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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洋 香 瓜 黑 點 根 腐 病 係 由 子 囊 真 菌 

Monosporascus cannonballus 所引起，造成世界

各地洋香瓜約10-25% 的經濟損失，甚至有

許多個別田廢耕。在台灣本病害四季皆會嚴

重發生，但是夏季因梅雨與颱風帶來豐沛的

雨水，使洋香瓜容易產生裂果，因此農民多

不在夏季種植洋香瓜，秋、冬季為洋香瓜主

要產季。

二、病徵
洋香瓜受感染初期，地下部主根和側根

會出現褐化小病斑，漸漸的擴展癒合成壞疽

斑，壞疽斑散生，常出現於根分支處，最後

產生根腐。將植株自土壤中拔起時，罹病根

系大都脫落。當發生根腐的根部無法吸收足

夠供應植株生長所需的水分時，特別是在果

實肥大成熟期（約採收前10~14天），植株

地上部葉片便產生「突發性的急速萎凋」 (

圖一)與罹病株死亡，其所產生的果實因含

糖量低而風味不佳，因而失去商品價值。植

株死亡後，會在病根表皮上產生該病原菌的

子囊殼，目前尚未發現其無性世代。

三、病原概述
（一）分類地位

Fungi

Ascomycota

Sordariomycetes

Sordariomycetidae

Sordariales

Monosporascus cannonballus

（二）分布

本病害主要發生在熱帶與亞熱帶地區，

包括印度、西班牙南部、美國中部與西南

部、沙烏地阿拉伯、日本、突尼西亞及臺

灣。

洋香瓜黑點根腐病
病原菌學名：Monosporascus cannonballus
英名：root rot/vine decline of muskmelon

圖一：地上部葉片出現「突發性的急速萎

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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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寄主

本病原菌的田間寄主植物除洋香瓜外，

尚有香瓜、西瓜、冬瓜、胡瓜及越瓜。然而

實驗室測試的結果，供試的10種瓜類作物，

包括洋香瓜、香瓜、越瓜、蒲瓜、胡瓜、西

瓜、南瓜、冬瓜、苦瓜與絲瓜等都會受到本

病原菌的侵入與感染。

（四）形態

M. cannonballus為子囊菌，其子囊殼內含

有許多子囊，每一個子囊內僅含有一顆（極

少數為兩顆）黑色圓形、表面光滑，具有 6 

層胞壁，在人工培養基上不易發芽的子囊孢

子，目前尚未發現無性世代。

（五）診斷技術

本病害發生初期（定植後一個月內）

不易由觀察地上部病徵察覺，但若將罹病株

拔起可觀察到植株根部細根稀少與若干褐紅

色的小斑點。植株開花結果後，罹病株葉片

會出現輕微的黃化與暫時性萎凋。待果實採

收前二星期，罹病株會出現急速性萎凋與死

亡。植株死亡後，罹病根表皮上可觀察到許

多黑色的子囊殼。

（六）生活史

M. cannonballus為一種土壤傳播性之子囊

菌，尚未發現無性世代。本病原菌之子囊殼

會在果實採收或植株死亡之後，於罹病根部

大量產生(圖二)，屬於單循環病害。子囊殼

內成熟的子囊孢子會釋放到田間土壤中，成

為本病原菌之存活構造與初次感染源。存活

在田間土壤的子囊孢子，受到洋香瓜植株根

圈效應的影響，會發芽並侵入、感染洋香瓜

根部造成植株根腐、急速萎凋與死亡。待罹

病株死亡後，又於根部再次產生子囊殼，完

成其生活史。

四、發生生態
依本病害於全球發生的地理位置可發現

本病害之病原菌較適高溫的環境，其菌絲生

長適溫為 25 ~ 35℃，子囊殼產生適溫則為

25 ~ 30℃。有學者更推斷此病害的發生與土

壤溫度有關，特別是在使用矮隧道塑膠布栽

培後，造成土壤溫度升高。而矮隧道塑膠布

栽培模式的使用，原本是為了要減少水分、

肥料的流失與防止田間雜草的生長，同時增

加葉的表面積，促進植株生長與提高果實品

質，相對的，卻提高植株地上部與地下部的

比率，亦即洋香瓜植株以較少的根系，供應
圖二：罹病根表皮上有許多黑色的子囊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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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生長與果實的成熟，一旦根系受害

（如M. cannonballus所造成的根腐），則容易

產生地上部萎凋的病徵。

五、防治方法

（一） 栽種以南瓜當根砧，舌狀根靠接法

所製作之舌狀根靠接苗(圖三)，在田

間可以延後與減緩黑點根腐病的發

生至採收後期，且所產洋香瓜果實

的鮮食品質與實生苗無差異。

（二） 洋香瓜開花結果後，進行疏果，使

每棵洋香瓜植株最多僅留兩粒果。

（三） 洋香瓜採收後1~2天內隨即犁地，減

少該菌子囊殼的產生，以降低初次

接種源密度。

（四） 植物保護手冊推薦施用50%脫克松可

濕性粉劑1,000倍，洋香瓜穴盤苗移

植當天或直播苗初葉長出時開始灌

藥，每株藥量200 ml，每隔7天施藥

一次，連續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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