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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長

序

局長序
時序已進入晚秋，欣見楊心國小「來吧！讓我們拈花

惹草去」一書，全校師生以淺白的文字，加上圖片的說

明，藉此把楊心國小校園裡豐富多樣的植物生態一一介紹

給大家。

這本書從籌畫到付印費時一年半的時間，期間歷經多

次修改，在全校師生共同努力下，期盼編著出屬於楊心獨

一無二的植物導覽手冊；本書共分為六大部分，以楊心校

園中的六大區域為主軸來介紹各種植物特性，這六個區域的名稱是由師生共同命名，足見師

生們的創意和巧思，在每一篇植物解說內文中，也可以見到楊心師生們創意的激發，例如：

用綠色手榴彈來形容蕃石榴、在樹梢游泳的紅色小魚形容杜英，書中處處充滿趣味。「小檔

案」、「教學指導小站」、「觀察放大鏡」等單元的設計，增加本書實用性的價值，而「童言

童語」的編排，童真躍然紙上，讓人不禁莞爾一笑，這也成為本書的一大特色，相信讀者都

能感受到老師對於環境教育的用心及學生對於校園植物細心的觀察體驗。

此外，楊心國小陳校長深信唯有讓學生深入認識校園的一草一木，才能引發學生對校園

的感情，所以積極培訓校園解說員、舉辦校園植物導覽簡報製作比賽、最愛的植物朋友網路

繪圖比賽，運用資訊媒體將校園植物呈現出來。

本書不但隱含楊心師生愛這塊土地的情意，這一系列的教學活動更展現了楊心國小的願

景「鄉土情、科技心、創造力」，在無形中提高了楊心全體師生對校園環境覺知和敏感度，

也希望本書的出版能讓大眾更能認識身邊的一草一木，唯有瞭解認識它們之後，才能進一步

的加以珍惜身旁的環境。我們衷心盼望楊心師生這份愛校園的心能夠永續留存，推展到社

區、國家乃至地球資源。

教育局長　張明文
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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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讓我們拈花惹草去

校長序
猶記2001年是招生第一年，有老師找我商量，是否可以帶小朋友到鄰近學校上認識植

物的課程？學校草創之初確實沒有多少植栽，但老師對教學的認真值得肯定，至少沒有用圖

片或電腦虛擬教學敷衍了事，看到老師的教學熱忱，我趕快提筆寫校園植物教材供老師應急

教學．當時校園植物大約有大王椰子、亞歷山大椰子、木棉樹、麵包樹、黑板樹、橡膠樹、

鳳凰木、樟樹、阿勃勒、印度紫檀、構樹、蒲葵等，老師利用僅有的校樹，讓小朋友抱抱

它，仔細端詳它，畫畫它，談論它，看了令人感動又感謝。

設校經過四年，如今硬體建築已完全竣工，植栽也在適當地點種下；每種一棵樹，就讓

人深刻感受到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神聖使命與責任；老師們為每棵樹掛上說明牌並努力的

照顧它們，這些愛護校園的措施，竟然讓我們意外的獲得教育部永續校園的經費補助，因

此，才有機會出版這本校園植物導覽教學用書。

楊心國小校園植栽規劃時，依據四個目標進行：一則符合當地氣候種植，二則依據一至

六年級教材內容需要種植，三則依據縣內所有的路樹盡可能也在學校種植，四則希望四時都

有花朵綻放校園。因此，本書所介紹的內容大部分著重在大型喬木上，至於草花部分，因為

隨時可更替或種植，介紹較少。

一般介紹植物的書籍多半以植物科目分類介紹為主，本書將校園劃分六大區塊介紹，方

便小朋友分年級學習，也結合本校願景：鄉土情，科技心，創造力的教學需要。要愛護鄉

里，必須先從認識周遭的環境著手。本書的出版，可預見將來校園內每一個小朋友都能領會

到樹的丰姿，花的清香，並能察覺環境的生態系，進而建立愛鄉護土的情懷。

一本書的誕生通常要花許多的精神和時間，感謝編輯群陳俊良主任、郭秋月主任、王派

土主任、楊文森主任、彭心晏老師、李秀如老師、徐文龍老師、郭坤隆老師、施旭威老師、

江孟涵老師、楊彩貝老師、傅宓慧老師、彭曉筠老師、葉嫈爍老師、彭欣雯老師、羅康華老

師、黃靖茹老師、許睿芫老師、吳眉萱老師等將近一年來的辛勞，也感謝所有老師在試教後

給予補正，這些辛苦都將化為甜蜜的果實。付梓前夕，樂以為序，並再次致謝。

校長　陳玲珍 謹誌

200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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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讓我們拈花惹草去

葉形、葉脈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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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風步道∼四季風情

春天

風叫醒了木棉花

花兒爭先恐後

搶著和風兒打招呼

夏天

風和小溪流合唱

小昆蟲聽眾們

也加入合奏的行列

秋天

風送來了白紗裙

苗條的蘆葦花

穿上了婆娑起舞

冬天

風想找人玩躲貓貓

可是

他氣呼呼的說：「人都躲哪去了？」



木棉
青山綠水的守護者 彭曉筠老師整理

木棉是一種很奇特的植物，每年到了冬天，葉子總

是掉光光，然後呢！在春天一來，葉子都還來不及長出

來，它的花苞可就先一個個的立在樹梢上，等到時間一到，大家一起開花，那時滿樹的淡

黃紅色花朵，配上狀似乾枯的枝條，再加上藍天與綠地，可是一幅美麗的圖畫喲！等到果

實成熟時，又會在它的樹下看團團棉花散布四處，這也是「木棉」的由來哦！如果你仔細

的觀察這些棉花，你就可以在棉花之中找到它那黑黑圓圓的種子呢！

木棉屬於落葉大喬木，樹幹直立，密生瘤刺，但不銳；枝條輪生，向四方水平開展。

掌狀複葉，開花期2-3月，於萌葉前齊放花朵，為紅色或橙紅色，大且美，鮮豔悅目。蒴果

成熟時開裂，飛散密被棉毛之黑色種子，是熱帶性植物，樹幹直立卻長有瘤刺，可防止動

物啃食；有許多蜜汁，當果實裂開時，種子隨綿綿白絮飛舞……猜猜看，我是哪一縣的縣

花呢？(答案在文章中唷)

初春開花花朵大型，橙黃或橙紅色，肉質性。徑約8-10公分，花萼杯狀，花瓣5片。葉

為掌狀複葉，互生，小葉5-7枚，長橢圓形至長橢圓狀披針形蒴果橢圓形，長約l5公分，成

熟時5裂，種子密被長棉毛。春季花果。木棉的木質輕軟，可以作為箱櫃或玩具，樹幹可以

做成獨木舟，種子上的棉毛，彈性好，適合做枕頭、坐墊、沙發等填充材料，而它的花蕾

和花瓣可供食用與藥用，木棉籽可以榨油，製造肥皂，榨剩的棉籽餅用作肥料或飼料，它

的全身上下可都是有利用價值的哦！

民國八十四年，金門建縣八十週年，經全縣居民票選為金門縣樹；台北市羅斯福路的

行道樹、高雄市的市花、台中縣的縣花，都是木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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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讓我們拈花惹草去

學名：Gossampinus malabari-

ca(DC.)Merr.

科別：木棉科

別名：班芝樹、英雄樹、攀枝

樹

原產地：印度、印尼、菲律賓

花期：2~4月。

小 檔 案

◎ 我想對木棉說,你開的花好漂亮，為什麼

你的樹幹會長滿刺?

◎ 以前都好多葉子，現在為什麼一點葉子

都沒有呢？

教學指導小站

◎ 根、莖、葉、花、果實、種子的特徵

◎ 種植地點的介紹

觀察放大鏡

◎ 木棉的花長的什麼樣子？

◎ 木棉是先長葉子還是先開花呢？

◎ 找機會摸摸看木棉飄出的棉絮。

◎ 木棉的種子是什麼顏色呢？

正在開花的木棉木棉的樹 木棉的花



朱蕉
燦爛的煙火 詹淑妃老師整理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朱蕉，故鄉遠在喜馬拉雅山西

部至中國及東印度，現在就住在楊心國小的花園之中，

每天都有工友叔叔會幫我澆水喔！所以我長得既茂密又

亮麗。另外，還有人叫我紅竹、朱竹或是千年木，我有紅紫色的葉片唷！你看，是不是非

常漂亮呢？

我的葉子顏色千變萬化，有紅色、綠色、紫色、白色、桃色…，這麼多的顏色讓我吸

引了許多人的目光，紛紛把我帶回家做為盆栽呢！

我跟你說唷！別看我的葉子好像隨時都很漂亮，其實它是有季節性的分別呢！在春天

的時候，我的葉子剛剛生長出來，嫩嫩的葉片，顏色鮮豔，是一年四季之中最美麗的時

刻，然後慢慢的，葉子也會跟人一樣變老，就會變成暗淡無光，比較不好看了喔！?朱蕉的

葉子又長又大，以放射狀叢生在莖幹上，不禁讓人聯想到古時候的武林高手，以絕妙純熟

的劍法，舞出萬劍齊發的景象；由正面來看，又讓人覺得它像國慶日在天空綻放的美麗煙

火，多采多姿的朱蕉，令萬紫千紅的百花都自嘆不如哩！

另外，我也有特殊的用途及功效喔！不但可供觀賞，枝葉為插花的優良材料，而且葉

子加冰糖煎水服用，還可以治療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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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風

步道

向陽

步道

樹的

原住民

瓜棚

教室

春風

廣場

急速

冰原

學名：Cordyline terminalis.

科別：龍舌蘭科朱蕉屬

別名：紅竹、紫千年木、愛知

赤、宋竹、朱竹

原產地：亞洲、非洲、澳洲

類型：常綠灌木

花期：春末到夏季，正是朱蕉

生長旺盛期

小 檔 案

每當我走進校門口，第一眼望見的就是

那一大片紅色的朱蕉，長長的葉子，向四方

呈放射狀散開，好像放煙火一般美麗，讓我

一整天的心情都變得好好喔！

教學指導小站

◎ 花的特徵 ◎ 繁殖方式

◎ 栽培土質 ◎ 用途

觀察放大鏡

◎ 在校門門口的朱蕉中，你看到了哪些顏色的

花？

◎ 哪種季節是最適合朱蕉繁殖的時期？

◎ 朱蕉的繁殖方式為何？

◎ 朱蕉的花有什麼樣的特徵？

◎ 朱蕉有何特別的功效？

朱蕉 朱蕉 朱蕉



杜英
在樹梢游泳的紅色小魚 楊玉如老師整理

杜英是我的名字，也有人稱我為杜鶯、猴歡喜、山

杜英；在楊心國小中，我住的地方離一年級小朋友們最

近，小朋友，只要你站在一年三班教室前面，就可以發

現我的家喔！我是一種常綠喬木，葉子經常會保持綠

色，而且會長得很高大，可是，現在我還算是杜英中的小孩子，個頭小小的，忘了告訴你

們，雖然我的葉子通常會保持綠色，可是在葉子要掉落前的一段時間會和楓葉一樣變紅

喔！這時候的葉子被風吹動，有紅的，有綠的，就好像是一群小魚在樹梢上游泳。

我來自我介紹一下，我的葉子是單葉互生，葉形為長橢圓狀披針形（像魚的形狀），鈍

鋸齒緣，表面平滑無毛，羽狀脈；開花時，你可以看見總狀花序為淡綠色、腋生，長約5至

10公分，花瓣5枚，前端呈撕裂狀，雄蕊多數；我的果實為橢圓形褐果，兩端銳形，種子很

堅硬。

因為我最明顯的特徵是葉片在掉落前，高掛樹梢的紅葉，隨風徐徐飄搖，像小魚群鑽

動般的動感，是觀葉賞樹時值得駐足停留欣賞的植物，因此有人把我種在路旁或庭園中美

化環境。除了美化環境外，我的樹幹可作一般器具，種子油可做為潤滑劑，樹皮也可做染

料，是用途非常多樹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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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Elaeocarpus sylvestris

var.sylvestris

別稱：杜鶯、猴歡喜、山杜英

分類：椴樹科

類型：常綠喬木。　　

用途：庭園美化、行道樹

花期：5∼8月總狀花序，花萼

與花瓣皆5數，花白色。

果期：8∼12月核果橢圓形。

小 檔 案

教學指導小站

◎ 特徵：葉形，葉掉落前會變紅

◎ 特殊用途：材質可作一般器具，種子油可做為

潤滑劑，樹皮可做染料

觀察放大鏡

◎ 葉子是什麼樣子？會變成什麼顏色？

◎ 葉隨風飄盪時像什麼？

◎ 什麼時候開花、結果？

杜英你的葉子真的會從綠色變成紅色

耶！風吹過時就像紅色的小魚在綠色的葉子

中游泳，好好看喔！老師說你也是行道樹的

一種，可以長得很高，為什麼現在你比我還

矮呢？

杜英葉 杜英葉紨近照錞



金柑
用途多多的小黃金 楊玉如老師整理

金柑是一種色彩豔麗，帶有特殊香氣的水果，常在

水果飲料中發現它的身影，尤其是金桔檸檬更是小朋友

們的最愛，酸酸甜甜的滋味，讓人想到夏天就想到它；

金柑本身含有豐富的糖和維生素Ｃ，除了做成果汁供人

飲用外，也可生吃當成水果，亦是金棗酒的原料，還可

以做成蜜餞呢！金柑本身也是藥用價值頗高的藥材，冬

季食用金柑，可強化鼻咽粘膜，預防感冒，將金柑浸泡

酒中服用，還可預防支氣管炎呢！

金柑是食用兼觀果的植物，它的生性強健，個兒玲

瓏，不僅可種在地上，更能養在花盆裏當成觀賞植物。

栽種的地方只要有半天以上的光照，就能欣欣向榮了。

記得每年的春季和秋季，各施用一次肥料，那麼必能年

年結實纍纍。因屬於芸香科植物，故葉子帶有特殊香

氣，是鳳蝶科幼蟲的最愛。

雖然原產地在中國大陸南方，現在台灣也栽種不

少，大多集中於北部，海拔５００公尺以下山坡地。主

要產地為宜蘭縣員山、礁溪

等鄉，在宜蘭，它可是當地

的名產，下次路過宜蘭的時

候，可要記得找一家專作金

棗蜜餞的店舖，去品嚐嚐它

們的風味。

13

聆風

步道

向陽

步道

樹的

原住民

瓜棚

教室

春風

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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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原

學名：Fortunella spp.

