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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臺灣許多木本植物，包括荔

枝、龍眼、番荔枝及一些重要經濟果樹經常

發生生長衰退、落葉、萎凋而終至枯死之現

象，依據植物病害名彙記載，引起植物立枯

死亡的病原菌不下十數種，主要包括褐根病

菌（Phellinus noxius）、疫病菌（Phytophthora

spp.）、白紋羽病菌（Rosellinia necatrix）、靈

芝類（Ganoderma spp.）、炭化菌（Xylaria

spp.）、多種擔子菌、鐮孢菌及細菌青枯病菌

等。其中，又以褐根病為造成臺灣木本植物

立枯死亡的最主要原因（約佔50%以上），

堪稱臺灣木本植物的殺手，無論是果園、森

林、機關、學校、庭園、公園、街道及觀光

景點，經常見到該病害的蹤影，不但造成經

濟損失，而且嚴重破壞景觀。依據近十年來

調查，褐根病遍佈全臺，其寄主範圍廣泛，

有記載之紀錄超過130餘種，樹木經常在外

觀病徵出現不久後，即立枯死亡，因此須有

快速診斷鑑定技術，及早確定病因，才能有

效防治病害。

1. 地上部病徵：果園內最初有 1 ~ 2植株出

現葉片稀疏、黃萎落葉情形，罹病株生

荔枝褐根病
病原菌學名：Phellinus noxius（Corner）G. H. Cunningham

（= Fomes noxius Corner）
英名：Brown root rot of litchii

圖一：荔枝褐根病急性立枯病徵。（安寶貞）

圖二：荔枝樹幹基部被褐色菌絲塊附著。

（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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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逐日衰弱，結果量差，約1、2年後死

亡，稱為慢性立枯；但大部分罹病植

株，病勢進展極為快速，罹病株則發生

急速萎凋現象，葉片黃化乾枯，果樹死

亡後，葉片與果實並不立即脫落，可以

停留在枯樹上數月，稱為急速立枯（圖

一），陰溼環境下，罹病樹幹基部亦長出

褐色菌體（圖二）。

2. 根部病徵：罹病株根部組織初期褐變，

與健康組織間之界限並不十分明顯，而

後木材褐化，約數月後白腐。腐敗木材

上並長有不規則之淺褐至深褐色網狀線

紋，為該病害之特徵（圖三）；罹病根

系之表皮甚易剝落，表皮上長有褐色菌

絲塊，並黏有土塊石粒，顯得十分粗

糙，故稱為褐根病（圖四）。由解剖病組

織發現，病勢進展絕大多數由根系向主

根及莖部擴展，等病原菌蔓延至樹幹基

部時，植株才出現顯著外觀病徵，植株

死亡後，病原菌則繼續向樹幹蔓延，有

時可生長數公尺以上，枯死樹幹基部並

經常被白蟻蛀食。

（一）分類地位

Basidiomycetes  擔子菌綱

Aphyllophorales 非摺菌目

Hymenochaetaceae 刺革菌科

Phellinus 木層孔菌屬

（二）分布

熱帶、亞熱帶地區，包括東南亞、非

洲、大洋洲、中美洲、加勒比海等地，此外

在日本琉球、中國海南島亦有發現。在臺灣

各地均可發現，但以中南部高溫地區發生較

圖三：褐根病之根部病徵，罹病木材上長出網

紋狀之暗褐色菌絲束。（安寶貞）

圖四：樹根外表被褐色菌絲塊附著，並沾黏土

塊石粒。（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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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普遍，一般自平地至海拔1,000公尺（嘉

