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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莓為臺灣具高經濟價值之作物，栽培面積約為500公頃。近10年來炭疽病成

為草莓頭號殺手，由於本病原菌能潛伏感染寄主，種植健康不帶菌的草莓苗，將可

大幅降低本田期病害的發生，同時減少化學藥劑的使用。而為生產健康的草莓苗，

準確、靈敏、快速又合乎成本效益的檢測技術便是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因此以現有

的炭疽病菌基因體資料庫，搜尋適合的目標區域，並以臺灣草莓炭疽病菌的序列進

行引子設計，開發巢式聚合酶連鎖反應技術。本技術可以偵測最主要的炭疽病菌

Colletotrichum. siamense與C. fructicola，但不會偵測到其他草莓病原菌或土壤

中常見的腐生菌，可偵測到低至100 fg之C. siamense DNA（約2個分生孢子），代

表具有高度專一性及靈敏度。結合本場草莓炭疽病巢式PCR檢測技術，進行核酸探

針修飾與快篩檢驗試紙製作。目前已開發完成之技術尚需配合本團隊正在設置之植

物病害檢測工作站，才能達到田間快速檢測之效果，檢測工作站包含植物樣本核酸

萃取、PCR及核酸檢測試紙判讀等部分，完整結合後將有助於田間病害檢測工作及

病害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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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草莓因外型漂亮討喜，具有獨特風

味，且營養價值高，為全世界非常受歡

迎 的 水 果 。 臺 灣 草 莓 栽 種 面 積 約

500~600公頃，每年產值超過18億元

，平均每公頃產值超過300萬元，為一

極具經濟價值之水果（108年度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統計年報）。每年草莓大約

於初秋（9月底至10月初）定植，約於

11月底至12月初開始採收，一直至隔

年3~4月結束。草莓主要藉由走蔓進行

無性繁殖，臺灣草莓育苗的時間落在每

年3~9月之間，這期間包括了5~6月的梅

雨季節與7~9月的颱風季節，高溫高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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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近年來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強降雨現

象，導致近年來草莓炭疽病的發生頻率

居高不下（鐘及彭，2013）。臺灣每年

對於草莓苗的需求高達2,750萬株，近

年來平均因炭疽病造成植株死亡的比

例高達20~30%，2016年更因病害，造

成全臺嚴重缺苗，出現有錢也買不到苗

的窘境，因此如何有效防治草莓炭疽病

，實為一極待解決的重要課題（鐘及吳

，2018）。

　　炭疽病(Anthracnose)是草莓最主要

的病害之一，其病原菌屬於炭疽刺盤孢

菌屬(Colletotrichum)的真菌，於臺灣，

以C. siamense為主要的病原菌(Chung et 
al., 2019)。炭疽病菌可以感染草莓的各

個部位，包括葉片、葉柄、走蔓、冠部

、根與果實，於葉片出現黑色斑點，葉

柄與走蔓出現黑褐色凹陷斑點，冠部若

受感染地上部呈現萎凋狀，切開冠部組

織可見紅褐色壞疽病徵。一般認為炭疽

病菌是半生物營養性 (hemibiotrophic)，

依它在不同寄主的不同組織部位而有生

物營養性期（biotrophic，潛伏感染時期

）或壞死性期（necrotrophic phase，植

株顯現病徵最後枯萎）。有些炭疽病菌

在部分作物造成之病徵具有組織專一性

之特性 (tissue specific) (Peres et al., 2005)

，以甜橙為例，花會遭炭疽病菌感染，

並且產生壞死病徵，然而嫩葉受到感染

卻不會有病徵。由於炭疽病菌可以藉由

附著器 (appressoria) 於植物組織表面潛

伏感染，並且可以產生二次分生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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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 conidia)，因此潛伏感染時仍