別名：金棗、桔仔。

科名：芸香科Rutaceae.

類型：多年生常綠或半落葉小

喬木或灌木。

葉的形態：葉 小 而 厚 ， 披 針 形

或長橢圓形。

花的形態：花 小 ， 白 色 ， 單 生

或 叢 生 ， 花 期 夏

季。

果實：果實小，形狀為圓、橢

圓或卵形，為柑桔類中

果實最小的。

小 檔 案

老師說過年的時候，家裡要放吉祥的東

西，金柑也是過年常見的應景植物，我在警

衛室前看到你的果實，綠綠的，和我平常喝

的金桔檸檬的金桔好像，金桔是你的親戚

嗎？

教學指導小站

◎ 金柑的食用、經濟價值

◎ 特徵：葉形、有芳香味、果為柑橘類中最小

觀察放大鏡

◎ 金柑的葉形是什麼樣子？

◎ 什麼動物幼蟲的食物？

◎ 什麼時候開花、結果？

金柑葉面 金柑全株



天堂鳥
展翅待飛的極樂鳥 歐于惠老師整理

「傳說中有一種鳥，生活在天堂樂園裡，終生飛翔無

法棲止，他沒有翅膀，也沒有雙腳，他只得張開他長長

的飾羽，慢慢慢慢地隨風搖曳……」這是從網路上一篇

描寫「天堂鳥」文章中所摘取下來的，它所描寫的神

韻，就跟我們教室前面的「天堂鳥花」一樣美豔中帶點

傲氣。

傳說中，南非好望角附近是「天堂鳥花」的故鄉，一年四季都可能會開花，因為此種

花朵盛開時，會召喚遠方山林中的「天堂鳥」到來，當地居民認為天堂鳥就像是中國人的

「喜鵲」可以為人們帶來幸福的消息，於是「天堂鳥花」就被黑人土著所珍惜和保護著。

「天堂鳥花」其花形真如其名，不經意一看，還會以為是一隻鶴正停在葉子上，遙望遠

方呢！難怪，中國大陸才會稱「天堂鳥花」為「鶴望蘭」。「天堂鳥花」也很像打扮得漂漂

亮亮、昂首闊步的男士，所以，它的花語是「愛打扮的男土」－射手座的守護花。

天堂鳥的花朵其實是由一個大型苞片和幾朵小花所組成的，花莖粗狀自葉間抽出，頂

像船形大花苞，苞片綠色，長約 20公分，花瓣是橙黃色而有藍紫色舌狀瓣，模樣與帶著鮮

艷冠毛的尖嘴鶴鳥神似。天堂鳥葉

柄極長，基部有寬大葉鞘，側生整

齊平行葉脈。喜歡溫暖、濕潤的氣

候，每天日照時間要不少於12小

時，冬季需要充足陽光，夏季則應

該適當的遮陽，因在高溫、強光下

易造成灼傷。土質以粘質沃土最適

合，排水要良好。因它非常美麗，

花期又長，故常用在庭園、花壇栽

培上，供觀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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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讓我們拈花惹草去

學名：Bird of paradise Strelitzia

reginae Dry.

科別：旅人蕉科

別名：天堂鳥蕉、極樂鳥花、

鳳鳥花、鶴望蘭

原產地：南非開普敦

類型：多年生宿根草

花期：全年

用途：切花、大盆栽植、花壇

和庭園陸地栽培

小 檔 案

天堂鳥好像一隻停在綠色大扇子上，正

想要飛翔到天空的七色鳥，好美喔！葉子摸

起來滑滑的好像香皂。

教學指導小站

◎ 花的由來傳說 ◎ 花色、花形、葉脈

◎ 適宜生長環境

觀察放大鏡

◎ 天堂鳥花的花形像什麼？

◎ 天堂鳥的葉子像什麼？摸起來感覺如何？

◎ 天堂鳥的葉脈是怎樣排列？

天堂鳥的葉片天堂鳥花



刺桐
平埔族的聖樹 彭曉筠老師整理

美麗的刺桐花是平埔族的聖樹，是台灣平埔族人的

歲時象徵。每年農曆二、三月，當火紅的莿桐花盛開

時，代表新的一年開始，在靠海的部落，男人整理竹排、漁具，準備在海祭後出海捕飛

魚；平地的部落也會舉行盛大的祭典，迎接豐年，祭祀祖靈。刺桐號稱「四季樹」，隨著不

同季節各有不同變化。在台灣的移民開發史上，平埔族人的命運，就像大自然界中的刺

桐，兀自寂寞地經歷著花開花落。

刺桐屬於落葉大喬木，2-3月落葉，株高10-15公尺，樹皮淡灰色，有凹凸，粗枝，有

瘤狀黑刺，葉複生有長柄，三出複葉，葉柄基部有密腺一對，多數葉片叢生在枝條頂端。

總狀花序，長20-25公分，先開花再長葉，有毛，頂生，花大形，長8-10公分，澄紅色，蝶

形。莢果呈念珠狀，種子深紅色。

刺桐生性強健，只要土質深厚，地勢高排水性良好，均易生長，但以肥沃之壤土或砂

質壤土最佳。栽培處日照宜充足，於花期過後修剪一下，以維持樹型，若植株老化，則可

強行修剪，以促使枝葉新生。性喜高溫，生長溫度約23∼30度C。

刺桐屬約有200種，不過只有這一種刺桐

分布在台灣；而本種主要分布於熱帶亞洲（中

國華南地區、台灣、印度、馬來西亞、印尼、

柬埔寨、高棉、越南）到大洋洲的波里尼西亞

等地。在台灣，由於刺桐的生長迅速、花朵艷

麗，所以它和它的一些親戚（例如黃脈刺桐、

珊瑚刺桐、雞冠刺桐、蝙蝠刺桐等）普遍為各

鄉鎮市公所及學校等栽植作為行道樹、公園綠

蔭及校園綠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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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Erthrina variegata var.

orientalis.

科別：蝶形花科（豆科）

別名：梯枯、雞公樹、大冇樹

原產地：印度、馬來西亞、太

平洋諸島

花期：4-5月

小 檔 案

◎ 刺桐你要趕快開花！我會等你開花！我

還知道你可以用來擋風。

◎ 雖然你光禿禿的，我還是會喜歡你的。

◎ 你真的比木棉強壯耶！

教學指導小站

◎ 根、莖、葉、花、果實的特徵

◎ 種植地點的介紹

◎ 植物的作用

觀察放大鏡

◎ 刺桐的哪個部分長有瘤狀黑刺？

◎ 莿桐有毒嗎？

◎ 刺桐是先長葉子還是先開花？

◎ 刺桐的花是什麼顏色？

◎ 刺桐可以做什麼呢？

刺桐整株刺桐的花



香茅
健康好幫手 詹淑妃老師整理

香茅是禾本科作物，屬熱帶植物。繁殖能力強，採

收後可經由蒸餾法取得精油。檸檬香茅全草散發檸檬香，熱帶地方的料理中經常使用，近

來更有店家推出許多檸檬香茅料理，可見它已逐漸走入平常百姓人家。

台東區農業改良場指出，香茅為古老精油植物，臺灣於日據時代曾大量生產以榨取精

油，精油除日常保健及殺菌驅蟲之應用外，檸檬香茅也因具獨特檸檬香氣而被廣泛用於食

品烹調，進來頗流行於以健康訴求為主的餐飲中。

檸檬香茅別名：香茅，性溫，味辛，用來治皮膚病、袪風止癢，消腫止痛，主治風濕

疼痛，腹痛，胃痛；分株繁殖，全陽或遮光環境，莖葉多用於火鍋等多種調理。

除了拿來入藥，據說香味比檸檬餘留更久，也被用來採集香料，化粧品業者大量開發

檸檬香茅精油，用於芳香療法時，能改善血液循環，調節肌肉張力。

在泡澡水中加三滴檸檬香茅精油可以讓人消除疲勞，屋裡用檸檬香茅精油薰香可以讓

蒼蠅蚊蟲遠離，檸檬香茅與迷迭香以2：3的比率調配，用來作為室內闊香，激勵精神，提

振低迷。

16

來吧！讓我們拈花惹草去

學名：Cymbopogon flesxuosus

(DC.)stapf.

科別：禾本科

別名：檸檬香茅、檸檬草

原產地：南印度、斯里蘭卡

小 檔 案

每當靠近香茅草，就會聞到一股淡淡的

檸檬香味，讓我感覺非常舒服，用它做成的

精油，不但可作為日常保健及殺菌驅蟲之應

用，也可以用在食品烹調，對我們的健康很

有幫助！

教學指導小站

◎ 葉片特色 ◎ 栽培環境

◎ 繁殖方式

觀察放大鏡

◎ 搓揉香茅的哪個部位會散發出檸檬般的香味？

◎ 香茅對人體具有什麼樣的效用？

◎ 香茅的葉片有何特色？

◎ 香茅喜歡生長在如何的環境？

另一個角度的睜睞 睜睞全景 睜睞近拍



楊梅
酸甜味的家鄉樹 莊立華老師整理

台灣楊梅產地以中、北部低海拔山坡地種植較多，

產期多在春季清明節前後。楊梅變種甚多，主要栽培品

種有野楊梅、鈕釦楊梅、紅楊梅、粉紅楊梅、雪楊梅、

烏楊梅。楊梅一般用種子繁殖，但生長緩慢，未經嫁接

的實生苗，需經１０年以上才會開花結果。楊梅樹形優美，葉片綠而有光澤，適合作庭園

關賞樹木，定植以春季較適宜。

由於楊梅樹用途廣泛，昔日墾民擴大種植而成為生態特色，甚至變成本鎮的家鄉地

名。兩百多年來，楊梅樹春來白花開，夏來採果子，四季綠葉，生氣盎然，陪伴居民春去

秋來，如今人口密集，楊梅樹已被大樓取代，所幸地名留住當年生態，否則從今天的市集

面貌，實在很難想像當年楊梅樹搖曳、處處飄香的英姿。

一棵楊梅樹從種植到產梅需要整整15年，而產量最高、果質最好的年份，則是在20年

至30年樹齡期間。楊梅品種繁多，風味差異也頗大，有些品種味道甜美，適合鮮食，有的

品種果實小而酸，大都作為加工醃漬材料，作成楊梅乾。選購鮮果以色澤鮮美，成熟度適

中者為上品。

據現代醫學分析，楊梅含有豐富的糖類、果酸、維生素C和多種維生素B等，老年人與

兒童食用可起良好的保健防病作用。楊梅果極不易貯藏，可入鹽水浸泡，暴乾，梅色如初

美好，可保持數日。楊梅有核無皮，果肉為許多肉柱狀，因此吃時一定要注意衛生。光沖

洗還不夠，最好是放在淡鹽水裡浸泡5分鐘，即可殺菌，又能減緩酸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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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Myrica Sieb. Et. Zucc. Var

acuminata nakai.

科名：楊梅科

別名：椴梅、樹梅、朱紅。

原產地：原產於中國長江及珠

江流域各省，在台灣

南部亦有野生的恆春

楊梅。

類型： 多年生長綠性喬木。

小 檔 案

原來楊梅不只是我們家鄉的名字，更是

一種植物的名稱。在學校電梯後面，種著兩

棵鎮長親自植栽的金牌楊梅，現在長得十分

茂盛！希望他們能趕快開花結果，真的好想

看看樹上掛滿果實的樣子，順便嚐一嚐那種

酸甜的滋味，還可以摘下來做好吃的蜜餞

呢！

教學指導小站

◎ 花色、果實　　◎ 適宜生長地方　　◎ 用途

觀察放大鏡

◎ 楊梅的葉形是什麼樣子？

◎ 楊梅的果實是什麼顏色？

◎ 楊梅果實摸起來的感覺如何？

◎ 楊梅果實嚐起來的味道又如何？

成熟的楊梅 結滿楊梅的楊梅樹 鮮豔欲滴的楊梅



樹蘭
枝頭溢清香 羅羽君老師整理

樹蘭的花朵雖然小而不起眼，但因為香味似蘭花般

清香，又會在一夜之間開滿枝椏，就像樹上掛滿了黃澄

澄的珠子，煞是壯觀。

樹蘭是很好的庭園觀賞樹，開花數量驚人。清晨或

深夜，從聆風走道走過，會有一陣幽香，如有似無、飄

飄渺渺的圍繞在身邊，但當你四下尋覓時卻又不見了蹤

跡。有不少校內的師長和同仁曾問起那是什麼花的香

味，還帶來不少疑惑呢？花雖不顯眼，但數量卻很多，

一夕之間，成千上萬的小花同時冒出，綴滿枝條，其芬

芳馥郁的花香自然就隨著空氣四處傳送了，樹蘭樹性耐

旱強健，抗風耐鹽。常綠中喬木，樹皮紅褐色，小枝。

葉柄、葉面及花序皆被灰白色痂鱗，葉互生，小葉3~5

枚，革質，倒卵形為奇數羽狀複葉。圓錐花序生於近枝

頂葉腋或頂生，花小形初為綠色後轉為淡黃色。漿果卵

形。觀察自然界的動植物，會發現很多奇妙的地方，生

物為了生命的延續，會憚

精竭慮的運用巧思或方法

來達成繁殖的目的，有些

植物以碩大鮮艷的花朵來

吸引蟲媒，有些則以量多

取勝，各有各的巧妙。

18

來吧！讓我們拈花惹草去

學名：Aglaia odorata Lour.

