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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一直以自己的肢體發聾，像
一個話說得很慢的智者。

d

‘、、

樹木的話語雖難以閱讀，但本地

有不少人仍在聆聽它們的無聲細說。
樹藝師蘇國賢說樹木懂得自行診斷身

它會以落葉，說自己病重了;它

體狀況:樹木攝影師蘇毅雄說樹木能

會讓樹根伸展一下，訴說自己腳下空

講環境變遷;前天文台長林超英則說

間不足;它甚至會倒下來，弓|至途人

它們控訴天氣異常，香港大學博士研

傷亡惹來全城注目。於是去年初成立

究生彭俊超則印證理論真偽。為了鵑

了「樹木辦」﹒聯同各個管理樹木部門

更多人了解樹木，香港中文大學樹木

進行樹木風險評估，以兔慘劇重演。

計劃發起人胡秀英及召集人左治強，

及樹木管理科技人丁慧 i芋，則以電子
樹木在城市過度發展的情況下再

+

說話多年的香港大學地理學系講座教

Partners 的企劃作為規劃骨幹，為本

授詹志勇，及現正考取樹藝師資格的

地人提俱 5.000 棵樹的城中森林。瞭

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則在撰寫《樹木

受到重視，就如西九方案以 Foster

?

•

/1、

政
策

平台降低人與樹溝通的隔閔。聽樹木

望國際，聯合國把今年定為「國際森

法>>.好平衡人與樹的關係，讀樹及人

林年 J .以免世人只顧經濟高飛而構牲

都可得到全面保障。但要保護樹木之

樹木。

前，第一步該是 一一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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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下，塌樹好像理所當然。但蘇國

