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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玉蘭「史崔賓小巧之花」
2. 滇藏木蘭「大吉嶺」
3. 光葉木蘭
4. 蓋裂木
5. 窄冠木蘭
6. 墨西哥大葉木蘭
7. 凹葉木蘭
8. 紫玉蘭
9. 二喬木蘭「鄉村紅」
10. 滇藏木蘭 

11. 樂昌含笑
12. 白木蘭
13. 滇藏木蘭「史崔賓白花」
14. 山玉蘭
15. 南亞含笑
16. 木蘭屬「皇冠」
17. 白蘭
18. 維奇氏木蘭
19. 滇藏木蘭「晚開粉紅花」
20. 荷花玉蘭「黃褐花」

21. 武當玉蘭
22. 瓜地馬拉木蘭
23. 寶華玉蘭
24. 天目木蘭
25. 星花木蘭「玫紅之花」

隨著天鵝絨般的銀色花苞含苞待放，偌大如玉盤的粉色、白色
及品紅色花朵紛紛盛開，在植物園裡一年一度壯觀繽紛的盛

宴中爭奇鬥艷，您可盡情享受超過 200 棵優雅樹木帶來
的景致與香氣。

亞洲與新世界特有的木蘭屬植物是古老的開花樹種，
數千年來均深受人們喜愛。我們在舊金山涼爽、多
霧的氣候條件下，幾乎培育所有品種的木蘭，包括

從深受季風影響的喜馬拉雅山溫帶森林，到美索
亞美利加地區、雲層覆蓋森林的品種。

請務必造訪植物園網站，瀏覽本次繁
花盛開的完整慶祝活動清單！

2 0 2 1  年 推 薦 路 線

園區內的粉紅色標牌代表重點植物，

各植物的說明請參閱背面。您也可以

掃描標牌上的 QR 代碼，獲取額外資

訊及照片。

媒體贊助商：

sfbg.org



1 中國玉蘭 「史崔賓小巧之花」 – 這是舊金山植物園挑選的中國玉蘭栽培品種。選

擇此品種的原因是其小巧、類似灌木的樹型，此品種樹幹直挺，最高可達 3 公尺。

三至四月盛開。

2 滇藏木蘭「大吉嶺」 – 許多人認為這是園區所有盛開的木蘭花中最壯觀的一種，此

喜馬拉雅選種是利用來自印度大吉嶺羅伊德植物園的樹木加以繁殖，深粉紅色的華麗

花朵盛開在光禿禿的樹枝上，呈現出令人驚喜的景觀。

3 光葉木蘭 – 此瀕危木蘭來自中國，英文名稱是以哈佛大學阿諾德樹木園首任園長的

姓名 Jackson Thornton Dawson 命名，會開出大型的粉紅色花朵（達 25 公分或  
10 吋），盛開後會逐漸下垂，有如在風中飄揚的旗幟一般。

4 蓋裂木 – 蓋裂木是亞熱帶原生常綠混合林的下層植物，生長於海拔 900–1,500 公
尺的地方。根據紀錄，此品種僅於全球 15 處移地保育。本園區的蓋裂木為接近最大

