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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草植物繁殖栽培技術與應用 

蔡月夏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花蓮區農業改良場 

 

前    言 

香草植物為任何具有特殊香味的植物總稱，可提供人類醫療、美容、食品、

觀賞、觀光休閒之所需，對提昇人類生活有幫助；近年來國人對於人體保健之

相關產品極為重視，香草精油之引進與芳香療法之應用等，逐漸為國人所接受

並蔚為一股風潮，引起產官學各界重視。東部地區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與景

觀，先天具備有相當優渥的觀光休閒條件，加上自然環境較少受到工業化之污

染，除了適合於發展有機農業之外，也具備有發展香草植物產業的優勢。香草

植物的利用方式極具多樣性，主要可歸納為香草精油(美容產品、芳香療法)、

調理食物、香草飲品、觀賞盆栽與乾燥花材、及觀光休閒等五大類。 

香草植物在東部地區之發展策略首先必須結合產官學各界共同努力;以市

場為導向，適地適種為原則，篩選適合於本地栽培的香草植物種類;應用高科

技研究香草植物成份及其效用，增加產品附加價值;研發香草萃取產品，並將

技術轉移給業者，以企業帶動產業發展;最後要鼓勵開設各種香草休閒農園，

以結合觀光休閒活動，讓轉型中的傳統農業進入香草植物的繽紛世界。本文針

對香草植物應用在休閒園區之建立，並以羅勒、迷迭香、薰衣草及薄荷為例，

闡述其繁殖、栽培技術與利用方式。 

 

如何建構休閒香草園區 

緣起 

花蓮縣自然資源極為豐富，適合於發展以休閒為主的觀光事業，結合農業

與休閒，將是未來地區產業發展的主軸。香草植物為本場發展休閒產業計畫中

重要工作項目之一，其目的在開發以休閒為導向的香草植物產業，以創造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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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新契機。香草植物，感覺上好像是西方傳來的東西，實際上東方人很早就