別名：米蘭、米碎蘭、茶蘭、

珍珠蘭、秋蘭。

科名：楝科

類型：常綠灌木或小喬木

原產地：中 國 廣 東 和 華 南 一

帶、馬來西亞、印尼

和印度等地。

花色：金黃

花期：七至十月

用途：香料、盆栽、花壇和庭

園露地栽培。

花語：平凡而清雅

小 檔 案

樹蘭因為花小平凡，但卻流露出芬芳優

雅的特質。觀察樹蘭後，感受到大自然的繽

紛多采，也讓我們有更敏銳的觀察力。每當

下課鐘響，同學都會好奇的去接觸、關懷聆

風步道上的樹蘭，一整排的樹蘭，矗立在校

園，陪著我們一起成長，感覺真好！

教學指導小站

◎ 介紹特性、產地、用途

◎ 分布在校園的位置

◎ 適宜生長的地方

◎ 如何辨識樹蘭

觀察放大鏡

◎ 樹蘭的特性為何？　　◎ 樹蘭用途有哪些？

樹蘭 校園中的樹蘭



白鶴芋
急欲展翅高飛的白鶴 陳美月老師整理

雪白秀麗的白鶴芋就如山谷流出的清泉令人心曠神

怡。白鶴芋的名字來自於它純白的佛焰花序看起來像是一隻展翅高飛的白鶴。它的原產地

在熱帶美洲，屬於多年生的草本觀葉、觀花植物。花自葉叢中抽出而高出葉面，有顯著的

白色佛焰苞片和柱狀的肉穗花序，（花序的外圍有一片大大的且顏色鮮豔的苞狀物、稱為

佛焰苞，它是用來保護花序的）花形近似火鶴花，質地薄酷似蠟質，有點近似人造假花，

並具有甜美的芳香，每一花序的花期約可維持數週。不開花的時候，雖然看不到雪白清麗

的美麗花朵，但是模樣挺立、長橢圓形且濃綠的葉片讓它深具觀賞價值。

白鶴芋一年開一次花，花期集中在春夏季。喜歡溫暖多濕的環境，澆水需多，生長適

溫為18-32℃,但可忍受到更高溫度。忌強烈陽光直射，否則容易造成葉片燒傷。白鶴芋耐

陰性強，中等亮度的地點就非常適合它。

白鶴芋是一年四季都可長期觀賞的植物。冬天生長較差時，應加以修剪，其繁殖以分

株法為主，春或秋是分株適期，來年很快的又可見白鶴芋迎風展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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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Spathiphllum kochii

Engler & Krause.

科別：天南星科

原產地：熱帶美洲

類型：多年生草本

花期：春、夏

小 檔 案

我是「白鶴芋」，雖然我的花好像塗了

臘一般，可是我真的是如假包換的真花

喔！。我的花是白色的也有綠色的品種，花

序像是長又白的毛毛蟲，可是一點也不可

怕，葉片四季常綠。瞧！我從葉面探出頭

時，彷彿是清麗脫俗的白鶴展開翅膀呢！

教學指導小站

◎ 花形、花色、花序　　◎ 葉片形狀、顏色

◎ 適宜生的長環境　　　◎ 短根莖簇生型植物

觀察放大鏡

◎ 白鶴芋種在學校的哪個角落？

◎ 白鶴芋大約甚麼季節開花？

◎ 白鶴芋的花形像甚麼？摸起來有甚麼感覺？聞

起來有味道嗎？

◎ 白鶴芋的葉形是屬於哪一形？摸起來有甚麼感

覺？

糌鶴芋花苞 簇生型糌鶴芋糌鶴芋佛焰花苞



立鶴花
幽雅高貴的姑娘 詹淑妃老師整理

我是屬於爵床科的立鶴花，原產於熱帶地區的西

非。我是長年開花的植物，枝條褐色，開出來的花是藍

紫色，葉子是對生形狀。由於我的姿態幽雅，因此很多人把我用來作為美化庭園的綠色籬

笆或是做大型的盆栽。

仔細看看我的花兒呀，花冠是呈現漏斗的形狀，花瓣其實是一片而已，不過有五個裂

縫，所以看起來像五片花瓣一樣，顏色是藍紫色的，中心是鮮黃色的。不過呀，我的顏色

從淺紫色到濃紫色都有！看看我的完整模樣，整株的高度大概1到2公尺，枝條小小的，莖

的顏色是赤褐色。我是很容易栽培的一種植物，栽培的環境不拘。不過需要充足的日照。

還有呀，我的花色很特殊，也很容易開花，只不過當我的枝條老化以後，記得需要常常修

剪，以利日後開花喔！?

另外，我的花期很長，氣候適合的話，幾乎一整年都會開花，是很好的陪襯樹種。我

的原生地，就在那唐三藏取經的天竺，也就是印度啦！另外，我也有個別名叫做金魚木，

金魚木也就是我立鶴花喲！

觀察我時，你可以這可以注意到我整株高度大概1到2公尺，有很多的枝條，而枝條都

很細緻、低垂著；我的葉子形狀大多是長長的橢圓形，葉子的底部比較尖，有粗糙像鋸齒

一樣的邊緣，表面背面的葉脈有隆起；我的花苞是灰白色的，長長的橢圓形，花萼很短，

花冠像漏斗的形狀一樣，前端有

五道裂痕，裂片像圓形而略有凹

彎，花瓣與喉部呈現藍紫色，花

期是春末到秋天，不過在台灣四

季都會開花：另外我的果實是蒴

果，下半部是圓形，上端扁平而

且尖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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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讓我們拈花惹草去

學名：Thunbergia erecta.

科別：爵床科

別名：金木魚、立鄧伯、金色

木

原產地：熱帶西非

類型：常綠灌木

花期：初夏至秋末

小 檔 案

第一次見到立鶴花時，我還以為它是牽

牛花呢！但經過老師解說後，我已可以從它

漏斗狀的花冠、花瓣特徵以及花朵的顏色，

清楚分辨出它與牽牛花的不同了！

教學指導小站

◎ 花期　　◎ 栽培法　　◎ 特徵

觀察放大鏡

◎ 在校門聆風步道的立鶴花中，你看到了哪些顏

色的花？

◎ 立鶴花的花瓣有何特色？

◎ 立鶴花的葉子摸起來有什麼樣的感覺？

◎ 立鶴花和哪一種花長得很像？

虡鶴花彩藤對比鮮明的虡鶴花



串錢柳
變化多端的演員 陳美月老師整理

哇！一顆顆褐色的果實串在一塊兒，好像把錢幣串在一塊，真是名符其實的串錢柳。

串錢柳是原產於澳洲的常綠小喬木，枝幹直立可達三公尺，而其分枝多且枝條細長、

下垂像柳樹一樣。樹皮灰色，有明顯的縱裂。葉子是狹長線形互生，具有油線樹脂點，將

它揉碎會散發出香味。開花時，花色鮮紅，花頂生於枝梢，幾乎每個枝條均能開花，有細

長的花絲集合成一串像瓶刷子的形狀稱作圓柱形穗狀花序，盛開時懸垂滿樹，非常令人驚

艷，也覺得印象深刻。花期春至秋季，花期過後結成扁球形木質蒴果，直徑約0.5至0.8厘

米，褐色。成熟時，頂端裂開，放出種子且果實會長期留在樹上。

串錢柳生性強健，栽培土質選擇性不嚴，但以排水良好而肥沃之砂質壤土生育最旺

盛。全日照或半日照均能開花，但日照充足，開花較繁盛。性喜溫暖至高溫，生育適溫約

２０∼３０度Ｃ。可用播種、扦插或高壓法繁殖，春、秋兩季為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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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Callistemon Viminalis.

科別：桃金孃科

原產地：澳洲

類型：常綠小喬木

花期：春到夏

小 檔 案

在夏季即將來臨之前，能見到這樣有趣

又美麗的串錢柳，真令人開心。串錢柳的可

愛不只是在開花時，花謝後的模樣也討人喜

歡。瞧！一串串的古錢幣在風中搖盪是不是

太招搖了呢！

教學指導小站

◎ 花色、花形　　　◎ 木質朔果

◎ 樹皮、枝條特色

觀察放大鏡

◎ 串錢柳甚麼時候開花？

◎ 串錢柳的花是甚麼顏色？它的形狀像甚麼？

◎ 觀察串錢柳的樹幹是不是有粗糙的裂痕？

◎ 串錢柳的果實看起來像甚麼？是不是留在樹上

很久呢？

串錢柳葉 串錢柳樹皮串錢柳花



金邊虎尾蘭
優雅的老虎尾巴 楊玉如老師整理

「兩隻老虎，兩隻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隻沒有

耳朵，一隻沒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

我就是兒歌中老虎不見的尾巴，從「兩隻老虎」中

跑到校園裡；別以為我長得像老虎尾巴，看起來就很

凶，其實我是很優雅的；還有也別被我的名字騙了，我

跟老虎不是親戚，雖然名字中有個「蘭」字，卻和一般

的蘭花也沒有任何關係。

我不是台灣土生土長的植物喔！我的老家在南非和

巴西一帶，我喜歡高溫潮濕的生長環境，我屬於龍舌蘭

科，因為我的葉子具有深綠色橫條斑紋，形狀如虎尾，

所以大家叫我「虎尾蘭」；我的叢生肉質葉片摸起來有硬硬滑滑的感覺，形狀像中國古時

候的劍，我的地下根莖會在地底匍匐橫生，而且地下莖的節上會冒出小芽，我也會開花，

花軸會從葉叢中抽出成串，總花序為圓錐狀，花呈白色至淡綠色的小花。

因為我的地下莖可冒出小芽，耐旱、耐濕、耐日曬，生命力強健，分佈範圍很廣，有

人又叫我「千歲蘭」，我很好種植，用分株或將葉片插入土中，就可以繁殖；偷偷告訴你，

我的葉子也是一種插花的優美素材，所以才能稱為「優雅的老虎尾巴」喔！

22

來吧！讓我們拈花惹草去

學名：Sansevieria trifasciata

cv.'Laurentii'

科名：龍舌蘭科 Agavaceae.

虎尾蘭屬 Sansevieria.

用途：耐旱、耐濕、耐陰，能

適應各種惡劣的環境，

適合庭園美化或盆栽，

為高級之花材或室內植

物。

類型：多年生草本。

花的形態：總 狀 花 序 ， 小 花 白

色。

葉的形態：葉 肉 質 狀 ， 劍 形 ，

蔟生於地下根莖。

莖幹：地下有根莖。

小 檔 案

虎尾蘭你跟動物園的老虎有沒有關係？

「兩隻老虎」歌裡不見的尾巴是不是被你藏

起來了？

教學指導小站

◎ 繁殖方法　　　　　◎ 特徵：葉形、花色

◎ 適宜生長環境

觀察放大鏡

◎ 虎尾蘭像老虎尾巴的部分是什麼？

◎ 虎尾蘭葉子摸起來感覺如何？是什麼樣子？顏

色是什麼？

◎ 如何來種植虎尾蘭？

虎尾蘭全株 虎尾蘭花 虎尾蘭葉



洋桔梗
紫衣精靈 莊立華老師整理

我的名字叫洋桔梗，又名「土耳其桔梗」，雖然和桔

梗僅一字之差，但許多人誤以為我們是同一種花卉。雖

然我們的名稱相近，但外形上卻有很大的差異－我的花

形為杯狀離瓣花，花苞未開前捲曲如蟬蛹狀；而桔梗花

形則是呈星狀。因為我有個美麗的花冠筒，所以我的花語也有美麗的、漂亮的意思。花色

原僅限於紫色，但在栽培者不斷的改良下，培育出了濃淡深淺風姿各異的品種，深受廣大

民眾的喜愛。

我的花型和花色豐富多樣，耐貯運，其切花到消費地吸水後可快速恢復活力，平均價

格每把10支約為百元左右，因此栽培面積和產量急速增加。除去萎凋的花朵可促進頂端花

苞的綻放，以及增長瓶插的壽命。我很怕熱，應該避免置於過熱的環境，除此，為使分枝

上的花朵綻放更持久，應勤於換水並將花梗重切。

在炎熱的夏日裡，色彩濃淡不一的我，靜靜地佇立在鮮豔繽紛的群花之中，那股幽靜

而秀麗的氣質，彷彿將一切的暑氣都淡化了。身穿紫色洋裝的我，就像身著紫衣的精靈，

營造出如薄霧般朦朧又迷人的氣氛，柔美如夢的感覺，常常令人為我著迷不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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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ballon-flower.

