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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不言，于自成膜。」
《史記﹒李將軍列傳〉西漢﹒司馬遷

每年從深冬到春末，就是薔薇科各式各樣華麗花木嫣然盛放讓世人讚嘆
一面的時間。上面的副題中八個字簡潔表明，這幾千年豪華豆民族一直都

迷戀於桃李裙下，甫開花削吸別人恣意觀賞流連冶返。母論月朗星稀句朝

雲竣麓，桃李總能展現獨有媚態各有特包的一面。其珍貴在於花期於人間

頃刻轉瞬間逝，才叫許多人每年春季甘願趨之若驚踏青尋芳影。

在這龐大家族中有－1固幾乎涵蓋這些妖燒之物的李屬 （Prunus S仰，
這個屬還可以被稱作桃／梅／桃李／櫻桃屬，任君選擇） ，便有了「五花

爭春」之說。桃、李、櫻、杏、梅這些主要種類經已叫人眼花撩亂，然

而這龐大家族還包括郁李、桂櫻、胡李之眾。此外，薔薇科尚有木瓜屬

( Chcrnomeles spp.）的木瓜海棠和貼硬海棠、海棠屬 （Malus spp.）的垂

絲海棠及蘋果花、梨屬 （Pyrus spp.）又有帶雨的梨花、溫帶常見的拘子

( Cotoneaster spp.) ......族繁不及備載。

主這些甫盛開就「四廂花影怒於潮」的植物外表無疑都非常類似（不然也

不會很多都被偏在同一屬內） ，一般人可能都傻傻分不情亂叫這是梅花

那是桃花句甚至許多對植物有認識的人也沒有一定把握去區分她們。

然而唸專業園藝的實在必領好好認識這些著名的園藝觀花木本植物。主？

將來一俏春光明媚之旅，仔細看情楚這些既熟悉丈陌生的植物吧！

祕花 Pruni persi c a 

. 

「滿樹女防部問：旻紅，萬枝丹移灼窘融。 」
〈桃花〉唐 ﹒吳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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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一定是今天在鵲最名不符實的花， 或注很少聽講哪邊哪兒有桃花正在開放 。事
實上，桃花一直在臺灣被誤稱為杏花很久了 。很多名日杏花林裡栽培的所謂「杏花」其

實都是重瓣碧桃，是中華民族早已在萃南地區栽培上幾千年的傳統花木及果樹。大概是

于：桃花 Prunus pers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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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tmus persica var. duplex、
攝於廣西桂林

因為杏花的「杏」與「幸」同音，才被花農易名誤導大眾。

桃花是落葉喬木，葉長披針形無毛，且葉綠有明顯鋸齒。桃
的辨識重點早已被古人輕輕點出： 《詩經﹒國風﹒桃夭》 白

師謂「桃之夭夭，灼灼其萃」 ，指翠綠而繁1克的桃樹盛放吐

火。桃花是先發葉而長花宜，盛放時間可見初綠新梢。單瓣桃

一般五瓣，花包從純白、淡粉、排紅、深紅包甚至紅白混合都有。

如北宋﹒邵雍《二包桃》：「施表施粉包懼好，傾國傾城艷不同。」間有

描述宋代紅白二包桃，桃花育種選拔悠久藉此可見一斑。桃花常見變種有食用

的油桃、插桃，觀賞用的碧桃、壽星桃等（當中重瓣花師碧桃）。桃花花期

在溫帶一般較晚若三至四月，唐﹒白居易在 《大林寺桃花》 亦云： 「人間

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得見桃花開在農曆四月 o 臨亞熱帶地區

女H臺灣則在春節期間開放句是華南地區的重要年花。在許多率南摸語方吉中，「桃」與

「圖」發音相同句因此春節期間一些商業區，公司都會擺放大棵桃花，取「大展鴻圖」

之義。

桃花原產地在中

梅花

Prunus mume 

國司但桃花的種名 persica 指的卻是波斯（今伊朗） ，可

早就從中國還漸傳播到亞洲的周邊地區司而桃花間經

波斯傳入西方。

「遙知不是霉，為有暗香來。」
《梅花〉 北來﹒王安石

h 勾11﹔」 l 也 l 1' 

「歲寒三友」之一的梅花， 以做雪而綻傳頌千古 o 唐﹒恭慶餘 《早梅》 ：「天然根性
異，萬物盡難陪。自古承春早 ，嚴冬斗雪閉 。可見梅花乃高風亮節的品性象徵 o 梅花開