已運用在生活之中，與其關係密不可分，如我們所熟悉的紫蘇、薑、蔥、花椒、

當歸、芹菜等，或為烹飪上的調味品，或為餐桌上的季節蔬菜，如何將香草植

物開發出更多樣化的功能與用途，為當前重要課題。本場首先自台灣各地及國

外蒐集具特殊味道之香草植物種原，並在場區內建立展示園區，進行種植、觀

察試驗，研究植株生育特性，及其應用於休閒與加工之特性，以作為將來推廣

之依據。 

園區之規劃 

庭園規劃的理論風格，探討起來非常複雜，簡單的說可區分為中國庭園及

西方庭園，西方庭園多為人工幾何圖案，注重視覺透視的構圖與效果，而中國

庭園則以散點透視為基礎，注重觀賞過程之整體感。本場香草植物展示園區設

計理念乃依照歐洲傳統庭園之幾何式造園哲學，著重在「外在的形式美」及「人

工創造美」的表現，其意境在於美就是和諧與比例，創造出「直觀而寫實」的

美感，有別於中國庭園的「含蓄而抒情」。園區主要以花崗石板為步道，區隔

出左右兩邊對稱幾何造型共 18 小區，中庭配置造型花缽，盡頭再以木質棚架

營造出視覺的美。本園區更巧妙的在於因地借景，遠借中央山脈高聳山峰，讓

大自然生命象徵之植物融入其中。茲就本場建構香草園區之步驟敘述如下： 

一、首先必須先測量好整個園區的大小尺寸，把它描繪在紙上，出現一個基本

的基地形圖，然後將主要步道路線標記出來，如此就形成動線規劃圖了，

這個步驟非常的重要，再根據動線規劃，加進大小不等的圓形、半圓形、

三角形及梯形的區塊，完成香草園架構之鋪面草圖。接著就是依照這張手

繪圖樣，選擇各式各樣的地面材料及顏色來搭配，就可開始進行施工。 

二、先將整個園區整平，測量出主要步道的長度與寬度後壓實，步道兩側要做

好水平，將來才會有利於灌排水。園區內營造出一條步道，使用花崗石板

是不錯的選擇，在鋪設時石板與石板之間必須留些間隔(大約 5 公分左

右)，感覺上會比較自然美觀與生動。施工方法很簡單，只要在整平的表

土上撒上一層薄薄河砂，將花崗石板放置妥當，站上去踩踏看看是否平整



 ～87～

即可。 

三、步道完成後就是進行主要區隔佈置，運用不同色彩與材質作為園區內幾何

造型的區隔，較能突顯圖形之界限並強化地面上之圖案。 

四、香草植栽配置： 

本場蒐集有唇形花科、菊科、繖形花科、紫草科、薔薇科、桔梗科、十字

花科、錦葵科、牻牛兒苗科、桃金孃科、百合科、石竹科、豆科、蓼科、

車前科、馬齒莧科、芸香科、藜科、禾本科、罌粟科、茜草科、藤黃科、

千屈菜科、柳葉菜科、馬鞭草科、茄科、毛茛科、木犀草科、續斷科等

29 科 200 餘種香草植物，進行適應性觀察、優良品種選拔及種苗繁殖；

而後再將適應性良好之種類，依適合生長之季節種植於園區內，以展現香

草植物之魅力與風貌。 

五、除了主要的香草植物外，在幾個可停留駐足的地點配置色彩豔麗的草花，

會讓整個庭園在視覺上較為生動活潑，看起來也較具親和力；為了讓整個

園區有高低錯落之感覺，周圍種植高大而造形優雅的喬木，中庭配置造型

花缽，盡頭再以木質棚架營造出整體的美，不但可讓視覺平衡，又能相互

襯托。 

六、最後一個步驟就是草皮舖蓋工作了，首先是步道石板與石板之間空隙將草

皮切成條狀植入，並充分澆水；另外園區在施工期間因不斷來回走動，地

面土層已經緊密，必須先行將土壤耙鬆耙平後再將草皮舖蓋上去，最重要

是水份要充足並不斷踩踏，讓草皮緊緊的與土壤密合，如此便已大功告

成，一個夢幻般的香草園就呈現在眼前了。 

園區之維護與管理 

整個香草園區規劃的重點，當然就是各形各色不同種類用途的香草植物，

因為植物本身是活的，而且不同種類或不同品種其植株生育特性不盡相同，要

讓它恰如其分的生長在規劃的區隔內並不容易；也就是說，當我們將植物栽種

後，因天然的氣候環境變化或土壤、溫度、病蟲害等因素之影響，其生長狀況

往往不如預期理想，因季節不同大小也很難控制。因此在規劃時，我們必須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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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之分類，如生長期長或短，開花與否，草本或灌木，可否宿根栽培等等應充

分掌握與瞭解，在管理上就會簡單多了。大部份的香草植物未開花之前，均為

綠色，僅有深綠與淺綠之差別而已，雖然綠色可讓人們放鬆緊張的心情使精神

得到舒緩，但整體考量時，為使庭園更生動、更引人注目，必須配置色彩繽紛

的開花植物。在園區維護上只要兼顧各種植物枝葉色彩，與其它物件相互的關

係，判斷植株的生長穩定時期、形狀及大小，隨時加以替換與修剪，就容易掌

握與管理。 

 

