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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

論刺桐

章錦瑜 1

【摘要】刺桐在台灣栽植遍及各地，在各縣市都是相當重要的行道樹，庭園也栽植頗多，開花紅豔

美麗，觀花價值高。2003 年春天台灣地區許多刺桐未見開花，枝葉卻凸粒狀腫大且糾結扭曲，泛

亞非區域重要害蟲刺桐釉小蜂入侵台灣的刺桐，至 2008 年已遍及本島從南到北，外島也未能倖免，

不少感染的刺桐已死亡。目前病因確定，治療的方法也正嘗試中，只是尚未完全治癒，有待專家努

力，讓刺桐這本土長壽命的觀花大喬木能再以健康姿態續存台灣。除刺桐釉小蜂問題方興未艾外，

刺桐還有樹根毀損硬體、以及會形成環根影響樹木本身生長等問題，都讓維護管理單位頗頭痛的。

建議刺桐釉小蜂未完全控制前，暫時不要新種植刺桐及該屬的其他花木。

【關鍵詞】刺桐；刺桐釉小蜂；環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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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刺桐為蝶形花科，別名：雞公樹、梯枯，

英名：Indian coral tree, tiger's claw，學名：

Erythrina variegata var. orientalis，原產地為

印度、馬來西亞、波里尼西亞、太平洋諸島與

海南島。落葉中喬木，2-3 月落葉。樹高約

10-15 公尺，偶見高達 20 公尺者。葉形類似梧

桐，全株多處具瘤狀銳刺，樹幹、枝條及葉背

中軸均有刺，故名刺桐。刺桐的拉丁文屬名為

希臘文 erythros，指紅色之意，乃因豔紅花朵

而命名。豔紅花瓣狀似雞冠，故又稱「雞公

樹」。刺桐主要分布於熱帶亞洲及太平洋洲諸

島的珊瑚礁海岸，因此英名為 coral tree (珊瑚

樹)。枝幹上的刺像極了老虎爪，也稱之為

tiger's claw。

刺桐是台灣本土植物，樹身高大挺拔，枝

葉茂盛，早春 3 月鮮紅、形如辣椒之小花苞，

密簇著生於尚無葉片的枝端，接續而來的是串

串爆開的花群，滿樹火紅令人驚豔。分佈於熱

帶亞洲及玻里尼西亞，本省平地、山野、溪流

兩岸，或各地海岸，及恆春半島香蕉灣和蘭嶼

的熱帶海岸林都有野生分佈。壽命長，在各鄉

鎮列管的百年珍貴老樹中，刺桐常名列其中。

臺灣有些地名與刺桐相關，如雲林縣的「莿桐

鄉」，以及屏東縣枋山附近的「刺桐腳」，可

能因為早期該地刺桐叢生遍佈街巷，故名之。

但因刺桐沒有甚麼經濟價值，又長滿了尖刺，

因而被鄉民任意砍伐，目前該景觀已不復見。

臺南以前也有「刺桐城」的美名，據聞早期也

曾遍植刺桐，日治之後卻漸被鳳凰木取代，今

日台南的火紅景觀依舊，只是樹種已改變。

本文除描述刺桐之基本性狀、生長環境與

栽培等，並著重於近年來刺桐所發生的問題，

刺桐自 2003 年遭致命的刺桐釉小蜂危害，藉

搜集報章雜誌與期刊論文中有關台灣那些縣市

鄉鎮的刺桐被感染、有多少數量的刺桐遭害，

遭害的情形如何，治療方法的研發與進展，以

及治癒的狀況等，搜集整理 2003-2008 年，刺

桐釉小蜂危害刺桐的相關資料與報導。另外也

包括刺桐的根對硬體的毀損，以及造成環根的

狀況等問題。刺桐是台灣所珍惜的本土樹木，

藉瞭解刺桐釉小蜂之危害嚴重性而期待能儘早

被控制，也希望植栽設計者藉本文能對刺桐有

更多的瞭解，未來設計時為減緩根害及環根問

題能做出較理想的設計。

二、與臺灣原住民的關係
刺桐與臺灣原住民有著頗密切的關係，刺

桐富四季變化，春天從枯枝中綻放艷紅似火的