賢在 2009 年 3 月至 9 月期間，跟進了 30

樹檢測的安全技巧，而城市樹藝師則是從

要選擇合適的地方，如切割點正確，傷口

一個城市規劃的層面來管理樹木。

會較平滑，不會腐爛。

棵在颱風期間塌下的樹，發現有九成塌樹

樹藝師近距離與樹木溝通。蘇國賢

「有次在尖沙咀作樹木檢查時，發現

樹幹內部均已腐爛。「樹藝師與圓了最大

說「其實目測法可了解不少樹木的身體

不少老樹都破了大洞，內部腐爛了。但有

的分別，不是單靠經驗而是有理論支撐。

語盲。但是有一些狀況是地面角度看不到

工作人員只在樹洞填入石屎﹒結果阻礙生

樹藝師可以有系統地由一棵樹到樹靈都管

的，如向天的樹穴便看不到了，這些位置

長，其實樹木有自我修補的功能。」樹幹被

理得到，當中包括城市樹木種植規劃、樹

最容易藏水或腐生菌類。另外是修剪等工

切割過後，木材會收水﹒並在切口的周圍

苗培育、選擇樹種、施工種植、日常檢查

作，都要攀樹而行。j

增生變厚。「這些大都是樹木的重量支點。
樹木其實很聰明，只會做必需性的生長，

修剪固定期評估樹木健康狀況等工作。以

這天在香港大學嘉道理研究所石崗中

前發現樹木出了問題，~話鋸就鋸~'但有

心，看到蘇國賢游繩而上攀上榕樹。「不少

如生木這過程能增加該點的承重。」他即席

了樹藝師後最大的分別是，現在會按評估

人以為男子攀樹比女子好，因為夠力氣，

示範以鎚仔敲打切口。「有迴音的話代表

結果﹒平衡各方後才決定剪折多少，是

但其實攀樹要雙腳與繩索作三點式支撐，

該部分的樹幹密度較低，可能是內部腐爛

種知識型的管理。」

然後用陰力拉腰而上。」還在說蒼蘇國賢拿

了。」自樹上游繩而下，看到他隨手拿下

樹藝師在香港算是門新興專業，一

出片鋸在切除幼枝 :r 修剪其實有不少法

隻「餃子 J

般需要具有三年以上栽種樹木、護養及評

則。樹木其實會自動調節生長的方向。很

自己包在樹葉之中以保護自己。」

估等相關經驗，再通過筆試才可獲得執業

多人會因為樹木的水橫枝伸到行人路，便

資格。目前全球經美國的國際樹木學會考

將之切除，其實這種做法並不正確。切除

得樹藝師牌照的有二萬多人。 2004 年至

樹枝最終目的是令樹木生長得更好。切除

今，香港有約 110 位註冊樹藝師。

樹上檢測
具五年樹藝師經驗的蘇國賢，原本在

時最先要考慮的是對樹木所構成的傷害，

0

r 其實這隻 r 餃子』是前馬將

簡單目測
市民要了解樹木，為安全計，樹上檢
測的功夫可留給樹藝師。市民則可以簡單

如樹葉的數量、重量分佈及該樹枝的功能

的目測法來察看。「目測法 (Visual

等。如榕樹會生出一些過渡性、向上生的

Assessment) 是世界性認司的樹木狀況檢

Tree

水橫枝，來吸收更多陽光製造更多養分則方法，基本原則並不難理解﹒但這不代

嘉道理石崗中心樹木管理隊工作了九年 o

正常在兩至三年後便會脫落，但有時則會

表人人都懂得目測法。如我們便會利用樹

現在他除考獲樹藝師牌照外﹒亦有攀樹師

不停生長，過大並影響其他枝幹的重量及

木檢查表格及些儀器輔助，檢查內部腐

及城市樹藝師資格 o 攀樹師主要是針對攀

養份吸收﹒所以要將之切除。」但是切除亦

爛程度。」

樹藝師

可以全盤明白樹木的肢體語言，非樹藝師莫屬。前兩

年香港不斷有樹木倒塌，令大 E表明白到除了園丁外，有
另一個專業的存在，去明白樹木的健康狀況及解答大眾
關心的問題， r 這棵樹會不會倒下來?怎樣才知道這棵樹

樹木語言翻譯專家

會不會倒下來? J 長春社總監兼樹藝師蘇國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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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及樹木椅死的定義，蘇國賢說: r 一棵懶樹皮串串J

樹幹若出現內部腐爛﹒樹木會嘗試於腐爛範園

F藍、沒有新芽、樹葉全枯﹒就是樹木死亡。樹木

「異常」地增生木賀 。 道種不尋常的生長令該部

結構是否潛在高風險，是移除時重要的考慮﹒」園

分樹幹阪大，全因為樹木是「以木星星木 J 來修正

中的木麻黃與左右的同類對比，生死立見。

不同的問題，與圍中的表層真菌腐蝕有所不悶。

「目測法簡單來說，是由逮到近，由

上而下，再 360 度看一次。 9日眼前這棵木

近來有關樹木的一個焦點﹒是西九會

+

麻黃，與其他木麻簧比較起來﹒樹葉特別

採用 Foster

稀疏，成覺亦枯乾。同類型的比較是其中

為骨幹'增加市區的綠化面積。蘇國賢對

一種方法。」當我們走近，掀開樹皮，便看

這個方案有喜有憂 。 「因為市區增加植木

Partners 城市中森林方案作

與幹的接合點，然後在接取點對曲的位置切入樹

枝﹒自E樹幹較遠﹒傷口較易復元。

但作為一個愛樹之人﹒砍樹永遠是最後一
蒼。而市民的倍樹意識高了，亦會對這些
不負 責 任的行為施壓。這些磨合，都需時

而行。」
據蘇國賢了解，香港達標的樹童基師不

到大量的坑紋，可見自蟻己全盤蛀蝕這棵

覆蓋率

直都因為如:水管電纜等地下設施

多，只有的二十至三十人，可是香港市區

樹 J 此外就是看樹木本身的位置 ，如生

而引起不少問題，搞成一個綠化死屑。而

的樹木﹒至少有二百萬至三百萬棵﹒加上

在斜坡，樹幹會嘗試彎曲向上生長，以減

今次西九本身是一 個填海區，規章d 由零開

每年訓練出來的樹藝師數量亦不多，形成

低因過分傾斜可能引致倒塌，又或是會不

始﹒希望政府可以做到完善的綠化規劃。

了嚴重缺乏專才問題 。 「所以現時香港要做

會出現內夾樹皮的情況

且口大樹枝以 V

但憂的是以樹為主的方案，技術上的可行

的不是種植新的樹木﹒而是好好護養已有

字形而不是 U 字形生長，令兩條樹校互相

性有多高?樹木又由何而來?這個問題已

樹木。不然技術不成熟貿然種樹﹒又或是

鬥力.另外，不少人以為樹上有茵 輩 就是

脫離樹木大少及空間是否足夠的層次﹒而

即時綠化，只會累積更多問題。所以培訓

樹木生病了，其 實 菌畫畫有分共生及腐生，

是事前配套是否足夠。否則，西九只會重

人才，是政府當務之急。當然，成立樹木

有些共生類菌草其實可檢視空氣素質的表

現市區植樹所面對的問題。」

法亦有其必要性，可以堵塞私地古樹被殘

現，但如有腐爛及臭味，或長有靈芝，便

要作好事前配套，除了是區內硬件規

的漏洞，提供一個平台立法規管。」立法可

會影響樹木健康。最後還可以留意樹根與

劃﹒另一個需要考 量 的是香港有沒有足夠

說是刻不容緩，但相對於立法，市民自動

的人材配合。「現時香港最弔詭的地方，在

自覺這樹也很關鍵。「外國有不少地方﹒市

但有些內部問題表面不易察覺﹒如內

於市民對樹木的要求及認識高了，但香港

民會自行管理生活範圍內如街道的樹木.

