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脈刺桐

1

蝶形花科

Erythrina indica var.picta

~樹幹具有瘤刺~

刺桐

Erythrina variegate Linn.

~三出複葉~

豔紫荊

4

Bauhinia ×blakeana Dunn.

~蘇木科屬植物豆科大家族~

落葉大喬木；原產於印度、
馬來西亞。三出複葉。枝條
與樹幹具刺。花鮮紅色具有
觀賞價值。葉柄基部有蜜腺，
能與螞蟻互利共生。刺桐是
常見行道樹，許多地方甚至
以此樹為名。

月橘

5

芸香科

Murraya paniculata (L.) Jack.

3-1(輔諮系)

阿勃勒

7

菊科

W d li triloba
Wedelia
t il b (L.)
(L ) Hitchc.
Hit h

舌狀花

~非一朵! 是多朵花的花序~

小小觀察站
將葉片透光看
找找腺點

管狀花

小小觀察站
菊科
將花朵剝開來

落葉大喬木；原產於喜馬拉雅
山 冬季落葉 夏季開花金黃
山。冬季落葉；夏季開花金黃
色且一串串垂下，花瓣掉落隨
風飛舞，極為美麗，故別名
「黃金雨」。葉片亦為黃蝶幼
蟲食草。果莢長柱狀，內部黑
色黏質果肉可保護種子。

雄蕊

6-1(英語系)大

花柱向上彎曲 (背地性)

台灣肖楠

台灣特有變種 8

柏木科
Calocedrus formosana

欖仁樹

草海桐

10

草海桐科

Scaevola sericea Forst. f. ex Vahl

~濱海的勇者~

Terminalia catappa Linn.
Linn

落葉大喬木；原產於馬來西
亞，屬於海飄植物之一，果
實富含纖維有助浮於水面與
跨海傳播。秋冬葉子轉為紅
褐色，自然掉落後泡茶是為
保肝良藥，亦可浸泡於魚缸
用來淨化水質。

台灣針葉五木之一。植株生
長緩慢，木材質地堅硬不受
蟲蛀、富含香氣，為高級建
築材料，磨粉後製成肖楠粉，
燃燒之香氣有鎮靜安神效果。
台灣肖楠、台灣扁柏、紅檜、台灣杉、香杉

9(圖書館)大

8-1(圖書館)

小葉欖仁

11
使君子科

Terminalia mantalyi H. Perrier.

山櫻花

~橄欖狀的果實~

常綠小灌木；草海桐能適
應嚴苛環境，葉片肉質且
邊緣反捲，助於減少水份
散失，為海濱防風定砂樹
種。開白花，綻放時僅有
半朵 極為美觀可愛
半朵，極為美觀可愛。

杜鵑花科

13

Rhododendron spp.

落葉中喬木；原產於
馬達加斯加。枝幹平
展、層次分明，樹形
優美。果實含單寧酸，
可做為染料。為常見
的行道樹與庭園樹種
的行道樹與庭園樹種。

菲島福木

藤黃科

Garcinia subelliptica Merr.

常綠中喬木；原產於菲律賓、
印度。葉形極像日本貨幣
」
「小判」故取名福木。全株
具黃色乳汁，做為染料。
果實腐爛散發瓦斯般
臭味別名「瓦斯彈」。

“全株有毒，請勿食用”
13-1(白沙湖)

烏臼

大戟科

16

~一葉知「冬」~
」

14

葉片、木材與乳汁有毒

木芙蓉

菩提樹

桑科

17

Ficus religiosa Linn.

15

錦葵科

Hibiscus mutabilis Linn.
~花開花落一瞬間~

常綠灌木；原產於台灣、中國
大陸。樹木用途多：花可食用
木材可製木屐、樹皮纖維可代
替繩索。葉片、葉柄、嫩枝條
被星狀毛。清晨始開花為白色
傍晚凋落前轉為紫紅色，極為
美觀。

14-1(教大)

~熱帶雨林植物~

落葉大喬木；原產於中國大
陸，種子富含油份，可製肥
皂。葉子基部有膨大腺體，
可分泌蜜液，跟螞蟻形成互
利共生。秋冬葉片轉紅褐色
具觀賞價值，
16(職宿)
。

12-1(化學系)大

~福木葉像「小判」~

常綠灌木；原產於中國大陸、
日本。杜鵑花喜酸性環境，為
酸性土壤指標植物。根系發達
酸性土壤指標植物
根系發達
善固定土壤，具水土保持效果
根常與真菌共生形成膨大的
「根瘤」構造。

12

落葉喬木；別名「寒緋櫻」。
冬季落葉，花期約 2~3 月。葉
重鋸齒，樹幹皮孔橫向開裂，
托葉剪裂狀。花瓣向外開展，
萼片反捲。葉柄有 2 個腺體，
可分泌蜜汁，與螞蟻互利共生。

11-1(白沙湖) 大

~花朵綻放三月天~

Sapium sebiferum (L.) Roxb.

薔薇科

Prunus campanulata Maxim.

~冬季淬鍊 春季綻放~

10(停車場)

杜鵑花

9

使君子科

~遠渡重洋的種子~

＊小知識－台灣針葉五木
7-1(化學系)

探索其構造

Cassia fistula Linn.

5-1(美術)

~瑰寶裸子植物 森林浴深呼吸~
＊

多年生草本；原產於北美洲。
生長快速覆蓋性佳，具定砂效
果，為重要的護坡植物。花由
無數朵小花聚集而成，外圍黃
色舌狀花不孕，中央管狀花可
見到雄蕊與雌蕊。

6

蘇木科

~羽狀複葉、六月黃金雨~

常綠灌木；花白色具有濃烈香
氣 故別稱「七里香
氣，故別稱「七里香」。葉密
葉密
佈腺點，可分泌油脂，揮發出
柑橘香味，吸引鳳蝶產卵，為
鳳蝶科食草之一。枝條圓筒狀
可與樹蘭區別。

4-1(大草坪) 大

3

落葉喬木；原產於印度。三
出複葉，小葉卵形。葉柄具
刺。花鮮紅色具有觀賞價值
樹皮含有龍牙花素，藥用於
麻醉 鎮靜與止痛 雞冠刺
麻醉、鎮靜與止痛。雞冠刺
桐耐強風吹拂，是很好用的
防風樹種與造景樹種。

2(白沙湖) 大

常綠喬木；豔紫荊為自然雜
交種，故無法產生種子，僅
能採無性繁殖繁衍後代。花
色紫紅，極為艷麗，具觀賞
價值。小枝條密被白色短毛
可與羊蹄甲和洋紫荊區分。

雄蕊

注意！
葉柄有刺
要特別小心

~橘子與柳丁的親戚~

南美蟛蜞菊

蝶形花科

Erythrina crista-galli Linn.