舊可以產生分生孢子，造成田間感染源

的增加與大量散播。Leandro等人的研

究證實C. acutatum可潛伏感染於無病徵

之草莓葉片，而這些二次分生孢子可能

即為果實受炭疽病菌感染的主要來源，

而又因為育苗區與本田區在地理位置上

通常相距甚遠，因此推測草莓田之炭疽

病 感 染 來 源 可 能 是 經 由 種 苗 帶 入 的  

(Leandro et al., 2001)。

　　經長期田間監測發現，炭疽病菌會

潛伏於種苗，然後隨著種苗傳播至本田

，因而偵測此病原菌潛伏感染情形，應

有助於預防性大幅降低其散播。炭疽病

潛伏感染之偵測，早期為使用除草劑

(paraquat)殺死植物後有促進真菌的生長

，再觀察潛伏感染情形，Dr. Mertely等

人以冷凍法替代除草劑之使用，同樣可

以使分生孢子盤較易產生(Mertely and 
Legard, 2004)，此方法是以-15℃至

-20℃低溫冷凍殺死植物組織後，利用

次氯酸鈉表面消毒，於生長箱培養5~7
天後觀察分生孢子盤產生之情形。Dr. 
Ishikawa則將外觀無病徵之草莓葉片以

酒精表面消毒後(simple diagnosis by 
ethanol immersion)，經10~14天可觀察

潛伏感染之炭疽病的分生孢子堆產生情

形(Ishikawa, 2004)。分子生物學發展後

，最常用來做為炭疽病菌種間鑑定及偵

測潛伏感染情形之方法為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利用ribosomal 
DNA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1 region 

(rDNA ITS1) (Martinez-Culebras et al., 
2003; Parikka and Lemmetty, 2004; 
Sreenivasaprasad et al., 1996) 或β-tubulin 
gene (Talhinhas et al., 2005)之序列設計

種間專一性之引子對。然而當目標DNA
量非常低時（潛伏感染時期），一般

PCR不見得適用，此時需以高靈敏度之

技術（如real-time PCR等）才能偵測得

到。Debode等人運用real-t ime PCR 
(qPCR) TaqMan 系統，以rDNA ITS1及

β-tubulin 2 gene為偵測對象，發現以ITS
引子對可以偵測50 fg genomic DNA、

100 copies of target DNA或25個分生孢子

。相較之下，β-tubulin僅達上述方法1 / 
66之靈敏度，因此較不適合以偵測為目

標之設計。qPCR可以有效偵測從田間

採集之自然感染葉片及沒有病徵之葉片

上之C. acutatum，證明此方法不僅侷限

於研究，更可以應用於田間的檢測技術 

(Debode et al., 2009)。qPCR後來應用於

偵測C. acutatum在草莓園之潛伏感染及

擴散情形 (Debode et al., 2015)，篩檢草

莓植株不同部位後發現C. acutatum似乎

主要存在於走莖及老的葉柄上，田間試

驗顯示從罹病葉片擴散之潛伏感染距離

約為每7天向外擴散1.75 m。此外，利用

qPCR偵測無病徵之葉片上的分生孢子

數量，可以發現與採收期及採收後果腐

之發生有明顯之相關性(Debode et al., 
2015)。炭疽病菌可於受感染的組織產生

大量分生孢子，並可藉由雨水或噴灌灑

水系統將孢子飛濺傳播，在鄰近病株的

草莓苗上，可以觀察到炭疽病典型的病

徵出現，而病株附近看似健康的草莓苗

，則大多受到炭疽病潛伏感染，此種植

株，幾乎無法以肉眼與健康植株區別，

因此，造成許多農民買進外表健康之草

莓苗，但在種植一段時間之後，便因炭

疽病發病而死亡，導致缺株與損失發生

。因此本研究便嘗試利用分子技術來進

行炭疽病菌的檢測，讓無法以肉眼分辨

的潛伏感染也可以現形，未來更可用以

篩選出不帶有炭疽病菌的健康草莓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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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C. siamense為主要的病原菌(Chung et 
al., 2019)。炭疽病菌可以感染草莓的各