花 (圖 1)，初夏發出嫩葉，秋天枝茂葉盛綠意

盎然；冬天葉落枝枯，人們很自然地就用它來

做為季節性的指標，所以有「四季樹」之名。

因為早期沒有日歷，無法分辨四時、定日月年

歲，而以刺桐花開代表新一年的開始，從古

早，刺桐就具時間之象徵。不論是臺灣島上的

平埔族人、卑南族人、阿美族人、排灣族人，

亦或是居住在蘭嶼島上的雅美族人，都是以刺

桐開花的季節做為工作曆的指標。每年農曆

2、3 月，當火紅的刺桐盛開花朵時，就是平埔

族人的捕魚季節，靠海部落的男人開始整理竹

排、漁具，進行招魚祭的儀式，準備在海祭之

後即出海捕飛魚；刺桐盛花之際，平地的部落

也會舉行盛大祭典，迎接豐年、祭祀祖靈。臺

東的卑南族人同樣以刺桐花訊做為工作曆的指

標，花開之時就該種地瓜；火紅的花朵還提醒

族人，為避免迷路或發生危險得結伴而行，因

為花綻放之時正是驚蟄之後，百物鑽動的時

節。阿美族人常在宅地田園的外圍種上刺桐做

為記號，甚至視其為神的樹，每當進行除穢的

時候，會利用刺桐的葉片將屋裡的穢氣驅趕出

去。刺桐花落又花開，也象徵平埔族人的代代

相傳生生不息。在台灣某些地方具有的舊習

俗，人們以刺桐開花的情況來預測年成，如頭

年花期偏晚且花勢繁盛，就認為來年一定會五

穀豐收六畜興旺，帶來好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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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刺桐盛花期景觀

三、型態
刺桐為落葉大喬木，樹皮淡灰色、具明顯

之縱溝裂，並著生小的硬棘刺，幹基膨大擴延

而形成板根。一回羽狀 3 出複葉，羽葉互生，

但多叢生於枝條頂端，小葉對生，為闊菱形，

小葉之長寬均約 9-13公分，葉兩面均平滑。青

綠葉色，厚紙質，新葉密被黃褐色茸毛。葉端

銳尖，葉基圓形或截形；羽葉總柄頗長，約

8-12 公分。有線形、早落之膜質托葉。辨識重

點為羽軸 2 小葉對生處有凸起腺體一對；小葉

柄特別粗肥、長 0.5 公分。頂小葉柄之基部有

凸起蜜腺一對；葉背之葉基具明顯的 3 出脈。

主要花期是春季 3-5 月，先開花再長葉，

開花時幾乎無葉片，花期尾端群花被新長出的

綠葉包圍。頂生的擬總狀花序長達20-25公分，

花序有毛，小花沿花軸作傾斜排列，每 2-3 朵

小花形成一束，在花軸上緊密著生，並傾斜地

排成 4 列。花冠徑 2 公分、長 6-8 公分。花萼

苞狀、略肉質，在開花初期將整朵花完全包裹

住，之後 2 裂張開，伸出蝶形花冠。花瓣 5

枚，最大的 1 片花瓣是位於最外側的「旗

瓣」，呈卵狀長橢圓形而略反捲，幾乎將整朵

花包裹住，而另外 2 對的「翼瓣」及「龍骨

瓣」呈長橢圓形，形小較不顯眼。雄蕊 10枚，

呈「單體小蕊」。旗瓣橙紅色，較翼瓣與龍骨

瓣為長；翼瓣、龍骨瓣及花絲均呈紫紅色。子

房有短柄，柱頭呈頭狀。果實約20-35公分長，

10-11月成熟，初呈暗褐色，成熟時轉為黑色。

莢果呈長條念珠狀，兩端略膨脹。種子圓形，

深紅色，長約 1.5 公分。

四、刺桐屬植物比較
台灣刺桐屬 (Erythrina)常見植物有珊瑚刺

桐、火炬刺桐、雞冠刺桐與黃脈刺桐，比較它

們之間異同。

(一) 相同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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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均具有以下之共通特性：