~花序如雞冠~

仔細看～
蜜腺中間是
凹入的哦！

1(教大旁)

蘇木科

雞冠刺桐

15-1(白沙湖)

台灣五葉松

松科

18

Pinus morrisonicola Hayata

~松樹為百木之長~

常綠喬木；原產於印度，為
當地的聖樹。傳說釋迦摩尼
佛在此樹下悟道而得名。全
株有白色乳汁、葉片先端長
尾狀，為最大辨識特徵。隱
花果無梗，內含無數朵小花，
授粉昆蟲為榕果小蜂。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17(職宿)大

微觀世界
菊科
五針一束

大喬木；雌雄同株。葉五針
一束，樹皮縱向淺裂。毬果
之鱗臍位於孢子葉頂端。松
子為松鼠的糧食來源，具翅
便於隨風傳播。松針可製酒
與飲料，有促進新陳代謝之
功效。
台灣特有種 18(物理)

校園植物圖說

落葉喬木；原產於熱帶亞洲
菲律賓。樹幹具有瘤刺。葉
柄基部的蜜腺會分泌糖液吸
引螞蟻取食。三出複葉，主
脈與側脈具黃色斑紋 極為
脈與側脈具黃色斑紋，極為
美麗。

雌蕊

2

蝶形花科

木棉

19

木棉科

Bombax malabarica DC.
~落葉開花~

馬拉巴栗

~果實為天然洗滌劑~

Spathodea campanulata Beauv.

~飛翔的種子~

20(白沙湖)

矮仙丹花

構樹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 ) L
L'Herit
Herit. ex Vent.
Vent

~梅花鹿的食草~

下方葉

柏科

28

Juniperus chinensis L. var.kaizuka Hort. ex Endl.

大戟科

微觀世界
菊科

26

枝條呈祥龍抱柱
十字對生鱗片葉

Bischofia jabanica Blume.
Blume

木麻黃

的鱗片葉

豆科

31

Samanea saman (Jacq.) Merr.

~花開似粉撲~

34

Chorisia speciosa St. Hil.

~奼紫嫣紅美人花~

落葉喬木；原產於巴西、阿根廷。
掌狀複葉，有鋸齒緣。嫩枝條綠
色、樹幹具瘤刺。為了吸引昆蟲
授粉，故花大而艷麗，是為蟲媒
花。果實具棉絮，隨風飄散易引
起過敏。樹幹基部膨大如酒瓶，
故又稱「酒瓶木棉」。
34(宿舍) 大

27-1(生物系) 原青楓 大

29
木麻黃科

光臘樹

木麻黃有著超強的生命韌性，
抗風、耐旱且耐鹽，廣植於
濱海地區作為防風用。由於
全株都是細絲狀枝椏，能讓
風從空隙間滑過，葉退化成
輪生的鱗片葉，輪生於綠色
小枝節上。

旅人蕉

30

木犀科

Fraxinus formosana Hayata

~翅果隨風飄~

旅人蕉科

32

Ravenala madagascariensis Sonn.

半落葉喬木；樹皮灰白色，留有
雲片狀剝落痕。樹液甚為甲蟲所
喜愛，常可見獨角仙於樹皮上吸
取樹液。木材質地良好，拋光後
具油蠟色澤，故又名「白雞油」
可製家具、網球拍與拐杖。
30-1(圖書館側)大

台灣特有種

水柳

楊柳科

落葉中喬木；台灣原生種。
枝幹韌性強，為常見的防風
樹種。托葉半圓形、葉背粉
白。果實成熟具有棉絮，稱
為「柳絮」。每年五月種子
成熟，迎風飄起，有如白雪
紛飛般美景。

32-1(大門)大

小葉南洋杉

33

Salix warburgii Seemen

~未若柳絮隨風起~

多年生草本；原產於馬達加斯
加~當地稱之「水樹」~葉鞘與
花苞呈杯狀，可暫時儲存水份，
提供旅人緊急飲用水源。枝幹
有明顯的環狀葉痕。樹液甜美
可食。葉片扇狀開展，為世界
著名景觀樹。

31(側門) 大

木棉科

多年生草本；葉鞘堅韌，可做
為繩索代用品。月桃葉片長且
具淡淡香氣，適合用來包粽子。
月桃為黑蝶、大白紋蝶及白波
紋小灰蝶幼蟲食草。花純白色
而唇瓣黃底紅紋，極美觀。

Casuarina equisetifolia

~鐵扇公主的法寶 芭蕉扇~

美人樹

Alpinia spp.
spp

29-1(數學系)

落葉大喬木；原產於熱帶美洲、
西印度。二回羽狀複葉。冬季落
葉。樹冠闊傘狀，姿態優美。樹
葉
樹冠闊傘狀 姿態優美 樹
皮灰褐色可見明顯剝落的木拴層。
木材堅硬、質地良好，可做為家
具與雕刻用。

27

薑科

26-1(物理電箱)

微觀世界
菊科
葉退化成輪生

24-1(生物系) 大

~月桃粽葉~

半落葉大喬木；雌雄異株。三
出複葉。茄苳嫩葉可烹煮為風
味菜「茄苳蒜頭雞」。葉片曬
乾亦可作為茶葉代用品。植株
壽命長，可生長為巨大老樹，
又名「重陽木」。台灣許多地
方以此樹為名。

28(數學系)

雨豆樹

月桃

~茄苳大者蔭可數畝~

~防風定沙之海防尖兵~

常綠喬木；栽培種，原產於
中國及日本。雌雄異株。枝
條彎曲生長，呈祥龍抱柱之
姿，故名「龍柏」。葉兩型，
具有鱗片葉與針狀葉。木材
具香氣且質地堅硬，為良好
的家具原料
的家具原料。

Alstonia scholaris (L.) R. Br.