義番路）之山區均可發現病害的蹤影，但以

海拔500公尺以下之山坡地與平原發生較普

遍；高冷地區亦偶有發現，但較不普遍。

（三）寄主

褐根病的寄主範圍十分廣泛，全世界褐

根病寄主紀錄至少有59科超過200種作物；

在臺灣的寄主紀錄即有107屬132種植物，包

括22種果樹（荔枝、龍眼、葡萄、梨樹、釋

迦、柳橙、廣東檸檬、印度棗、蓮霧、酪梨

等）、94種觀賞植物與林木（山櫻花、臺灣

蘇鐵、繡球花、馬櫻丹、月橘、朱槿類、裂

瓣朱槿、黃槿、黃梔花等）、 8 種特用作物

（破布子、茶、咖啡、錫蘭肉桂、樟樹、牛

樟、肉桂、巴西胡椒木）及 7 種草本植物

（山萵苣、山刈菜、艾草、水冬瓜、茵陳

蒿、馬鞍藤、虱母子草）。在國外主要危害

咖啡、茶、油椰子、橡膠等作物。

（四）形態

本菌屬擔子菌，病原菌生長範圍10 ~ 36

℃，最適生長溫度為24 ~ 33℃；最適生長酸

鹼值為pH 4.5 ~ 5.5，pH7.0以上之鹼性環境

無法生長，在PDA培養基上生長時，菌絲初

為白色，繼而轉為黃褐色或深褐色，形成深

淺不規則之褐色塊狀（圖五），但菌絲不具

扣子體，不形成分生孢子，但菌絲可斷裂形

成節生孢子（或稱斷生孢子）（圖六） 與特

化成鹿角狀（圖七），為其鑑定特徵。

有性世代為子實體，在罹病荔枝根上尚

未見到有性世代，其他罹病植株（榕樹與巴

西胡椒木）上於連續降雨後，罹病株地際部

或根部之陰濕處偶會長出，亦可在人工培養

圖五：褐根病菌在馬鈴薯葡萄糖培養基上之菌

落形態。（安寶貞） 圖六：褐根病菌節生孢子。（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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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太空包上形成，即菌絲在長滿太空包後，

置於砂土上3 ~ 4個月後即可長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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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大小10 ~ 30公分，厚度2 ~

3公分，3 ~ 4層，孔內菌絲褐色，長度可達

500 ~ 600 µm，有些粗大成鞘狀，寬度可達

12 ~ 14 µm，但未發現擔孢子；擔孢子無色

透明，單室，橢圓形，大小3 ~ 5 × 4 ~ 6 µm
（圖九）。

（五）診斷技術

1. 褐根病與其他立枯型病害之區別：褐根

病為造成臺灣樹木死亡的第一要因，然

而引起樹木死亡的其他原因眾多，經常

造成誤判的情形，影響病害的及時防

治。例如褐根病菌、靈芝、白紋羽病菌

及K. clavus等木材腐朽菌，其引起病徵與

植株立枯病病徵外觀相似，不易區別，

但造成之根部病徵則有明顯差異，褐根

病菌危害會有褐色菌絲塊及褐色網紋狀

之菌絲束，感染靈芝之植株在降雨季節

於樹幹基部會長出靈芝之子實體；而炭

化菌引起之腐敗木材會出現黑色線紋。

尤其褐根病與白紋羽病菌為臺灣最常見

圖七：褐根病菌鹿角狀菌絲。（安寶貞）

圖八：褐根病菌之有性世代特徵，在巴西胡椒

木上形成之子實體。（安寶貞）

圖九：太空包上人工培養之擔孢子。（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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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兩種立枯型病害，茲將兩者之差別列

於（表一）。

2. 近年研發出褐根病簡單的診斷鑑定方法

如下（圖十）：

（1）樹木出現急性或慢性立枯症狀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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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無進行

2之步驟。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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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無進行3之步

驟。

（3）將罹病根切（鋸）下一段，對半劈開，

密封於塑膠袋內，於室溫25 ~ 30℃下保

持高濕1 ~ 2天，如為褐根病病根，組織

表面會長出褐色菌體，即可斷定為褐根

病。

（4）進行病組織分離工作。此外，目前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正在研發利用

核酸探針來偵測果樹多種根部病害（包

括褐根病）的技術，成功後將可直接測

定。

（六）生活史

在 臺 灣 褐 根 病 菌 不 需 要 產 生 有 性 世

代，即可靠病組織內菌絲或土壤中菌絲塊

傳播，初次感染源主要來自3種方式，包括

種苗、殘根中或土壤帶菌，在國外則認為

擔孢子可為初次感染，經由樹幹或鋸木後

傷口入侵，但在我國擔孢子在田間甚少發

現，成為主要感染源之機率不大。帶菌種

圖十：褐根病之診斷鑑定流程。將罹病根段放入塑膠

袋中保濕，置於室溫下2 ~ 3天，檢視切面。

（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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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取苗或取土，均可能造成病原菌遠距離