部腐欄，木質變軟從而失去支持，及離士也

樹藝人材卻完全不配合。由於不少地產發

在政府尚未立法及人才不足的情況下，自

較高的傷口等，單 靠 基本的目測法是不能

展商都希望將樹木移除，甚至出現叮羅正

發性管理灰護養樹木﹒是更實際的解決方

得知。「有兩穫情況是危險度十分高的。

牌級樹 』 的樹藝師。他們大都在自煩。過後

式。」

是樹木打斜，泥土被樹根翻開了，二是枝

沒有作進一步鑑定﹒出現不少樹木枉死個

幹上有橫裂紋，很容易折斷。J

案﹒因為移除樹木永遠是最安全的做法，

泥之間有沒有真茵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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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材與人材從商九說起

修剪水橫校與修剪樹枝的方法 一樣，就是找出校

樹藝師專業工具

電腦分析結果﹒可以透視樹幹內部橫切面。紅

色及紫色部分代樹木密度較低的部分﹒藍色密

度較高。當紅色部分超越了藍色圓圓﹒JlIJ 樹幹

\'M~:l'. fi 聽筒 fj 于術刀來瞎話 c 作為的總結J 間的樹替自IU 1添了以 tl
;去為樹木作身體檢;內外.

悅目:11\'1 樹木古1; 會有輕微t!1;好﹒ 1J;

(0'1~~抖。至Ij制木幟 ifllJ(1甘效率

半徑的三分一 ，便代表這棵樹有倒塌的危險。

τ 所以

很多 11寺ì'E~ 太向定 1-1 il!rJ結果後 ， 'j).; 型進﹒步條給才會使J1l

|叫 rt ,,&

ìWJ

'});H 時業 1美白話為例木把山丘" r 't:虹 1土;險~

-J 你

c

樹童基師會用上軟尺好過感應

聽平均圍繞著樹幹。

樹幹 X 光機: 聲 納揮捌儀 (Tomograph)
利用聲訥原理來為樹木「照 X 光」的聲訥圖像裝置，樹藝師會先因應樹
幹的直僅及懷疑病變部分如空心、內部腐爛等﹒圍上約十至 二 十個的音法感

應諒，並以大頭釘釘在樹皮表面。接駁好電腦及分析儀後﹒樹藝師在每一個

樹木內窺鏡:擷鑽阻力測試器 (Resistograph)

感應擺上敲打數下產生聲波 。 嘴里書法透過樹幹到連其他感應器期間﹒變 ìl1i 傳
送的時間及方向會因應樹木的密度而有所不同，從而透視到樹幹內有沒有發

相對能完重看到樹幹內部槌切面的聲納探測儀﹒徵鑽阻力瀏試表

生各種病變﹒察看有沒有倒下的危機﹒此外還可用來

則是透過將 1 至 2 毫米租、長數十圈米的微鑽嘴鑽入樹幹﹒直錢遞過

宣度樹根位置 J 今次我們檢測的樹木是較貼近樹聊的

微鑽嘴 fi1T感應到的相對阻力來了解樹木密度，密度愈高阻力愈大。 r 樹

位置﹒因為這棵樹的樹很有不少被水泥蓋掉了，令 flJ

草草師會在樹幹闖一層的 三 點鎮 一 次﹒準確度高，最大的缺點是會對樹

根部窒息樹腳腐爛﹒太大增加樹木倒下危機。所以在

木造成損偽﹒所以微鑽要造得夠 l個滑才可減低損傷 a 樹藝師在測試時

裝上聲納圖像裝置前，最重要是找到病變的部分﹒否

一 定要保持統一力度﹒以免有誤盞，假如阻力突然下跌，代表樹幹內

j閩南L 測一遍的話只會費時失事. J 樹草草師 Jon

有空心或腐爛。」是次示範的樹藝師 Jon Picker 表示。

表示。

基礎工具

…

==-

Picker

1M,f; /tl 翅 : 當樹木有倒下危
險時﹒可用樹木吊繩將校幹

爬升 l:n: 樹畫畫師大多在半

圍好 ， 如 :空心麻繩的樹木吊

空中工作，爬升工具方便樹

繩﹒除了可以捕入不同組件

輩革師在不斷用腰力向上學

如吸震膠或膠片 ， 承受重力

爬，同時不會倒溜 。

學 1M關W): 主要是將各式工

之餘亦不損樹皮 。

具掛在身上的腰帶 e 除了可
以幫助樹藝師沿細而上外，
亦有不同設計﹒重日 ãlU昏倒者

坐在半空之中 e

鋸紛倒姆: 除了手鋸﹒電鋸

T 鋸: 樹輩革師用來修剪樹枝

亦是樹童車師的修剪工 具。鋸

的手鋸﹒一如錄刀向內彎，

樹國裙可用阻力令電鋸急

護手亦較厚身。

停，以免意外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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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植種微觀
香港地方雖少但樹種繁多，單是本地土生樹種已有

