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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喬木賞花圖鑑

本書內容以常見觀賞植物為主：包括

觀花之雙子葉植物之喬木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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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出這本書的過程真可用嘔心瀝血來形容，因為給了自己時間壓力，所以

總是拼命利用教書、做研究之剩餘零星時間，點滴掌握下，才能熬到完成階

段。每次完成一個段落，就感覺脫落了一個擔子般地欣喜。這也算是一本大

作了，厚厚的鉅著真讓我白了不少頭髮，也讓我這一陣子的日子過得可緊縮

地呢！偶爾短暫地休閒都顯得是那麼奢侈，右手因長時間電腦打字，酸痛得

必須針炙才得復原，回首瞧瞧！還真是挺艱苦的！距離之前出的《景觀植物

彩色圖鑑》，已有十多年了，那6本書早就看煩了，是該弄點新東西出來，

累積了30多年拍的植物幻燈片滿坑滿谷地堆著，再不利用也都發霉了，終

於！終於！充分被利用了！幻燈片也可壽終正寢。

這本書是有些改頭換面，絕對是精美多了！圖片不一樣，編排不一樣，

還有美美的插畫，內容亦新添很多，植物種類也加了不少，不論是新引進或

台灣本土觀賞植物，都儘量加了進去。除了花朵沒看頭的，如裸子植物及花

朵過於細緻小巧與綠色者，因這本書以「花」為主題，且要讓你藉「花」來認

植物，那些花兒嬌小、貌不驚人、色彩不出眾的，只好暫時割捨了。

本書以觀花之喬木為主，其編排欲藉由花色來搜尋植物，一年四季總有

不同植物在開花，掌握每次的開花，從其花色、花型，再藉由植物最特殊、

與眾不同之辨識重點，讓您快速掌握。科別順序則按照 J. Hutchinson（1973）
之系統。希望這本書，讓您認識生活周遭的觀花植物，因而更懂得珍賞大自

然的奧妙。

章錦瑜
2004年1月於東海大學景觀學系

再序
《景觀樹木觀賞圖鑑》榮獲2007年好書大家讀，得獎多麼令人振奮。而

這3本《喬木賞花圖鑑》、《灌木賞花圖鑑》、《藤本賞花圖鑑》與《景觀樹木觀

賞圖鑑》原本就是一套書，總括了台灣常見的觀賞植物。日前重新將3本賞

花圖鑑改版成《景觀喬木賞花圖鑑》、《景觀灌木與藤本賞花圖鑑》二書，與

《景觀樹木觀賞圖鑑》整合成一套書，以方便讀者使用。改版過程中圖片更換

不少，版面安排以及圖片處理也都費盡心思，絕對值得讀者珍藏。另外也非

常感謝出版社的全力配合，讓改版後的書能面目一新。

章錦瑜
2008年8月於東海大學景觀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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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蘭
．木蘭科

．別名：辛夷、木蓮　 

．英名：Lily magnolia
．學名：Magnolia liliiflora

．原產地：中國大陸東部

1800年間由華南引入。屬名liliiflora

乃因其花朵像百合花（Lilium，lily）。

性喜冷涼，耐寒不耐熱，是典型溫帶

植物，目前普遍栽植於全世界各溫帶

地區，是世界性著名觀賞花木。

栽種須考慮氣溫條件，生育適溫

↓→落葉後，年年都是先開花，再萌發新葉片

落葉小喬木或大灌木，

常形成多個低矮的分枝，

具灌木型傾向；因枝條伸

展常不規則，也略呈蔓灌

狀。株高約3∼5公尺，冠

幅2∼4公尺。

約15∼25℃，比較適合在臺灣中海

拔、高冷地栽培，平地生育較差。栽

培土質以肥沃壤土為佳。須全陽，日

照宜充足。施肥每季一次。5月以後花

芽已開始分化，應避免修剪。成株移

植宜在半年前做斷根處理。繁殖以扦

插、高壓為主，每年花期過後約4∼5

月為適期，須4∼5年後才會開花。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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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蘭
科

葉長10∼18公分、寬5

∼13公分，葉脈佈細毛，秋

天落葉前葉片常呈破爛狀。

單葉互生，葉披針或卵橢圓、闊倒卵

形，葉面暗綠色，葉背色較淺，葉端微

尖，波狀緣。

花單立，頂生或腋生，花朵碩大，冠徑5∼10公分，具香氣。花瓣6枚，瓣外深紫紅至

粉白色，瓣內乳白帶淡桃紅色，花姿柔麗幽雅，花期為春季1∼3月間。

↑花瓣外側粉紫色，內面粉白色

→花苞直立

↑瓣端銳尖，花朵隨著開放而漸向外展開
↑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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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櫻

因花色緋紅，又於寒冷之時開花，

故名緋寒櫻。臺灣海拔 300∼2000公

尺的山上分布有野生的山櫻。目前許

多公園、校園及山區名勝都有栽培。

山櫻是臺灣春季賞花的重頭大

戲，尤其在陽明山與阿里山更是花季

的主角。長葉之前開花，盛花時完全

沒有葉片，滿樹細長枝條上垂掛著一

朵朵緋紅的小鈴鐺花兒，於初春敲醒

↓落葉小∼中喬木，株高5∼10公尺，樹幅

5公尺，幹通直

．薔薇科

．別名：緋寒櫻　 

．英名：Taiwan cherry
．學名：Prunus campanulata

．原產地：中國大陸南部、日本、琉球、臺灣

沉寂多時的寒冬，一甦醒便緋紅滿樹，

果實也鮮紅欲滴，難怪賞櫻人群總是

不甘人後、蜂擁而至，路為之塞。山

櫻是所有櫻花類中，花色最紅艷的，

其它多為白或粉花，臺灣民眾偏愛紅

花，故喜愛山櫻。 

木材是雕刻上等材料，常用於製

作裝飾品；樹皮具觀賞特色，亦可供

裝飾之用。花和果都可吃，花鹽漬後

油炸或做湯類的配料；花瓣加入麵包

中，可增加美觀及風味；花朵浸泡在

紹興酒或其他酒類中，飲來分外香醇；

皮孔

↓萌芽期為2月下旬∼3月
上旬，開完花後，嫩芽

群出一片翠綠

←樹幹光滑，紅褐色，

具金屬光澤，老樹皮

呈片狀剝落，幹面分

布著許多大而明顯之

橫列狀的縫裂，即為

皮孔



011

紅
粉
花
喬
木

薔
薇
科

花瓣曬乾後可泡茶，亦可製成糕粿。

成熟果實可生食，但滋味不佳，用糖

醃漬後製成蜜餞食用，或做果醬，亦

可加工製成罐頭。枝、葉、花可供藥

用，亦為插花好材料。 

櫻屬（Prunus）植物多是溫帶樹

種，耐寒、不耐熱。山櫻是臺灣自生

櫻花類中，最耐熱的一種，生育適溫

紙質葉，葉兩面均平滑，

都是綠色。葉長8∼12公

分、寬3∼5公分，葉柄長2

∼3公分。

約15∼28℃。陽性樹，於半日照處亦

可生長，最喜光照強之冷涼山區。不

耐空氣污染，種在山區會比在都市當

行道樹生長得更好。對土質之選擇不

苛，但以排水良好、土層深厚、且富

含有機質之砂質壤土最佳。忌植於高

溫、多濕、通風不良，或陰敝地。

移植成活率適中，冬季落葉後（12

托葉
↓辨識重點：托葉易早

落，僅在新發出之枝

條上可見到絲裂狀托

葉數枚

↓葉緣呈腺狀

重鋸齒

↑此為葉背，羽狀

側脈8∼10對
↑葉為長橢圓形或

長 卵 形 ， 葉 端

銳，葉基鈍或漸

狹，此為葉面

↓單葉互生

腺體

→辨識重點：重鋸

齒之葉緣端有腺

體、葉柄上端具

有2枚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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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移植最易。因為花朵都開在枝

