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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枝菌根菌運用於綠化樹木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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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文獻回顧已知叢枝菌根菌對共生植物的效益，但目前應用在綠化樹木上

的研究仍然很少。本研究回顧叢枝菌根菌的效益，並藉由實際調查檢視這些效益

對都市樹木是否有必要性，並從分析的結果和目前商業生產及實際應用的問題

上，討論叢枝菌根菌運用在養護都市樹木上會面臨的問題。實際調查結果發現，

都市綠化樹木多處於通氣排水不良的環境，由於叢枝菌根菌為好氧的真菌，在缺

氧環境無法發揮效益，因此，都市樹木養護首要改善通氣排水，才有進一步應用

叢枝菌根菌的可能。另外，台灣在叢枝菌根菌的商業生產及實際應用上，除了必

頇尋求穩定大量生產的控管方式，也應該重視如何改變使用者的習慣與觀念。 

 

 

前   言 

人們因自身的需求，而將樹木種植在都市內，但事實上都市環境中，樹木並無法有充

足的生長空間、好的土壤條件以及水分供給，且人類在樹木周邊頻繁的活動，更使得樹木

生長環境極度劣化：諸如土壤硬實、排水不良，容易積水等。積水的土壤環境會造成樹木

根系缺氧，當根部不能獲得充分的氧氣，不僅呼吸作用受阻，同時硝化作用、固氮作用等

均受障礙，不利植物生長的各種生化作用也隨之發生(Lyon et al.，朱譯，1963)。 

樹木依靠根系穩固自身，一旦根系衰弱，很可能發生倒塌的事件。而樹木本身是極巨

大的生物體，一旦樹木倒伏，就可能產生重大的傷害事件。因此，如何在惡劣的現實環境

中，維持樹木健康是綠化研究極重要的課題。 

叢枝菌根菌與植物共生由來已久，共生的植物種類也非常廣泛，從低等的蘚苔、蕨類

植物到高等的維管束植物皆有相關的報告，兩者互相依存在自然界中是十分普遍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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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枝菌根菌對於提升宿主的耐乾燥性相當有效，因它能夠促進水分及磷的吸收，使植

物健全生長，並且能夠活化氣孔的開閉調節(伊藤與鈴木，1995)。在養份缺乏的環境，叢

枝菌根菌也能幫助增進磷、鐵、及其他微量礦物質的吸收(伊藤與鈴木，1995)。另外，也

有研究顯示，叢枝菌根菌能增強宿主對鹽害、重金屬等逆境的抵抗性(唐，1998)。 

藉由這些效益，我們或許能夠利用叢枝菌根菌對都市樹木進行養護，維持樹木的健康。 

 

 

文 獻 回 顧 

一、菌根簡介 

(一)、菌根(胡，1990) 