別名：土耳其桔梗、麗缽花、

德州蘭鈴。

科名：龍膽科

原產地：主要分佈在美國中南

部；台灣則是多分佈

在埔里一帶。

類型：一年生草本。

花期：5月至10月為最佳時節

小 檔 案

有人說洋桔梗花好像身穿白紫色洋裝的

小仙子，一株株隨著風飛舞的模樣好迷人！

又有人說她像美麗的高腳杯，好想把果汁或

酒倒在花朵上來品嘗，味道一定棒極了！

教學指導小站

◎ 花色、花形　　　◎ 適宜生長地方

◎ 用途

觀察放大鏡

◎ 洋桔梗的花像什麼形狀？

◎ 洋桔梗的花有哪些顏色？

◎ 洋桔梗開花的時間有多長？

洋桔梗全株 洋桔梗花苞 洋桔梗葉



茉莉花
清純可愛的少女 陳美月老師整理

有一首家喻戶曉民謠是這樣唱著：「好一朵美麗的

茉莉花，芬芳美麗滿枝枒，又香又白人人誇……」歌詞

內容道盡了茉莉花的特性—芳香潔白。

茉莉是原產印度、阿拉伯一帶的常綠灌木。在印度

的神話中傳說：有位美麗的高官千金，被太陽神看上

了，兩人原本甜甜蜜蜜的，然而不久，太陽神就移情別戀了，幸福也消失了，於是多情千

金逐漸憔悴下來，最後結束自己的生命。過後不久在她的墓地長了一棵樹且開出潔白芳香

的花，這些花在太陽快下山時才綻開芳香的可愛小白花，人們稱它為「夜素馨」。但是，

「夜素馨」只是茉莉的別名之一，它的別名可是挺多的呢！如：木梨花、三白、抹麗花、遠

客、默立…等等。

茉莉花的花潔白芬芳，開在枝稍，可做為香水的原料，花徑約2.5公分，有單瓣、複瓣

品種，快要凋謝的時候是黃色的。花期很長，6∼11月開花，尤其是夏天開得最茂盛，花後

通常不結果實，而且多於傍晚時分綻放。

茉莉為攀援狀常綠灌木，嫩枝常被柔毛。單葉對生，卵形或橢圓形，葉脈明顯且葉面

濃綠有光澤。茉莉花喜陽光充足的環境，光照充足，枝幹粗

壯，花蕾形成多。否則，日照不足，枝幹也纖細，節間較長

而嫩，花蕾少，開花少。土壤以排水良好、富含腐植質的砂

質壤土最好。春季適宜進行繁殖，其方法有扦插法、壓條

法。

茉莉花除可製作香精和薰製茶葉外，還可以當做菜餚料

理煮食。另外，它可是整株可利用呢！其根之浸液，對中樞

神經有麻醉作用，為中醫用藥，根葉可退燒及治療燒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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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Jasminum sambac Ait.

科別：木犀科

別名：木梨花、抹麗花、夢您

花 、 默 立 、 抹 勵 、 抹

利 、 末 麗 、 沒 利 、 三

白 、 雪 瓣 、 遠 客 、 暗

麝、玉麝、夜素馨、愛

之花

原產地：印度、阿拉伯地區

類型：常綠灌木

花期：夏季6∼11月開花

小 檔 案

茉莉花盛開時像小星星佈滿枝頭，加上

它橢圓的葉子像極了雞蛋，非常可愛。尤其

它香氣撲鼻，可以做成香水也可以泡茶喝，

我覺得茉莉真是一種很有用的植物。

教學指導小站

◎ 茉莉花的花色、香味、開花部位、花期

◎ 茉莉花的葉

◎ 茉莉花的枝條及樹型

觀察放大鏡?

◎ 茉莉花大約甚麼時候開花？

◎ 茉莉花的花是甚麼顏色？香味聞起來怎麼樣？

◎ 摸摸看茉莉花的葉子是不是光滑的？

◎ 茉莉花的樹形高大嗎？

羞澀的茉莉花



春不老
吃了長生不老果的綠精靈 林鈺芬老師整理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容顏可以不因歲月的增長而老

化，這就得看你是不是駐顏有術囉！我可是養顏美容界

的高手呢！所以我的葉子幾乎整年都是綠色的，這也是

我名字的由來。

我的名字很好聽吧！「春不老」象徵長春不老多子

多孫。也有人叫我「山豬肉」，這個名字真是不雅！不知

道是誰跟我取的外號，不過大人有大量，我不會計較的啦。

綠島和蘭嶼一帶是我的老家，現在到處的庭園、公園、學校都可以見到我的蹤跡。春

不老，一種常綠灌木的雅名，其樹自新芽開始，逐次轉紅、轉綠，爾後開了朵朵的白花，

像是春日新生的香甜氣息般，再漸漸地生長出紫色的果實，果實清新芳甜。如果你到野外

找不到東西吃，告訴你哦！我的花可以拌生菜沙拉，也可以當烹調滷味的調味料；熟得發

黑的果實可以生食，也可以用糖或鹽醃漬成蜜餞，是不可多得的野外美食哦！

一般我可以長到二到六公尺，全身光滑無毛，葉子屬於肉質葉，互生有倒卵形或長橢

圓形，先端圓鈍，至基部時漸漸變小；兩面為光滑的革質面，葉緣無鋸齒，屬全緣葉，主

脈清晰，葉子由外緣向主脈方向內翹。夏季開淡紅色小花，有總梗，腋生或近於頂生。花

序呈現短總狀花序或繖形花序，花瓣五瓣。每當夏季或秋季開花後，便可以發現濃紅、暗

紅至紫褐色的果實，極具觀賞價值。成熟的春不老葉子呈現

濃綠色且富光澤，然而初發幼嫩的新葉展現嬌豔的紅色，此

時又可欣賞到一番不同的氣象。

我的全身上下都可以當成中藥。如果是痢疾、皮膚炎，

葉子水煎服用即可；把葉子搗爛外敷在毒蛇、蟲傷的傷口上

也有不錯的效果；扁桃腺發炎、咽喉腫痛，可以春不老加上

等量的鳳尾草水煎服用。不過你要有心理準備，我的味道有

點苦澀，人家說良藥苦口，你就忍耐一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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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Ardisia squamulosa.

科別：紫金牛科常綠灌木或小

喬木

學名：Ardisia squamulosa Presl.

別名：山豬肉、蘭嶼紫金牛、

東方紫金牛、萬兩金。

原產地：海 南 島 、 印 度 、 泰

國、緬甸、錫蘭、綠

島。

花期：一 年 2 次 ， 5 ~ 6 月 與 1 1

月。

果期：9~10月與翌年約1~2月。

小 檔 案

你真的不會老嗎？你是不是吃了嫦娥的

仙丹？我覺得你真是很偉大的樹，全身上下

都可以給我們吃。只要有你到野外時，我們

就不怕餓死了。

教學指導小站

◎ 名字由來。　　　　　◎ 葉子和果實特徵。

◎ 藥用和野外求生食物。

觀察放大鏡

◎ 葉子是對生？還是互生？

◎ 葉子是平平的？還是由外緣向主脈方向內翹？

◎ 嫩葉通常是什麼顏色？和老葉有沒有一樣顏

色？

近看春不老



迷迭香
迷人的香精油 莊立華老師整理

在眾多香草中，迷迭香是人們十分熟悉的一種，此

外，因具有傳說中驅魔的神秘力量，經常種植在教堂的

庭園裡，或當作焚香來燃燒。這種神秘的力量，可保護

教堂、死者、甚至使生產者免受惡魔之害。因此西方在

聖誕節時，多會在教堂及家中的柱子或門上裝飾迷迭

香。迷迭香原產地在南歐，其芳香宜人、風味絕佳、藥

效卓越，各方面的特性均受到絕佳的讚賞，利用範圍極

廣。

迷迭香具有防老化、增強心臟和大腦功能。根據臨

床研究報告，迷迭香的花、子，確有活化腦細胞、減輕

頭痛暈眩、消除胃腸脹氣、幫助睡眠、防治掉髮之功。　

迷迭香活化腦細胞，使頭腦清楚，增強記憶力，能

幫助言語、聽覺及視覺方面的障礙。改善緊張情緒、滯

悶和嗜睡，能讓人活力充沛。有安神和使人愉悅的功

效。性味辛熱、無毒，主治健胃、發汗，可減輕由胃痛

所引起的頭痛與偏頭痛症狀，也能改善暈眩，幫助四肢

血液循環。它也是止痛劑，可舒緩痛風、風濕痛以及肌

肉過度使用的酸痛。還能舒緩經期不適、改善經期不

順，而利尿的屬性，有助於排除經期時造成的水份滯留

症狀。對蜂窩組織炎及肥胖症的改善，也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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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Rosmarinus officinalis.

科名：唇形花科Labiatae

別名：海洋之露、聖馬麗亞的

玫瑰。

原產地：原產於地中海沿岸。

類型：大型叢生常綠灌木。

花期：春夏開花

小 檔 案

穿堂階梯旁的迷迭香，看起來好像一群

小小的綠刺蝟，靠在「作育英才」的大石頭

邊，好可愛喔！越接近他們，就越能聞到一

股香香的味道，好像按摩用的香精油，尤其

用手輕輕的撫摸幾下，再聞一聞手上的味

道，真是能讓人提振精神、清醒你的腦袋

呢！

教學指導小站

◎ 特徵：迷迭香花可綴飾甜點，葉可消除魚、肉

腥味及增添料理風味、可提煉芳香精油、製香

料、藥用，是用途廣泛的植物。

◎ 藥效：迷迭香的香味據說可常保年輕、增強記

憶力、賦活細胞的生命力。

觀察放大鏡

◎ 迷迭香的葉形像什麼？

◎ 迷迭香的葉子摸起來的感覺如何？

◎ 迷迭香聞起來的味道如何？

迷迭睜葉

迷迭睜花



馬纓丹
小而美的七變花 彭曉筠老師整理

「馬纓丹」一種路邊常見植物，花瓣顏色鮮豔，由許

多小花瓣組成一團一團美麗的彩球，馬纓丹原產於熱帶

美洲地區，現在已經能在全省平野山麓或路旁見到它的蹤影。馬纓丹的結果量極大，加上

鳥類及小型嚙齒動物都很喜歡吃，所以得以四處傳播！

「馬纓丹」是多年生，矮性常綠小灌木，喜陽光，極強健，耐旱，耐熱，耐寒，終年開

花，高可達２公尺，亦有矮性品種，全株有刺激性異味並有粗毛，疏被毛；葉對生，呈寬

卵形，長3~8公分，寬2~4公分，先端漸尖，基部鈍圓，鈍鋸齒緣，葉面粗糙，葉被脈上密

被毛或小刺。花期全年，夏秋盛開，頭狀花序呈繖房狀，腋出，花聚密，花冠細筒狀，筒

長約1公分，花瓣4~5裂，有黃、橙紅、白、粉紅、淺紫等色，每一朵花都能變色喔；雄蕊

4枚。它的果實呈現核果球形，成熟藍黑色成串著生，但枝葉及未成熟的果實有毒，誤食會

造成發燒、衰弱、嘔吐、腹瀉、昏迷、呼吸急促、

黃疸等症狀出現。

雖然「馬纓丹」花小小，不過它可是一種藥用

植物喔!根有活血、袪風、利濕、清熱之效。可治風

濕痺痛、水腫、感冒、跌打損傷。莖葉有消腫、解

毒、袪風、止癢之效。花則清涼解毒、活血止血。

不過「馬纓丹」雖好用，但可不是隨便就可以拿來

吃，要記住枝葉及未成熟的果實可是有毒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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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Lantana carnara, L.

科別：馬鞭草科。

別名：五色梅、五色龍、七變

花、臭金鳳、五龍蘭、

刺仔花。

原產地：熱帶美洲地區。

花期：花期全年，夏秋盛開。

小 檔 案

原本以為它是「一朵花」，但實際上是

由好幾朵小花組合起來的，有黃色、橙色、

也有好幾種顏色混合的。在馬路分隔島上，

也有看到它。

馬纓丹在莖﹑葉上都有刺激性的惡臭，

所以最好不要隨便去碰他，但是站得再近欣

賞都沒關係。

他的生命力很旺盛，從海濱到荒山野

地，經常在貧瘠﹑乾燥的地方蔚然成群，如

果你想栽種馬纓丹，只要剪下一根健壯的枝

條，除去大部分的花葉，往潮溼的土裡一插

就成了。

教學指導小站

◎ 根、莖、葉、花的特徵

◎ 種植地點的介紹

◎ 藥用植物特性

觀察放大鏡

◎ 馬纓丹的葉子是甚麼狀的葉片？

◎ 馬纓丹的果實是什麼顏色嗎？可以吃嗎?

◎ 馬纓丹的根、莖、葉、花可以拿來做什麼?

