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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付了門票的錢，她卻不讓我們進入，

要旅客三個人排一列，前後排排站妥，好讓她清點人數。

我們想早一點進入這植物園，都很乖，像小學生排隊，

還像軍隊前後對齊。

她走過來，一邊算，一邊在每個人的左邊大力的拍一下。

她拍到我時，力量大到差一點把我拍倒在地上。

這個日本女人，手勁怎麼如此強，

難道她是戰國時期，傳說中的女忍者？

不。她是「小石川植物園後援會」的會員。









德川幕府經過百年的承平，已經頽廢。各藩

的統治者，生活極其奢華，所屬武士收括百

姓所得，商家屯積糧食，抬高物價，黑道開

賭場、毒品與風化院，欺壓民間，形成政治-

商家-黑道聯合欺壓百姓、農民。德川吉宗在

民間收集證據，除暴安良，平穩物價與聘請

正直人任職，改善社會，他除惡務盡，鐵腕

改革，被稱為「暴坊將軍」。



http://blog.sina.com.tw



他重視水利，引水灌溉，開闢農田。他請工

匠建造日本最早的水庫，蓄水引用，稱為

「田堰」，又挖土築池收集地面排水，沈澱

後可再利用，稱為「龜池」。他最影響後世

的設立小石川草藥種植園區，免費供藥，並

聘請二十多位醫生在草藥外設診，低價收費。

他照顧病人、窮人與農民，改善社會風氣，

穩定治安。





十九世紀後期，西藥製造逐漸依靠化學合成，

傳統草藥園，才改成植物園。但是草藥園與

平民醫生照顧百姓的印象，仍然深植人心。

1965年著名的導演黑澤明拍攝「紅鬍子」電

影，以小石川醫院與俠義型的醫生紅鬍子為

背景，影射官僚，重商主義，與精英培育。

發展的結果，卻是讓富者更富，窮人更窮，

與對民生疾苦的忽視。



http://img2.mtime.com/



1978年，朝日電視台也將德川吉宗的事蹟，

拍成連續劇，一直播到2008年，成為當時最

熱門的影集。我在年輕的時候，也看過這連

續劇，尤其對德川吉宗微服出巡時，身邊的

兩個密探，木葉才藏與狹霧，前者以工人出

現，後者是彈琴的藝伎，都是武藝高強的忍

者，經常出來解危，身手令人羨慕。後來

「木葉」與「狹霧」這兩個名字，經常出現

在日本的動漫裡，已與德川吉宗的情節無關。



小 石 川 植 物 園 (Koishikawa botanical

garden)聞名遐邇，是日本最古老的植物園之

一，面積約16.1公頃。海拔約24公尺溫度較

冷，是種植藥草的地方。德川吉宗的藥園，

外人不得進入。他的藥師依地型分區，有平

地、台地、斜坡與溼地，是種植不同的藥草，

與不同藥效的試驗。在瘟疫發生時期，對民

間廣行施藥。



1876年，東京帝國大學成立，劃歸屬於大學

理學院的附屬植物園。當時植物園配與許多

員工，而後逐漸減少，1907年還有16位，到

1996年只剩6位。東京的居民決定幫助小石

川植物園，1979年組成「小石川植物園後援

會」。



後援會的成員大都由喜愛植物，關心自然教育，

業餘的植物研究員，與期待保留植物園在都市效

益的人士組成，定期請東京大學的教師為他們上

課，如今，成為植物園管理的主力，那位拍我的

女士就是其中一位，難怪手勁奇大。其定位在科

學研究，海外珍奇植物的收集與海內的標本。例

如，園中有一株1913年，日本學者自奧地利遺

傳之父孟德爾(Johann Mendel，1829-1884)的

樹葡萄，取回栽種。





當我們要來日本之前，特別指定要來此地。

這裡有許多珍藏與特意保存的物種，供人學

習。當人進入一個植物園，可以拾取珍寶，

放在記憶，成為一生珍惜的印象。台灣處於

熱帶與亞熱帶，不易看到溫帶的植物，到日

本最大的享受之一，是走出熟悉的地域，離

開固有的的屏障。看其他地區美麗、有特色

的植物。





都市植物園是改善都市生態空間，讓樹木、

花朵藉由繁殖，由植物園散出到都市。小石

川植物園內的串鈴花(Muscari neglsetum)就

是一個例子，這是溫帶地區原生種，開深紫

的花苞，具利尿與中樞神經刺激的藥效，近

代已經少用。串鈴花只能生長在排水良好的

地方，土壤稍有積水就植株腐爛。繁殖的分