菌根(mycorrihiza)一詞由 Frank(1885)確立，是植物與菌根菌互利共生所組成的吸收器

官。藉由這種緊密生活的方式，菌根菌從植物得到光合成產物，植物則透過菌根吸收更多

的土壤養分。 

植物和菌根真菌的共生由來已久，從化石紀錄發現，在泥盆紀早期(約四億年前)，最

早的類蘚苔植物即有與類似叢枝菌根的內生真菌共生的現象。胡弘道(1988)在《森林土壤

學》中提到，「生存在激烈競爭的森林生態環境，尤其在貧脊地與不良生育地，若缺乏菌

根則很難存活長久。即在自然界中，菌根之存在是必然的定理，而非例外。」 

在所有菌根菌的研究當中，最常被提及的就是叢枝菌根菌 (arbuscular mycorrihizal 

fungi, AMF)。叢枝菌根菌具有廣泛的共生性與環境適應性，比起其他專一性高的菌根菌來

說雖然效率較差，但卻有較大的應用範圍，能夠彈性應付植栽種類豐富多變的綠化工作。 

(二)、叢枝菌根菌的簡介與分類 

菌根根據型態大致可分為外生菌根與內生菌根，一般將叢枝菌根分類到內生菌根。叢

枝菌根菌的宿主範圍極廣，涵蓋了蘚苔、蕨類、種子及被子植物，約佔陸上植物的 80%。

早期因為其特殊的囊狀體與叢枝狀體的器官而被稱為囊叢枝菌根 (Vesicular-arbuscular 

mycorrihiza, VAM)，但在較近期的研究發現並非所有叢枝菌根皆存在囊狀體，因此改稱為

叢枝菌根。 

叢枝菌根菌屬於接合菌綱(Zygomycetes)的繡球孢子目(Glomales)，囊括了無柄孢子屬

(Acaulospora)、內生孢子屬(Entrophospora)、大孢子屬(Gigaspora)、繡球孢子屬(Glomus)、

硬囊孢子屬(Sclerocystis)及盾蓋孢子屬(Scutellospora)六屬。繡球孢子屬是分布最普遍的叢

枝菌根菌。(吳與林，1998；胡，1988，1990；陳，1991) 

1)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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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叢枝菌根菌的效益 

(一)、促進吸收 

叢枝菌根可幫助共生植物吸收養分，特別是在促進磷的吸收上貢獻良多(李，2002；

胡，1990；伊藤與鈴木，1995；Gnekow, 1989；Cornwell, 2001)。磷對一些代謝及酵素反

應等過程相當重要，並且為核酸、磷脂的重要組成成分，攸關細胞的穩定性，是植物的必

要元素之一(趙等，2006)。 

(二)、增強宿主能力 

除了增進養份吸收，也有研究指出菌根能夠幫助宿主提高植物對水分、鹽分、重金屬

等逆境的忍受力(胡，1990；伊藤與鈴木，1995；唐，1998；張，2008)以及抗病蟲害性(黃

等，2003；伊藤與鈴木，1995)，且能增加土壤團力穩定性 (Wright and Upadhyaya, 1998)

改善宿主生長環境。 

三、影響叢枝菌根菌的環境因子 

(一)、溫度 

溫度對叢枝菌根菌孢子的發芽與生長有很大的影響。一般來說，溫度較高時叢枝菌根

菌較易形成菌落，且孢子的產生也會增加。雖然不同種類的叢枝菌根菌孢子發芽的最適溫

度不盡相同，但較高的溫度皆有助於增進其對根部的感染，而當溫度過低時，所有的生長

活動皆會停止。(胡，1990；陳，1991；伊藤與鈴木，1995) 

 (二)、水分通氣 

較乾燥的環境下植物的菌根密度會增加，然而在接近永久萎凋點時，不但植物的生長

會受到抑制，叢枝菌根菌的產孢亦然。(陳，1991)。過度潮濕的環境不僅會造成植物根部

的損害，也不利於叢枝菌根菌感染植物根部，略微的土壤乾旱反而有助於叢枝菌根菌生長

及感染，因水分過多易使土壤通氣不良，而叢枝菌根菌是一種好氧的真菌，低氧的狀態會

抑制叢枝菌根菌的孢子萌芽，並抑制菌根的發育和形成。 

另外，土壤硬度也會造成影響，孔隙過小的壓實土壤根系無法侵入，根的長度減短

(陳，1991；吳與夏，2004；伊藤與鈴木，1995；Entry et al., 2001)，菌根可侵染的部位減

少；且土壤過硬時通氣排水皆不良，此種缺氧環境本就不利叢枝菌根菌之生長與感染，與

其共生的菌根的形成自然也減少。 

(三)、pH 值 

叢枝菌根菌就和其他微生物一樣，有喜好適應的 pH 環境，並非在所有 pH 值條件下

都有相同的共生效果。一般認為愈為酸性、有機豐富和含腐殖質的潮濕土壤愈不利於叢枝

菌根菌。但其實許多叢枝菌根菌有能力容忍低 pH 值條件，甚至有些真菌容易在低 pH 值

的土壤形成叢枝菌根。(陳，1991；伊藤與鈴木，1995；Entry et a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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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queira 等發現 pH 與養分之交感作用會顯著影響叢枝菌根菌的孢子在洋菜上之發