香草植物栽培管理技術 

羅勒生長習性與繁殖栽培 

香草植物(Herbs)種類繁多且用途多樣化，在廣義的解釋上：舉凡對人類

生活上如外在視覺感觀娛樂、嗅覺芳香以及內在身體與心理醫療保健有幫助的

草木，不管是根、莖、葉片、花朵、種子及樹皮等皆可稱之為香草植物。香草

植物其吸引人的魅力在於變化無窮的利用方法，如可以聞香、嚐味、染色、栽

培、觀光休閒等等。本場為了進行香草植物栽培利用之研究，自國內、外蒐集

引進 200 多個品種香草植物培育種植，篩選適合東部地區不同季節可栽培的種

類。在眾多的香草植物中，「羅勒類」植物一年四季都可種植，適應性極為良

好，且具有特殊芳香氣味，值得加以開發利用。 

羅勒(Basil)屬唇形花科(Labiatae)羅勒屬(Ocimum)的植物，原產於東印度或

歐洲，羅勒被稱為『香草之王』，也是高產值的香草香料，應用範圍廣泛包括

運用在芳香香料(aromatic)、廚房烹調(culinary)、化妝品美容美髮(cosmetic)及

醫療(medicinal)方面，因為在歐美的羅勒品種中有些品種的葉片及花穗可利用

水蒸氣蒸餾法來萃取精油；在台灣民間俗稱為「九層塔」，主要是作為香辛調

味來使用，常見的地方品種有二種，一種全株呈淡綠色，俗稱白骨，另一種莖

及葉脈部份呈紫色，俗稱紅骨。 

歐美國家所見的羅勒品種則非常多，本場 2002 年自美國引進 7 個品種，

包括：香球羅勒、甜羅勒、檸檬羅勒、紫羅勒、西洋九層塔、萵苣羅勒、桂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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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勒等；另從英國引進 14 個品種，包括桂皮羅勒、紫紅羅勒、希臘羅勒、綠

皺葉羅勒、聖羅勒-綠、聖羅勒-紅、檸檬羅勒、萵苣羅勒、萊姆羅勒、紫皺葉

羅勒、甜羅勒、暹羅羅勒、馬賽羅勒等。分別在春、秋季進行田間栽培試驗，

其結果列如表 1、表 2 所示。 

從美國引進的 7 個羅勒品種，品種之間株高與株寬差異最為明顯，西洋九

層塔最高，達 122.6 公分，香球羅勒最矮，僅 32.5 公分。株寬方面，以桂皮羅

勒最寬，達 92.8 公分，紫羅勒最小，僅 39.8 公分。植株鮮重方面，以桂皮羅

勒最重，達 3942.8 公克，紫羅勒最輕，僅 442.8 公克。而在整個生長季節中以

檸檬羅勒生長勢最強，開花期最早。 

除了上述植株性狀差異頗大之外，各品種均別具特色，檸檬羅勒全株除了

有淡淡的羅勒味道之外，還帶有濃厚的檸檬香味，葉子綠色，花序綠色，花為

白色。西洋九層塔葉面平滑，深綠色，花序綠色，花白色。紫羅勒葉子大而具

有深缺刻，分枝少，全株紫色，花序淡紫色，花淡紫色，有濃厚羅勒香味。暹

邏羅勒葉子綠色，花序多分歧，花序紫色，花淡紫色。香球羅勒葉綠色，全株

呈圓球狀，葉子多而細小，花序短且小，味道特殊。甜羅勒葉子深綠色，葉大

而厚，高溫季節葉片容易產生皺摺，羅勒味輕淡。 

表 1.美國引進之羅勒品種植株生育狀況比較(2002 春作) z,y 

品種 植株高度(cm) 植株寬度(cm) 單株鮮重(g) 單株乾重(g)

香球羅勒 32.5e 44.7d 1,869.8b 199.3d 

甜羅勒 110.2b 68.9c 1,991.5b 331.0bc 

檸檬羅勒 96.9c 87.6ab 2,454.8b 406.3b 

紫羅勒 60.3d 39.8d 442.8c 43.0e 

西洋九層塔 122.6a 82.1b 1,813.8b 254.0cd 

萵苣羅勒 92.2c 71.1c 1,922.3b 203.8d 

桂皮羅勒 107.1b 92.8a 3,942.8a 685.3a 
z 種植日期: 2002.04.16, 調查日期: 2002.08.22. 
y 表列英文字母相同者，表示差異不顯著。 