布，可以顯示都市排水優良的所在。





串鈴花也適合生長在貧瘠土中，有貧瘠的最

美麗的花朵之稱。非常適合新建地的美化，

與海濱沙丘的綠化。串鈴花需要旺盛的光照，

種在最開曠的地方。



多花紫藤(Wisteria floribunda)，用木頭搭架，

莖藤攀附，種在串鈴花的後面。紫藤是世界

上最長壽的爬藤之一，若有合適攀附物的支

撐，壽命超過60年。其花穗可長達30公分，

顏色多種，是日本公共公園與私人庭院最常

種的植物。紫藤需要較多的光照又耐蔭，是

大自然是森林邊緣(forest edge)的物種，經

常種在公園喬木與草本植物的界邊。





小石川植物園以植物需光性的多寡，釐定不

同植物生長的地區，也能營造樹木幾何視覺

空間的層次感。

早期紫藤可為催吐用藥，由於耐貧瘠與生長

迅速，常供為是都市破壞性土地的綠化植生，

或是多石礫性之地復原美化的選擇物種。紫

藤的後面是成排的櫻花。



日本的櫻花品種至少380種以上，單是一種

山櫻花(Prunus lannesiana)，在日本就超過

25個不同的名稱。這些名稱有些依在地的特

色命名，有些依生長的地方命名，有些依微

細的特徵命名等，若非日本的櫻花樹專家，

很難區分所有品種。





櫻花樹抗風、抗鹽分、耐貧瘠，抗低溫，適

合都市栽培，不過需要排水良好的砂質壤土

(sandy loam)，足夠的陽光。開花時，櫻花

樹幾乎整棵樹都是花，櫻花樹是日本人最喜

愛的樹木，但是櫻花樹的病蟲害很多，照顧

櫻花樹是日本特有的技術。許多國家移進櫻

花樹，不一定學習到照顧櫻花樹的技術，因

此開花與樹型總沒有日本的櫻花樹漂亮。



小 石 川 植 物 園 內 尋 訪 梧 桐 (Platanusx

acerifolia)，是我的期待。我對這種樹木，心

儀已久。梧桐是雜交木，原產地不詳，歐洲

許多城市最廣種植的行道樹，例如英國的倫

敦，百分之六十的行道樹都是梧桐。理由是，

第一：樹形優美，樹木高大，胸徑可超過3公

尺，可高達30公尺以上，可以營造街道成綠

色隧道(green tunnel)。



第二：樹木抗都市空氣中酸氣，酸雨與過氧化氮

的氧化，適合交通量大的城市。第三：樹木的壽

命很長，病蟲害少，又抗風、耐低溫、耐淹水，

不易倒伏，不易斷枝。第四：樹木的根系能夠穿

入壓密的土壤層，即使樹木長得高大，也不會對

根系造成壓密。

缺點是梧桐花開氣味濃，對過敏的人易致不適，

落葉量多，枯葉脫水率慢，易增加都市垃圾量。





日本在明治維新初期，自海外引進梧桐作為

行道樹，老株保留在小石川植物園內。我在

梧桐樹下近看、遠看、向上看、四圍環繞看。

日本迄今，常用30公尺以上的梧桐木，表達

都市的美，即使是用外來樹種也不以為恥，

種得比外國好，又發展自己修樹的方法。





園中的植物很多，我看慣熱帶的植物，到溫

帶地區，方才知道自己對植物仍很無知。不

過植物之美，仍是給喜歡觀察植物的好禮物。

園 中 有 幾 棵 日 本 金 松 (Sciadopitys

werticillata)，針葉斷處分泌透明柔軟的保護

液，而部份逐漸氧化成為金黃色的去角質層，

非常美麗。這是日本的瀕危物種，野地少見。



金松生長緩，樹脂多，早期是日本洗澡盆最

佳材料，大遭砍伐，加上根系敏感，樹周有

建屋、築路，土壤稍有壓密，金松就死亡。

如今數目極稀，只能在植物園中苟存，見證

日本人過去也有無知的年代。低估他們嗎？

不，日本現在已不砍金松了。



我在此學習用心的植物園營造，也看內依然

保留早期的碶石排水道，並將水排到低窪處，

形成池子，營造地景的多樣。更重要的，園

子的保留，是來自一個窮苦農家出身的孩子，

在獲得權勢之後，不忘對窮苦百姓的照顧，

我相信植物園或公園的另一個名字是「對百

姓的愛與照顧」。如今，才能用植物留住眾

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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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當隻小螞蟻嗎？也許可以來綠園 (green