芽，推測 pH 可能不是直接影響，而是由於 pH 改變造成土壤可溶性物質改變而間接影響

了叢枝菌根菌(胡，1990；陳，1991)。 

(四)、養分 

在土壤養分中，磷對叢枝菌根菌的影響最大。許多研究發現，高磷的環境不利於叢枝

菌根菌感染植物，但也有例外。在高磷卻低地溫的環境下，叢枝菌根菌可正常的發揮作用，

因低溫時磷很難被吸收(伊藤與鈴木，1995)。 

施肥對叢枝菌根菌與植物間的共生關係並沒有好處。蕭詩菁(2008)的研究指出，不論

水分多寡，隨著施肥量增加，菌根的感染率雖未達顯著，但確實有下降。Entry(2001)等的

報告中也提到，在養分層級高的環境，半共生及全共生菌根植物供給磷到葉片的能力相

似。即當土壤中養分愈高，植物對菌根的依賴性便愈差，對已經擁有充足養分的植物來說，

與菌根共生顯然沒有什麼意義。 

 

 

研 究 內 容 

一、AMF 對都市樹木的養護之效益與必要性調查分析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先採以文獻調查的方式，比較叢枝菌根菌與樹木對環境的適應性，以此確認叢

枝菌根菌在哪些環境下可以提供樹木幫助。進一步配合實際的土壤調查，分析這些效益對

都市樹木是否有必要性。 

(二)、AMF 對都市樹木的養護之效益分析 

1. 溫度 

30-40℃時樹木的同化作用受到抑制，但叢枝菌根菌能夠忍受這樣的高溫環境並形成

菌根，發揮效用。但對於 15℃以下的低溫障礙則沒有助益。 

2. 水分 

到達永久萎凋點前，乾燥的環境下叢枝菌根密度會增加，正好能夠適應時時缺水的都

市植栽環境，幫助樹木吸收水分。淹水的缺氧環境不利叢枝菌根菌生長。資料顯示，叢枝

菌根大約只形成在地表 15cm 左右(伊藤與鈴木，1995)，這比植物根系的深度範圍還要來

得淺，由此推估叢枝菌根菌或許比植物還要無法忍耐淹水造成的缺氧逆境。 

3. pH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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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多數的植物來說，如果土壤的 pH 值在 6.0-8.3 之間，就不需要做任何土壤改良，而

最理想的 pH 值範圍在 6.5-7.5 之間。叢枝菌根菌根據種類有很廣泛的 pH 值適應範圍，從

pH 4.5-9.0 的土壤環境皆可發現其蹤跡。 

根據影響叢枝菌根菌的環境因子與以上對叢枝菌根菌及樹木能夠忍受的溫度、水分、

pH 值範圍歸納統整，將生長條件的適應性分為五個等級：1 為極差、2 為差、3 為普通、

4 為佳、5 為極佳，比較叢枝菌根菌與樹木能夠適應的環境(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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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樹木與叢枝菌根菌的適應條件比較 

Fig. 1. Compared with adapt to the conditions of trees and arbuscular fungi 

 

 

由圖可清楚的比較出叢枝菌根菌與樹木的適應條件，叢枝菌根菌對於 pH 值有廣泛的

適應能力，但耐鹼的程度大於耐酸；叢枝菌根菌也較樹木能夠忍受乾旱及高溫，但對於淹

水與低溫的環境則適應性較差。 

(三)、現況調查──以台中逢甲大學調查為例 

校區內的綠化植栽通常有定時定期的維護管理，且管理方式較一致，較無其餘因素干

擾，適合作為研究對象。而逢甲大學周邊為熱鬧的商區，相當能夠代表人類頻繁活動的都

市綠地，因此選擇其為本次調查對象。由於逢甲大學內的植栽有定時的灌溉設施，此處便

不對缺水逆境做討論，僅就調查的土壤硬度、透水性與 pH 值結果來看都市樹木所生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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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此次調查土壤 pH 值皆落在植物適合生長之範圍內，故不對此多加著墨，僅就土壤硬

