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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與病原菌的
部落衝突
黃凡真、黃皓瑄

植物病原菌存在於土壤中，伺機攻擊植物，
但為了自身生計，彼此間也會展開競爭性的部落戰爭。

在自然界中，植物看似乖順沉靜，即使遭受周遭逆境或病蟲害的侵襲，也無法像動物般
逃離，只是靜立原地默默承受，任憑宰割。但除了被動物一口殲滅時它確實毫無招架之力外，
當受到病原菌入侵時，它會產生免疫反應，在植物體內掀起一場大戰！

四大類植物病原菌
目前較廣為認知的植物病原菌可分為四大類，分別是真菌性病原菌、細菌性病原菌、病
毒性病原菌及線蟲。它們都存在於土壤中，伺機攻擊植物，但為自身生存，彼此間也會展開
競爭性的部落戰爭。以下分述這四大類病原菌對植物造成的影響。
真菌性病原菌

真菌屬真核微生物，具有絲狀的菌絲構造，能藉由孢子散布繁殖子代，

並透過寄生或腐生方式獲得營養源。這一族群種類繁多，會受其感染的植物頗多。當植株受
到感染後，感染部位會快速腐爛且擴散至全株，因此真菌性病原菌是危害較廣泛也較嚴重的
病原菌。目前常見由其所引起的疾病有白粉病、萎凋病、炭疽病等。
細菌性病原菌

細菌屬原核微生物，依菌體外觀可分為球菌、桿菌、螺旋菌及其他形狀。

細菌性病原菌分布於土壤中，大都具有鞭毛構造便於在土壤中移動，利於找到最適生存的環
境或營養源。細菌通常會透過傷口進入宿主細胞，因是原核生物所以繁殖速度快，在感染後
數天植株就會出現斑點、枯黃、萎凋等病徵，如細菌性斑點病。若是受到農桿菌感染，則會
在植株上產生腫瘤。

植物除了被動物一口殲滅時確實毫無招架之力外，
當受到病原菌入侵時，它會產生免疫反應，在體內掀起一場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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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粉病

細菌性斑點病

甜椒病毒病
斑萎病毒病

農桿菌腫瘤病
炭疽病

萎凋病
根瘤線蟲
植物受到不同病原菌感染後產生不同的病徵，真菌性病原菌可能造成白粉、炭疽、萎凋等常見病徵；細菌性
病原菌感染後可觀察到果實有黑色斑點，農桿菌感染後則有顯著的腫瘤產生；病毒性病原菌可能使植株葉片
產生嵌紋或輪點，並使葉片凹凸不平及皺縮；線蟲則可能影響植物根系的發展及新芽的發育，進而影響果實
的品質與數量。（圖片來源：徐立菡小姐繪製）

病毒是以絕對寄生方

生性線蟲及外寄生性線蟲。植株感病後會

式存活，但病毒較無法直接穿透植物細胞

觀察到根系減少、斷裂、腐壞或根部腫大、

壁感染，因此需要透過昆蟲吸咬或傷口以

異常增生及捲曲等現象。此外，有些線蟲

開啟進入植物細胞的門戶。常見的昆蟲媒

也可感染植物地上部組織，通常攝食部位

介有蚜蟲、粉蝨、葉蟬、薊馬等。受病毒

是芽點或新生長的幼苗，因此會造成植株

感染的病徵主要出現在葉片，通常會有嵌

新芽減少、葉片黃化、生長不佳，導致果

紋、輪點的現象，導致葉片表面凹凸不平、

實結果量與品質降低，主要的元兇有莖線

病毒性病原菌

皺縮或畸形，如木瓜輪點病、瓜類嵌紋病、

蟲、菊花葉芽線蟲等。

甜椒病毒病、斑萎病毒病等。
線蟲

植物病原線蟲是一細小動物，

身長介於 0.2 ∼ 2.0 公釐，身型大多呈紡錘

植物的防禦策略

狀，寄生於植株地下部或地上部。寄生於

植物既然無法逃離充斥著各種病原菌

根部的線蟲又分為內寄生性線蟲、半內寄

的環境，當然得自求多福發展出適當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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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會針對四大植物病原菌的特徵分別發展出適當的病原分子辨認受器，
並根據病原菌間的相似特性建立可使植株達到最佳防禦效率的策略。

