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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灣位於亞熱帶，氣候適宜，瓜類作

物終年均可種植，病毒病害普遍發生於瓜

類栽培田。國外報告指出可感染瓜類作物

的病毒種類在25種以上，目前台灣瓜類作
物上被確認的病毒約有11種（表一），而
這些病毒在不同瓜類作物的發生相各有差

異，病毒單獨或複合感染造成植株不同程

度的影響，病徵也有差異，罹病較輕的植

株出現輕微的斑駁嵌紋捲曲，植株生育不

良，嚴重者葉片及果實畸型或頂芽壞疽，

造成植株矮化及生長停滯，甚至死亡，不

但影響品質也影響產量。

洋香瓜病毒病害簡介
常見危害洋香瓜之病毒種類有：胡瓜

嵌紋病毒(Cucumber mosaic virus嵌紋病毒(Cucumber mosaic virus嵌紋病毒( , CMV)、
木瓜輪點病毒-西瓜型 (Papaya ringspot vi-木瓜輪點病毒-西瓜型 (Papaya ringspot vi-木瓜輪點病毒-西瓜型 (
rus- Watermelon strain, PRSV-W)、矮南瓜黃rus- Watermelon strain, PRSV-W)、矮南瓜黃rus- Watermelon strain
化嵌紋病毒 (Zucchini yellow mosaic virus化嵌紋病毒 (Zucchini yellow mosaic virus化嵌紋病毒 ( , 
ZYMV))、西瓜銀斑病毒 (Watermelon sil-ZYMV))、西瓜銀斑病毒 (Watermelon sil-ZYMV))、西瓜銀斑病毒 (
ver mottle virus , WSMoV)、胡瓜綠斑嵌紋
病毒 (Cucumber green mottle mosaic virus病毒 (Cucumber green mottle mosaic virus病毒 ( , 
CGMMV)及南瓜捲葉病毒 (Squash leaf curl CGMMV)及南瓜捲葉病毒 (Squash leaf curl CGMMV)及南瓜捲葉病毒 (
virus , SqLCV)⋯⋯等，可分為Tospovirus、, SqLCV)⋯⋯等，可分為Tospovirus、, SqLCV)⋯⋯等，可分為
Potyvirus、Geminivirus、Cucumovirus及To-及To-及

bamovirus等5類，單一病毒或複合感染病
徵如圖一。本文將5類病毒分述如下：

Tospovirus番茄斑萎病毒屬病毒分布遍Tospovirus番茄斑萎病毒屬病毒分布遍Tospovirus
及全球，寄主範圍廣，嚴重危害許多經濟

作物，為一全球重要之植物病毒。台灣地

處熱帶、亞熱帶地區，氣候適宜，非常適

合番茄斑萎病毒屬病毒及其媒介昆蟲薊馬

生長，番茄斑萎病毒屬中以西瓜銀斑病毒

(Watermelon silver mottle virus(Watermelon silver mottle virus( , WSMoV)與甜
瓜黃斑病毒 (Melon yellow spot virus瓜黃斑病毒 (Melon yellow spot virus瓜黃斑病毒 ( , MYSV)Melon yellow spot virus, MYSV)Melon yellow spot virus
為主要危害洋香瓜栽培之病毒，此類病毒

對茄科及葫蘆科作物均造成嚴重損失。其

他台灣發生之番茄斑萎病毒屬病毒有紀錄

者尚有番茄斑點萎凋病毒 (Tomato spotted 者尚有番茄斑點萎凋病毒 (Tomato spotted 者尚有番茄斑點萎凋病毒 (
wilt virus, TSWV)、海芋黃化斑點病毒 (Cal-, TSWV)、海芋黃化斑點病毒 (Cal-, TSWV)、海芋黃化斑點病毒 (
la lily chlorotic spot virus, CCSV)、番椒黃化
病毒 (Capsicum chlorosis virus病毒 (Capsicum chlorosis virus病毒 ( , CaCV)、以及
花生黃化扇斑病毒 (Peanut chlorotic fan-spot 花生黃化扇斑病毒 (Peanut chlorotic fan-spot 花生黃化扇斑病毒 (
virus, PCFV) 等種類，僅海芋黃化斑點病毒
可於田間洋香瓜材料中零星測得，其餘病