400 多種，外來樹種則為 200 多種。香港中文大學樹木
計割將佔地 137 公噴的校園內 200 多棵樹木別上二緯碼
標籤，可見校園內物種繁多，不少本地士生、外來及罕見
樹種，都可以追真說得到，成為微觀香港各式樹木的好

地方。

常見本地樹種

鴨闖木
大多長在護林之中

木麻黃常見於海灘，

的鴨腳木﹒其莖皮、

有坑里團抗旱的能耐，

根皮為 1眾荼甘四昧

可作防風固沙之間﹒

的其中一味﹒

也可栽種作行道樹。

冬背

組葉將
本港最常見的常綠
種瀚的冬青樹而命

樹之一﹒樹棋會 一

48

直伸延至地函，將

萬命可達 一 千年﹒

名 a 香港中文大學

旁邊的樹木包圍起

通常會選為鄉村風

榮譽院士胡秀英教

來﹒故需要較大生

水林的品種﹒亦是

授，亦是以研究冬

長空間。

防過木材固

青樹而聞名。

常見外來樹種

其弟兩洋杉
風香港最高大的常

綠大喬木種類。由

於枝條具韌性，種

為常見的綠化樹種，

台灣相思

在 空 曠地方，遇上

在郊區自千層常用

本地市區的先鋒樹

風暴亦甚少折斷﹒

作路邊樹﹒因為其

種 ﹒ 可是樹齡太短，

大多用於行道樹及

白色樹幹在黑夜中

約為 40 至 50 年﹒

防風林 。

較顯眠 。

項目幸較少探冊。

土生罕見樹種

香港命名曲來的樹﹒

生長速度極健 E 但

是流出結膠樹脂燃

紅琶木

燒"吾有濃香，可作

多在大嶼山的原生
喬木，在中國境內

黨材，在中國則列

法例保護，於 1849

屬易危物種﹒巳誠

為國家二級保護野

年在香港仔首次發

入《廣東省珍稀瀕

生種物 a

現。

危值物間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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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影響花期與果期
樹木的肢體語言，可以表現到自身的

健狀況外，亦可以看到天氣的變化。「要觀

文大學

圈，不難發現有夏荷之稱的荷花

仍有新花蕾冒出，但有提示大學生考試期

巢生蛋 ，得到保 道。可是 現在 時間不合﹒

令到生物鍵脫勾，形成雙翰的局面。」

近的「騰雞花 J 本士鶴，在冬天亦已開花。

察天氣有何變異，可以看樹的花及葉。樹

樹木除了反映天氣變化外，亦身受其

幹則不太受天氣變化。J 本身因觀鳥而培養

害。「孔子說: w 四時行焉，百物 生 焉，天

筆記花葉二十年
香港沒有很多人關心本土樹木 ，亦少

了看樹習慣的林超笑說。天氣對樹木最大

何言哉? ~以前我們可以按花果期而知季

有作深入研究。甘年前香港大學生物系教

的影響﹒是枝葉生長，及開花結果。「以眼

節，動，物亦然。 2010 算是好了少吉午，可是

， 授 Prof. Corlett 做過本地植物的花果期植物

前的鳳凰木為例，秋冬本是葉落枯黃的季

現在樹木的生理周期仍是亂了。J 可是要明

統計數擻，當時他只是玩票性質地將回家

節，而初春才會生出芽葉﹒但是它因為天

自到天氣對樹的影響，並沒有援徑。「初時

路程中所看到的樹木開花結果的數量紀錄

氣時冷時熱﹒好像秋天與春天的冬季消失

最大的難題是每棵樹都差不多 ﹒樹皮亦差

下來。廿年後的今日﹒嘉道理農場 iï植物

了。 鳳凰木不能理解現在是什 麼季節 ﹒所

不這﹒可以做的是長時間觀察花、業及果

園的吳世捷博士及香港大學博士研究生彭

以不斷生出新葉。」

的變化，便有明顯的分別。以石票為例，

俊超希望將天氣變化與樹木花果期的因果

它們今年好像漏電般在秋冬不斷開花生

關係有科學化的數據作證。

不少樹 木都靠積 i盔，即植物生長時每

日平均溫度扣除基礎溫度後的累計溫度，

菜 ，會浪費 了樹木本該作冬荐的能量;又

「我依據當年的路線將途中看到的花

來了解季節的轉換。「可是由於天氣真變﹒

或是該 3 月尾鬧大花的木棉﹒會因為開錯

果數量記下，然後將之與 Prof. Corlett 所

不少植物都 r 衛線』了，面L 開花高L 生葉。

花期而不能照顧若有 它們 傳播花粉的白頭翁、

傲的數按比較﹒驗證天氣惡化對樹木有沒

花期及果期都亂了。」與林超英逛了香港中

八哥等，雀鳥亦不能在枝葉最盛的時候築

有影響。」彭俊超表示。看蒼他手中寫滿拉

瘋狂的木頭
樹木的年輪﹒因為天氣的寒熱而記載了樹木度過了多少寒暑。與前天文
台台長林超英避中大看樹，自大學火車站出步，便看到 一 棵鳳凰木，便說，

今年初 一 月來看這樹，枝葉仍然茂盛，因為現在天氣異常，當時這棵鳳凰木

仍然不斷長出新藥. r 好像發了攝 一 樣! J

加顯
稍明
要有
只期
間取果
大花
為木
認樹
年
英近
超到
林現
長發
台能
台便
文'。
天意化
前留變

彭俊超每隔兩周便會到龍虎山作紀錄，

察看樹木對生憊的服務(

service) 有多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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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香港中文大學樹木計創召集人左治強。