馬纓丹



黑板樹
解開神秘的面紗 羅羽君老師整理

黑板樹為什麼有這個名字？它可以拿來做黑板嗎？

沒錯！古代的人利用它的莖作成黑板。黑板樹株高可達

30公尺，樹幹挺直俊秀呈灰褐色，枝條水平狀展開。葉

掌狀複葉，小葉匙形或倒披針形，綠意盎然，美似圖

案，為優雅之庭園綠蔭觀賞樹。看看它的樹皮，可不是

有大大小小的洞嗎？我們把這些洞叫「皮孔」。皮孔是什

麼用的？當樹還是小不點時，它有一層表皮，長大以

後，表皮的細胞並沒有變多，所以就不夠用了，有些植

物就會長出一層新衣，但是這層新衣通風不良，為了讓

空氣流通，就會產生大大小小的皮孔。樹形高大筆直，

姿態優美，且不易落葉，對環境適應力強的特性，已然

成為國內行道樹的新寵。仔細觀察，你會發現，黑板樹

枝條筆直向上伸展，彷彿在努力爭取自己的一片天空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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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Alstonia scholaris 

科別：夾竹桃科

別稱：乳木、魔神樹

原產地：印度、馬來西亞、菲

律賓、爪哇

類型：常綠大喬木。

花期：12月

用途：庭園樹、行道樹，木材

的材質鬆軟細緻，可為

黑板材料。

有毒部位：乳汁

小 檔 案

依偎在黑板樹的樹幹上，感覺安全又親

切，親近這棵樹朋友，讓我們留下許多甜蜜

的回憶，曾幾何時，我們駐足在黑板樹下，

細數「輪生」的葉片，許多有趣的想像力由

此浮現。高大筆直的黑板樹陪著我們成長茁

壯，也讓我們了解大自然的奧妙。

教學指導小站

◎ 介紹用途、果實、外型、特性

◎ 分布校園位置　　　　◎ 適合生長的地方

◎ 如何分辨識黑板樹

觀察放大鏡

◎ 葉子「輪生」，它是怎樣排列的？

◎ 黑板樹的枝葉受傷時會怎麼樣？對黑板樹有什

麼功用？

◎ 黑板樹開花了嗎？聞聞它的花香後，形容一下

好嗎？

◎ 看看它的樹皮，可不是有大大小小的洞嗎？我

們把這些洞叫「皮孔」。皮孔是什麼用的？查

查看吧？

抬頭看看黑板樹

數數看一株有幾片葉子



鵝掌藤
迎向陽光的綠印子 林鈺芬老師整理

哈囉！小朋友！我的名字叫「鵝掌藤」，因為我的葉

子長得很像展開的鵝腳掌，你可以伸出你的手掌和我比

比看，人們告訴我們說我們的葉子叫「掌狀複葉」，因為

我們要由5~9片小葉才構成一片完整的葉子。我們的親戚多，而且生性耐旱又耐濕栽培容

易，所以庭園要做美化綠化時常常找上我們。

我的祖先來自熱帶和亞熱帶，現在全台各地低海拔的山區都可以看見我們族群的蹤

跡。我們家族的身高一般大約長到四到八公尺，一年四季都身穿光滑的綠色衣服，葉子呈

現像卵一樣的長橢圓形，所以雖然也有人叫我「狗腳蹄」、「九筆榕」的名字，但我比較出

名的還是「鵝掌藤」這個名字。

我常常看你們升旗的時候帶著帽子，怕太陽把皮膚曬黑讓你們變成小黑人。這點我就

和你們不一樣了，我最喜歡作日光浴了，曬太陽會讓我的膚色變得更加明亮動人，陽光曬

得越多，葉子的顏色會呈現更閃亮雪白，如果陽光曬得太少，葉子的顏色馬上就會變成暗

黑色，陽光可是我的美白秘方呢！

秋天的時候，我會開出淡綠或黃褐色的小花，也會結串串紅黃色的小果實，如果你把

我的葉片放在手中搓揉，會聞到一股比較刺鼻的味道，這是你可以用來辨識我的方法。而

我最驕傲的是我每天都伸出手

掌精神抖擻地與陽光打招呼，

所以，小朋友，下次你們看見

我時也可以精神抖擻地與我揮

手致意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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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Schffera arboricda cv.

科別：五加科

別名：鵝掌蘗、九筆榕、狗腳

榕

原產地：熱帶或亞熱帶

類型：常綠灌木

花期：秋季

用途：庭園美化、盆栽、綠籬

小 檔 案

鵝掌藤好可愛唷！好像鵝寶寶搖搖擺擺

走路留下的腳丫子印，而且皮膚好好喔！摸

起來光光滑滑的！都不怕曬太陽！它黃紅色

的果實，看起來好像烤熟的玉米喲！

教學指導小站

◎ 葉形、顏色 ◎ 果實

◎ 特色 ◎ 用途

觀察放大鏡

◎ 鵝掌藤的葉形？

◎ 果實的形狀和顏色？

◎ 葉子顏色深淺變化的原因？

◎ 葉片摸起來的感覺？

鵝掌藤葉日照多鵝掌藤葉日照少



細葉欖仁
雨傘樹的迷思 羅羽君老師整理

落葉喬木，從非洲引進。樹形比欖仁纖細，枝幹

細，葉子小，外形高挑，它的分枝呈輪年狀態，也就是

在同一個地方長出多數的小枝，這些小枝又幾乎以水平

的角度輻射開展，使得樹冠成層堆疊，透過陽光吸引人

忍不住要抬頭注目。葉互生，呈倒闊披針形，或長倒卵

形。葉緣為全緣、淺鋸齒，微波狀，紙質。羽狀側脈3-4對，葉呈濃綠色，有托葉，有柄，

柄呈紅褐色，佈毛。側枝輪生，嫩枝佈毛。其花小而不顯著，呈穗狀花序。花期在秋季。

繁殖法：以播種、嫁接法繁殖。除觀賞外，樹材可供建築，果皮含韖質，可作染料。樹姿

優雅潔淨，可供為觀賞用之園景樹或行道樹。樹幹挺直高壯，枝椏分層輪生於主幹上，分

明有序，向四周開展。葉細小，形如枇杷。春天時滿樹

青蔥，暖洋洋的陽光透過新葉，稀疏的樹影令人神清氣

爽。秋天，細葉欖仁的葉片會凋落，凋落前葉片稍呈黃

褐色，而不像欖仁換成一身紅葉。冬天，細葉欖仁光禿

柔細的身影呈現特殊美感，

挺直的枝幹上僅見層層的枝

椏，優雅地佇立於大道旁，

令人有身處北國的浪漫情

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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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讓我們拈花惹草去

學名：Terminlia mantalyi.

科別：使君子科

別名：細 葉 欖 仁 ， 非 洲 欖 仁

樹，錦葉欖仁（白葉栽

培種）

原產地：東非、馬達加斯加

用途：庭栽觀賞、行道樹

生長特性：陽 性 植 物 、 生 性 強

健 、 生 長 慢 、 枝 葉

呈優美多層次

小 檔 案

細葉欖仁，原產於熱帶非洲。每到冬

季，它的子就會掉落，雖然在落葉前，並不

會像大葉欖仁樹一樣轉紅，但是當春天一

到，它那細細的樹又叫非洲欖仁樹葉片，卻

能給人清新浪漫的情調。所以很多人將它種

在家中庭院或路旁，使街道更柔美了。 楊

心校園的細葉欖仁樹種在聆風步道，小朋

友！你可以站在樹下，抬起頭，透過一層又

一層小巧可愛的葉子看天空，心情就會變好

喔！ 試試看吧！

教學指導小站

◎ 介紹用途、外型、特性　◎ 分布校園位置

◎ 適合生長的地方

◎ 如何分辨識細葉欖仁

觀察放大鏡

◎ 細葉欖仁的小葉是幾片？他的特性為何？

◎ 觀察細葉欖仁不同季節的景象！

細葉欖仁樹細葉欖仁的葉



馬拉巴栗
落入凡間的星星 林鈺芬老師整理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馬拉巴栗」，介紹一下名字的

由來，我的果實垂掛枝頭，活像一顆顆炸彈，成熟開裂

時，「碰」然有聲，聞其聲，命其名，「Bombax」念起來是否有點像果裂開來時的聲音

呢？「馬拉巴栗」是直接從我的英文名字英譯過來的，酷吧？又因為我的果實炒熟後可以

吃，而且長得很像花生，所以我有個外號叫「美國花生」，也可以叫我大果木棉，是常綠性

喬木。

講到我的專長，可真是令我得意的呢！我得過經濟價值優良樹種的肯定，因為我的樹

幹可作為紙漿或漿糊的原料，我的果實可食用，我那如粉撲形狀的花，就像是好吃的金針

菇，另外，我是盆栽界中送禮或是居家擺設的常客，人們都喜歡選擇我。再偷偷告訴你一

件事，你一定曾經看過我，我常常被擺在客廳，還會綁滿一頭的彩色蝴蝶結，顯得更加醒

目，又因生命力旺盛大家叫我「招財樹」，你可以試試，希望我可以為你帶來好彩頭喔！

我來自墨西哥，樹基部膨大是我的特色，短又粗的莖像個圓鼓鼓的啤酒肚，可別嫌我

身材不好喔！這可是方便你們辨識我的特徵呢！我的葉片是具有五至七枚小葉的掌狀複

葉，小葉的形狀呈長橢圓形至倒卵形，葉子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大巨人的手掌。我會開出淡

白綠色的五瓣大花，晚上開花，一大早就謝了。夜間在枝頭上開放時就像是劃過天空的彗

星，白色帶有些許淡綠色，花

謝了以後，會結出像拳頭一般

大的果實。成熟時裂開，露出

大型的種子有10~20個之多，

每個種子可長出不只一棵的小

苗，很奇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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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Pachira macrocarpa Schl.

科別：木棉科

別名：大果木棉、美國土豆、

栗子樹

原產地：熱帶美洲、墨西哥

類型：常綠小喬木

花期：開花期為五至六月

小 檔 案

我的個性十分隨和，因為照顧我很容

易，我可以在全日照（例如：大太陽下，完

全沒有遮蔽物）、半日照（例如：有陽光斜

射進來的陽台）、陰蔽處（例如：只有散射

的日光的室內）生長良好，不論日照多或少,

甚至長年在室內,我都可以生長得很好、很健

康喔！所以，歡迎你們來認識我、與我做朋

友！

教學指導小站

◎ 葉形、樹形、花色、果實

◎ 適宜生長地方

◎ 用途

觀察放大鏡

◎ 馬拉巴栗的樹幹顏色、樹形？

◎ 果實的形狀、可食用？

◎ 花苞及花色變化？

馬拉巴栗葉馬拉巴栗果實





向陽步道

漫步綠色大道

大王椰子

燦爛的櫻花

青翠的扁柏

向著陽光

努力將枝枒伸向天際

吐露一抹新綠

小小的我們如幼苗

展現無比的活力與創意



仙丹花
虔誠的教徒 傅宓慧老師整理

仙丹花是在台灣十分常見的木本花卉景觀植物，特

徵為常綠性矮灌木，高度一般不超過50公分，生長習性

可耐高溫與乾旱。葉形呈長橢圓形，經常開滿一團團紅

色的小花，我們在仔細觀看時，每朵小花都是細細長長

的，前端則有四片展開呈十字形的小花瓣，所以說他是

虔誠的教徒，也不為過。

仙丹花它很容易栽培，而且會持續的開花，很適合

作為盆栽、花壇或綠籬等。在公園裡人行道旁或是親水

步道常有摘種，看它花團錦簇的模樣十分迷人。雖然細長的小花冠筒上只有四枚花瓣，但

團結力量大，數十朵小花在枝頭上擠成一團，連蝴蝶都會為它著迷！仙丹花花期長，品種

多，顏色繁複。

以紅色仙丹花為例，莖分枝多而細，葉片緊密生長，花冠呈現鮮紅色，花朵基部筒狀

細長，為多花性，聚繖花序，花團錦簇，盛開時掩蔽原有枝葉，全株火紅，十分燦爛，喜

艷陽高照的晴天，不僅耐旱也耐修剪，適合密植作綠籬、雕飾圖案成毛氈花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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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讓我們拈花惹草去

學名：Ixora chinensis Lam.

科別：茜草科

別名：山丹花、紅繡球、買子

木、賣子木、艷陽仙丹

原產地：仙丹花＝中國大陸、

馬來西亞；黃仙丹＝

印度

花期：全 年 均 能 開 花 ， 但 以

夏、秋較盛開，聚生成

團，花姿嬌艷，花期很

長，從五月到十一月達

半年之久。

用途：庭園美化或盆栽；觀賞

小 檔 案

原來一個小小的花心能開出這樣美麗的

花朵，它們密密麻麻的緊湊在一起，有點像

是拋繡球，但是另外一種仙丹花，又像美麗

的煙火，它真是多彩多姿。

教學指導小站

◎ 葉的特徵　◎ 花的特徵　　　◎ 種植地

觀察放大鏡

◎ 仙丹花花冠上有幾片花瓣？

◎ 果實的顏色？

◎ 仙丹花的哪一部份像拋繡球？

◎ 大概有多少花瓣聚集在一起？

仙丹花 仙丹花



武竹
鋼中帶柔的武士 鍾美莉老師整理

「武竹」這個名字聽起來多麼「雄壯威武」，感覺應

該是和竹子一樣，有著高大的身軀，其實它是百合科的

草本植物，高0.5 ~ 1公尺左右，且葉、莖都是往下垂的，所以跟禾本科的「竹」是沒有多

大關係的，千萬不要被它的名字嚇到了。

武竹的植株成叢生狀，細長的莖由根部開始叢生，呈柔軟彎曲的下垂狀，其上還有互

生的分枝及葉片。纖細而密集的羽狀複葉，團團成簇狀似松針，故常被拿來做為插花的素

材。另外它有著像水塔一樣可儲水的地下塊狀根。到了五六月之間，成株的小葉就會開出

一朵朵像雪花般的小白花，帶著一點點的淡桃色，還透出淡淡的牛奶香味呢，很神奇吧！

花期過後，它的身上就開始長出一顆顆成圓球狀的綠色小果實，等成熟後，小綠球就會轉

成鮮紅色的小紅球了。

在台灣的花圃、花台、陽台的花台都常常可以看到它。它受歡迎最大的原因在於它有

極佳的耐旱、耐陰的能力，而且全年翠綠茂盛。因為是多年生植物，不像一、二年生植物

需要常常更換植株。它也很適合盆栽作室內植物觀賞。因此，用它來綠化環境，比較節省

管理資源。武竹可在全日照、半日照、陰蔽處生長，半日照處生育較旺盛。繁殖可用果實

內的種子播種或分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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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Asparagus densiflorus.