“乳汁有毒，請勿食用”

翅果

~常綠針葉樹~

24

常綠大喬木；植株生長迅速，葉
輪生，側脈明顯。樹幹通直，質
地脆，不耐強風。花淡綠色，散
發淡淡香氣，夜晚味道更濃烈。
木材可製黑板。樹形優美且易於
栽植，為台灣常見的行道樹。

23(地理系)

茄苳

夾竹桃科

~種子像空中會飛的毛毛蟲~

25(教大旁)

龍柏

黑板樹

Ixora x williamsii Hort.

常綠灌木；葉十字對生，托
葉三角形。花期長，全年開
花，盛開由數朵花聚集成繡
球狀，花團錦簇非常美觀。
為常見的綠籬造景樹種。

半落葉中喬木；雌雄異株。樹
皮為鈔票製作原料。嫩葉可飼
養鹿，故閩南語稱「鹿仔樹」。
果實橘紅色圓球狀，鮮甜多汁。
葉片形態隨株高變化，下方葉
片缺刻且被毛，而頂端葉片全
緣且光滑無毛。

頂端葉

23

茜草科

22-1(大草坪)大

25

21(白沙湖)

~小花朵可串接為戒指~

常綠喬木；原產於熱帶非洲。
花色鮮豔火紅色，著生於枝
條頂端，花蕾開放前可儲存
水份，便於暫時解渴，故原
產地稱為「泉樹」(Fountain
Trees)。種子具周翅，隨風
掉落翩翩飛舞，非常美觀。

桑科

落葉喬木；落葉前葉片轉黃，
頗具觀賞價值。屬名
“Sapindus＂意為「印度的肥
皂」，肥厚的果皮富含皂素，
可供洗滌。傳說木材能避邪，
故庭園和寺廟常種植無患子。
其種子能串成念珠或吊飾。

35
南洋杉科
Araucaria excelsa (Lamb) R. Br.

33-1(白沙湖)大

葉下珠

大戟科

36

Phyllanthus urinaria Linn.
~葉下珠串串~

~熱帶針葉樹~

常綠大喬木；原產於澳洲諾福克
群島。雌雄異株。樹皮黑褐色剝
落狀。枝條水平開展、層次分明。
葉針形螺旋狀排列，柔軟不刺手。
南洋杉為良好防風樹種，全株具
蠟質保護，抗風耐鹽能力強。木
材可供家具與建築用途。
35-1(大門)

一年生草本；單葉互生，乍
看之下有如複葉狀。最大特
徵為「葉片下有珠」，即扁
球形果實生長在葉片下方枝
條而得名。葉下株是路邊常
見的野草。
36(職宿)

校園植物圖說

火焰木

21

無患子科

Sapindus mukorossii Gaertner

Pachira macrocarpa (C. & S.) Schl.

常綠喬木；原產於墨西哥、
委內瑞拉。樹幹基部膨大，
樹皮綠色。園藝名「發財
樹」。種子炒食味如花生，
故稱「美國花生 。植株生
故稱「美國花生」。植株生
命力強，耐陰性佳，為常見
的綠化樹種與行道樹。

19-1(地理系) 大
小知識－五花茶（涼茶）材料
木棉花、金銀花、菊花、槐花和雞蛋花

22

無患子

~掌狀複葉~

落葉喬木；原產於印度、緬甸、
爪哇。別名「英雄樹」。枝幹
具瘤刺，以防止動物侵擾。果
實充滿棉絮，為良好棉被填充
材料 木棉花可製成涼茶 有
材料。木棉花可製成涼茶，有
清熱解暑之效。

紫葳科

20

木棉科

鳳凰木

37

豆科

Delonix regia (Boj.) Rafinisque

~大傘形樹冠像一把大遮陽傘~

緬梔花

38

夾竹桃科

Plumeria acuminate Ait.

蘇鐵

蘇鐵科

41

Cycas revoluta Thunb.

大王椰子

雄毬果
雌毬果

臺灣欒樹

Roystonea regia (H.B. et K.) O. F.Cook

常綠；原產於中國大陸、爪哇、琉
球及日本。單性花、雌雄異株。一
回羽狀複葉，小葉邊緣反捲，葉背
具絨毛。冰河時期前曾廣泛分布於
地球，經過冰河時期大部分成為化
石，族群數量與親族皆少且不連續
分布，為標準的「孑遺植物」。

Koelreuteria henryi Dummer

小葉桑

46

楓樹科

~乘風旅行的種子~

44

桑科

蘇木科

49

Senna siamea (Lamarck) Irwin & Barneby

~黃蝶之家~蜜源與食草

莎草科

52

Cyperus alternifolius L. subsp. flabelliformis (Rottb.) Kukenthal

~像傘骨架的葉~

52-1(餐廳)

紫金牛科

48

Ardisia squamulosa Presl.

~多子多福、長春不老~

常綠灌木或小喬木；葉革質，
新芽與新葉呈粉紅色。枝條
與主幹交接處膨大成三角形。
樹姿通直圓滿，枝條著生越
下方者越長。果實成熟由紅
轉黑。一年四季枝葉蓊鬱，
且結果實多，象徵長春不老，
且結果實多
象徵長春不老
故名「春不老」。

47-1(化學)

澳洲鴨腳木

48-1(美術)

50
五加科

南天竹

Brassaia actinophylla Endl.