在殘臘初春之際，生於高山鋼：谷，水驛荒村 句仍情香依舊，玉潔冰惰，予古人獨自莫

中：梅花 Prunus pers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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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寒樓 Prunus campanul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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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欄精神之柱。甚至乎今日一齣《甄撮傳》，引用唐﹒崔道融「逆風如解意句容易莫摧

殘」，賦梅花其實內性柔弱勿殘之的本性，再寄寓甄撮本人。

講這麼多，也只是表達前人的愛梅說，吟詠梅花可謂群芳之首 o 尤以梅花係上述眾花
中最早閉的，深寒問盛開的只有梅花毋容置疑，而梅花絕不會花葉同發句花落後待氣候

回溫才發葉。然梅花更有撲鼻濃香，有「踏雪尋芳」謂之 o 花朵下有五瓣硬專片，花瓣

整片接近圓形都是梅花的重要辨識。梅樹可以長高至10米以上，葉卵形具齒緣。梅花的

品系可分為四大系：真梅系、杏梅系、櫻李梅系、山桃梅系和六大頻：直枝梅類、垂枝

梅類、龍游梅頓、杏梅頸、櫻李梅類、山桃梅類（前三屬真梅系） ，其下再有19個型

方lj o 梅花屬於長壽樹種，在中國湖北沙市的章華寺，有綠楚梅相傳是楚靈王栽下的，至

今也遍2500年了。雖然梅花早已是中華文化的象徵物之一（違是今天中華民國國花，

對岸則仍與牡丹豆豆列候選國花） ，而梅花的種名 mume 卻來自於日語「梅」 （穹的）的

羅馬發音轉寫，可想而知初期西方人是先從日本接觸梅花的，但其實梅花原產地跟桃花

一樣是中國，是後來才可︱種到日本和韓國。江南梅花於五月下旬至七月上旬結實，這五

季節常陰霾有雨，故有「梅雨季」或「黃梅天」之說法。

櫻花 Pru仰

「花ω雲鍾怯土野恥淺草伽利

.... 徘句松尾芭蕉

櫻花，眾所周知代表著大和民族精神知哉，日本人崇敬櫻花盛放
的燦爛，認為與武士道精神相仿，尊為國花。古時的日本甚

至今天某些場合，漢字「花」 似的字單獨使用時就指

櫻花。此外創造了和式詞語「花見」 ( l± IJ: H. ）家代

表他們觀賞櫻花的文化（日本人邊有「梅見」 （穹

的叫一詞代表賞梅） ， 無論是日本建是海外地區都備

受青睞的木本觀花植物。 但櫻花的發源地其實是中國喜馬

拉雅山麓靠雲甫一帶（這裡也是現今諸多植物的重要發祥

地） 。櫻花一詞有別於桃梅杏，後者都各自代表一種特定的

植物﹔前者則可以泛指李屬 （Prum的）下所有櫻亞屬

翻譯：櫻如雲鏢紗，何處鐘聲

背：鬱企櫻 Prunu11ennesiana ’Grandiflora-Ukon’
攝於嘉義阿里山

(subgenus Cerasus） 成員，狹義的櫻就是日本最常見的毛葉山櫻花 Prunus serrula切，

其他廣義的櫻花包括以下是一些重要的品種：

大局櫻 Prunus speciosa 

染井吉野櫻／東京櫻 Prunus xyedoensis 

大山櫻 Prunus sargentii 

排寒櫻／臺灣山櫻／鐘花櫻桃 Prunus campanulata 

日本山櫻 Prunus jamasakura 

