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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生理性綠斑病是由溢泌現象所造成的生

理性病害，光皮的甜瓜或其他瓜類如胡瓜、

南瓜或西瓜的果皮表面上出現少數綠褐色斑

點，或嚴重發生時，斑點佈滿整顆果實。但

僅在胡瓜和光皮甜瓜上造成嚴重損失。

二、病徵
果皮呈現油浸狀斑點，中央部微木栓

化，漸擴大為小圓綠斑（圖一、二），直徑

1~3 mm，影響商品價值。

三、發生條件
（一）日照不足。

（二）土壤水分或空氣中相對濕度過高。

（三）氮肥比率過高。

（四）葉數過多、著果數不足。

（五）農藥撒佈不當所致。

四、預防措施
（一） 注意氮肥之施用比率。

（二） 土壤水分控制於恆定狀態，減輕溢

泌現象。

（三） 著果後，果實肥大期注意通風條

件。

（四） 著果數確定後，全數除去孫蔓。

（五） 在著果期後撒佈藥劑時，應注意藥

害。

生理性綠斑病
Measles

圖一：香瓜生理性綠斑病之果實病徵。 圖二：洋香瓜生理性綠斑病之果實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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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考文獻
 1. 高橋和彥、西泰道編。1982。施設野

菜の生理障害と病害。農山漁村文化協

會。211頁。

 2. 蔡竹固、童伯開。1993。甜瓜病害的診

斷及其防治。臺灣農業29（4）: 12-20。

 3. 蔡竹固、童伯開、陳瑞祥。1999。甜瓜

病害的診斷及其防治。國立嘉義技術學

院農業推廣委員會。20 頁。

 4. Gubler, W. D. 1996. Measles. p. 65. in: 

Compendium of Cucurbit Diseases. T. A. 

Zitter, D. L. Hopkins and C. E. Thomas, eds. 

APS Press, St. Paul, Minnesota , U.S.A. 87 

pp.

（作者：蔡竹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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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果實發育、成熟期，由於隧道內的溫

度過高，造成果實加速成熟、軟化。有些品

種則會提早脫蒂，甚至產生果肉發酵而影響

品質。

二、病徵
果肉呈水浸狀，著色不良，甚至因傷口

而造成腐生細菌生長，產生惡臭（圖一）。

三、發生條件
（一） 氮肥、鉀肥施用過多。

（二） 土壤太乾燥，影響果實內部對於鈣

的吸收，引起果肉細胞間崩壞現

象。香蘭洋香瓜較易發生。

（三） 授粉期如溼度過高，病菌易侵入。

四、預防措施
（一） 選用不易發酵品種，如新世紀、天

香等。

（二） 避免土壤過乾。

（三） 控制氮、鉀肥的使用。

（四） 一分地施用150 公斤 的苦土石灰。

（五） 授粉期加強殺菌藥劑之施用。

五、參考文獻
 1. 高橋和彥、西泰道編。1982。施設野

菜の生理障害と病害。農山漁村文化協

會。211頁。

 2. 蔡竹固、童伯開。1993。甜瓜病害的診

斷及其防治。臺灣農業29（4）: 12-20。

 3. 蔡竹固、童伯開、陳瑞祥。1999。甜瓜

病害的診斷及其防治。國立嘉義技術學

院農業推廣委員會。20 頁。

（作者：蔡竹固）

發酵果（膨軟果）
Abnormal Fermented Fruit

圖一：洋香瓜之發酵果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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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酸性的砂質土壤或土壤中鎂的含量不足

