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16 -

薊馬、粉蝨傳播植物病毒病害之特性 
趙佳鴻 

 

摘  要 
體型微小薊馬與粉蝨不論在露地或設施都已成為主要防治之對象，兩

者不僅直接吸食植物汁液，造成危害；而且還能傳播植物病毒病害，植物

病毒病害不僅影響農作物品質也影響產量。經由薊馬傳播唯一的植物病毒

番茄斑萎病毒屬(Tospovirus)為世界茄科及葫蘆科蔬菜上重要的植物病毒

種類之一。在台灣已知有南黃薊馬可傳播西瓜銀斑病毒、彩色海芋黃斑病

毒、甜瓜黃斑病毒及小黃薊馬傳播花生黃化扇斑病毒。薊馬以持續性方式

傳播植物病毒，由一齡幼蟲來獲毒，再經發育變態過程將病毒由中腸轉移

至成蟲的唾腺，於成蟲期才具有傳播植物病毒的能力。在臺灣由銀葉粉蝨

傳播之番茄黃捲葉病毒（TYLCV）影響最為嚴重，此病毒主要的寄主為番

茄，其可以感染5 科15 種的植物，目前已分布於全球。銀葉粉蝨傳播此

病毒時，取食時的獲毒時間約為20-60 min，接種病毒時間約10-30 min，潛

伏期為10-24 h。黃捲葉病毒可以持續存在粉蝨體內10-12 天，少數可以維

持20 天以上，但病毒並不會經卵傳播至子代粉蝨。粉蝨若蟲可以取食獲

得病毒並於成蟲期傳播。2009年，於台灣雲林縣洋香瓜田中，葉片上出現

黃色斑點、退綠黃化、甚至白化的病徵，導致收成量降低而造成嚴重的經

濟損失。此病徵經證實係由粉蝨以半永續性的方式傳播之Crinivirus屬新興

病毒-瓜類退綠黃化病毒 (Cucurbit chlorotic yellows virus; CCYV)。根據調

查結果顯示 CCYV 已成為台灣瓜類作物生產上的一大重要限制因子。 

 

前  言 
薊馬與粉蝨因體型微小，喜愛躲在心葉、花器或葉背等隱密處，防

治上較為不易，不論在露地或設施都已成為主要防治之對象，兩者不僅直

接吸食植物汁液，造成危害；而且還能傳播植物病毒病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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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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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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病毒病害會造成植物生長異常、矮化，開花減少，結果量減少且

易脫落，果實畸形、品質變差等，近年來已成為許多經濟作物生產限制因

子之一，本文就薊馬與粉蝨傳播植物病毒病害之特性做一介紹，另外亦將

這兩年侵襲南部葫蘆科作物造成嚴重損害之長絲狀 RNA 新興病毒；瓜類

退綠黃化病毒(Cucurbit chlorotic yellows virus; CCYV)做一闡述，以供日後做

為中部葫蘆科作物病害種類調查及推廣病蟲害防治資料之用，以提供農民防治上之

參考。 

 