park) ， 園 區 裡 成 排 的 梧 桐 (Platanus

orientalis)，每一棵都高達30公尺以上，樹

幹直徑大都超過1.5公尺，成排枝葉茂密的樹

木，形成巨大的綠廊。





綠園的歷史，可回溯千年。早在十二世紀，這裡

是倫敦麻痲瘋病人的專屬墳場，被多人視為污穢

之地，持續了四百年。直到十七世紀，英國國王

查理二世(CharlesⅡ,1630-1685)擔心這裡常人

罕至，淪成盜賊之窩，才將墳地改成公園。不過

過去的負面印象，前來的人少。十八世紀，在此

設立一座音樂露台，著名的音樂家韓德爾

(George Handel,1685-1759)常在此指揮樂團，

期待來的人多。





十 九 世 紀 初 期 ， 景 觀 建 築 師 奈 許 (John

Nash,1752-1835)重新整頓，才將這19公頃

的地方，建造成世界最美麗的都市公園之一。

奈許以單純、流暢的風格，只用梧桐與草坪，

組搭成「森林 -草地型公園」 (forest-lawn

park)。草地是為了通風，梧桐是為了林蔭。





奈許認為一流的景觀設計，是對時空的洞察，

以地型特質，相鄰地區的使用特性，以簡單

的設施，去營造公園的自然化。這是普世

「自然化公園」(Naturalistic park)的一個經

典案例。





他認為：「地景設計是只抓重點，細節讓自

然去補足。以設計者對空間特徵的喜愛，作

從心發出的設計。以自己的有限，作直覺性

的判斷。」。他喜歡讓公園充滿綠，他寫道：

「綠是視覺的最大享受」。他用不同間距的

大樹，中間是草坪，營造綠色空間感。以大

樹、草坪空間上下的不對稱，使人的視覺會

自以為渺小。左右大樹的對稱，給人穩定、

有序的安全感。







我躺在綠園的草地上，聽到周遭許多鳥鳴，

小孩奔跑的歡呼聲，與樹枝間的風聲。體會

娛樂recreation，是再一次的創造creation。









「你們當因我所造的永遠歡喜快樂。」(以賽

亞書65：18)。我希望有一天，也能參與使人

歡喜快樂的創造。即使，我可能是一隻小螞

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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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都市林」的優點

1. 蔭涼、降溫

2. 引風廊道

3. 生態廊道

4. 公共空間綠帶化

5. 休閒、教育

6. 保水

7. 蒸散降低淺層地下水

8. 景觀、綠美化

9. 減強風、防噪音

10. 文化性，是生態都市的必須。



「都市林」與自然林不同

1. 生長環境較差：路硬鋪面，土壤硬化，排水不良，高樓

風剪，基盤不良，根球不足，大樓壁面高溫反射，廢氣，

電線桿阻礙，地溫增加，車流震動，割草機傷害等。

2. 掉落枝幹，傷害行人。

3. 樹傾造成車損人亡。

4. 根系進入水管、牆角，壓迫瓦斯管。

5. 昆蟲、蚊蟲增加。

6. 需要大量管理

7. 社會議題

8. 缺乏知識、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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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然史的觀點，