1. 落葉喬木，多來自熱帶亞洲、東非。

2. 樹幹、枝條、葉柄、葉背中肋等，都可能著

生彎銳刺。

3. 三出複葉，葉多傾向於菱形。

4. 小葉柄粗短與葉軸粗細不同，小葉柄基部有

一對腺體或附屬物。

5. 總狀或圓錐花序，花色多是紅或橙色，極具

觀賞性。

6. 英名泛稱為coral tree, lenten tree, tiger claw。

7. 生長快速，喜全光，要開花旺盛最好種在全

日照之直射光處。

8. 熱帶、亞熱帶均可種植，性喜溫暖，不耐

寒，最好種在無霜害地區，僅珊瑚刺桐與雞

冠刺桐可在降霜地區勉強存活。

9. 極耐乾旱，整個冬天幾乎都不須水份，栽植

處冬天最好乾旱、少雨，在雨少且人工灌溉

昂貴地區頗適合種植。

10. 刺桐與火炬刺桐較耐鹽、耐風，適海岸栽

植。

11. 若會結果則可播種繁殖，種子外硬皮須弄

破，3-4 年生之實生苗就會開花；或春天行

軟枝插、夏天半硬木插或壓條繁殖。

12. 種子具毒性。

(二) 差異比較

刺桐屬植物之差異見表 1：

表 1. 刺桐屬植物之差異

項 目 珊瑚刺桐 火炬刺桐 雞冠刺桐 黃脈刺桐 刺 桐

生長習性 小喬木 小喬木 小喬木 小喬木 中至大喬木

株高(公尺) 3-5 3-5 5-8 4-6 15-20

葉形 長卵菱形 寬闊卵菱形 長橢圓形 闊卵菱形 闊卵菱形

葉長寬關係 葉長>葉寬 葉寬>葉長 葉長>葉寬 葉寬﹦葉長 葉寬﹦葉長

小花在花序軸

上排列方式

小花間較分離，每一花序

之小花數最多，花序最長

小花間略分離 小花間略分離 小花尚密集 小花頗密集

花瓣色 暗深紅 紅、紫紅 鮮紅 橙紅 紅橙

旗瓣 闊披針形直生，中央向內

摺合，整體呈長彎管狀

管狀似象牙 長卵形，完全

外翻

長卵形，略外

翻

卵橢圓形，略

反曲

花序 頂生 頂生 腋生 頂生 頂生

花期 4-10 月 3-5 月 4-7 月 4-5 月 3-4 月

結果 少見結果 少見結果 念珠狀莢果 少見結果 念珠狀莢果

其他 花期最長 可種海岸地帶，

台灣較少種植

較刺桐等耐寒 葉色美可觀葉 最耐風、耐

鹽，壽命長

五、特性
生性強健、耐乾旱，繁殖力強。壽命長，

在臺灣有許多百年以上的老樹。根系強健，老

樹的幹基會肥大，在受限之生長環境可能破壞

人工硬體。生長迅速，年平均胸徑可生長 1.4

公分以上。每到初春，刺桐紅花開滿枝頭，常

吸引綠繡眼、烏頭翁、紅嘴黑鵯或噪林鳥等爭

相取食花蜜。新鮮種子及莖皮含多量有毒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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鹼，誤食之會破壞中樞神經，而引起頭昏、嗜