從英國引進的 14 個羅勒品種，同為羅勒屬但不同種，其中屬於 Ocimum 

basilicum 的有茴香羅勒、桂皮羅勒、紫紅羅勒、希臘羅勒、綠皺葉羅勒、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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皺葉羅勒、萵苣羅勒、萊姆羅勒、甜羅勒、暹羅羅勒、馬賽羅勒，屬於 Ocimum 

sanctum 的有聖羅勒-紅、聖羅勒-綠，另外 Ocimum basilicum var. citriodorum

則有檸檬羅勒。 

品種間株高與株寬差異極為明顯，其中以甜羅勒植株最高，平均達 67.1

公分，紫皺葉羅勒植株最矮，僅 32.9 公分。株寬方面以聖羅勒-綠最寬，達 71

公分，紫皺葉羅勒最窄，僅 22.1 公分。 

除了植株生育性狀差異頗大之外，品種各具特色，檸檬羅勒及萊姆羅勒全

株除了有淡淡的羅勒味道之外，還帶有濃厚的檸檬香味，葉子淡綠色，具有綠

色花序開白色花，開花期最早。希臘羅勒與馬賽羅勒其葉面平滑，葉子多而細

小，花序短且緊密，開花期晚，全株株型呈圓球狀，頗適合於園藝觀賞盆栽之

利用。紫紅羅勒及紫皺葉羅勒葉子大而具有深缺刻，分枝少，全株紫色，花序

紫色，開淡紫色花，有濃厚羅勒香味，不易分枝且生長勢亦較弱。其他品種中

適合做為生菜沙拉食用者有甜羅勒、萵苣羅勒及綠皺葉羅勒，葉片大而厚，羅

勒味輕淡；而聖羅勒其株型非常挺拔直立性佳，但香味較為怪異。 

表 2.英國引進之羅勒品種植株生育狀況比較(2002 秋作) z,y 

品種 植株高度(cm) 植株寬度(cm) 

茴香羅勒 57.7b 50.0de 
桂皮羅勒 52.8bcd 55.1cd 
紫紅羅勒 42.0ef 39.1f 
希臘羅勒 44.1ef 54.4cd 
綠皺葉羅勒 40.0efg 43.6ef 
聖羅勒-綠 58.3b 71.0a 
聖羅勒-紅 52.1bcd 48.1de 
檸檬羅勒 46.8cde 57.8bc 
萵苣羅勒 45.5de 49.4de 
萊姆羅勒 54.1bc 62.7b 

紫皺葉羅勒 32.9g 22.1g 
甜羅勒 67.1a 48.2de 
暹羅羅勒 42.7ef 40.1f 
馬賽羅勒 36.5fg 48.5de 

z.種植日期: 2002.10.9, 調查日期: 2002.11.21. 
y.表列英文字母相同者，表示差異不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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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勒植物性喜日照充足及排水良好的栽培環境，可採用種子繁殖及扦插方