毒目前並未於田間洋香瓜材料中測得。田

間病徵為葉片黃化斑駁並伴隨壞疽斑點、

節間縮短、矮化、瓜蔓末梢直立等病徵，

罹病株所結果實容易脫落、變小或畸形。 
Potyvirus（馬鈴薯Y病毒屬）的成員

超過180種，為植物病毒中種類最多者，
可藉由蚜蟲或機械傳播，以木瓜輪點病毒-
西瓜系統和矮南瓜黃化嵌紋病毒危害洋香

瓜最為嚴重。

防治方法簡介

洋香瓜病毒病害 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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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木瓜輪點病毒-西瓜型 ((1)木瓜輪點病毒-西瓜型 (Papaya ring-Papaya ring-(1)木瓜輪點病毒-西瓜型 (Papaya ring-(1)木瓜輪點病毒-西瓜型 ((1)木瓜輪點病毒-西瓜型 (Papaya ring-(1)木瓜輪點病毒-西瓜型 (
spot virus-Watermelon strain , PRSV-W)自然spot virus-Watermelon strain , PRSV-W)自然spot virus-Watermelon strain
感染的寄主僅在葫蘆科 (Cucurbitaceae)植物
內，木瓜輪點病毒-西瓜型可藉由蚜蟲及汁
液機械傳播，但不會藉由種子傳播，目前

已知台灣至少有十種蚜蟲可傳播此病毒，

其中以桃蚜及棉蚜傳播效率最高，蚜蟲傳

播此病毒屬於非永續型傳播，蚜蟲在病株

上吸食數十秒即可獲毒，進而傳播病毒。

木瓜輪點病毒-西瓜型亦可藉由汁液傳播，
因此若田裡有病株，工作時藉由污染的工

具或雙手的接觸機會，均能造成木瓜輪點具或雙手的接觸機會，均能造成木瓜輪點

病毒-西瓜型之傳播。
(2)矮南瓜黃化嵌紋病毒(Zucchini yel-(2)矮南瓜黃化嵌紋病毒(Zucchini yel-(2)矮南瓜黃化嵌紋病毒(

low mosaic vrus , ZYMV)是目前全世界多數
瓜類作物上最普遍發生的病毒之一，也是

台灣瓜類上發生頻率最高且最嚴重的病

毒。矮南瓜黃化嵌紋病毒在洋香瓜植株上

造成葉片黃化、嵌紋，植株矮化或萎凋、

果實與種子變形，若幼株受感染則無法開

花結果。台灣至少有六種蚜蟲可傳播矮南

瓜黃化嵌紋病毒，尤其是棉蚜及桃蚜在矮

圖一、瓜類病毒單一或複合感染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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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inivirusGeminivirus（雙生病毒屬）在目前台（雙生病毒屬）在目前台

灣地區洋香瓜上發現的均為南瓜捲葉病毒 
(SqLCV)，尚無其他種雙生病毒感染洋香
瓜的紀錄，SqLCV主要由煙草粉蝨(Bemisia 瓜的紀錄，SqLCV主要由煙草粉蝨(Bemisia 瓜的紀錄，SqLCV主要由煙草粉蝨(
tabaci  species complex)傳播，在台灣以煙草tabaci  species complex)傳播，在台灣以煙草tabaci
粉蝨的B生物小種(B-biotype)銀葉粉蝨較為
普遍。在97年秋作期間，台南縣、市的洋
香瓜發生嚴重的SqLCV感染，在台南市安
南區的栽培田間有超過90%以上的洋香瓜
植株受到病毒危害，產生嚴重的捲葉、新

芽萎縮病徵。目前在彰化縣、雲林縣的二

南瓜黃化嵌紋病毒田間傳播上扮演著重要南瓜黃化嵌紋病毒田間傳播上扮演著重要

的角色。矮南瓜黃化嵌紋病毒亦可藉由汁

液機械傳播，並經由傷口侵入造成感染。

矮南瓜黃化嵌紋病毒亦可隨甜瓜果實作長

距離傳播，罹病的新鮮果實及其中的種子

可檢測出矮南瓜黃化嵌紋病毒，但病毒只

存在於外部種皮中，並未入侵至胚。經

過正常的採種處理過程，種子乾燥且貯藏

後，大多數附著外部的矮南瓜黃化嵌紋病

毒幾已消滅殆盡，因此病毒感染第二代瓜

苗的機會甚低。

圖一、瓜類病毒單一或複合感染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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崙、崙背，台南縣的東山、將軍、七股、崙、崙背，台南縣的東山、將軍、七股、

