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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什麼要在市區內種植作物為什麼要在市區內種植作物

生產自己喜愛,新鮮並且
安全的蔬果安全的蔬果

園藝本身就是一個健康活動

充份利用市區內的空地

耕種並不會引來或滋生蚊蟲



香港氣候溫和 除了夏天多雨水及颱風 基本上全年香港氣候溫和，除了夏天多雨水及颱風，基本上全年
可以生產蔬果。如適當利用一個四平方米的田地，可
以供應一個家庭日常所需的部分蔬菜。以供應一個家庭日常所需的部分蔬菜。



首先要明白本地氣候 否則種錯季節首先要明白本地氣候，否則種錯季節

作物生長不好，以致到影響收穫或致到冇得收

亞熱帶 一年四季 但春天和秋天並不明顯 可以說只亞熱帶，一年四季, 但春天和秋天並不明顯，可以說只
有兩季‐夏季及冬季



冬天: 旱季 ‐氣溫溫和，少雨，比較乾燥

‐適宜多類蔬果種植

夏天: 雨季 ‐氣溫高，特別是晚溫，多雨，潮濕及有颱夏天: 雨季 氣溫高 特別是晚溫 多雨 潮濕及有颱
風

‐適宜瓜，豆類生長適宜瓜 豆類生長



泥土: 一般是偏酸，需要加石灰 (1M2 加1kg)
但有建築廢料就會偏鹼，加硫磺但有建築廢料就會偏鹼，加硫磺

沒有機物

特別需要做堆肥以增加土壤內的有機質‐特別需要做堆肥以增加土壤內的有機質

或用市面能買得到的堆肥

或發酵的牛糞或發酵的牛糞

或 Peat Moss  
有機質與有機肥的分別有機質與有機肥的分別



水: 一般雨水偏酸

山水: 如沒有污染，水質應該是好的山水: 如沒有污染，水質應該是好的

自來水: 來自東江，比較硬



都市內的特殊環境都市內的特殊環境
光照: 如四周無大廈‐應沒有問題光照: 如四周無大廈‐應沒有問題

有大廈‐則會有影，但也沒有辦法

街燈或廣告燈 會影響日照長短街燈或廣告燈‐會影響日照長短

長日照  植物問題不大長日照: 植物問題不大

短日照‐會影響開花

或雌花的形成

以致到沒有收穫，

如豆角，瓜類



農曆及陰曆農曆及陰曆
中國六千年來都是一個農業社會中國六千年來都是一個農業社會

中國是用陰曆，以月球環繞地球一週 (29.5日) 作為一
個月。(12月=1年=354天)( 354 )
陽曆:
以地球環繞太陽一週作為一年，再分成12個月。(12月以地球環繞太陽一週作為一年 再分成 個月 ( 月
=365天)

植物生長主要按地球與太陽的位置，而非地球與月球
的位置

因此在農曆上有二十四氣節，農業的操作就是按這二
十四氣節



二十四氣節二十四氣節
春 立春 二月四日 2/4春 立春 二月四日 2/4

雨水 二月十九日 2/19

驚蟄 三月五日 3/5

春分 三月二十日 3/20

清明 四月四日 4/4

穀雨 四月二十日 4/20

夏 立夏 五月五日 (5/5)夏 立夏 五月五日 (5/5)

小滿 五月二十一日 (5/20)

芒種 六月五日 (6/5)

夏至 六月二十一日 (6/21)

小暑 七月七日 (7/7)

大暑 七月二十二日 (7/22)大暑 七月二十二日 (7/22)