（低於70 ppm），容易發生缺鎂現象，甜瓜

較其他瓜類容易受到影響。

二、病徵
從植株下位葉開始出現病徵，並逐漸往

上位葉擴展。剛開始葉脈間葉肉黃化甚至白

化，病徵進展使組織壞死，整個葉枯面積擴

大。正常香瓜著果蔓上的葉片，在果實正要

收穫時也會出現同樣的症狀，不過並非缺鎂

所導致。

三、發生條件
缺鎂乃由於鹽基的累積（主要是鉀及

鈣），拮抗鎂的吸收。在日本，多發生於低

溫時期，3 月以後的新葉就不會發生。

四、預防措施
（一） 調整土壤pH值為6.5，適合甜瓜生

長。

（二） 減少施用鉀肥，增加施用鎂肥。

（三） 已經發病的設施內，在夏季種植玉

米、高粱，把土壤中累積的鹽基吸

收除去。

五、參考文獻
 1. 岸國平編。1982。野菜の病害虫—診斷

と防除。全國農村教育協會。東京。654

頁。

 2. 高橋和彥、西泰道編。1982。施設野

菜の生理障害と病害。農山漁村文化協

會。211頁。

 3. 蔡竹固、童伯開。1993。甜瓜病害的診

斷及其防治。臺灣農業29（4）: 12-20。

 4. 蔡竹固、童伯開、陳瑞祥。1999。甜瓜

病害的診斷及其防治。國立嘉義技術學

院農業推廣委員會。20 頁。

 5. Latin, R. X. 1996. Measles. p. 60. in: 

Compendium of Cucurbit Diseases. T. A. 

Zitter, D. L. Hopkins and C. E. Thomas, eds. 

APS Press, St. Paul, Minnesota , U.S.A.87pp. 

（作者：蔡竹固）

缺鎂症
Magnesium de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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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裂果的直接原因是果實表面組織的生長

速度趕不上內部組織。另果皮較早硬化時，

也會有同樣的結果。

二、病徵
接近收穫期的果實，從果頂部分出現放

射狀地開裂，容易從此處腐敗，降低果實商

品價值（圖一）。

三、發生條件
果實肥大期土壤乾燥，之後若設施內

空氣的濕度及土壤濕度增加時，乾濕變化劇

烈，就容易發生裂果。

四、預防措施
（一） 果實肥大初期，避免土壤水分的劇

烈變化，後期避免土壤潮濕。

（二） 設施周圍有水田時，應注意周遭的

排水問題。

五、參考文獻
 1. 高橋和彥、西泰道編。1982。施設野

菜の生理障害と病害。農山漁村文化協

會。211頁。

 2. 蔡竹固、童伯開。1993。甜瓜病害的診

斷及其防治。臺灣農業29（4）: 12-20。

 3. 蔡竹固、童伯開、陳瑞祥。1999。甜瓜

病害的診斷及其防治。國立嘉義技術學

院農業推廣委員會。20 頁。

（作者：蔡竹固）

裂果
Fruit Crack

 

圖一：洋香瓜裂果病徵（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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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較大型的甜瓜果實，在肥大期因為同化

養分不足，較容易發生。肥料、溫度、濕度

足夠，適合果實肥大的情況下，同化養分不

足時，就呈現果肩小的病徵。若是肥料及溫

度不適當時，則會果肩小且小果。

二、病徵
近果梗處周圍果肉較少，果實呈洋梨

狀，糖度低，商品價值變劣。

三、發生條件
光線不夠是最主要的原因，陰雨天而日

照不足時，本病普遍發生。

四、預防措施
（一） 日照不足的時候，果實正處於肥大

期，宜減低氮肥施用比率，並可以

降低夜溫。

（二） 避免密植或植株過度繁茂而互相遮

蔭，以免光線不夠。

五、參考文獻
 1. 高橋和彥、西泰道編。1982。施設野

菜の生理障害と病害。農山漁村文化協

會。211頁。

 2. 蔡竹固、童伯開。1993。甜瓜病害的診

斷及其防治。臺灣農業29（4）: 12-20。

 3. 蔡竹固、童伯開、陳瑞祥。1999。甜瓜

病害的診斷及其防治。國立嘉義技術學

院農業推廣委員會。20 頁。

（作者：蔡竹固）

果肩小（假肩果）
Abnormal Fr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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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甜瓜果實的發育在開花後至13天左右，