個部位，包括葉片、葉柄、走蔓、冠部

、根與果實，於葉片出現黑色斑點，葉

柄與走蔓出現黑褐色凹陷斑點，冠部若

受感染地上部呈現萎凋狀，切開冠部組

織可見紅褐色壞疽病徵。一般認為炭疽

病菌是半生物營養性 (hemibiotrophic)，

依它在不同寄主的不同組織部位而有生

物營養性期（biotrophic，潛伏感染時期

）或壞死性期（necrotrophic phase，植

株顯現病徵最後枯萎）。有些炭疽病菌

在部分作物造成之病徵具有組織專一性

之特性 (tissue specific) (Peres et al., 2005)

，以甜橙為例，花會遭炭疽病菌感染，

並且產生壞死病徵，然而嫩葉受到感染

卻不會有病徵。由於炭疽病菌可以藉由

附著器 (appressoria) 於植物組織表面潛

伏感染，並且可以產生二次分生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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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 conidia)，因此潛伏感染時仍

舊可以產生分生孢子，造成田間感染源

的增加與大量散播。Leandro等人的研

究證實C. acutatum可潛伏感染於無病徵

之草莓葉片，而這些二次分生孢子可能

即為果實受炭疽病菌感染的主要來源，

而又因為育苗區與本田區在地理位置上

通常相距甚遠，因此推測草莓田之炭疽

病 感 染 來 源 可 能 是 經 由 種 苗 帶 入 的  

(Leandro et al., 2001)。

　　經長期田間監測發現，炭疽病菌會

潛伏於種苗，然後隨著種苗傳播至本田

，因而偵測此病原菌潛伏感染情形，應

有助於預防性大幅降低其散播。炭疽病

潛伏感染之偵測，早期為使用除草劑

(paraquat)殺死植物後有促進真菌的生長

，再觀察潛伏感染情形，Dr. Mertely等

人以冷凍法替代除草劑之使用，同樣可

以使分生孢子盤較易產生(Mertely and 
Legard, 2004)，此方法是以-15℃至

-20℃低溫冷凍殺死植物組織後，利用

次氯酸鈉表面消毒，於生長箱培養5~7
天後觀察分生孢子盤產生之情形。Dr. 
Ishikawa則將外觀無病徵之草莓葉片以

酒精表面消毒後(simple diagnosis by 
ethanol immersion)，經10~14天可觀察

潛伏感染之炭疽病的分生孢子堆產生情

形(Ishikawa, 2004)。分子生物學發展後

，最常用來做為炭疽病菌種間鑑定及偵

測潛伏感染情形之方法為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利用ribosomal 
DNA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1 region 

(rDNA ITS1) (Martinez-Culebras et al., 
2003; Parikka and Lemmetty, 2004; 
Sreenivasaprasad et al., 1996) 或β-tubulin 
gene (Talhinhas et al., 2005)之序列設計