香港中文大學內亦有不少歷史性樹木，如國學大

林超英眼中的發瘋鳳凰木，不難發現有不少新芽

香港中文大學樹木計劃重點﹒是以二緯碼方便大

師錢穆所種的柳樹 a

葉於冬季長的。

'f{J.認織樹木，

T 植物學名的記事簿，將途中看到的開花

度在於沒有太多具系統樹木圖片數據庫，

這 些悲劇發生而出現『口同鼻掏~

樹木如鯽魚膽、結果的鴨腳木等資料記下

方便查閱 。」香港中文大學樹木計劃發起人

丁先生便將資 產管理軟件與樹木檢測 管理

現時已收集到的年的數據。

之的左治強說 。

結合，提供樹木檢測紀綠﹒確保前線人員

0

J 於是

按彭俊超表示﹒現時由香港大學經龍

於是計劃在 2008 年展開，為校園內

虎山走到簿扶林所收集的物種達 200 多

共 192 個品種合近二百棵樹別上二維碼標

種，路線的長 7 公里﹒要觀察的二千棵

籤 。 只要用手機將國碼拍下來，手機內的

晶片及成應器窗口手機、掌上電腦等 。 「晶片

樹。彭俊超觀察了一年雖然未能立論，但

解碼揖便自動識另Ij嫂出該樹的資料，成為

可以打入樹木之內，又或是將之掛在樹木

仍可看到一些明顯的變化 。 「地球的溫度不

大眾認識樹木的入門方法 。 「我們只是簡單

的檢測重點，如樹根、樹冠及 一些 具潛在

斷升高，對溫帶物種的影響不大 o 但是 對

的上載學名及俗稱，同時有讀音聲帶，資

危險的枝幹等每點植入晶片。前線人員要

於極端天氣的物種，影響便十分明顯。如

料分量恰當。除 7 二維碼外，亦可以全球

將樹木的相關生長數據紀錄下來，然後將

大中冒山的高山紅楠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定位系統按地點來索取資料，又或是在樹

數據近距傳入晶片同時紀錄員工工作紀錄、

高山 紅楠是普遍生長在溫度較低的中低海

內植入晶片以無線射頻方式來作傳取樹木

及後 員工 將成應器內資料儲存在數據庫，

拔山區的常綠喬木。「可是溫度上升，讀低

數據庫，是日後作全港樹木管理，又或是

便可作分析及核對檢測及維修紀錄。如園

地植物能在同樣的海拔高度生長﹒發生了

讓大眾搜查樹木資料的應用科技。」

按照樹種及生長環境﹒計算每年高度、冠

樹木也是資產
父母輩比我們更明白樹木類種，全因

間等，追蹤樹木生長狀況。」

遠如美國，近至台灣，近年亦開始引
入射頻識別技術﹒作全國化或全城化樹木

為他們小時候於山林間嬉耍。到了現在城

管理。在香港 Samex System 設計出一統

市的樹木數目反種類不多，即使看到樹木

射頻識別管理系統﹒為樹木管理及大眾接

也無從入手。香港中文大學樹木計劃倒做

觸樹木﹒開拓新平台。「樹木其實是大眾資

7

個不錯的開始，將樹木標籤化，透過

產的一種，一如空間、土地。有資產，就

二維碼讓大史最以手機了解眼前樹木的基本

要運用技術作資產管理。J 系統顧問總監了

資料。

慧洋表示 。資 產管理最大的原則﹒是知道

「整個計劃由胡秀英博士 發 起。我

本是修買賣英文的，其後在大學認識了胡博

整個技術得以進行，需要兩組硬件可

內有專家撰寫好樹木生長預測的方程，能

因爭士也盤而引致極地物種地區性減少。J

全球定位認識 J 棵樹木

工作便利 。

系統內人與 事的 來龍去脈。將這種原則放

之於樹木﹒則成為檢討樹木管理的憑證。

士，隨她識才芭認草，培養了對樹木的興

「早前香港有不少塌樹事件，管理公司便

趣。可是當今大眾要認識樹木﹒最大的難

與政府部門 之 間，就為何檢賣過後依然有

由於晶片體積小，可塑造成不岡形狀﹒由日美國有

不少射頻識別晶片造成釘子，方便打入樹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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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為港人熟悉的美國回國歌手 John Denver ﹒成立了 2000 年