二十四氣節二十四氣節

秋 立秋 八月七日秋 立秋 八月七日 8/7
處暑 八月二十三日 8/23

白露 九月七日 9/7白露 九月七日 9/7

秋分 九月二十二日 9/22

寒露 十月八日 10/8

霜降 十月二十三日 10/23

冬 立冬 十一月七日 11/7冬 立冬: 十一月七日 11/7

小雪 十一月二十二日 11/22

大雪 十二月七日 12/7

冬至 十二月二十一日 12/21

小寒 一月六日 1/6

大寒 一月二十一日 1/21



二十四氣節二十四氣節
農業的操作如按陰曆的話，一定會出問題，因此先民農業的操作如按陰曆的話，一定會出問題，因此先民
按地球與太陽的位置定出了二十四氣節。

陽曆的每一個月兩個，一氣一節陽曆的每一個月兩個，一氣一節

而這二十四氣節是按我們民族的發源地，黃河流域而
定，所以在華南地區需要調整一下定，所以在華南地區需要調整一下



二十四氣節 春季二十四氣節‐春季
立春 一年的開始，可以在或不在正月立春 一年的開始 可以在或不在正月

冬天已過，日照增長/天氣仍然冷，會有寒流

雨水 一定在正月 雨水前的新月為正月初一 下雪天已過 開始有雨水 一定在正月。雨水前的新月為正月初一，下雪天已過，開始有
些雨水

驚蟄 天氣開始回暖，昆蟲開始活動/ 夏季作物可以開始播種，三月
初仍有寒流，太早種，農作物會有一定的風險

春分 正午太陽在赤道的正上面，日夜都是十二個小時

清明 氣溫回溫 天氣晴朗/在華南地區並非這樣 大霧 陰雨 非常清明 氣溫回溫，天氣晴朗/在華南地區並非這樣，大霧，陰雨，非常
潮濕，須留意真菌病

穀雨 開始下梅雨，有足夠的水開始耕作



二十四氣節 夏季二十四氣節‐夏季
立夏 夏天的開始立夏 夏天的開始

小滿 穀麥開始抽苔/ 氣溫開始炎熱，吹西南風/

芒種 穗上的穀可以飽滿/ 天氣炎熱，多雨，颱風季節開始

夏至 全年最長的白天，正午太陽在北回歸線上面

小暑 氣溫熱

大暑 酷熱



二十四氣節 秋季二十四氣節‐秋季
立秋 秋天的開始，不再那麼熱，尤其是晚上，秋冬季的作物可以開立秋 秋天的開始 不再那麼熱 尤其是晚上 秋冬季的作物可以開

始播種

處暑 還是熱 但開始涼 有夜雨處暑 還是熱，但開始涼，有夜雨

白露 早上有露雨白露 早上有露雨

秋分 正午太陽在赤道上，日夜都是十二小時

寒露 吹東北風，開始有霜/ 但華南地區沒可能。氣溫下降，多類冬
季作物可以播種季作物可以播種

霜降 早上有霜雪，天氣晴朗/晝日夜溫差擴大，葉菜長得特別好及霜降 早上有霜雪 天氣晴朗/ 晝日夜溫差擴大 葉菜長得特別好及
壯



二十四氣節 冬季二十四氣節‐冬季
立冬 冬天的開始立冬 冬天的開始

小雪 開始有雪

大雪 有雪，開始有寒流/ 寒流來臨時要防鳥

冬至 全年最短的一天，正午太陽在南回歸線上

小寒 冷

大寒 極冷



冬天作物冬天作物

一般都是可以在七月底(早)至十月中播種

果類  蕃茄 甜/辣椒 荷蘭豆 一次播 可收到下年果類: 蕃茄，甜/辣椒，荷蘭豆，一次播，可收到下年
初

根類  胡蘿蔔 蘿蔔 馬鈴薯根類: 胡蘿蔔，蘿蔔，馬鈴薯

葉菜: 生菜，白菜，菜心，芥菜，芥蘭，西蘭花，椰菜，
椰菜花等等 可分批播椰菜花等等，可分批播



夏天作物夏天作物
果類: 黃瓜，及其他瓜類，茄子，豆角，(其他豆類，果類: 黃瓜，及其他瓜類，茄子，豆角，(其他豆類，
需早春)，甜玉米

根類: 蘿蔔，蕃薯根類: 蘿蔔，蕃薯

葉菜: 通菜，莧菜，生菜



冬天作物 例子蕃茄冬天作物‐例子:蕃茄
在溫帶地區是夏天作物，在溫帶地區是夏天作物

但晚上要低過20oC才能順利結果，

不耐雨水。不耐雨水。

在華南地區是冬天作物

可分兩做 八/九月播 十二/二月收可分兩做，八/九月播，十二/二月收

十二月/一月播，三,四,五月收

最佳用抗清腐病品種最佳用抗清腐病品種



冬天作物 例子甜/辣椒冬天作物‐例子:甜/辣椒
甜/辣椒甜/辣椒

最佳是十二月/一月播，四/六月收

有些耐熱的辣椒可以七月/八月播有些耐熱的辣椒可以七月/八月播

，十一月開始收



冬天作物 例子椰菜冬天作物‐例子:椰菜
椰菜，椰菜花，西蘭花等

‐九至十二月播



冬天作物 例子蘿蔔冬天作物‐例子:蘿蔔
蘿蔔，紅蘿蔔蘿蔔，紅蘿蔔

‐十月至十二月播

白蘿蔔 夏天可用耐熱品種 如 短葉仔 春播要白蘿蔔，夏天可用耐熱品種，如<<短葉仔>>。春播要
用耐抽苔品種。



冬天作物 例子菠菜冬天作物‐例子:菠菜
菠菜‐九月至十一月播菠菜‐九月至十一月播



冬天作物 例子芹菜冬天作物‐例子:芹菜
芹菜‐十月至十一月播芹菜‐十月至十一月播



冬天作物 例子生菜冬天作物‐例子:生菜
生菜‐九月至一月播生菜‐九月至一月播

耐熱品種可全年用



冬天作物 例子白菜 菜心 芥蘭冬天作物‐例子:白菜，菜心，芥蘭
白菜，菜心，芥蘭白菜 菜心 芥蘭

‐九月至二月

菜心菜心

‐四月至九月名用<<四九心>>，入秋後用

六十天 再遲便用 七十/八十天<<六十天>>，再遲便用<<七十/八十天>>
白菜: 夏天也可以播，收菜仔



夏天作物 例子粟米夏天作物‐例子:粟米
粟米粟米

‐二月至三月，八月至十月



夏天作物 例子菜豆夏天作物‐例子:菜豆
菜豆‐二月至四月，九月至十月菜豆‐二月至四月，九月至十月

最熱的六/八月，不能播種



夏天作物 例子豆角夏天作物‐例子:豆角
豆角‐三月至九月豆角‐三月至九月



夏天作物 例子瓜類夏天作物‐例子:瓜類
黃瓜，絲瓜，苦瓜，冬瓜，南瓜等黃瓜，絲瓜，苦瓜，冬瓜，南瓜等

‐三月至四月 八月至九月

(在炎夏中因日照長 氣溫高 很多品種不能結瓜)(在炎夏中因日照長，氣溫高，很多品種不能結瓜)



夏天作物 例子莧菜夏天作物‐例子:莧菜
莧菜‐三月至九月莧菜‐三月至九月



夏天作物 例子通菜夏天作物‐例子:通菜

通菜 三月至九月通菜‐三月至九月



夏天作物 例子茄子夏天作物‐例子:茄子
茄子‐一月至八月茄子‐一月至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