種間專一性之引子對。然而當目標DNA
量非常低時（潛伏感染時期），一般

PCR不見得適用，此時需以高靈敏度之

技術（如real-time PCR等）才能偵測得

到。Debode等人運用real-t ime PCR 
(qPCR) TaqMan 系統，以rDNA ITS1及

β-tubulin 2 gene為偵測對象，發現以ITS
引子對可以偵測50 fg genomic DNA、

100 copies of target DNA或25個分生孢子

。相較之下，β-tubulin僅達上述方法1 / 
66之靈敏度，因此較不適合以偵測為目

標之設計。qPCR可以有效偵測從田間

採集之自然感染葉片及沒有病徵之葉片

上之C. acutatum，證明此方法不僅侷限

於研究，更可以應用於田間的檢測技術 

(Debode et al., 2009)。qPCR後來應用於

偵測C. acutatum在草莓園之潛伏感染及

擴散情形 (Debode et al., 2015)，篩檢草

莓植株不同部位後發現C. acutatum似乎

主要存在於走莖及老的葉柄上，田間試

驗顯示從罹病葉片擴散之潛伏感染距離

約為每7天向外擴散1.75 m。此外，利用

qPCR偵測無病徵之葉片上的分生孢子

數量，可以發現與採收期及採收後果腐

之發生有明顯之相關性(Debode et al., 
2015)。炭疽病菌可於受感染的組織產生

大量分生孢子，並可藉由雨水或噴灌灑

水系統將孢子飛濺傳播，在鄰近病株的

草莓苗上，可以觀察到炭疽病典型的病

徵出現，而病株附近看似健康的草莓苗

，則大多受到炭疽病潛伏感染，此種植

株，幾乎無法以肉眼與健康植株區別，

因此，造成許多農民買進外表健康之草

莓苗，但在種植一段時間之後，便因炭

疽病發病而死亡，導致缺株與損失發生

。因此本研究便嘗試利用分子技術來進

行炭疽病菌的檢測，讓無法以肉眼分辨

的潛伏感染也可以現形，未來更可用以

篩選出不帶有炭疽病菌的健康草莓苗。

材料與方法

　　為提升檢測靈敏度，尋找巢式聚合

酶連鎖反應引子對，其概念為將第一次

的PCR產物作為第二次PCR循環的模版

，以提高專一性及靈敏度。引子設計的

目標區域設定在尋找於C. gloeosporioides 
species complex當中保守的區域，而在

其他已解序的Colletotrichum spp.中為不

保守的區域，且該區域的上下游序列亦

是為保守的區域。為了得到這樣的片段

作為設計引子的目標，首先於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NCBI) 的資料庫當中進行初次篩選，搜

尋已經被解序的Colletotrichum屬之基因

體序列，並以C. gloeosporioides作為目

標，利用Basic Local Alignment Search 
Tool (BLAST)及Python程式語言，與其

它已經解序的炭疽病菌基因體資料庫進

一、PCR引子設計目標區域搜尋與引子
        對設計

偵測潛伏感染期草莓炭疽病病原菌技術之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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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專 一 性 測 試 方 面 ， 除 了 以 C .  
siamense ML133之DNA當作正對照外

， 也 以 不 同 的 炭 疽 病 菌 分 離 株 如 C .  
fructicola 與C. karstii及不同Fusarium 
spp.或木黴菌(Trichoderma sp.)分離株之