科別：百合科

別名：密葉武竹、垂葉武、竹

天門冬

原產地：南非

類型：多年生宿根性草本植物

花期：夏季開花

小 檔 案

我們本來以為武竹是竹子的一種，沒想

到，見過它的真面目以後，發現它卻長得像

草一樣，真是出乎我們的意料呀！不過，它

摸起來又不像小草軟軟柔柔的，感覺硬硬刺

刺的，好像有許多小針在刺你一樣唷！

教學指導小站

◎ 根、莖、葉、花的特徵

◎ 種植地點的介紹

觀察放大鏡

◎ 武竹的葉子是甚麼形狀的葉片？

◎ 武竹的鮮紅果實能吃嗎？

◎ 武竹要多久澆一次水才適當？

◎ 武竹適全生長在怎樣的土壤裡？

成熟鮮紅的果實 武竹的樣子 武竹的葉子和花



扁柏
厚皮長青樹 黃婉琪老師整理

走在向陽步道，沿途有排列整齊，像列隊歡迎人的

士兵，那就是「扁柏」。

扁柏因樹皮剝片較厚，常稱它為「厚殼仔」。樹幹通直，其徑可達 3m ，樹高可達

35~40m 且具有長青之特性。

扁柏的葉子很小，一片一片交互對生，看起來刺刺的，但摸起來可不會刺人呢！小枝

扁平是他的特徵，不像別人把自己的葉子向四面八方展開，卻選擇把自己的葉子排列成片

狀，然後再一片片的排列在身體的周圍。樹幹皮是紅褐色，毬果為圓形、綠色，成熟時為

褐色。樹冠面上的新葉，除了綠色外，有黃葉及白葉等栽培種。

扁柏喜歡陽光充足、冷涼、排水佳的環境，是常見的庭園樹。扁柏的枝葉及木材均含

有精油，為強力之殺菌劑，可以用來調配沐浴精，供沐浴用清潔殺菌劑，氣味芬芳效果良

好。另外木材還是優良家具及建築用材，用途廣泛，如建築物結構用材、船艦、橋樑、車

輛、器具、農具、雕刻、棺木、枕木、單板及合板，甚至連製材廢料也可供製鉛筆桿及火

柴桿，都是很實用的東西，一點都不會浪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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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讓我們拈花惹草去

學名：Chamaecyparis obtusa.

科別：柏科

別名：日本扁柏、絲柏

原產地：日本

類型：常綠大喬木或灌木

花期：3~4月

小 檔 案

扁柏的葉子扁扁的，摸起來不會刺人，

葉子生長的方向很特別，先排成一串，再圍

在自己身邊，透過空隙還可看見藍藍的天空

呢！希望扁柏能健康、長壽，讓我們永遠看

到挺立，充滿活力的扁柏！

教學指導小站

◎ 枝、葉、果特徵

◎ 樹皮顏色、厚度

◎ 實用用途

觀察放大鏡

◎ 葉子的生長方向？

◎ 枝條摸起來的感覺？

◎ 果實的形狀是什麼？

交互對生的葉子 扁柏的果實 排列於教室後方



櫻花
美麗使者的超級變裝秀 鍾美莉老師整理

在二、三月的初春時節，總會看見一群穿著小桃紅

碎花布洋裝的小姑娘在山林間嬉鬧，但轉眼間，這一群

穿花衣的小姑娘們就換上了一件畫著嫩綠色葉片的澎澎

裙，在山林間輕舞了。「她」，就是可愛的櫻花小姐們。

近幾年來的台灣，每到春季二、三月的時候，總是

會掀起一陣賞櫻熱潮，只要有櫻花的地方，都會出現一批喜愛櫻花的人，去共襄盛舉。在

日本，他們把櫻花奉為他們國家的國花，如癡如醉的狂愛著她。她到底有什麼魔力，讓大

家對她如此欣賞呢？一起來探討吧！

櫻花其實真正應該稱她為山櫻花才是，是雙子葉植物，高約3~10公尺，樹幹長得較

直，葉互生，成卵圓形或長卵形，葉緣呈雙重鋸齒。花朵顏色為桃紅色居多，單瓣、吊鐘

形，花冠筒中含蜜汁，是訪花昆蟲及鳥類的食物來源，因為花色濃豔又在寒冷中開放，所

以又有另外一個名字叫「緋寒櫻」。她的樹幹光滑細緻，散發出一種特殊的光澤，還有一環

環不同色澤的紋路呢！還有還有，她也會結出豔紅可食

的小果實呢！

由於櫻花是在秋冬落葉的關係，所以在觀賞櫻花時

並不會被任何一片葉子擋住，可以盡情的去欣賞她嬌媚

的身影。唯花期很短，給人一種美麗與驚豔、悽涼與悲

壯的感觸，讓人不自覺的想去留住她的美艷。因此，我

們常把她的花拿來當食材，加在各種糕點、湯品中，增

加食物的美觀與風味。有興趣你也可以嚐試一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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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

急速

冰原

學名：Prunus campanulata.

別名：山櫻桃、緋寒櫻

科別：薔薇科

原產地：台灣、中國大陸、日

本、琉球

繁殖法：播種、扦插、嫁接法

花期：約1~3月盛開期

用途：造景、觀賞

習性：喜歡陽光充足、日照良

好、乾燥冷涼處

小 檔 案

櫻花小姐在過年的時候都會塗上腮紅，

打扮得漂漂亮亮，好像要去參加舞會。我發

現櫻花小姐有著好像肥皂一樣滑滑的葉子，

還開著桃紅色的小花，一朵一朵掛在樹枝

上，好像許多迷你的小燈籠。我們都希望她

能越長越大，花開得越來越多，讓我們能看

到更多的迷你小燈籠。

教學指導小站－

◎ 櫻花樹的樹幹、樹皮特徵

◎ 櫻花樹的花開與花落變化

觀察放大鏡－

◎ 櫻花在開花的時候看得到葉片嗎？

◎ 校園裡的櫻花會結出和市場上賣的櫻桃一樣的

果實嗎？

◎ 櫻花是先開花再長葉子？還是先長葉子再開

花？或是一起長出還呢？

◎ 櫻花的葉片揉一揉會有什麼味道呢？

◎ 櫻花的樹皮和其他的樹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向下垂吊的小花



火鶴花
不滅的燭光 黃婉琪老師整理

「這是真花還是假花？」，第一次看到火鶴花的人通

常都忍不住會伸手去觸摸它，並且發出驚歎的疑問。火

鶴花的紅色苞片質地厚實，表面被覆著一層臘質，閃閃發亮，的確很容易讓人誤以為是假

花。

火鶴花株高約2尺，地下部為鱗莖，葉自地下部抽出，葉色濃綠，葉有長柄，葉片長橢

圓形或心形，火鶴花常被誤認為是紅色花瓣的部位，其實是它的佛焰苞(苞片)，中間長鼻子

狀、又像蠟燭的棒子叫做肉穗花序，它真正的花則是許多人誤以為是花蕊柱狀物上的小

點，上面每一個小點都是一朵同時具有雄蕊及雌蕊的小花。佛焰苞與肉穗花序兩個搭配，

就像是即將展翅高飛的鶴鳥，因此名為「火鶴」。

火鶴花是屬於高溫性植物，在高溫多濕時生育良好，在排水不良的過濕狀態下易引起

根的腐敗，一般而言，輕度的缺水，要比過度給水要好的多，但乾旱會造成葉燒，危害根

部的發育並降低生長速率，而過多的水份也同樣危害根部的生長，並會造成老葉的突然黃

化。

贈送這樣的花給別人時，不適合贈送單枝，因為有「孤掌難鳴」的意思，最好是贈送

三或六或九枝，廣東人是取其「三三不盡」、「六六大順」及「長長久久」的意思。另外，

白色火鶴花不宜送人，因為代表著「虛情假意」，在原產地的土著們相信那是代表一顆褪色

和漂白了的心，而沒有白色花常象徵的純潔意味，在送禮的時候可得注意這些細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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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讓我們拈花惹草去

學名：Anthurium andraeanum

Lindl.

科別：天南星科

別名：花燭、安世蓮、紅包芋

原產地：熱帶美洲

類型：多年生草本

花期：全年

小 檔 案

我們覺得火鶴花的葉子大大的，很像愛

心，形狀好可愛。她也有像紅色愛心的苞

片，中間包著一根像蠟燭，真的很特別，讓

我好喜歡她。

教學指導小站

◎ 葉片形狀 ◎ 花色、花形特徵

◎ 栽培環境及代表涵義

觀察放大鏡

◎ 火鶴名字的由來？

◎ 葉子的形狀像什麼？

◎ 苞片是什麼顏色？什麼形狀？

紅藤苞片 細長的葉柄 像愛心的葉片



蘄艾
吉祥的天然藥物 楊玉如老師整理

別看我個子小小的，我是綠色的華陀－蘄艾。咦？

你問我為什麼是綠色的華陀？仔細聽好了，我可是很厲

害的，能治風濕、痛風關節炎、腰膝酸痛、壯筋骨、解

熱、解毒等功用，也有人稱我海芙蓉，是東引的名酒海芙蓉藥酒的原料。在古時候還把我

當作是一種吉祥植物呢！而且我是台灣土生土長的藥用植物，除了可以當成藥，我的葉子

也很漂亮，還有人特地把我種在庭園中觀賞花和葉呢！

有人說我遠遠看像一朵綠色的菊花，其實我是菊科的植物，看起來當然就像菊花囉！

在台灣你可以在沿海地方、北部、蘭嶼、綠島海濱看見我的身影。而我最喜歡在高溫、乾

燥和陽光、日照充足的環境中生長，在春暖花開、蜂蝶飛舞的季節中，我會開黃色的小花

讓大家欣賞我美麗的姿態。

我的全身都有灰白色短毛，摘下我的葉子揉一揉，會有一股芳香的氣味，葉子互生於

枝端，形狀是長橢圓卵形，葉柔革質，狹匙形至倒披狀倒披針形，全緣或先端三裂，長２

∼５公分，寬０.２∼２公分。頭狀花頂生，球形，徑約０.７公分，單生或著成黃色總狀花

序，總苞半圓形，密被柔毛；外輪花雌性，單輪排列，管狀；中央者為兩性花，管狀。

下次如果你經過警衛室前，別忘了跟我打聲招呼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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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Crossostephiumchinense

(L.)Makino.

別名：海芙蓉、玉芙蓉、千年

艾。

原產地：台灣原生種。

科名：菊科compositae.

用途：觀賞、藥用。為海芙蓉

藥酒的原料。

小 檔 案

每個人的名字只有一個，為什麼你有好

幾個名字？老師說你是一個很好的植物，可

以治很多病，下次我受傷的時候可以不去醫

院，找你好嗎？

教學指導小站

◎ 用途　　◎ 葉的特徵

觀察放大鏡

◎蘄艾葉子摸起來感覺如何？

◎葉形是什麼樣子？

◎葉子特色是什麼？

終艾全株 終艾葉



仙人掌
多刺樣貌的儲水王 黃婉琪老師整理

仙人掌是所有仙人掌科植物的通稱，為了適應環

境，所以演變出許多不同的種類。仙人掌的莖肥大，一

般看到的球體就是莖，有儲存水分的作用；我們所看到的刺就是葉片退化成的針狀葉，有

減少水分的蒸發及保護植株的作用，另外他的果實是紅色可食用，澎湖發展出的仙人掌冰

就是利用他的果實製成。

仙人掌的特徵--刺座--的功能有點像一般植物莖上的 "節" ，一般的植物在節上會長出新

葉、新枝或是花莖，同樣的仙人掌的刺座會長出刺、子球和花苞。其中刺長在刺座的下半

部而子球或是花苞則長在上半部，每個刺座只有一次機會長出花苞或子球 ( 只能二選一)，

一旦開過花或長子球這個刺座就不再具有生長力了。

除了仙人掌之外，多肉植物是另外一類能夠儲存水分及養分在葉片或莖幹中的植物，

所以往往會有肥厚，甚至變型的葉片，不過兩者的差別在於仙人掌的刺是由『刺座』上長

出，其他多肉植物的刺則由表皮特化而成。

仙人掌的花也很有趣，不同品種的花可能形狀大小顏色不同，可是開的花都是單獨一

朵直接由刺座或腋窩長出，而沒有一般花朵下面的花梗的構造。有很多品種在花苞長出之

前會先長出一些絨毛，所以如果看到刺座或是腋窩的

絨毛增加了，有可能就是要開花了。

仙人掌喜歡陽光普照的戶外，日照愈充足，仙人

掌就生長得愈茂盛，也愈能開出美麗的花朵。仙人掌

雖然耐乾旱，但還是需要水分。在春、夏二季，大約

每隔一或兩週澆一次水，並把盆上澆透，這樣仙人掌

生長所需的水分就足夠了，若澆水過多，會引發病蟲

害與根部腐爛。冬季是大部分植物休眠的季節，應該

要減少澆水，讓植物得到充分的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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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讓我們拈花惹草去

學名：Opuntia dillenii Ker. Haw.