土壤是大自然忠實的記錄者，

閱讀土壤，可以知道許多珍貴的訊息，

彌補過去文字傳遞的不足。

但是怎麼閱讀？這是非常有趣的解謎。



我們周遭有許多事情，紛擾叢生。其實生活並不

平淡，而是有許多小亮點。日復一日的工作，也

可以找到令人喜悅的地方。就像我的學生，有一

天在課堂上的分享：「從小，上幼稚園是我的工

作。進學校時，讀書是我的工作。畢業之後，上

班是我的工作。若有人要嫁給我，倒垃圾是我的

工作。退休後，當志工是我的工作。老到走不動

時，躺在床上不吵人家，是我的工作。我的一生

都在工作，直到那一天才不工作。」



起因是2013年7月，來了一場蘇力颱風，下

場豪雨。台北市的大安森林公園一夕之間倒

了1500棵樹，怎麼回事？我是診斷原因的受

邀者之一。2014年4月，當我將大安森林公

園榕樹區的土壤以非破壤採樣的方式，鑽土

到85公分，檢查樹木根系的生長，與土壤的

狀況。我才有機會認識底土，與根系分佈。



榕樹是台灣的原生樹種，適應潮濕高溫的氣候，

也耐乾旱的環境，當榕樹的根系吸不到足夠水份，

就由枝生長的「氣生根」(aerial root)，直接吸

收空氣中潮濕的水氣。氣生根都垂直下垂，遇到

地面，長出根毛吸收土裡的水份與營養份，成為

側根支撐向外伸延的枝幹，使樹冠愈伸延愈大，

覆蓋大片的地面，提供良好的遮蔭。在熱帶地區，

強勢的榕樹可成單一種榕生的純林，一棵榕樹可

借側根伸延，覆蓋地面一萬平方公尺以上。



近根系的厚度，以支撐樹幹，不在強風吹擊

時，有過大的彎曲而致斷折。榕樹的主根系、

氣生根、側生根、板根形成非常複雜與多道

穩定系統，讓榕樹抗風、耐旱、耐洪水。



榕樹的根可以延伸很長，又稱為「會跟著水氣，

尋水的根」。因此經常深入排水溝、污水管、牆

縫隙、路面孔隙間，導致路面破壞，水不通，牆

壁龜裂。其根系的尖端會分泌弱酸，溶解水泥、

屋頂磚瓦，自外穿屋而入。除非能夠約束榕樹根

生長區，榕樹邊的十公尺內最好不要建造房子，

或是馬路鋪面，否則日後要經常維護。因此，榕

樹被稱為「最佳與最差的樹種」(The worst and

best plant species)。



榕樹生長最大的限制因子是氣溫與土壤含水

量，在15℃以下，榕樹的生長就受抑制。土

壤含水量在飽和含水量的20-80%，榕樹生長

良好。低於20%飽和含水量，榕樹仍可用氣

生根自空氣中吸潮濕水氣因應，但是超過飽

和含水量80%，榕樹主根系將呈缺氣，無法

進行呼吸作用，而難以吸收水份、營養份而

枯萎。



榕樹生長氣生根或根系，都需要健全的主根

系，才能有足夠的生理機能，才能生出另種

根系。長於淹水區，或排水不良區的榕樹，

最顯著的徵狀是氣生根少，葉片枯乾，這種

軟弱的根系很容易在強風中傾倒。



根據現場採樣與實驗的結果，以表(一)示之。

榕樹根生長主要到地面60公分，屬於榕樹較

適的砂質壤土。該區土壤乾密度比重(bulk

density)都超過1.50g/cm3，屬於較?密、或

較硬的土質，榕樹的根系依然可以深入。但

是70-85公分深的土壤太黏，土壤乾密度比

重超過1.60g/cm3，土壤太硬，又土壤含水

量達飽和的92.6%，屬於排水不良的地區，

難有根毛深入其間。



表(一) 大安森林公園2014年4月30日榕樹生長區土壤特性

土壤深度(cm) 0-20 20-40 40-60 60-70 70-85

土壤體積含水量(%) 33.6 23.6 33.8 35.2 35.3

土壤乾密度(g/cm3) 1.55 1.56 1.53 1.44 1.64

飽和孔隙率(%) 41.5 41.1 42.2 45.6 38.1

土壤水量飽和比(%) 80.9 57.4 80.0 77.2 92.6

砂粒(%) 63.0 65.4 27.4 7.4 1.4

坋粒(%) 31.24 24.88 42.88 46.88 57.88

黏粒(%) 5.76 9.76 29.76 45.76 40.76

土壤質地 砂質壤土 砂質壤土 粘質壤土 坋質壤土 坋質壤土

根系分佈(%) 20.3 38.6 33.8 3.8 2.4

備註 ─ 有磚塊 有磚塊 ─ ─