DNA進行PCR反應，以檢視有無非專一

性的反應發生，並以ITS1/ITS4引子作為

PCR反應的正對照組。在靈敏度測試方

面，C. siamense ML133的DNA經由序列

稀釋後(1 ng、100 pg、10 pg、1 pg、100 
fg、10 fg per µl)，作為模板進行PCR反

應，以便確認偵測的極限濃度。

三、巢式聚合酶鏈鎖反應 (nested-PCR) 
　　引子對之專一性與靈敏度測定

　　草莓炭疽病菌C. siamense ML133培

養於馬鈴薯葡萄糖瓊脂(Potato dex-
trose agar, PDA) 培養基上，置於25°C
恆溫生長箱，12小時光照/黑暗之條件

下，約5~7天可長滿直徑9 cm的培養皿

。C. siamense ML133的基因體DNA使

用Plant Genomic DNA Extraction Mini-
prep System (VIOGENE) 進行分離與純

化，步驟依廠商提供之說明書進行，簡

述如下：以無菌刀片刮取PDA上之菌絲

，於研缽倒入適量之液態氮後將菌絲研

磨成粉狀，加入400 μl 之PX1 buffer與

二、菌株之基因體DNA純化

行比對，找出在C. gloeosporioides species 
complex當中具有保守性，但是在其他炭

疽病菌當中不具有保守性的區域片段，

並同時設定序列篩選長度為500~2,500 
bp。篩選出來的片段，再經過第二次篩

選，於所有炭疽病菌屬的基因體中，以

BLAST比對該片段的上下游區域，挑選

出上下游片段在大部分Colletotrichum 屬
的基因體當中呈現保守性，而中間目標

片段則只有在C. gloeosporioides species 
complex當中具有保守性。第三次篩選

， 則 挑 選 中 間 非 保 守 區 域 長 度 在

1,000~1,500 bp（以實際比對的數值

為準），作為之後在C. siamense ML133
當中用來解序的區域。該區域的PCR引

子設計完成後，將以BLAST比對NCBI
中的Fusarium spp.之基因體資料庫，以

排除掉可能的非專一性引子。

RNase A buffer混合均勻，於65°C之水浴

槽中反應10分鐘，再加入130 μl之PX2 
buffer翻轉混合後，置於冰上5分鐘，將

上清液吸至Shearing Tube內，以13,200 
rpm離心2分鐘，將收集管內之液體吸至

新的1.5 ml微量離心管內並加入0.5倍體

積之PX3 buffer與1倍體積之98%酒精，

翻轉數次混合均勻後，倒入Mini Column
內以10,000 rpm離心1分鐘，捨棄流出液

體，再加入700  μ l之WS buffe r，以

13,200 rpm離心30秒，重複一次，最後

加入50 μl之65°C無菌水，靜置兩分鐘，

以13,200 rpm離心2分鐘，即得到純化之

基因體DNA，儲存於 -20°C。純化之

DNA皆以分光光度計進行濃度與純度檢

驗，260 / 280需接近1.8，濃度大於10 ng 
/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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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子對之專一性與靈敏度測定

結 果

　　藉 由 在 N C B I 的 資 料 庫 內 ， 以 C .  
gloeosporioides作為目標，搜尋在C. 
gloeosporioides species complex當中具

保守性，但在其他種炭疽病菌不具保守

性的區域片段，作為理想的引子設計區

域，初次篩選搜尋出大約八千個片段符

合初步篩選的條件，而後利用BLAST
進行序列比對與第二次篩選，篩選出其

上下游延伸的片段在大部分Colletotrichum
屬的基因體當中呈現保守性，而中間目

標片段則只有在C. gloeosporioides  
species complex當中具保守性，結果顯

示大約有100個片段符合第二次篩選的

條 件 ， 第 三 次 篩 選 限 制 長 度 在

1,000~1,500 bp，結果則約有20個序列

區域符合條件，並挑選其中一個適合用

於設計引子序列區域，於C. siamense 
ML133中進行解序，解序的結果得到一

個約1,100 bp的片段，GC content約
52.3%，並以此片段序列設計出多組PCR
引子對組合，並藉由BLAST比對Fusari-
um spp.之基因體資料庫，挑選出一組出

現非專一性反應可能性最低之引子組合

，作為偵測炭疽病菌的PCR引子對。

一、目標區域搜尋與引子對設計

　　產銷班班員及育苗業者於2019年送

檢母株樣本，藉由新開發的巢式PCR引

子對進行檢測。樣本為每棵植株的最老

葉（最下位葉），包含完整的葉片、葉

柄與葉鞘，送檢測的葉片先將葉鞘組織

，以Plant Genomic DNA Extraction 
Miniprep System (VIOGENE)進行DNA
的純化 （如上述），再以PCR進行偵

測。進行PCR時，負對照組 (negative 
control, NC)以ddH2O取代樣本DNA，以

五、田區樣本檢測

　　以 巢 式 聚 合 酶 連 鎖 反 應 (Nested 
PCR)引子對為基礎，將其進行修飾，並

在必要時進行序列的設計與修改，以避

免因為修飾而造成之二級結構產生。修

飾後之分子探針將作為草莓炭疽病巢式

PCR反應的引子，用來進行巢式PCR反

應，反應後直接將檢測試紙放入反應管

內，藉由ICT (Immuno Chromatogra-
phic Testing)之原理，反應產物會由試紙

底部往上移動，並與試紙內之SRGold 

(Specific Receptor-labeled Gold particle)