睡、以及四肢無力等症狀。

六、生長環境與栽培
喜全日照之陽光充沛處，不畏強光，陰暗

將導致開花不良。喜溫暖氣候，耐熱，生育適

溫約 23-30℃，5℃以下生長停頓，稍耐霜害，

分佈於海拔高度 800 公尺以下。耐風、耐鹽性

強，可種在海岸第二線，但忌冬季之乾風。土

質不拘，甚至石灰質土、酸性土也能適應；但

以排水好之肥沃壤土或砂質壤土生長較佳；在

冬天氣溫較低之處，最好種於重粘土壤較不易

凍死。小枝密生時不易著花，須於萌芽前疏枝

以利當年開花。

七、用途
木材具極厚之髓部，年輪明顯，邊、心材

區分不易，材質色白、輕軟、有彈性，可用於

木屐、玩具、樁臼等；又因材質輕常用來製造

浮苓。排灣族利用其粗大的樹幹做穀倉的隔

板，防止鼠輩肆虐。在玻里尼西亞一帶，因其

幹材鬆軟，被用來製做獨木舟的船外浮桿，以

利船隻平衡穩定。阿美族人則用做捕魚的漁網

浮苓和蒸煮米飯的蒸斗；卑南族人則用來做板

凳、蒸斗或引火生柴。在蘭嶼，刺桐的枝條被

砍來做籬笆，或作薪柴。樹葉、樹皮和樹根可

入藥，有解熱和利尿的功效。樹皮可治皮膚

病，宜蘭縣白鵝村的刺桐老樹，傳說剝其樹皮

泡在水中洗澡可止癢，因而其樹皮曾經被破壞

得傷痕累累。適熱帶，開花時熱情洋溢，極富

熱帶風情。除觀花、賞樹型外，常植為各縣市

主要之行道樹，公園、校園之花樹，亦供海濱

防風之用。

八、刺桐釉小蜂危害
2003 年春天台灣地區許多刺桐未見開花，

枝葉卻凸粒狀腫大且糾結扭曲 (圖 2)，泛亞

非區域重要害蟲刺桐釉小蜂 (Quadrastichus

erythrinae)入侵台灣的刺桐 (董景生、許嘉錦，

2006)。2005年刺桐釉小蜂已危及全台的刺桐，

約 2 萬餘株，以台東縣最嚴重，台南市也有千

餘株刺桐被感染；連外島也波及，澎湖五、六

百棵刺桐樹幾乎全感染，小琉球、綠島以及蘭

嶼也成疫區，僅花蓮以北地區尚未出現，有

如刺桐的「癌症」(廖雅欣等 1，2005；廖雅欣

等 2，2005；凌珮君 2005)。但至 2008 年台北

市南港中央研究院也傳出院區的刺桐感染。

2004 年台南市 800 多株刺桐陸續感染，台南市

公園以及永華路、府中街、東豐路、怡安路、

金華路、安南區、健康路一段 333 巷、新興路

延長段公道五，相鄰的安南區和安定鄉，縣、

市交界上百年的刺桐夫妻樹無法倖免，以及濱

海公路、黃金海岸附近，甚至才剛種植刺桐的

體育場旁都難以倖免，黃脈刺桐也遭波及 (林

建農 2，2004；林建農 3，2004；林建農 4，

2004；杜秋寶，2004；聯合報，2004；熱線與

信箱，2004；林建農，2007；陳銀全，2008)。

屏東縣恆春半島的刺桐受到釉小蜂侵襲，墾丁

國家公園不少刺桐已經枯死 (秦鴻志，2004)。

車城射寮一株 300 年樹齡的刺桐死亡，古城百

年刺桐、鵝鑾分校的老刺桐及教師會館、佳樂

水漁村公園前刺桐，約 9成上、千株死光光 (陳

明道，2007)。

高雄市各地也陸續傳出刺桐遭感染的新

聞，例如高雄都會公園、澄清湖、內惟埤公

園、旗津海岸公園、中洲汙水處理廠綠帶、九

如四路分隔島、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校園，永清

國小後方、大龜山腳下的一株百年老刺桐 (王

昭月，2004；秦鴻志 1，2004；秦鴻志 5，

2004)。高雄縣鳳山市曹公路、光華路，以及大

寮鄉光明路的刺桐與黃脈刺桐均遭感染 (陳明

成，2004；欒丕智，2006)，彌陀鄉彌陀公園

內 4 棵、百年樹齡的老刺桐也遭害 (包希勝，

2004)。雲林縣莿桐鄉的「鄉樹」刺桐，境內約

種植 1300 株，外環道數量最多，另外還包括

雲 154 線、雲 156 線、台 1 丁線、台 1 線，以

及各級學校之校園，甚至虎尾鎮百年樹齡的珍

貴老刺桐 (魯永明，2006) 都無法倖免，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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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發現均感染釉小蜂。鄉公所計畫原於 2005年

