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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加入世界貿易組織成為會員國後，對外貿易往來大幅增加，農產品之貿易亦趨

於頻繁。其中種苗貿易已成為國際農產品市場中重要之部分，使得外來有害生物入侵之

機率亦大幅增加，為防範外來有害生物之入侵，植物檢疫工作顯得更為重要。本文藉由

重要種媒細菌性病害之案例，說明植物種苗貿易之檢疫工作。 

關鍵字：健康種苗、植物輸入檢疫、植物輸出檢疫 

1.前言 

植物病害可分為非傳染性病害 (non-infectious disease) 與傳染性病害 (infectious 

disease)；其中非傳染性病害為非生物因子所造成，包含如高溫、低溫、霜害、光照等氣

候環境因子及營養元素缺乏或過高、空氣污染、藥害等所造成之生理失調；傳染性病害

主要為真菌、細菌、菌質體、病毒或線蟲等病原微生物所造成。傳染性植物病害之發生

除了需病原微生物與感病之寄主植物外，尚需適宜之氣象環境因子，三者缺一不可，合

稱為病害三角環 (Disease triangle)。植物病原微生物之感染途徑主要為傷口、氣孔、皮

目及蜜腺等，引起之病徵有葉斑、葉枯或葉燒、潰瘍、軟腐、萎凋、腫瘤、黃化、壞疽、

矮化、嵌紋與輪點等。其傳播方式可經由雨水飛濺、土壤、種子、種薯或繁殖苗、灌溉

水、昆蟲、農具等。藉由種子、種苗或種薯之國際貿易，種媒病菌已成為國際檢防疫上

的重要議題。 

植物種苗是農作物生產的根源，為提高農業生產效率及品質，使用健康優良種苗乃

主要關鍵。種苗產業國際競爭力提昇的主要關鍵，在於優勢品種之掌握與優質種苗穩定

供應之能力，優良種苗之生產除慎選品種、注重栽培管理外，亦應配合必要之健康檢查，

以提昇其品質；台灣加入世界貿易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後，農產品之

品質受國際標準之規範，並面對國際間之競爭壓力，研發健康種苗技術為降低病害發

生、提升種苗品質及產業競爭力之重要途徑。 

2.現行檢疫規範 

2002 年 1 月 1 日我國正式加入世界貿易組織，成為會員國對外貿易往來大幅增

加，其中農產品貿易亦趨於頻繁，使得外來有害生物隨著植物及其產品入侵之機率大

增，為防範外來有害生物之入侵，植物檢疫工作顯得更為重要；一旦重要有害生物立足

而成為疫區則將影響植物及其產品之輸出。種苗貿易為國際農產品市場中相當重要之部

分，經由種苗傳播之病害亦日趨嚴重，由國外輸入之種苗若帶有本土未曾發生之有害生

物時，除了影響該植物種苗之生長外，亦可能造成其他經濟作物之產量與品質，進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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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農產品之外銷。植物檢疫措施的執行有助於防範病原之入侵及降低病害之發生，為植

物防疫之前鋒。 

我國於民國八十五年元月通過「植物防疫檢疫法」後，並於八十七年八月一日正式

成立「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掌管動植物防疫檢疫之政策擬訂與執行，

依據「中華民國植物檢疫限制輸入規定」，可分為禁止輸入與有條件輸入兩類；甲、禁

止輸入部份：此部份係禁止由發生特定重要病蟲害之疫區進口該類病害之寄主植物。

乙、有條件輸入部份：自特定病蟲害發生疫區輸入該病蟲害之寄主植物時，除需附輸出

國政府簽發之植物檢疫證明書外，並需依相關規定條件辦理始得輸入。 

3.重要種媒細菌性病害介紹 

(一) 瓜類細菌性果斑病 (Bacterial blotch of cucurbits) 