、AHA (anti-hapten antibody)與IL (immo-
bilized ligand)進行具專一性之反應，若

增幅出目標產物，則出現2個條帶，若

無則出現一個條帶。核酸檢測試之紙測

試部分，DNA標準樣品稀釋倍率分別為

20倍與10倍。樣本經核酸試紙檢驗結果

與電泳法呈現之結果，進行資料比對分

析。

四、核酸檢測試劑之開發

偵測潛伏感染期草莓炭疽病病原菌技術之研發

確認操作過程無人為汙染，而為確保抽

取之DNA質量，以草莓housekeeping 
gene (ACTIN)做為正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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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設計之巢式PCR引子對進行專

一性分析，分別以C. siamense ML133的

DNA（為正對照組），比較對於其他C. 
siamense分離株或是不同種類炭疽病菌

菌株，如C. fructicola與C. karstii的專一

性，結果顯示Nested-PCR引子可以偵測

到C. siamense與C. fructicola但不會偵測

到C. karstii，其中C. siamense與C. fructicola
屬於C. gloeosporioides species complex
而C. karstii屬於C. boninense species 
complex。再者，為求實際應用於田間

樣本檢測時，不會偵測到其他草莓病原

菌或土壤中常見的腐生菌，因此亦以於

草莓或土壤中分離出來之Fusarium spp.
或木黴菌(Trichoderma sp.)進行專一性測

試，結果顯示沒有非專一性反應，顯示

有較佳之專一性（圖一）。靈敏度測定

的實驗方面，將C. siamense ML133的

DNA序列稀釋後進行測試，結果顯示可

以偵測低至100 fg之C. siamense ML133 
DNA（約2個病原菌細胞），代表具有

高靈敏度（圖一）。

圖 一 、巢 式 聚 合 酶 鏈 鎖 反 應 之 專 一 性 及 靈 敏 度 測 試 。 ( a ) D N A 樣 本 包 含

          Colletotrichum siamense ML133 (C133)、Fusarium spp. (F292、F432、

          F627、F653、F841)、Trichoderma sp. (T001、T1425)、草莓葉片(leaf)及
         負 對 照 ( N C ) 。 M :  1 k b  D N A 分 子 標 記 。  ( b )  測 試 樣 本 為 序 列 稀 釋 之

        Colletotrichum siamense ML-133的DNA: 1 ng / µL、100 pg / µL、10 pg / µL、 
          1 pg / µL、100 fg / µL、10 fg / µL。M: 1 kb DNA分子標記。

Fig. 1. Specificity and sensitivity test of the nested-PCR assay. (a) Samples included the 
　　　DNA of Colletotrichum siamense ML133 (C133), Fusarium spp. (F292, F432, 
　　　F627, F653、F841), Trichoderma sp. (T001, T1425), strawberry leaf (leaf), and 
　　　negative control (NC). M: 1 kb DNA ladder. (b) Samples included serial dilutei-
　　　ons of C. siamense ML133 DNA: 1 ng / µL, 100 pg / µL, 10 pg / µL, 1 pg / µL, 
　　　100 fg / µL, 10 fg / µL. M: 1 kb DNA lad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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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酸檢測試紙測試部分，利用不同

PCR黏合溫度進行PCR反應，皆不會產

生非專一性片段 （圖二）。使用檢測

試紙時，DNA標準樣品稀釋倍率分別

為20倍與10倍。在10倍稀釋率下，檢驗

三、核酸檢測試劑之開發 試紙反應速度快，幾乎2分鐘內即可呈

現反應結果，是以建議稀釋倍率為10。

完成150個Nested PCR有專一性訊號的

樣本及50個Nested PCR呈陰性反應的樣

本進行核酸放大，將此產物進行檢測試

紙的試驗，檢測結果與電泳結果相符。

圖 二 、核酸檢驗試劑測試結果。試劑1為負對照組，試劑2至9為分別在不同PCR
         黏合溫度下 (53.6℃、54.2℃、55.4℃、56.8℃、58.2℃、59.7℃、61.6℃、