式來進行；在本省栽培一般採用播種育苗，以春秋兩季播種最為合適，低溫季

節則生長緩慢。播種前先整地作畦，作法和一般蔬菜相同，每 10 公畝施用有

機質肥料 1,000 公斤，與土壤充分混合後作高畦，畦寬 60 公分，之後將種子

條播在畦床上，再略為覆土與澆水以進行育苗，或利用育苗盤及穴盤以撒播或

點播方式育苗，大約經過一個月後，幼苗長出二對本葉，此時可行移植作業，

將整株羅勒根部連土掘起，直接移到栽培畦上定植，或假植至 3 寸盆缽(作為

觀賞用途)，栽培用之畦寬為 60 公分，株距 40 公分。羅勒定植田間後生長快

速，當主莖發育生長到約 20 公分高或本葉達 12 片時，保留 6-8 片葉給予摘心，

以促進分枝產生。 

羅勒生性強健，且因具有特殊芳香味道，很少發生病蟲為害，栽培時不須

採取特別防治措施，況且香草植物作為保健用途，最好採行有機栽培，不要噴

施化學藥劑。羅勒的採收方式因利用性不同而異，當做烹調或蔬菜食用時，可

直接用手採摘未抽花序的嫩心葉，如此可不斷促進側芽產生，以便日後繼續採

收；若為加工用途或萃取精油，宜待花序抽出開花初期採收最為適當，此時植

株含油量最多且風味最佳。當運用於休閒香草觀光園區時，則任其生長與開

花，以欣賞不同羅勒品種的花色與花姿。 

迷迭香生長習性與繁殖栽培 

「迷迭香」近年來較常見於報章雜誌而廣為人知；迷迭香英名

「Rosemary」，有「瑪利亞的玫瑰」之稱，原產於地中海沿岸，有直立性品種

也有匍匐性品種，直立性品種高度可達一公尺以上，葉片深綠色，濃密而細長，

外表看來像針葉樹，全株分泌具粘性之精油，有特殊的香味，且大多數人均能

接受其味道。迷迭香精油據國外研究能強化心臟和大腦功能，增強活力，強化

中樞神經並促進血液循環，此外，更有抗菌、保護毛髮的作用，可說是難能可

貴的香草植物，在台灣適應性良好，可週年栽培。 

迷迭香原產於地中海沿岸，屬於唇形花科植物，其生長的習性和薰衣草相

似，偏好冷涼氣候，但其適應性較佳，在花蓮吉安鄉一年四季都能生長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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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迭香可用種子或扦插法繁殖，用種子繁殖時，第一年的生長非常緩慢，春天

