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1 -

水稻種子傳播性病害之介紹 
郭建志 

 

摘  要 
水稻為我國重要的糧食作物之一，有多種病害可藉由不同的傳播方式

來感染水稻，當發生嚴重時，水稻的產量就會受到影響，其中有數種病原

菌是藉由種子傳播的方式來散佈及蔓延。其中以經由病原真菌引起的病害

最多，根據統計報告有 15 種，分別可以浸染水稻根部、莖部、葉鞘、葉

面及穗部，而產生病徵的表現。其中在國內較常發生的病害為稻熱病、水

稻徒長病及水稻胡麻葉枯病。此外，今年台灣首次報導的水稻雲紋葉枯病

菌(Rice leaf scald) 均是以種子作為傳播的媒介；而細菌方面統計有 5 種病

原細菌可以藉由種子的傳播感染水稻，國內有記錄的為水稻細菌性穀枯病

及水稻細菌性條斑病；而水稻種媒線蟲則是以水稻葉芽線蟲為主。隨著貿

易的頻繁，種子或種苗的健康檢查則是避免具有破壞性的病原菌輸入至國

內的必要措施。避免造成更大的危害，故對於種子的檢測技術必須能夠符

合準確、快速和靈敏等條件，則有助於防止種媒病害的傳播。傳統偵測種

傳性病害的方法包括：(1)直接觀察法、(2)吸濕紙檢查法、(3)培養皿檢查

法、(4)沖洗法檢查法及(5)播種後檢查等。而最近數十年來診斷技術的進

步，包括以 DNA 為主的診斷技術如聚合酶酵素連鎖反應(PCR)、酵素連結

免疫抗體法(ELISA)，且偵測的病原菌不同，所採用的偵測方式也會加以

調整應用。故依據病原菌的特性以傳統檢測方法輔助核酸檢測技術，故建

立種子健康檢查之標準作業流程，可以確保所生產的種子降低其病蟲害感

染的機率，以嘉惠國內之農民。 

 

前  言 
種子為作物生長的起源，亦為病蟲害傳佈的主要感染途徑之一，種子

攜帶病原菌往往會造成幾種不良的後果，其中包括種子發芽率降低、影響

作物產量與品質、傳播植物病害、以及危害人畜安全與健康等(8)。據估計

世界上大約有百分之九十的糧食作物，例如水稻、麥類與豆類都是以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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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而這些作物中又有很多種植物病原菌藉由種子作為媒介散佈到田

間，之後即建立初感染源，而啟動整個病害的流行，而病苗本身又是二次

感染源，加上氣候環境適合或是媒介傳播，短期內則迅速蔓延，造成大面

積的危害，影響作物生產。另外某些病原菌在種子上的殘存可達數年之

久，這些具有種媒性的病原菌在農業生態及防疫檢疫的體系中扮演著重要

的角色，在種子交易或種原交換時，特別具有檢疫風險。根據統計，發生

在水稻上的病害中，56 種是由病原真菌所引起，其中由種子傳播的有 44

種；12 種由病原細菌所引起，其中由種子傳播的有 6 種；9 種由病原線蟲

所引起，僅有 1 種由種子傳播(15.16.17.19)；而水稻植物病毒大多以蟲媒的方式

傳播，還未發現可經由種子傳播造成病害的證據。有鑑於種子為水稻生長

的起源外，亦為病蟲害傳佈蔓延的主要感染源，故生產健康種子是防治種

子傳播病害的首要策略。有健康的稻種及秧苗才能生長整齊而健壯的稻

株，更能適應生育期面臨的突發性不良環境或病蟲的危害。因此，採種田

的管理不可偏廢，若能維持田間檢查及室內種子檢查的作業，必能督促負

責採種的業者或農家加強田間管理及稻種風選作業，俾以提供優良稻種
(11)。有關健康種子之檢查部分，各國均依據國際種子檢查協會 (International 

Seed Testing Association，簡稱 ISTA)之國際種子檢查規則 (International 

Rules for Seed Testing)，進行包含繁殖圃設置管理、發芽率、純潔度、及病

蟲害等之檢查。而我國健康種子或是種苗的檢查單位，依照作物屬性分

類，在種子檢查室、種苗場、農業試驗分所及各區農業改良場進行種子健

康檢查的工作(2)。然而種子病害檢測技術的開發也是非常重要的，這些技

術往往因作物病害和病原菌的種類而異。 

 

內  容 
水稻種子傳播性病害的種類有數十種，以下介紹幾種重要的病害。 

真菌性病害 

1. 稻熱病 (Rice blast) 

