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業新知與技術

21臺東區農業專訊/72期

臺東地區屬於典型亞熱帶氣候，除

冬季短暫的寒流影響外，終年高溫，極

適合進行耐熱花卉的栽培。過去，由於

花卉的育種起源於歐美等溫帶國家，因

而使得花卉栽培種類也幾乎都是往溫帶

型作物發展，長期下來，不僅在栽培上

遭遇許多困難，也使得市場上可供選擇

的花卉呈現季節性的差異，冬季時可供

栽種的花卉種類多，但是以一年生季節

性花卉為主；盛夏時則可供栽種的花卉

種類少，缺乏耐熱生長的花卉。在全球

暖化問題日趨惡化的情形下，溫帶型花

卉植物的栽培勢必更加的困難，因此

「適地適種」的尋找適合臺東風土的花

卉種類，以增進夏季庭園顏色，創造觀

光地區媚力，並降低栽種及養護成本，

將有助於本地城鄉整體綠地環境的改善

與休閒農業區景觀的提昇。

本場多年來以市售常見花卉為材

料，進行現地栽培，以篩選適應臺東夏

季高溫、強風及乾燥氣候條件的花卉作

物，本文選介數種耐熱的室外觀賞花

卉，每種均兼具有良好的耐候(熱)性、

多年生長、管理簡單省工及開花性良好

等特性，提供臺東地區居民及休閒農業

業者栽培參考。

金寶花 Turnera ulmifolia Golden Baby

文/圖  許嘉錦

適合臺東地區景觀利用之

熱帶花卉介紹

金寶花綻放時花朵亮麗
搶眼，很能吸引人們的
注意。

金寶花為時鐘花科多年生灌木，株

高不超過100cm。花朵密集著生在枝條末

端，顏色金黃色，花朵在天亮時分開

放，到中午即凋謝，若天氣為陰天時則

較晚開花，但可以全天開放。此外，在

栽培的過程中，筆者發現金寶花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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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片紫色迷你花海，因而稱作「紫

雲蔓」。建議以吊盆或大型淺口盆器種

植，使其自然蔓生，裝飾窗臺及矮牆，

或者種植在大樹下等不會踩踏的地方作

為鋪面地被。另外，紫雲蔓需肥量較

高，應每季給予適量的肥料以保持開花

期，否則花期較局限在春夏季。

栽培優點：1.植株會自然的生長形

成地毯狀，或是長到盆緣外而形成懸垂

狀，開花時花朵數量多，觀賞性佳。

2.繁殖容易，以走莖繁殖，屬於多年生

花卉，不需每年更新。3.無明顯病蟲

害。

栽培缺點：1.水分需求較強，最好

有自動供水設施。2.需肥量較高，應定

期施肥。

為良好蜜源，可以吸引成群蜜蜂前來取

蜜。而其成熟掉落的種子則可以吸引鳥

類(麻雀及斑鳩)前來取食。栽培時建議

將金寶花種在早上訪客較多的位置，或

是民宿大門前，善用其多花而限於上午

盛開的特性，使遊客有驚艷的感覺。

栽培優點：1.自然生長的株型十分

圓整，花朵數量多，在臺東地區可以全

年開花，觀花性佳。2.繁殖容易，屬於

多年生植物，不需每年更新。3.無殘枝

及落花問題，幾乎不需要修剪。4.無明

顯病蟲害。

栽培缺點：1.花朵只在上午綻開。

2.枝條韌性差，易折斷。

紫雲蔓 Ajuga pygmaea

紫雲蔓生長快速，常常
蔓延遍地，盛花時浪漫
而迷人，很適合做為吊
盆或花壇的懸垂栽培。

紫雲蔓為唇形花科多年生匍伏性花

卉，株高約10cm，會以走莖繁殖形成緊

密叢生狀，每一單株都能開數朵花，常

日日春 Catharanthus roseus

日日春雖然是老作物，
但近年來不斷有新品種
推出，不但花色多變化
，且抗病性強，還有匍
匐型的品種可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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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春為夾竹桃科多年生花卉，株