大安森林的榕樹是自外地移植而來，其根區20-

60公分有磚塊，是1992年拆除建屋，留下的廢

料，就地覆土掩埋，但未影響根系在該區的生長。

榕樹的根毛能在土粒與廢建材之間的孔隙，找到

伸展的空間，並且形成可供排水通氣的大孔隙

(macro pores)。在黏重的土壤中，有低於20%

比率是其他的物體―磚塊、混凝土塊、鋼筋、塑

膠管等，增加土壤結構的異質性，若超過20%，

則需取出若干，以防對植物根系伸展的阻礙。



大安森林公園有數百棵的榕樹，種植只有緊

密，與過度緊密之分，不同榕樹生育狀況有

差異，影響的因素很多，土壤70-85公分深

排水不良，是其中的關鍵，因此改善大安森

林公園的植物生長，必須在70公分以下做深

層地下排水，以增加根系生長深度，與土壤

通氣性。



在野外看到生長盎然的大樹，是大地的景觀，

獨特的美。台灣的溪畔，仍有一些大榕樹矗

立，代表生命可以屢經沖刷，依然可以站立。

只是我們不太願意，在都市的公園給榕樹這

個機會，缺乏排水整治，與樹根基盤整治。



我們不知道榕樹在土壤水份超過80-90%飽和

量，能夠承受多少日子？在這情況乳菌網的

真菌容易藉由土壤孔隙的水，移動進入根系，

或是根冠，造成根系的「腐朽病」，使樹木

矮化，葉片稀少，葉面黃化，容易在風中倒

伏。



或是蛀蟲進入由潮溼的地面，進入莖部或是

枝條，造成莖部與枝幹腐朽，這是排水不良

造成「次生昆害感染」 (secondary insect

pest)。除非改善主要的排水不良狀況，否則

用藥劑抑制昆蟲，沒有從根本處解決問題，

成效將極有限。



或是蛀蟲進入由潮溼的地面，進入莖部或是

枝條，造成莖部與枝幹腐朽，這是排水不良

造成「次生昆害感染」 (secondary insect

pest)。除非改善主要的排水不良狀況，否則

用藥劑抑制昆蟲，沒有從根本處解決問題，

成效將極有限。



(五 )



樹木，藝起來

張文亮



「樹藝」(arboriculture)是非常古老的
種樹、修枝、維護樹的技術。早在公元前四
世紀，雅典哲學家泰奧弗拉斯托斯
(Theophraetos，317 B.C-287 B.C)提出：
「植物根系的修整，使根系可食的部位更具
營養，或是根系具有療效的部位更具藥效，
或使根系抓地力，像肌肉強而有力，或以改
變根系的分布，來改變樹形，使開花與結果
更多。」這些技術當時稱為「Rhizotomi」
(樹盤整治)。



樹木醫的發起

後來，樹木整治的技術在世界各處發展，大
都是為小型面積的樹木園藝栽培，大都在增加果
樹生產，或是使更美，配合景觀的設計，不過大
都是經驗式的累積，口述式的教導。一直到十八
世紀，為了改善都市景觀、減少森林火災與植病、
大樹保護等，樹藝逐漸受到重視。



在十九世紀，樹藝開始在美國發展，進而影
響普世，是「國際樹藝協會」(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Arboriculture)的
發起人戴維(John Davey 1846-1923)。戴維
有普世第一個「樹醫生」的養成機構「戴維
樹科學學院」(Davey Institute of Tree 
Science)，他在1880年成立「戴維樹木專家
公司」 (Davey Tree Expert Company)，至
今仍是北美洲最大的樹藝公司。



戴維只受點基礎教育，只為喜愛樹木，自
修任何與樹木相關的學問，結合他50年以上的
照顧樹木的經驗，在二十世紀將樹藝專業推向
世界的舞台。他一生貧窮潦倒，即使後來擁有
一間大公司，他每聘一位員工，就讓員工成為
公司的合夥人，是所有員工共同擁有這公司，
而非他個人獨有。他寫道：「當我聘用一個人，
就是不斷的訓練他，讓他成為種植與照顧植物
的人。」



又寫道：「一個有責任感的人，才配學習照
顧樹木的技術；一個願意趴到地下，從樹木
的根部開始檢查的人，才是有責任感的人。
當有責任與技術，才能去處理樹木的問題，
否則一切砍不當，樹木就受到無法彌補的傷
害。我看過許多人，嘴巴說一堆樹木學的知
識但是只有很少的人能從樹木根的部分做
起。」樹木醫的做事原則是「做對事，否則
都不做(Do it right or not at all)」