梢，過了7月中旬花芽分化已完成，此

時修剪會將已分化完成的花芽剪掉。

不當修剪還將導致流膠枝枯，甚至整

株枯死。忌修剪，亦因切口較不易癒

合，腐敗菌易侵入。生長較緩慢，萌

芽力差，因此少修剪，以自然型態為

美；若枝條生長不良，或冗枝必須修

剪時，以冬季落葉後或新枝長出時修

剪為佳，忌強剪或重剪。病蟲害不多。

吸肥力強，不可缺肥。

繁殖可採用種子播種法，最重

要的關鍵在於採回的種子要將硬殼剝

開，但不能傷及果仁，採收完熟之種

子立即播，出芽率較高。播種介質使

用細砂，播種前將種子用大生粉或免

賴得1000倍泡水一個晚上，介質用滾

燙開水淋過，可降低種子遭細菌感染

而發霉腐爛。播種3年後即可能開花。

或採頂梢扦插，以及嫁接法來繁殖，

春插成功率較高，萌芽前為適期，若

插穗抹上發根粉，更能確保發根。

樹性強健，栽培容易，生長尚快

速。為重要的鳥餌植物，花為冠羽畫

眉、繡眼畫眉、紋翼畫眉、白耳畫眉、

紅頭山雀、青背山雀、白頭翁、麻雀、

紅胸啄花鳥、金翼白眉與綠繡眼等鳥

喜食；果是白環鸚嘴鵯、白頭翁、綠

繡眼與赤腹鶇等鳥喜食。但其中有些

鳥種只在海拔1000公尺以上出現，所

以在平地，當山櫻開花結果時，也無

法欣賞這些鳥種。

核果橢圓形，果長約1公分、徑0.5公分，熟呈紅色、

再轉黑色，有果梗。味帶酸、苦、澀，並不好吃，是昆

蟲及鳥類的重要食物。結果期是3∼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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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下旬花蕾陸續出現，花期由12月至

翌年3、4月，因不同地區及海拔高度而有

差異，4月則只有高山才見花最後展現。花

腋出，花單生或繖房、繖形花序，花梗細

長，有腺毛。花瓣緋紅、玫瑰紫紅色，5單

瓣或重瓣。花瓣緣淺裂，花略具芳香。基

部具苞片1對；萼鐘狀漏斗形，先端5裂，

紅色。雄蕊20枚。

↑1∼3月未長葉前之落葉期間，滿樹掛滿了

花，2∼3月是盛花期，觀花效果極強

↑花冠徑1∼3公
分，緋紅色

←重瓣品種

↑花苞

↑花下垂狀，且多不完全展開，呈半開狀，鐘

狀花冠，前端5裂，瓣片先端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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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目前在世界各地廣為栽培的品種

多由中國原生桃育種而成。本省約在

80餘年前由福建、廣東引入，今在苗

栗、臺中、南投等縣境山坡地栽培較

多。桃除有食果品種外，亦有觀花品

種。花朵於早春盛開之時，新葉多未

萌發，只見枝條綴滿花朵，嬌艷動人，

頗為壯觀，「桃花舞春風」正是形容

此景致，適於庭園美化或大型盆栽。

桃亦是農曆新年最常見的年節花卉之

一，須求量頗大。雖有單瓣和重瓣品

種，但園藝觀賞多選擇重瓣桃花。桃

果實盛產於春末至夏季間，果期不長。

桃纖維多，若鮮食過量易導致消化不

良。果肉含大量果膠，但糖分不高，

清津味甘，是減肥良果。除生食外亦

可做蜜餞、製罐。

木材可用於製造玩具。全株均可

入藥，桃的核仁有活血、潤腸、鎮咳、

袪痰與治高血壓的功效，但含毒不宜

生食。花有利尿、治水腫、便秘及面

皰等作用。

可用播種、扦插或嫁接法繁殖。

播種太緩慢且性狀易生變異，有些特殊

品種扦插成活不易，因此多採嫁接法，

不僅可改良品種，並可提早開花結果，

嫁接隔年即可能開花。春季為適期，

可用芽接或切接法，砧木選用毛桃1∼

2年之實生苗。

．薔薇科

．英名：Peach
．學名：Prunus persica

．原產地：中國大陸

↓落葉小喬木或大灌木，株高3∼6公尺，盆栽矮化僅50
∼100公分。小枝光滑，鱗芽有短柔毛

↑樹皮略帶絲質紙狀，上面

佈滿明顯之橢圓形的皮孔

與枝痕。幹面光滑，金屬

色，並具金屬光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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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喜溫暖，卻不耐高溫，生育適

溫約15∼26℃，在高溫處蟲害嚴重，

葉片常被吸食呈白化狀。本地品種適

合栽培於海拔200公尺以上之坡地或

丘陵地，外來品種如水蜜桃，性喜低

溫，適栽於海拔1000∼2500公尺的高

冷山區。陽性樹，栽培處須強日照，

通風良好。土質以肥沃、輕鬆乾爽之

砂質、礫質壤土為佳，須排水良好。

在庇蔭、瘠地或通風不良處開花少，

花色亦遜。觀花品種在冬季落葉後，

為維持樹型整體美觀可稍做修剪，但

015

腺體

↑單葉互生，有托葉，葉片無

毛。葉端漸尖，葉基漸狹，葉

長10∼15公分、寬2∼3公分

↑葉片叢生枝端

辨識重點：葉片經揉搓

後，常具濃厚杏仁味。

↑葉為披針形或長橢圓形，葉正面平

滑、綠色，紙質；葉背淺綠色，羽

狀側脈約20對，中肋凸出

↑葉柄長0.5∼1.2公
分，葉柄上端有腺體

→辨識重點：葉緣鋸齒端

以及柄端有小腺體

↓葉緣呈細密淺鋸齒狀

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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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先葉開放，花期春天

花單立、雙生或數朵叢生，腋出，花冠徑3公

分，單瓣5，花瓣倒卵形，花有紅粉色、深紅、緋

紅、純白及紅白混合等花色變化，以及重瓣種。

花幾乎無柄、或具短梗。有5枚被短毛茸的萼片，

萼倒圓錐形。花略具芳香。

←單瓣種 →重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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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花芽已分化完成，只須將徒長枝