佳里，及台南市的安南區等栽培區皆可發

現SqLCV的感染。發病嚴重度與生長初期
田間的粉蝨帶毒率成正比，粉蝨棲群密度

高時增加罹病機率，定植初期時田間粉蝨

棲群密度與帶毒率愈高，則植株發病率愈

高，所以定植初期銀葉粉蝨的防治非常重

要。

Cucumovirus（胡瓜嵌紋病毒屬）中
胡瓜嵌紋病毒為危害洋香瓜之典型代表，

寄主範圍甚廣，可經由六十種以上之蚜蟲

以非永續性方式傳播至近一千種單、雙子

葉植物上，並可藉由機械、嫁接或種子傳

播，為世界上極為普遍之主要植物病毒之

一。亦為早期台灣洋香瓜栽培上重要之病

毒，主要造成葉片黃綠嵌紋，新葉變形，

植株萎縮等病徵。胡瓜嵌紋病毒在田間主

要由棉蚜與桃蚜傳播，蚜蟲傳播此病毒屬要由棉蚜與桃蚜傳播，蚜蟲傳播此病毒屬

於非永續型傳播，因此，以藥劑防治蚜蟲

對於胡瓜嵌紋病毒的傳染較無效用。而胡

瓜嵌紋病毒曾在至少十九種作物上被報導

可以經由種子傳毒，在防治策略上，種子

帶毒是一個重要考慮因子。另因胡瓜嵌紋

病毒的寄主範圍極為廣泛，在作物收穫

後，此病毒經常可存在於田邊的雜草或隔

壁田區的作物中，等待下次感染機會，防

治極為困難。在台灣地區，全年均可發生

此病害，並經常發現此病毒可與其他RNA
病毒複合感染。然而因為本病毒存在已

久，雖目前台灣地區所使用的洋香瓜栽培

品種對於此病毒大部分均已具有耐受性，

但因為此病毒易發生基因體重組與變異，

產生具有強毒性的新病毒株系 (strain)，因
此仍不可對此病毒掉以輕心。

表一、於我國瓜類作物上發生的病毒種類

病毒種類 學名 屬 媒介昆蟲

1 海芋黃化斑點病毒 Calla lily chlorotic spot virus, CCSV Ts 薊馬

2 瓜類蚜媒黃化病毒 Cucurbit aphid-borne yellows virus, CABYV Po 蚜蟲

3 胡瓜綠斑嵌紋病毒 Cucumber green mottle mosaic virus, CGMMV Tb

4 胡瓜嵌紋病毒 Cucumber mosaic virus, CMV Cu 蚜蟲

5 甜瓜黃斑病毒 Melon yellow spot virus, MYSV Ts 薊馬

6 木瓜輪點病毒－西瓜型 Papaya ringspot virus-watermelon strain, PRSV－WPapaya ringspot virus-watermelon strain, PRSV－WPapaya ringspot virus-watermelon strain Po 蚜蟲

7 南瓜捲葉病毒 Squash leaf curl virus, SLCV Ge 粉蝨

8 西瓜銀斑病毒 Watermelon silver mottle virus, WSMoV Ts 薊馬

9 矮南瓜黃化嵌紋病毒 Zucchini yellow mosaic virus, ZYMV Po 蚜蟲

10 番椒黃化病毒 Capsicum chlorosis virus, CaCV Ts 薊馬

11 甜瓜脈綠嵌紋病毒 Melon vein-banding mosaic virus, MVbMV Po 蚜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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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以杜絕南瓜捲葉病毒傳播的機會。藥治，以杜絕南瓜捲葉病毒傳播的機會。藥