高度的成年優型。

5 窄冠木蘭 – 據瞭解，此瀕危木蘭的原生長地僅為墨西哥恰帕斯地區雲層覆蓋森林

中的五個地點。在這些地點，木材砍伐及農業等人類活動破壞了窄冠木蘭的棲地，

威脅其生存。

6 墨西哥大葉木蘭 – 通常稱為大葉木蘭，此墨西哥原生種樹如其名，美麗的樹葉長度

可達 30 吋。夏季時分，花朵呈現乳白色並帶有淡淡的香氣。

7 凹葉木蘭 – 簽署聯合國憲章時贈與的植物，種植於紅木林國家公園的教堂森

林。1946 年，索爾玆伯里的克蘭伯恩伯爵將其致贈給本園區。此樹於 1953 年首次

開花，之後每年花量稀疏，直到 1960 年才開出超過百朵。 

8 紫玉蘭 – 此小巧、圓形、繁茂的闊葉木蘭是中國的原生種，成年後高與寬通常可長

至 8 到 12 呎。高腳杯或百合狀的粉紫色花朵會在春天長出樹葉或快要長出樹葉之

際現蹤。種小名 liliiflora 意指花朵與百合花相像。 

9 二喬木蘭「鄉村紅」 – 1820 年由法國植物學家 Etienne Soulange-Bodin 將白木蘭

與紫玉蘭授粉後，種植出此極受歡迎的二喬木蘭。自此即出現許多雜種系，並種植了

不同的栽培品種，包括十九世紀末在博斯科普 (Boskoop) 種植的荷蘭無性繁殖系「鄉

村紅」在內。帶紅色的紫色花朵內部為粉白色，形狀酷似經典的高腳杯造型。

10 滇藏木蘭 – 此為喜馬拉雅山原生種杯狀及飛碟狀木蘭，又稱為粉紅鬱金香樹，於 
1924 年引進美國。此優型由本園區首任園長 Eric Walther 所栽種，生長 17 年後，

也就是 1940 年時，於美國在同品種中首次盛開。香氣迷人的大型花朵花徑可達  
10 吋，可能是白色或深淺不一的粉紅色。1838 年，西方植物學家首度在野外發現

的滇藏木蘭為白花型。

11 樂昌含笑 – 中國南方及越南北方原生種，生長於亞熱帶常綠闊葉林。木材可用於

建造建築及家具，茂密的樹葉和帶有香味的花朵則可製成合適的裝飾品。

12 白木蘭 – 首種從東方引進西方世界的木蘭花，於 1780 年被帶到英格蘭，是許多

栽培品種的親體。白木蘭在中國被稱為「玉蘭」，花朵精緻、純白，是栽培史最悠久

的木蘭花，可回溯至公元 618 年的唐朝。在以鄉村景色為主題的中國刺繡、捲軸和

瓷器上，都可見到頌揚此花之美。

13 滇藏木蘭「史崔賓白花」 – 本園區最大型的木蘭花，樹高超過 80 呎，此別緻的

白花品種是以 1934 年購自印度的種子種植而成，原先在金門公園苗圃繁殖，1940 
年才移種於此。

14 山玉蘭 – 經常稱為德洛維木蘭。此常綠植物是中國特有種。多在春天夜間開花，

花朵為乳白色且只維持一天。

15 南亞含笑 – 舊名 Michelia doltsopa，英文常用名稱為「sweet michelia」，1803 
年左右在尼泊爾加德滿都附近發現。花朵為白色，香氣濃郁，花徑長約 6 吋，從棕