縱向生長，之後橫向快速發育。若網紋出

現以前發育良好，之後發育差，就會變成

縱長果，相反地，若後半期發育良好就會

變成扁平果。同一果實上果梗部較早發

育，果頂部較晚發育，開花後7-15天從縱

向生長轉為橫向生長，下雨及傷根時，抑

制果實肥大，就會轉為果肩小或果頂小的

果實。稜角果的成因是開花35天以後，促

進果實肥大，果實內維管束的周邊組織發

育，維管束因而呈縱向的凹凸不平。溫室

洋香瓜以正球形是上品果實，果實變形則

商品價格降低。

二、病徵
在日本秋至春季發生縱長果，夏季高

溫易發生扁平果，稜角果發生於春至夏初，

果肩小或果頂小的果實自冬季至春季較易發

生。

三、發生條件
變形果是果實在發育過程，急速生長時

受到抑制所致，原因有很多種。

四、預防措施
（一） 果實肥大的促進方法是高溫及多

濕；抑制方法是低溫及乾燥。天候

不佳時果實較肥大；持續晴天則果

實發育受抑制。

（二） 天候不佳的時候，要注意灌水及換

氣的管理。隔離的植床，水分調節

較容易；而土耕的情況下，想要預

防變形果較為困難。

五、參考文獻
 1. 高橋和彥、西泰道編。1982。施設野

菜の生理障害と病害。農山漁村文化協

會。211頁。

 2. 蔡竹固、童伯開。1993。甜瓜病害的診

斷及其防治。臺灣農業29（4）: 12-20。

 3. 蔡竹固、童伯開、陳瑞祥。1999。甜瓜

病害的診斷及其防治。國立嘉義技術學

院農業推廣委員會。20 頁。

（作者：蔡竹固）

變形果
Abnormal Fr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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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洋香瓜果實的表層組織，在開花後7~10 

