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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重要經濟果樹如龍眼、荔枝、

番荔枝及菠蘿蜜等，陸續發生生長勢減退、

落葉萎凋而全株枯死的現象。褐根病已證實

由Phellinus noxius所引起，分類地位屬擔子

菌門，分屬5個群，目前有154個種和67個

變種，為果樹根部重要的病害，將分離自12

種寄主之P. noxius，都接種到12種寄主，發

現都可引起 12 種植物發病，此結果顯示 P.

noxius不具病原生理小種，其可藉由植物根

系之接觸、種苗帶病原菌或土壤殘存罹病植

體傳播病害，該病原菌可在植株殘根上存活

5 ~ 10年以上，需特別注意。

罹病株病出現生長衰弱、葉片稀疏、黃

萎、落葉情形逐日嚴重，約一、二年後死

亡，果樹死亡後，葉片並不立即脫落，可以

停留在枯樹上數月；罹病株根部組織初期褐

變，與健康組織間之界線並不十分明顯，受

害莖部組織疏鬆並出現白色，稱為白腐

（white rot），其上有不規則之淺褐至深褐色

網狀線紋，為該病害之特徵。罹病根系之表

皮甚易剝落，外表皮上長有褐色菌絲塊，並

蓮霧褐根病
病原菌學名：Phellinus noxius（Corner） G. H. 

Cunningham（= Fomes noxius Corner）

英名：Brown root rot of Waxapple

圖一：馬鈴薯葡萄糖瓊脂（PDA）上之褐根病

菌，菌絲初為白色，而後轉成深淺不

規則的褐色塊狀。（安寶貞）

圖二：褐根病菌特化成褐色的鹿角菌絲（tri-

chocyst），是病原菌之鑑定特徵依據。

（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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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有土塊石粒，顯得十分粗糙，根表皮內層

亦有深褐色網狀線紋，故稱為褐根病。

（一）分類地位

Basidiomycetes 擔子菌綱

Aphyllophorales 非摺菌目

Hymenochaetaceae 刺革菌科

Phellinus 層孔菌屬

（二）分布

分佈全臺灣，主要在中、南及東部地

區，海拔1000公尺以下之山坡地與平原；其

中又以中南部低海拔800公尺以下土壤貧瘠

地區最易發生。

（三）寄主

褐根病菌為多犯性，寄主廣泛超過200

餘種，在國外主要危害咖啡、茶、油椰子、

橡膠樹等；在臺灣之寄主記錄超過 120 餘

種，涵蓋多種果樹、觀賞植物與林木（Ann

et al，2002），包括－番荔枝、波羅蜜、茶、

咖啡、龍眼、荔枝、梅、梨、蓮霧、葡萄等

21種果樹；茵陳篙、馬安藤、山萵苣、虱母

子草等4種草本植物；山茶、阿勃勒、鳳凰

木、馬櫻丹、臺灣山桂花、含笑花、月橘、

夾竹桃、杜鵑、黃金風鈴木等 24 種觀花植

物；相思樹、黑板樹、南洋杉、油桐、茄

冬、臺灣蘇鐵、菩提、梧桐、銀合歡、楓

樹、白千層、黑松、大王椰子、臺灣杉、櫸

木等39種觀葉植物；共計4大類88種寄主。

（四）形態

Phellinus spp.其菌絲不具扣子體，在馬鈴

薯葡萄糖瓊脂（PDA）上生長時，菌絲初為

白色而後轉成深淺不一褐色塊狀物；部分菌

絲會斷裂成斷生孢子（arthrospores）或特化

圖三：褐根病菌部分菌絲會斷裂成斷生孢子。

（安寶貞）

圖四：蓮霧樹冠基部，木材褐化、白腐。腐敗

木材上並長有不規則之淺褐至深褐色

網狀線紋，為該褐根病徵。（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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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褐色的鹿角菌絲（trichocyst），為病原菌之

鑑定特徵依據。子實體為不規則之覆瓦狀，

反轉孔面朝上，菌絲層初為乳白色至黃褐

色，而後褐化成黑褐色或深灰褐色；擔孢子

無色透明，單室，橢圓形，大小3 ~ 5 × 4 ~

6μm。

（五）診斷技術

1.蓮霧植株出現急性或慢性立枯症狀。

2.觀察樹冠基部與裸露之根系，如果長出褐

色菌體，即可斷定罹患褐根病。如果沒有

則進入第3步驟。

3.挖開土壤，如果樹根上長有褐色菌體，剝

去樹皮後，組織上有網紋狀菌絲束，即可

斷定罹患褐根病。如果沒有，進入第4步

驟。

4.將罹病根切（鋸）下一段，對半劈開，置

於塑膠袋內密封，於25 ~ 30℃適溫下放置

1 ~ 2天，如果為罹褐根病根系，則表面會

長出褐色菌體。

（六）生活史

在臺灣地區褐根病的初次感染源主要有

3類，包括種苗帶菌、殘留根系之病原菌及

帶菌之土壤或介質；在國外有文獻認為擔孢

子可為初次感染源，經由樹幹或傷口入侵，

病原菌一旦入侵寄主植物後，可在根系表面

與組織內漫延擴展，成為二次感染源，此時

若於發病園區移苗或取土，均可造成病原菌

遠距傳播。臺灣地區褐根病病原菌無需產生

有性世代，即可利用罹病苗木或帶菌土壤傳

播病害。

褐根病菌生長溫度為10 ~ 36℃，最適生

長溫度為 28 ~ 32 ℃，最適生長酸鹼值為

pH4.5 ~ 7.0，在自然界受感染的植株很少形

成子實體，僅在九種寄主植物有子實體形成

分別為龍眼、荔枝、番荔枝、木麻黃、鳳凰

木、樟樹、榕樹、印度橡膠樹及山刈葉等，

蓮霧對褐根病相當抗病，僅在與其他感病品

種之果樹混植時才容易發生病害，一般單植

果園並不會罹患褐根病。植株罹患褐根病

時，會出現兩種典型病兆，一為急性萎凋立

枯，即罹病植株急速萎凋枯死，乾枯之葉片

可留著於植株上數月之久；二為慢性立枯，

即罹病植株葉片疏落，生長勢漸漸衰弱，約

一年至二年完全死亡；罹病株莖基及根部會

出現褐變，數月之後有白腐之現象，病根表

皮容易剝離，披覆褐色菌絲塊，故稱為褐根

病。

（一）勿與其他感病果樹或樹木混植。

（二）新種植地或重新栽培時，將原有植株

根系儘可能清除。

（三）發病區域可採取：

1.清除枯死之罹病株，包括植體及根系，集

中他處燒燬，並在健康植株與罹病株間挖

掘深溝阻礙病原；補植或重植時，土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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燻蒸滅除病原菌。

2.病情較輕植株施用尿素、鈣化合物提昇植

株抗性，勿用硫銨等氮肥。

3.參考使用撲克拉1000倍、三泰芬1000倍、

滅普寧1000倍等藥劑，每2 ~ 3個月灌注

土壤根圈一次。

（四）改植檬果、柑橘或黑板樹等較具抗性

之作物。

（五）發病田區土壤浸水1個月以上。

（六）割草機勿傷及莖基部表皮層及中耕時

過度傷害根系等，避免傷口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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