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檬果套袋後檬果炭疽病病原菌感染機會之研究1

吳雅芳、吳盈慧、張錦興、鄭安秀 2

摘　　要

吳雅芳、吳盈慧、張錦興、鄭安秀。2015。檬果炭疽病病原菌於檬果套袋後感染機會之

研究。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 65：45-53。
檬果炭疽病主要由 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 引起，為影響檬果品質與櫥架壽命最

大之病害。罹病果實果皮上有黑色圓形之凹陷病斑，後迅速擴大侵入果肉，病斑連成一片，

使果實腐敗。高溼環境下，於黑色大型病斑上會出現橘紅色小點為分生孢子，是本菌最重要

之感染源。目前防治炭疽病最好的方式為早期套袋。本研究利用培養基、嫩葉、果實做接種

測試，發現檬果炭疽病菌可以穿透供試不同品牌的紙套袋在培養基上生長，並可感染套袋保

護的葉片及果實。檬果套袋後若遭逢大雨，造成紙袋長時間緊貼於檬果表面，此時若有炭疽

病菌分生孢子藉風雨傳播於於紙袋上，就有機會穿透紙袋感染果實。惟此種條件及感染機率

在田間實際條件下並不高，農民需注意套袋時將果實套於紙袋中央並綁緊袋口，勿使紙袋有

機會緊貼果實，園中若有炭疽病的罹病組織應清除乾淨，可避免大雨之際的感染機會。

現有技術： 目前臺南地區檬果農民已習慣採用果實套袋防治果實蠅及炭疽病。

創新內容： 過去認為套袋後病原菌即不再有機會感染果實，透過本研究證明套袋材質

可讓炭疽病菌孢子通過，因此需注意套袋的技術，勿使紙袋緊貼果實而給

予病原菌入侵的機會。

對產業影響： 農民若能注意套袋技術，將可減少病原菌感染的機會。

關鍵字：檬果炭疽病、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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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檬果為臺灣重要經濟果樹，其主要病害包括白粉病（Oidium mangiferae）、炭疽病（Coll-
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蒂腐病及果腐病（Botryosphaeria spp.、Phomopsis spp.）、黑斑病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manigiferaeindicae）、藻斑病（Cephaleuros virescens）等，其

中以炭疽病對果實外觀品質及外銷的影響最大 (1, 3, 4)。

檬果炭疽病主要由 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 引起，有性世代為 Glomerella cingulata，分

生孢子在顯微鏡下呈無色透明、單室、長橢圓形，大小為 10 ～ 20 μm × 4 ～ 6 μm，病原菌

最適合生長溫度為 25 ～ 30℃。病徵可分為兩種，一為病菌侵入幼嫩組織後數天便出現的病

徵；另一為潛伏感染的病徵。危害花穗時，初期呈深紅色小點，後擴大成黑褐色凹陷斑點並

引起落花落果；果實在生理落果期至採收前，一般不會出現肉眼可見之病徵，但於採收後 3～
5 天，果皮陸續出現黑色圓形之凹陷病斑，後迅速擴大侵入果肉，病斑連成一片，使果實腐