3 月間舉辦一場大型的農特產促銷活動，地點

選在最能代表莿桐鄉的刺桐大道 (外環道南

段)，該活動之重要主角刺桐卻因發病而光禿，

導致 2005 年活動因而延宕；2006 年也無法舉

辦，鄉公所花了 5、60 萬元防治，至 2007 年

才再恢復，刺桐花雖然開得不多，但總還存活

著 (林志鬱，2005；陳正芬，2005；李鋅銅 1、

李鋅銅 2，2007)。嘉義縣也無法倖免，東石漁

人碼頭栽植約 100 株刺桐 (陳永順，2007)；以

及中埔鄉社口村活動中心前之巨大刺桐均遭釉

小蜂危害 (謝恩得，2006)。2005 年 1 月，台東

地區數萬株刺桐遭釉小蜂危害，幾乎無一倖

免，市區外環道臨海路、四維路和馬亨亨大

道，以及南王國小均遭害，病情擴延至東海

岸，甚至台東縣政府列管的百年老樹「瑞源土

公廟刺桐」都逐漸枯萎，其中在南迴、東海

岸、花東等省道公路上的刺桐樹，公路總局計

劃全面砍除換種植其他樹種；縣道部分，縣政

府計畫運用擴大就業方案人力，採噴藥方式防

治。(台灣立報，2005；黃振國，2005；施鴻

基，2005；廖雅欣等，2005；陳嘉信，2005)。

花蓮縣中南區各原住民部落刺桐以及玉里鎮德

武國小一株老刺桐，受害嚴重 (張柏東，

2006)。

圖 2. 刺桐感染刺桐釉小蜂的徵兆

宜蘭縣頭城鎮北關海潮公園裡一株百年刺

桐感染釉小蜂 (廖雅欣等，2005)。2005 年南投

埔里鎮往鯉魚潭的道路、藝文中心外圍與中台

禪寺附近近百棵刺桐，幾乎已全部染病，造成

嚴重落葉奄奄一息 (陳界良，2007)。苗栗縣之

苗 140 線以及苗栗市經國路樹之刺桐與黃脈刺

桐，均出現嚴重釉小蜂為害，140 線甚至難以

控制，將全面更換路樹 (范榮達、林玉文，

2006)。台中市主要栽植刺桐的雙十路、公益

路，台中公園、台中都會公園，以及敦化路及

樂群街等種植刺桐的公園等都出現釉小蜂危害

(鄭文正、陳亮諭，2007)。台中縣大甲鎮之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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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為刺桐，多種植在大甲海線居多，亦傳出感

