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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修剪的錦

“樹藝師適當的修剪有Jj}J樹木健康成

長: 一般人的修剪不得其法，對樹木
損害至大。 n 

-Alex Sh i g。

修剪樹木是最常見的樹木謹養工作 。 適當的修剪有

助除去樹木有問題的部分及改善樹木結構 ， 對樹木

的整體健康和結構都有好處，也減少樹木對附近的

人和財物耳能構成的風險 。 不適當的修剪(特別是

截頂) ，能損害樹木的健康和結構，令樹木變成危

樹。因此，在修剪前先訂下清晰明確的目標 ， 實在
非常重要。

適當的樹木修剪方法

~對
目的 ﹒有需要時才修剪 .不要過度修剪;如沒有需要，

不應修剪。

常見的 ﹒樹冠清理 一/4 枯枝/有騁的 ﹒獅尾式修剪 ﹒截頂
修剪類型 樹枝 (清除)

斷枝
(清除)

﹒樹冠疏枝
括那司吃早已=

﹒樹冠滅裁

﹒樹冠提升
---呵， 

圓 

~ 
﹒過度提升樹冠

修剪位置 ﹒枝領外沿 還l~
﹒留下枝柄

~ 
.平貼樹 ﹒過大的切割口

在何處? 幹切割

一用以切除樹枝

第-鋸一探用技鷹切法， 
h 山以免扯脫樹皮 
@第三鋸一必須在枝額外沿

﹒鋸齒狀的傷口 ﹒扯脫樹皮

地修剪樹


木?


切酬，用以切除剩下的枝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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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應盡可能避兔修剪大棵/成熟的樹木。即使是年幼樹木，也不能在一
年內剪去超過25%的活樹冠。 

~ 樹冠清理
è4!-;~‘ 

定義: 樹冠清理包括選擇性地清除
樹冠的枯枝、快要壞死、有病害或

瘦弱的樹枝。

目的 z 樹木在生長時，樹冠會不時

長出一些有毛病的樹枝和水橫枝。
若不及時清除，情況可能會惡化，

影響到樹木整體的健康。

對: 可隨時清理樹冠，及早修正枝
葉生長欠妄的小問題，以兔日後成
為大問題。 

~ 

~ 樹冠疏枝 

定義: 樹冠疏枝包括樹冠清理和選擇性地除去細小樹枝，以減1ft樹冠的密度。

目的: 保持樹冠不致過重，樹枝不致過霄，讓陽光和空氣耳以透進內部枝條。

對: 樹冠疏枝是要令枝葉分布均句，但須注意不要過度修剪，每年疏枝的比例應佔活樹

冠的 10至 15%，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超過25% ，先其是成熱的樹木。

錯: 過度修剪樹冠內圍的樹葉，會損害樹木的健康。內部枝幹上若長出大量水橫枝，即顯示

過度疏枝。

-司，
剪去圖示灰色

疏枝前
的樹枝 

• I ~ 適當疏枝後

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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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冠減裁

定義: 樹冠就裁是指選擇性地清除一些枝幹，以減低樹木的高度及/或伸展範圍。

目的: 應在有需要將樹木倒塌風險法到最恨，或滅少樹木對鄰近建築物或其他搭建物的干擾時

，才進行這類修剪。

對: 修漲至橫枝上的分支。

錯: 避兔修滅成熟、衰老或生長狀況欠佳的樹木。在任何情況下，不要剪去超過25%的樹葉。

修減前 • 剪去圖示灰色的枝幹 • ~ 適當修減後

清除___.， ~J 

~ 樹冠提升

定義: 提升樹冠涉及清除較恨的樹枝。

目的: 在建築物、指示牌、車輛及行人的上空保留足夠空間。

對: 提升後的樹冠比*應超過60%。提升樹冠的工作最好可以循序漸進地在數年內進行。

錯: 避兔過度修剪較低的枝幹，以兔影響樹木的幹租收窄過程。

提升樹冠前 • 剪荒馬F色 → I ~適當提升樹冠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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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領邊緣

情況 1 一有明顯的枝領

在樹枝典樹幹接口的地方通常會有一個枝領，枝領指樹枝與樹幹接連的底郁，其四周及頂部

隆起的部分。

對: 在移除樹枝時，切口最好盡量貼近樹幹的枝領邊緣位置。此舉能令枝幹保護區完好無損
，更可防止該傷口日後一旦腐爛時蔓延至樹幹。

錯: 不適當修剪會令枝領受損，因而可能導致修剪傷口下的樹幹出現腐爛情況。

誼
會

劉
華g~切割 

\枝領

情況 2 一沒有明顯的枝領

對: 若樹枝沒有明顯的枝領，則可自行想像一條具樹幹平行的線，將枝皮脊與該條平行線的
夾角角度套用到該平行線的另一邊，並沿這個想像的角位(如下圖綠綠所示)由上而下切割。

枝皮脊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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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妥善地修剪樹木? 