高約30cm，匍匐型品種則高度不超過

10cm。日日春的開花性極佳，花朵大而

圓整，花色選擇多，各品種的株形大不

相同。栽培時建議選用匍匐型品種，用

盆植方式來裝飾室外窗臺或矮牆，若有

花壇則直接種植，讓其生長懸垂形成花

團錦簇景觀。而直立性品種則可以種在

任何想用花卉點綴的地方，但要注意種

植的地點需排水良好。本場於夏季種植

後，均能渡冬生長，且在適當的修枝管

理下，整年開花不斷。

栽培優點：1.植株自然分枝性佳，

能填滿栽培空間，花朵數量多，花形碩

大，觀花性佳。2.以種子繁殖容易，屬

於多年生花卉，不需每年更新，僅需將

開花老枝適當修剪。

栽培缺點： 1.大雨及連續降雨過

後，幼株容易感染立枯病，應選用抗病

品種，或是在栽種時慎選排水良好花壇

或添加粗顆粒介質，可降低病害發生。

2.夾竹桃天蛾的幼蟲會取食日日春，一

年中會發生數次，幼蟲體型大而數量不

多，以徒手捉除或農藥防治等方式解

決。

藍金花為玄參科多年生草本，株高

約60cm，藍紫色花朵著生在枝條末端，

藍金花 Otacanthus coeruleus

花型大而花朵數量多，可全年開花。栽

培時建議在數坪地面上密集栽種，使植

株完全覆蓋土面，盛花時可以形成一片

紫藍色花海，且能維持數個月賞花期，

期間只需將開過的花穗由側枝基部剪

除，即可刺激下部側芽生長及開花，常

保最佳觀賞姿態。另外，也可以種植在

長型花槽中，方便擺飾在走道，屋前或

者其他的組合運用。

栽培優點：1.植株高度一致，花朵數

量多，全年開花。2.扦插繁殖容易，多年

生不需每年更新。3.無明顯病蟲害。

栽培缺點：1.枝條韌性差易折斷。2. 

單株姿態略顯單調，觀賞性較差，適合

密植。

燈籠草為景天科多年生肉質草本，

株高約60-120cm，播種後小苗葉片圓整

燈籠草 Kalanchoe spp.

藍金花耐熱且全年開花
，栽培後管理十分省工
且美化效果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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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厚，具有整齊的美感，栽培約5個月，

傘狀的花穗由莖抽出，整齊而緊密的綻

放，可以形成小片花海。建議可以在較

粗放的裸地上直接撒播種子，讓其自然

生長。或者育成10cm高的苗株，再移植

於花臺、牆角等地方栽培。

栽培優點： 1.植株生長快速且密

生，花朵數量多。2.以扦插或種子均可

輕易繁殖，可多年生長不需每年更新，

僅需將開過花序剪除，即可維持觀賞

性。3.耐乾旱。4.無明顯病蟲害。5.生長

期整齊，幼苗即具有觀賞性。

栽培缺點：1.不耐淹水，種植前慎

選排水良好地區或選用砂質壤土。2.花

期集中，觀花期較短。

九重葛 Bougainvillea spp.