度與表面透水之結果做討論。 

由結果可發現，大部分的植栽土壤硬度都過硬，尤其是植栽槽、草地及其周邊的土壤

多已成極差的狀態，並不適合綠化樹木生長。這是由於這些場所容易遭到踩踏而使得土壤

夯實，四周遭到包圍的花台則較無這種狀況，但仍然只在尚可的範圍內。 

且花台雖較無土壤硬度過於夯實的問題，在透水上卻有很嚴重的問題存在。在採樣的

17 個花台樣區裡，有 3 處呈現完全不透水的狀態，約佔花台取樣數的 18％。 

二、叢枝菌根菌的商業與實際應用問題 

(一)、叢枝菌根菌的商業生產及販售問題 

臺灣省農業試驗所(現台中霧峰農業試驗所)出版的《囊叢枝內生菌根菌技術應用手

冊》(吳與林，1998)中裡提及「目前有關囊叢枝內生菌根菌產孢技術已經由農委會『農業

專利暨著作權益委員會』於八十五年一月二十二日第十一次委員會審核通過，並於二月十

六日以 85 農糧字第 5020109A 號函公告。本案已於八十五年六月一日簽約正式辦理技術

轉移給臺灣生研股份有限公司及磊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進行商業化生產」。然而現今根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屬之肥料登記證管理系統查詢結果，台灣目前並無登記有案之叢枝

菌根菌商品。 

經過電子郵件往來及電話訪談得知，目前台灣生研(現普生生技)已停止自行生產叢枝

菌根菌商品；磊鉅實業(現凱將生技)則表示，目前是以一般使用資材添加介紹農民使用，

因此並無登記在肥料登記項目中。 

1.無法穩定的大量生產 

由於叢枝菌根菌是絕對共生菌，因此很難以一般微生物的培養法在培養皿中大量生

產。目前的生產方式以傳統的盆缽培養法(Pot culture)為主，此法雖有操作容易、產孢數量

較高、價格低廉等優點，但由於為開放式的培養方法，生產過程中容易發生介質汙染的問

題。 

除了介質汙染的問題，栽培環境也對產量有很大的影響。叢枝菌根菌從菌絲生長到產

孢的階段至少需要半年的時間，由於栽培時間長，期間若是發生環境變異如氣候的變化，

便會影響到產量。生產順利的狀況下，1g 的介質中約可檢出 2000-3000 個孢子，但若是當

時條件不適合，產孢數量也有可能在 100 以下。 

2.消費族群少 

微生物肥料對土壤肥分的改善並無法立即顯現，在這一季施用，往往要到下一季才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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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有成效。若是等不及而加施化肥，更會破壞叢枝菌根菌的生存環境，當然也就失去應有