V三刀法
目的: 三刀法是剪除祖大樹枝最有效而損害最少的方法，不會對樹木造成損傷。修剪時順

序以三刃切割。
對: 

@ 第一緝採用枝底切法，在離母校或主幹一段距離的地方施錯。適當的枝鹿切法可避免
在剪除樹枝時扯脫樹皮。 

@ 第二鋸是在第一鋸的枝龐切口再向外一點的位置從上而施第二鋸，將樹枝切除。 

@ 第三錯在枝領邊緣切除餘下的枝柄。

枝樹除切以用錯第
圓
圓
圓
圓 

E
E
E
-
v 

@ 

、、@第一鋸一探用枝底切法，以兔扯脫樹皮

-司， -司，

修剪得宜有助樹木把腐爛的部分分隔開來 數年後傷口完全癒合

樹木管理辦事處 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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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斷絕樹木養份供應: 

. 在截頂後，大部分樹冠均會被剪除 

﹒ 綠葉負責製造食物，一旦被剪去，會使樹木

暫時失去製造食物的能力。 

2. 蟲害和病害: 

﹒ 截頂會留下面積大且位於末端的切口，令樹

木區隔化的過程(即樹木傷口自然封閉癒合的

過程)減慢。 

﹒ 樹木易受病蟲害侵襲。 

3. 弱枝: 
﹒ 會長出許多水橫枝，而這些新長出的枝條按

合脆弱。 

. 這些按合脆弱的枝條容易折斷。 

4. 外形醜陋: 

﹒ 樹木的外形被嚴重扭曲，即使樹木能生存下
來，也永不能回復至原來的自然形態。 

﹒ 社區因而喪失這些可貴的綠化景緻。 

5. 費用: 

﹒ 修剪不當會對樹木造成不良影響，因而需

要補植樹木、承擔因弱枝而造成的責任風險

，以及增加日後的護養費用，長遠而吉令開

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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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忌獅尾式修剪

定義: 若只移除樹冠內圍的樹枝，會令樹枝末端

過重，導致枝頭長得過長，這種修剪芳法稱為獅

尾式修剪。

為何不耳: 獅尾式修剪耳能會令樹木受到日灼和

長出水橫枝、妨礙幹租岐窄、削弱樹枝結構和導
致枝條折斷。

切匆過度提升樹冠

定義: 在修剪大樹或提升樹冠時，最常犯的錯誤
是將樹冠內圍較低位置的全部或大部分樹枝去除

導致樹冠過度提升。

為何不可 1 

. 內枝亦為樹木供應所需的養份，讓樹木可以進

行正常防衛和其他功能。 

﹒ 過度移除樹木的活組纖，對樹木的健康可能會

有不良影響。 

﹒ 令樹冠 t~偏低，影響樹木外形。 

﹒ 樹木會更容易出現問題。

樹木管理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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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平貼樹幹切割

定羲: 剪入校領，令切口與樹幹平貼。

為何不司: 切口若平貼樹幹會損害校領，造成較大的傷口

，令樹幹容易腐燭，產生都痕，並增加病害感染的機會。

切勿留下枝柄

定義: 修剪時若下鋸的位置離校領太遠，便會留下枝柄。

為何不可: 留下的枝柄容易被腐魁，特別是在切割傷口未

癒合而暴露於空氣中時。屬燭會由枝柄開始，司穿越枝幹

保護區而進入樹幹，令樹幹腐燭，增加樹枝/樹幹竭下或
出現問題的機會。

剪切口不要過大

為何不可: 若校領外的剪切口過大，便會有大片ò材露出

，形成一個大借口，增加樹木腐燭及病害感染的機會。

樹木管理辦事處 發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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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扯脫樹皮
為何不可 : 

﹒ 樹皮保護內樹皮，而內樹皮則負責把樹葉所製
成的食物輸往樹木其他部分。 

﹒ 不當的修剪會扯脫樹皮，傷及枝領，因而損害

樹木的傷口癒合能力，造成傷口腐爛。

切勿留下鋸齒狀的傷口
對: 

﹒ 修剪後的切口必定要順滑整齊。 

﹒ 修剪工具須鋒利才可使切口 J圓滑整齊，不會留

下鋸齒狀的邊緣或枝捕。修剪時應選用能配合切

口大小的工具

為何不可: 

﹒ 鋸齒狀的傷口不能妥為癒合，並可能會使到腐

爛部分擴大，造成更多斷枝。 

﹒ 鋸齒狀的傷口會影響樹木輸送贅份的能力，因

而影響樹木整體的健康。

備忘

請瀏覽h句:/Iwww.de嗨.go州均teening位';/preseNation甸uidelines.pdf網址.典「修剪樹木的一般軒 IJ 一起參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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