梢剪短些即可。移植易，冬季落葉至

萌芽前為適期。盆栽至少每2年應修

根、換盆、換土、添基肥1次。喜多肥，

春至夏季之生長旺季，可施肥3、4次。

生長速，萌芽力強，樹齡短，未

見古桃樹。為鳥餌植物，花（2月）冠羽

畫眉、紅頭山雀與青背山雀喜食之。

本省栽培品種大致分為2大類，一

是自華南引入馴化的本地種，俗稱「桃

子」或「毛桃」，生產地如苗栗縣與臺

中縣。另一自日本或美國引入的溫帶

桃，俗稱「水蜜桃」，生產地有臺中縣

之梨山與南投縣。另有一紫葉桃品種，

株高可達5公尺，幼枝與葉呈暗紫紅

色。

核果大形，表面有

微毛，於夏季成熟時

（5∼6月）轉為粉綠帶

紅，有1縱凹溝，可食用，

肉厚，多汁，味酸甜。核扁心

形，極硬，有明顯網狀溝紋，內藏

種子一枚。唯觀賞品種多為重瓣，

甚少結果。↑果多呈卵圓形，果頂具嘴狀突起，

果肉多脆硬，一般稱為脆桃

←迷你桃

↓水蜜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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艷紫荊

於19世紀末期，首先在香港島被

法國傳道會神父發現，折其枝條栽於

薄扶林道一帶的修道院。1908年，為

紀念熱愛植物研究的前任港督卜力爵

士（Sir Henry Blake），將其種名定為

blakeana。1965年正式被選為香港市

花。香港人稱此花為「洋紫荊」，大陸

則稱此花為「紫荊花」。臺灣於1967∼

71年間引進栽培。

據聞此植物乃是以「羊蹄甲」為母

本，「洋紫荊」為父本之天然雜交種，

常綠，或半落葉小喬木。落葉期很

短，一年四季總有葉片在樹冠上。株高

一般約5∼8公尺，亦可高達10公尺餘。

嫩枝被細毛，枝條抽伸頗長，向外伸展、下垂狀。

．蘇木科

．別名：香港櫻花　 

．英名：Hong Kong orchid tree
．學名：Bauhinia x blakeana

．原產地：香港之自然雜交種

018

嫩枝被細毛，枝條抽伸頗長，向外伸展、下垂狀。

→樹皮光滑、色

灰或淺褐色，

有皮孔卻不甚

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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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花卻不會結果，繁殖採硬枝扦插、

高壓，或嫁接法，砧木用羊蹄甲或洋

紫荊，但可能會發生樹幹（羊蹄甲）生

長較快，枝條（艷紫荊）生長較慢的情

況；也可能出現枝條是艷紫荊的葉片，

樹身卻長出羊蹄甲的葉片，出現一樹

兩花的情況。

性喜高溫，生育適溫20∼30℃，

低於5℃生長即停頓，不耐寒，不耐霜

全緣，葉兩面均平滑，革質，葉面藍綠

色，背面色綠，葉柄3∼5公分長，葉柄兩

端明顯肥凸。有托葉，早落。葉長12∼20

公分、寬10∼18公分。

←辨識重點：5個雄蕊，3
長2短

害。栽培土質不拘，但以肥沃之壤土

或砂質壤土為佳，排水須良好。喜生

長於日照充足之全陽處。每2∼3個月

施肥一次。萌芽力強，耐強剪，花期

過後可修剪整枝，老化的植株須施以

強剪，新生枝葉將更旺盛。生性強健，

生長快速，栽培容易。樹冠頗開展，

葉片也碩大，因此不適合小尺度之空

間種植。

→辨識重點：紫紅色

花，花瓣倒長卵形，

由花瓣基部發出白色

脈條，中央1花瓣有

深暗紅色斑塊、條紋

←辨識重點

長2短

←腎形葉，兩端凹入

約1/3∼1/4，葉基

有掌狀脈9∼11出

→花朵碩大、色艷紫紅，

四季常開，僅冬季稍少

些，花朵是本屬植物中

最碩大者，花色也是最

艷麗者

總狀花序，兩性花，花冠徑12∼15

公分，5分離花瓣，大小略不同，向外

完全平展，但排列略不整齊。有一苞

片，花具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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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紫荊

香港稱此植物為紅花羊蹄甲，臺

灣各地常見栽培，初冬開花，此時期

較缺觀花植物。但因花色較淺，不如

羊蹄甲與艷紫荊之栽植數量多。

栽培土質選擇不嚴，只要排水良

好、黏性弱之土壤皆能栽培，但以

富含有機質之砂質壤土或壤土生育最

佳。性喜高溫多濕，耐熱，生育適溫

約22∼30℃，不耐寒，不耐霜害，適

臺灣低海拔地區種植。喜日照充足之

強光處，日照差將導致枝條徒長或開

花不良。春、夏為生育旺季，多澆水，

肥料每2∼3個月施用一次。幼樹階段

可能須立支架。萌芽力強、耐強剪，

因其樹型較不規整，冬季花後至春季

尚未萌發新葉之前，可修剪整枝一次，

以維持樹姿美觀，並促進翌年開花繁

茂，經常修剪也無仿。自然更新能力

強，能自播繁殖；結莢率高，成熟種

子之發芽率也高，取出種子後泡水半

天，再點播於3寸盆，快者一年就會開

花；或扦插繁殖。生性強健、生長迅速，

耐旱、抗污染，栽培容易，病蟲害少

見。為鳥餌植物，花白頭翁喜食之。

常綠或半落葉小喬木，

未見枝葉光禿景象。株高

5∼8公尺。枝條向外伸

展、下垂狀。

有一品種為粉白羊蹄甲（英名為Pinkish 

bauhinia，學名是Bauhinia purpurea var. 

alba），與洋紫荊之樹形、葉片完全相

同，但花色初為粉紅，後期會褪成粉

白色至白色，且花期稍晚約12月間。

與另一類似植物「白花羊蹄甲」之花色

雖都是白色，但白花羊蹄甲之白花瓣

的背面有縱走綠紋線，且不會出現粉

紅花。

．蘇木科

．別名：紫羊蹄甲　 

．英名： Butterfly tree, Purple bauhinia, 
Purple camel’s foot

．學名：Bauhinia purpurea

．原產地： 香港、印度、緬甸、斯里蘭卡與馬來

西亞

→樹皮滿佈橫向伸展

的皮孔，隨樹齡增

加，皮孔會更加明

顯，老幹面有類似

樟樹之縱裂

↓橢圓形樹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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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為腎形，葉端凹入，往內裂開至葉片長度的1/2至1/3處，葉基淺心形、圓形或截

形，全緣。葉面平滑，薄革質。葉長7∼10公分、寬6∼8公分，葉柄長3∼3.5公分。有

托葉，早落。掌狀脈9∼11出，從葉基呈放射狀展開，其他葉脈不太明顯。

總狀或繖房花序，腋生或頂生，初冬(11

∼12月)開花，花冠徑7∼9公分，花為淺粉

紫、粉白色，花具芳香。花瓣5，略反捲，

花完全平展，花瓣較窄長，彼此間也較分

離。花萼展開時裂成4片。

→花瓣倒闊披針形，完全雄蕊3
∼4枚，長且彎曲

總狀或繖房花序，腋生或頂生，初冬(11

∼12月)開花，花冠徑7∼9公分，花為淺粉

紫、粉白色，花具芳香。花瓣5，略反捲，

花完全平展，花瓣較窄長，彼此間也較分

總狀或繖房花序，腋生或頂生，初冬(11

∼12月)開花，花冠徑7∼9公分，花為淺粉

紫、粉白色，花具芳香。花瓣5，略反捲，

花完全平展，花瓣較窄長，彼此間也較分

較銳尖

↑辨識重點：單葉互生，葉面未完全

平展，葉片常由中肋處向葉面彎折

↑辨識重點：葉裂

端較銳尖，葉面

帶粉質、淺綠至

黃綠色，葉片長

度大於葉寬

→葉柄兩

端肥大

←果熟呈暗褐至赤褐、

紫褐色，果面發亮

←花後常見結果，莢果帶狀，長13
∼25公分、寬2∼3公分，光滑

而具斜條紋

→長而扁平之木質莢果，成熟(3∼
6月)自動開裂，內藏種子12∼
16粒，種子扁圓形，種徑1.2 ×
1.6公分，厚度0.2公分，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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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蹄甲