色花苞開出。儘管此品種是灣區常見的路樹，但本園區中種植的是加州栽培品種中最

大規模的優型。 

16 木蘭屬「皇冠」 – 木蘭協會創辦人 D. Todd Gresham 先生 1955 年在聖塔克魯茲

種植幼苗的選種，當時的目標是種植出適應加州環境的雜種系。木蘭屬「皇冠」是 
紫玉蘭和維奇氏木蘭的雜交種，選擇這兩種親體是因為它們可以提早開花、花色多樣

且極端耐寒。完全開花時花朵可達 10 吋。

17 白蘭 – 此雜種系由黃玉蘭及山含笑這兩個亞洲品種組成。這是一種美麗的亞熱帶

樹木，可開出香味濃郁的花朵，花朵的萃取物是數支全球高價香水的主要成份。

18 維奇氏木蘭 – 維奇氏木蘭是茂盛、直立的闊葉大型灌木或小型樹木，吸引許多蜜

蜂及授粉昆蟲。此為滇藏木蘭和白木蘭的雜交種，最早於 1907 年由 Robert Veitch 
種植成功。

19 滇藏木蘭「晚開粉紅花」 – 1934 年向印度大吉嶺的 G. Ghose and Co. 購買種

子引入本園區，此木蘭的花朵比本園區典藏的其他滇藏木蘭優型晚 2 到 4 週開花。

20 荷花玉蘭「黃褐花」 – 美國東南部原生種常綠木蘭，主要特色為具有引誘力的深

綠色樹葉及極香的大型花朵。種小名 grandiflora 取自拉丁文「大型花朵」之意。花

如其名，花朵的花徑最大可達十二吋。

21 武當玉蘭 – 此闊葉木蘭是中國中部原生種。在該地區的森林中發現的成年優型樹

高可達 21 公尺。玫瑰色的花朵會在長出樹葉之前開放，並散發甜蜜的香氣。

22 瓜地馬拉木蘭 – 瓜地馬拉木蘭被認為是反映雲層覆蓋森林棲地環境變化的品種。

此品種又稱為多型種，因不連續基因變異而導致多種不同型態。葉片的下表皮偶有無

毛狀況，或者花瓣的尺寸及形狀有所不同。

23 寶華玉蘭 – 本園區最罕見且列入自然保育聯盟 (IUCN) 紅皮書名錄的木蘭品

種，1931 年在中國發現時僅找到數十棵。

24 天目木蘭 – 「魅力木蘭」於 1933 年在中國黃山發現。此特別的樹木是上海植物

園的贈禮，1982 年由時任市長 Diane Feinstein 女士轉贈本園。 

25 星花木蘭「玫紅之花」– 此為日本原生的野外瀕危品種，但在北美、歐洲等地廣

為栽培，品種名稱 stellata 為星辰之意。此品種通常為白花窄瓣，呈星星狀向外輻

射，本栽培品種「玫紅之花」會開出帶有香氣的粉紅色花朵。

關於繁華木蘭花園的典藏花樹
在 1940 年冬季，甫開幕的舊金山植物園寫下了園藝史，在同種類當中，外來的杯狀及飛碟狀木蘭（滇藏木蘭）首先在美國盛開。大批興奮又好奇的民眾大排長

龍，等著欣賞知名的木蘭粉紅色的耀眼大花，當初這些植物到現在仍在園區裡屹立不搖（地圖編號 10）。這只是開始。園區目前種植了超過 200 棵木蘭，其中許

多不僅罕見且歷史悠久。園區目前的典藏花樹包括 63 個品種和 49 個栽培品種。這裡是美國品種最豐富的保育典藏地點。深入瞭解園區的珍貴優型並盡情欣賞！

書店與 PLANT ARBOR
園區書店販售與木蘭相關的別緻物品。也可前往 Plant Arbor 購買植物，把園區的美好帶回家！開放時間：週五至週日上午 10 點至下午 4 點。

關於舊金山植物園 
舊金山植物園佔地 55 英畝，展示超過 8,000 棵來自全球各地的不同植物。除了冬天盛開的木蘭之外，本園區還有許多其他季節的特色植物，包括已有百年歷史

的紅杉木、美索亞美利加、安地斯及東南亞雲層覆蓋森林典藏，還有其他獨一無二的全球植物典藏。

若要取得木蘭盛開的最新消息，請透過以下社交媒體追蹤我們：Instagram (@sfbotanicalgarden)、Facebook (facebook.com/
SanFranciscoBotanicalGarden) 及 Twitter (@SFBGS)。若要深入瞭解本園區資訊，請造訪 sfbg.org。

 
在您的智慧型手機上感受華麗的木蘭花
之美 
操作方式如下：
1. 開啟智慧型手機的相機應用程式

2. 將手機對準載有編號的粉紅色標示上的 QR 代碼

3. 輕按畫面上顯示的連結

4. 在園區探索工具上，深入認識每一種各有特色的
木蘭花。

成為會員
支援本園區並享受全年福利：

· 全年 365 天免費入園（可攜帶一名賓客同行）

· Plant Arbor、書店和當地苗圃九折優惠

· 擁有超過 300 個公共花園互惠會員資格

·  熱門活動票券折扣及預售資格，如 Garden Camp 及 
Holiday Wreath Making

由於公共經費有限，您所屬社群的支持相當重要。

只要 70 美元，即可立即加入。請前往自助服務機註冊
或前往此網址線上註冊：sfbg.org/member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