內  容 
一、薊馬傳播番茄斑萎病毒屬(Tospovirus)特性 

    全世界已記錄蟲媒薊馬有11種，均屬於薊馬科(Thripidae)中的薊馬亞

科(Thripinae)。番茄斑萎病毒屬(Tospovirus)為茄科及葫蘆科蔬菜上重要的

植物病毒種類之一，亦是唯一經由薊馬傳播的植物病毒。Tospoviruses 的

病毒顆粒內含有三條線狀單股負極性 (negative polarity) 或雙極性 

(ambisense) 之RNA 分子，依其分子量大小分別命名為L RNA、M RNA、

及S RNA。病毒的三條基因體RNA 可分別轉譯出六種蛋白質產物。M RNA 

之病毒股對應產生一個非結構性 (NSm) 蛋白，為病毒的移動性蛋白，與

病毒RNA 在植物細胞與細胞間的移動有關，可在所感染的植物及昆蟲細

胞形成管狀結構；而病毒互補股則產生一個醣蛋白的前驅物，經裂解後產

生Gn 及Gc 蛋白，在病毒的外套膜上形成突起(spikes) 的構造，且Gn 和

Gc 蛋白對於病毒能在薊馬體內複製及傳播扮演關鍵的角色。台灣已知蟲

媒有南黃薊馬可傳播西瓜銀斑病毒、彩色海芋黃斑病毒、甜瓜黃斑病毒及

小黃薊馬傳播花生黃化扇斑病毒。薊馬是以持續性方式傳播植物病毒，由

一齡幼蟲來獲毒，再經發育變態過程將病毒由中腸轉移至成蟲的唾腺，於

成蟲期才具有傳播植物病毒的能力。目前已知發生於台灣之tospoviruses至

少有五種，包括危害瓜類作物之西瓜銀斑病毒(WSMoV)與甜瓜黃斑病毒

(MYSV)、感染花生的PCFV、分離自彩色海芋黃化斑點病毒(CCSV)、以及

感染蝴蝶蘭和彩色海芋的番椒黃化病毒(CaCV)等，其中以WSMoV和

MYSV危害西瓜及洋香瓜等重要瓜類作物，以及CaCV對國內蝴蝶蘭產業的



 - 218 -

衝擊最為重要。 

二、粉蝨傳播Geminivirus屬病毒之特性 

    粉蝨為半翅目（Hemiptera）粉蝨科（Aleyrodidae）的刺吸式昆蟲。台

灣粉蝨的紀錄約有150 種，其中有79 種是本地特有種（endemic species）。

粉蝨除了直接危害植物外，也是多種重要的植物病毒的媒介昆蟲，以銀葉

粉蝨（Bemisia argentifolii Bellows & Perring）為例，可以傳播上百種的植

物病毒。粉蝨成蟲與若蟲取食時，以刺吸式口器穿刺入植物韌皮部，在吸

取植物的組織液過程中獲得病毒，帶毒粉蝨成蟲則將病毒分散傳播至其他

植株上。在粉蝨傳播的病毒中，約90%屬雙生病毒科（ Gemimivirdae ）

中Beomovirus 屬， 屬持續循環型（persistent-circulative） 的病毒； 有6%

為 Crinivirus ， 另外4%分屬Closterovirus、Ipomovirus 及Carlavirus，均

屬半持續型（semi-persistently）的病毒。Begomoviruses 中要以番茄黃化

捲葉病毒分布的最廣，危害最為嚴重，台灣亦不例外，番茄黃化捲葉病毒

在中南部番茄產地每年均造成嚴重的感染，影響產量甚鉅。番茄黃化捲葉

病毒（TYLCV）主要的寄主為番茄，可以感染5 科15 種的植物，目前已

分布於全球。多數之 Begomoviruses 是經由菸草粉蝨（B. tabaci）以持續

性循環型方式（persistent, circulative manner）傳播。粉蝨獲毒時間數小時

或更長；潛伏期24 小時。病毒不能在蟲體內繁殖。Rosell 等人以PCR 方

法偵測Squash leaf curl virus（SLCV）DNA 在媒介菸草粉蝨及非媒介粉蝨

（Trialeurodes vaporariorum）的蟲體抽出物、唾腺、蜜露、體液的存在情

形。供試蟲在罹病植物上獲毒取食時間0.5~96 hr，當粉蝨獲毒時間延長時，

粉蝨吸取SLCV 的量會增加。SLCV 之DNA 可同時在媒介及非媒介粉蝨

之蜜露偵測到，顯示病毒顆粒或病毒DNA 或上述二者會進到消化系統。

SLCV 的DNA 在B. tabaci 唾腺及體液均可偵測到，但在非媒介粉蝨則偵

測不到。雖然媒介粉蝨及非媒介粉蝨均可吸取SLCV 進入腸道，但SLCV 

只能穿越媒介粉蝨（B. tabaci）之腸道障礙（gut barrier）進入體液及唾腺

系統。粉蝨若蟲可以取食獲得病毒並於成蟲期傳播。 

三、瓜類退綠黃化病毒 (Cucurbit chlorotic yellows virus; CCYV) 