樂於低收入的理想家

戴維出生於英國西南部索美塞特
(Somerset)的一個貧窮的農家，從小父親教
導他照顧農田與果樹，在鄉村學校學寫字與
閱讀後又繼續照顧農田與果樹。工業革命發
展百年，英國在1860年代已經成為世一強國，
擁有許多海外殖民地，低價進口許多農產品，
也讓全國百分之五十的人口，往都市集中，
鄉村迅速凋零。1870年代，代為離開家鄉前
往美國，在俄亥奧州(Ohio)華倫鎮(Warren)
的私立學校擔任清潔工。



這是最低薪的工作，他卻全力去做，並
認為「維持學校的樹木生長良好，就能給學
校好的環境，與減少樹木引起的野大」。他
將學校有病的樹木治好，1881年，他離開學
校，成立個人工作室。當時照顧樹木是極冷
門的工作，一般工人順便修剪，樹長不好就
砍掉。支持他業務的是在地「立石墳場」
(Standing Rock Cemetery)的環境清潔委託。
他從1881-1901年全靠這份每日美金一元薪水。
他對愛護樹木的熱情，彌補低薪的打擊。



都市樹木學

1901年，他認為美國都市的發展都以樹
木為阻礙，不斷地砍除，電線杆的設置，也
將電線經過的樹木齊頂砍除，水管與瓦斯管
的埋放，常將樹木連根拔除。許多樹木感染
毒蛾(Lymantria dispar)，沒有醫治就砍伐，
道路的鋪設使土地過硬，樹木難以存活，戴
維發現必須發聲，教育大眾，否則樹木會毀
於許多人的無知，同年，他出版 「樹醫生」
(The Tree Doctor)一書，教育大眾，這後來
溝通成為樹醫生的專長之一，善於溝通，眾
人才瞭解珍惜樹木的重要性。



戴維教導幾個革命性的看法：

1. 樹木不是只有種植，還需要妥善照顧，才
能幫助樹木活的更好、更久。

2. 都市的樹木與都市外的樹木有不同選種、
種植與保護的方式，以免強風、暴雨使樹
木倒伏或折枝。

3. 都市樹木的修剪，而需考慮樹木結構的穩
定與癒合能力。

4. 都市樹木可以與景觀、建築結合，更增加
土地與房地產的附加價值。

5. 樹木必須修剪，否則過多的分枝受風，也
容易傾倒。



讓樹成一行業

他推動「樹醫生」的證照制，使這工作
成為專業，可以得到政府的信任，與民間的
支持，也使樹藝成為帶有市場的「商業樹藝」
(commercial arboriculture)。植物系主任
史東(George Stone,1850-1941)聯絡，甚至
前往上課，學習新知。這種榜樣也建立樹醫
生專業的另一特色，即使取得證照，有許多
的工作經驗，仍然定期回大學上課，吸收新
知識，與藝科學的進步接軌。



史東是美國第一個開樹藝學的人，他是
植物病蟲害的教授，在德國訪問期間，看到
樹藝學自森林分出，發展都市森林，也是園
藝學分出，發展樹木、灌木在都市公園、行
道路、高速公路旁、大樓邊、湖岸、遊戲場，
與私人庭院的照顧。回到美國後，1895年，
他開設樹藝學。戴維與史東教授合作，1906
年開設第一所樹藝師的養成場所―「戴維實
用森林學校」(Davey School of Practical 
Foresty)。



學校的宗旨：「給喜好以樹木服務的人，有
個學習的地方」，第一年，就有450人前來學
習，他們出版「樹藝消息」(Arborists News)
報導樹藝發展的新知，與各地樹藝師的聯絡。
這時戴維已經成為著名的人物，他還是一貧
如洗，連房子都被法院查封，他後來寫道：
「給世界一個護樹的新觀念，就是我的報
酬。」



他致力於樹藝不局限於個人的經驗，也
要走出個人權威式的壟斷，而將最新科學發
展融入，1909年，他將學校改名為「戴維樹
木科學學院」(Davey Institute of The 
Science)，並成立「戴維樹木專業公司」
(Davey Tree Expert Cpmpany)，全力以公司
所得到利潤支持學的教育工作。他高度要求
學生要有好的品德，不斷學習的熱忱，與
「樹木就是我兄弟」的心胸。