51

常綠小灌木；原產於中國大陸、
日本與印度。三回羽狀複葉，小
葉濃綠，冬季轉為紅褐色。果實
為著名鎮咳中藥「天竺子
為著名鎮咳中藥「天竺子」，不
不
可隨意誤食，須經醫師指示使用。
南天竺在日本有消災解扼意涵，
是頗受歡迎之年花。
“全株有毒，請勿誤食”50-1(水土)

51-1(體育館)

福祿桐

小蘗科

Nandina domestica Thunb.

~瑟紅滿枝 紅艷如珠~

常綠喬木；原產於澳洲昆士蘭、
新幾內亞、爪哇。掌狀複葉。
木材細緻可做木屐、冰棒棍、
便當盒原料 澳洲鴨腳木是良
便當盒原料。澳洲鴨腳木是良
好的蜜源植物，花期可見蜜蜂
圍繞，忙著採蜜與傳粉。果實
成熟紫紅色。

五加科

53

黃槐

Polyscias fruticosa (L.) Harms

~福到祿到，加官進爵~

多年生草本；原產於非洲馬達
加斯加島。臺灣於 1901 年由
日本人田代安定氏從日本引入
種植。通常在水邊成叢生長，
為耐陰性水生植物。莖稈具三
稜，莖頂輪狀的苞葉形似雨傘
骨架，因而得名。

春不老

落葉性喬木；原產於台灣及中國
南方。單葉互生。葉柄基部具兩
條線形托葉。蒴果刺球狀，具有
許多孔洞，中藥稱之「路路通」。
由於葉形像楓樹，且揉碎具香味，
故名「楓香」。楓香是為冰河時
期遺存至今的孑遺植物
期遺存至今的孑遺植物。

49-1(生物後)

輪傘莎草

45-1(數學)

47

金縷梅科

~傘樹 (掌狀複葉似傘)~

落葉大喬木；原產於印度、泰國、
斯里蘭卡與馬來西亞。鐵刀木的
木質堅硬如鐵刀，日據時代大量
栽植用於製槍托，亦可作為鐵道
枕木，故又名「鐵路木」。鐵刀
木是荷氏黃蝶、台灣黃蝶及銀紋
淡黃蝶的食草。

~八月桂花香~

常綠灌木或小喬木；原產於中國
南部。枝條黃土色，具有皮孔是
普遍木犀科植物之特徵。桂花葉
全緣或有鋸齒。花期以秋季為盛
香氣濃郁清冽。 「桂」與「貴」
同音，台灣嫁娶習俗常以桂花陪
嫁，象徵高貴多子。

Liquidambar formosana Hance

46-1(餐廳)

鐵刀木

Osmanthus fragrans Lour.
Lour
微觀世界

44-1(物理電箱)

楓香

45

木犀科
葉脈標本

落葉小喬木；台灣原生種。桑
葉可養蠶。葉緣鋸齒，葉面粗
糙，三出脈，幼株葉片常缺刻。
花雌雄異株，果實「桑椹」為
聚花果，成熟由紅轉深紫色，
味甜可食。樹皮富纖維，可編
製繩索。

~楓香不是楓~

落葉性中喬木；台灣原生種。
別名「中原氏掌葉槭」。葉對
生，掌狀開裂。小枝條青綠色
果實為「翅果」，成熟後螺旋
狀掉落，藉風力傳播遠方。青
楓的樹液再加以蒸餾，即可製
成「楓糖漿 。
成「楓糖漿」

桂花

Morus australis Poir.
Poir

43-1(圖書館前)大

Acer serrulatum Hayata

42-1(地理系) 大

“注意枯葉掉落”

~羅敷喜蠶桑，採桑城南隅~

落葉大喬木；台灣原生種。羽狀複
葉，葉似苦楝故別名「苦楝舅」。
像燈籠般果實粉紅色高掛枝上，成
熟轉為褐色，常見「大紅姬緣椿」
吸食樹液。由綠葉茂密、黃花開放
果實粉紅、到果實成熟褐色，共四
色，又名「四色樹」。

青楓

常綠大喬木；原產於古巴、牙
買加、巴拿馬。單幹通直不分
枝，中央較肥大，葉鞘脫落後
於幹留下環狀紋。大王椰子果
實可一點也不大，大小如豆，
樹形筆直代表校園文人之筆，
為校園常見的景觀植物。

41-1(圖書館前)大

台灣特有種

~小燈籠高高掛~

42

~校園之筆-筆直高聳、列植成對~

40-1(白沙湖)大

43
無患子科

棕櫚科

~~

常綠性灌木；原產於熱帶美洲、
亞洲、太平洋諸島。環境適應
力強，可種植於室內，具吸收
甲醛淨化空氣之效。福祿桐象
徵福到祿到，有加官進爵之意，
故又名「富貴樹」。其汁液有
毒，會刺激皮膚出現紅疹。
“汁液有毒，請勿碰觸”53-1(美術)

蘇木科

54

Senna surattensis (Burm. f.) Irwin & Barneby

~漢宮中槐樹，稱玉樹-玉樹臨風~

半落葉性喬木；原產於印度、
斯里蘭卡、澳洲。一回偶數
羽狀複葉。小葉夜間閉合，
由於膨壓造成「睡眠運動」。
葉軸具棒狀腺體。黃槐是淡
黃蝶屬幼蟲的食草。
54-1(生物系後)

校園植物圖說

39(生物系) 大

~憶起蘇東坡，蘇鐵為其又開放~

常綠小喬木；原產於印度、中南
半島、緬甸。羽狀複葉，總葉柄
具針刺；莖幹上具瘤刺，為脫落
的葉柄痕，可防止動物侵擾。莖
幹基部有氣生根。佛燄花序，花
期3~6月，花小淡黃色，雌雄異
株，盛開時可見蜂群聚集採蜜。

木質部 (輸送水份)
韌皮部 (輸送養份)

菊科
莖橫切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38(輔諮系) 大

~海邊植物~

微觀世界

“乳汁有毒，請勿食用”

“花與種子有毒，請勿誤食”
37-1(宿舍7)大

40
棕櫚科

39

常綠；栽培變種。莖桿膨大，形
狀似葫蘆是最大特色。據說八仙
之一的張果老，其法寶「竹鼓」
即是用葫蘆竹製成。常用地下莖
姿態優雅美觀
進行無性繁殖，姿態優雅美觀，
進行無性繁殖
具觀賞價值。

落葉性大喬木；原產於馬達
加斯加島。二回羽狀複葉。
樹幹基部具板根，有助穩固
植株、幫助呼吸與攔截土壤，
具水土保持之效。花期5~7月，
適逢畢業季，花盛艷麗也增
添學子離愁之感。

Phoenix humilis Royle var. loureiri

禾本科

Bambusa vulgaris cv.Wamin Bambusa ventricosa.

