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最崇高的任務， 

絕不僅止於以顏色提供人們視覺的享受； 

以果實提供人們口腹的飽實， 

它們更大的價值， 

在於默默吞噬了存在於大氣中及 

我們住家周遭許多不純淨且對我們有害的物質。 
 

摘自十九世紀《淑女花櫃》(Ladies’ Floral Cabinet) 
 

 

 

植物小常識： 

利用花卉植物凈化室內環境的健康安全四注意 

忌香 
一些花草香味過於濃烈，會讓人難受，甚至產生不良反應。如夜來香、鬱

金香、五色梅等花。 

忌敏 
一些花卉，會讓人產生過敏反應。像月季、玉丁香、五色梅、洋繡球、天

竺葵、紫荊花等，人碰觸撫摸它們，往往會引起皮膚過敏，甚至出現紅疹，

奇癢難忍。 

忌毒 
有的觀賞花草帶有毒性，擺放應注意含羞草、一品紅、夾竹桃、黃杜鵑和

狀元紅等。 

忌傷害 
比如仙人掌類的植物有尖刺，有兒童的家庭、或者兒童房儘量不要擺放。

另外為了安全，兒童房裏的植物不要太高大，不要選擇穩定性差的花盆

架，以免對兒童傷害。 

 

 

 

 

 

 

 

 

 

 

 

 



 

 

 

36 種室內植物淨空氣排行榜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愈多表示愈有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愈多表示愈容易） 

●「病蟲害的抵抗力」（愈多表示愈有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愈多表示效率愈強） 

◎蒸散作用效率：指的是植物蒸散作用的速度，蒸散作用率越高，表示其越能有效調節濕度，以及

釋放更多的陰離子。 

室內植物 

淨空氣排行 
植物名稱 功能及養護 

 

NO.1. 
 棕櫚科 

黃椰子 
半日照澆水，盆土表面已乾再澆水。 其需光程度為中度，

且喜好濕度略高的環境，非常適合置於室內。在去除室內

有毒氣體的功效方面，黃椰子居室內植物之首。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NO.2. 
 棕櫚科 

觀音棕竹 

耐陰性強，盆土表面已乾再澆水。耐陰性超強的觀葉植物，

僅靠燈光就可以在室內展現丰姿。通常在中國及日本風味

的庭院中應用，若要改變室內環境的氣氛，它可是上上之

選。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NO.3.  
棕櫚科 

竹莖椰子 
半日照，在植物生長期需給與充分的供水，平日則保持土

壤濕潤即可。高度可達 180 公分的竹莖椰子，適合置於地

面及角落，可以替代竹子使用於室內設計。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NO.4.  
桑科 

印度橡膠樹 
全日照、半日照皆可，待土壤乾透了後再澆水。厚實的深

綠色葉子，耐旱性超強。每個月能夠輪替到戶外休生養息

一番最好。印度橡膠樹在去除甲醛上，有著極佳的效果。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NO.5.  
五加科 

常春藤 
略耐陰，室內宜放置於明亮處，以保持土壤濕潤為宜，為

主要的蔓藤觀葉植物。環境過於陰暗容易生病，點一盞檯

燈就足夠她生長了。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36 種室內植物淨空氣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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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植物 

淨空氣排行 
植物名稱 功能及養護 

 

NO.6.  
棕櫚科 

羅比親王海棗 
半日照，待土壤乾透了後再澆水。羅比親王海棗的身影，

最容易令人聯想到熱帶地區的渡假村，盆栽擺放在室內，

很能夠營造輕鬆悠閒的氛圍。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NO.7.  
骨碎補科 

波斯頓腎蕨  
室內明亮處都可以栽培，盆土半乾後澆水，葉片需要保持

溼度。翠綠色的葉片帶來清涼感十足，能為炎夏帶來視覺

上的涼意。適合用吊盆以懸掛的方式展現輕盈的葉叢。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NO.8. 
 天南星科 

白鶴芋 

耐陰性佳，盆土略乾即可澆水。雪白色的佛焰苞，非常清

新幽雅，有些品種具有芳香。花期主要從春季到夏季，室

內栽培就能開花。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NO.9. 
龍舌蘭科 

鑲邊香龍血樹 
香龍血樹就是所謂的「巴西鐵樹」，當她開花時，就可知

她出眾的芬芳。盆土天天處於潮濕狀態，是栽培的大忌。

在空氣清淨方面，對於甲醛的去除，頗具成效。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NO.10.  
天南星科 

黃金葛 
耐陰性第一名的「國民植物」，沒有人不認識。栽培容易，

不論土種水耕、盆栽吊盆，應用起來輕而易舉。如果自認

是植物殺手，選她來種保證能讓你重拾信心。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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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植物 