          62.6℃)產生之產物反應結果。

Fig. 2. The results of nucleic acid strip tests. Strip 1 was negative control, Strip 2-9   
           w e r e  t h e  r e s u l t s  o f  t h e  P C R  p r o d u c t s  u n d e r  d i f f e r e n t  a n n e a l  
         temperature  (53.6℃, 54.2℃, 55.4℃, 56.8℃, 58.2℃, 59.7℃, 61.6℃,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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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田區樣本檢測

　　田間檢測之樣本DNA，在利用專一

性引子經過巢式PCR增幅後，有呈現

150 bp大小條帶之樣本即視為有潛伏感

染之植株，沒有出現該大小條帶之樣本

即視為健康（沒有潛伏感染）之植株，

所有的植株樣本皆需比對ACTIN基因增

幅之結果，以作為PCR反應之正對照組

（圖三）。在2019年受檢測之樣本當中

，總共檢測377棵植株，分別由11個田

區或單位送樣，其中74株經由巢式PCR
檢測出帶有炭疽病菌，檢出率約為兩成

(19.6%)。

圖 三 、巢式聚合酶連鎖反應測試結果。編號1至20為送檢草莓母株編號，萃取葉柄

　　　DNA後進行巢式聚合酶鏈鎖反應，出現專一性片段之編號，該母株汰除不進

　　　行後續留苗。負對照 (NC)。M：100 bp DNA分子標記。正對照 (PC, ACTIN)。

Fig. 3. Results of nested-PCR tests. Numbers 1 to 20 are the number of the strawberry 

           mother plants for inspection. After extracting petiole DNA, nested-PCR was 

           performed, and the mother plants would be eliminated once the specific fragment 

           appeared. Negative control (NC). M: 100 bp DNA marker. Positive control (PC, 

           AC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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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酒精檢測法，整個檢測流程可在