~無肉令人瘦，無竹令人俗~

~掌狀複葉~

羅比親王海棗

葫蘆竹

榕樹

55

桑科
Ficus microcarpa Linn. f.

~是花亦為果之隱頭花序~

青紫木

58

Thunbergia erecta (Benth.) T. Anders.

~花如鶴立昂首飛舞~

~種子有如著紅袈裟羅漢~

“汁液有毒，請勿碰觸”56-1(7舍後)

馬櫻丹

Lantana camara L.

Zanthoxylum beecheyanum K.Koch
K Koch

~柳橙橘子的親戚~

細葉雪茄花

62

千屈菜科

Cuphea hyssopifolia H.
H B
B. K.
K

山龍眼科

64

Grevillea robusta A. Cunn.

常綠小灌木。原產於墨西哥、
瓜地馬拉。植株低矮，四季均
開花。蒴果長橢圓形像一支雪
茄，故名細葉雪茄花。花瓣基
部具短柄是大部分千屈菜科植
物的共同特徵。細葉雪茄花亦
是良好的蜜源與食草植物。

~音符般的果實-結果後還帶著長花柱~

67

豆科
Acacia confusa Merr.

~七月金黃的相思花海~

“種子有毒，請勿食用”

木槿

蒲葵

棕櫚科

68

Livistona chinensis (Jacq.) R. Br. var. subglobosa (Hassk.) Beccari

錦葵科

70

~槿花不見夕 一日一回新~

常綠喬木；原產於台灣龜山島、
中國、日本、琉球。樹形通直、
單幹不分支。葉掌狀深裂，葉端
單幹不分支
葉掌狀深裂 葉端
分裂且下垂。葉鞘富纖維，可製
簑衣與繩索。葉枯萎後不脫落，
仍掛於枝幹。柄有鋸齒狀刺，具
保護功能。

70-1(幼兒園) 大

60-1(英語系)

63
使君子科

使君子

Quisqualis indica Linn.
Linn

使君子的花很倒吊著，如謙謙
君子，初開花是白色，中午花
就轉為粉紅色，到了黃昏則變
成深紫色，好像愛漂亮的女孩
不斷的換著美麗的衣服一般，
更特別的是，使君子是靠蛾類
傳授花粉的植物。
63-1(物理系旁)

紅瓶刷子樹

66

桃金孃科

Callistemon citrinus (Curt.) Skeels

常綠小喬木；原產於澳洲新南
威爾斯，台灣於 1910 年由新
加坡引進。樹皮縱向不規則開
裂。葉片有腺點，揉碎具香味。
花期約 1 ~ 4 月，開成串鮮紅
色，看似許多奶瓶刷掛在樹上。
色
看似許多奶瓶刷掛在樹上
66-1(研宿前)

垂榕

桑科

茉莉花

69

Ficus benjamina L.

垂 榕 因樹 幹 成灰 白 色 ，又
稱 白 榕， 桑 科榕 屬 常 綠喬
木 ， 葉波 狀 全緣 ， 隱 頭花
序 ， 無花 果 。垂 榕 枝 幹易
生 氣 根， 榕 屬植 物 的 氣根
是熱帶植物的一大特徵。

68-1(數學系)

木犀科

71

Jasminum sambac (L.) Ait.

~『末利花』把個人私利放末尾~
』

木槿常栽種於庭院或是圍籬
花色眾多，木槿早上開花
傍晚即凋 因此有「槿榮一
瞬」之稱，與朱槿、食用蔬
菜秋葵與洛神花都是錦葵科
家族的成員。

原產於台灣及中國
常綠大喬木，原產於台灣及中國
常綠大喬木
南方。台灣二葉松屬於演替早期
的先驅陽性植物，常見於崩塌地
或向陽坡地。針葉富含樹脂，易
引起森林火災。台灣二葉松樹皮
深裂可與台灣五葉松作區分。

~鳥雀喜食無花果 也協助傳播種子~

67-1(八舍後)

Hibiscus syriacus Linn.

苞鱗

65-1(美術系後) 大

~民俗植物葉片可製成蒲葵扇~

常綠大喬木；原產於台灣、菲律
賓北部。廣泛分布於全島低中海
拔，木材是良好的薪炭材，亦可
養殖菇菌。直出脈的鐮刀狀葉片
是由葉柄特化的「假葉」。只有
在幼苗時期可見二回羽狀複葉。
善耐風亢旱，具水土保持之效。

毬果

~黃色花藥像煙火般綻放~

常綠大喬木；原產於波里尼亞、
馬來西亞。葉片全緣或羽狀缺
刻。果實為聚合果，烤食散發
麵包香味，故名「麵包樹」。
樹幹通直，木材質輕，是雅美
族的拼板舟主要材料，亦可作
為建材使用。

64-1(圖書館前) 大

相思樹

65

桑科

Artocarpus incisus (Thunb.) L. f.