敗。危害葉片時，嫩葉和枝條於降雨後出現紅褐色斑點，引起落葉或葉片畸形空洞 (1)。病斑

於高溼環境下會出現橘紅色小點為病原菌之分生孢子，為其主要感染源，分生孢子由水滴攜

帶至檬果幼嫩組織或受傷部位，只要環境適合，便會發芽產生附著器，再形成侵入釘侵入組

織感染，如果繼續維持高溼度環境，病原菌會形成新的分生孢子堆，成為多次感染源 (1)。

檬果炭疽病主要的防治方法有清園、修剪枝條、地面覆蓋不織布、藥劑防治以及套袋等。

果實套袋是最好的防治方法，套袋時間越早，防治效果越好 (2)。一般認為病原菌無法透過套

袋而侵入感染。2011 年臺南地區檬果果實於採收後炭疽病發生嚴重，經觀察，除了雨水夾

雜病原菌分生孢子由未束緊之袋口流入感染所造成的條形病斑外，多數病斑均出現在果肩最

寬的部位，該年臺南地區在田間檬果套袋時期前後持續降雨，使得套袋後之紙袋因高濕環境

而有機會緊貼於果肩，因此推測病原菌可能有機會穿透紙袋感染果實而造成病害發生。本試

驗分別針對不同紙袋、溼度、分生孢子發芽時間、不同重力位置、嫩葉及果實接種進行測試，

以探討檬果炭疽病菌是否能穿透紙袋感染套袋後的果實。

材料方法

一、供試菌株及材料

供試菌株 Fu15 為採集自臺南市新化區田間罹炭疽病之果實進行病原菌分離並接種

完成柯霍氏法則後保存，培養於 PDA（Potato dextrose agar）上至菌絲長滿或產孢供試

驗使用。供試紙袋為農民常用之檬果紙套袋 4 種，依不同品牌分別編號為 A、B、C、D。

供試檬果葉片及果實均為本場種植之愛文品種。

二、炭疽病菌於紙袋上之穿透試驗

供試紙袋為編號 A、B、C、D、使用過的 A 套袋及 1 號濾紙，計 6 種材料，分別

裁剪成適合 9 cm 培養皿大小之圓形及半圓形紙片，以高溫高壓滅菌。滅菌後將其覆蓋

於 PDA 平板上，對照組為 PDA 平板不覆蓋紙袋，每種材料處理 4 重複。蓋上紙袋後，

在培養基裡加入 1 ml的無菌水，使紙袋浸濕。供試炭疽病菌培養於 PDA平板上長滿後，

於菌落邊緣以 6 mm 打孔器取菌絲塊，以滅菌過的鑷子將菌絲塊放置於覆蓋在 PDA 平

板上的紙片中央，半圓形紙片上的菌絲塊為一半在紙片上一半在 PDA 平板上。經 25℃
培養 3 天後掀開紙片觀察菌絲是否穿透紙袋生長 PDA 平板上，每組材料處理 4 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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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濕及保濕條件下對於炭疽病菌穿透紙袋之影響