1896年引入臺灣，本省中、南部

廣泛栽培。盛花期滿樹粉紅的花朵繽

紛艷麗，並散發怡人的香氣。此時期

落葉小喬木，落葉期常延至2∼3月，但幼樹之葉片多不致

完全落光光，樹齡較大者，可能於3∼4月開花時完全落葉。

有明顯主幹，分枝不高，易形成多枝幹之叢生狀，枝條多向

上伸展、直立性高，與洋紫荊之下垂性不同，枝條易分生小

枝。枝條無毛，僅嫩枝具鏽褐色絨毛。樹冠因分枝多而顯得

枝葉較稀疏。株高4∼6公尺。

．蘇木科

．別名：南洋櫻花、香港櫻花、印度櫻花　 

．英名：Orchid tree, Camel’s foot tree
．學名：Bauhinia variegata

．原產地：印度、馬來西亞及中國大陸南部

著花眾多，群花爭艷，遠望如櫻花般

壯觀，故名南洋櫻花、印度櫻花或香

港櫻花；香港卻稱它為宮粉羊蹄甲。

因花形酷似嘉德麗雅蘭，故又稱「蘭花

樹」。心型、先端內凹的葉片，像極了

羊的偶蹄，故名「羊蹄甲」。白天，葉

子如蝴蝶般張開，晚上葉片中肋兩面

↑樹皮有明顯之不規則

裂紋、白色網紋，樹

幹觸摸尚光滑平順

↓辨識重點：花常盛開於落葉之後，此際全是花朵，3∼
4月的盛花期，也正好是落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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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合在一起，仿如睡覺般。在鄉間，

羊蹄甲常會有毒蛇攀附其上，在樹下

嘻戲遊玩之時，須留心。

耐濕、耐旱、抗風，抗空氣污染，

生長快速，年平均胸徑生長0.6∼1.39

公分，幼苗生長更迅速，第2年便能開

花。生性強健。容易移植，春季移植

最佳。對土壤選擇不嚴，只要黏性不

強之排水良好、砂質壤土或壤土均能

生長，若土質肥沃又濕潤則生長更旺

盛。喜日照充足處，但羊蹄甲較本屬

其他植物耐陰些，也可栽植於半日照

葉長6∼8公分、寬8∼12公分，葉柄長3∼5公分。葉端往內裂開至葉片

長度的1/3，基部呈心形。葉面光滑，葉背的葉脈上被短毛。薄革質，質地

較洋紫荊稍厚實，葉面灰綠色，有托葉，早落。

處，但全日照處生長最佳。喜溫暖濕潤

之環境，性喜高溫耐熱，生育適溫22

∼30℃，較艷紫荊耐寒些，適臺灣低

海拔地區種植。冬天氣候溫和、乾燥，

將刺激翌年開花更旺盛。春、夏為生

育旺季須多澆水，每季至少施肥一次，

病蟲害少見。萌芽力特強，耐強剪，

在花期過後可整枝修剪，促生出健壯

的新枝，利於翌年開花。若植株老化，

應施予強剪更新之。繁殖用播種法，

春至夏為適期。

↑單葉互生，枝條會隨節

處略彎曲

↑有掌狀脈11∼13條，從葉的基部呈放射

狀而出，葉基連柄處具深綠色小斑塊，

柄端肥大

↑辨識重點：葉片呈闊心形、腎形或馬蹄形，

葉兩端凹入，全緣，葉裂端較圓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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莢果有長柄及銳尖嘴，長

15∼30公分，寬約2.5公分，

成熟時呈赤褐色，會裂開散

放種子，結果不多，此莢果

尚青嫩，帶紫斑。

花具香氣。兩性花，花瓣倒卵、匙

形，基部變狹為瓣柄，5枚分離，排列

略不整齊，有葯雄蕊5∼6枚，雌蕊1

枚，易自花授粉。花朵初開呈淡紅，後

漸變為紫紅色，因此一群花朵可見到

多變化之色彩，由淡粉、桃紅、紅粉至

紫粉色皆有。5花瓣中之位於中央上方

者，獨具深紫紅色斑塊與放射條紋，花

萼圓筒狀未裂成多片。↑短總狀或繖房花

序腋生，花冠徑

7∼8公分，5雄

蕊，長短不一

←花苞具絨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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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植物比較：艷紫荊、洋紫荊與羊蹄甲 

目前在臺灣平地最常見的羊蹄甲屬之小喬木就是這3種，洋紫荊之數量稍少，其他2
者從北到南普遍可見。葉形類似，都是兩端凹入，但是要仔細區分也並不困難。

項目 艷紫荊 洋紫荊 羊蹄甲

生長習性 常綠性 半落葉，冬天枝葉稍稀疏 3∼4月葉片可能會全落光

株高（公尺） 6∼10，植株較高大 5∼8 4∼6，植株最低矮

花色 艷紫紅，花色最深 粉白，花色最淺 桃紅

花期 多次盛花期 11∼12月 3∼4月

花序 總狀，腋生或頂生 繖房，腋生或頂生 短總狀或繖房，腋生

花瓣形狀 倒長卵形 倒闊披針形 倒卵、匙形，基部變狹為瓣柄

雄蕊數 5 3∼4 5∼6

花冠（公分） 12∼15，花最大 7∼10 6∼8，花較小 

葉端裂/全長比 1/3至1/4 1/2至1/3 1/3

葉長（公分） 8∼15，葉片最大 7∼10 6∼8，葉片較小

葉寬（公分） 10∼15 6∼8 8∼12

葉長寬比 葉長、葉寬近似 葉長>葉寬 葉寬>葉長

葉色 藍綠 黃綠 綠

葉片 略彎摺 彎摺明顯 平展

莢果 未見 最常見 數量少

枝條
頗長，枝略下垂至枝

端上昇
下垂狀 斜上昇或水平伸展

小結：

1.  在11∼12月開花，花色較粉白的是洋紫荊，花色艷紅的是艷紫荊。

2.  在3∼4月全樹甚至沒有葉片，開滿了粉紅花的是羊蹄甲。

3.  一年有多次開出艷紅之碩大花朵，因此除了3∼4月以及11∼12月，仍能見花的就

是艷紫荊。

4.  葉片可以長到15公分或更大者，多是艷紫荊。葉片較小約10公分上下，葉片裂端

圓形的是羊蹄甲，裂端較銳尖的是洋紫荊。

5.  花朵之雄蕊數，洋紫荊是3∼4枚，長短較一致；艷紫荊是5枚，3長2短；羊蹄甲5

∼6枚，2長3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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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哇旃那