~幹生花果可判斷是熱帶雨林成員~

銀樺之葉背呈銀灰色，密
被銀灰色絹狀毛。光線照
射下呈現如絲的花朵，花
柱彎曲的是未完成授粉的
花，“豆芽＂狀伸直的花
柱則是已經受孕
柱則是已經受孕。

~兩針一束即使凋零 依舊相依不分離~

62-1(美術系)

麵包樹

60

~使君子花 朝白、午紅、暮紫~

61-1(學餐前)

銀樺

松科

Pinus taiwanensis Hayata

59-1(圖書館後)

~蒴果長橢圓形似雪茄~

常綠灌木。原產於日本小笠原
群島、琉球。雌雄異株。奇數
羽狀複葉，葉基部有兩枚短刺。
葉片深綠色具光澤、密生腺點，
揉碎具濃烈的胡椒香味。胡椒
木為玉帶鳳蝶、黑鳳蝶、和柑
橘鳳蝶幼蟲的食草植物。

台灣二葉松

兩針一束

~四季開花別名五色梅~
常綠性灌木，原產於熱帶美洲、
西印度 中國大陸南部 開花
西印度、中國大陸南部。開花
似繡球，花的顏色變化多。莖
上有倒鉤小刺，讓動物難以走
過，因此排他性強，容易擴展
範圍。為有毒植物，具馬櫻丹
烯 A (Lantadene A)，哺乳類誤
食會導致肝腎衰竭。

57-1(物理)

種子

61

59

馬鞭草科

58-1(白沙大樓前)

芸香科

常綠小喬木，原產於菲律賓北部，
臺灣僅產於蘭嶼。單性花，雌雄
異株。種子下方有個種托，成熟
後有如披著紅袈裟的羅漢，故名
羅漢松。因生育地族群遭大量破
羅漢松
因生育地族群遭大量破
壞，故曾被列為「瀕臨滅絕級」，
而目前已解禁。是為良好的海岸
樹種。

種鱗

常綠性灌木
常綠性灌木，原產於熱帶西非、
西非
印度。日據時代由新加坡輾轉
引入。葉對生，葉緣波浪狀。
四季均開花，尤以秋季為最。
立鶴花的花冠漏斗形，外觀姿
態優美，著實像隻佇立的鶴。
植株風土適應性強且耐修剪。

Podocarpus costalis C. Presl

69-1(輔諮)大

番茉莉

茄科

72

Brunfelsia hopeana (Hook.) Benth.

~花香如茉莉般，於夜間最濃~

攀緣狀常綠灌木；原產於印度、
巴基斯坦與阿拉伯。夏季開花，
芳香四溢，花後通常不結實。
將花蒸餾可提煉精油，亦可製
成香水。葉脈木質化程度高，
適合去除葉肉製成葉脈書籤。
“根部具神經毒性，請勿誤食”
71-1(光電所)

常綠灌木；原產於熱帶巴西與
委內瑞拉。花朵開放會改變顏
色，初為藍紫色，隨著時間顏
色漸漸褪去，最終變為白色。
外來引近且花會散發似茉莉的
濃烈香味，故名為「番茉莉」。
“根莖葉有毒，請勿誤食”
72-1(物理系花臺)

校園植物圖說

爵床科

57
羅漢松科

蘭嶼羅漢松

常綠小灌木；原產於越南及
亞洲東南方。單性花，雌雄
異株，開花基部兩側具腺體。
樹皮灰白色，具皮孔。葉背
紫紅色，葉形似桂花，故又
名「紅背桂」。

55-1(圖書館側)大

胡椒木

56

~青紅相間 美輪美奐~

常綠大喬木；原產於印度、馬
來西亞、澳洲、中國大陸、日
本、琉球及台灣。單葉互生、
具環狀托葉痕、全株有乳汁，
此為桑科榕屬植物之特徵。隱
花果成熟紫黑色。四季枝葉繁
茂，故閩南語稱為「青仔」。

立鶴花

大戟科

Excoecaria cochichinensis Lour.

小花黃蟬

夾竹桃科

73

Allamanda neriifolia Hook

~小花黃蟬果實像刺蝟頭~

灑金變葉木

大戟科 74
Codiaeum variegatum

常 綠灌 木；葉為 對生或 三
葉 輪生 、革質、 長卵形 且
葉 面上 泛佈著許 多乳黃色
或 乳白 色小斑點 ，如繁
如繁 星
點 點， 因而得名 。夏季 開
花，花呈黃綠色且具香味。
“白色乳汁有毒” 74-1(宿舍)

73-1(教大近附工草皮)

金露花

馬鞭草科

76

Duranta repens Linn.

~綠籬:性耐修剪而分枝力強~

落羽松

“果實有毒，請勿誤食”

77

杉科

落葉大喬木 原產於北美濕
落葉大喬木，原產於北美濕
地沼澤地，台灣於 1901 年引
進；老樹根部常四周隆起，
形成板根；葉片為針狀葉，
入冬由嫩綠變紅褐色，為臺
灣廣植的觀賞樹。

76-1(宿舍)

印度紫檀

豆科

79

Pterocarpus indicus Willd.
Willd

~乘風飛翔如小飛碟般的莢果~

~最早定居陸地的植物~
地錢
雌配子體

非維管束植物，靠擴散和
滲透獲得所需的水分和無
機鹽，因此個體都很小，
生長於潮濕地；靠孢子繁
殖；地錢為蘚類，呈綠色
扁平塊狀；土馬騌為苔類，
植株直立且呈深綠色。

土馬騌

地錢
雄配子體

77-1(教大)

美洲合歡

80

豆科

Calliandra haematocephala Hassk.
Hassk

78-1(宿舍)

巴西鐵樹

82

豆科

~三出複葉為豆科植物分類特徵之一~

落葉灌木，原產於巴西、
模里西斯，於1910年間引
進臺灣；葉為二回羽狀複
葉；花呈鮮紅色，呈球形，
花期為夏至秋季；果實為
長條扁平莢果。

英國冬青

“果實與根部有毒，請勿誤食”

原產於南非熱帶地區；莖單
桿且表面粗糙有明顯環紋；
葉為長橢圓形的披針形葉，
沒有葉柄；花為淡黃色，於
夜間開花，具濃郁香氣，吸
引夜間傳媒，白天閉合，非
產於巴西也與蘇鐵無關。

冬青科

83

Ilex aquifolium cv. J. C. Vantol

81-1(教大旁)

地錦

~~

桑科

85

Ficus septica Burm. f.