本病係由 Acidovorax avenae subsp. citrulli (原名 Pseudomonas pseudoalcaligenes 

subsp. citrulli) 所引起。細菌性果斑病菌除了危害西瓜外，亦可危害甜瓜、苦瓜、及南

瓜等瓜類作物。本病害之病徵依其所感染之寄主不同而有所差異，其中西瓜於苗期受感

染時，子葉和真葉初期呈現水浸狀斑點，後為褐色壞疽斑，當胚軸部分受到感染時，則

可引起幼苗倒伏死亡，易被誤判為疫病菌所引起。於成株時，罹病植株真葉呈現褐色病

斑，然相對溼度高時，病斑可沿葉脈中肋擴展。西瓜果實受害時，果皮朝上表面出現水

浸狀小斑點，逐漸擴大成為不規則的橄欖色水浸狀塊斑。罹病初期病組織只侷限在果

皮，內部果肉組織正常，後期罹病的果實表皮常有龜裂現象，內部伴隨腐生菌的入侵使

果實腐爛。甜瓜苗期受瓜類細菌性果斑病菌感染時，病徵與西瓜相似，成株真葉受感染

時，亦會出現褐色病斑，高溼度時病斑上可見乳白色菌泥溢出，葉部病斑處後期常破裂。

光滑表皮之甜瓜果實病徵與西瓜果實上之病徵類似，常呈現大型不規則的橄欖色水浸狀

塊斑，在網紋洋香瓜品系之罹病果實，表面則呈現凹陷之褐色壞疽斑點與果實蠅危害之

斑點類似，病斑不會擴大，但內部果肉呈現褐壞疽腐情形。瓜類細菌性果斑病菌亦可感

染苦瓜，罹病葉片呈現褐色壞疽病斑，罹病之果實表面則呈現水浸狀褐色病斑，溼度高

時可逐漸擴大。 

此病原菌可殘存於種子內部及表面，成為此病害主要的初次感染源，病原菌於種子

發芽時入侵子葉呈現水浸狀斑點，再藉雨水或噴灌之水飛濺，由少數之罹病幼苗散播。

此些帶菌之幼苗移植於田間後，可再藉雨水或灌溉水而將病原菌散播於田間；在高溫多

濕環境下，罹病組織常可泌出菌泥，而為田間重要之感染源。果斑病菌由氣孔和傷口侵

入，而成熟之瓜果表面會被臘質所覆蓋，所以幼果較成熟果實感病。罹病果實後期於田

間腐爛時，殘留於田間之帶菌種子所長出之自生瓜苗與罹病植株殘體及葫蘆科野生植物

等，亦為此病原菌可能之感染源。本病害可利用選擇性培養基 WFB68 或 AacSM 培養

基進行罹病組織中病原菌之檢測，亦可應用聚合酵素連鎖反應進行快速檢測，而血清學

技術與 Biolog 快速鑑定系統等亦可應用於本菌之快速鑑定。 

 

(二) 茄科植物細菌性斑點病 (Bacterial spot of tomato and pepper) 

本病可由 Xanthomonas euvesicatoria (Xev)、X. vesicatoria(Xv)、X. perforans (Xp) 與 

X. gardneri (Xg) 引起，台灣已被報導之茄科細菌性斑點病菌為 Xev、Xv 與 Xp。Xev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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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 皆可感染甜椒與番茄，而 Xp 則主要感染番茄，在病原菌感染寄主 3-5 天後，可出

現水浸狀斑點，之後轉為壞疽病斑，常發生在葉片、花、果實、枝條 (易形成條斑)，易

引起落葉。此三種病原細菌主要由心葉或嫩葉之葉背下方氣孔入侵。侵入寄主植物之最

適溫度於 25-32℃，在高濕環境有利病害之發生，溫度低於 20℃不適本病之發生。本

病害可藉由種子傳播而成為最初感染源，在田間則藉由噴灌及雨水飛濺散佈，使病害迅

速擴散。本病害可利用選擇性培養基 Tween 培養基進行病原菌之分離，並應用聚合酵

素連鎖反應進行罹病組織中病原菌之快速檢測。 

 

(三) 十字花科黑腐病 (Black rot of crucifers) 

本病係由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campestris 所引起，可藉由葉緣水孔入侵，因

此常見之病徵為自葉緣向內形成 V 字型之黃褐色病斑，其周圍有黃暈，病斑內葉脈常

呈黑色。本菌屬系統性病害，在適宜環境下，病原細菌由葉脈之維管束向上向下蔓延。

病原細菌可附著在種子表面或經維管束感染存在於種子內，若菌量過高可引起苗期 

damping off，並成為最初感染源。本菌亦可藉由雨水飛濺或灌溉 (噴灌) 傳播，有時在

風雨過後，會在葉片上出現散布之點狀病斑。十字花科黑腐病菌可在雜草的根圈土壤中

以低量殘存，而植物殘體亦有利於其存活。本病害可利用選擇性培養基 SMA 培養基或

聚合酵素連鎖反應進行罹病組織中病原菌之快速檢測，而血清學技術與 Biolog 快速鑑

定系統等亦可應用於本菌之快速鑑定。 

 

(四) 馬鈴薯輪腐病 (Ring rot of potato) 