香港最後 一 任港督彭定康於上任之年 1993 年在灣仔積上垂葉

值樹基金會，在全球各角落適合之地種植至少兩千萬棟本土植

格，位於處押道與莊士敦道的路口 。

物 B 於 1994 年，他亦親自為灣仔綠化，於灣仔道種植了細葉榕 。

市區名樹多
位於赤位新八間休憩處的欖仁樹，據說在上世紀
30 年代已種於古老小屋「八間屋」門前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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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回歸時，自 3 萬名香港市民退出的香港市區冠軍樹雨豆樹，現位於黃竹坑道與哥哥山村道交界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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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多利亞公園鄰近高士威遁的 吉 貝(美洲木棉)是第一批在 50 年代興建據多利亞公園時栽

美利大廈停 車場的節果決明是 在興建美利大廈停車場時保留下

極的樹木﹒樹齡遠的之年，是香港最高的市區樹木畫，位於維多利亞公園球場 i目IJ

來，原生於夏威夷 ~島，在本i華園少有品種=

0

郊區及新界 fï 不少空間讓樹木自然發展，但反觀tE繁
華在的市區，亦有不少具人文歷史特色的樹木在布保森林
巾突聞而 LH o

香港公園近人工湖盡頭的忙果樹﹒是香港的公園不

中區政府合署近入口的第檀是中區政府合害的地標樹，由 19 世紀末興建政府合著前已種植於該處﹒樹齡

種果倘不成文規矩的例外，是在 90 年代初期興建

約 170 歲 ε 紫檀木非常貴重﹒故有「一阿紫檀一兩金 J 之說。

香港公園時 保留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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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了解後紀錄