櫻桃？對，連大家所陀的櫻桃也是櫻亞屬的成員之－~~ ! 'eJ. I 括歐洲甜櫻桃

Pru nus 仰ium 及櫻亞屬的模式種（type species）酸櫻桃 Prunus cerasus ，今天我們所

吃到的櫻桃都是由這兩種原產歐洲的櫻桃培育的後代 o 櫻桃樹花開幾乎全樹睦白句但花

朵相對地沒有東亞產的櫻花大而華美，花蕊比東亞的櫻花來得長。櫻花樹的果實（櫻花

果）相比之下句排寒櫻果在臺灣尚可買到j責製品﹔東亞櫻花的果實大多小而酸澀甚至苦

得不能食用，絕不及她們歐洲近親的甜美口感，卻是野烏們老龔級的嚮宴，在櫻花結

期總能看到烏兒在枝頭大快朵頤 o

日本自古師培育許多櫻花銘品，原生或流傳至今的而廣為栽種的有寒櫻、洞津櫻、梁

井吉野櫻、大局櫻、寒排櫻、雛菊櫻、高砂櫻、枝垂櫻、 H召和櫻。此外常聽到的「入重

櫻」其實益非一種櫻花，而是重瓣櫻花的日語漢字，所以臺灣常見的「八重櫻」其實都

是排寒櫻的重瓣花個體。常見的入重櫻品種有東錦櫻、關山櫻、高京櫻、五所櫻、千島

櫻、普賢象櫻等等。其中上述的雛菊櫻花瓣數更可達100片以上。

辨識櫻花不難，因為幾乎所有的櫻花都有一些共同特徵 o 櫻花花瓣尖端通常都有呈

「M」字形的凹缺，成東花硬聚生也是櫻花的特色，通常花硬軟垂而向下開放。至於沒

有開花怎麼辦？櫻花的樹皮也相當好認：紅褐色又刻有大量橫痕通常就是櫻花。櫻花

花期相當短暫， 邊開邊落花在一星期內，幾乎就過了。但各種櫻花的開花時間卻不一，臺

j彎原生也廣為種植的排寒櫻 Prunus campanula切，看名字問略知一二她會在冬季開花！

深排紅包是排寒櫻的標誌 句其他品種幾乎都沒有這麼奪目的包彩，而且花期又最早。最

近新聞報導臺灣島上各地皆狂熱地遍植櫻花 句問此原生品種。雖說是土生土長的本地

櫻花，但平地的冷溫時數邊是不足以讓植掠健康發育，而一直慢慢哀弱而萎 o 櫻花違

是適合在高冷地區專美。另外在臺j彎，邊有一種薄有名氣的原生櫻花叫霧社櫻 Prunus 

園藝系學會 。 2013 033 



taiwaniana ’冠以臺灣命名來特顯她是臺灣的特有種，更讓早期的霧社有「櫻郁」之

名。今日霧社的抗日：紀念碑，就是當日的「櫻臺」，但種的卻是排寒櫻 o 想一睹霧社櫻

丰采可前往大雪山或奧萬大，待排寒櫻落後就是霧社櫻的花期了。至於另一臺灣特有種

阿里山櫻花 Prunus transarisanensis 可說是更稀有，邊葉邊花是她的一大特點句有興趣

可前往七家灣沒溪胖尋找看看。

李花 Prun的 subgenus Pru仰

「江陵城西二月尾，花不見桃惟見李。」
《李花贈張十一署〉唐﹒韓愈

上面這句別子，可能會看得人一頭白水：甚麼看不到桃花看到李花？為此，南宋﹒楊
萬里為此作了詮釋： 「lli帝王暮看失睏脂，遠白宵明包更奇，不見桃花惟見李，一生不曉

退之詩。」 （退之為韓愈字號）豔紅桃花越看越見暗淡句獨見李花倒燭天夜阱。蕭璃、

陳技達更謂李花宜月夜、宜綠鬢、宜白酒！

大家可能會覺得李花，從家只是有聽過，卻不知其形。其實在古代，李花經常與桃花

相提並論。 《詩經﹒召南﹒何彼種矣》 又云：「何彼儂矣，率如桃李 o 」說明彼此條件

相當，就知桃李般相稱和諧。惜時移世易，世人對李花之愛似乎都給了桃花，冷落了白

包的李花。其實「桃、李二花同時拉閉，而李之淡泊、纖礦、香雅、潔密，兼可夜盼，

有非桃之所得而持者。」如果就桃花是大家閏秀豔壓群芳司那李花就似小家碧玉惹人喜

愛。

李花的品種不知其他近親一般多樣，在中國有名的品種有秋李、玉皇李、金塘李、芙
蓉李、睏脂李、桂花李、華南李、珠砂李、 玫瑰香李。然而， 標題的學名寫了 Prunus 