播下的種子到秋天才能長到可以定植的大小，但隔年開始就會蓬勃生長。利用

扦插法繁殖，其生長較為迅速。 

根據花蓮區農業改良場研究結果顯示，迷迭香種子播種可在春秋二季進

行，但以春天播種的效果比較好，秋播成活率較低。由於迷迭香的種子很小，

最好用穴植盤來育苗，取市面上常見的 50 格穴植盤，填入泥炭土加真珠石混

合而成的育苗土，每一植穴播入 2~3 粒種子，表面上再覆蓋一層薄薄的育苗土

即可，以防止幼苗出土後過於乾燥。種子萌芽之後必須勤於管理，定期澆水，

育苗期長達 3~4 個月。 

迷迭香扦插時，也可以採用上述的 50 格穴植盤，管理上較為方便省工，

取迷迭香當年生的枝條（不要取老化枝條）約 15 公分長，再細剪成三小段，

每段約 5 公分長，作為插穗，或只取頂芽部份作為插穗，直接扦插入裝有育苗

土的穴植盤內即可，扦插後穴盤必須置於有自動噴霧裝置的栽培床架上，保持

高濕狀態，以增進成活率，大約經過 45~60 天以後，迷迭香的根系長滿整個植

穴，此時即可取出上盆或移到田間定植。利用盆栽栽培時，直接將扦插苗種植

於裝有培養土的 6 寸盆內，每盆 3 株；若行露地栽培時每 10 公畝施用有機質

肥料 1,000 公斤，與土壤充分混合後即可進行定植工作，利用作畦栽培，畦寬

(含畦溝) 130 公分，畦面 90 公分，採單行植，株距為 40 公分，每公頃約可種

植 19,250 株。迷迭香種植於田間或庭園中，只要注意排水問題，且因具有特

殊芳香味道，很少發生病蟲為害，栽培時不須採取特別防治措施，況且香草植

物作為保健用途，最好採行有機栽培，不要噴施化學藥劑。定植田間 6 個月後

可行第一次採收，剪取地上部具有葉片部份約 20 公分，單株產量 350～400

公克間，一年可採收 2～3 次；一年生植株公頃產量約為 20,000～23,000 公斤。 

迷迭香花的顏色有藍、淡紫、粉紅及白色等，花形是唇形花科特有的唇形。

引入本地種植這幾年，僅見少數幾株有開花的情形，但植株生育良好已形成小

灌木型態，在歐洲的開花狀況因品種而異，有些即便在冬夏之際亦能花團錦簇。 

迷迭香全株均具有香味，可利用植株自然散發的芳香，作成盆栽植物擺在

室內，有提神醒腦的功效，或可種植庭院作為觀賞之用。作為香辛料時，經常



 ～93～

用在義大利料理及法國料理中。此外還可調製成淡香水、頭髮用的潤絲精、護

髮劑、化妝水及肥皂等。 

花蓮區農業改良場對於迷迭香的利用研究，首先運用在日常生活上，例如

在一般家庭，可直接將迷迭香綠色枝條及葉片放在肉類上，放入烤箱中燒烤；

或與肉類一起醃數小時之後燒烤或煮熟，使其特殊味道融入肉中，口感特佳。

在農業生產上則透過技術研發創造加工產品，如沐浴乳、洗髮精、化妝品、沐

浴包等，或可摘取新鮮葉片或乾燥葉片，作成茶包泡成香草茶等。 

薰衣草生長習性與繁殖栽培 

在所有的香草植物中，名氣最大的就是「薰衣草」了，每年到了薰衣草開

花季節，整片紫藍色的花朵隨風搖曳，伴隨著淡淡花香，令人陶醉而流連忘返。 

薰衣草為唇形花科植物，由於具有清爽甘甜的香味，自古以來便為人類所

喜愛，其原生種有五大類二十八種以上，分佈的範圍從地中海沿岸到中東、西

亞、印度、北非、加那利群島等地。目前廣為栽培的品系，可大略分為真薰衣

草、法國薰衣草、齒葉薰衣草、羽葉薰衣草、以及雜交薰衣草等五大品系。薰

衣草的花有藍色、深紫色、粉紅色、白色等，有些品種含精油量多，適合於提

煉香草精油，有些則花形花色美觀，適合作為觀賞用。 

目前引進國內的薰衣草種類很多，有甜薰衣草、羽葉薰衣草、蕨葉薰衣草、

齒葉薰衣草、寬葉薰衣草、狹葉薰衣草等等。由於這些薰衣草品種均由歐、美、

日等溫帶國家引進，性喜冷涼氣候，在台灣平地栽培時受季節性的限制，以初

冬至春季較適合種植，六月以後的高溫季節，則生長不佳。本場進行栽培觀察

試驗結果以「甜薰衣草」 (Lavandula heterophylla)品種及「齒葉薰衣草」 

(Lavandula dentate)在花蓮的適應性最強，植株高度及寬幅皆可達 60 公分以

上，花期長達 3 個月之久，觀賞期極長，值得加以發展。甜薰衣草及齒葉薰衣

草開花期為三至五月間，開完花之後進入夏季，植株生長較為遲緩停頓，七至

九月間平地氣溫很高，大多數植株很難度過炎熱的高溫期，其莖葉將逐漸枯

萎。若是利用盆植栽培置於半遮蔭處，或是在大面積之田區栽培進行適度的修

剪，並配合適當的管理，則可延長栽培期及開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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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管理技術 