以裁剪成圓形並滅菌後之 A 套袋紙片覆蓋於 PDA 平板上，其中 2 組處理於平板上

加入 1 ml 無菌水，將炭疽病菌菌絲塊接種於紙片上後，在培養皿周圍封上石蠟膜，並

於 24 小時後將其中 1 組的石蠟膜拆開，第 3 組處理則不加水也不封石蠟膜。供試之炭

疽病菌接種於紙片上時，分為 2 組處理，第 1 組是將菌絲塊放在在紙片中央，另一組則

是以玻璃棒刮取分生孢子塗在紙片中央。以平板上不覆紙片做為對照組，經 25℃培養 3
天後掀開紙片觀察菌絲是否穿透紙袋生長 PDA 平板上，每組處理 4 重複。

四、分生孢子於紙袋上的發芽時間試驗

以裁剪成圓形並滅菌後之 A 套袋紙片覆蓋於 PDA 平板上，第 1 組處理是以玻璃棒

將 PDA 培養基上產生之分生孢子刮下塗在紙片上；另 1 組處理則在置於 PDA 培養基的

套袋紙片上滴 10 μl 孢子懸浮液（106 spores/ml）；將 2 組處理置於 25℃下培養，每隔 1
小時取出觀察孢子的發芽情形，每組處理 4 重複。

五、重力對炭疽病菌穿透紙袋的影響

以裁剪成圓形並滅菌後之 A 套袋紙片覆蓋於 PDA 平板上，於紙片上滴 10 μl 孢子

懸浮液（106 spores/ml）後，培養皿分別採正放、倒放、立放以模擬套袋與果實接觸方位，

經 25℃培養 3 天後掀開紙片觀察菌絲是否穿透紙袋生長 PDA 平板上。每組處理 4 重複。

六、嫩葉接種試驗

檬果嫩葉經 0.6％次氯酸鈉表面消毒並以無菌水漂洗 2 次後，以 5 號蟲針輕刺葉面

製造傷口，將葉面以無菌水噴濕後包覆於 A 套袋內，使葉面與套袋緊貼，在套袋外以

分生孢子懸浮液（106 spores/ml）進行噴霧接種，保濕後經 3、5、7天觀察嫩葉發病情形，

另有不製造傷口及不噴濕葉面等處理，各組處理情形如表 2。每組處理 12 重複。

七、果實接種試驗

(一) 供試果實為約 7 分熟之愛文檬果，先以無菌水噴溼果實表面後，將套袋裁剪成直徑

5 cm 大小的圓形紙片以 0.1％ water agar 固定在果實表面，於紙片中央滴炭疽病菌

分生孢子懸浮液（106 spores/ml）後保溼，並以不套袋滴孢子懸浮液及套袋後滴無

菌水做為正負對照組，於室溫下定期觀察檬果果實發病情形，每組處理 6 個果實。

(二) 約 7 分熟的愛文檬果表面用無菌水噴溼後套袋，一個套袋內放入一顆檬果，將套袋

貼緊果實表面束緊，處理組分別為：1. 套袋外噴孢子懸浮液（106 spores/ml）、2. 套
袋的其中一面浸泡於裝有 1 公分高孢子懸浮液之淺盤中，浸泡 5 分鐘後將浸泡面朝

上放置與 3. 浸泡面朝下放置等 3 組，並以套袋外噴無菌水及不套袋噴孢子懸浮液

為對照組，每組處理 20 個果實。置於室溫下於接種第 6、9、12 天調查罹病級數。

罹病級數之調查方式以病斑面積表示：未發病者為 0，發病面積 1 ～ 5％者為 1，
發病面積 6 ～ 25％者為 2，發病面積 26 ～ 50％者為 3，發病面積 51 ～ 75％者為 4，
76％以上者為 5，並依下列公式算出罹病度：罹病度＝Σ（指數 × 該指數罹病果數）

／（5 × 總調查數） × 100％
八、田間果實接種試驗

在陰雨天時，選定已套袋之果實，調整套袋使之緊貼果實表面，再噴上炭疽病菌孢

子懸浮液（106 spores/ml），對照組則噴無菌水，於採收後以上述方法調查果實罹病級

數並計算罹病度。本試驗於田間進行兩次，每一次之處理組及對照組均分別為 30 個果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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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一、炭疽病菌於紙袋上之穿透試驗

編號 A、B、C、D、使用過的 A 套袋及 1 號濾紙計 6 種供試紙片上放置之炭疽病

菌絲塊均可於紙片上生長，經 25℃培養 3 天後掀開紙片觀察，在培養基上均有白色圓

形痕跡，與紙片表面上生長之菌落形狀相同，於光學顯微鏡下鏡檢，可觀察到菌絲在

PDA 平板上生長，將紙片移除後之 PDA 平板置於 25℃以 12 小時照光 12 小時黑暗之條

件培養，菌絲繼續生長並產生橘色的炭疽病菌分生孢子（圖 1）。

圖 1. 炭疽病菌穿透套袋生長（A）；掀開套袋後，PDA 上與套袋上菌落形狀一樣的白色痕

跡（B）；掀開套袋後，以 12 小時照光 12 小時黑暗之條件培養，菌絲繼續生長並產

生橘色的炭疽病菌分生孢子（C）。

Fig.1. 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 penetrate bag and growth (A). Removed bagged, there are 
white marks on PDA with the same colony shape on the bag (B). Removed bagged and 
cultured at the condition in 12 hours darkness, the mycelium grow and produce orange 
anthracnose spores (C).