科別：仙人掌科

別名：仙 巴 掌 、 霸 王 樹 、 火

掌、玉芙蓉

原產地：熱帶美洲

類型：多年生雙子葉植物

花期：每年4-5月

小 檔 案

我們喜歡他的用處，當退熱藥用；他在

太陽下看起來很美麗，尤其是針狀葉的部

分。仙人掌的種類有很多，希望我們有機會

能多認識其他種的仙人掌。

教學指導小站

◎ 莖與葉的演化 ◎ 花的生長特徵

◎ 栽培環境

觀察放大鏡

◎ 仙人掌的莖和葉的作用？

◎ 仙人掌開花的方式是什麼？

◎ 仙人掌喜歡怎樣的生長環境呢？

最大特徵—具有刺座



金露花
串串金珠成可愛 鍾美莉老師整理

走在校園裡總是會有一排排小巧可愛，嫩綠油亮的

小枝葉向你（妳）伸出歡迎的手，陪你漫步。也許你認

識它，它有個高雅的名字「金露花」，聽起來就有一種在

晨光中看見一片金色露珠的感覺，很浪漫高雅對吧！

金露花的植株高約3~5公尺，分枝很多。葉片生長

方式是對生或叢生的。葉色因較嫩，故帶點金黃。葉柄

短，葉片呈長橢圓形或倒卵形，葉形雖小，但仍可長至3~7公分大。葉緣成全葉或前半葉鋸

齒狀，幼嫩的部分還會長出細小的白色毛。枝條較柔軟，會往下垂，且成四方形，很是特

別！葉腋下還會長出尖銳的小刺，故不要隨便用手去輝打它喔！

金露花的花，因品種不同，所以有淡紫色或白色的。通常在夏、秋時開花，花成總狀

花序從頂端或葉腋下生出，花序成串下垂，且每一花瓣中央都有一深色縱紋。別小看這一

朵朵淡紫色的小花，它可是一種可以製造成興奮劑的中藥材呢！待開花後，一朵朵紫色的

小花轉眼就變成了一顆顆圓球狀的小果實，也是成串下垂的。成熟的果實是金黃色的，所

以看起來就像一串串金色露珠，垂吊枝頭，可愛極了！

金露花耐寒、耐旱、耐修

剪，分枝能力強，所以常被用

來做成綠籬，不但可觀賞，且

又兼具防風的功能，真是庭園

造景的好夥伴。話雖如此，金

露花的果實卻是有毒的，不可

食用，所以千萬不可隨意摘食

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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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Duranta repons Linn.

科別：馬鞭草科

別名：假連翹、苦樂槃、台灣

連翹

原產地：南美洲

繁殖：扦插、種子或高壓法

花期：夏、秋盛開（4月~來年1

月）

類型：常綠性灌木

習性：喜陽光充足溫暖環境，

栽培土質不拘

小 檔 案

小小的金黃色果實真是可愛，我們常常

把它整串摘下來當子彈互丟呢！不過老師說

它有毒，千萬不可以吃，且要記得洗手，才

可以拿其他的東西吃唷！

教學指導小站

◎ 嫩枝或小枝的形狀特徵

◎ 葉、花、果實的生長方式及特性介紹

觀察放大鏡

◎ 金露花的花是甚麼顏色的？花形如何？

◎ 金露花的果實未成熟和成熟後各是什麼顏色

的？能吃嗎？約多大？

◎ 摘一小片葉片搓一搓聞聞看有什麼味道？

◎ 每一串花序大約多長？可以開幾朵花？

金露花的紫藤小花 葉脈上的葉子



胡椒木
哈啾褅好想打噴嚏 陳慧珍老師整理

大家好，我來做個自我介紹：我不是台灣土生的植

物，我的祖先是從日本、韓國移民進來的，現在傳到我已經好幾代了，我們適應的很好沒

有種族歧視的問題，呵呵~現在全台灣都可以看到我們的足跡。

只是人類跟動物會對我們有些「感冒」，不是生病流鼻水的感冒啦！只是輕輕的打噴

嚏，這也是我們最主要的特色，摘下一片胡椒木的葉子，輕輕揉它幾下，再湊近鼻子，您

將可以聞道一股奇特的胡椒味，所以我們被取名為胡椒木。我們和生產胡椒粉的胡椒樹、

泰雅族原住民非常喜歡的山胡椒木是兩碼子事，可別混為一談喲！

因為我們有特殊的味道，所以跟我們很像的親戚「黑胡椒」，「白胡椒」常被人類製作

成調味料，很厲害吧！還有因為我們身上的特殊味道，蚊子、昆蟲也不敢接近我們，所以

我們都不會被叮咬喔，當然躲在我們樹下的人類也不會被咬啦！所以有些蚊香的香料也會

把我們加進去，呵呵~這大概就是我們能在台灣生存下去的原因吧！

對我很好奇嗎？沒關係我可以流下個人檔案給你們，看清楚囉：「濃綠油亮、約0.6公

分長的對生葉子嬌小玲瓏非常可愛，全台灣各地庭園中取得一席之地，造型樹木優良樹

種、綠籬、盆栽、分隔島常常可以看到我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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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讓我們拈花惹草去

學名：Zanthoxy Lum Piperitum.

科別：芸香科

原產地：日本、韓國

類型：常綠灌木。全株具濃烈

胡椒香味。枝葉青翠，

宜於春季修剪整枝。

小 檔 案

胡椒木雖然看起來像一般的葉子，不過

它聞起來還真有一點胡椒味，真特別。

教學指導小站

◎ 給學生直接聞一聞 ◎ 開花是紅色

◎ 平常吃的胡椒跟造景胡椒木不一樣

觀察放大鏡

◎ 聞到胡椒木的味道，讓你想到什麼？

◎ 我們學校的胡椒木跟家裡吃的胡椒粉是同一種

植物嗎？

◎ 你知道胡椒木在校園中種在哪裡嗎？

胡椒木

胡椒木

胡椒木



食茱萸
神廚料理的好幫手 傅宓慧老師整理

食茱萸這個名稱可能很多人覺得陌生；但是若提起

她的別稱「刺蔥」，那可就大大有名了，有許多人甚至將

之與香椿混淆了，其中的原因當然就是那特有的香氣所

致。

食茱萸較適於生長在林木較少的空曠地。在十月至

次年二月有季節性落葉現象，而在一和二月間即抽芽展

葉，剛長出來的嫩葉常呈紅色，非常美麗。嫩葉去刺，

可以煎、炒、炸是做菜的好料理，並且可當香料除去腥膻味，是大廚師滷牛、豬、羊肉之

最佳配料，它的香味媲美料理中的八角；除了可以作為食材，也有人取其枝葉來避邪，可

說是一種民俗植物。很多鳳蝶幼蟲也喜愛吃其葉子，也可說是引誘蝴蝶的亦為誘蝶植物。

食茱萸分佈於海拔1600公尺以下的山區，全省皆隨處可見。果實成熟後裂開，裏面藏

有漆黑色的種籽，種籽曬乾後可以做為花椒的代用品，喜愛野炊活動的朋友，對於它是絕

對不陌生的。由於食茱萸的香味太過迷人，其葉片也常是鳥類啄食和蝴蝶幼蟲啃食的對

象。因此，採摘時請只取所需的份量，其餘的就留給可愛的鳥兒和蝴蝶幼蟲吧！

食茱萸也有醫療的功效喔！可以應用在毒蛇咬傷、跌打損傷、腰膝痛、婦人產後關節

酸痛、風濕及感冒，用途實在是太廣泛啦！

栽培土質以疏鬆肥沃之

土讓為佳，排水、日照需良

好，半日照生育是最好的環

境，性喜溫暖，耐高溫，生

長環境適溫15∼28度，太熱

或 是 太 冷 都 會 讓 他 長 不 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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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Emilia sonchifia.

科別：芸香科

別名：紅 刺 蔥 、 刺 江 某 、 越

椒 、 毛 越 椒 、 大 葉 刺

蔥。

原產地：中國、日本、韓國、

台灣

花期：早春至初夏，2∼5月

用途：為食用蔬菜，樹姿高聳

美觀，為優美之園景樹

其他用途︰根 部 可 治 療 風 濕 症

及 跌 打 損 傷 ； 果 實

可做為胃腸藥。

小 檔 案

看起來不漂亮的食茱萸竟然那麼好用，

我好想偷摘幾片回去叫媽媽煮給我吃，看看

好不好吃，而且下次牙齒痛就可以拔一片嚼

一嚼就不會痛啦！

教學指導小站

◎ 葉子的特徵　　　◎ 用途

觀察放大鏡

◎ 食茱萸尚未成熟的葉片大致上是呈現何種顏

色？

◎ 食茱萸可以做菜料理，還有哪些功用？

◎ 食茱萸生長環境的溫度大約是多少？

食茱萸 食茱萸



黃梔子
美容彩妝大師 陳慧珍老師整理

初夏便可聞到空氣中飄散著黃梔子迷人的花香，黃

梔子濃郁的香氣，總叫人未見其花先聞其香。小朋友你

知道嗎？黃梔子很喜歡玩色彩遊戲。小時候，她是一朵

潔白純淨的白花，每朵花有七個花瓣，長大特別獨鍾黃

色，她會一一幫自己畫上淡黃色彩妝，變成『黃花』大閨秀，散發優雅高貴的氣質。除此

她還會為其他東西帶來色彩，是一個稱職的彩妝大師，比如市場的豆腐攤那一塊塊黃澄澄

的豆腐就是黃梔子的傑作，聽說古代黃帝所穿著的黃色龍袍，也是黃梔的黃色喔，看來黃

梔子真的替人們增添不少色彩。

黃梔子是外地來的姑娘，1915年由日本引進台灣，在台灣已超過50年。它除了染色的

專長外，果實曬乾還是很好的藥繕，可以止血、消炎、去斑，有美容良藥的美名，不愧有

『美容彩妝』大師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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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讓我們拈花惹草去

學名：Garden La Jasminoides

Ellis.

科別：茜草類

別名：山 梔 、 山 枝 子 、 山 黃

梔、黃梔

原產地：中 國 南 部 、 中 南 半

島、日本台灣

類型：常綠灌木或小喬木

花期：4∼6月的春季至夏季

小 檔 案

祖先們很厲害，會用黃梔子做染料喔！

據說古代黃帝所穿著的黃色龍袍，就是黃梔

的黃色，還有傳統市場中豆腐攤上黃色大豆

干，也是用山黃梔染成的。

教學指導小站

◎ 花色有變色特性　　◎ 果可做染料及藥用

◎ 果實吸引鳥類月份8-1月

觀察放大鏡

◎ 梔子花從出生到長大顏色會怎麼變化？

◎ 黃梔子給人美美的印象之外，還會幫東西上

色，小朋友你能說出有哪些東西是它的傑作

嗎？

◎ 你知道校園內黃梔子的家在哪裡嗎？

◎ 黃梔子除了花厲害外，果實也很有用途喔，白

耳畫眉、繡眼畫眉、白頭翁、綠繡眼很喜歡吃

它外，還可以曬乾當中藥幫人治病。

黃梔子花

黃梔子 黃梔子



非洲鳳仙花
嬌嫩又美麗的少女 傅宓慧老師整理

非洲鳳仙花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植株低矮身高約

5~20公分，莖肉質多汁目多分枝，白綠或紅褐色。果實

成熟時膨大，利用果皮收縮時自動彈開，將種子彈射出

去以傳宗接代，擴張領地。非洲鳳仙花的品種非常的多，有單色花瓣－中間如同點了個不

同色的眼睛，也有花瓣上頭彷彿用彩筆輕輕掃過的掃斑、花邊鑲有不同色的滾邊，以及花

中心呈星形的花紋，另外，依花朵大小，又可以分成迷你、一般以及大輪品種。嬌嫩的花

朵喜歡溫暖的環境，但最怕高溫多溼，適合生育適溫約攝氏15∼28度c，遇到高溫的夏季，

氣溫若到了32度c以上她就會呈休眠狀態，所以要讓她避暑通風。

非洲鳳仙花在種植時，就要進行第1次摘心，以促進她分枝長大。花朵的葉子薄，較無

法忍受乾燥以及缺水，所以需要隨時保持土壤適當的濕潤；但是在澆水時要特別注意，不

可以直接將水淋在花瓣上，以免傷到花瓣。而且種植時以肥沃富含有機質之砂質壤土最

佳，還要注意需要良好的排水性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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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Impatiens walleriana.