~隱頭花序是花亦是果~

喬木，原產於爪哇、琉球及
台灣；莖為灰白色、光滑、
有明顯葉痕且汁液乳黃色；
果實為扁球形隱花果，於葉
腋間生長，成熟時轉為黃綠
色，表面有明顯縱稜，故稱
之為稜果榕。

~又名爬牆虎:有吸盤的爬牆高手~~

小喬木或是灌木；葉為互生
全緣、先端有突刺、厚革質
且富光澤；花色為淡白色，
春季開花；果實為鮮紅色，
核果球形。而葉子和紅色的
果實具有裝飾性，歐美國家
常用於聖誕節裝飾
常用於聖誕節裝飾。

多年生落葉蔓性藤本植
物；莖卷鬚粗短，末端
變成吸盤狀，因此能緊
緊地攀爬在石頭；葉子
的顏色於晚秋至冬季會
由綠色轉變為紅色。

83-1(英語系)
84-1(學餐職宿旁)

蒜香藤

樟科

88

Cinnamomum camphora (L.) J. Presl

~三出葉脈為樟科植物特徵~

86

紫薇科

Bignonia chamberlaynii Sims

~薄翅狀種子 隨風飄散~

88-1(生物系後) 大

87

原產於中國華西及東印度；
莖光滑且為褐色，嫩枝淡
灰綠色，有光澤；葉兩面
光滑，背面略淡綠色，而
嫩葉為淺紫紅色；花為帶
綠白色；封閉葉脈為桃金
孃科分類特徵之一。

86-1(後山眷舍)

槭葉酒瓶樹

桃金孃科

Syzygium jambos (L.) Alston

~~
~果實帶有玫瑰香氣~

梧桐科

89

Brachychiton acerifolius (A. Curn.) F. Meull.

~整株開滿紅花，遠看如火焰般~

具有芳香精油，樹皮灰
褐色，有縱粗裂紋，因
樹幹上紋路分明(章)，
章字旁加了木字，就叫
樟；葉搓揉後有樟腦的
辛香味；花為黃綠色。

蒲桃

常綠木質藤本；莖木質化，
幼莖綠色 ，老莖 褐色；花
大多為粉 紅色且 為腋生 的
聚繖花序 ；果實為 蒴果 ，
成熟後由 果柄端 張裂， 而
搓揉 葉及花常有 大蒜香 味
逸出，故有蒜香藤之名。

85-1(國文系旁)

樟樹

84

葡萄科

Parthenocissus tricuspidata (Sieb et Zucc.) Planch.

82-1(教大旁)

稜果榕

81

D
Dracaena
f
fragrans
(L ) Ker-Gawl.
(L.)
K G l

80-1(7舍)

~聖誕冬青 紅綠相間（葉和果）~

喬木，原產於台灣；莖幹的
外皮為灰褐色且平滑；花為
淡紫色，形狀為蝶形，花期
為10~12月；果實為刀狀莢
果、扁平、木質、淺褐色且
無開裂，能藉水漂流傳播。

龍舌蘭科

~夜間開花傳來陣陣幽香~

79-1(宿舍)

Pongamia pinnata (L.) Pierre

78

苔蘚植物

~花如梳妝抹粉的粉撲，可愛迷人~

大喬木，樹皮黑褐色，將
枝幹切面，會流出紫色汁
液，故名為紫檀；花朵為
黃色且為蝶形，花期十分
短暫，大多一天就凋謝，
最多只能維持3至5天，故
有一日花之稱。

水黃皮

75-1(宿舍)

Taxodium distichum (L.)A.Rich

~落羽松林紅了，彷彿置身國外~

常綠灌木；金露花原產南美
洲；葉對生或叢生；夏秋開
花，花色為紫色；球形果實
(由綠轉鮮黃)，而金黃色果
實垂下，如串串金色露珠，
因而得名。

寄生性植物，並無葉綠體，
根與葉退化，全株黃色；莖
蔓生纏繞宿主，接觸宿主會
形成吸器入侵宿主的維管束，
吸取養份和水份 花為白色
吸取養份和水份；花為白色
或粉紅色；果實為球形蒴果
(由黃轉褐)。

87-1(後山眷舍)

鵝掌藤

五加科

90

Schefflera arboricola Hayata

~葉子很像鵝的腳掌~

大喬木；葉形為三裂，形
如槭葉；花為艷紅色、圓
錐花序，呈紅色鐘形酒瓶，
而槭葉酒瓶樹生長速度很
緩慢，從開始種植到開花，
至少需要十年的時間；開
花如火焰又名澳洲火焰樹。
89-1(攀岩場)

著生木質藤本，具有褐色
皮孔；掌狀複葉，日照充
足時是亮綠色，日照不足
則會變成較深的深綠色；
花呈淡黃色，為繖形花序；
果實為球形漿果，成熟時
為黃紅色至黑色。
90-1(理學院)

校園植物圖說

“全株乳汁有毒，請勿誤食”

旋花科 75
Cuscuta australis R. Brown

~植物殺手入侵台灣，綠色世界陷危機~

~點點葉斑猶如灑上金粉~

常綠灌木；原產於巴西，台灣
於 1901 年由田帶安定氏從日本
引入。葉片 3~5 枚輪生；分枝
多、枝條多蔓性。果實為蒴果
密生棘刺 花蕾的外觀形態就
密生棘刺。花蕾的外觀形態就
像即將羽化的蟬蛹，故名黃禪。

菟絲子

威氏鐵莧

91

大戟科

Acalypha wilkesiana Muell.-Arg.

~日曬充足葉色紅艷，反之則呈綠褐色~

大花紫薇

~台灣黑星小灰蝶幼蟲食草~

Macaranga tanarius (L.) Muelll. -Arg.

