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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馬拉巴栗（Malabar chestnut）為中部

地區重要的外銷苗木作物，原產於中美洲及

南美洲，屬於木棉科馬拉巴栗屬。為常綠或

半落葉喬木的熱帶觀葉植物。目前以彰化縣

溪洲鄉種植的面積為最多，占總栽培面積的

83％，目前發生在馬拉巴栗上的病害僅只有

數種，其中近年發生的根基部腐敗病害會對

馬拉巴栗造成相當程度的危害，進而影響到

外銷品質。

根據2002年臺灣植物病害名彙，對

於馬拉巴栗記載的病害共有3種，最早的

紀錄是由1977年由張和喜與謝煥儒教授

等人發現可由一種疫病菌 Phytophthora 

cinnamomi 所引起之根腐病。之後安寶貞博

士與柯文雄教授在1990年的植保會刊發表的 

Phytophthora citrophthora 與 Phytophthora 

palmivora 可造成馬拉巴栗的疫病與根腐

病。直到1999年，由安寶貞博士等人發

現，褐根病菌 Phellinus noxius 亦可以感染

馬拉巴栗。另外何等人在農家要覽報導由

鐮孢菌 Fusarium solani 可造成馬拉巴栗的

頸腐病，大陸方面則報導腐霉菌 Pythium 

splendens 亦可造成根基部腐敗現象。

近年來，在彰化溪州鄉所栽種的馬拉巴

栗苗木，屢次發現莖基部腐敗之情形，尤其

文圖／郭建志、廖君達

以2010年白露節氣前後，發病最為嚴重，

且有擴大的趨勢。農友從田間採收編織成

苗，外觀無明顯症狀，但堆積於集貨場後等

待運送的期間，5編株的其中1～2株開始慢

慢出現腐敗病徵，內部組織開始崩解褐化，

表皮呈現軟化脫落之現象，逐漸從根基部往

上蔓延，嚴重時導致植株死亡，影響外銷經

濟價值，成為馬拉巴栗產業最主要的限制因

子。本章節主要針對馬拉巴栗基腐病，說明

田間發生情形、病原菌分離與鑑定及田間病

害管理策略等3個部分。

一、馬拉巴栗基腐病田間發生情形

馬拉巴栗基腐病於田間發病時期可分

為：單株苗期、5編株期及堆積於集貨場的

5編成株期。馬拉巴栗單株苗基腐病在單株

苗期發病的病徵不明顯，從苗圃外觀來看與

健康單株無異，當開始發病時，其頂端新葉

呈現下垂缺水狀，且複葉平面與莖桿夾角變

小，將此苗株拔起後，可發現土壤表面下方

根基部位已呈現腐敗縊縮現象，而且靠近土

際的根系減少，剖開其內部組織包含維管束

已呈現褐化崩解現象，若無仔細察覺容易與

健康苗一起編織。

20　 臺中區農業專訊　第77期　101.6



馬拉巴栗苗期單株病徵圖

維管束部位亦呈現褐化現象化 象維管束部位亦呈現褐化現象

馬拉巴栗苗圃外觀無明顯症狀外 無馬拉巴栗苗圃外觀無明顯症狀 拔起後其根基部呈現腐敗情形後拔起後其根基部呈現腐敗情形頂芽新葉呈現缺水下垂現象水下垂 象頂芽新葉呈現缺水下垂現象

罹病株複葉與莖桿夾角變小角變小罹病株複葉與莖桿夾角變小其根基部呈現縊縮腐敗病徵縊其根基部呈現縊縮腐敗病徵 基腐病罹病株根系減少系 少基腐病罹病株根系減少

組織內部健株與病株比較內部健株與病株比組織內部健株與病株比較罹病株基部呈現軟化腐敗現象化腐 象罹病株基部呈現軟化腐敗現象 內部組織呈現褐化崩解現象呈現褐化崩解現象內部組織呈現褐化崩解現象

馬拉巴栗5編株基腐病：此栽種時期發生的病徵，5編株中

往往從1～2株開始發病，從地基部開始乾枯，挖開基部土

壤可發現其根基部已經腐爛，進而蔓延至莖桿及新稍，嚴重

時單株死亡。 田間馬拉巴栗5編苗基腐病徵一田間馬拉巴栗5編苗基腐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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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間馬拉巴栗5編苗基腐病徵四田間馬拉巴栗5編苗基腐病徵四田間馬拉巴栗5編苗基腐病徵三田間馬拉巴栗5編苗基腐病徵三

