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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彭瑞菊、蔡翰沅。2012。銀葉粉蝨帶毒率對洋香瓜不同生育時期南瓜捲葉病毒病發生之

影響。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 60：30-37。
臺南場轄區為洋香瓜主要的栽培區之一，2008 年底至 2009 年初臺南市洋香瓜栽培區，

罹患南瓜捲葉病毒（Squash leaf curl virus, SqLCV）情形相當嚴重，造成嚴重經濟損失。南

瓜捲葉病毒屬雙生病毒科（Geminivirdae）的 Begomovirus 屬，此病毒由銀葉粉蝨（Bemisia 
tabaci species complex）所傳播，屬持續循環型（persistent-circulative）的病毒。於 2009 年

至 2011 年採集洋香瓜栽培區疑似罹病毒之捲葉葉片及銀葉粉蝨活蟲，抽取其 DNA，並以滾

環擴增法（Rolling Circle Amplification, RCA）檢測帶毒率及罹病毒率，共計採樣雲嘉南 21
個鄉鎮 189 個洋香瓜栽培區的 1,873 個銀葉粉蝨樣品，檢測單一園區之銀葉粉蝨帶毒率自

0％～ 100％均有，平均帶毒率 28.6％。並選定 10 個不同洋香瓜栽培園區調查銀葉粉蝨帶毒

率與洋香瓜罹患南瓜捲葉病毒之關係，結果顯示洋香瓜生育初期銀葉粉蝨密度高，又有帶

毒，約 2 週罹病毒率即可高達 5 成左右，但是生育中後期，即使是銀葉粉蝨密度高而且百分

之百帶毒，調查區域內並無植株感染捲葉病毒，所以種植初期針對媒介昆蟲銀葉粉蝨的防治

非常重要。

關鍵詞：南瓜捲葉病毒、銀葉粉蝨、滾環擴增法

接受日期：2012 年 9 月 13 日

前　　言

臺灣位於亞熱帶，氣候適宜，終年均可種植瓜類作物，且病毒病害發生相當普遍。國外

報告指出可感染瓜類作物的病毒種類在 50 種以上，目前臺灣瓜類作物上被確認的病毒約有

16 種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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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片黃化，甚至死亡，不但

影響品質也影響產量。瓜類栽培期間常易遭受病毒病害感染，輕者，出現嵌紋或植株生長不

良；嚴重者，葉片黃化白化或皺縮變形，植株矮化，生長停止，導致枯萎及果實畸型，對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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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及商品價值影響極大，造成農民極大的經濟損失。常見危害瓜類之病毒種類有：胡瓜嵌

紋病毒（Cucumber mosaic virus, CMV）、木瓜輪點病毒―西瓜型（Papaya ringspot virus- 
Watermuskmelon strain, PRSV-W）、矮南瓜黃化嵌紋病毒（Zucchini yellow mosaic virus, 
ZYMV）、西瓜銀斑病毒（Watermuskmelon silver mottle virus, WSMoV）、甜瓜黃斑病

毒 （Muskmelon yellow spot virus, MYSV）(11)、胡瓜綠斑嵌紋病毒（Cucumber green mottle 
mosaic virus, CGMMV）、瓜類退綠黃化病毒（Cucurbit chlorotic yellows virus, CCYV）及