1~2天之內完成，已經符合快速檢測所

需。

　　從田間檢測樣本的結果顯示，外觀

看似健康的植株裡面，約有兩成至三成

帶有炭疽病菌，顯示草莓炭疽病的潛伏

感染比例不低，這些受檢驗的植株大多

是草莓苗，未來將種植至本田，發病後

成為田間草莓缺株的主要原因，並且炭

疽病藉由草莓苗帶入本田區，因為病原

菌已經成功感染進入植物體內，將使本

田區的防治工作不易看到成效，並造成

化學藥劑過量使用，且罹病株將再次成

為感染其它健康植株的來源，於氣候適

合發病的條件下，極易造成炭疽病大流

行。未來，將持續監測經檢出潛伏感染

的母株，實際在田間的發病率，以確認

相關性，並藉由栽培管理降低發病率。

　　此外，核酸檢測試劑係依循免疫層

析技術，運用毛細管層流、奈米金粒子

、與共軛物(conjugate)親和作用，達到

快篩檢驗試紙表現。核酸檢測試劑開發

依據亞洲基因生技公司已開發技術，結

合本場草莓炭疽病巢式PCR檢測技術，

進行核酸探針修飾與快篩檢驗試紙製作

。針對檢驗穩定性探討中，檢視試紙製

作製程、反應試劑與條件，發現下列因

素為關鍵因素：鋁箔封存避免潮濕；膠

體金來源穩定性；提升膠體金濃度，可

增加穩定性。目前已開發完成之技術尚

需配合本團隊正在研發之植物病害檢測

工作站，才能達到田間快速檢測之效果

偵測潛伏感染期草莓炭疽病病原菌技術之研發

　　炭疽病為草莓重要病害之一，因其

具有潛伏感染寄主之特性，種植健康不

帶炭疽病菌的草莓苗將可大幅降低本田

期炭疽病的發生，並且同時減少化學藥

劑的使用，而若要生產健康的草莓苗

，準確、靈敏、快速又合乎成本效益的

檢測技術便是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因此

本研究利用現有的炭疽病菌基因體資料

庫，搜尋適合的目標區域，並以臺灣草

莓炭疽病菌之序列進行引子設計，得到

一組巢式PCR引子對，適合用於檢測臺

灣草莓炭疽病菌。

　　巢式PCR檢測技術可以偵測最主要

的炭疽病菌C. siamense與C. fructicola，

但不會檢測出別種炭疽病菌，且於土壤

中常見的Fusarium spp.及木黴菌亦不會

被檢測出來，代表該檢測技術具有一定

的專一性，能準確分辨草莓炭疽病菌與

其他不同的真菌。本檢測技術除具有良

好專一性外，亦具有高度靈敏度，只要

有100 fg的炭疽病菌DNA（約 2 個 分 生

孢子）即可被偵測，適合檢測在草莓上

潛伏感染的少量炭疽病菌。圖一(b)出現

非專一性的多條帶現象，推測可能與兩

次PCR的引子對含量比例相關，將視著

調整引子對的比例以改善此現象。巢式

PCR反應，相較於一般的PCR反應，其

靈敏度與專一性皆較高，到達與qPCR
相當的靈敏度，且每次反應的成本較

qPCR低，唯有其反應所需要的時間稍

長，但相較於需要10~14天才能完成的

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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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工作站包含植物樣本核酸萃取、

PCR及核酸檢測試紙判讀等部分，完整

結合後將有助於田間病害檢測工作及病

害之判斷。

　　本研究所開發的檢測技術，可望應

用於生產無炭疽病菌的健康草莓苗，國

內目前正在積極推動草莓種苗三級繁殖

制度，本檢測技術可以實際應用或支援

種苗病害驗證作業（鐘，2017）。而依

據草莓產業的狀態，可能的供苗型態包

含農民自行育苗或專業育苗場產苗等，

本技術將可針對不同供苗方式而調整抽

檢比例。除了炭疽病，隨著草莓品種的

更替，面臨不同病害的威脅，未來將持

續開發其他草莓病害檢測技術，以提高

國內健康草莓苗的品質，減少病害發生

與降低化學藥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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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awberry (Fragaria × ananassa Duch.) is a high economic-value crop with an aver-
age annual cultivated area of 500 ha in Taiwan. Over the past decade, anthracnose has 
become the most destructive disease because of the latent infectiou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thogens. It would reduce not only the occurrence of anthracnose rot but also the usage of 
fungicides in the fields by healthy and pathogen-free strawberry runner plants. To produce 
healthy runner plants, it is important to diagnose anthracnose at the stage of  latent infec-
tion. We conducted comparative genomics analysis of known Colletotrichum spp. genomes 
to search for ideal regions suitable for design of specific primers, and developed a nest-
ed-PCR assay. The predominant pathogens of strawberry anthracnose in Taiwan include C. 
siamense and C. fructicola could be specifically detected, but not other pathogens or sapro-
phytes associated with strawberry plants. This new detection technique with high sensitivi-
ty could detect as low as 100 fg genomic DNA of C. siamense, which corresponds to 2 cells 
of C. siamense. The detection techniques, however combined with the nested-PCR assay, 
nucleic acid probe modification and nucleic acid strip, but also needs to cooperate with the 
plant disease detection workstation being developed by our team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rapid field detection. The detection workstation includes nucleic acid extraction of plant 
sample, PCR assay, and interpretation of nucleic acid test strip. The complete combination 
will held disease detection applied in the field and disease analysis.

Key words: nested-PCR, nucleic acid strip, healthy runner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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