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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都會、公園、工廠或居家營造環境林、
行道樹或環境綠美化的工作，除了要先了解
該地的環境特色及限制，並應先了解所欲栽
植的植物所生長之自然環境特性、植物的生
育特性、園藝特性、美學理論、植栽配置技
術與植栽的管理，才可達到全面綠化美化之
效果。因此環境綠美化是結合生態學、育林
學、樹木學、園林美學等學科之綜合技術。 

在以往的環境綠美化所選擇的樹種，大
多側重於花色較美的外來種類，對於生長特
性較不了解的原生植物，都較少開發使用，
因此原生植物之選用，可增加目前綠美化植
物的多樣性，同時能讓更多具抗病及抗蟲的
原生植物加入綠美化的行列。  

二、何謂原生植物 

原生植物（Original plant）的定義特
指某一地區當地原有的植物，因此也稱為野
生之本地植物（Local plant）或鄉土植物，
這裡所指的地區一般皆指有明顯範圍的區
域；雖然宜蘭地區也有本身土生土長的原生
植物，但由於區域較小，同時這些植物大部
份也分布於台灣的其他地區，或臨近縣市分
布的植物也大部份可以在宜蘭生長，因此本
文所稱之原生植物並不限定只有生長在宜蘭
的，而是擴大範圍，特指生長在台灣地區（含
澎湖、金門、蘭嶼、綠島及台灣本島）；但也
可以在宜蘭地區生長的植物。 

這些原生植物由於屬於當地生長的植
物，可以在自然狀態下自行繁殖，在長期的
演化下對當地的抗病及抗蟲效果較好，又由
於這些植物各偏好於不同的演替階段，有些
屬於陽性植物，有些屬於陰性植物，因此在
不同的人工栽植環境下可有許多不同的選
擇，在大量使用外來種做為環境綠美化素材
的現況下，多使用當地的原生種植物除可增
加對病蟲害之抵抗外，並可增添都會及居家
附近物種的多樣性。 

三、環境與木本植物之生長 

植物的生長受到環境的影響，這些環境
因子舉凡氣候因子、土壤因子、地形因子及
生物因子，各植物有不同的生長與生殖適應
範圍，因此在最適合的範圍下通常有最多的
族群或個體數，這些因子影響最大者首推溫
度及降水；因此如果溫度與降水出現明顯的
差異，植物的分布也會出現不同的分布狀
態，例如：需要較潮濕環境的植物，在有明
顯季節乾旱地區則殆不出現；相同的，部份
生長在需要有季節乾旱地區的植物，移到終
年多雨的地區可能就無法開花結果，完成它
的生活史；而溫度對植物的影響也很大，適
合生長在溫度較高的地區若移植到低溫的地
區，則無法生長；反之，適合低溫的植物，
若移至熱帶地區，也會有相同的結果。然而
部份的地區由於地形如凹谷、風衝之山頂或
海島型氣候之霧林帶地區，由於空氣中之濕
度或土中的水分增加，因此有補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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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生長在溪谷的植物反而可以在這些鞍
部、山頂、凹谷或霧林帶中出現。 

至於影響植物生長與分布的第三種因子

則是暴風之干擾，在台灣地區最嚴重的暴風
首推夏季的颱風，由於夏季颱風之影響使得
部份植物只分布於颱風干擾頻度較低之西部
地區或部份的蔽風溪谷，颱風也影響到許多
外來的樹種，抗風力弱及風折後復原力小的
樹種通常並不適合栽植於台灣地區颱風干擾
次數及頻率較高的東部與北部地區。 
（一）台灣的植物地理分布  

台灣地區由於受到冬季東北季風之影
響，加上地形上有 3995m 之中央山脈，在迎
風面形成恆濕的氣候區，而在背風處則形成
夏雨型的氣候區；然而這種變化是漸漸轉移
的，部份氣候區是屬於二者之間。 