二、加濕及保濕條件下對於炭疽病菌穿透紙袋之影響

試驗結果顯示無論是否加濕或封石蠟膜的處理，均不影響炭疽病菌穿透紙片生長，

接種菌絲塊或孢子的結果相同，將紙片移除後之 PDA 平板置於 25℃以 12 小時照光 12
小時黑暗之條件培養，菌絲繼續生長並產生橘色的炭疽病菌分生孢子（表 1）。

表 1. 加濕及保濕條件下對於炭疽病菌穿透紙袋之影響

Table 1. Influence of anthracnose fungi penetrate bags under moisture conditions

處理 Aa A 掀開紙袋後 Bb B 掀開紙袋後 Cc C 掀開紙袋後

菌絲塊 +d + + + + +

孢子 + + + + + +

註：a 加水後封石蠟膜
b 不加水不封石蠟膜
c 加水封石蠟膜 24 小時後拆掉石蠟膜
d“+”表示炭疽病菌在培養基上有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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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生孢子於紙袋上的發芽時間試驗

以玻璃棒塗在紙片上的孢子於第 5 個小時觀察時發芽，並可在 PDA 平板上觀察到

菌絲生長（圖 2）；滴孢子懸浮液於紙片上之處理組則在第 17 個小時在 PDA 平板上觀

察到菌絲。

圖 2. 炭疽病菌孢子大小約 10 ～ 20 × 4 ～ 6 μm（A）有些套袋孔隙大於 60 μm（B）套袋上

的孔隙有些較炭疽病菌孢子大（C）；穿透套袋孔隙的孢子於 PDA 上發芽（D）；在

套袋上發芽生長的菌絲（E）。

Fig. 2. The spore size of 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 is about 10-18 × 4-6 μm (A). Some of the 
pore size of bag larger than 60 μm (B). Some of the pore size of bag larger than the spores 
(C). The spores penetrated the bag germinated on PDA (D). Germination and growth of 
mycelium on bagged (E).

四、重力對炭疽病菌穿透紙袋的影響

以裁剪成圓形並滅菌後之 A 套袋紙片覆蓋於 PDA 平板上，於紙片上滴 10 μl 孢子

懸浮液（106 spores/ml）後，培養皿分別採正放、倒放、立放以模擬套袋與果實接觸方位，

經 25℃培養 3 天後掀開紙片，結果顯示各處理組均可在 PDA 培養基上觀察到炭疽病菌

穿透套袋生長。

五、嫩葉接種試驗

檬果嫩葉經 0.6％次氯酸鈉表面消毒並以無菌水漂洗 2 次後，製造傷口，套袋後以

孢子懸浮液噴霧接種於套袋外，保濕後經 3、5、7 天觀察，結果（如表 2）除了噴無菌

水的對照組外，其他接種孢子懸浮液的處理組在 3 天後，於葉片上顯現褐色病斑（圖 3）
之病徵，並逐漸擴大，第 7 天調查時，有橘色分生孢子產生。

六、果實接種試驗

(一) 將套袋紙片以 water agar 固定於檬果果實上接種，其中接種孢子懸浮液的 6 個果實

中，有 1 個發病，產生典型炭疽病病斑，滴無菌水之對照組均未發病，而不套袋接

種孢子懸浮液的 6 個果實均發病。（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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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嫩葉接種炭疽病孢子懸浮液之發病情形

Table 2. Disease incidence of young leaves inoculated by anthracnose spores

處理組
處理條件

發病情形
套袋 葉面製造傷口 葉面噴濕 接種孢子懸浮液 a

1 －b

2 V ＋

3 V V ＋

4 V V ＋

5 V V V ＋

6 V V V ＋

7 V V V V ＋

註：a 套袋處理組接種於套袋外，未套袋處理組接種於葉片上
b“-”表示不發病；“+”表示有發病

圖 3. 孢子透過套袋感染嫩葉（A）；果實套袋後接種發病情形（B）。

Fig. 3. Spores penetrated and infected young leaves (A). The symptom of the fruit inoculated after 
bagging (B).