淨空氣排行 
植物名稱 功能及養護 

 

NO.11.  
菊科 

盆菊 
適量的水直接澆入盆中，加上明亮的光線，就能讓盆菊的

開花期達一個月以上。在去除有毒氣體上，盆菊對於降低

室內的甲醛、氨及苯，皆具效果。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NO.12. 
菊科 

非洲菊 
放光線明亮處，土壤溼潤較佳。非洲菊又名太陽花，具多

種彩色及花形變化，四季皆可開花，是很受歡迎的花卉。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NO.13.  
龍舌蘭科 

銀紋竹蕉 
耐陰性佳待土壤乾燥再澆水。對於去除苯有良好效果的銀

紋竹蕉，生長緩慢，維護工作輕鬆，甚受辦公室的青睞。

有時會有葉尖焦黃的情形，只要順著葉形將其修除即可。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NO.14.  
天南星科 

合果芋 

耐陰性佳，保持土壤溼潤，生長非常旺盛，有迷你的「綠

精靈」品種，粉嫩的「紅蝴蝶」品種，白皙的「白蝴蝶」

品種，以及現在最受歡迎，看了不禁令人想咬一口的「水

蜜桃」品種。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NO.15.  
天南星科 

翠玉黛粉葉 

全日照，土壤乾燥再澆水。葉色清爽明晰的一群植物，能

讓整個空間瞬時亮了起來。有各種大小不一、斑紋特異的

品種。黛粉葉類植物，適合放在採光良好，或有燈光照射

的位置。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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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植物 

淨空氣排行 
植物名稱 功能及養護 

 

NO.16. 
棕櫚科 

袖珍椰子 
耐陰性強，盆土乾燥再澆水。個子雖小，但還是十足具備

椰子的形態。嬌小玲瓏的體態，適合桌上觀賞使用，有比

較大株的 7 寸盆栽，可排列作為辦公室隔屏。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NO.17. 
桑科 

垂榕 
放光線明亮處，盆土表面略乾即可澆水。葉片婆娑搖曳的

垂榕，是極佳的天然空氣清淨機，尤其對於甲醛的去除，

極具效果。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NO.18. 
五加科 

澳洲鴨腳木 
耐陰性佳，待土壤乾燥後再澆水。高度 1.5 到 3 公尺以上的大型

室內植物，大型的掌狀葉片相當美觀，一般多用在大廳、轉角、

室內造景等地點，是大空間中不可缺少的主景樹。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NO.19. 
秋海棠科 

四季秋海棠 
放光線明亮處，土表略乾即澆水。是涼爽季節裡花壇植物

的主角。對光線需求較高，以室內窗台邊可受陽光間接照

射處最佳，否則不易開花。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NO.20. 
天南星科 

春羽蔓綠絨 

耐陰性佳，土表略乾即澆水。葉片雖然不多，但是美麗的

羽狀裂葉，像是能把思緒飛上藍天的翅膀，所以又稱為天

使蔓綠絨。擺放的空間不能太狹小，否則可會阻礙她葉片

的伸展。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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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植物 

淨空氣排行 
植物名稱 功能及養護 

 

NO.21. 
天南星科 

心葉蔓綠絨 
耐陰性強，土表略乾即澆水。常見的是綠葉及黃葉品種。有攀蛇

木柱生長的落地大型盆栽，也有吊盆栽培，欣賞柔美的莖枝與心

型葉片。她的形貌與黃金葛相似，但是葉片更密滿。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NO.22. 
龍舌蘭科 

虎尾蘭 
放光線明亮處，土壤乾透再澆水。肉質厚硬的葉片，能減

少水分蒸發，所以耐旱力一流。似老虎尾巴。虎尾蘭生命

力極強，很久才澆一次水也不會有大礙。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NO.23. 
天南星科 

白玉黛粉葉 

放光線明亮處，土表略乾即澆水。適合放在室內光線佳且

通風良好處。其特色在於綠色的葉片上有著白色或黃色如

大理石紋般的變化；但若置於光線不足處，會使得色彩變

得不明顯。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NO.24. 
天南星科 

翡翠寶石 
耐陰性佳，土表略乾即澆水。翡翠寶石在去除室內的氨氣

上，效果極佳，僅次於觀音棕竹，位居第二。葉子呈橢圓

形、葉色為橄欖綠的翡翠寶石，形態美麗大方。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NO.25. 
百合科 

沿階草 
放光線明亮處，土壤乾透才澆水。細長的葉子，呈現自然

的弧線，頗具線條美。在空氣淨化方面，沿階草可有效去

除室內的氨氣。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36 種室內植物淨空氣排行榜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愈多表示愈有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愈多表示愈容易） 