1911年，美國總統塔夫脫(William 
Taft,1857-1930)請戴維負責「美國國會大厦」
(U.S. Capital Building)外所有樹木的整治，
不只讓他一生堅持有個舞台，讓全國、甚至
全世界看到樹藝的重要，而且負責維護國會
大厦週遭1173.3公頃的公園，有非常特殊的
意義。



美國國會大厦是奧姆斯德(Frederick 
Olmsted,1822-1903)設計，他也是「紐約中央
公園」(New York Central Park)的設計者，
中央公園迄今仍是美國所有城市中，最佳的都
市公園，公園設計史上的經典之作。奧姆斯德
在設計美國國會大厦公園時，有超過一百種的
樹木，選自美國各州的代表樹種，種植的都是
各州具有歷史意義的樹木，由於每梱樹都代表
各州對聯邦的忠誠，任何一棵都不能倒掉。這
種地方的樹木維護，一直沒有人敢承接。塔夫
塔是半強迫、半請求的請戴維擔任此職，後來
請他特別要照顧好美國國父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於住家維農山莊
(Mount Vernon)所種的樹木。



愛護樹木的人

很多人聽過華盛頓在6歲時，砍倒一棵櫻
桃樹的故事，其實這是華盛頓逝世後十多年
才傳出的軼事，難以考證，但是華盛頓活著
時，在住家附近種了許多樹，他記錄每棵樹
的位置與種類。照顧華盛頓的樹木，是保持
史蹟的重要。戴維接此重任，並且達成使命。



資料來源：

1. Abbot , R.E., 1977. Commercial 
arboricultural Practices in North 
America. Journal of Arboriculture. 
Vol.3. No.8. pp14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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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棵樹木，有首優美進行曲

張文亮



樹根是大力士，默默承受樹的重量，

是堅持者，於大風、暴雨中的豎立；

是忠實的供應者，吸收水份與養份；

是記錄者，記下過去環境的變遷；

是種地圖，呈現土壤的變化；

是種文學，述說生長的滄桑；



是見證，顥示人類種植的粗心或細膩；

是探險勇士，向未知的環境延伸；

是覆庇者，給許多地下昆蟲的居處；

直到末了，仍是無私的給與者，

給土壤更豐富。



十八世紀初期，修樹理論在德國萌芽，到
二十世紀初期漸成專業的學門。尤其1937~1943
年，德國慕尼黑大學(University of München)
植物研究所的所長特勞爾(Wilhelm Troll, 
1897-1978)，提出一系列的樹形研究，才賦予
樹形整治技術學理的基礎，並使樹木的修整有
合科學的邏輯，樹形學成為樹藝，或樹醫生的
理論基礎。幸好，有樹形學否則樹木維護、移
植，容易流成只有技術層面。他被後世稱為
「樹學之父」(Farther of plant morphology)。



植物形象的意義

他提出樹形學理論的核心：

• 每一棵植物都有其「原本型」(archetype)，
這是每顆植物存在，原本就賦予榮耀、美好
的形狀。這形狀雖是看不見的(invisible)，
是智慧的造型，含植物生命的韻律，每位樹
木整治者第一個思維：「如何恢復樹木最美
好的外型？」為此，他經常到野外，高山觀
看樹型，或比較古植物化石中的碳纖維結構，
與植株的形狀。他寫道：「原來樹型是恩典
原賦，樹型的整治是恢復起初。」



• 所見植物的是「表現型」(phenotype)。這
是由遺傳、周遭的環境、人為的影響與其他
生物的影響共同形成。但是「生命存在蘊含
的複雜度，超過外在環境的複雜度，生命才
能在變動的環境中，仍然保有自身組織的特
性。」



特勞爾又寫道：「植物的每朵花、每片葉子、
每一根毛對植物都有意義，這意義超乎外在
環境的變動。如果祇考慮大自然對植物的影
響，將只落在以外在的『因』探討內在的
『果』(causality)。植形學的基礎，強調植
物不同組織間的比較，即使是用視覺比較
(visual comparison)的方式，也能瞭解植物
以不同的形狀，去面對外在的變動。」



• 植物不同組織互有關係。特勞爾寫道：
「植物的根、莖、枝、葉、花、果之間存
在許多相互聯結、相互支持的方式。這不
祇包括物理結構的支持、生理代謝的互補，
也一起爭取更多的空間去發展。」



