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柑橘其他根部與木材腐敗病害
英名： Citrus root & wood rot caused by other fungi
wood decay） 情 形 ， 臺 灣 的 記 載 係 由

˘ă݈֏
在我國，除疫病菌外少有柑橘樹木根部
與木材腐敗病害之記載，且多為早年之報告
。在國外，柑橘根腐病之研究較多但大部

(1,2)

分僅零星發生並不普遍

(6,10)

Ganoderma spp. (1)與白根腐病菌 Rigidoporus sp.
(2)
（造成white root rot）引起，國外的記載更
多 (5,6,10)。被害之柑橘根部、樹幹、及木材會

。茲簡述於下，

僅供參考。

˟ăঽᇈ
因病因不同，各種柑橘根腐病之外觀與
解剖病徵有時有明顯差異。一般被害部位包
括根部與莖基部之樹皮、樹幹及木材，被病
原菌感染而變色、腐敗，甚而腐朽，罹病植
株生長衰弱、黃萎及落葉，繼而死亡。
近年來廣受歡迎的茂谷柑經常發生葉片
黃化下垂、落葉，繼而急速萎凋死亡的情
形，樹根表皮並常佈滿白色菌絲，將主根或
樹幹基部縱切，可見維管束褐化，病菌分離
均發現鐮孢菌。國外有柑橘萎凋病（Fusarium
wilt）之報導 (8)，病徵與茂谷柑病情十分相近
（ 圖 一 ）， 據 稱 柑 橘 品 種 中 以 墨 西 哥 萊 姆
（Mexicane lime）最為感病，罹病株一般均會
死亡。
木材腐朽菌（wood decay fungi）可造成
柑橘老樹發生根腐與木材腐敗（root and

圖一：茂谷柑萎凋病之根部病微。（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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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腐敗死亡，患部並經常長出子實體，如

菌體，為其特徵。此外，白紋羽病是臺灣果

靈芝等（圖二）
。

樹病害之一，寄主廣泛，依據國外文獻記

其他的木材腐朽病害中，國外報告柑橘

載，白紋羽病（Rosellinia black root rot）在溫

會罹患褐根病（Brown root rot） 。褐根病在

帶地區是柑橘的重要病害之一

臺灣為非常嚴重的果樹病害，但芸香科中僅

然許多雜誌均列有柑橘白紋羽病，但多年來

在月橘上發現過 ，而一般經濟栽培的柑橘

從未有正式報告確定臺灣柑橘感染白紋羽

品種對該病害十分抗病。罹患褐根病的月橘

病。報導指出，病原菌危害主幹附近的粗根

植株生長衰弱，易死亡；根部腐朽、表皮粗

及樹冠下的細根，病株逐漸出現生長衰弱之

糙，罹病組織上有病原菌生長之褐色線紋與

現象，終至全株枯死。罹病部位外部長出白

(7)

(4)

；在臺灣雖

(10)

色或灰白色菌絲束，後轉灰黑色，如網紋狀
或扇狀，纏縛於樹皮上。有時在樹皮上，可
以見到深褐色到黑色的不規則碳化物子實
體，是本菌之有性生殖器官。柑橘根朽病
（Armillaria root rot）又稱Mushroom root rot (9)，
在臺灣並無記載，在國外亦不是普遍發生，
但果園內一旦發生即很嚴重。罹病樹幹基部
之樹皮膨脹，白色、扇狀之菌絲塊匐伏生長
於樹皮內側，並可見紫黑色之菌絲索（rhizomorphs, cords or shoe strings）蔓延在樹幹外
表皮與附近土上。樹幹基部並會長出許多淡
褐色菌菇子實體（mushroom）。本病害病勢
進展甚緩，自病原菌侵入至外觀病徵出現需
時甚久。
柑橘乾根腐病（Citrus dry root rot）為世
界性病害 (3,6)，臺灣亦無記載。柑橘之樹皮、
樹冠木材及較大根系均可被害，檢視樹幹基
部，初現濕腐病徵，繼而被害部乾裂，隘縮
圖二：柑橘根部生長靈芝。（安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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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陷，木材病變成暗褐色，並有魚腥味，其
與疫病菌病徵之區別為病原危害木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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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疫病菌僅危害樹皮與木質部，不會深入形
成層。
硬根腐病（Hard root rot）多發生於甜橙
嫁接於粗檸檬之組合 (6)，被害株之組織癒合
處裂開、剝落，並伴有淡黃色之流膠，將病
組織橫切，可見三層病變現象，外層為白
色，中層為膠（gum）滲透圈，內層為灰色
圈。本病害在臺灣尚無記載。

ˬăঽࣧෂ
(一)柑橘萎凋病（Fusarium wilt）
1.病原菌學名： Fusarium oxysporum f . sp. citri
Timmer 引起
2.分類地位：
Mitosporic fungi
3.分布：
巴西、印度。臺灣的茂谷柑萎凋病可能
亦由該菌引起。
(二)柑橘木材與根部腐敗（Citrus stem and
root rot）
1.引起本病害病原菌，大部分為擔子菌或
子囊菌，包括：
(1)Ganoderma australe （Fr.）Pat. 其分類屬擔
子菌， Aphyllophorales（非褶菌目）、
Ganodermataceae（靈芝科）
。（存在臺灣）
(2)Rigidooporus lineatus （Pers.） Ryvarden.
。其分類屬擔子
（=Polyporus zonalis Berk.）
菌， Aphyllophorales（非褶菌目）、
Polyporaceae（多孔菌科）
。（存在臺灣）