之遷徙傳播。

褐根病菌喜高溫潮濕環境與酸性砂質土

壤。經調查，褐根病遍佈全臺灣，但以中南

部海拔800公尺以下之山坡地、酸性砂質、

貧瘠土壤易發病。年度降雨較多時，病勢進

展較快，發病亦較頻繁；重植區、新墾殖區

之植株殘根如果未經清除，亦易發病。病原

菌侵入植物根系，需很強之營養基質，因而

病害主要靠根系接觸、種苗帶菌、病土傳播

（雨水沖刷、人畜與工具攜帶），因此前往病

區作業後，鞋底須經消毒，再進入健康果

苗定植或殘根內及泥土中褐根病菌入侵新

定植植株成功後，病原菌即可在當地建立

褐根病中心，菌絲在根系表面與組織內蔓

延擴展，成為二次感染源，此時附近與罹

病植株病根接觸的健康根系即可被感染而

誘發病害。褐根病發生時，病害最初於田

園中或道路旁以單株或零星染病方式發

生，並以原發病植株為中心形成一個褐根

病圈，而後逐年由內向外（略呈輻射狀）

擴展；山坡地則一般由上向下擴展，罹病

植物每年增加1至數株，如果沒有進行防治

處理，約數 10 年後整個園地內所有感病之

樹種植物均會陸續罹病死亡，只剩下較抗

病之植物（如檬果）存活，此時如果從病

表一、褐根病菌與白紋羽病菌特性與引起病害之比較

項目 褐根病菌Phellinus noxius 白紋羽病菌Rosellinia necatrix

1.分類 1. 擔子菌Basidiomycetes 1. 子囊菌Ascomycetes

2. Brown root rot 真菌 2. Black root rot 真菌

2.菌落 初期白色，成熟後轉褐色或暗褐色。 初期白色，成熟後轉灰色或黑色。

3.生長溫度 8 ~ 36℃，最適24 ~ 33℃。 8 ~ 30℃，最適20 ~ 28℃。

4.菌絲 無扣子體， 但具節孢子與 菌絲基部膨大。

trichocyst hyphae。

5.根部病徵 1. 病根被褐色菌絲與土塊石礫附著。 1. 白色菌絲轉為灰黑色。

2. 腐朽木材有袋狀褐色線紋。 2. 不規則黑色線紋，寄主反應之

結果。

6.腐敗種類 白腐。 白腐。

7.分布 全臺灣、金門，以中部以南800公尺 高冷地區（臺灣中北部）。

以下地區較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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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組織中存活5 ~ 10年以上。