subgenus Prunus spp. 家表示李花句李花廣義地包括了幾個李亞屬下的品種：

歐洲李 Prunus domestica 

西洋李 Prunus insititia 

沙灘李 Prunus maritima 

中國李 Prunus salicina 

至於我們能接觸到的李花（不是進口的李子哦） ，幾乎都是中國李。在興大校園的圖
書館旁邊也能發現她的蹤影！若想看白雲般成片的李花，可前往阿里山尋覓一下。李花

花期與桃花相近，花卻極易分辨，甚至反而像一些櫻亞屬的成員。中國李花成簇開放似

櫻花但卻不會下垂，花小而緻密。沒有其他李屬成員般大器，以現切平易的氣質家俘虜

人就是李花。

杏花 Pruni armeηia c a 

「薄薄窘雲籠皓月， 杏花滿地堆香霉。」
《哥華有〉唐﹒劉兼

北京以固有一座千古名山日西山司在「燕京八景」中以「西山晴雪」傳頌至今 o 此名
跟杏花可有莫大關連。自明代起西山師栽滿萬頃杏花句明﹒素之蕃 《來青車吟詩云： 「

香過十里杏花西句體罷空王到上棲」就讚譽有杏花山、香山雅稱的西山。情﹒乾隆帝閉

會見香山墾谷積雪瞪膛，大為驚喜。細看始料本及是杏花飄雪玉屑漫天，芬鼓隨風沁園

春。大喜之下揮毫「西山晴雪」並賦詩：「銀屏重疊謹虛明，朗朗峰頭對帝京 0 萬墾晶

光迎曉日，千林瓊屑映朝睛。」，翠年將御題立碑矗立西山至今﹔ 三月杏花微雨師華北

初春之美景 。你我或許對杏花沒有概念 ，但文字無遠忽屆。認識真正的杏花別再被臺灣

一堆 「杏花林」 的桃花糊塗了 。



：重辦榔李 Prunus j叩onica
from yljh.mlc.edu. tw /flower 

杏花係溫帶植物，有一定低溫需求方能正常生育。因此能在臺灣

， 看到真正杏花的地方只有武陵農場、福壽山農場等高山

農場有栽培 o 杏葉卵圓具細尖，花朵單開呈成簇地閉

且專片深紅反折是重要辨識。梅花之後就是杏花 ，

的花期，新葉發於花謝後。然上面的詩句可知杏花

芳香，花包有潔白又有帶紅暈。差異這麼

/ 大，就別再把臺灣的桃花當杏花瞬！

有H李Prunus japonica 
(syn. Prunus glandulosa) 

「脊令鳴干這雨， 常棟倚窘嗶」

《黃穎州蛻詞三首〉北來﹒黃庭堅

郁李在今天是一種常常被誤會的植物。她有許多名字：翠梅、西洋梅、春梅、雀梅、

、 山李常祿等等可見她並沒有一個屬於白叫然而叮 「常棟」或單字

「棟」就是郁李的正名。《詩經﹒小雅﹒常棟》謂： 「常棟之萃，都不轉轉」意指常棟

花的華美甚至連花專郁光采襲人。郁李的特徵就以《花鏡》描述得最為情晰：「樹高不

過五六尺，枝葉似李而小，實若櫻桃而赤，眛酸甜可食。其花反而後合，有赤、白、粉

紅三包 o 單葉者子多，千葉者花如紙剪簇成句包最嬌豔，而上承下覆，繁耨可觀，似有

親愛之意句故以喻兄弟。」郁李樹不高而枝較疏落，花葉齊閉，品種又分為單瓣重瓣（

《花鏡》中稱 「單葉」及「千葉」） ，花三兩豆豆疊而閉，白古師以此物譬喻兄弟之情。

花葉俱精巧的郁李是金門原生植物句當地可看見今日已鮮有栽培的單瓣品種。從種名
japonica 可知日本是郁李原生地，不過依李屬植物分佈規律，中國大陸原產地更廣 o

梨花Pyrus spp. 