保策略。通常植物會在細胞的原生質膜上布

針對細菌性病原菌較常見的感受器尚

置著病原菌感受器，偵測病原菌所分泌的小

有以下二者。鞭毛感受器—鞭毛是細菌用

分子物質，這稱為病原分子辨認受器，負責

於泳動的構造，其主要組成是鞭毛蛋白質，

監控病原菌的出現，而這病原菌小分子物質

植株可透過鞭毛蛋白質的偵測，或鞭毛蛋

則稱為病原相關分子。當病原菌鎖定宿主並

白質中的特定胺基酸序列，來判斷是否有

降落在植株表面的那一刻，植物受體便會辨

病原菌存在。轉譯延長因子感受器—原核

認並立即啟動防禦作戰計畫。

生物在基因轉譯為蛋白質的過程需有延長

一般而言，植物會針對四大植物病原

因子的協助，參與核醣核酸轉譯為蛋白質，

菌的特徵分別發展出適當的病原分子辨認

因此植株會辨認延長因子或延長因子中的

受器，並根據病原菌間的相似特性建立可

特定胺基酸序列，以判斷是否有不速之客。

使植株達到最佳防禦效率的策略。例如用

若植物的觀測塔台發現了病原菌，必須立

於真菌性病原菌的葡聚醣或幾丁質感受器，

即把這訊息傳遞至作戰前線，使植株得以

由於真菌的細胞壁組成成分中含有葡聚醣

適時下達防禦命令及反擊方式。
上述所提植物對於真菌性或細菌性病

與幾丁質，因此植物可藉由這類感受器辨

原菌的防禦反應，都可由病原相關分子被

認病原菌是否入侵。

(A)

(B)

病原菌
細胞壁

病原菌胞
內物質

鞭毛蛋白質

細胞表面
訊息

訊息

訊息

病原相關分
子辨認受器
（蛋白質）

胼胝體

細胞

細胞內膜
細胞

胞內訊
息傳遞

氣孔關閉
胼胝體累積
基因表現

病原相關分子
觸發免疫反應

（A）植物病原相關分子辨認受器偵測病原相關分子（包含鞭毛蛋白質、病原菌細胞壁成分、病原菌胞內物
質等）的出現後，經由胞內訊息傳遞誘導防禦基因表現，觸發病原相關分子免疫反應，使植株可對抗病原菌
的感染；（B）植株受到病原菌感染部位藉由胼胝體累積、氣孔關閉等生理現象，減少病原菌進入植株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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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的次級代謝物可分為萜烯化合物、酚類化合物及含氮化合物 3 大類。萜烯化合物主要是藉著特殊氣味避
免昆蟲啃食的機會；酚類化合物可啟動植株防禦系統，防止病原菌擴散及增加昆蟲避食性；含氮化合物輕則
刺激味覺，防止食草動物攝食，重則危害動物的生理功能，甚至喪命。

辨認受器接收引起，因此又稱為病原相關

茉莉酸誘發的防禦反應路徑，這二種途徑

分子觸發免疫。這類免疫反應誘發植株產

都是合成具揮發性的有機物質，其對昆蟲

生的防禦策略有幾項較為常見，包括減少

具有毒性，以達到防止昆蟲啃食的目的。

病原菌進入宿主細胞的管道，例如植株細

但線蟲所引起的植物防禦機制，與前述三

胞壁結構會重組以產生較結實的結構使氣

大病原菌又不相同。

孔關閉，因此造成菌體死亡。此外，可透

近年來另發現植物次級代謝物也可做

過釋放葡聚醣酶或幾丁質酶等酵素，破壞

為植株抗蟲抗病的防禦策略，根據次級代

細菌或真菌的細胞壁組成。

謝物的化學特性可分為以下 3 類。

另外，由於病毒大多是透過帶病原蟲

萜 烯（terpenes）化合物—是植物次級

體啃吸植株而間接感染，這時植株表面的

代謝物中含量最多的，其對哺乳動物及昆蟲

感受器功能較不顯著，因此較少發現病毒

具有毒性或拒食性，有些植物甚至可生合成

性病原菌的專屬感受器。但植物會另取新

具揮發性的 萜 類化合物，使植株有特殊氣

的防禦策略，即啟動植物荷爾蒙水楊酸或

味，如羅勒、檸檬、薄荷、驅蚊草等。

科學發展

2017 年 11 月│ 539 期

47

一般報導
(A)

受器－配體模式

(B)

病原菌

效應蛋白質

(C)

警衛模式
病原菌

效應蛋白質

病原相關分子
辨認受器

誘餌模式
病原菌

效應蛋白質

病原相關分子
辨認受器

病原相關分子
辨認受器

效應蛋白質
辨認受器

病原相關分子
觸發免疫

胞內訊息傳遞

偽病原相關
分子辨認受器

病原相關分子
觸發免疫

基因表現
效應蛋白質觸發免疫效應

胞內訊息傳遞

基因表現
效應蛋白質觸發免疫效應

病原相關分子
觸發免疫

胞內訊息傳遞

基因表現
效應蛋白質觸發免疫效應

病原菌分泌的效應蛋白質可抑制植株病原相關分子觸發免疫反應，而植物透過（A）、（B）、（C）三種典
型策略辨識病原菌的效應蛋白質，經由胞內訊息傳遞誘導防禦基因表現，觸發效應蛋白質免疫反應，使植株
得以進一步對抗病原菌的攻擊。