●「病蟲害的抵抗力」（愈多表示愈有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愈多表示效率愈強） 

◎蒸散作用效率：指的是植物蒸散作用的速度，蒸散作用率越高，表示其越能有效調節濕度，以及

釋放更多的陰離子。 

室內植物 

淨空氣排行 
植物名稱 功能及養護 

 

NO.26. 
蘭科 

秋石斛蘭  
栽培需全日照，開花觀賞期才可移入室內，介質乾透才澆

水。雖然名為秋石斛蘭，但是目前全年都有上市，花朵在

室內的觀賞期超過一個月。花謝後要取到光線直射處栽培。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NO.27. 
百合科 

斑葉吊蘭  

放光線明亮處，土表略乾即澆水。葉斑鮮明亮眼，線條輕

盈柔美，從基部伸出走莖懸掛下來，可以再長出許多可愛

的小吊蘭。繁殖非常簡單，只要等小吊蘭長出根時，剪下

來種植就行了。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NO.28. 
天南星科 

銀後粗勒草 
耐陰性強，土表略乾即澆水。葉片茂盛且生長強健的特性，

使她在全球的室內觀賞植物中，永遠保持重要的地位。主

要觀賞斑斕的葉色，所以要擺在較矮的地方。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NO.29. 
天南星科 

火鶴花 
放光線明亮處，土表略乾即澆水。傳統上主要當切花使用，

目前已有許多盆栽品種上市。葉面光潔有型，花朵鮮豔亮

麗。栽培位置光線要明亮，否則不易開花。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NO.30. 
大戟科 

變葉木 
放光線明亮處，土壤乾透再澆水。葉形葉色富於變化，室內栽培

要選用葉片寬大且厚實的「龜甲」品種，其他品種移入室內很容

易掉葉。光線明亮且控制澆水才能保持觀賞價值。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36 種室內植物淨空氣排行榜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愈多表示愈有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愈多表示愈容易） 

●「病蟲害的抵抗力」（愈多表示愈有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愈多表示效率愈強） 

◎蒸散作用效率：指的是植物蒸散作用的速度，蒸散作用率越高，表示其越能有效調節濕度，以及

釋放更多的陰離子。 

室內植物 

淨空氣排行 
植物名稱 功能及養護 

 

NO.31. 
大戟科 

聖誕紅 
放光線明亮處，土表略乾即澆水。秋冬季的主要盆花，光

線越明亮，苞葉的壽命可以更持久。盆土乾過頭或一直處

於濕潤狀態，會讓葉片迅速凋萎。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NO.32. 
杜鵑花科 

西洋杜鵑  
放光線明亮處，土表略乾即澆水。西洋杜鵑的花期主要控制在農

曆年期間，作為年節之吉祥花卉之用。擺放位置要光線明亮、通

風良好，水不要澆到花上面，可以讓花期更持久。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NO.33. 
竹芋科 

孔雀竹芋 
放光線明亮處，土表略乾即澆水。孔雀竹芋因為葉斑像是

開屏的孔雀尾羽而得名，美麗的斑紋在白牆面會更鮮明。

葉片質薄不耐乾燥，可以經常在葉片噴水保持濕度。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NO.34. 
百合科 

蘆薈 

放光線明亮處，土壤乾透才澆水。蘆薈正常生長需要全日

照，室內栽培要限制水分供給，否則容易徒長，失去原有

造型。品種繁多，葉片粗糙厚硬的種類，可在室內維持較

久的時間。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NO.35. 
報春花科 

仙客來. 
放光線明亮處，土壤乾透才澆水。冬春季的主要盆花，花

朵造型可愛，花色艷麗無比，葉片有大理石般的花紋，是

少數花葉具美的觀賞植物。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36 種室內植物淨空氣排行榜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愈多表示愈有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愈多表示愈容易） 

●「病蟲害的抵抗力」（愈多表示愈有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愈多表示效率愈強） 

◎蒸散作用效率：指的是植物蒸散作用的速度，蒸散作用率越高，表示其越能有效調節濕度，以及

釋放更多的陰離子。 

室內植物 

淨空氣排行 
植物名稱 功能及養護 

 

NO.36. 
蘭科 

蝴蝶蘭 

放光線明亮處，介質乾透才澆水。台灣是「蝴蝶蘭王國」，

四時都有蝴蝶蘭上市。開花時擺在室內觀賞須避開空調及

熱源，不要讓介質潮濕，如此花期便可以維持長達兩個月

以上的時間。 

效能 

「淨化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功效」★★★ 
「栽培管理的容易度」◆◆◆◆◆ 
「病蟲害的抵抗力」●●●●●●● 
「蒸散作用效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