「巧笑解迎入，晴雪香堪惜。」
〈左披梨花〉唐﹒武元衡

中土：木瓜悔棠 Chcenomeles speciosa 
攝於嘉義阿里山

中 Jl~極海彙 Cluenomeles la史研但似
丈人d圓圈儡於臺Ip央宣

不同於李屬，梨花可以泛指所有梨屬植物，但通常指白梨 Py附 xbrets
花包純淨潔白無紅暈具甜香’淡雅之處不同於其他薔薇科姐嫁。與白包桃花一比之下，

就跟櫻花一樣具葉柄﹔與李花比花蕊較整齊句更比李花的薄薄花瓣來得堅韌。梨花最大

特徵在其圓潤大花瓣及向上開的傘狀花序。再可︱《詩經﹒泰風﹒晨風》： 「山有益祿，

照有樹槌」中提及「棟」閉上文的郁李，「槌」就是臺灣的兩個梨屬原種之一的豆梨，

古文如此豆豆列可見這兩種花是同時開放的（但在金門這兩

有點不同）。以下是兩個臺灣原生的梨屬植物：

豆梨 Pyrus calleryana 

臺j彎野梨 Pyrus taiw仰的sis

RIJ 者稀少地分佈於金門大武山，及新北的少量地區。本家多見的豆梨因為璟

境日孟變遷所導致數量驟降。豆梨花瓣比白梨花瓣窄而小，結的果也小型而稱豆梨，

不過她的梨果違是能食用或釀酒﹔但最多的用途還是作嫁接用的描木。另一個被冠上

taiwanensis 做種名的臺灣特有種臺灣野梨更是非常稀有﹔兩者外型非常相近，最大不同

在於豆梨葉柄被毛而臺灣野梨葉柄光滑，果實也更大顆。此豆梨在中興的葡萄中心間有

栽培，有必者可以尋找一下l啊！ （或直接問老師）

海棠

西府海棠Malus × micromalus 

垂絲海棠Malus halliana 

木瓜海棠 Chcrnomeles speciosa 

財槌海棠 Chcrnomeles lagenaria 

「由民蜀地千里， 海棠花獨辨。」
《海棠百韻〉唐﹒沈立更

《君羊芳譜》載： 「海棠有四品 ，皆木本 o 貼硬海棠，叢生，枝做著口狀，花如睏脂句
五出 ， 無香，以其花貼於棋上而名﹔垂絲海棠，樹生，柔枝長帶，花包淺紅，蓋自櫻

桃接之而戚，故花硬細長似櫻桃，其瓣叢密而包嬌媚，重英向下，有若小蓮﹔又有枝

主？：沙梨 Prunus pyrifolia 
丈人Kuno攝於香港鹿頸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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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略堅，花色稍紅者，名西府海棠﹔有生子女H木瓜可

食者，名木瓜海棠。雖有四品，然具有包無香。」

別用甚懶矣XD）從古文記載可知海棠基本就有

這四品，但古人沒有植物學分類的概念而都合稱

「海棠」名下。今天從學名可知這「海棠」其實

是家白兩個不同屬的四種植物。西府垂絲、都是海棠屬

Mali的（近年多以蘋果屬家稱呼，這個就是大家吃的蘋果！）

, 硬就是木瓜屬 Chamomeles 。這個木瓜屬，就是為甚麼番木瓜

papaya） 要叫番木瓜的原因了，因為本家中國裡的木瓜就

是指這個木瓜海棠了！海棠自古盛產於四川匈中地區，多 兒於華中華

西。當然，此海棠絕非秋海棠 （Begonia spp.），相當討厭很多 人把「秋」字除掉家

稱呼秋海棠。對筆者家說 ， 這是某程度上對海棠的不尊重及無知吧。（對不起話說嚴重

了）

此海棠四品與李屬的那幾朵花非常好分。四種海棠花時皆見葉，葉片相對都是小型

葉。四品海棠中唯西府海棠稍具香氣，合琶時草工豔吐芳時卻變粉 ， 甚像蘋果之花。垂絲

海棠最好認：倒轉的傘狀花序如櫻花般花硬呈下垂狀，如晚覆紅豔的花朵鐘狀盛開 o 柔

蔓迎風，垂英亮亮就很貼切地形容垂絲、海棠 o 貼硬海棠間如其名花「貼硬」而生，自古

帥觀花觀果用樹，更是益景頁木。貼棋海棠最早可追溯世上最古老的詞典 《爾雅》，典

中載「琳」凹貼硬海棠 o 自唐代起，海棠師傅入東瀛 o 今天日本更培育許多園藝栽培

種，可見此中國更為珍視。果實奇特如倒置的梨，有「鐵梨腳」名謂之 o 貼硬海棠之果

實稱「皺皮木瓜」’是相當上乘的中藥。今日木瓜海棠與貼硬海棠已不好區別，因日本

同樣以木瓜屬成員作育種、嫁接等等許多于段，自大正時代飛躍發展培育至今繁多品

系，遠比原產地中國發達。最大之差在於木爪海棠果實不知貼硬海棠之皺 o

筆及至此，你看不無聊我也累了。然而， 薔薇科龐大的家族又呈能花煜短幾頁說得
完，誰家的調李又有哪位笑靨花唐棟花揪，不好意思了， 讓這最美一幕暫且告一段落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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