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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草狀矮化病在臺灣最早係由謝、

邱二氏於國立中興大學農藝系網室內發現

並證實由褐飛蝨（Nilaparvata lugens）傳播
（7），但在田間絕少發現病株。1977年陳氏等

發現褐飛蝨能傳播另一水稻新病害，根據

病徵的特性稱之為萎凋矮化病（rice wilted

stunt）（3,8）。其後依據昆蟲傳播特性、病原形

態、細胞內含體形態（cellular inclusions）及

血清類緣關係鑑定，證實本病為草狀矮化

病的一種嚴重病徵型系統（severe strain）
（9）。水稻萎凋矮化病於1979~1983年間在臺

灣水稻栽培區普遍發生，主要發生於第二

期稻零星分布（2）。

水稻草狀矮化病主要徵狀為植株矮

化、分 數增多、葉片短而狹長呈直立狀

態；葉片顏色由濃綠變成淡綠而黃綠色，

經常有很多小暗褐色斑點在葉片上出現。

病株通常可存活至成熟期，但多不開花抽

穗，偶爾會抽出短小穗但榖粒不飽滿，榖

粒外殼常呈暗綠色（7）（圖一）。感染萎凋矮

化病之植株極度矮化，分 減少，但部分

品種於夏季接種分 數有增加現象（圖

二）。罹病植株生長勢較為柔弱，葉色變化

首先見於下方葉片變黃，常自葉尖向下方

顯現銹色斑駁，旋即枯凋，上方新展開之

葉片則呈淡黃綠色。臺南5號、臺中秈3號

等品種於幼苗期接種常見病株夭死，臺南5

號分 發病株葉片則呈現黃褐色扭曲現

象。但臺中65號於夏季接種發病時分 數

略較健全株增加。其他病徵尚包括病株莖

節縮短、稻莖縮小、葉片變窄等 (3,8,9)。

（一）分類地位

Tenuivirus

（二）分布

水稻草狀矮化病在臺灣雖有發生紀錄
（7），但在田間絕少發現病株；國外包括菲律

賓、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印度及鍚蘭

等 國 家 均 有 發 生 （ 1 1 ）。 萎 凋 矮 化 病 於

1979~1985年間在臺灣水稻栽培區第二期稻

水稻草狀矮化病及萎凋矮化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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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均見零星發生，惟其後則未再見本病蹤

跡，陳氏推測此與褐飛蝨長距離遷移有關
（2,6）。

（三）寄主

萎凋矮化病毒之寄主植物包括水稻及

野生稻（Oryza  sativa，O. sarthii 及 O. stap-

fii）（2）。此外，媒介昆蟲褐飛蝨亦為病毒之

寄主。

（四）形態

純化之萎凋矮化病毒樣品經醋酸鈾染

色，在電顯下觀察到病毒本體呈螺旋狀構

造（helix structure），寬度約6 nm，外形呈

不規則環狀、彎曲線狀，長度83~650 nm，

多數為100~250 nm（5,11）（圖三）。

（五）媒介昆蟲與傳播

草狀矮化病及萎凋矮化病均由褐飛蝨

傳播（3,7）。褐飛蝨傳播草狀矮化病供試昆蟲

之傳病蟲率約50％，病原在蟲體內之潛伏

期平均9.5日（6~20日），媒介昆蟲以持續性

方式傳播病毒，惟不能經卵傳播（7）。褐飛蝨

傳播萎凋矮化病的型式與草狀矮化病相

似，在28~30℃萎凋矮化病病毒在蟲體內之

潛伏期平均為6.7日（3~14日），傳病蟲率為

41％。供試蟲最短獲毒及接種取食時間分

別為1小時及30分鐘（3,10）。褐飛蝨獲毒後能

完成潛伏期之低臨界溫度為12℃，於此溫

度病毒在蟲體內潛伏期平均為37.1日，若蟲

獲毒能力較成蟲高（1）。利用生物檢定法及酵

素連結免疫分析法（ELISA）同時檢定獲毒

後之褐飛蝨個體，吸毒後第5日之供試蟲體

可藉ELISA偵測到病毒，同一試驗生物檢定

法則於吸毒後第 7 日開始檢測到帶毒個體
（10）。

圖一：草狀矮化病罹病植株明顯矮化、

分 數增多、葉片短而狹長呈直

立狀態；葉片顏色由濃綠變成淡

綠而黃綠色，有很多小暗褐色斑

點在葉片上出現。圖左：病株；

右：健株。（陳慶忠）



圖二：萎凋矮化病罹病株極度矮

化、分 減少、生長勢

弱，葉色變化首先見於下

方葉片變黃，常自葉尖向

下方顯現銹色斑駁，旋即

枯凋。圖左：病株；右：

健株 （陳慶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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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診斷技術

罹病植物或帶毒媒介昆蟲可利用生物

檢定法或血清學技術如酵素連結免疫分析

法（ELISA）等予以診斷（5,11）。

1979~1983年於萎凋矮化病害常發地臺

中縣東勢鎮明正里，每月上、下旬分2次採

集褐飛蝨測定帶毒蟲率，結果十二月至翌

年五月在田間均未能偵測到帶毒蟲個體。

帶毒蟲之出現始於六月或七月，帶毒蟲率

為0.3~1.6％，並於九至十一月達高峰期，

此期間帶毒蟲率為3.3~7.5％。在中部地區

九月以後，褐飛蝨密度與帶毒蟲率均有增

圖三：水稻萎凋矮化病毒之形態。

純化之病毒呈螺旋狀構造，

寬幅約6 nm，外形不規則環

狀、彎曲線狀。長度83~650

nm ，多數為 100~250 nm 。

（陳慶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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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趨勢，但此時水稻生育亦漸屆成株期，

不易造成感染及危害（2）。從上述生態現象陳

氏推測本病之發生可能與褐飛蝨境外遷入

有關（2）。

萎凋矮化病曾於1979~1983年間在台灣

地區的第二期稻作普遍發生，但罹病程度

輕微故未引起注意，因此也沒有衍生防治

的問題。陳等曾以生物接種法檢定水稻品

種對萎凋矮化病之抵抗性發現IR 226-464-2

等9個品種（品系）具極強之抗病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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