生性強健，成長迅速。為熱帶

植物，性喜高溫，生育適溫約23∼

30℃。氣溫會影響開花狀況，在高溫、

多濕、強光之屏東，花開得非常耀眼，

滿樹都是亮麗的花簇，花多而密，並

呈現多種色彩，五彩繽紛，觀花性極

高；但在臺中卻可能只有稀疏的花。

因此更適合種植在臺灣南部，越熱、

越陽光之處，本省中、南部如中山高

落葉喬木，株高

約8∼12公尺，或可

高達20公尺。枝條

頗長，橫展、呈彎

垂狀，但至枝梢又

上揚。樹幹與枝條

常著生許多針刺，

幼年期較明顯。

速公路之嘉義、新營交流道，生育開

花均良好。日照充足則生育旺盛，炎

陽強光亦無妨。

栽植土壤以肥厚、排水良好之壤

土或砂質壤土為佳。定植時宜預埋基

肥，生長期間至少每季追肥一次。若

樹冠型態差，花期過後宜修剪整枝，

切忌於春季修剪，因花開在成熟枝條，

若修剪過度，當年開花必受影響。冬

季須溫暖、避風，忌酷寒又潮濕。可

播種繁殖，春季為適期，發芽適溫約

25℃。

．蘇木科

．別名：爪哇決明　 

．英名：Apple-blossom shower, Pink shower
．學名：Cassia javanica

．原產地：馬來西亞、爪哇、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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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5∼7月)開花。花序長5∼15

公分，花梗暗紅色。雄蕊3枚，花萼

5枚、棗紅色。具清香，花沿枝條密

生成簇。

花後會結果，果熟呈黑褐色，莢

果不開裂，長20∼60公分，果實外

形類似阿勃勒的莢果，圓筒狀似長

臘腸。不同的是阿勃勒的果莢內有

像柏油般的黑色黏膠，且具惡臭，

爪哇旃那的紅褐色隔室沒有黏膠。

種子扁圓、橢圓形。

←總狀或繖房花序，花冠徑

3∼5公分，5單瓣

↓辨識重點：花色由開至謝

會改變，花群中從白、粉

至紅色的花朵都有，花苞

時色深，授粉時暗紅色，

且有淡色（粉紅、粉白）

斑塊。

大葉互生，小葉對生，一回偶數羽狀複葉，小葉10∼15對，羽葉長20∼30公分。有

半圓形、耳狀托葉。葉為長橢圓形，葉端鈍，葉基鈍或截形，全緣，葉正、背面均平

滑，革質，羽狀側脈10對，葉正面為濃綠色，背面綠色。小葉

柄長0.3∼0.5公分，小葉長3∼6公分、寬1.5∼3公分。

滑，革質，羽狀側脈10對，葉正面為濃綠色，背面綠色。小葉

柄長0.3∼0.5公分，小葉長3∼6公分、寬1.5∼3公分。

托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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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旃那

為「爪哇旃那」和「阿勃勒」之雜

交種，集兩方優點於一身，頗具觀花

．蘇木科　 

．英名：Rainbow shower tree
．學名：Cassia javanica x C. fistula

．原產地：夏威夷

項目 彩虹旃那 爪哇旃那 阿勃勒

羽狀複葉之小葉對數 6∼8 10∼15 4∼8

葉長（公分） 6∼10 3∼6 10∼15

葉寬（公分） 3.5∼5 1.5∼3 4∼7

羽狀側脈數 10∼18 10 10∼15

花色 黃、粉至紅色 白、粉至紅色 黃色

花冠徑（公分） 6∼8 3∼5 3∼4

類似植物比較：彩虹旃那、爪哇旃那與阿勃勒

葉形與其葉脈頗類似阿勃勒，只是小葉數以及葉片之大小則介於爪哇旃那與阿勃勒2
者之間，花朵最大，花色黃、粉、紅交雜。

↓常綠喬木，樹冠開展，此處位於中正大學

價值。彩虹旃那是夏威夷火奴魯島上

美麗的地標植物，不結果，無法播種

繁殖，僅能以嫁接或壓條方式繁殖，

繁殖較受限制，推廣速度慢，臺灣栽

植數量不多。

←嫁接由樹

幹就看得

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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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正、背面均平滑，革質，小

葉柄長0.3公分，小葉長6∼10公

分、寬3.5∼5公分。大葉互生，

一回偶數羽狀複葉，羽葉長30∼

50公分，總柄長2∼10公分，小

葉約6∼8對，大小略有差異，頂

小葉較大，漸漸變小。

↑幾乎光滑無毛，

僅新嫩葉與小葉

柄具毛、色淺綠

←葉為長橢圓形，葉

端鈍，葉基鈍圓或

截形，全緣，葉背

可見羽狀側脈約10
∼18對、色淺綠

→葉正面為綠色

←小葉對生，莖枝

綠色光滑無毛

←具4∼5片花萼，淺綠色

帶粉，長0.7公分、寬

0.5公分

→ 有淺綠色短瓣柄，長僅0.2
公分。花中心有一綠色彎

鉤、狀似花蕊，長4公分，

卻不具功用，因此不會結果
↑外側之每片花瓣色彩不完全相同，淺黃為底

色，帶不規則的粉紅至紅色之斑塊

夏天(3∼8月)開花。花具清香。花徑6∼8公

分，兩側對稱。花瓣內面淺黃粉色，5單瓣，

大小不一，卵形至橢圓形，長2.5∼3公分、寬

2∼2.5公分，瓣端圓形。

→花苞粉紅色 ↑辨識重點：花群中從黃、粉至紅色的花

色都有，總狀花序長30公分，小花梗長

4∼6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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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木

現於熱帶地區廣泛栽培，在臺灣

中南部普遍種植，到了夏天，盛花時

會燒紅半邊天，臺北市也種植，但很

少呈現盛花景象。臺灣民眾少有人對

它感到陌生，因為開花時實在太引人

注目了。在人們印象中，鳳凰木最容

易聯想到的就是畢業，「鳳凰花開，驪

歌初唱」，每年鳳凰花開之時，也是校

園驪歌響起時分，6月特別引人注目，

．蘇木科

．別名：火燄樹、火樹、森之炎　 

．英名：Flame tree, Flame of the forest
．學名：Delonix regia

．原產地：馬達加斯加

如大傘的樹冠添上了鮮艷奪目的紅花，

彷彿著火一般。相傳從前有一位航海

家，到達馬達加斯加時，見到森林中鳳

凰木開花景象，竟驚呼森林大火，故

鳳凰木又稱為「火燄樹」（Flame of the 

forest）。在加勒比島上的土著稱莢果為

女人舌頭，其莢果已乾燥卻未開裂前

搖晃之，種子在其中晃動會發出撞擊

聲音，彷彿眾女人的呱噪聲，另可做

孩童樂器。彎刀般的成熟果莢，也常

成為孩子們手中大戰三百回合的刀劍。

為適應熱帶地區的多雨、驟雨，

而導致土壤鬆軟，根系不易穩固立地

→ 大型植槽也遭

破壞

→ 幹面尚光滑，

少 有 明 顯 凹

凸，樹皮略粗

糙，淺灰褐色

↑樹冠可達25公尺之大 型樹冠，在夏天是一把

非常大的遮陽傘，提供廣大的遮陰面，因此

須要種植在枝條可充分伸展的空間

←老樹極易

形成板根

落葉中∼大喬木，株高8∼25公尺，

在臺灣冬天葉片會落光光，僅剩光禿的

枝椏，但種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冬天較

乾旱，氣溫也較高，就變成半落葉樹。

寬闊的傘形樹冠，道路兩旁種植易相接

形成綠色隧道。枝葉繁茂，枝條下垂。

4月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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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況，樹幹基部演化出板根的構造，