酚類化合物—其衍生物具有抗蟲及抗

氰苷本身其實不具毒性，但是植株若

病原菌的功能，例如水柳中的水楊酸是調

被啃食，氰苷就被水解成氰化氫及硫化氫，

控植物系統性防禦機制的重要因子，而咖

二者都是具毒性的揮發性化合物，因此可減

啡豆中所含的綠原酸也可防止蟲害。此外，

少被昆蟲或動物攝食的機會，如苦杏仁、樹

黃酮類化合物除了參與植物色素的生合成

薯，以及未成熟的枇杷、蘋果、李子、桃子、

外，其異構物異黃酮也可做為植物的抗毒

梅子等硬殼果核，應避免食用。

素，以防止病原菌的擴散，如芹菜中的芹
菜素。
含氮化合物—這類次級代謝物具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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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贏家

性氣味，如青花菜、芥菜、辣根及蘿蔔中

植物與病原菌間的關係宛如一場戰

含有異硫氰酸丙脂，可防止食草動物攝食。

爭，當植株使出渾身解數對抗病原菌入侵

另外較嚴重的有害成分包含生物鹼、氰苷、

時，病原菌也非等閒之輩，它會釋放類似

非蛋白質胺基酸等，其中生物鹼種類繁多，

特 務 或 間 諜 的 蛋 白 質， 稱 為 效 應 蛋 白 質

毒性機制也較為複雜，可阻礙蛋白質生合

（effectors）， 用 以 干 擾 或 削 弱 植 物 的 防

成及蛋白質運送，甚至危害人類的神經系

禦反應。如真菌性病原菌於成功附著並感

統，如罌粟果中的嗎啡、發芽馬鈴薯或未

染植物後，其菌絲可透過細胞間隙延伸並

成熟的番茄產生的龍葵鹼。

分泌胞外效應蛋白質，這類效應蛋白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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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防禦成功與否的關鍵在於其生長條件，
若遭逢不適當的環境，都可能使植物失掉這場部落戰役。
多是蛋白質酶抑制劑，可抑制葡聚醣酶或

由於病原菌的效應蛋白質作用機制廣泛，

幾丁質酶等酵素的分泌。而由菌絲發育而

幾乎阻礙植物第一波防禦反應的各個環節，

成的吸器可侵入植物細胞吸取養分，並分

因此抗病蛋白質勢必要透過有效的方式才能

泌胞內效應蛋白質干擾防禦訊號的傳遞過

發現病原因子的存在。目前已知的抗病蛋白

程，阻礙防禦系統的表現。
細菌性病原菌的效應蛋白質也可透過
第三型分泌系統進入植物細胞，可干擾植
物防禦反應的方式非常多元，例如效應蛋

質對策可分為直接辨識效應蛋白質並與之結
合，稱為效應蛋白質受器－配體模式；抗病
蛋白質也可扮演類似警衛的角色，當效應蛋
白質與宿主目標蛋白質結合後，蛋白質結構
改變或修飾可被抗病蛋白質所辨識，因而誘

白質會與病原分子辨認受器結合，干擾受

導防禦反應的發生，此過程可稱為警衛模式。

器辨認病原菌的能力。也可以阻礙訊息傳

此 外， 透 過 偽 裝 誘 敵 也 不 失 是 個 好 策

遞或轉錄因子活化過程中重要的磷酸化步

略。這類抗病蛋白質與目標蛋白質結構相

驟，使得防禦相關基因無法表現；甚至干

似，若病菌效應蛋白質辨識錯誤與它結合，

擾植物內膜運輸系統，使得防禦相關蛋白

抗病蛋白質就可再次開啟防禦模式，此過程

質即使順利表現，也無法輸出至細胞外發

可稱為誘餌模式。

揮抗病原菌的功能。
線蟲與昆蟲則是經由啃咬或吸食的過
程中，直接透過唾液分泌把病原因子送入
宿主細胞中。其中線蟲可分泌胞外病原因
子，作用是分解植物細胞壁的酵素，利於

這階段的防禦作為通常會引起植株較強
烈的免疫反應，使病原菌感染部位產生較多
的過氧化物，導致宿主特定區域細胞的死亡，
並且可於植株葉片觀察到黃斑、褐化，甚至
發黑壞死等病斑。其作用目的是使植株限制
病原菌的擴散，又稱為過敏性反應。其實植

線蟲攝取養分及移動。昆蟲釋出的病原因

物防禦成功與否的關鍵在於其生長條件，若

子則較為複雜，主要目的是阻礙水楊酸與

遭逢不適當的環境，使得植株生長狀況不佳，

茉莉酸的生合成，以防止下游的防禦反應

或周遭環境甚利於昆蟲或病原菌的繁殖及擴

被誘導啟動。當病原菌以反間的技巧癱瘓

散，都可能使植物失掉這場部落戰役。

植株防禦系統時，其實植株也另擬有備戰
計畫，部署了抗病蛋白質以進行反反間計，

黃凡真、黃皓瑄

不但可使病原菌誤入圈套，更可誘發另一

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

波防禦高潮，這稱為效應蛋白質觸發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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