(二) 將果實套袋束緊後接種之各處理組果實均有炭疽病發生，套袋外噴無菌水的對照組

果實罹病度為 14％，套袋外噴孢子懸浮液的罹病度為 17.9％，果實浸泡孢子懸浮液

後浸泡面朝上放置的果實罹病度為 11％，浸泡面朝下放置的果實罹病度為 22％，

不套袋噴孢子懸浮液的果實罹病度為 27％（表 3）。

七、田間果實接種試驗

於田間調整檬果套袋使其緊貼果實後接種炭疽病菌之孢子懸浮液，二次試驗結果

接種炭疽病菌之試驗組罹病度均比無菌水對照組為高，其罹病度分別為第 1 次試驗的

20.7％及 15.4％，試驗組比對照組高了 5.3％，第 2 次試驗的 12％，11.6％試驗組比對

照組果實罹病度高了 0.4％（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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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套袋果實接種試驗

Table 3. Inoculation test on bagged fruit

處理別
罹病度 (%)

第 6 天 第 9 天 第 12 天

套袋外噴無菌水 11 12.5 14
套袋外噴孢子懸浮液 8.5 15.5 17.9
浸泡孢子懸浮液後浸泡面朝上放置 5.5 9 11
浸泡孢子懸浮液後浸泡面朝下放置 9 16.5 22
不套袋噴孢子懸浮液 16 21 27

表 4. 田間套袋果實接種試驗

Table 4. Inoculation test on bagged fruit in field

處理
罹病度（％）

第 1 次試驗 第 2 次試驗

炭疽病菌接種 20.7％ 12％
無菌水對照組 15.4％ 11.6％

討　　論

以不同品牌套袋裁剪紙片覆蓋於 PDA 培養基上，再於紙片上接種檬果炭疽病菌之菌絲

塊或分生孢子，結果顯示檬果炭疽病菌可穿透不同品牌套袋及濾紙在培養基上生長。而在不

同溼度條件下，無論培養皿是否封石蠟膜或加水，病原菌均可穿透紙袋生長，不過即使不封

石蠟膜也不加水的試驗組中，培養基原本就含有水分維持高溼度及養份，所以炭疽病菌分生

孢子的發芽並不受影響。培養皿覆蓋套袋紙片後接種孢子懸浮液，無論正放、倒放、立放，

孢子均會穿透套袋紙片發芽生長，顯示在培養基的高濕度及高營養份下，孢子穿透套袋與方

向及重力無關。

以玻璃棒刮取分生孢子塗在覆蓋於培養基上的套袋紙片上，經 5 個小時即可觀察到孢子

發芽並穿透紙片於培養基上生長，而以孢子懸浮液滴在紙片上則經 17 小時觀察到培養基上

有菌絲生長，將接種炭疽病菌孢子的紙片置於在顯微鏡下觀察，紙袋上的孔隙大小不一，有

些孔隙較炭疽病菌的孢子大（圖 2）可容孢子通過，當玻璃棒刮取分生孢子塗在紙片上時，

可能因塗抹施力而將孢子由套袋紙片較大的孔隙推到到培養基上發芽，因此較快觀察到菌絲

的生長，而以孢子懸浮液滴在紙片上之處理組，孢子先在紙片上發芽再穿透套袋紙片在培養

基上生長，因此在培養基上觀察到菌絲生長時，亦可在套袋表面觀察到菌絲。將套袋紙片下

的培養基換成無營養的 water agar 並滴孢子懸浮液時，孢子並不會發芽穿透紙袋在培養基上

生長，可知 PDA 培養基屬於高濕高營養的環境條件，可誘導孢子發芽。由上述試驗結果推

測，在果園中，已套袋的檬果果實若因雨水造成的高濕度使紙袋緊貼果實表面，再加上風雨

的助力，可能使孢子通過紙袋較大的孔隙而進入感染果實，或者在因高濕度而貼緊果實的紙

袋上發芽再侵入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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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葉套袋接種試驗的結果顯示，炭疽病菌孢子可以感染有套袋保護的葉片，而且不論有