板根是熱帶雨林植物的外觀特徵之

一，可以讓植物屹立不搖。枝脆不耐

風、易折枝，強風後易見滿地的果莢

與斷枝。

花為銀紋淡黃蝶之蜜源植物，葉

為黃蝶屬蝴蝶之食草。鳳凰木樹下須

慎防臺灣黃毒蛾幼蟲掉落身上，因其

刺毛含有毒物質，觸及皮膚會造成紅

腫、刺癢與疼痛現象。花與莢果內的

種子有毒，小孩誤食中毒後有頭暈、

流口水、腹脹、腹痛、下痢等症狀。

生性強健，抗旱，耐熱，抗污染。

生長快速，一年生苗可高達1公尺。

多以播種法繁殖，種子採後可儲藏1

年，但新鮮種子萌芽力高，春至夏季

為播種適期，因種皮堅硬，播種前先

浸泡溫水6∼12小時，使其充分吸水，

可提高發芽率。幼苗至開花約須5∼8

年。

以濕潤、排水良好之肥沃的砂質

壤土或壤土栽培為佳，酸鹼不拘。可

生長於海拔800公尺以下地區，性喜高

溫，生育適溫約23∼30℃，耐寒性差，

7℃以下會造成寒害。喜向陽、日照強

之溫暖處，在氣溫越高、光線越強之

處，開花越漂亮。

←2回偶數羽狀複葉，羽

葉總長60∼90公分

→有數枚羽葉般之托葉，

著生於莖節處

←辨識重點：羽葉中軸有

凹溝，注意小羽片與羽

葉中軸相接處

↑辨識重點：羽

葉之小葉著生

處似有關節

狀似羽毛之羽葉在枝條上互生，羽

片對生，小葉對生。羽片10∼25對，

羽片上有小葉20∼40對。一片羽葉最

多可能有2000多枚小葉片。葉為長橢

圓形，葉端圓鈍，葉基略鈍歪，全緣，

葉面平滑無毛，薄紙質，葉脈僅中肋明

顯，葉面綠色，背淺綠。小葉無柄，總

柄基肥大，羽片基部肥大。小葉長0.5

∼0.8公分、寬0.2∼0.2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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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開花前，果實已完全成熟，並自

動開裂為2片，果莢與種子掉落滿地，

堅硬木質莢果，扁平，邊緣厚，略彎，

熟呈深褐色。種子多數(約40∼50粒)，

堅硬富光澤。

新葉與花朵均在初夏出現，花兩性，略不

整齊，2側對生，5分離花瓣，花冠徑7∼10公

分，花瓣長7公分，有長瓣柄，瓣緣波浪狀，花

色呈橘黃至鮮紅，中央之一片花瓣直立向上，

稍大形，色彩較特殊，有黃白色斑攙雜。

↑花朵聚生成總狀或

圓錐花序

↓萼肉質，5深裂，鑷合狀排列，大小相

同，花萼腹面深紅色，背面綠色。暗紅

雄蕊10枚，長短各異

↓5∼6月為盛花期，群花紅透半邊天

↓鋪滿落花的地面，快成紅地毯了

↓5匙形花瓣、花

冠兩側對稱

萼

→種子長橢圓形，長

約2公分，寬0.6∼
0.8公分，深褐色

具灰色斑紋
↑如長刀劍般的莢果，長40∼60公分、寬4∼5公分，

果熟期10月，但至翌年開花時仍可能懸掛枝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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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植物比較：鳳凰木與黃蝴蝶

都是2回羽狀複葉，花色、花型類似，其間差異如下： 

←葉軸無褐色毛

的是鳳凰木

→葉軸密布紅褐

色氈毛的是盾

柱木

黃蝴蝶是灌木，鳳凰木是喬木

類似植物比較：鳳凰木與盾柱木

都是喬木，2回羽狀複葉，葉形類似，盾柱木葉片較大，不開花時，如何分辨？

↑鳳凰木↑黃蝴蝶

↑鳳凰木↑黃蝴蝶

黃蝴蝶小葉片較大、但葉數少；鳳凰木小葉片細小、但數多

黃蝴蝶花朵較小，花蕊較長；鳳凰木花朵大，花蕊較短

↑鳳凰木↑黃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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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歡

臺灣本島分布於海拔1,800公尺以

下山地，中央山脈尚可看到其野生植

株，但數量已不多。黃昏日落之時，

羽狀複葉就趕早要去睡覺了，花朵像

是女士用來撲粉用的「粉撲」，許多纖

絲般的雄蕊，帶著些許的粉紅，如沾

上腮紅般，十分動人。樹冠相當開闊，

入夏之後於其綠蔭下，格外清涼舒適。

羽狀複葉晝開夜合、動作不斷，夏日

粉紅色絨花吐艷，點綴大地更加美麗。

「合歡」之名是因為大風吹拂下，

柔軟枝條會糾纏在一起，像極擁抱狀。

花具香氣，並會吸引蜂鳥，是臺灣白

紋鳳蝶、荷氏黃蝶、臺灣黃蝶等之食

草。生長快速，枝條每年至少長90公

分。在美國（如佛羅里達州與加州）引

進此植物後，雖美化了市容，卻發現

其優勢性強，且具自播性，已被視為

一入侵性極強的樹種，會破壞當地之

自然生態。枝葉並非十分茂密，其下

之草地有生長機會，不致光禿一片。

尚耐風，因樹冠不會很大，受風面小。

適應環境能力強，成樹容忍乾旱，壽

命不長。

喜溫暖、濕潤和陽光充足環境。

落葉小喬木，直至晚春才會展露新嫩

葉。株高與冠幅多6∼9公尺。小枝光滑

無毛，具稜角，幼樹皮光滑，老樹皮粗

糙、色灰。主幹直立，分枝頗多，枝條

橫斜伸展，彎垂狀頗優美，扁平之傘形

樹冠。

．含羞草科

．別名：絨花樹，夜合樹、闊莢合歡、大合歡　 

．英名：Silk tree, Albizzia
．學名：Albizia julibrissin

．原產地：熱帶亞洲南部、澳洲，中國、日本

最好栽植於全日照之直射陽光處，也可

容忍半陰。耐熱，夏天高熱處表現佳。

對土壤不挑剔，宜在排水良好、肥沃

土壤中生長，耐瘠薄，容忍高pH值土

壤及鹽性土。育苗期及時修剪側枝，

使主幹通直。移植容易，宜在萌芽前

進行，移植大樹應設支架，以防風倒。

主要用播種繁殖，10月果莢成熟

可採種，貯藏至翌春才播。堅硬種皮

須先刻傷，或浸泡於硫酸、熱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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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其發芽。如先用60℃熱水浸泡，每