其中恆濕的氣候區有東北區（包含宜蘭
縣的蘭陽溪、東北角地區與台北縣、台北市）
與蘭嶼地區；中間轉移型的有西北區（包含
桃園、新竹、苗栗）；東南區（包含屏東縣的
東邊及部份之台東縣）；明顯夏雨型氣候的中
西區（台中、雲林及嘉義部份地區）；西南區
（嘉義、台南、高雄及屏東之部份地區）；及
具有二種氣候型態的東部地區（花蓮及台
東）；由於各區季節性的降雨量不同，部份區
域並在北回歸線以南，氣候較溫暖，因此各
區雖然有相同之物種，但也有該區獨特的種
類；綜合溫度與濕度二因子，台灣北部及南
部氣候的差異，各適合亞熱帶常綠之樹種及
熱帶半落葉之樹種，至於宜蘭地區位於台灣
之北部，較適合亞熱帶常綠之樹種生長。 
（二）宜蘭的生態環境 

本文介紹之栽植植物，特指適合宜蘭地
區，就海拔分帶與地理分區而言，宜蘭位於
台灣東北一隅，環境上有下列的特色：1、氣
候上：夏季有颱風，冬季多雨，由於雨水充
足，因此多湖泊及埤。2、地形上：高山林立，
主要由雪山山脈及中央山脈構成，最高的山
峰為南湖東山（海拔 3632 公尺）。由於海拔
由 0-3632 公尺，因此化育出許多不同的植物
群落（植物社會）。 
（三）宜蘭的植物群落（植物社會） 

海拔分帶上，宜蘭多高山，其山地植群
帶（山地植物社會）由高海拔向下，大致區
分如下： 
 1、3500 至 3600 公尺的高山峰頂或稜線的

高山植群帶（高山寒原） 
 2、海拔約2800到3500公尺的冷杉林帶（冷

杉林）（約為寒帶） 
 3、分布於 1800 至 3000 公尺的鐵杉林與雲

杉林（約為亞寒帶） 
 4、分布於 1800 至 3500 公尺箭竹草原 
 5、分布於海拔 1000 公尺至 1800 公尺中海

拔的櫟林帶（約為溫帶） 
 6、分布於海拔 50 至 700 公尺低海拔的楠

櫧林帶（亞熱帶） 
 7、蘭陽溪口的沼澤地河口生態及平原、海

岸 

四、原生植物在居家綠美化上之應用 

以往有關植物栽培之研究試驗，偏向經
濟植物，一般所謂具美化綠化潛力之原生種
類，其培育資料甚為缺乏或不完整，因此應
自行建立 1、園藝性狀；2、生育特性；3、
種子採收、儲存、處理方法及壽命；4、繁殖
方法及定植技術；5、管理及維護方法等資
料。居家綠美化植物之選擇，應注意 1.葉形
優美、2.樹冠形優美、3.樹形優美、4.花果
優美、5.易於栽植。 

原生植物之栽培應符合”適地適種”之原
則，即符合植物生長的環境；由於台灣地區
的環境在地理上與海拔上可區分成幾個不同
的氣候區及植群帶，因此植物栽培的地點最
好不要離開原生地太遠，此外在宜蘭地區應
考慮生長期間的氣溫、冬季乾燥時期之時間
及颱風的干擾強度，因此應找尋符合宜蘭平
地之原生植物外，若屬於台灣其他氣候區的
植物應至少有栽培一定年限以上的試驗，方
可進行大量栽培，同時各生育隙區及栽培目
的亦應加以考慮，這些原則茲簡述如下： 
1.大致可選擇海岸、平原及楠櫧林帶（亞
熱帶地區），一般分布在海拔 500 公尺以
下，低山地區的木本植物。 