天就停止發育，內層部分依序發育較慢。當

表面發育停止而硬化時，內部依然發育肥

大，表面硬化部分就裂開而呈網紋。即果實

表層組織尚未硬化時，果實持續發育，都發

生在大果的網紋不良；表層硬化後，果實肥

大生育不好，都發生在小果的網紋不良。

二、病徵
具有網紋的洋香瓜品種，在果實側邊，

一部分果面不出現網紋。

三、發生條件
原因有很多種，得到病毒性病害的果實

通常都有這樣病徵。

四、預防措施
（一） 開花期以後，要控制灌水量，以促進

果實表層組織的硬化，若還達不到效

果，則將設施內夜溫降低 2~3℃。

（二） 白天換氣使設施內乾燥。

（三） 開花後20天，若尚未開始出現網

紋，則將設施內夜溫降至15℃左

右，網紋就會開始出現了。

五、參考文獻
 1. 高橋和彥、西泰道編。1982。施設野

菜の生理障害と病害。農山漁村文化協

會。211頁。

 2. 蔡竹固、童伯開。1993。甜瓜病害的診

斷及其防治。臺灣農業29（4）: 12-20。

 3. 蔡竹固、童伯開、陳瑞祥。1999。甜瓜

病害的診斷及其防治。國立嘉義技術學

院農業推廣委員會。20 頁。

（作者：蔡竹固）

網紋不良
Incomplete Netted Rind



1�0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19

一、前言
錳毒害嚴重影響甜瓜和西瓜，胡瓜和南

瓜的影響較小。

二、病徵
錳毒害常在採收前才表現病徵，留果

數多的植株之底部葉片會出現淡綠色，近看

時，能夠在葉片觀察到針孔狀的小斑，周圍

有黃暈；透光看時，小斑群集在葉下表面看

得較清楚。病斑擴大時，則小斑彼此癒合呈

壞疽狀。錳毒害造成底部葉片的衰敗，且在

田間呈塊狀出現，常和一些傳染性病害混

淆。

三、發生條件
本病發生於黏重土壤、地表雨水逕流及

酸性土壤（pH5.8或更低）。太酸的土壤使

得原本存在於土壤膠體的錳釋放出來，造成

植物吸收極高濃度錳，在甜瓜常造成嚴重損

失。

四、預防措施
調整土壤pH值在6.0~6.5，可以避免錳毒

害。若在田裏施用消石灰防治本病，無法獲

得令人滿意的效果。

五、參考文獻
 1. 蔡竹固、童伯開、陳瑞祥。1999。甜瓜

病害的診斷及其防治。國立嘉義技術學

院農業推廣委員會。20 頁。

 2. Latin, R. X. 1996. Nutritional Disorders 

pp.60-61 in: Compendium of Cucurbit 

Diseases. T. A., Zitter, D. L., Hopkins, and 

C. E., Thomas, eds. APS Press, Minnesota, 

U.S.A. pp.87. 

（作者：蔡竹固）

錳毒害
Manganese tox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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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洋香瓜對農業藥劑的反應極為敏感，尤

其是新芽及幼果。

二、病徵
葉片焦枯斑點、果實產生瘡痂狀斑點

（果皮疣狀突起）。

三、發生條件
Triazole、Imidazole 及Pyrimidine 類的殺

菌劑（如芬瑞莫、撲克拉錳、邁克尼、護矽

得、平克座），雖然效果好且防治對象廣

泛，但對新芽生長或多或少有抑制作用，因

此，生育初期應避免施用。不過，這些藥劑

在瓜蔓摘心後，確是頗為理想的防治藥劑。

殺菌劑方面，撲克拉乳劑及脫克松可濕性粉

劑，也會造成果實藥害。不過，這些藥劑造

成的藥害，常因劑型、商品名稱、批號、洋

香瓜品種、施用時氣候及稀釋用水的不同，

而有程度上的差異；與不同的藥劑混合後，

效應也常隨之改變。殺蟲劑方面，造成藥害

的機率更高，例如亞環錫乳劑，造成葉片焦

枯斑點；賽滅寧、賽洛寧、畢芬寧、第滅

寧、三亞蟎、亞環錫及芬普寧等乳劑則使果

實（蜜世界）產生瘡痂狀斑點，尤其是三亞

蟎、亞環錫及芬普寧最為嚴重。甜瓜大都栽

培於高溫多濕的夏季，常見的雜草大都為夏

季一年生雜草。殺草劑的使用時機可區分為

植前拌土處理、萌前處理和在移植後之雜草

幼苗期行萌後處理。施藥方法錯誤或誤選殺

草劑種類時，可能造成藥害（圖一）。在選

擇殺草劑時，需特別注意，以免誤選或誤用

而遭受損失。

四、預防措施
由於目前農藥種類繁多，為避免藥害，

應依據植物保護手冊已有的資料，審慎用

藥。

藥害（果皮疣狀突起）
Pesticide Injury

圖一：殺草劑造成的藥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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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考文獻
 1. 王惠亮。1995。洋香瓜主要病害防治及

安全用藥。興農314:14-21。

 2. 蔡竹固、童伯開、陳瑞祥。1999。甜瓜

病害的診斷及其防治。國立嘉義技術學

院農業推廣委員會。20頁。

（作者：蔡竹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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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於夏季高溫、強日下，因植株枝梢及葉