南瓜捲葉病毒（Squash leaf curl virus, SqLCV）……等，可單一病毒或複合感染病徵 (3,4,7)。

2008 年秋作在甜瓜上均可發現嚴重的捲葉、新芽萎縮的現象，經檢測後發現即是銀葉粉蝨

所傳播之南瓜捲葉病毒（Squash leaf curl virus, SqLCV）(6) 所引起，申報清園補助近 350 公

頃 (5)。南瓜捲葉病毒，此病毒屬雙生病毒科（Geminivirdae）Begomovirus 屬，此病毒由銀葉

粉蝨（Bemisia tabaci species complex）所傳播，屬持續循環型（persistent-circulative）的病毒，

即銀葉粉蝨可終生帶毒傳毒。粉蝨卵孵化後之 1 齡幼蟲會走動取食而獲毒，移動距離不遠。

其他齡期若蟲均固定在寄主植物上吸食，雖若蟲在病毒的傳播上較不重要，卻是藥劑防治的

主要齡期。成蟲具翅，活動性強，在病毒的傳播病毒上扮演重要角色，成蟲可獲毒傳毒，母

蟲產卵時病毒可經卵傳播到子代，一齡幼蟲一孵化即具傳毒能力，經卵傳毒僅限一代，卻大

大提高田間病毒病發生的風險。銀葉粉蝨取食傳毒後，約 10 ～ 14 天即可看到病徵 (2)。該病

毒亦可經機械傳播。因為銀葉粉蝨在臺灣的密度越來越高，本研究嘗試去了解銀葉粉蝨帶毒

率與洋香瓜南瓜捲葉病毒病發生的關係。

材料與方法

一、銀葉粉蝨帶毒率調查

( 一 ) 不定點病毒病害葉片及銀葉粉蝨採樣

於雲嘉南轄區洋香瓜田區進行採樣，臺南市包括安南、七股、西港、東山、

柳營、下營、佳里、六甲、將軍、北門、新市、後壁及白河，嘉義縣包括鹿草、

水上、朴子及義竹，雲林縣包括二崙、虎尾、崙背及四湖共計 21 個鄉鎮，每一栽

培田選定小區域調查罹病毒率並採集疑似罹病株樣品 (1)，粉蝨之採集翻開葉背以

吸蟲器吸取粉蝨樣品，單一區採集蟲數盡量維持在 10 ～ 20 隻，若蟲數稀少時，

則以採集所有蟲數來檢測。

( 二 ) 植物葉片與單一粉蝨總量 DNA 抽取

將前述兩項採集之葉片樣本以 1.5 ml 離心管蓋打 1 個小圓盤之葉片組織（含

有主葉脈者為佳），或單一隻粉蝨樣本放置於 1.5 ml 離心管，磨碎後，加入 100 
μl 之 DNA 萃取緩衝液（10 mM Tris-HCl pH 8.0，0.1 mM EDTA，1 ％，Triton 
X-100）(8)，60℃乾浴加熱器處理 5 分鐘後，再加入等體積的酚（Phenol，pH 8.0）
強力震盪後，離心分層後，吸取上清液，加入 2.5 倍體積的 95％酒精，混合後進

行低溫酒精沉澱，離心所得的DNA沉澱物經乾燥後，溶解於 20μl的去離子水中，

作為後續檢測反應之模板。

( 三 ) 滾環式擴增法（Rolling circle amplification, RCA）

由於雙生病毒本身即具有環狀單股 DNA，極為適合作為 RCA 的模版，本研

究以 RCA 方法進行 SqLCV 基因體 DNA 的檢測 (8,10)。本方法不需事先知道病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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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體序列資訊，僅需採用 6-mer 逢機引子對，即可利用 Phi29 DNA polymerase
的 DNA 鏈取代特性於恆溫條件（30℃）下進行環狀複製與擴增作用。增幅的產

物並進一步利用 BamHI 限制酵素剪切，反應完成後進行電泳法進行分析增幅之產

物，其程序乃遵照一般分子生物技術進行 (12)。並將產物進行 DNA 定序（源資生

物科技公司、明欣生物科技公司），確定為 SqLCV 序列。

二、洋香瓜南瓜捲葉病毒病與銀葉粉蝨帶毒率之關係

( 一 ) 定點隧道式栽培及溫網室病毒病害葉片及銀葉粉蝨採樣分析 
選定 6 個隧道式栽培的園區及四間溫網室，分別位於安南及七股，進行每周

罹病毒率調查及採樣，包括葉片及粉蝨採樣方法同上。同樣以植物葉片與單一粉

蝨總量 DNA 抽取及滾環式擴增法，分析洋香瓜植株罹病毒情形及銀葉粉蝨帶毒

率，以了解洋香瓜南瓜捲葉病毒病與銀葉粉蝨帶毒率之關係

( 二 ) 定點隧道式栽培及溫網室銀葉粉蝨族群變動調查

銀葉粉蝨的族群密度偵測以黃色黏紙調查，於植株頂端不超過 30 cm 的地方

設置黏紙（215 mm × 150 mm）(2)，每園區每種顏色黏紙各設置 8 張，每周更換一

次，以塑膠膜覆蓋於黏紙上，攜回實驗室計算誘得蟲數。

結果與討論

銀葉粉蝨傳播的南瓜捲葉病毒（Squash leaf curl virus）感染洋香瓜後，生育初期會產生

嚴重的捲葉、新芽萎縮病徵，生育中期亦會產生新葉捲曲的情形（圖 1. A ～ B），關於銀

葉粉蝨帶毒率與洋香瓜南瓜捲葉病毒病發生的關係，結果如下所敘。

A. 生育初期感染 B. 生育中期感染

圖 1. 洋香瓜感染南瓜捲葉病毒病的捲葉病徵

Fig. 1. Muskmelon plants showing leaf curl symptoms caused by SqLCV

一、銀葉粉蝨帶毒率調查

2009 年至 2011 年共計調查雲嘉南三縣市 21 鄉鎮區 189 個洋香瓜栽培區，檢測之

銀葉粉蝨帶毒率不同園區自 0％～ 100％均有，平均帶毒率 28.6％。其中臺南市共計採

樣 125 個園區，檢測蟲數 1173 隻，平均帶毒率 22.3％，植株平均罹病毒率 30.5％；嘉

義縣共計採樣 38 個園區，檢測蟲數 422 隻，平均帶毒率 47.6％，植株平均罹病毒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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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雲林縣計採樣 26 個園區，檢測蟲數 278 隻，平均帶毒率 26.3％，植株平均罹