2.山頂、支稜、小稜脊及東北角地區；一
般較可栽植於風衝的地區，如金平氏冬
青、小葉赤楠及奧氏虎皮楠等。 

3.溪谷、山谷及林陰之下層植物，一般可
栽培於大樓旁或建築物北向做綠化用；
如樟科植物。 

4.崩塌地、陡壁及多石之地區；可供假山、
疊石、盆栽、礦場及邊坡之用；如車桑
子、白雞油、無患子及太魯閣櫟等。 

5.河岸地、溼地及沼澤地；一般可供排水
不良或地下水位較高與水庫高低水位間
綠化之用，或供河川綠美化之用；如烏
桕、水柳、台灣赤楊、風箱樹及穗花棋



 
盤腳等。 

6.海岸及沙灘植物；一般可供海邊城鎮之
綠美化用，如苦楝、月橘、魯花樹、黃
心柿、海檬果、水黃皮、刺桐、山欖及
黃槿等。 

以上這些植物之原生環境也應考慮土壤之性
質、耐陰性及耐旱性與容易栽培管理之程度
等。 

五、原生植物之選擇 

原生植物之選擇首先應了解植物的生長
環境，並收集該植物的植群生態學資料，次
則進行栽培實驗及園藝性狀的分類與開發，
同時並應配合家居綠美化之目的，進行苗木
繁殖系統的管理，最後在栽植初期並做好撫
育及後續之維護。  

首先在植群生態學之調查，係配合自然
生態環境、環境限制因子對某一植物社會（植
群型）之影響做區分，並了解該植群型的主
要組成份子並由其內找出可供做綠美化的樹
種。 

次則將這些具有綠美化潛力之木本植物
依其園藝特性，如葉形、樹冠形、花果、樹
形及季節變化等特色加以區分，並依其生育
地區加以歸類，如適合平地地區、海岸、乾
旱或陡坡地區及河灘地；同時並進行小規模
的栽植試驗與栽植在庭園或行道樹的配置試
驗。 

當原生樹種栽植試驗與庭園之開發時，
應注意其生理生態學的反應，這些反應，諸
如芽之變化、樹形之改變等生長習性之改變
及都市環境下逆境生理之反應。 

一旦完成以上之研究，即可將原生植物
依其繁殖的特性由有性之種苗或無性的插條
苗進行容器苗培育，並進行現場之栽植，在
栽植的管理上，初期仍應除草、施肥及灌溉，
而後期仍應不定期之維護管理；由於原生植
物之生長、栽植管理資料仍然缺乏，因此在
栽植管理時，仍應定期的進行觀察與記錄。 

六、宜蘭地區值得開發之原生植物 

經過去之植物調查與部份標本園或部
份地區原生植物之整理，將宜蘭地區具栽植
潛力之綠美化原生木本植物，依外觀喬木、
灌木等生長型列出，其中部份之木本植物已
在園林、遊樂區及居家使用，或部份已充做
行道樹栽植。 

在喬木的植栽上，樟樹、烏桕、台灣欒樹、

烏心石、榕樹、重陽木、大葉山欖、山櫻花、
大頭茶、大葉竹柏、台灣肖楠、厚皮香、欖
仁樹、海檬果、白雞油、楓香、竹柏及青楓
等，已有被栽植為行道樹及大面積之園林
樹，部份的樹種如青剛櫟、猪腳楠、珊瑚樹、
蘭嶼肉桂、鐵冬青、山黃麻、朴樹、金平氏
冬青、森氏紅淡比、山菜豆、高士佛赤楠、
山黃梔、楊梅、澀葉榕及港口木荷、刺桐、
台灣赤楊、象牙樹、水柳、山枇杷、楊梅、
大冇榕、樹杞、鐵冬青、台灣海棗、九芎、
台灣赤楊、楊梅、白肉榕、穗花棋盤腳樹、
大葉楠、苦楝、大葉赤榕、杜英、台灣櫸、
榔榆等，有栽植在部份之遊樂區，如武荖坑
遊樂區、北關公園、圓山公園、中山公園、
羅東運動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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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其他值得栽植者有太魯閣櫟、十子

木、台灣赤楠、冇樟、軟毛柿、黑星櫻、黃
肉樹、烏來柯、柳葉柯、香桂、鹿皮斑木薑
子、金斗椆、台灣黃杉、山猪肉、榔榆、台
灣梣、黃心柿、台灣海棗、魯花樹及水柳等。 

灌木與藤本已被使用於園林、遊樂區、
行道樹及海邊地區，栽植者有蘭嶼羅漢松、
海桐、木槿、苦林盤、草海桐、月橘、日本
女貞、厚葉石斑木、臭娘子、台東火刺木、
薜荔及地錦等。在庭園或遊憩區中偶而出現
者有台灣海桐、楓港柿、小葉厚殼樹、椬梧、
山茶、黃荊、風箱樹、車桑子、林投、白水
木、台灣黃楊、桃金孃、岩大戟及山芙蓉等；
至於值得栽培者有細葉山茶、海桐、桃金孃
等。 