片數不足，以致果實缺乏保護作用，易發生

日燒危害。造成葉片數不足的原因，常與病

蟲害嚴重發生有關。

二、病徵
高溫及通風不良通常易引起日燒，在

炎熱高陽光的日子，向陽面果實表皮下的組

織，其溫度較陰蔽處為高，於是造成起水

泡，隨之細胞死亡，褐化或乾枯（圖一）。

三、發生條件
高溫可以使某些酵素系統不活化，或者

使它加速反應，例如導致不正常的生化反應

及細胞的死亡。高溫所造成細胞的傷害，小

則使細胞生理暫時擾亂，大則使細胞死亡。

例如Mertely等人（1991）敘述洋香瓜根腐/敗

藤病株所表現的病徵，主要係植株逐漸黃

化，基部老葉焦枯；而當植株接近成熟時，

會在新葉出現焦枯。病株所產生的果實，由

於果實小、低糖量或發生日燒，因而失去商

品價值。

四、預防措施
良好的栽培和病蟲害管理，足夠葉片數

保護果實及增加通風條件，以免發生日燒危

害。

五、參考文獻
 1. 蔡竹固、童伯開、陳瑞祥。1999。甜瓜

病害的診斷及其防治。國立嘉義技術學

院農業推廣委員會。20 頁。

 2. Mertely, J. C., R. D. Martyn , M. E. Miller, 

and B.D.Bruton. 1991. Role of Monosporascus 

cannonballus  and other fungi in a root rot/

vine decline disease of muskmelon. Plant Dis. 

75:1133-1137.

（作者：蔡竹固）

果實日燒
Sunscald

圖一：甜瓜果實日燒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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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甜瓜栽培過程常會受使用的肥料種類、

種植土壤成分或灌溉水的性質影響，產生生

理性病害，特別是微量元素的硼元素不足，

常在栽培甜瓜的過程中被發現。如果微量元

素不足又與根部病害如線蟲感染寄生，則甜

瓜的栽培常出現嚴重病徵，植株出現生長停

頓，新梢萎縮，新葉黃化，終至植株死亡

等。台南縣七股地區或台南市安南區土城地

區發生情形較為嚴重。土城地區因為種植甜

瓜多在河床，土壤砂質，缺硼情形最嚴重。

二、病徵
在甜瓜生長過程，地上莖蔓、葉柄、新

芽或葉片皆會出現缺硼的現象。在莖及葉柄

的表面，會出現線形的木栓病徵（圖一），

與維管束平行；在木栓病斑上出現連續性的

橫裂，一般呈現白色，病斑中央偶出現淡黃

褐色汁液如蜂蜜，係莖蔓表皮破裂，內部汁

液溢流所致。另外在莖蔓中的維管束亦會出

現木栓及褐化現象，缺硼嚴重時，多條維管

束同時木栓化，兩條維管束組織間也可見到

橫向的連續橫紋（圖二）。除在莖蔓或葉柄

出現病徵外，在新梢的新芽也會有萎凋死亡

的病徵（圖三）或類似病毒感染所引起的嵌

紋型病徵（圖四）。新梢葉片出現病徵後，

甜瓜節間生長受抑制，造成新葉叢生現象，

與施用殺菌劑三泰芬藥劑所出現的現象頗為

類似（圖五）。缺硼時，果實出現會畸形

缺硼症
Boron Deficiency

圖一：莖及葉柄表面出現木栓化白色病徵。

圖二：莖蔓出現組織連續縊縮，後期形成連續

性橫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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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近果柄附近的果肩較細瘦，果實

底部較寬或粗；在果實表皮上也會出現泡疹

狀病徵，多在接近果肩附近。也有出現褐

化、表面皺縮的現象。

一般甜瓜植株如果因為根系受線蟲危

害，不能正常吸收養分，常會出現類似生理

病的現象，植株生長單薄，莖蔓不能正常伸

長，與缺硼現象有些雷同。然因瓜園中受線

蟲感染的植株分布常為逢機且零星發生，因

缺硼常會引發全園一致的生理病，因此可以

區別二者。在連續栽植的瓜田，特別是砂質

土壤的旱田，線蟲的危害非常嚴重，可能整

區瓜田都會受害，如併發缺硼症，植株往往

未及分蔓即枯萎。

圖六：甜瓜缺硼果型畸型。

圖五：新梢葉片噴施白粉病防治藥劑形成簇葉

狀。

圖四：新葉出現類似病毒的病徵。

圖三：新梢因缺硼萎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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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生條件
甜瓜發生缺硼的原因有土壤因素、施肥