如何互動，大家會明白到樹與木頭之別。」

類的發展，還是人類侵佔了樹木的生存空

今天與蘇毅越重臨蓄地，以公園內的

與攀樹師不間，樹木攝影師大都以遠

榕樹示範如何以鏡頭與樹木溝通。「當時我

觀的方式與樹木溝通。「以眼前這棵石牆

不少人往往認為樹只是 r 木~'是可以切

做這個畢業功課，要每天到公園數一棵樹

樹為例﹒可以先看看為何這棵榕樹會在這

割、搬運、璽新栽種的。自己試過看香港

有多少隻雀仔，哈哈。」蘇毅雄開朗的說

襄。榕樹的種子大都很少，雀鳥誤服後會

的 r 樹木墳墓~'不少樹木等蒼被搬運。然

若。除了一些科學化的鑑譚，攝影成為了

隨排泄物落在石牆之上。」看看眼前這棵古

而這些被搬運的樹，被去]頁，而且只有很

蘇毅挂了解樹木的方法 o r 其實樹木會不

樹名冊之一的老榕樹﹒不難發現士也上有一

少泥包裹蒼根部，以為保存了樹幹'樹便

斷按環境變化、人及動物的活動而調節自

條向橫生的樹枝，牆上亦有個呈 U 形的

可以活下來。其實搬樹不單花費甚鉅，而

己。攝影就是將兩者之間的互動紀錄下來，

樹根。「榕樹氣根有一種有趣的特性，就是

且其存活率亦有限。又例如在柏麗大道看

表現出生物之間的關係。整個過程，要先

當氣根接觸到地面，便會變成樹幹。氣根

到不少榕樹，可是榕其實需要很大的空間

觀察，後紀錄，因為先 7 解樹木為何會主童

在互相接觸後，亦會融合成為枝幹。第

及泥面作生長及讓氣根落地，可是香港不

樣生長，才可以知道自己在紀錄什麼。」

種現象是因為樹根不能穿過水泥地，在落

時有錯配樹種的現象發生。另

地後只好向橫生長，從中可看到樹木如何

使有的樹木在發展地區得以保留，亦往往

遷就環境。」

只剩下小個開口有泥土﹒其他地方皆被

可是要練就入門之法，最重要是先要
肯去「看」﹒學會觀察。「方法很簡單，可
以從身邊開始，例如學校、家居附近、市

區公園等，大家都可能會見到同一棵樹﹒
或許可以由認識名字開始，再仔細觀察各

間，大家可以深入思考。可是從相片看，

方面，即

水泥封閉，短時間看似沒有問題，但時日

樹木不是木頭

一久，各式問題便浮現﹒甚至有不少安全

蘇毅雄直以相機拍下不少樹木，當

問題，發生塌樹砍樹的悲劇。其實樹木不

部分，如根、莖、葉、花、果，思考下樹

中可見樹木的狀態，亦可見香港並沒有長

是盤裁，不是找個地方種便成，而是有沒

形和環境的關係，多了解其季節性，樹齡、

遠的樹木政策。「樹，是生命，不是可以任

有長遠的樹木政策。」

藥用價值等等，或是生活其中的其他生物

意切割搬遷的木頭 o 到底是樹木阻礙了人

以鏡頭與樹木對話
樹木以身體語音來表達自己。而攝影是最容易捕捉樹木的慢動作。生態

協會總監兼樹木攝影師蘇毅雄本是 (1基讀環境科學，以觀鳥為最大的興趣。大
學時的畢業功課是研究九龍公園的樹木輿雀鳥的關{系，從此開始了樹木攝影

的興趣。

樹木撤影法
拍擾樹木可以說是「平易近人」的主題，
因為樹木沒有快遁的動作，較容易以鏡頭捕

援。「當中最大的難度，是拍攝角度有很大
限制，樹蔭下光串串較弱，可以考慮使用三腳

架，或提高感光度拍攝。在光線反差大的時
候拍擂會很困難，可以等待天陰時拍攝。所

以把握時機十分重要，如可趁著陽光穿透葉

子時拍攝，因光串串在數分鐘後會改變。另外
樹木很多時都會集中在一處。假如想突出其
中一棵﹒可採用長焦鏡頭，可以拉近拍攝主
體，亦可以以廣角
鏡靠近拍攝，詩張

其空間感，突由主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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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桐姐小鋒: 食值性昆蟲刺桐姐小蟑﹒

常見樹木疾病

僅在刺桐屬值物上製造齒嘍。雖對人無
直接危害，但它會導致樹葉變形及脫落﹒
令新葉不能長出，影響整個亞熱帶地區
的刺桐屬植物。

過讀: 每一種檀物都會有特定的蟲

樓﹒令檀物組鐵變形成為珊瑚、圓
球或水滴等與檀物本身不岡的異常

白鶴痛: 常見的真菌性病害白粉病，

增生﹒成為入侵物的鹿護所。如榕

是冬天常見的樹木椅症。切期會在

樹上常見折半捲起的葉片，是前馬

葉面產生小斑點﹒其後逐漸擴大，

造成的開放式蟲嘍。

而這些白色盼末影響光合作用。

自胡:自瞳可說是古樹殺手﹒因為
它是以蛀食木質鐵誰為主﹒同時會

將木質鐵鐘擻回果中培值真菌﹒所
以白蠟很多時會在樹皮表面咬由不

i芋蹲叩葉疫爾:香港有不少宮粉詳

少坑道﹒破壞樹幹的輪水道，樹皮

蹄甲，亦有針對它們的細菌﹒是雨

如乾土般身碎﹒結構鬆散 a

季的疫病。

水混封樹曰: 樹木以根部吸收水分。水泥密封樹腳不

救你變成害你

單截去樹木水草草﹒亦會壓死樹根及引致腐爛。

錯誤護養樹木

槍樹氣棍韓東起: 榕樹氣根落地後會成為樹幹支

棒、

撐樹校﹒可是橋樹氣根有一種互融特性﹒將氣根
國lIiii!:I團

東起會令到氣根融入樹幹﹒令樹身失去支撐。

沒頑固足夠生長空間: 在煙擇種種大型樹種如榕

樹等﹒事前應了解地下是否有足夠空間生長﹒岡
時不要以水混或路磚封起樹根及樹即﹒令樹根窒
息而腐爛。

A
差劣的樹木移值: 去頂即時將樹冠及樹根部分削

去﹒只保留樹幹及少許樹根的移植方法，形成的
傷口被真菌入侵並慮重腐爛，岡時大大誠低樹木
的生存能力。

信樹形成大街日及個樹皮: 切割時應在樹枝與樹

幹的接鼓動截枝，並滅少傷口暴露空氣的面積及
影響樹木本身防禦機制﹒兔真菌感染蝕入樹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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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課程的立法會議員陳淑莊說 ;r 因為社會