~汁液氧化後由無色變成紅色，彷彿流血~

92-1(幼兒園)

蘋婆

Sterculia nobilis R. Brown

97

柿樹科

常綠中喬木；原產於中國
廣東、馬來西亞。葉柄兩
端膨大。果實成熟由腹縫
腺開裂，宛如鳳凰的眼睛，
故名「鳳凰果」。種子煮
熟後可供食用，口感鬆軟
如栗子。產期每年7~8月。

Diospyros kotoensis Yamazaki

~木材質地密緻堅實，是上等木材原料~

龍舌蘭科

98

Agave angustifolia cv. 'Marginata'

~果實像成簇的蒜頭~

常綠小喬木；原產於蘭嶼。
雅美族語俗名為”Kanarem”
意謂「一意孤行不顧危險」
故相傳飛魚季期間，嚴禁砍
蘭嶼柿當做薪柴，以免招來
不幸和危險。木材質地佳，
可做為杵、火種和造船用。
97-1(六舍旁)
台灣特有種

山欖科

100

Lucuma nervosa A. DC.

~果肉質地似煮熟的卵黃~

黃玉蘭

101

木蘭科

Michelia champaca L.

~果實成熟時，外形如獼猴面孔~

101-1(六舍後)

玫瑰

薔薇科

104

Rosa rugosa Thunb.

~羅馬神話裡，玫瑰象徵「嚴守秘密」~

落葉喬木；原產印度東部至
馬來群島、爪哇及新加坡。
雌雄同株異花；小枝條密被
剛毛；葉緣波浪狀。聚合果
約 6 月成熟，凹凸不平呈不
規則扁球狀、成熟時可食用，
別名「野波羅密」。
103-1(六舍後)

武竹

百合科

99

Asparagus densiflorus (Kunth) Jessop

多年生常綠草本；原產南非。
植株耐陰性強。翠綠的葉子
並非真正的葉，而是由莖的
小枝條特化而成的「假葉」。
枝條基部具刺；地下部有肥
大塊根；漿果鮮紅色，極具
觀賞價值。
99-1(體育館旁)

含笑花

木蘭科

102

Michelia figo (Lour.) Spreng.

~只有此花偷不得，唯有知處忽然香~

常綠喬木；原產喜馬拉雅山、
中國南部、印度、爪哇和馬
來西亞。花香濃烈，可提取
精油。在印度的宗教文化當
中，黃玉蘭是獻給生死之神
「毗濕奴」的供花之一，故
被稱為「毗濕奴之花
被稱為「毗濕奴之花」。

100-1 (眷舍區)

103

96-1(白沙大樓草地)

98-1(體育館旁)

~種子有稜角且呈紅色~

Artocarpus rigidus Blume

多年生草本；原產於中國、
韓國、日本、中南半島、菲
律賓及爪哇。全株被白色絹
毛；莖匍匐性、節上長不定
根；三出複葉、莖的基部具
兩枚托葉；聚合果外觀像小
型草莓，可生食。

~原產於熱帶，葉子都退化或特化成針狀~

多年生草本；原產墨西哥。
葉叢生呈螺旋狀排列，葉緣
鑲白邊且有鋸齒。幼年期長，
需生長十年才能開花，花序
長達五公尺。將龍舌蘭葉片
除去後釀造的酒，稱為
“Polque＂具有特殊風味。

常綠小喬木；原產美國佛羅
里達州及古巴。台灣於 1929
年由菲律賓引種，目前以嘉
義縣為主要產區。果實成熟
具獨特風味，富含營養成分；
每年12月左右成熟。外形似
桃子 故被稱為「仙桃
桃子，故被稱為「仙桃」。

桑科

Duchesnea indica (Andr.) Focke

95-1(幼兒園)

白緣龍舌蘭

96

薔薇科

~莖宛如蛇行，故稱蛇莓~

94-1(八舍後)

猴面榕

蛇莓

~蘋婆台語「品蓬」古早味零嘴~

常綠喬木；原產於台灣及中
國大陸、菲律賓、琉球、澳
洲。血桐為典型的陽性樹種，
生長迅速、喜好陽光充足的
開闊地；乳汁具單寧，氧化
後呈紅色。木材質輕，可製
箱板及薪炭。

蛋黃果

95

梧桐科

93-1(八舍後)

常綠或落葉灌木；原產日本、
韓國，中國遼寧及山東等。
莖幹直立、枝條具刺，故在
東方象徵「刺客」意象；世
界主要的玫瑰產地位於巴爾
幹半島的保加利亞，素有
「玫瑰之國」的美稱。
104-1(藝薈館)

常綠灌木；原產於中國大陸南
方。單葉互生、枝條具環狀托
葉痕，芽及嫩枝密被金黃色絨
毛。花香濃郁，盛花期為夏季。
花瓣微微彎曲半開放，有如含
笑嬌羞的少女故得名。是青帶
鳳蝶幼蟲的食草
鳳蝶幼蟲的食草。
102-1(學餐旁)

校園植物圖說

94

大戟科

93

大戟科

Mallotus japonicus (Thunb.) Muell.-Arg.

半落葉性小喬木;原產於印
度、菲律賓群島、澳大利亞、
琉球、中國南部及日本。雌
雄異株。葉基部具蜜腺，可
跟螞蟻互利共生 幼葉與嫩
跟螞蟻互利共生。幼葉與嫩
芽密被紅褐色絨毛，具保護
與防曬功效。

大花紫薇原生於熱帶，喜好
日照良好的環境，開花也宣
告夏季的來臨，葉子長卵形
有一道道凹痕，串串紫花開
在枝頭上 像是插滿了紫色
在枝頭上，像是插滿了紫色
的金釵，蒴果開裂後，內藏
有翅種子。

91-1(白沙湖旁)

蘭嶼柿

野桐

~紫花豔麗 開於盛夏~

常綠灌木，莖為紅褐色；葉
色呈現鮮紅色至紫褐色；花
冠為穗狀花序、單性花且雌
雄異株，雄花呈黃色或淡黃
色 雌花有紅色萼片與白色
色，雌花有紅色萼片與白色
或淡紅色的三裂花柱；果實
為球形蒴果。

血桐

92

千屈菜科

Lagerstroemia speciosa (Linn.) P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