種類、灌溉水質及根部病害，例如線蟲等因

素。土壤因素與臺灣島形成時受到地球板塊

運動的影響，土壤中含硼量偏低；此外，甜

瓜的園區部分在河床地區種植或近沿海地區

種植，土壤組成多為砂質，造成肥料淋洗流

失，也易出現缺硼現象。一般硼素的有效利

用在pH5.0~7.0之間，臺灣中南部沿海地區

常發生地層下陷與海水倒灌，土壤多呈微鹼

性，常導致土壤中硼元素有效性降低，植株

吸收困難。如果土壤呈強酸性也會造成硼有

效性降低。此外栽培時如遇低溫，造成土壤

表面溫度降低，甜瓜根系吸收能力降低，會

引發暫時性缺硼現象。如溫度回暖則減緩。

施肥種類會降低硼元素的有效性，某類

肥料大量加入時，因肥料元素間的拮抗作用

引發硼素的有效性降低，例如大量施用石灰

質肥料，因此土壤鹼性偏高，致引發植株出

現缺硼現象。灌溉水在臺灣某些區域出現鹼

性，以高雄縣為例，阿蓮鄉至橋頭鄉等，水

質偏鹼性，地下水質在pH 7.31~8.56之間，

因水質偏鹼，常會造成肥料中多種成分有效

性降低，如磷、鎂或硼等元素的吸收及利用

受抑制。

線蟲在土壤中主要破壞甜瓜根系，阻礙

根系吸收養分，故會出現地上部的葉片或莖

蔓出現營養不足的現象，然此種營養不足現

象，多為全株矮化及全株葉片出現病徵，與

缺硼現象出現在新芽或新梢不同。

由於硼素對作物而言，係屬微量元素，

使用量極微，如使用過量，常會導致植株受

害，出現新葉黃化扭曲的現象。一般農友對

硼的認知，認為硼素係屬有害成分，盡量不

用或少用，忽略硼素也是植物16種必要的組

成元素之一，故田間發生硼素缺乏時，農友

未添加此一微量元素的案例極普遍。 

四、預防措施
由於不同的缺硼因素須用不同措施來預

防或改善，如果因土壤組成所致的缺硼，土

壤不易改變組成，或需花費極高的費用如換

土，可以利用肥料及施肥技術來改善。在甜

瓜種植時，鹼性土壤中宜多添加酸性肥料，

如含硫酸根的化學肥料，或中性偏弱酸的有

機肥料。有機肥料中雞糞常偏鹼性，不宜在

鹼性土壤中常用，如果酸性太強，需要添加

中性肥料或鹼性肥料，如腐熟的雞糞此時即

為適宜的有機肥料。一般基肥中可添加硼

砂，每分地每年施用3～5公斤，與基肥充分

混拌後，埋入植溝，或與基肥混合均勻後灑

佈畦面，再翻入土壤中供作物利用。種植期

間如果出現缺硼症狀，可以利用葉面施肥來

補充，硼砂使用倍數約1000倍，若施用溶解

性較高的水硼，則施用倍數約為2000倍，

稀釋後的硼砂或水硼直接噴施葉面，每次施

用的間隔時間約為14~21天。欲由葉面噴施

硼素時，如果水質偏鹼，可以在水中加入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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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改變水體的酸鹼值，提高硼素的有效