不斷發展，人與樹爭取生存 空 間的磨擦大

的資格必 需 要受到相關機構認可，方可做

一套長遠的樹木政策 。

了。但為了 令 城市可以持續發展，樹木不

任何前線工作，令到樹藝師不再是抽象的

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2010 年全

可以再少了。所以希望能透過推動這個法

專業。另外，亦應以附屬法例﹒監管外判

球森林資源評估》指出， 2000 年至 2010

案 ，立法保 避 現在及將來在私人及公共土

公司的專業操守。」

年期間， 全 球每年有大約 1 ， 300 萬公頃森

地的樹木，特別是香港的冠軍樹。同時亦

林被轉作其他用途或因自然原因而消失，

希望法案能保障市民，依法保養樹木﹒以

故聯合國宣布 2011 年為國際森林年，與

免有所損失 。」

政府及相關企業機構合作，以免「地球之

按 2009 年的樹木管理專賣小組報告

肺」進一步被削減 。 可是香港現時並 沒 有

《人樹共融綠滿家園〉香港法例訂有多

平衡人與樹的法則
早於 2002 年己草擬樹木法的詹教授，
則按星加坡、歐美等地的樹木 法 作參考，
然後按香港的情況修改，如將樹木管理的

一 個統一的法案保護樹木，於是立法會議

項與樹木相關的條文，可是對保護樹木，

責任集中於「樹木辦 J '而不是分散到康文

員 陳淑莊及香港大學地理學系講座教授

大都搔不蒼癢處。「例如:在現行法例下，少

署、路政署等 。 反之，是以

詹志勇，則希望推行樹木 j去 e 平衡兩者

7

作出發點﹒而不是像現時交叉管理。「其實

之間。

徑的樹來『交貨』。可是兩者根本不是一個

現在香港樹木政策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

對等的交換條件。現時法例像上述般荒謬

是決策權及資源太過分散。若有樹木法

的法律條文，根本不能保障樹木。J 另一個

後，樹木權力機關如現今的樹木辦可以更

令 到陳淑莊戚到擔憂的地方，與蘇國賢 一

集中資源及行政權，不會出現局與周之間

甜﹒棵大樹，鎧六棵小樹?
為了更明白香港樹木現況而修讀了樹

樹木法

'

棵 6 米直徑的樹木，可以 6 棵 1 米宜

有必要嗎 ?

樹木不像動物 一 樣 ， 可以 l嗨 II!I 、逃走 。 所以動物受虐很容易引超憐憫之心，但

是同樣胡 平穹樹木的行為自11 折斷樹枝等，很難為人得到同樣程度的關心，其 ;至不少
人!悔之作死物看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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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是人材的問題 。 「樹木法內標明樹藝師

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角度與樹溝通 ， 但

不難看見當中的共通點，就是香港並沒有

個獨立部門

位於九龍公園足球場旁邊的細葉榕﹒由冠軍樹演變成需要以鋼纜鞏固樹幹的病樹，可見開埠初期統一管理香港樹木的園林部，到今天將樹木權責分散於各部門對
香港樹木的影響是好是嘍。

款)) ，對於私人土地上樹齡遠超 30 歲或以

實需要

上的古樹，出現了法律真空全無保障。

條直接到位的法例及執行機構，

來處理香港的樹木問題。」

-PFit

」要

斬無錢種樹等怪現象。由此可見，香港其

頁

契約中加入《樹木保育條款》及《園境條

1

報告書，香港政府自士十年代起才在土地

理港島區轄下的樹木，又或是地政署有錢

仟

個樹藝師處

E'

司需
祠的

私人土地的樹木。按《人樹共融綠;兩家園》

現。另外，現時路政署只有

有

界線。」另

花很久的時間，甚至各個部門各有專員出

例題
法問

半日亦搞不清大樹凰哪個部門負責，要

此區

香港本身靚樹已不多。不過香港郊區現時

主要種植原生樹種，但是市區則沒有明顯

互樹

點各自為政。如年前雪廠街有一棵老榕樹，

在周日塌下。而塌樹後，政府部門過了大

時市

所有樹種，不分外來還是本地物種，因為

Hr緒
3

《林區及郊區條例》保護。「條例主要保護

亦說﹒「現時問題是部門之間溝通不是，有

的

護對象，因為郊區有《郊野公園條例》及

好，而不是充當部門顧問的角色。」陳淑莊

耳的

室，可以將社會發展及樹木規劃平衡得更

可頭 」

樹木法本身以發展地區樹木為主要保

會高 了

己，因為它作為發展局下的其中一個辦公

港千管

劃「

私人土地市樹也需守護

香法

互相推卸的情況。其實樹木辦不應局限自

個樹木法最大的功能，是針對

「所以樹木法內第 9 節，是主要針

但國首過去，香港在開埠初期，早有

對私人土地的樹木。為了增加市區私人物

一個統一.管理香港樹木的園林部，一如其

業及新地產項目的綠化比率﹒希望可以在

他城市綠化辦得不錯的地區如新加坡及加

門前對開 3 米成立植樹帶，甚至是如外國

拿大，甚或是國內亦有園林部等。當時香

般鼓勵性地增加地積比率換來更多綠化面

港的綠化亦做得有聲有色，後來卻將管理

積，達致雙贏局面。」其實外國現時有不少

責任分拆與不同部門。「如果談樹木，國內

法例保護樹木，但當;去例應用空間相對狹

比我們更先進。他們除了有國家、省、市

少的香港﹒亦有不少獨有的條例。陳淑莊

級的樹木管理部門，更有『古樹後續資

亦說﹒「如香港獨有的石牆樹，是受到樹木

源』這個先進的概念，為樹齡達 80 至 100

法草案第 23 段保障，特別是 1960 年以前

歲、有機會成為古樹的候選樹提供保障，

的石牆，以兔因市區再發展而受到牽連。

令到古樹也可以有下代接班杜絕斷層。」

加上香港城市密度又或是道路闊窄等，令

現正考取樹藝師資格的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左)

及香港大學地理學系講座教授詹志勇。

這棵位於九龍公園游泳池旁的細葉榕於 2007 年倒下，死因是因為真菌入侵樹根及樹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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