     2009年5月於雲林縣崙背鄉發現洋香瓜全園植株黃化病徵，經亞洲大

學陳宗祺博士檢驗確定為瓜類退綠黃化病毒 (Cucurbit chlorotic ye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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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us; CCYV) 所造成。瓜類退綠黃化病毒為長絲狀RNA病毒，大小介於 

650~900 × 12 nm (奈米) 之間，此病毒可危害許多重要的經濟作物，造成

植株的葉片呈現黃色斑點、退綠黃化、甚至白化的病徵，導致產量降低、

品質不佳，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此病毒屬於韌皮部侷限性病毒 (phloem 

limitation virus)， 植株感染至病徵出現約須14~40日，潛伏期較一般病毒

為長。根據台南場田間取樣檢測西瓜、香瓜、洋香瓜、南瓜、胡瓜、扁蒲

及佛手瓜等瓜類生育中後期所發生植株黃化徵狀，結果顯示均為瓜類退綠

黃化病毒所危害， 2009年5月發生比率僅約5.3%，但至2010年7月遽增為

90% 以上 (表一)。本轄區瓜類作物是否高比率罹染此病毒尚待近一步調

查，但會加強宣導請農友務必加強瓜類育苗期及定植初期對銀葉粉蝨的防

治，以杜絕病毒傳播的機會。 

 

結  語 
由於銀葉粉蝨可同時媒介多種病毒如瓜類退綠黃化病毒及南瓜捲葉病

毒，若於苗期同時被兩種病毒感染，一在摘心時期呈現捲葉病徵，另一在

生育中後期呈現黃化病徵，對瓜類生產影響甚劇，植物病毒病害目前仍無

法以藥劑防治，所以針對媒介昆蟲銀葉粉蝨防治工作尤顯重要。 一、育

苗期間的管理：建議在設施內育苗或請管理良好的育苗場代育，育苗期適

時防治銀葉粉蝨，瓜苗出場前建議使用系統性的殺蟲劑，以降低瓜苗定植

時即遭受銀葉粉蝨取食危害而感染瓜類退綠黃化病毒及南瓜捲葉病毒的

機會。二、栽培田管理：(1)育苗場的瓜苗，在尚未種植前，可用32網目紗

網罩住保護瓜苗，以避免銀葉粉蝨的危害及傳播病毒。定植後3~5日內，

建議施用殺蟲劑一次，以防治剛入侵的銀葉粉蝨。(2)定植後可立即懸掛黃

色黏紙，以捕捉銀葉粉蝨成蟲。每5公尺設置黏紙一張，若基於成本考量，

至少10~20公尺設置黏紙一張，一般以設置在植株上方30公分內較佳。黃

色黏紙除捕捉成蟲外，也可作為監測密度提供防治時參考之用。(3)定植後

4週內 (瓜蔓60公分內) 要加強防治， 每片葉背的蟲數要控制在二隻以

下。為避免抗藥性的產生，請依不同藥劑的作用機制及特性輪流使用。銀

葉粉蝨成蟲移動性強，噴藥時，建議噴嘴由下往上噴灑，藥液需噴及葉背

銀葉粉蝨棲息處，且水量要夠，以提升防治效果，而採共同防治為最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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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防治方式。(4)清除栽種區附近雜草、殘株及廢棄物等雜物，作物收割後，

媒介昆蟲會存活於田埂雜草上，成為次期作之蟲源，是故勤加除草可以減

少媒介昆蟲之中間宿主或越冬場所。此外，尚須及早清除被害老株或廢耕

園，避免媒介昆蟲大量繁殖，延及感染新植之幼株。種植田區附近若有種

植其他寄主植物，如番茄、甘藷或其他瓜類等，需加強施藥防治媒介昆蟲。

(5)瓜苗定植於本田後，若發現有罹病毒株，在進行去除病株時所有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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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白水

消毒或配戴手套。拔除之病株需帶離園區丟棄或燒燬，以降低病原傳播。

本轄區瓜類作物是否高比率罹染瓜類退綠黃化病毒(CCYV)尚待近一步調

查，但會加強宣導請農友務必加強瓜類育苗期及定植初期對銀葉粉蝨的防

治，以避免此新興病毒肆虐中部瓜類作物生產區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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