（一）耕作防治

根據報告利用淹水處理能有效防治褐根

病，浸水1個月可殺死土壤中存活於木材之

褐根病菌，但由於褐根病多發生於海拔800

公尺以下之山坡地與丘陵，惟很多發病地區

無法實施浸水作業。

（二）化學防治

本病屬土地病害，不易以藥劑防治，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張東柱博士曾報

告利用尿素3,000 ppm能有效遏止褐根病發

生。

（三）綜合防治

由於褐根病菌在臺灣不易產生子實體，

可免除擔孢子藉由風雨傳播之危險性；病害

主要靠根系接觸、病苗、或病土傳播，因此

必須注意種苗帶菌與土壤帶菌問題，病原菌

侵入植物根系，需很強之營養基質，因此罹

病殘株殘體必須清除，否則重植區、新墾殖

區又會重複發病。褐根病之防治，預防重於

治療，一旦植株出現病徵，根部已有60 ~ 70

％以上受害，不容易治療，因此及早發現及

早治療之理念非常重要。雖然罹患褐根病末

期的植物無法救治，但病情輕微者尚有藥可

救，而病區內健康植株也可以進行預防工

作，尤其是珍貴的百年老樹須經常檢查與進

行事先防範作業，防治方法如下：

1. 新墾殖地或重植時，須以挖土機清除所

有根系（包括健康者），避免殘根成為病

原菌之食物基質，誘發病害。

2.  發病區處理

（1）病情嚴重者須掘除，以挖土機將病根完

全挖除後燒燬，同時在病株與健株間挖

掘深溝以阻隔病原；重植時，土壤須經

燻蒸消毒處理，或以其他無病地區的土

壤置換；挖除後之根穴可加入尿素後淹

水，促使病原菌快速死亡。

（2）周圍之健株與病情輕微者，施用尿素＋

鈣化合物以產生氨氣殺死接觸的病原

菌，並可增加植株抵抗力。

3. 田間管理作業要點

（1）使用健康種苗，購買時注意種苗根部與

土壤是否帶菌。

（2）罹病區果樹施肥時，勿使用硫銨為氮

肥，易加速病勢進展；改用硝酸態氮

肥。

（3）勿將病區土壤或來源不明之河砂與土壤

覆蓋果園地面，否則可能誘發嚴重之褐

根病。

（4）在病區作業後，須將工具、鞋底清洗消

毒後，再進入健康果園作業或無病區。

（5）田間除草時，小心作業，切記勿傷及樹

冠與樹根，以避免機械將病原菌帶入傷

口，造成感染；更不可用割草機割除病

株，使工具成為感染源。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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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珍貴老樹的四周應圍以柵欄，避免人畜

入侵，傳播病害。

4. 品種檢定顯示枇杷、梅樹、梨樹、番荔

枝、柿樹、葡萄十分感病。而檬果、柑

橘（但勿以廣東檸檬為砧木）十分抗

病；觀賞植物中黑板樹等亦非常耐病，

可考慮為重植時之替代植物。

5. 如果可以淹水時，廢耕區可進行1個月以

上的淹水作業，快速消滅病原菌。

1. 安 寶 貞 、 李 惠 鈴 、 蔡 志 濃 。 1999 。

Phellinus noxius 引起果樹及觀賞植物褐根

病之調查。植物病理學會刊 8：51-60。

2. 安寶貞、蔡志濃、王姻婷、謝美如。

1999。果樹及觀賞植物對Phellinus noxius

之抗感病性檢定。植物病理學會刊 8 ：

61-66。

3. 安寶貞、蔡志濃、張東柱、王姻婷。

2005。台灣果樹及觀賞植物立枯型病害

之調查與分布。植物病理學會刊 14 ：

193-200。

4. 蔡志濃、安寶貞、謝文瑞。2005。抑制

褐根病菌、白紋羽菌及南方靈芝菌之化

學藥劑篩選。植物病理學會刊 14：115-

124。

5. 蔡 志 濃 、 謝 文 瑞 、 安 寶 貞 。 2005 。

Phellinus noxius之台灣新寄主及利用ITS分

析其親緣關係。植物病理學會刊 14 ：

281。

6. Abe, Y., Kobayashi, T., Onuki, M., Hattori, T.,

and Tsurumachi, M. 1995.  Brown root rot of

trees caused by Phellinus noxius in windbreaks

on Ishigaki Island, Japan – Incidence of dis-

ease, pathogen and artificial inoculation.  Ann.

Phytopathol. Soc. Jpn. 61：425-433.

7. Ann, P. J., Chang, T. T., and Ko, W. H. 2002.

Phellinus noxius brown root rot of fruit and

ornamental trees in Taiwan. Plant Disease 86：

820-826. 

8. Ann, P. J., Lee, H. L., and Huang, T. C. 1999.

Brown root rot of 10 species of fruit trees caused

by Phellinus noxius in Taiwan. Plant Dis. 83：

746-750. 

9. Ann, P. J., and Ko, W. H. 1992. Decline of lon-

gan trees: Association with brown root rot

caused by Phellinus noxius. Plant Pathol. Bull.

1：19-25.

10. Ann, P. J., Tsai, J. N., and Huang, S. H. 2003.

Integrated control of brown root rot caused by

Phellinus noxius in Taiwan. Page 128, in

abstract of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lant Pathology（VOl. II-offered papers）,

Christchurch, New Zealand, February 2-7, 2003. 

11. Bolland, L. 1984. Phellinus noxius：cause of a

significant root rot in Queensland hoop pine

plantations. Aust. Forest 47：2-10.

12. Chang, T. T. 1998. Phellinus noxius in Taiwan,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16

distribution, host plants and the pH texture of the

rhizosphere soils of infected host. Mycol. Res.

102：1085-1088.

13. Chang, T. T., and Chang, R. J. 1999. Generation

of volatile ammonia from urea fungicidal to

Phellinus noxius in infested wood in soil under

controlled conditions. Plant Pathol. 48：337-

344.

14. Pegler, D. N., and Waterston, J. M. 1968.

Phellinus noxius. No. 195 in: Descriptions of

Pathogenic Fungi and Bacteria. Commonw.

Mycol. Inst., Kew, England .

15. Tai, F. L. 1979. Sylloge Fungorum Sinicorum.

Science Press, Academia Sinica, Peking, China.

（作者：安寶貞）

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