田間馬拉巴栗5編苗基腐病徵二田間馬拉巴栗5編苗基腐病徵二

集貨場上5編成株已開始發病集貨 上上 成株已 始發集貨場上5編成株已開始發病

田間5編成株採收時基部腐敗病徵一成株採收時基部腐敗病徵田間5編成株採收時基部腐敗病徵

馬拉巴栗5編成株集貨場發病情形成株 發馬拉巴栗5編成株集貨場發病情形

田間5編成株採收時基部腐敗病徵二成株田間5編成株採收時基部腐敗病徵二

馬拉巴栗5編成株基腐病：此病害好發於採

收前後，其中堆積於集貨場存放時間，往往

從1～2株單株開始發病，病徵呈現與田間相

似，皆從根基部開始腐敗褐化，且外表皮軟

化容易脫落，嚴重時整個單株會死亡。但有

些根部感染病菌後，僅局限於根基部腐敗，

進而縊縮乾枯，停止向上蔓延，此現象是否

與發病條件改變有關，可進一步釐清。

馬拉巴栗5編成株病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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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病原菌之分離與鑑定

馬拉巴栗以往病害發生並不嚴重，但

自99年11月份開始陸續自溪州栽培田區之

馬拉巴栗有莖基部腐敗的現象發生，且大多

是以採收後運送至集貨場後才開始發生，

調查發病程度從5％到40％不等。遂自99年
11月中開始至100年5月底間，本場陸續採

集罹病苗木，以組織分離方式陸續分離出鐮

孢菌屬 (Fusarium spp.) 及其他可疑真菌，

本場將其鐮孢菌屬菌株經接種後完成柯霍式

法則，並依其形態特徵與分子生物ITS序列

輔助鑑定為 Fusarium solani。由接種結果

顯示 F. solani 可引起馬拉巴栗基部腐敗的

病徵。除此之外，蒂腐病菌 (Lasiodiplodia 
th iobromae )  與疫病菌 (Phytophthora 
palmivora, P. parasitica) 及腐霉菌 (Pythium 
splendens) 亦可以感染馬拉巴栗造成根基部

腐敗現象。目前綜合其他試驗單位結果顯示

至少有4種病原菌可危害馬拉巴栗根基部而

造成植株腐敗死亡，而於田間感染後，最後

皆呈現腐敗褐化病徵，因此很難判別是單獨

病菌感染或是複合感染，此部份有待進一步

試驗來釐清。

柯霍式法則鑑定—以鐮孢菌(Fusarium)為例

馬拉巴栗基腐病室內藥劑篩選測試：

測試12組不同市售殺菌劑，利用23種

不同濃度配製成混有藥劑的PDA培養基，將

F. solani 菌株切取適當菌絲塊大小，放置於

藥劑PDA中央，對照組以混和無菌水取代藥

劑，待對照組菌絲長滿培養基邊緣時開始測

量。結果以50%撲克拉錳可濕性粉劑2,000

倍、24.9%待克利乳劑1,500倍、66.5%普

拔克溶液600倍、33.5％快得寧水懸劑2,000

倍共4組藥劑對於抑制 F. solani 菌絲之能力

較佳。故此4種試驗殺菌劑可做為田間馬拉

巴栗防治藥劑試驗，此外防檢局與農試所

亦推薦3組藥劑分別為鋅錳滅達樂、滅普寧

與達滅芬，共7組藥劑加上2組混和藥劑共

9種處理，後續進行田間馬拉巴栗根部灌注

試驗。其結果以50%撲克拉猛可濕性粉劑

2,000倍混合66.5%普拔克溶液600倍處理為

最佳，可供日後農友防治使用。

馬拉巴栗基腐病原侵入途徑探討：

探究馬拉巴栗栽培過程，幼苗編織階段

及編織成苗收穫階段，會製造大量的傷口。

其中幼苗編織過程進行人為除葉及斷根的動

作，編織完成後再回種本田，尚未癒合完全

的傷口成為病菌侵染的途徑。編織成苗收穫

時，農民以手鋸去株稍及挖掘根部的動作，

同樣的會製造大量的傷口，給予病原菌入侵

的途徑。而在先前的接種試驗中也證實傷口

確實可讓鐮孢菌(Fusarium solani)造成感染

根基部造成腐敗病徵的途徑之一。此外在種

子播種圃及幼苗栽植田區亦觀察到基腐病害

自然的發生，此階段發生原因可能為田間土

壤殘存的密度較高，加上氣候條件適合病菌

入侵，之後造成病害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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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馬拉巴栗田間病害管理策略