本病係由 Clavibacter michiganensis subsp. sepedonicus 引起，病害發生初期在地上

部呈現半邊萎凋，病勢進展甚慢，病徵常由下位葉開始，葉緣向上捲起，捲葉處呈灰綠

色，後期呈現深褐色壞疽現象。地下部塊莖則沿維管束部分形成黃褐色病徵，形成輪狀

之褐變，最後維管束變為乳白色至淡褐色腐爛，並呈空腔狀，之後隨軟腐細菌侵入，薯

塊完全腐爛。本菌主要藉由種薯傳播，亦會藉由切種薯之刀具傳播。低溫有利於本病害

發生，人工接種常需 30 天後才發病。本病害可應用聚合酵素連鎖反應進行罹病組織中

病原菌之快速檢測與鑑定。 

 

(五) 火鶴花細菌性葉枯病 (Bacterial blight of anthurium) 

本病係由 Xanthomonas axonopodis pv. dieffenbachiae 所引起，為火鶴花最具破壞性

及威脅性之病害。本病害之病徵會因寄主品種不同而有所差異，但主要之病徵為初期自

葉尖或葉緣處開始出現水浸狀斑點，後漸轉為壞疽斑，並逐漸擴大呈不規則形，最後葉

片乾枯而死。此外本病原菌亦可侵入維管束而進行系統性蔓延，使得罹病植株呈現黃化

型病徵，在一般火鶴花栽培場中可同時發現水浸狀斑、黃化及壞疽斑等病徵，病勢進展

較快，則可快速擴展至葉柄，並蔓延至莖部，並感染鄰近之葉柄，當葉柄出現黃化時，

此葉柄則極易掉落，此時將掉落之葉柄稍加擠壓可見黃色菌泥，植株最後整株由黃化轉

為灰褐色死亡。本病害在高溫高濕之環境下，病勢進展迅速，在 28-32℃下之病害發生

最為嚴重。本病原菌可經由自然開口 (如：氣孔、葉緣水孔) 及傷口等侵入感染，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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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除可經罹病植株與健株之接觸感染進行傳播外，還可經雨水飛濺、灌溉水、機械傳

播及帶菌介質或帶菌病土等進行傳播。本病害可應用聚合酵素連鎖反應進行罹病組織中

病原菌之快速檢測與鑑定。 

 

(六) 青枯病 (Bacterial wilt) 

本病係由青枯病菌 Ralstonia solanacearum (原 Pseudomonas solancearum) 引起，生

長適溫約為 30℃。青枯病菌是由許多不同菌系組成的一個複合種 (complex species)，依

據寄主範圍的差異，可將青枯病菌區分為五個生理小種 (race)，第一生理小種 (race 1) 

菌株能感染番茄、菸草等多種茄科植物、雜草及某些雙倍體香蕉，故又稱茄科菌系 

(solanaceous strain)；第二生理小種 (race 2)菌株主要引起三倍體香蕉及赫蕉屬 

(Heliconia) 之萎凋病 (又稱 moko disease)，亦稱芭蕉科菌系 (musaceous strain)；第三生

理小種 (race 3) 菌株主要危害馬鈴薯及番茄，但對其他茄科植物的病原性較弱，故稱馬

鈴薯菌系 (potato strain)；第四生理小種 (race 4) 係由菲律賓罹病薑植株分離而得之菌

株，只能感染薑，故稱為薑菌系 (ginger strain)；第五生理小種 (race 5) 為自中國大陸由

桑樹分離到的菌株，主要危害桑樹，對馬鈴薯、茄子為弱病原性，又稱桑菌系 (mulberry 

strain)。在台灣常見之菌株皆屬於第一生理小種，然民國 88、89 年間於台灣中部地區，

馬鈴薯青枯病之罹病植株則分離到屬於第三生理小種之菌株，其來源可能與農民將自國

外進口之食用馬鈴薯薯塊作為種薯有關。青枯病菌可危害 30 多科，200 多種植物大部

分為草本植物，亦有少數木本植物。在台灣地區青枯病菌之寄主植物，如番茄、甜椒、

馬鈴薯、黃麻、蘿蔔、紫蘇、落花生、煙草、康富利(comfrey)、草莓、天堂鳥、 火鶴

花、洋桔梗、萬壽菊、銀柳、蓮霧、番荔枝、絲瓜、苦瓜、空心菜及薑等。本病所造成

之病徵在初期會造成葉片褪色、下垂、矮化、植株萎凋，最後會導致植株枯萎死亡。將

罹病植株之根部或莖部切開時，可見其維管束產生褐化，將罹病組織置於含無菌水之試

管中，可見細菌自維管束中大量釋出呈雲霧狀。本菌係屬土壤傳播性病害，可在土壤中

存活，在濕潤土壤中存活較淹水或乾燥中之土壤為長。此外，植物殘體有利於此菌存活，

本菌亦可藉由機械、種苗及昆蟲傳播。本病害可利用鑑別培養基 TTC 培養基或聚合酵

素連鎖反應進行罹病組織中病原菌之快速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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