性。

由於硼素的有效性介於pH 5.0~7.0之

間，故施肥時，避免一次大量施用強酸或強

鹼性肥料，使硼素有效性降低或元素間出現

拮抗現象，至於線蟲問題所導致的缺硼現

象，則應配合施用殺線蟲藥劑來防治線蟲，

同時由葉面或土壤表面補充硼元素即可。

五、參考文獻
 1. 加藤 徹。1994。利用病徵診斷蔬菜的生

育障害。TAKI種苗（株）宣傳出版部。

p.67-73。

 2. 何琦琛、林正忠、林慧玲、袁秋英、莊

益源、陳淑佩、章加寶、黃振聲、楊

淑惠、溫宏治、蔡文珊、蔡叔芬、賴秋

炫、謝鴻業。2005。植物保護圖鑑系

列-番石榴保護:番石榴缺硼症。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編印。

p.119-123。

 3. 沈再發、陳甘澍。1997。甜瓜栽培與營

養、生理障害。財團法人農有社會福利

基金會譯。96頁。

（作者：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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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全球氣溫上升，影響各種生物如

極地的北極熊覓食困難；臺灣也因為氣溫上

升，常造成農作物受影響，改變農作物的正

常生長，譬如果樹冬季提前開花或夏季溫度

太高影響授粉等。氣溫上升會造成臺灣上空

光化污染物增加，其中的臭氧（O
3
）及過氧

硝酸醯酯類（PANs）常造成農作物受害。光

化污染物傷害的農作物常有大面積發生、廣

域受害區中有受害熱區其作物受害相對嚴重

及重複發生等特性。受到光化污染的農作物

常會導致作物隨後出現各種生長受抑制的現

象，出現生理病症的現象較多（圖一），對

病蟲害的抵抗力亦相對降低，故後期容易出

現病蟲危害，如弱寄生菌感染的現象即是代

表該作物曾受到光化污染危害的可能。

危害作物的臭氧係存在地表附近，形成

臭氧乃因空氣中的氮受到高溫之後，常形成

活潑的氮氧化物（NO、NO
2
），氮氧化物又

與氧氣結合釋出氧原子，最終形成臭氧。大

氣中如果存有碳氫化物，有助形成氮氧化物

及臭氧。都會區及都會近郊因人口密度高、

活動頻繁、車輛流動多，氮氧化物的濃度較

高（圖二），此類物質常會隨風移動，遠達

數十公里之遙的農業區。氮氧化物在農業區

受紫外線作用形成臭氧，即可危害當地的農

作物。故臺灣的農作物雖然不種在都會區或

都會近郊，卻常見到臭氧為害，例如南投縣

信義鄉、台南縣楠西鄉、玉井鄉、高雄縣甲

仙鄉、六龜鄉或屏東縣枋山鄉、楓港等偏遠

臭氧危害
Ozone Damage

圖二：都會區冬季出現高氮氧化物及碳氫化物。圖一：臭氧危害後新梢葉片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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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仍可在農作物上見到臭氧病徵。

二、病徵
一般的作物如果受到臭氧危害，會在葉

片上面出現受害病徵。在葉肉細胞可以見到

細小型斑點（圖三）或大型斑點（圖四、圖

五）。細小型細斑較規則，為圓形、白色，

臭氧濃度偏高時，則會出現細斑呈現穿孔的

病徵（圖六）。大型病斑或為白色，不規

則，後轉變黃色、紅色或褐色等病徵，也有

直接出現褐色或紅色等病斑。甜瓜葉片葉肉

組織出現白色細小斑，直徑0.3mm，在葉緣

或葉脈附近較易出現此類病斑（圖七），可

能原因是此部位的葉面氣孔受水分影響，氣

孔張開交換外界空氣時間較長，致臭氧容易

進入造成危害。一般臭氧危害的葉肉組織係

上方的柵狀組織，柵狀組織的細胞壞死後出

現白色，由外視之，呈白色細點狀。

圖三：臭氧在葉脈附近產生白色細斑。

圖四：臭氧在葉面形成大型斑點。

圖五：臭氧在葉面形成大型斑點。

圖六：臭氧在葉面形成穿孔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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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長期出現臭氧濃度偏高，白色細