病原菌：無性世代 Pyricularia oryzae 

        有性世代 Magnaporthe gri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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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生態：稻熱病菌除以空氣傳播外，其菌絲潛伏在被害藁或榖粒的病組

織內，或以分生孢子附著於其表面而殘存，在乾燥環境下可生存相當久的

時間，如播種帶菌種子，於幼苗時期容易引起罹病。當病斑形成後，如遇

到適合病菌發育的溫、濕度時，經過 6、8 小時即可形成分生孢子，再由

風、露水、雨水等傳播，其中以風力傳播最多。如此短時期內多次的重複

侵入感染水稻，完成多次的病害環，最後造成流行病。由於病原菌會附著

於稻粒上為傳染源，因此第一期作應行種子消毒。水稻收成後應注意田間

衛生，燒燬病株
（13）。 

2. 胡麻葉枯病 (Rice leaf spot) 

病原菌：無性世代 Bipolaris oryzae, Helminthosporium oryzae 

        有性世代 Cochliobolus miyabeanus, Ophiobolus miyabeanus 

發生生態：此病原菌之殘存，係靠其菌絲或分生孢子。分生孢子在乾燥的

環境下可存活 3~6 個月，但在高濕度下則存活 1 個月左右。但有報告指出，

感染稻種之分生孢子平均可存活兩年，病組織中的菌絲平均可以存活 3~4

年。本病的初次感染源分別來自帶菌稻種及田間病稻草
（6）。 

3. 水稻徒長病 (Bakanae disease) 

病原菌：無性世代 Fusarium monliforme 

        有性世代 Gibberella fujikuroi 

發生生態：稻種帶菌是徒長病的主要傳播途徑，土壤傳播之機率較小，而

稻種傳播徒長病的方式可分為徒長病株上的秕粒及健穀被汙染兩種方

式。病株上的秕粒內外含有大量之病菌，浸種催芽時病秕長出菌絲及孢子

感染鄰近之稻種；健穀只有稻殼會受汙染，除收穫時會被汙染外，本田期

也是關鍵時期(9)。此病害在中部地區發生並不嚴重，但是在花蓮台東地區

發生相當普遍，尤其在高雄 139 號與台稉 2 號最為嚴重，經研究人員粗略

調查，在本田的罹病率均超過 10％(9)，故採種田的選擇，藥劑的處理方式

以及是否為徒長病菌抗藥性的產生，仍有待進一步的釐清。 

4. 水稻雲狀葉枯病 (Rice leaf scald) 

病原菌：無性世代 Gerlachia oryzae 

        有性世代 Monographella albesc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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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生態：水稻雲紋葉枯病最早紀錄於 1979 年，病原菌記載為 Gerlachia 

oryzae (Hashioka & Yokogi) W. Gams，直到 2007 年阿根廷首次發現有性世

代後，則命名為 Monographella albescens。之後陸續在越南、泰國及中國

等地區有此病害的報導，台灣於 2007 年黃與王在台東地區的育苗場之水

稻品種高雄 139 號秧苗分離到此病菌，於 2010 年首次報導(12)。此病菌在

病株殘體或帶菌種子上越冬，帶菌種子播種後引起芽鞘腐爛。葉上病斑部

位產生分生孢子可藉由風雨傳播進行再侵染。揚花灌漿期易發病且病情較

重，之後葉片大量枯死並侵染枝梗、穗軸、穀粒。 病菌生長溫在 5-30℃，

最適溫為 20-25℃。產孢溫度 15-30℃，25℃則為最適合溫度。氣溫在

19-25℃，相對溼度高於 98％，陰雨綿綿時，病害則易於流行。 

    除上述幾種真菌性病害外，尚有稻麴病(False smut)、稻小粒菌核病

(Stem rot)、稻褐條葉枯病(Narrow brown leaf spot)，水稻葉鞘腐敗病(Sheath 

rot)等（15），但因發生的頻率較上述幾種病害低，且較為少見，在此無多加

詳述。另外引起秧苗立枯病之病原菌有多種，一般存在於土壤中感染秧苗

而發生。秧苗立枯病是不定性的病害，可經過土壤、種子或空氣傳播。防

治方法須多方兼顧，不僅需要消滅附著稻種上的菌類，也須防治土壤內的

菌類。 

細菌性病害 

1. 水稻細菌性榖枯病 (Bacterial grain rot) 