病毒率 35.8％（表 1），在調查中單一園區之銀葉粉蝨以滾環式擴增法檢測 SqLCV（圖 
2），在189個園區中，若帶毒率為0％，園區洋香瓜罹SqLCV之比率亦為0（共4園區），

若銀葉粉蝨帶毒率 75％以上，園區洋香瓜罹 SqLCV 之比率可達 100％（共 18 園區），

故銀葉粉蝨帶毒比率越高，洋香瓜罹患 SqLCV 越嚴重，由各縣市平均結果亦可看出，

最高嘉義縣平均帶毒率 47.6％，其植株罹病毒率為 45.8％，而最低的臺南市平均帶毒率

22.3％，其植株罹病毒率為 29.5％，故帶毒率高罹病毒率亦高，呈現正相關。

表 1. 雲嘉南銀葉粉蝨帶毒率調查

Table 1. Field survey for the percentage of viruliferous whitefly in Yunlin, Chiayi and Tainan 
county

縣市別 園區數 檢測蟲數 帶毒蟲數 帶毒率％ 植株罹病毒率％

臺南市 125 1,173 262 22.3 29.5
嘉義縣 38 422 201 47.6 45.8
雲林縣 26 278 73 26.3 35.8
合　計 189 1,873 536 28.6 37.4

M

300 bp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 －

圖 2. 以滾環式擴增法（RCA）擴增雙生病毒環狀 DNA 基因體（上圖），並配合 BamHI
限制酵素剪切檢測銀葉粉蝨攜帶 SqLCV 結果（下圖）。SqLCV 全長基因體 DNA 預

期出現的位置 3000 bp 條帶標示於圖左方（箭號所示），Lane M 為分子量標準品，

Lane1-14 為銀葉粉蝨樣品，Lane ＋及－正負對照。

Fig. 2. Detection of geminiviruses genomic DNA by Rolling circle amplification (RCA)(up) plus 
restriction enzyme (BamHI) digestion(down). Total DNAs extracted from whitefly samples 
showed the detection the percentage of viruliferous.  The expected position of full-length 
SqLCV DNA was indicated by the arrows. Molecular size markers (M) and the position of 
3000 bp DNA band were as indicated. Lane 1-14 whitefly samples ; + positive control; - 
negativ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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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洋香瓜南瓜捲葉病毒病與銀葉粉蝨帶毒率之關係

為進一步了解銀葉粉蝨帶毒對洋香瓜不同生育時期之影響，於臺南市安南區及七股

區選定 6 個隧道式栽培的園區及 4 間溫網室，自定植起調查洋香瓜南瓜捲葉病毒病與銀

葉粉蝨帶毒率，2 區隧道式栽培園區（安南七股各一）結果顯示，在洋香瓜生育初期銀

葉粉蝨帶毒率低，到生育中期才有帶毒粉蝨出現，那麼到收成時南瓜捲葉病毒病的罹病

毒率亦低，其中一區位於安南區如圖 3 上圖顯示種植 7 週後，才檢測到帶毒粉蝨，到收

成時 SqLCV 的罹病毒率僅 7.2％。反之若是生育初期銀葉粉蝨密度高，又有帶毒，約 2
週罹病毒率即可高達 5 成左右，餘 4 園區均有此情形。如圖 3 下圖亦位於安南區洋香瓜

園區自第 9 周後，罹病毒率並未再上升，因為植株至生育中期後，生長勢較旺盛，較具

抗性，剩下四分之一的洋香瓜植株並未罹病。另外在溫室區情形亦相同，如圖 4 溫室 5，
洋香瓜生育初期銀葉粉蝨帶毒率高，且銀葉粉蝨密度也高達 388.3 隻／張黏紙，到生育

後期罹南瓜捲葉病毒病為 27.5％，而溫室 1 及 4 由於初期銀葉粉蝨沒帶毒，到收成時罹

病毒率不到 1％，故未顯示於圖中。此結果可了解洋香瓜生育初期，銀葉粉蝨媒介病毒

影響最嚴重。另溫室 6 因初期病害發生嚴重，導致缺株嚴重，未加以探討。

圖 3. 安南區二隧道式栽培園區的南瓜捲葉病毒病發生情形與銀葉粉蝨帶毒率

Fig. 3. The Squash leaf curl virus disease occurred on muskmelon plants and the percentage of 
viruliferous whitefly in two tunnel-type cultivation muskmelon field in Annan District