一、種子繁殖 

薰衣草種子可以直接撒播到田間，惟其容易受到外界環境影響，發

芽率不高，又有雜草競爭問題，管理上較為困難，因此以先行育苗再移植

的方式較佳。播種的方式可分為二種：一為利用平底育苗盤，採撒播方式，

另一為利用穴植盤，採點播方式。育苗之介質必須經過適當調配，根據本

場試驗結果，以泥炭土加真珠石，體積比為 9：1 混合之效果最佳。薰衣

草種子細小，且屬於好光性，播完種子後，覆土不宜太厚，澆水時更應小

心，以免種子沖失，也可以採行育苗盤底部吸水法，或以噴霧方式進行灌

溉。播種後 1～2 週種子可發芽，經過約 4～6 週，幼苗長出 2～4 枚本葉

時，可行移植作業，將幼苗假植於 50 格穴植盤或 3 寸盆缽。假植後之幼

苗可行葉面施肥加以補充肥料，使地上部及根系更加健壯。 

二、扦插繁殖 

薰衣草除了種子繁殖之外，還可利用扦插方式來進行無性繁殖，扦

插繁殖法有許多優點，一般薰衣草春天播種要經過半年之後才能定植田

間，需時甚久，繁殖速度極為緩慢，利用扦插繁殖法，則可大幅縮短供應

種苗時間，有利於商業生產。此外，利用種子繁殖時，每株幼苗的遺傳性

狀多少會有差異，生長狀況較不整齊，母株優良的特性也可能無法完全保

留下來，扦插繁殖的幼苗性狀與母株完全一樣，則可避免上述之缺點。扦

插用之介質以保水及通氣性良好之無土介質為佳，例如泥炭土加真珠石，

以體積比 9：1 混合。可選擇採用 50 格穴植盤，或 3 吋塑膠盆缽放置於

24 格端盤上之栽培容器，在管理上較為方便、省工且節省空間。選取當

年生枝條（老化枝條不宜）之頂芽，約 10 公分長，作為插穗，直接插入

裝有育苗土的容器內即可，不必沾發根劑。扦插後必須放置於有自動噴霧

裝置的栽培床架上，保持高濕狀態，以促進發根，增加插穗成活率。扦插

環境之溫度以 25～28℃較佳。通常薰衣草扦插時程只需 3～4 週，根部發

育完全後可進行移植。 

三、田間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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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衣草於田間大面積栽培時，宜採用高畦以利灌排水，水份過多或

土壤通氣性不佳時，將使根部通氣不良，造成根部無法呼吸，吸收水份與

葉片蒸散水份間無法達成平衡，容易發生植株突然枯死之現象。一般栽培

地以砂質壤土較為適當，種植時期以 10 月中旬以後為佳，種植植株較高

大之甜薰衣草品種與齒葉薰衣草品種，可採行畦寬(含畦溝)130 公分，畦

面 90 公分，株距 40 公分，單行植，每公頃約可種植 19,250 株；若是種

植較矮小之狹葉薰衣草品種如孟斯泰德，則可採雙行三角植法栽培，節省

土地面積。種植前宜適量的施用腐熟之有機質肥料，定植後 45 天可施用

複合肥料行第一次追肥，爾後每個月視生育狀況給肥即可。薰衣草可行露

地栽培或覆蓋 PE 塑膠布，其生長勢極強，栽培期間無須摘心，每一葉腋

間都可產生新枝條，種植田間 4 個月後薰衣草植株即可覆蓋整個畦面並開

花。如果在高溫期，將開完花的枝條適度修剪，並注意田間水份管理，避

免栽培田區積水，則可行宿根栽培。 

加工利用 

在農業生產上則透過技術研發創造加工產品，薰衣草植物體因為本身能散

發出不同的香味，在嗅覺上是一種享受，其精油應用在芳香療法上，則已行之

多年。除此之外，經過乾燥後的薰衣草植物體，可長時間保存，隨時可取出以

熱水浸泡，散發出芳香味道。甜薰衣草在花蓮地區容易栽培，且可週年不斷的

採收，因此本場利用乾燥處理後的薰衣草植物莖葉，研發製作成沐浴包；使愛

戀薰衣草的民眾，能分享栽培經驗的喜悅與樂趣。 

薄荷生長習性與繁殖栽培 

在香草植物種類中，「薄荷」是廣為人知的大家族；根據國外研究報告薄

荷精油內約 80﹪成分為薄荷腦，具有防腐、助消化及止痛之效果，在台灣適

應性良好，一年四季都可種植，值得加以發展。 

薄荷(Mint)為唇形花科薄荷屬之多年生草本香草植物，原產於歐洲及地中

海沿岸，由於品種不同，植株有匍匐性(普列薄荷與科西加薄荷)及直立性(綠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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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胡椒薄荷、萊姆薄荷、斑葉鳳梨薄荷及瑞士薄荷等)，植株高度可從 10 公