本場目前針對馬拉巴栗基腐病防治管理措施

如下：

(1) 種子播種區圃管理：經常發生基腐病害之栽培

田區或是苗圃區，可利用與水稻田輪作，創造

不適合病原菌存活的環境，藉以降低病原菌之

數量。

(2) 本田期栽培管理：本田應築高畦，有利於排

水，灌溉勿淹過土壤表面。積水過高或排水不

良的田區，此病害發生的機率相對較高。

栽培區及苗圃區築高畦，利於排水利於排水及栽培區及苗圃區築高畦 利於排水

苗圃與栽培田區與水稻輪作可降低土壤病原菌數量作 土水水水 作苗圃與栽培田區與水稻輪作可降低土壤病原菌數量

保持田間通風與衛生，病株殘體應移除保 田間通風 生 除保持田間通風與衛生 病株殘體應移除挖掘根部作業亦可造成傷口挖掘根部作業亦可造成傷口

刀具去除莖頂作業可造成傷口刀具去除莖頂作業可造成傷口

種子苗圃區自然發病的情形子 然發種子苗圃區自然發病的情形

幼苗編織過程中根部造成的傷口幼 中根中根中 成成的傷幼苗編織過程中根部造成的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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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幼苗編織階段處理：修編苗木及採收後

植株修剪時所使用的刀具必須消毒，降

低機械傳播的可能性，同時利用漂白水

清潔編織場所並移除或燒毀周圍棄置之

罹病單株，降低病原菌數量。此外，編

織時會造成馬拉巴栗莖部與根部大量的

傷口，編織完成後可浸泡於50％撲克拉

錳可濕性粉劑2,000倍混合66.5%普拔克

溶液600倍藥劑中10-15分鐘後，自然風

乾，藉以保護傷口以降低田間罹病率。

(4) 成株採收前後處理：編織成株於採收前

一個月可選用50％撲克拉錳可濕性粉劑

2,000倍混合66.5%普拔克溶液600倍與

田間管理不善，排水不良且缺株嚴重水 且 株田間管理不善 排水不良且缺株嚴重

24.9%待克利乳劑1,500倍混合50%達滅

芬可濕性粉劑3,000倍等2種組合進行土

壤灌注處理1~2次，將採收前土壤內病原

菌密度降低。採收時罹病株切勿連同健

康株載運至編織或集貨場所，以避免病

原菌相互侵染的機會。採收後將馬拉巴

栗根部浸泡於上述兩組混合藥劑中15分

鐘後堆積於集貨場自然風乾，以避免病

菌從傷口入侵，進而潛伏感染。上述之

防治藥劑仍待防檢局公告為緊急防治用

藥。

編織完後的幼苗根部浸泡藥劑並風乾編織完後的幼苗根部浸泡藥劑並編織完後的幼苗根部浸泡藥劑並風乾

編苗場旁棄置之馬拉巴栗罹病單株編苗場旁棄置之馬拉巴栗罹病單株編苗場旁棄置之馬拉巴栗罹病單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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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蔭乾然自然蔭乾

採收前1個月先行灌注藥劑於土壤中1個月先行灌注藥劑於土壤中採收前1個月先行灌注藥劑於土壤中
採收後當日根部浸泡藥劑處理當日根部浸泡藥 處採收後當日根部浸泡藥劑處理

根基部完全浸泡藥劑約15分鐘全全全全 11 分分分分分分根基部完全浸泡藥劑約15分鐘

蔭乾後再進行堆積作業進 作作蔭乾後再進行堆積作業

採收後病原菌自傷口感染後腐敗情形傷口感染後採收後病原菌自傷口感染後腐敗情形
經藥劑處理後之植株於大陸復育場之生長情形處理後之植株於大陸復育場之生經藥劑處理後之植株於大陸復育場之生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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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劑防治處理後之植株復育表現

將兩種藥劑處理後之馬拉巴栗成株，

去除罹病嚴重之植株，剩餘之植株依循集貨

場業者的作業程序利用海運將其運送至大陸

復育場，經1個月後調查復育情形及罹病狀

況。經集貨場回報其復育情況相當良好，並

無基腐病害的發生。

結語

近幾年來在本場轄區溪州鄉馬拉巴栗栽

培田區，於田間與集貨場內均發生根基部腐

敗病徵，尤以白露時節前後發生嚴重，經本

場調查發現此病害可由多種土壤病原菌所引

起，目前發現可由鐮孢菌、疫病菌、蒂腐病

菌所引起相類似的根基部腐敗現象。觀察馬

拉巴栗栽培作業時，會造成大量傷口，且編

織場所環境衛生沒有做好時，病原菌容易藉

由傷口入侵，進而造成感染。

本場經防治試驗結果，推薦防治措施可

利用輪作，以降低土壤內殘存的病原；田間

栽培須注意灌排水是否良好，定期清園，移

除田間病株殘體；作業刀具與編織場所定期

消毒減少病菌感染機率；栽培期間應施用藥

劑以保護植株，搭配採收後根部浸藥可降低

病害發生機率，以確保外銷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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