的效用。使用者在對叢枝菌根菌的生長環境不夠理解的狀況下發生上述情況，很有可能認

為此產品是無效的而不願意繼續使用。再者，微生物肥料之肥效容易受外在環境影響，即

使是同一菌種，在不同環境下施用效果亦不同，這種不確定性也會減少消費者的使用意願

(黃，2002)。 

目前主要的使用族群，多是溫室栽培較具經濟價值的作物，或是想藉由叢枝菌根菌減

少連作障礙等特定使用者。生產者指出，目前在使用者的觀念上，這類商品並非必需品，

因為施用肥料同樣可以達到增產的效果，會選用叢枝菌根菌商品而減少肥料施用的使用者

現在仍為少數。 

(二)、叢枝菌根菌用於養護都市樹木面臨的問題 

1.環境條件限制 

由文獻回顧得知，叢枝菌根菌是一好氧的真菌，在積水、缺氧的環境時，生理活動會

遭到抑制或死亡。而從台中逢甲大學案例的調查結果發現，都市樹木正是生存在一個硬

實、排水不良的缺氧環境中。在這種狀況下，叢枝菌根菌無法用於養護都市樹木。 

另外，15℃以下大部分叢枝菌根菌即無法形成叢枝菌根，對於低溫的逆境沒有幫助。 

2.穩定的菌種來源 

台灣目前的叢枝菌根菌生產量仍不穩定，且由於叢枝菌根菌不似傳統肥料，因其為活

體，施用效果會受周圍環境影響，儲藏也較麻煩。 

如果要運用叢枝菌根菌對都市樹木進行養護，就需要有大量且容易取得的來源，台灣

目前的商業生產是否能夠達到需求量仍待更精確的評估。若無法一直有穩定的大量供給

源，確保儲藏的商品效用活性便會成為重要的課題。 

 

 

結 果 與 討 論 

一、AMF 對都市樹木的養護之效益與必要性調查分析 

將樹木與叢枝菌根菌的各種生長條件作分析比較，發現叢枝菌根菌的生長條件較樹木

要來得廣(圖 1)。這表示即使在對樹木不良的土壤環境，叢枝菌根菌仍能發揮效用。 

但根據現況調查的結果發現，多數土壤過硬且透水性不佳，植栽槽、草地及其周邊硬

度多到達極差的狀況，花台則有嚴重排水不良的現象。花台由於土壤四周遭到包圍，當水

量超過土壤吸收時並無法將水分宣洩，本身將成為盛水的容器，這比任何帄面上的積水更

容易造成樹木根系的問題。由此建議綠化施工時盡量不要設置花台，若花台已存在且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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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排水的出口，則應儘快打破或拆除花台，使積水能夠排除。 

這些現況顯示都市樹木植栽環境通氣不良的問題嚴重，在這上面樹木極需幫助，但這

部份叢枝菌根菌卻無法有助益。這也實際的警惕我們，都市樹木的養護首要解決通氣排水

不良。 

二、叢枝菌根菌的商業與實際應用問題 

(一)、叢枝菌根菌的商業生產問題 

台灣的叢枝菌根菌生產目前最重要的問題有二： 

一是由於介質容易汙染及氣候條件造成的「無法穩定的大量生產」，二是由於使用型

態不同以往，且商品不易儲藏造成的「消費者使用意願低」。 

(二)、叢枝菌根菌用於養護都市樹木面臨的問題 

1. 環境條件 

叢枝菌根菌無法在缺氧與低溫的環境條件應用。 

2. 穩定的菌種來源 

台灣目前的叢枝菌根菌生產量仍不穩定，且叢枝菌根菌的儲藏也較麻煩。如果要運用

叢枝菌根菌對都市樹木進行養護，就需要有大量且容易取得的來源。若無法有穩定的大量

供給源，就必頇確保儲藏的商品效用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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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From the literature review, we learn about the benefits of symbiotic relationship of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with plants. However, the application of mycorrhizal in the area of 

tree nurturing is still very limited. This study reviewed the effectiveness of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and their possibilities in enhancing the health of urban trees. Further 

investigation was also done to identify specific tree species which can benefit from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Then, discussion was carried out on the commercial product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in the conservation of urban trees 

nowadays.  

From the site survey, it was found urban trees were majorly in poor drainage and 

ventilation environment.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was not exist in the anoxic environment. 

Therefore, the first and foremost step to do is to improve the ventilation and drainage conditions 

of urban trees, follow by application of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In addition, produc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in Taiwan, apart from the control for 

stable mass production methods,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distort concepts of user's that need to be 

corrected for a wider application of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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