無傷口均能侵入感染。果實接種的室內試驗中，將套袋紙片以 water agar 固定於果實表面後

接種，在 6 個處理果實中僅 1 個果實感染發病，可能因為果實的弧度導致紙片與果實並無完

全緊貼的機會提供孢子感染；將套袋果實浸泡於孢子懸浮液後將浸泡面向下放置之處理組，

因向下放置使得孢子懸浮液較不容易乾燥，且果實重量可使紙袋與果實緊密貼合，幫助孢子

透過紙袋孔隙發芽感染果實，因此罹病度較高；反之，浸泡後將浸泡面向上放置的果實，孢

子懸浮液溶容易乾燥，且果實與紙袋貼合較不緊密，孢子通過紙袋孔隙感染果實的機會相對

降低。田間果實接種結果顯示，將果實套袋調整使其緊貼果實表面，再噴霧接種炭病菌孢子

懸浮液之罹病度較噴水的對照組高，其中第 1 次試驗的罹病度較對照組高 5.3％，第 2 次試

驗則僅較對照組高 0.4％，推測可能因第 1 次試驗接種後即下雨，使得孢子有高濕度的環境

容易穿透緊貼果實的套袋而侵入感染；因此田間下大雨後，套袋呈現高濕狀態，可能完全緊

貼於果實表面，這時若有炭疽病孢子於套袋上，就有機會感染果實。

依據培養基上及葉片、果實的接種試驗結果顯示，炭疽病菌確實可穿透紙袋生長，檬果

套袋後若遭逢大雨，造成紙袋長時間緊貼於檬果表面，此時若有炭疽病菌孢子藉風雨傳播於

紙袋上，就有機會穿透紙袋感染果實，惟此種條件及感染機率在田間實際條件下並不高。農

民需注意套袋時將果實套於紙袋中央並綁緊袋口，勿使紙袋有機會緊貼果實，園中若有炭疽

病的罹病組織應清除乾淨，可避免大雨之際的感染機會，另外若逢大雨或梅雨過後，可施用

一次保護性藥劑，以保護未套袋的新梢與葉片，降低果園中的病原菌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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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fection Opportunity of 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 after Mango Bagging1

Wu, Y. F., Y. H. Wu, C. S. Chang and A. S. Cheng2

Abstract

Mango anthracnose caused mainly by 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 it’s the greatest impact 
of the mango quality and shelf life of the cabinet. The depression diseased black round spots on 
the fruit peel, rapid expansion of invasive lesion in one piece, so that the fruits of corruption. High 
humidity environment, spores appear as orange dots on large black spots, is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 of infection. Currently the best approach to control mange anthracnose is early bagging. In 
this study, inoculation test on culture medium, leaves, fruits do found that mango anthracnose can 
penetrate tested different brands of paper bagging and grown on culture medium and also infect 
leaves and fruits by bagging protection. If heavy rain after mango bagging , resulting in paper bag 
close to the mango surface for a long time, at this time if anthracnose spores spread by wind and 
rain on the bag, may have a chance to penetrate the fruit bag infection. But such conditions and 
actual risk of infection in field conditions are not high. Farmers have to pay attention when bagging 
the fruit set in a paper bag and tied the bag central, not allow paper bags have a chance against 
the fruit, the anthracnose diseased tissue should be cleaned from orchard to avoid the chances of 
infectio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rain.

What is already known on this subject?
The mango farmers in Tainan district have adopted the habit of bagging fruit for prevention of 
fruit fly and anthrcnose disease.
What are the new findings?
The pathogens of anthracnose disease are no longer has the chance to infect fruit after bagging. 
But through this study, we demonstrate that the spores may penetrate the fruit bag to infect the 
fruit. Farmers have to pay attention when bagging the fruit set in a paper bag and tied the bag 
central, not allow paper bags have a chance against the fruit.
What is the expected impact on this field?
It will reduce the chance of infection by anthracnose pathogens, if the farmers pay attention 
about the technology of fruit ba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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