病原菌：Burkholderia glumae 

發生生態：本病主要發生在水稻齊穗後，乳熟期之綠色穗部。抽穗期前後

氣溫，日最低溫在 22℃~23℃以上，則細菌性榖枯病菌發生的機率亦隨之

增加。本病可經由稻種傳播，甚少經由土壤傳播，病菌在稻種發芽後存活

在稻株表面，在苗期會引起苗腐敗枯死，到分糵後期病菌可達葉舌部位，

大量增殖族群，稻抽穗時病菌感染幼穗致病。此病在日本甚為普遍而且嚴

重，但在台灣並不嚴重，可能與微生物相有關(4.5)。 

2. 水稻細菌性條斑病 (Bacterial leaf streak) 

病原菌：Xanthomonas oryzae pv. oryzicola 

發生生態：此病害於 2007 首度在台灣零星發生，而 2008 年二期稻作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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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社頭鄉、田中鎮、芳苑鄉、台中縣龍井鄉與南投縣名間鄉等地再度發生
（10）。細菌性條斑病菌由自然開口或是傷口侵入，在薄壁組織細胞間增殖造

成危害，發病條件類似白葉枯病，於高溫多濕、高氮肥的環境下易發生。

病原菌可藉由雨水、灌溉水、昆蟲、農機操作、葉子互相接觸和帶病之野

生稻作近距離的傳播，或以帶菌種子作遠距離傳播。病原菌靠病株殘體與

帶病種子在田間存活，其可存在於榖粒的種殼、種皮與種胚中，胚乳內則

無病原菌的存在。此病原菌在種子發芽後感染真葉造成為害，為初次感染

源，葉片上的病斑產生的菌泥為二次感染源，在劍葉上形成菌泥是引起稻

種感染的主因
（3）。 

另外水稻細菌性褐條病由 Acidovorax avenae subsp. avenae 所引起、水

稻葉鞘褐腐病由 Pseudomonas fuscovaginae 所引起，前者為檢疫的病原菌，

此兩種病害在台灣目前皆無發現
（19）。 

線蟲病害 

水稻白尖病 (White tip) 

病原菌：水稻葉芽線蟲 Aphelenchoides besseyi 

發生生態：A. besseyi 可以以休眠或脫水的狀態殘存於植物組織、種子或

殘株上，病原線蟲經由稻種傳播，因捲曲膠著於稻殼內呈現休眠狀態，於

採收後的穀粒中可存活8個月至3年之久。俟播種後，穀粒中A. besseyi 旋

即復甦，往生長點方向趨集。分蘗後期此線蟲之數目達最高峰，當穀粒趨

於成熟，此線蟲即停止繁殖，然三齡線蟲仍持續成長為成蟲，而集中於穎

部。復甦後的A. besseyi多為雌蟲，雄蟲數量偏低。此病原線蟲屬於莖芽線

蟲，寄主範圍廣，在田間會感染冬季裡作之作物，也會成為下一期作的初

次感染源
（14）。 

傳統的種子病害檢測技術依照 ISTA 所推薦的包括直接觀察法(direct 

observation)、吸水濾紙法(Blotter Method)、沖洗法檢查(examination of 

cultured removed by washing)、培養皿檢查法(agar plate method)、播種後檢

查(grow out test) （1）。這些方法雖然操作簡單，材料花費少，但是較費工，

檢查耗時長，且需要專業人員來鑑定。此外，帶菌之種子不一定會發病，

因此發展出簡便、快速、專一性高且靈敏度高的檢測技術是必要的。目前

廣為應用之帶菌種子檢測技術為選擇性培養基(selection medium)，聚合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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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酵素連結抗體免疫吸附法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而近年來的新的核酸偵測技

術都是建立在 PCR 及 ELISA 的原理上，例如 Bio-PCR（18）、PCR-ELISA（7）

與 RT-PCR（7）等。故利用傳統檢查方法輔以核酸偵測技術，根據不同的病

原菌特性，建立種子健康檢查標準流程，降低病蟲害感染之機會，以期生

產健康的種子。 

 

結  語 
我國為世界貿易組織(WTO)的一員，農產品的進出口貿易相當頻繁，

發展種子病害快速檢測技術是必要的。過去種子檢查偏重在種子純度和發

芽率，較少注意種子帶菌的問題，近年來檢疫漸受重視，才有人員從事種

子帶菌的調查，種子健康檢查的證明已逐漸成為各國種子進口的要求項

目。而國內藉由種子傳播的水稻病害有數十種，包括真菌、細菌與線蟲，

近年持續有新的水稻病害在台灣發生，且皆可藉由種子作為傳播的方式，

故針對不同的病原特性，選擇快速、便利的檢測方式，種子病害檢查相關

技術之研發，結合基因資料庫並配合各種病害發病門檻的資料，將有助於

水稻防疫之工作。這些病蟲害管理的良善，需要由採種田的管理開始，配

合嚴謹的育苗作業流程，才能克盡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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