劑防治時為避免害蟲產生抗藥性，應輪替

使用不同類型或不同作用機制的藥劑，切

記藥液需噴及葉背，且水量要夠，以提升

防治效果。設施內溫度較高，藥劑濃度務

必遵守稀釋倍數，以免產生藥害，媒介昆

蟲防治藥劑如表二。

(3)防止田間人為機械傳播：因病毒
可藉由機械傳播，為避免在洋香瓜生育期

間進行摘心、整蔓等作業造成病毒的快速

蔓延，提醒農友在田間管理時，需仔細觀

察是否有罹病毒株，所有操作工具包括剪

刀、小刀及手，均需做好消毒工作，可使

用酒精消毒，摘心、整蔓遇有病株，立即

戴上手套整株拔除。不同田區間之操作順

序應由較乾淨園區或幼株園區先執行，其

次再到病蟲害可能已發生之園區或老株園

區，可減低病蟲害之人為傳播。

(4)實施共同防治：相鄰田區宜採取
大面積共同防治，以提高防治媒介昆蟲效

果。

(5)注意田間衛生：新植田附近之老植
株及雜草應徹底清除。

結語
目前洋香瓜缺乏抗病品種，病毒種

類及媒介昆蟲繁多，且病毒病為系統性病

害，沒有農藥可以治癒，利用提早拔除病

株及消滅媒介昆蟲策略來預防。防治昆蟲

最有效的策略是共同防治，但洋香瓜產期

分散，共同防治較難實施，及未能有效配

合清除病株及廢棄老園，易造成病毒迅速

感染危害。洋香瓜病毒病的防治首重於預

防，選用健康種苗及做好媒介昆蟲防治及

田間衛生，必能降低病毒病害發生。

TobamovirusTobamovirus（煙草嵌紋病毒屬）病毒（煙草嵌紋病毒屬）病毒

顆粒極為穩定，藉由枝葉等植物組織或任

何器械接觸即可在植株間傳播，也極容易

因為種子污染而傳染至子代。胡瓜綠斑嵌

紋病毒為煙草嵌紋病毒屬之一，可經由種

子傳播，亦可藉由污染的土壤或灌溉水傳

播，當罹病株殘體留於土中，藉由根部接

觸也可感染其他植株，帶毒的扁蒲作西瓜

的砧木時，西瓜植株也會被胡瓜綠斑嵌紋

病毒感染，目前尚未確認有昆蟲可媒介此

病毒。

洋香瓜病毒病害防治方法
近年來，台南地區洋香瓜病毒病害普

遍發生且異常嚴重，針對病毒病害的防治

策略，應加強育苗期到定植後1個月內媒
介昆蟲的防治工作，以減輕受害程度。防

治方法如下：

1.抗病品種：經濟而且有效，但目前無
抗病品種可推薦給農民種植。加上病毒種

類很多，實際上是可遇不可求。

2.綜合防治：
(1)培育健康苗：洋香瓜育苗時必須在

防蟲的設施內進行，最好由管理良好育苗

場代育。

(2)徹底防治田間媒介昆蟲：病毒可藉
銀葉粉蝨、薊馬、蚜蟲等媒介昆蟲傳播，

該等媒介昆蟲在苗期就會危害洋香瓜，所

以開始育苗後隨時要注意害蟲的防治，最

好在防蟲的設施內進行育苗，可於育苗場

所及田區周圍懸掛黃色及藍色粘紙做小型

昆蟲的密度監測，及時防治以減輕媒介昆

蟲傳播病毒的風險。定植時，先行對育苗

盤內之瓜苗施用殺蟲劑，定植後至60公分
左右長之瓜藤要加強防治媒介昆蟲，觀察

到每葉葉背超過2隻銀葉粉蝨就需加強防



台南區農業專訊 69期2009年9月 69期2009年9月14

農 業新知與技術

表二、洋香瓜媒介昆蟲防治藥劑表二、洋香瓜媒介昆蟲防治藥劑

病蟲害別 藥劑名稱 稀釋倍數 安全採收期

南黃薊馬

10%克凡派水懸劑 1000 6

20%亞滅培水溶性粉劑 4000 6

25%福化利乳劑 3000 7

2.8%賽洛寧乳劑 2000 7

2.5%賽洛寧微乳劑 2000 7

2.46%賽洛寧膠囊懸著液 2000 7

2.8%第滅寧水基乳劑 2000 20

2.4%第滅寧乳劑 2000 20

2.8%第滅寧乳劑 2000 20

9.6%益達胺溶液 1500 21

銀葉粉蝨

20%達特南水溶性粒劑 3000 6

10%賽速安水溶性粒劑 4000 6

2.8%畢芬寧乳劑 1000 6

2.4%第滅寧水懸劑 1000 6

25%派滅淨可濕性粉劑 1200 6

11%百利普芬混合乳劑 1000 9

16%可尼丁水溶性粒劑 3000 9

2%阿巴汀乳劑 1000 12

25%布芬淨可濕性粉劑 1000 15

9.4%六伏隆水懸劑 1500 15

9.6%益達胺溶液 1500 21

棉蚜 40.4%賽果培溶液 4000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