天換水1次，第3天取出種子，保濕催

芽1周後才播，約5∼7天發芽。

採嫩葉洗淨，先用沸水燙去異味，

再行煮食或炒食。或將嫩葉曬乾後，

隨時取出煮食，滋味更佳，亦可泡茶。

植株可作造紙原料。木材質堅耐久，

多用於製傢俱。樹皮可入藥，有解鬱，

寧心，健脾胃，消腫，止痛，殺蟲，

止咳之效。

←辨識重點：小葉片鐮刀狀長方形或長歪

橢圓形

小葉片對生，小羽片亦對生，羽片

10∼20對，小葉10∼30對。羽片長50

公分，小羽片長15公分，小葉片長0.6

∼1.3公分，寬0.2∼0.3公分。

小葉與小羽片均無柄，羽葉之

總柄長5∼10公分，柄上有1

杯形腺體，托葉線披針形。

葉軸與中肋都著生毛茸，夜

間各小葉自然閉合。

莢果扁長橢圓形、帶狀，長8∼17公

分、寬1.2∼2.5公分，光滑無毛，淡褐

色至黃褐色，先端具突尖，果熟期8∼

11月。果內藏種子5∼12粒，橢圓形而

扁平，褐色。

小葉與小羽片均無柄，羽葉之

葉軸與中肋都著生毛茸，夜

↑辨識重點：葉背青白色著生毛茸，葉基

楔形至截形，葉中肋兩側極不對稱，葉

端短尖形，全緣而具緣毛

↑偶數2回羽狀複

葉，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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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期夏季(5月中旬∼8月)，常1∼2個花序聚生於葉腋或枝梢，每花序約有20朵小花，

小花無梗，花序具長軸，總花梗被毛。花冠漏斗狀，長0.6公分，被柔毛，先端5裂，裂

片三角狀、長橢圓或卵形，外被毛茸。花萼筒狀、漏斗形，長約0.2公分，先端淺5齒

裂，被柔毛。花絲長2∼3.5公分。子房上位，花柱約與花絲等長，柱頭圓柱形。

↓頭狀花序，冠幅15公分

↑雄蕊多數，基部合生，花絲細長、直挺而出，花絲下部白色、上端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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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於1903年由南洋引入。每當

太陽下山之時，其葉片細胞開始吸收

四周蒸發出來的水分，葉子自行慢慢

縮卷下垂而閉合，仿如進入夢鄉睡著

了；翌日葉片會重新展開，而前一夜

晚葉片間所積存的水，便會像落雨般

灑下，因此又名雨樹（Rain tree），乃

因它會下雨之故。另也因為它會預報

氣象，下雨前羽狀複葉會自動閉合，

可藉由葉片的閉垂現象，來預測下雨，

至於在下雨前葉片會閉合，可能是下

雨前空氣溼度以及氣溫改變，葉片感

應所致。

在開闊道路之寬敞的綠帶上，種

植成列的雨豆樹，傘蓋般的優美樹型

加上茂密枝葉，將形成雄偉、陰涼的

綠色隧道，為理想之熱帶遮陰樹。

發育旺盛，生長快速，生性極強

健，耐乾旱，根系發達，但不耐風，

．含羞草科　 

．英名：Rain tree
．學名：Samanea saman

．原產地：熱帶美洲與西印度群島

→樹冠擴展呈大傘形，枝葉

茂密，遮蔭效果特佳。在

新加坡當行道樹，種植數

量非常多，在寬闊的道路

上形成綠色隧道

↓樹幹表面有縱裂深溝

←降雨前葉片會自行閉合，

故英名為 rain tree

落葉大喬木，冬季(1∼2

月間)會大量落葉。樹木高大

雄偉，株高可達25公尺，枝葉開

展，冠幅可達20公尺，胸徑可達1公尺。

小枝密被絨毛。樹皮粗糙而有龜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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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風來時易折枝，以避風而土層深厚

之地栽植為理想。木材堅重，耐磨耐

腐，為傢俱、雕刻良材。繁殖以播種

為主，春季（3∼4月）為適期。

性喜高溫多濕，生育適溫22∼

30℃，不耐寒。種在臺灣北部沒有中

南部長得好。陽性樹，須全日照。栽

大羽葉互生，葉革質，有托葉。小葉

長4.5公分、寬2∼2.5公分。

↑小羽片對生，小葉對生，小羽軸基部粗肥

↓葉軸上有毛茸，葉片閉合時小葉柄呈彎曲狀

培以壤土為佳，黏質土可使根系穩固，

且使其耐寒力強化。春至夏季為生育旺

期，幼樹其水分、肥料之供應要充足。

成長快速，冬季落葉後可整枝修剪，

以維持樹型美觀，整姿以自然樹型為

主，剪除枯枝以及密生之冗枝即可。

小羽軸

↑側小葉為平形四邊形，對角線為其中肋，葉

端鈍，有芒尖，葉基歪，小葉無柄，葉背面

為綠色，有絨毛，羽狀側脈8∼10對，全緣

→2回偶數羽狀複

葉，小葉 3∼ 8
對，羽片2∼5對

→此為頂小葉之葉面，

呈歪卵狀長橢圓形，

與側小葉之平形四邊

形不同。葉面平滑、

色濃綠、富光澤

木質莢果，扁厚之長帶狀。無柄，

直出、略彎曲，面光滑、粗糙質感，厚

緣。乾熟時淺褐至黑色。長15∼20公

分、寬1.8∼2.5公分。果熟期7∼8月，

搖晃有種子撞擊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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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植物比較：大葉合歡與雨豆樹

都是2回羽葉，小葉基歪斜，葉片都有睡眠運動，只針對葉片如何分辨：

花冠形似粉撲，長1.7公分，淡黃色，被

絲狀長絨毛，花冠筒狀、合瓣5裂。

↑花絲細長，長3公分，花絲上部色

紅、下方粉白色，花絲基部合生

←球形頭狀花序，頂生或腋出，

花序徑5∼6公分，總梗長10
∼12.5公分

↑盛花期5∼6月

項目 大葉合歡 雨豆樹

羽片對數 3∼4 2∼7

小葉對數 5∼10 3∼8

小葉形 長方形或長橢圓形 歪卵、歪橢圓或平形四邊形等多種

羽軸 一般 粗肥

同一小羽片上之各葉片大小 較一致 循序漸變、由大到小

同一大羽片上之各小羽片大小 較一致 循序漸變、由大到小

辨識重點：

→雨豆樹之2回偶

數羽狀複葉之羽

片與小葉片由大

到小、循序漸變

→雨豆樹有類似平形四邊

形之葉形，葉基歪斜

↓大葉合歡之小葉為

長方形或長橢圓形

→大葉合歡之2回偶數

羽狀複葉之小葉片

大小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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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花形狀似一把熊熊火炬，且