這些植物之環境適應性、植物型態、植
物習性、四季變化與造園上之用途目前已有
部份植物有資料介紹；然而實際上整體栽植
之實驗與持續之觀察資料卻是缺乏的，未來
建議宜小規模栽植，俟後續觀察與生理的實
驗至一定程度時再大量加以推廣。 

 

 
七、結語 

台灣各氣候區季節降水量的不同、溫度
的差異及季風或颱風的影響，使得木本植物
的分布在各區有明顯的差異，這些植物栽植
於都會區或遊憩區後，皆可經由微氣候或環
境的補償作用加以調整；宜蘭屬於多雨的地
區，通常原生木本植物在立地條件改善，如
客土、加強排水、土壤之透氣性即可生長良
好，然而溫度所引起之差異，尤其是夏季生
長的最低溫，一旦低於該植物生長所需該木
本植物通常需要溫室加以栽植，如南部的棋
盤腳樹等，並不適合栽植於宜蘭的室外，或

略可栽植，但生長勢衰弱，因此南部的樹種
北移時應注意對溫度之適應。至於颱風為台
灣地區東部與北部最大的自然干擾因子，在
干擾的強度與頻度上都比西部與中部大，宜
蘭地區的行道樹有許多屬於耐颱風干擾的棕
櫚科植物，如大王椰子及亞力山大椰子等；
宜蘭運動公園二側的艷紫荊在夏季多颱風之
際也需修剪以增加對颱風之抵抗，因此宜蘭
地區原生木本植物的選擇上，宜選擇抗風強
或復原能力好的樹種；宜蘭東北角、蘇澳面
海地區、恆春半島及蘭嶼地區冬季都有強勁
之東北季風吹拂，部份在中坡及稜線上的樹
種都具有較強的抗風能力，若溫度上可適合
宜蘭地區栽植，應是優先選擇之原生木本植
物。 

原生木本植物由群聚的森林或灌叢中移

到平地，栽植為單木的狀態，微環境的日照、
濕度及季節的風壓及土壤特性都有極大的改
變，雖然吾人可在初期的栽植管理上改善它
的立地條件，如排水、土壤的通透性、定期
灌溉、客土及施基肥，但微氣候因子的日照、
濕度及季節之風壓是較難調整，一般可以使
用小苗栽植，在小苗之時妥善加以照顧，俟
植物成長後，對抗風及微氣候因子的抗性都
較大樹移植來得強；因此若非必需，在有季
節性強風之處，應以小苗栽植為佳。 

宜蘭地區可適合栽植的木本植物雖然有
100 多種，但實際上目前已在使用的只有
30-40 種而已，這些種類的園藝性狀由原生
地移至都會地區後性狀的改變及栽植管理，
如修枝程度與時間、施肥、灌溉時間等資料
卻並未有詳細的記錄，這一部份的資料應在
原生植物栽植前或栽植後進行生理特性的追
蹤研究與試驗。 

原生樹種栽植的推動已有數年，各地對
原生樹種之有性、無性繁殖系統之建立已有
許多文章進行探討，但政府機構或部份遊憩
區在選購原生木本植物時卻往往無法採購所
需之數量與種類，甚至規格也不符合，偶而
亦有民眾提及這些書本中所建議的原生木本
植物應到何處購買，令人有＂有行無市＂之
嘆；目前網路系統的容量與速度成長很快，
這些問題應可由政府部門出面，將各廠商栽
植之原生樹種之圖形、數量、規格、名稱、
地點、種苗來源、價格及連絡方式等做有系
統的建檔及更新，相信在未來原生植物之市
場與貨源應可做永續之經營與發展。 

海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