 
九重葛為紫茉莉科多年生灌木，盆

花株高多在60cm以上，在臺東地區可以

全年開花，但仍以秋、冬、春三季較為

盛開。建議選購多種花色，以30cm以上

盆器栽培，株高留取約1m，維持橢圓形

或是樹形整型。水分管理以土表乾燥時

再澆水為原則，可以促進盛花，開花後

宜進行小枝修剪，以促進再次開花。

栽培優點：1.植株生長強健，栽培

容易，開花性佳，花朵數量多。2.扦插

及高壓繁殖容易，可多年生長，不需每

年更新。3.無明顯病蟲害問題。4.萼片

(花色)大小及顏色十分多樣。5.可以任意

整型，創造特色盆景。

栽培缺點：1.地面栽培時水分管理

不易，難以控制其開花性，改以盆植較

佳。2.徒長枝生長快速，每季至少需修

剪一次，以保持株型。3.大多數品種具

有長刺，宜選擇短刺或無刺品種進行栽

培，或是經常性的修剪，以抑制徒長枝

及長刺的產生。

九重葛為喜愛陽光的花
卉，以盆植栽培配合修
剪與肥培管理，可以創
造花團錦簇的庭園美景。

燈籠草為耐熱又耐旱的
觀賞花卉，幼株生長整
齊耐看，花朵齊放時澄
黃驚艷，適合牆邊及角
落美化。



文/圖  蔡文仁、周泳成

慈暉五月
本場開放金針花園區 歡迎民眾自由參觀

臺東區農業改良場(以下簡稱本場)為

了推展地方金針休閒產業，以及宣揚孝親

美德，表達對天下母親的崇高敬意，特訂

於5月9日(星期日)母親節當天，於上午

9點至下午4點，開放場區(中華路一段

675號)及金針花試驗田區自由參觀，並安

排4場次專人導覽蕨類園區、蝴蝶蘭樹植

園區、原民蔬菜園區及金針園區。同時也

準備了100束金針花束分送參觀民眾，送

完為止。黃場長表示，竭誠歡迎民眾蒞臨

參觀指導，同時也可以拍照、寫生，享受

一趟金針花親子感性之旅。

黃　昌場長表示，金針又名「萱

草」，是華人民俗的母親之花。由於花

瓣色彩豔麗多變，花姿飄逸脫俗，素有

「一日美人」雅稱。目前臺東場已選育

出千鶴、紅鈴、粉黛、黃玉、紫后等5個

觀賞品種，以及1個既可食用又兼具觀賞

價值的金針菜臺東六號，合計6個品種推

廣栽培。這些品種於平地皆可穩定抽苔

開花，栽培管理容易，且花期為每年的

五到六月期間，正逢母親節，近百種金

針花品系接近盛開，花團錦簇，五顏六

色，美不勝收。

黃場長指出，金針的栽培利用價值

極高，除了可以當做花壇觀賞植物外，

長久以來也是國人的傳統美食，諸如大

家耳熟能詳的「金針排骨湯」等。金針

花苞可作鮮蕾食用或加工成乾金針，葉

片是萱紙的製造材料，也可以軟化栽培

生產萱黃供食，短縮莖可以當成碧玉

筍，紡錘狀肉質根則可以入藥為中藥

材。黃場長特別強調，只有「黃花系

列」的金針花苞可以當蔬菜食用，其他

五顏六色的金針花由於生物鹼含量較

高，祇能當作花卉觀賞，民眾千萬不要

誤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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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每年更新。3.常見花色有紅、黃、

粉紅等可供選擇，但粉紅色品種生長勢

較差。

栽培缺點：1.植株經長期修剪後，

需從基部剪除部分老枝，以防枝葉過

密，造成介殼蟲等蟲害問題。2.肥分管

理良好開花性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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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仙丹花 Ixora williamsii

矮仙丹花為茜草科多年生灌木，株高

約100cm，夏至秋季開花，盛開時見花不

見葉。矮仙丹花雖然是老作物，但是現在

已有多種花色可供選擇，建議不要採用單

一紅色成行種植，而應以不同花色等距或

隨意混合種植，以免流於呆板。修剪時邊

角不宜切直角，改用弧邊或者波浪邊可以

增添變化。矮仙丹花開花期在5月至11月

間，以7月前後為盛花期，而修剪的時間

會影響開花表現，建議在1至2月間修剪可

以促進夏季的開花表現。

栽培優點：1.植株可以任意修剪成

型，平時作為綠籬，開花時則成為花

牆。2.扦插繁殖容易，可以多年生長，

適合臺東地區之熱帶花卉栽培建議表

金 寶 花
開花性佳，賞花期長，但僅
在上午開花。

栽種在入門口處、住宿區門口以及步道兩旁。

紫 雲 蔓 開花時形成紫色地毯。
盆植裝飾窗臺及矮牆，或者種植在不會踩踏的
地面作為鋪面地被。

日 日 春
開花性佳，賞花期長，花色
極多。

匍匐型品種盆植裝飾窗臺及矮牆，或者直接種
植在花壇，使其蔓延生長。直立性品種則適合
花壇或圍牆邊美化。

藍 金 花 開花性佳，賞花期長。
種植面積應該儘量大，以量取勝，形成小型花
海。或者是種植在長型花槽中，裝飾走道、屋
前及邊坡。

燈 籠 草
幼株整齊耐看，花期集中亮
眼。

以種子撒播在整片花圃，任其自然生長。或者
是育苗後，移植於花臺、牆角等地方栽培。

中文俗名 觀 賞 特 性 建 議 栽 培 模 式

九 重 葛
開花性佳，賞花期長，花色
極多。

盆植栽培，以大型植株嫁接多種花色，經過修
剪整形成為庭園中主角。

矮仙丹花
開花性佳，賞花期中等，有
三色品種可供選擇。

栽培時運用不同花色等距混合種植於屋邊，或
者種植在步道兩側隨步道彎延。

矮仙丹花是栽培歷史悠久的花卉，但是只要能善加
整型及管理，其盛花的景象仍令人驚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