又有刺，故名之。生長快速，枝條強

壯結實，伸展方式較隨意，因此樹型

多不整齊。本屬植物中較可以種在海

岸地帶者，在海邊少有如此能開出艷

光四射之漂亮花朵的植物，亦適河岸

邊栽植。紅色種子對人與動物都是有

毒的。耐熱性強，卻不耐寒，適合熱

火炬刺桐
．蝶形花科

．別名：象牙紅 

．英名：Kaffirbloom coral tree, Lucky bean tree
．學名：Erythrina caffra

．原產地：南非 帶地區。性喜高溫，生育適溫約23∼

32℃。屬陽性植物，栽培宜全陽之日

照充足處。栽培土質不拘，耐瘠，以

土層深厚、地勢高

燥、排水良好、

肥沃之砂質壤土

生育最佳。可用

扦插法繁殖，春

季為適期。

落葉小喬木，枝條多橫向伸展，

分枝有時頗接近地面，因此植株多

矮小，株高多3∼5公尺，成熟植株

可高達12公尺。枝條橫展形成之樹

冠呈扁平狀，冠幅常大於株高。若

主幹直立，則會形成圓型之樹冠。

新枝上多有銳刺，老枝較無刺。

↑

幼樹幹面有刺

↑ 1月時葉片會落光

光，春天來臨，

葉片尚未發出前

即先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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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端銳，葉基呈楔形或截形，全緣或波狀，葉正、背面均平滑，紙質，葉基有掌狀

3出脈，羽狀側脈6∼8對，葉正面濃綠色，富有光澤，背面綠色，小葉柄長0.5∼0.6

公分，基部有腺體一對，具托葉。小葉長8∼15公分、寬6∼18公分。新葉之葉軸背有

刺。

← 大葉互生，小葉對

生，一回奇數羽狀

複葉，小葉3片，

葉為闊卵菱形

春季(3∼5月)開花，老葉尚未落盡，花

朵已綻放，總狀或圓錐花序頂生，小花環

繞花軸一圈呈螺旋狀排列，花初開時斜伸

向上，花謝時則漸轉下垂。半木質化莢果

長10公分。

→花冠徑0.5∼0.7公分，5單瓣，花

色鮮紅，凋落時會轉成紫紅色，蝶

形花冠之旗瓣呈細長彎管狀似象

牙，花絲從花冠中微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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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刺桐

生性強健，花會分泌許多花蜜吸

引鳥類來吸食，如綠繡眼、烏頭翁等。

對於土質選擇不嚴，只要排水良好，

全日照或半日照之地均可栽植，但陽

光充沛之溫暖處，花開得好，花期長

且花數多。適熱帶、亞熱帶環境，臺

灣南北之平地至海拔500公尺以下均

適宜。因未見結果，只能用扦插法繁

殖，生長快速，1年生苗即可能開花。

樹皮含龍芽花素，可為麻醉、止痛及

鎮靜劑。

因花期特別長，乃臺灣各地刺桐

屬植物中，栽種數量較多者，適合於

校園、公園或做行道樹。

．蝶形花科

．別名：龍牙花　 

．英名：Coral bean tree, Coral tree
．學名：Erythrina corallodendron

．原產地：熱帶美洲

↓落葉小喬木或大灌木，

株高3∼5公尺。樹幹

易歪斜不正，新枝光滑

綠色，全株無毛，多處

長有尖突刺

↑老樹幹面頗粗

糙、茶褐色、

有縱裂紋

↑辨識重點：雄蕊10枚，9枚成

束，另1枚離生，特稱為「2
體雄蕊」，成束之雄蕊突出花

瓣外。是刺桐屬植物中小花間

較分離，每一花序之小花數最

多，且花序最長者

開花期4∼10月，花期頗長，自春至秋常見開

花，僅冬天較無花，頂生總狀花序，小花由花序下

端向上陸續開放。花序長40∼60公分，小花彼此間

較分離，聚生於斜伸向上之總花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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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形花冠之旗瓣呈闊披針形直出，中央向內

摺合，整體呈長彎管狀，線狀長橢圓形

花冠徑0.8公分，花暗紅色、5

瓣，最明顯的乃是最長、且位於

最外側的「旗瓣」，側看有如彎

刀狀，將內側之2枚「翼瓣」包

於其內。萼鐘形，邊緣具有不整

齊且不明顯之齒牙。臺灣極少結

果，莢果長約10公分，於種子間

縊縮而稍呈念珠狀。種子緋紅，

另具1黑色小點，可供賞玩。

↑小花3朵著生一處

羽葉互生，小葉長6∼11公分、寬3∼7公

分，小葉柄長0.5公分。羽葉之長總柄上有倒

刺，葉多處具刺。葉正、背面均平滑，葉面濃

綠色。有線形托葉，易早落。厚紙質葉，羽狀

側脈4∼6對，此為頂小葉之葉面，葉為長卵

菱形，葉端漸尖，葉基楔形，全緣。

↑總柄上有倒刺

↑小葉柄粗短，

柄基部有一對

突疣般腺體

↑

葉背淺綠色，

葉軸多刺

↑葉背中肋有倒刺

↑辨識重點：小葉對生，一回奇

數羽狀複葉，小葉3片，即所

謂的3出複葉，卵菱形葉之葉

長多大於葉寬。頂小葉片最

大，另2小葉片較小，葉背之

中肋與羽葉中軸帶紅色

小葉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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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冠刺桐

會結果，可用播種、扦插或高壓

法繁殖，種子發芽容易，種播繁殖成

功率高；或採尚嫩綠的枝條扦插。實

生幼苗帶刺，但無性繁殖苗則無刺。

耐修剪，萌芽力中等。寒冬低溫過後，

若植株葉片落盡，地上部可能狀似枯

死，但只要根部之土壤不是完全乾燥，

保持適當濕潤，到翌春溫度升高，在

水份滋潤下，剪去完全枯死之莖枝，

幹基會迅速萌發新嫩枝。種在陽光充

沛、直射光之全日照並溫暖處，花開

得好，花期長、花數亦多。3∼4℃以

下生長停頓，耐寒性尚佳，較刺桐耐

寒些。種植時間越長，越耐乾旱。

．蝶形花科 

．英名：Cockspur coral tree, Cry-baby tree
．學名：Erythrina crista-galli

．原產地：巴西

↓落葉小喬木，株高

與冠幅約5∼8公
尺。常易形成多

幹，幹略歪斜，樹

型頗不規整，幹上

有刺，小枝亦具稀

疏短鉤刺

→嫩枝梢被毛茸

←老幹樹皮有

縱溝裂、暗

灰色

莢果熟呈木質化、褐色，長10∼

30公分，念珠狀，果內有黑褐色之

種子，1.5公分長、1公分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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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短小(長0.5公分)葉
柄，柄基具一對腺體

←葉基有一對

披針形托葉

↓羽葉之2小葉著生

處有一對腺體

↑葉為長卵形至橢圓形，葉長7∼
12公分、寬3∼5公分，此為葉面

←一回3出複葉，小葉對生

葉柄及葉軸背具稀疏短

鉤刺，葉片革質。

↑此為葉背，與葉面

顏色差異不多

腺體

↑花期4∼7月，5月為盛花期，甚至秋天也可能開花

旗瓣

→頂生或腋生之總狀花

序，長30∼45公分，花

軸端之小花最後綻放。

萼鐘形，先端淺裂，粉

紅色漸轉橙紅色

←花冠橙紅色，5瓣，旗瓣倒闊卵

形、匙狀，與龍骨瓣等長，寬3公
分、長5公分，除旗瓣外，其餘花

瓣幾乎形成一束，翼瓣發育不完全

← 蝶形花之旗瓣

紅色、形大、完

全外翻，狀如雞

冠，故名雞冠刺

桐，雄蕊之花葯

黃色，外露

http://www.morningstar.com.tw/bookcomment-2.aspx?BOKNO=0129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