分到 50 公分以上，莖方型、葉對生、花著生於莖上成一簇，花色則有白色、

粉色或紫色深淺不一因品種而異。薄荷類植物喜歡日照充足、排水良好之栽培

環境，可利用容器栽植或露地栽培，採用種子或枝條及根莖扦插繁殖，利用播

種繁殖育苗期較長且幼苗生長緩慢，增加苗期管理工作，因此經濟栽培時，大

多採用枝條扦插其生長較為迅速。 

根據花蓮區農業改良場試驗結果顯示，薄荷種子播種可在春秋二季進行，

但以春天播種的效果比較好，最好用穴植盤來育苗，採用市面上常見的 50 格

穴植盤，填入泥炭土加真珠石混合而成的育苗土，每一植穴播入 2~3 粒種子，

表面上再覆蓋一層薄薄的育苗土即可，以防止幼苗出土後過於乾燥。種子萌芽

之後必須勤於管理，定期澆水，育苗期長達 2 個月。 

薄荷扦插時，採用 3 吋塑膠盆缽放置於 24 格端盤上，管理上較為方便省

工，取薄荷當年生的枝條約 15 公分長，再剪成三小段，每段約 5 公分長，或

只取頂芽部份作為插穗，直接插入裝有育苗土的盆缽內即可，每盆 3 個插穗。

扦插後端盤必須放於有自動噴霧裝置的栽培床架上，保持高濕狀態，以增進成

活率，大約經過三星期以後，薄荷的根系長滿整個盆缽，此時即可取出上盆或

移到田間定植。利用盆栽栽培時，直接將扦插苗種植於裝有培養土的 6 寸盆

內；若行露地栽培時每 10 公畝施用有機質肥料 1,000 公斤，與土壤充分混合

後即可進行定植工作，栽培時畦面寬 90 公分採雙行植，行株距為 40 公分×40

公分，可利用作畦栽培或平畦栽培，每公頃約可種植 38,500 株。薄荷種植於

田間或庭園中，只要注意排水問題，且因具有特殊芳香味道，很少發生病蟲為

害，栽培時不須採取特別防治措施。定植田間 3 個月後可行第一次採收，剪取

地上部具有葉片部份約 20 公分，一年可採收 4～5 次。 

薄荷全株均具有香味，可利用植株自然散發的芳香，作成盆栽植物擺在室

內或窗台上，有提神醒腦的功效，或可種植庭院作為觀賞之用。運用在日常生

活上，例如在一般家庭，可直接將新鮮的薄荷葉片與麵糊、蛋及牛奶和在一起

放入烤箱中烘焙成餅干及麵包類食品；並可摘取新鮮葉片或乾燥葉片，作成茶

包泡成香草茶等。當種植於庭園中的薄荷植株生長太茂盛時，可於地上部 20



 ～97～

公分處剪下，將其枝條整理乾淨後綁成一束一束的，然後倒吊在陰涼且通風的

地方，可淨化室內空氣；也可以將乾燥後之葉片剝取下來置入深色密封玻璃罐

內儲藏保存，隨時取用非常方便又實際。而且市面上有許多利用薄荷萃取之精

油廣泛地使用添加在口香糖、牙膏、巧克力及喉糖等之運用。另外也可以剪取

不同品種的薄荷枝條插入透明水瓶中，擺放室內觀賞發根情形亦是一種調劑身

心的趣味栽培。或者在炎炎夏日，摘取新鮮薄荷葉片放進製冰盒中，然後加滿

水再置入冰箱冷凍庫，就成了自製薄荷冰塊，添加在飲料中，是一個很棒的點

子，既可消暑又可帶來滿口芬芳，尤其以斑葉鳳梨薄荷是最佳之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