樹藝整治三層次
特勞爾認為探討植物組織間的發展有三種不
同的層次：

1.「型態系統」(classificatory)的層次。
植物的不同組織不只是分類的特徵，而且
互有相關。例如枝葉的分叉發展，必須有
根系廣泛分布來對應。開花的位置與植株
位置有對應，甚至葉子生長的狀況，就可
以日後開花與結果的對應，這是修剪樹木
的關鍵，是在調控花朵的大小，或花果的
集中度，或是開花時期的延長，或使枝子
集中抗風，或使植物的根系發展對環境變
動更具抗阻等。



2.植物「個體發展」(ontogenetic)的層次。
這是較直觀的認為植物組織相互影響，例如根
系的發展受到莖葉發展的影響，同理莖葉的發
展受到根系發展的影響。這是特勞爾1928年到
馬來西亞，研究紅樹林(mangrove)的生長，發
現其根系發展不僅要挺出地面，在空氣中產生
氣體置換，還要在氣生根側長出根毛，才能在
不斷上升的地面，吸收到營養份。這是受到潮
汐的運動，紅樹林莖葉攔下泥沙，使地面上升，
根毛要不斷在上升的地面吸取營養，又要讓根
向下伸長才能供莖葉發展，與經得起潮水的沖
力。



3.植物的「系統發育」(phylogenetic 
sequence)的層次。這是植物不同組織發展，
在時間上的先後影響。例如植物的部分根系
死亡，枝葉就枯乾，或是枝葉先枯乾，某一
部份的根系就死亡。



樹木醫的哲學面

德國科學家的思索，經常與英國、美國
為主流的科學思索，有很大的不同。英、美
體系的科學觀，經常將問題一直細分，分到
細小之處再找突破，但是分到太細，也經常
造成日後的不易整合，以致缺乏實際的應用。
德國的科學觀，經常先整合已知的知識，成
為抽象的哲理，再用抽象的哲理去探討細節。
英國、美國的科學家常批判德國是的想法太
形而上，但是德國的科學家認為他們太瑣碎，
注重片段失去全盤的了解。



即使許多英、美的科學家，對特勞爾的
樹形整理學論有許多批判，尤其是原生型的。
但是特勞爾的研究都是在德國的納粹(Nazi 
Germany, 1933-1945)期間，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窮兵黷武發展德意志大
帝國。特勞爾用非常少的經費作研究，將這
些成果，自己出資印成「Vesgleichende
Morphologie des hoheren Pjlanzen」一書，
與朋友、學生共享。



在盟軍轟炸德國期間，他保存的幾本，全部
炸毀。反而學生攜出德國的得以保存，後來
譯成數種語文版本，才在國際產生影響力，
甚至帶動樹木管理的市場，使修剪樹木在
1950年代以後，以樹形學的理論，成為訂定
樹木保育與管理的法令依據。



樹根的診斷學

1943年，特勞爾出版「Wurzel and 
Wurzelsystems」(roots and root system)，
這是科學史上第一本探討植物根系與根型的專
著。在此之前根型幾乎是被忽略的領域，他卻
提出，「根士植物的主要器官(primary 
organ)，根形是瞭解樹木生長的主要機制。



他提出植物的根系兩種完全不同的機制，共
同形成。根部的主要機制是吸收水分營養分，
與物理性的支撐。為了吸收，根系要分散。
為了支撐，根系要集中，在分散與集中之間，
植物有內在分叉(endogenous branching)的
本能，使根系形成不同角度的交錯，向不同
深度的伸展。」



這書後來開啟普世對植物根形的研究應
用，包括植物的灌溉用水效率的評估、土壤
結構的改良、土壤施肥的有效量、土地的使
用與改良、植物種植的合理間距、植物根區
的排水、根盤整治、土壤透氣性的檢定、植
物對環境變動的因應、植物根區碳儲存的提
升、減少樹木傾倒災害的預防、優美樹型的
整治、老樹根系修剪移植與保存生機的技術
等。



如果樹醫祇是種技術，發展到某一地步，
就會停滯，特勞爾認為技術的背後有哲學，
才能更重要的給人的不斷的思索，樹木，原
有一個最美的形像，雖是現在眼不能見，卻
是要給人認真思索最好的形像應該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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