染釉小蜂 (黃宏璣、楊昌林，2006；陳秋雲，

2006)。新竹市部份刺桐遭釉小蜂肆虐，例如長

安里與南縣安定鄉交界、有百年歷史的刺桐夫

妻樹 (新竹市政新聞，2008；陳治交，2008)；

竹南鎮之龍天路、龍山路及運動公園一帶栽植

的刺桐以及黃脈刺桐均難逃一劫 (林玉文，

2005)。至 2008 年各地仍持續傳出刺桐遭刺桐

釉小蜂危害之報導，如新竹市三民公園內樹齡

200 多年由市府列管保護的「二二八事件救命

樹」老刺桐 (彭芸芳，2008)，台南藝術大學種

植的近 30 株校樹刺桐 (謝進盛，2008)。

林試所自 2004 年 3 月份起，陸續接獲各

縣市通報刺桐蟲害的消息。而鳳山熱帶園藝試

驗分所植物保護系 2004 年春夏以來亦接到高

雄市政府、鳳山市公所、大寮鄉公所、翁園國

小、台中科博館等單位求援。最早發生地可能

是嘉南地區，之後向各處快速蔓延 (陳明成，

2004；杜秋寶，2004)。全台 8 萬多株刺桐可

能將全遭浩劫，因單一縣市處理效果不佳，必

須整合受災縣市一起防治，才可能根治；而感

染範圍遍及全台，如果全面施藥撲殺，恐怕造

成生態環境污染，對植物生態和環境景觀造成

衝擊 (凌珮君，2004；陳文獻，2005)。自 2004

年 4 月台灣中部以南及東部都已經有刺桐釉小

蜂的族群，林業試驗所開始進行全島調查，防

治研究即時展開 (董景生，2005)。

刺桐釉小蜂會在刺桐屬植物上造蟲癭以度

過幼蟲階段，刺桐屬植物是唯一的寄主，不致

蔓延其他樹種。源自夏威夷地區的刺桐釉小

蜂，可能透過與台灣的園藝貿易而意外引入 (廖

雅欣等，2005)。釉小蜂會到處飛，也可透過

風力傳播而遍及全省。刺桐釉小蜂在台灣地區

蔓延速度驚人，自 2003 年在台灣南部發現至

今已快速擴散全台，目前除了連江縣沒有通報

案例，包含離島地區的各縣市，都記錄到刺桐

屬樹木遭受蟲害的紀錄。罹害最嚴重的是刺

桐、黃脈刺桐以及珊瑚刺桐，至於雞冠刺桐、

毛刺桐與馬提羅亞刺桐也有感染。受害組織產

生被覆狀蟲癭，病徵主要出現在新生枝條、葉

柄、葉脈，甚至葉肉上。遭感染後，多數會產

生落葉現象，癭組織以及葉片掉落後，新生組

織仍會不斷被感染。感染嚴重的植株，易被其

他昆蟲或真菌二次入侵。在東部與南部地區，

已經有植株死亡的案例。目前在蟲害未完全被

控制之前，台灣地區應該暫停種植刺桐屬植

物，以免蟲害蔓延。銷毀已經嚴重感染的小

苗，並加強施肥與澆水管理以增強植株抵抗

力。將已經感染刺桐釉小蜂的刺桐落葉集中焚

燬，可避免成蟲羽化擴散。噴灑系統性農藥益

達胺液劑對防治刺桐釉小蜂具有顯著的效果，

且利用黃色黏蟲紙也可以減少成蟲的數量，並

已於 2006 年進行全台防治 (董景生、許嘉錦，

2006)。林試所建議，首先應該暫時停止所有刺

桐屬植物的引入與新植。未來的行道樹或庭

園，在植栽的規劃上應該採取複層的方式建構

行道綠帶，尤其應該避免大規模的種植單一樹

種作為行道樹，因為大規模的單一行道樹讓病

蟲有更多的食物資源，病蟲害因此會一發不可

收拾 (環境資訊中心，2005)。

九、根的問題
刺桐亦有根害問題，見圖 3 與圖 4，章錦

瑜 (1999)調查台中市街道之刺桐，發現當植株

之胸徑達 50 公分以上時，其幹基會肥大而擁

塞填滿整個植栽穴 (1 1 公尺 2)，台中市雙十路

近干城站之刺桐植株非常粗大，胸徑平均 67.48

公分，對周邊硬體的破壞率達 100%。當樹幹

再加粗，幹基之根系會擠出至植栽穴外，甚至

形成了環根，見圖 5 (章錦瑜，2008)，環根緊

貼著樹幹，嚴重影響莖幹內部水份與養份的輸

送，若不處理掉將影響該刺桐的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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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刺桐的粗根毀損鋪面

圖 4. 刺桐的粗根翹起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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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刺桐形成粗壯的環根

十、結論與建議
長久以來，刺桐是台灣重要的觀賞與民俗

植物，但自 2003年遭致命的刺桐釉小蜂危害，

感染病株已遍佈全島，連外島也未能倖免。美

麗的刺桐不僅被醜化，甚至威脅其於台灣土地

上的永續存亡，期待相關專家學者能持續為刺

桐效力，戰勝刺桐釉小蜂之迫害，讓刺桐於寶

島台灣的春天，再能綻放出美麗絢爛的紅花。

目前刺桐遭刺桐釉小蜂危害，尚未完全控制之

前，建議暫時不要再新植刺桐，待病情完全控

制後才考慮新植。對於現有刺桐已患病者，有

經費則儘速持續地用藥物治療，直到治癒為

止。尚未感染的刺桐也務必好好照顧，要活得

健康、而具有抗虫害的強大能力，在這一波強

大的刺桐釉小蜂危害下能屹立不倒。

至於其根系對硬體造成的毀損，最主要原

因是植穴太小，因為刺桐是大喬木，壽命長，

幹基又容易擴張或形成板根，若要栽植於都市

人行道的植穴內，若能給予 2 公尺寬的植穴，

就不容易對植穴周邊的鋪面造成破壞，也較不

會形成環根。刺桐最好是種植在空間廣闊的大

草坪上，尤其是根系給予充分的伸展空間，就

不會形成環根纏勒自身，也不會毀損硬體，充

足的空間讓板根自然成形，反而可以呈現刺桐

本身最自然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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