銀葉粉蝨帶毒率對洋香瓜不同生育時期南瓜捲葉病毒病發生之影響

35

圖 4. 三間不同溫室的南瓜捲葉病毒病發生情形與銀葉粉蝨帶毒率。溫室編號分別為 1、4
及 5

Fig. 4. The Squash leaf curl virus disease occurred on muskmelon plants and the percentage of 
viruliferous whitefly in three greenhouses. Greenhouse No. 1, 4 and 5, respectively

本研究以滾環式擴增法檢測洋香瓜植株上或粉蝨體內雙生病毒 DNA，為一方便、靈敏、

準確的檢測方法，不需要事先知道待測目標 DNA 序列的檢測方法，可應用在不同的雙生病

毒檢測。學者利用 RCA 產物以不同限制酵素 BamHI、EcoRI、PstI 截切，可用來區別南瓜

捲葉病毒、霍香薊黃脈病毒（Ageratum yellow vein virus, AYVV）與番茄捲葉病毒（Tomato 
leaf curl virus, TLYV）(6)。

銀葉粉蝨全年均可發生，雜食性，危害作物又可達 500 種以上，夏季完成一世代僅需

19～ 27天，冬天約 30～ 60天，成蟲多棲息於新葉之葉背，受干擾時，如噴藥或摘心整蔓時，

可使成蟲飛至附近作物，亦可藉風力做遠距離傳播 (2)。根據本研究的調查，暖冬的 11 月份

最高監測到 9,086.25 隻／張黏紙（data not show），故一定要防治好銀葉粉蝨，才能避免其

傳播病毒，尤其是近年來瓜類退綠黃化病毒亦是由銀葉粉蝨所傳播，在瓜類栽培上也造成嚴

重的損失 (9)。

由結果可知洋香瓜生育初期銀葉粉蝨密度高又帶毒，約 2 週罹 SqLCV 率即可高達 5 成

左右，生育中後期，即使是銀葉粉蝨密度高而且百分之百帶毒，調查區域內並無植株感染捲

葉病毒，所以種植初期針對媒介昆蟲銀葉粉蝨的防治非常重要。因此針對銀葉粉蝨的防治，

洋香瓜育苗時必須在設施中進行，定植後 4 週內要加強防治銀葉粉蝨，以免苗期感染病毒，

因為洋香瓜植株至生育中期後，生長勢較旺盛，較具抗性。鄰近田區最好能共同防治，避免

銀葉粉蝨飛去鄰區躲避，達不到防治效果。清除栽種區附近雜草及廢棄物等，可以減少銀葉

粉蝨之中間宿主或越冬場所。此外，尚須及早清除罹病老藤蔓或廢耕園，避免粉蝨大量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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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延及感染新植之幼株。在田間設置黃色黏板，可誘集及減少成蟲之數量，使植物為害減

輕，黏板盡量靠近植株。由此研究結果了解雲嘉南地區洋香瓜栽培園的銀葉粉蝨幾乎都有帶

毒，因此唯有防治好銀葉粉蝨，洋香瓜才能避免南瓜捲葉病毒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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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centage of Viruliferous Whitefly Affected 

the Squash Leaf Curl Virus Disease Occurred at 

Different Growth Stages of the Muskmelon Plants1

Peng, J. C. and H. Y. Tsai2

Abstract

Cucurbits are one of main economic crops at Tainan area.  In late 2008-early 2009, muskmelon 
plantings were seriously damaged by Squash leaf curl virus (SqLCV, Genus Begomovirus, Family 
Geminiviridae) infection, resulting in great loss in Tainan County.  SqLCV transmitted by whiteflies 
(Bemisia tabaci species complex), is persistent-circulative viral pathogens in cucurbits. This 
survey was conducted during 2009 to 2011.  Samples from muskmelon (Cucumis melo L.) plants 
with systemic leaf-curl symptoms of virus-like infection and whitefli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cultivated areas in Tainan area.  The rolling circle amplification (RCA) method was used to detect 
the circular DNA genome of SqLCV and applied in the survey of SqLCV in whiteflies and cucurbit 
crops.  There were 1873 whitefly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cucurbits field in Yunlin, Chiayi and 
Tainan County.  From 0% to 100% whitefly samples were found in the percentage of viruliferous.  
The average percentage of viruliferous is 28.6%.  Ten muskmelon fields were selected to stud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centage of viruliferous whitefly and the Squash leaf curl virus disease 
occurred on muskmelon plant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if the plants in early growth stage had high 
population of viruliferous whitefly, 50% of muskmelon plants would infected SqLCV.  But on the 
medium-late growth stage, even with high whitefly population density, containing high percentage 
of viruliferous members, no muskmelon plants were infected.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control 
the whitefly population on early growth stage of the muskmelon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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