斑不復出現，會形成白色不規則塊斑，後期

葉片出現黃葉或褐化乾枯（圖八）。此種嚴

重病徵常在受害後2~3天內出現，對作物的

影響重大。故臺灣南部冬季或春季甜瓜的栽

植往往一陣南風過後，全園出現葉片受害現

象。受害的植株隨後生長出來的新葉會變小

或畸形，類似受到病毒危害。

三、發生條件
發生臭氧的先決條件為地表附近存有

氮氧化物與碳氫化物。臺灣的空氣因人們及

車輛活動頻繁，此兩種污染物含量高，發生

臭氧的機率高。臺灣位在北回歸線附近，氣

溫長年偏高溫，同時又受季風的影響，春秋

時季風交替或冬季高溫無風狀態，夏季吹西

南風時呈現日照強烈。這些環境條件如污染

源、高溫、強日照皆有助臭氧的形成。

一般在地表產生臭氧，受氣候條件的影

響極大；臺灣秋季由西南風盛行的夏季轉成

東北季風，臭氧因而發生。此外東北季風進

入臺灣之後，苗栗縣以南地區受東北季風影

響較小，風速減弱，冬季在中部至南部地區

皆出現臭氧為害。暖冬或氣溫上升皆助長冬

季的臭氧形成。一天當中白天在低風速或靜

風狀態，強日照與氣溫28℃以上，三種條件

下會有臭氧形成；一天中早上10時至下午2

時，日照最強，為濃度最高的時段。都會區

除此一時段外，晚上9時會有另一高峰期被

測出，應該與夜晚上空的空氣變冷下沉，將

白天產生的臭氧帶至地面附近所致。資料調

查在偏遠的農業區如高雄縣六龜鄉、台南縣

楠西鄉等出現大量的臭氧危害，推測季風及

海島型出現的海風陸風交替兩種風向，將氮

氧化物及氫碳化物吹離都會區，此兩種物質

遇到障礙物如山脈而停滯，或因風速減弱而

停滯，待氣溫與日照條件合宜，形成臭氧，

危害當地農作物，導致後來作物產生生理障

圖七：臭氧的細斑在葉緣的後期病徵。 圖八：甜瓜受臭氧嚴重危害的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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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出現類似營養缺乏現象。農業區如果分

布在大都會區的北端，如高雄縣的橋頭鄉、

岡山鎮、梓官鄉，台南市的安南區、七股、

善化、新市等地，因西南季風及都會區的影

響，甜瓜及其他作物上常見到臭氧病徵。

四、預防措施
防範農作物受臭氧危害需要注意氣候

對臭氧形成的影響因素，且須事前預防才能

有效防止臭氧對作物所造成的傷害。故種植

作物後需注意氣象，了解季風變化、每日氣

溫及日照強度等資料，由各項資料研判臭氧

發生的機率，如果氣象中含有形成臭氧的必

要條件，低風速或靜風、高溫與強日照皆存

在，即有形成臭氧的機率出現。此時，可以

利用化學藥劑抗壞血酸在臭氧產生之前，以

1000倍噴施葉片及植株，提高植株中抗壞血

酸過氧化酵素來預防臭氧為害。此藥劑在噴

施後有7天左右的保護效果，以後效果逐漸

降低。

除利用此一抗壞血酸直接防治臭氧危害

外，在作物管理方面如培育強健的幼苗，田

間栽培甜瓜保持生長勢強健，不施用過量氮

肥等等，皆可以降低臭氧危害程度。在臭氧

易發生的季節，如季風交替的秋季、春季或

暖冬，注意氣象預報，預估臭氧發生，在發

生前，利用抗壞血酸同時添加葉面綜合性微

量元素，加強作物生育，可以有效防治臭氧

危害及事後所產生的生理障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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