(3)Polyporus incidus Leyss. : Fr.（=Ganoderma
（臺灣尚無記錄）
sessilis Murr.）
(4)Dadinia concentrica （Bolton. : Fr.）Ces.& de
Not.（臺灣尚無記錄）
(5)Xylaria polymorpha （Pers. : Fr.）Grev. （臺
灣尚無記錄）
(6)Schizophyllium commune Fr.（臺灣尚無記
錄）
2.分布：
世界性。
3.寄主範圍：
廣泛。
(三)褐根病（Brown root rot）
1.病原菌學名： Phellinus noxius （Corner）
Cunningham
2.分類地位：
Basidiomycetes（擔子菌綱）
Aphyllophorales（非褶菌目）
Hymenochaetaceae（層菌科）
3.分布：
熱帶、亞熱帶地區
4.寄主範圍：
廣泛。
5.形態：
病菌之菌絲初為白色，繼而轉為黃褐色
或深褐色，不形成分生孢子，但菌絲可待化
成鹿角狀（trichocysts），或斷裂形成斷生孢
子（arthrospores）
，在太空包上可形成扁平之
黃褐色或深褐色之子實體，子實體偶爾在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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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基部亦會形成（臺灣尚無記錄）
。
(四)白紋羽病（Rosellinia root rot）
1.病原菌學名： Rosellinia necatrix Prill
無性世代 Dematophora necatrix R. Hartig
2.分類地位：
Ascomycetes（子囊菌綱）
Xylariales（炭角菌目）
Xylariaceae（炭角菌科）
3.分布：
溫帶地區，屬世界性。
4.寄主範圍：
以果樹為主，為多犯性（臺灣尚無正式
記錄）
。
(五)根朽病（Armillaria root rot）
1.病原菌學名： Armillaria mellea （Vahl : Fr.）
Kummer、 A. luteobuhalina Watling & Kile 引

5.形態：
病原菌之菌絲白色，扇狀之菌絲塊匐伏
生長於樹皮內側，並可見紫黑色之菌絲索
（rhizomorphs，corde or shoestrings）
。子實體淡
褐色，叢生於樹幹基部。（臺灣尚無記錄）
(六)柑橘乾根腐病（Citrus dry root rot）
1.病原：病因很複雜，包括 Fusarium 、細菌
等引起。
2.分布：
世界各地柑橘栽培區均會發生。（臺灣
尚無記錄）
。
(七)柑橘硬根腐病（Citrus hard root rot）
1.學名：可能與 Rhizoctonia iamellifera Samll.
有關
2.分布：
發生於羅德西亞。（臺灣尚無記錄）

起。
2.分類地位：
Basidiomycetes（擔子菌綱）
Agaricales（傘菌目）
Tricholomataceae（口磨科）
3.分布：
美國、澳洲、賽普路斯、馬爾它、哥斯
大黎加、義大利、突尼西亞、及 Cossica 等
國。
4.寄主範圍：
柑橘、橡樹、無花果、小榭樹叢林、
pepper tree 等。

αă൴ϠϠၗ
(一)柑橘萎凋病（Fusarium wilt）：臺灣的茂
谷柑較易發生，國外資料認為墨西哥萊
姆最為感病不宜當根砧 (8)。
(二)柑橘木材腐敗（Citrus wood root），病害
一般在植物衰弱、受傷、或二次感染
時，病原菌較易侵入誘發病害 (6,10)。
(三)褐根病、白紋羽病及根朽病在新墾植林
較易發生，臺灣柑橘上尚無記錄。
(四)柑橘乾根腐病（Citrus dry root rot）：一般
柑橘砧木品種均十分感病，在土壤淹水
時較易發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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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硬根腐病（Hard root rot）在植物受傷，
或土壤淹水時較易發生，甜橙嫁接於粗
檸檬時易發生 。
(6)

2.澤田兼吉。 1959 。臺灣產菌類調查報告
11:110。
3.Bender，G. S., Menge, J. A., Ohr, H. D., and
Burn, R. M. 1982. Dry root rot of citrus: Its

̣ă֨ڱ͞ڼ

meaning for the grower. Citrograph 67 (11)

(一)茂谷柑萎凋病尚無防治方法可推薦。國

:249-254.

外認為墨西哥萊姆對柑橘萎凋病

4.Chang. T. T. 1992. Decline of some forest trees

（Fusarium wilt）最為感病，最不宜當根

associated with brown root rot caused by

砧。病區的土壤可灌注免賴得，以避免
土壤被病菌感染。
(二)木材腐敗：避免不當之修剪與保護傷
口，並注意植株之健康。
(三)褐根病、白紋羽病及根朽病，應注意新
墾殖地之土壤是否帶菌；注意田間衛
生，清除病株根系，並予燒燬，切不可
以棄置於空地；病株與健株間應挖掘深
溝，避免根系接觸傳染；罹病土壤經一
個月以上的淹水處理。輕微病株可以稀
釋 1000 倍的三泰芬、撲克拉錳混合尿
素、碳酸鈣灌注根圈土壤，以防治褐根
病與白紋羽病。
(四)乾根腐病：防治應注意勿過份在樹冠基
部淹水。
(五)硬根腐病：避免植物受傷，與土壤淹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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