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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帶菌的甜瓜種子為細菌性果斑病主要的

初次感染源，於甜瓜育苗場及田間則藉噴灌

系統及雨水飛濺傳播，因此除了露地栽培的

甜瓜遇連續下雨，本病害才會在田間快速蔓

延外，隧道式及溫室栽培的甜瓜，細菌性果

斑病的發生並不普遍。

二、病徵
病原菌感染甜瓜子葉造成褐色壞疽病

斑（圖一），感染本葉後會出現深褐色水浸

狀病斑，病斑常受葉脈限制，但會沿葉脈蔓

延，在高濕度的環境下，病斑上可見乳白色

菌泥泌出的痕跡（圖二、三）；感染幼葉而

病勢未繼續蔓延時，會造成病斑處破裂、葉

片變形。葉部感染對植株的直接影響不大，

但卻是果實感染的重要來源。

甜瓜被感染後於果實表面出現小型水

浸狀深褐色或橄欖色斑點，不會擴大（圖

四），但果肉組織呈木栓化 （圖五）或水

浸狀褐腐（圖六）。

三、病原概述
（一）分類地位

Betaproteobacteria

Burkholderiales

細菌性果斑病
病原菌學名：Acidovorax avenae  subsp. citrulli

英名：Bacterial fruit blotch

圖一：瓜類細菌性果斑病感染子葉造成褐色壞

疽病斑。

圖二：瓜類細菌性果斑病於本葉上呈現深褐色

水浸狀病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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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amonadaceae

Acidovorax avenae subsp. citrulli

（二）分布

臺灣、中國、日本、泰國、土耳其、巴

西、美國、澳大利亞（昆士蘭省）、關島、

北馬里亞納群島。

（三）寄主

西瓜、甜瓜、苦瓜、胡瓜、南瓜、扁蒲

等葫蘆科作物。

圖三：葉片上病斑常受葉脈限制，但會沿葉脈

蔓延。

圖四：甜瓜被感染後於果實表面出現小型水浸

狀深褐色或橄欖色斑點。

圖五：甜瓜被感染後果肉組織初呈木栓化。

圖六：甜瓜被感染後果肉組織呈水浸狀褐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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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形態

病原菌為革蘭氏陰性細菌，絕對好

氣性，以單極生鞭毛進行運動，鞭毛長約

5.0μm。桿狀細胞大小為0.2 ~ 0.8μm x1.0 ~ 

5.0μm。

（五）診斷技術

 1. 甜瓜果實朝上的表皮出現水浸狀橄欖色

斑塊，以手觸壓病組織仍覺堅硬，切開

患部可見病勢往果肉進展。取小塊罹病

組織在光學顯微鏡下檢視，則可看到菌

流湧出。

 2. 瓜類子葉於接種後3 ~ 5天即出現水浸狀

斑點。

 3. 接種於番茄和菸草會產生過敏性反應。

 4. 病原菌具解脂作用，在Tween 培養基平板

3 ~ 4天後產生白色暈環。在NA培養基平

板上呈白色圓形、平滑中央突起菌落，

旁邊有一圈不透明帶產生。在King's B培

養基上不產生螢光。在YDC（yeast extract-

dextrose-CaCO
3
）培養基上30℃培養5天後

菌落為黃褐色圓形、平滑且微凸。

 5. 抗血清連結酵素檢定法、Biolog革蘭式陰

性菌鑑定系統、聚合酶鏈反應。

（六）生活史

種子發芽後病原細菌可以感染幼苗的

子葉與本葉，罹病幼苗移入本田後，由葉部

病斑泌出之病原細菌，藉雨水或噴灌侵入傷

口或氣孔感染果實，幼果受感染後病斑不明

顯，但到將成熟前病斑則迅速擴大，病原細

菌也可以直接感染中、後期果，在28 ~ 32℃

適溫下3 ~ 5天就可形成明顯的斑塊，病斑有

時會龜裂，並泌出淡褐色的菌泥，成為重要

的二次感染源。罹病殘株及果實如繼續留在

田間，病原細菌可藉雨水及噴灌進行二次感

染，加速病害的蔓延。

四、發生生態
本病原菌可藉由採種、洗種時附著在

甜瓜種子的表面，也可能侵入種子內的胚乳

組織，帶菌的種子成為本病主要的初次感染

源。帶菌種子在12℃下，經過一年後未減低

病原細菌感染能力，另將含有土壤、介質及

甜瓜根部纖維有機殘渣的穴盤，浸漬於病原

細菌懸浮液後，貯存於4℃下病原細菌僅能

殘存63天，且隨溫度升高而減低殘存能力，

因此種子帶菌是本病害主要傳播途徑，自然

帶菌的甜瓜種子，播種後均有很高的發病

率。頂灌為溫室及田間病原細菌蔓延的重要

途徑，不少甜瓜育苗場因種子帶菌，加上場

區以噴灌給水，造成株苗百分之百罹病，損

失慘重。

甜瓜授粉期以病原細菌接種雌花，可於

小果期出現病斑，故本田期應注意小果期前

的防治。

五、防治方法
健康無帶菌種子及妥善的田間管理是

預防本病害發生的首要措施。採種田需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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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病田不採種」。生產的種子應進行種

子帶菌率測定，目前較可行的偵測法為試種

法。另外，種子以1% 鹽酸浸漬20分鐘後，

以清水流洗20分鐘、風乾後播種，可以降低

發病率。

田間管理看重田間衛生工作的徹底執

行，避免將罹病瓜苗移植本田，隨時清除病

葉、病果，以免遺留田間成為二次感染源。

採用隧道式栽培，可以隔絕雨水，減輕雨水

飛濺而散播病原細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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