科別：鳳仙花科

別名：矮鳳仙

原產地：非洲

花期：幾乎全年開花，但以秋

至春季較盛開，約11∼5

月左右

用途：適合盆栽、花壇或吊盆

小 檔 案

她有柔柔的葉子，好像嬰兒的小臉；她

有滑滑的葉子，摸起來很輕柔，好像蒲公

英。黏黏的花瓣，好像糖果又好像棉花糖。

我們想對它說：「同學說你可拿來當指甲油

是真的嗎？你長得好可愛喔！可是風一來，

你就好像快被吹死了！希望你能勇敢地活下

去！」

教學小站：

◎ 莖、葉、花的特徵　　◎ 生長環境

觀察放大鏡

◎ 非洲鳳仙花如何傳宗接代？

◎ 花的中心呈現了何種形狀？

◎ 非洲鳳仙花所適合的環境溫度是幾度？

◎ 澆花時應注意的事項？

非洲鳳仙花

非洲鳳仙花

非洲鳳仙花



麒麟花
危險勿近的刺蝟花 歐于惠老師整理

秋風吹來，走在楊心校園，環顧四周盛開花朵，你

有沒有發現一排與仙人掌同站在側門牆邊，全身長刺的

刺蝟，並開著紅色花朵捍衛著校園的小衛兵呢？它就是

不畏風寒的「麒麟花」。

相傳盤古開天那個時候，有一隻怪獸身披鱗甲，使敵人難以攻擊牠，是以鹿為主體，

綜合牛、羊、馬的特點，就與今日廟宇所見的「麒麟」相似，故稱這種多刺的花為「麒麟

花」，也有人稱它「番仔刺」、「鐵海棠」、「萬年刺」。

麒麟花原產於馬達加斯加島，莖的肉質肥厚且多汁，屬於多肉植物的一種，表面布滿

銳刺，如果受傷會流出白色乳汁，如果接觸到我們的皮膚，會引起過敏發癢。它不但外觀

可怕，而且全株有毒，誤食的話，嚴重時會有嘔吐、腹瀉的現象，從裡到外，它可是一點

也招惹不得的狠角色哦！所以 ，常有人把它拿來做「綠籬」，以防止樑上君子。

麒麟花看它莖和葉，跟仙人掌非常的像，所以耐旱抗風，日照愈充足，開花數也較

多；如果光線不足，會讓葉子肥美但不開花；它全年都會開花，花色豐富（紅.黃.白.粉

紅），以秋冬最盛開。種植時最好等到土些微乾燥時再澆水，且需排水良好，以防水分積於

根部，易引起根腐。繁殖以扦插為主，春到秋季皆適宜。它也是熱帶國家最常見的盆花，

泰國人認為它所開的花象徵著「幸運」，所以，都會在家門口種上幾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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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讓我們拈花惹草去

學名：Euphorbia millii desm.

科別：大戟科 Euphorbiaceae

別名：花麒麟、番仔刺、鐵海

棠、萬年刺

原產地：馬達加斯加島

花期：全年均能開花，秋冬季

最盛開

特色：全株有毒，乳汁毒性最

強

小 檔 案

麒麟花看起來還真美！忍不住想摸摸

它，但蹲下來看到它莖上的刺，就會嚇死

啦！聽說還有毒耶！還好有老師提醒我才免

遭殃。

教學指導小站

◎ 花名傳說　　◎ 花形、花莖　　◎ 生長環境

觀察放大鏡

◎ 麒麟花的花像什麼？幾片花辦？

◎ 麒麟花的莖上有什麼？會讓你聯想到哪些跟它

很像的植物？

◎ 麒麟花適合種在哪個環境？

麒麟花麒麟花的諑 麒麟花的花



杜鵑花
大地之紅應春花 歐于惠老師整理

哇！每年三月的陽明山花祭又開始啦！一眼望去整

山白、紅、粉紅、紫……五顏六色的杜鵑花，便成了春

神派來的環保化妝師，除了替陽明山換上彩衣外，更淨

化了空氣，讓遊客們來趟芬多精之旅。

『相傳古代蜀帝杜宇死後化成杜鵑鳥，在初春時不停

叫著「布榖，布榖，不如歸去」，希望百姓趁著春天，快

點播種春耕，不要偷懶，最後卻因太勞累，叫到口吐鮮血，被鮮血沾染到的地方開滿許多

紅花，百姓感恩便稱此花為「杜鵑花」。』這就是淒美的「杜鵑泣血」故事。

杜鵑花生命力強，耐乾旱又抗潮溼，根長且分布的廣， 能固定在表層泥土上。最厲害

的是它不怕都市污濁的空氣，因為長滿了絨毛的葉片， 既能調節水分，又能吸住灰塵，真

是馬路上的「空氣清淨機」難怪能成為台北市市花。杜鵑花不同種之間的雜交相當容易，

藉由人類或小昆蟲或風力適時的幫助傳粉，杜鵑花的配種就能順利完成。花色繁多且五彩

繽紛的杜鵑花，由於栽培容易，廣受一般人的喜愛，這一點倒與它的花語「愛的快樂」頗

為相符。。

杜鵑花非常非常不怕冷，它能在海拔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上生長；三、四月間，杜鵑

盛開於高山和平地，因此有「滿山紅」、「映山紅」等別名。全株均有毒，花、葉毒性較

強，絕對不可以吃它喔！不小心誤食，會有噁心、嘔吐、昏迷及腹瀉等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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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Rhododendron spp.

科別：杜鵑科

別名：滿山紅、野山紅、照山

紅、映山紅、應春花、

躑躅、山石榴

原產地：喜瑪拉雅山區、現今

品種繁多，已散居世

界各地

花期：長十二月至翌年七月

用途：切花、盆栽以及花檀、

綠籬和庭園等陸地栽培

小 檔 案

杜鵑花是我的好朋友，她的葉子摸起來

毛毛的好像絨布，她的花好像五顏六色的杯

子，把校園妝扮得好美喔！

教學指導小站

◎ 杜鵑花故事 ◎ 生長特性

◎ 花色、花形、葉的特色

觀察放大鏡

◎ 楊心校門兩側，你看到哪些顏色杜鵑花？

◎ 杜鵑花在哪個季節最盛開？

◎ 杜鵑花葉子摸起來感覺如何？

杜鵑花 杜鵑花苞 杜鵑花葉



雲南黃馨
清新淡雅的綠窗簾 傅宓慧老師整理

雲南黃馨是理想的陽臺綠簾植物，生長強健、管理

容易、幾乎沒有病蟲害。是多年生常綠懸垂植物(懸垂植

物因為它們的莖條都比較細軟，所以莖的部份都會垂下

來，因此叫做懸垂植物)，全日照(就是指陽光很充足)或

稍蔭蔽(比較暗的地方)的環境均很適宜。

雲南黃馨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喔！因為它會在冬末、

初春時開出黃色的花，所以也被稱做黃梅，如果小朋友

不小心把它的身體弄斷了，千萬別緊張，只要馬上撿起

來，把葉子剪掉，然後插在土中，每天澆水，十天左右我就會發芽了！

雲南黃馨主要繁殖是以扦插繁殖為主。而土壤的水份要經常保持濕潤，尤其是燥熱的

夏天；夏天時最好是置於室外，不過如果是剛發芽的幼株，則避免澆水過多，直到漸漸長

大花芽分化，澆水才可以自由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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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讓我們拈花惹草去

學名：Jasminum mesngi Hance.

科名：木犀科

別名：黃梅、黃素馨、緬思素

馨

原產地：中國雲南省

花期：11∼3月

類型：花單生，黃色，較大，

直徑3.5∼4釐米；花冠裂

片6或稍多，成半重瓣，

較花冠筒為長。

用途：適合花架綠籬或坡地高

地懸垂栽培。庭園栽植

以及盆栽。

小 檔 案

遠遠看到它的時候以為他是濃濃秘密的

小森林，更走近看的時候，發現黃色的小花

瓣搭配著綠葉非常漂亮，就像萬綠叢中一點

紅一樣有特色。

教學指導小站

◎ 莖、葉、花的特徵　　◎ 生長環境。

觀察放大鏡

◎ 雲南黃馨的莖是屬於軟的還是硬的？

◎ 花瓣的顏色？

◎ 她們適合生長在哪一些的環境下？

◎ 大概有多少花瓣聚集在一起？

雲南黃馨 雲南黃馨



大王椰子
令人有渡假感覺的大洋傘 彭心晏老師整理

有「大王」之稱的大王椰子，名不虛傳，很有大王

的姿態，也常受人們景仰著，人們要欣賞他時總是要將

頭抬得高高的仰望著他，有種讓人難以親近、威風凜凜的樣子。

每天，他總是以大王之姿，直挺挺的站立著，除非爬上樓層，否則真的很難窺見他的

廬山真面目，他的葉子長長的一串，遠遠望去就好像是大王剛剛睡醒，頂著一頭凌亂散漫

的頭髮，有的往上、有的向下垂。他也會像我們人一樣會「落髮」，當你走在他身旁時，可

要小心地提高警覺，別被他的「頭髮」給打到了。

大王的身體圓圓直直的，但他卻不是「水桶腰」喔！仔細一瞧，一圈一圈的，這是

「葉痕」，是他的葉子老了，枯掉後，從樹幹上剝落下來，在樹幹上留下一圈圈的橫紋。所

以，算一算葉痕的數目，就可以知道這棵椰子樹的樹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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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Roystonea regia

科別：棕櫚科

別稱：文筆樹

原產地：古巴、牙買加、巴拿

馬

類型：常綠大喬木

花期：10-5月

小 檔 案

大王椰子不但樹高大，葉子也大，葉子

的葉鞘又硬又長，當葉子枯掉從樹幹上剝落

下來，我就可以當聖誕老公公，坐在葉鞘

上，請同學拉著葉子的前面跑，很過癮唷！

還不只這樣，如果葉子的葉鞘沒有被玩壞，

剪成一把扇子的形狀，等乾掉以後，就成了

堅固耐用的好扇子囉！

教學指導小站

◎ 花色、花形 ◎ 樹幹

◎ 適宜生長地方

觀察放大鏡

◎大王椰子的樹幹摸起來有什麼樣的感覺？

◎大王椰子在哪個季節開花？

◎大王椰子的花形像什麼？

◎大王椰子的葉痕是代表什麼？

有如啤酒肚的樹幹 河岸邊的大王椰子 果實





樹的原住民

小山丘上

住著我們的守護神----樹爺爺

他總是靜靜的守護著這一片土地

他厚實的軀幹

粗壯的臂膀

讓我在他的環抱下嬉戲

感到無比的安心



枇杷
果實甜如琵琶曲 吳秀玲老師整理

枇杷主要栽培地區在中國大陸、日本及台灣一帶，

主要採收期在每年二至四月之間，因為出產時期正逢各類水果短缺的時候，所以價格比其

他水果來得高。它的果肉為黃橙色、低酸、多汁及果粒大，受到大家的喜愛。

枇杷樹可以說渾身是寶，果實是它的重頭戲，主要是提供食用，葉片為上選中藥材對

止咳、化痰，具有特殊療效，而它的枝條可製作成上好的柺杖，可說是很有價值的經濟作

物。

在台灣主要產地是台東地區的卑南鄉、太麻里鄉及鹿野鄉一帶，尤其以太麻里產期最

早，大約在元月下旬就可以採收了，可以趁早春時賣得好價錢唷！

看！這枇杷的葉子是輪生的，而且是網狀脈ㄝ，葉脈好清楚喔！

我們學校這一棵枇杷樹長得大約要一層樓高了。如果它生長在冬溫較高的地方，會長

得更好，如此枇杷的幼果越冬較無霜害，長得好極了！所以台東地區氣候最適宜了，難怪

北部比較少人種枇杷，主要是氣候影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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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讓我們拈花惹草去

學名：Eriobotrya japonica Lindl.

科別：薔薇科

別名：山枇杷、夏粥

原產地：東南亞溫帶南部及亞

熱帶地區

類別：常綠小喬木

小 檔 案

枇杷給我的感覺很高貴，家裡很少

買枇杷，原來它不便宜呢！黃橙橙的橢

圓形、毛茸茸的滑果皮，鮮美香甜又多

汁，叫人忍不住流口水呢！枇杷膏倒是

常常吃，甜甜涼涼的，潤潤喉嚨真清

爽，止咳化痰少不了它，沒想到都是枇

杷葉的功勞。

教學指導小站

◎ 枇杷葉脈非常清楚，如果選它做拓印是理想之選哦！

◎ 枇杷在北部較難栽種，中南部及台東皆適合栽種。

◎ 你吃的枇杷膏是利用枇杷的那一部份製成的呢？

觀察放大鏡（想讓學生觀察的活動部份）

◎ 在校園裡「樹的原住民」中，你找到了枇杷樹嗎？

◎ 枇杷結果實是在哪一個季節？

◎ 枇杷的果實摸起來有什麼樣的感覺？

◎ 枇杷的葉子是對生？還是輪生？葉脈的形狀如何？葉

片有何用途？

枇杷的葉子 楊心國小的枇杷



黃槐
長年開花的飛舞黃花 彭嘉賢老師整理

「花開堪折直需折，莫待無花空折枝」這二句詩，相信大家都早已耳熟能詳，可是有一

種花叫做黃槐，它的花期卻很長，從晚秋到早春都可以看到它的花苞、盛開的花朵和板平

的莢果同時出現在枝頭上，為涼爽的冬半季添上一襲鮮黃色的衣裳，所以是觀察植物開花

過程的好對象。

黃槐又可以稱為金鳳，它的原產地於印度、澳洲，分布於熱帶與亞熱帶。台灣引進多

種，已有6種歸化種。它最特別的是花期特長，10月~3月開花，所以是優美的庭園觀花

樹、綠蔭樹或行道樹，在公園、學校及行道旁皆可看見它的蹤跡，種植黃槐的土質要求並

不嚴苛，只要疏鬆、肥沃、表層深厚、排水良好即可。另外，黃槐喜歡生長在溫暖、潮濕

的環境，生育適溫約22∼30度，可用播種法繁殖，生長場所要有充足的日照，花開才會多

且色濃，, 但因淺根性, 強風易倒伏, 是其缺點。

它黑色的豆莢也終年掛在樹上，整串搖動，就像沙鈴一樣，發出沙沙的聲音。更特別

的是，它羽狀葉常有夜合的現象，可以夜晚留意葉片，會發現整棵樹的葉都摺合著，好像

夜晚要睡覺一樣．常見的含羞草也有此夜合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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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風

步道

向陽

步道

樹的

原住民

瓜棚

教室

春風

廣場

急速

冰原

學名：Cassia surattensis Burm

科別：豆科

別名：粉葉決明、金鳳樹

原產地：印度、澳洲

花期：10月∼3月

小 檔 案

黃槐莢果裡面的種子形狀是扁圓形，好

像一顆顆的小珠子。而且黃槐的開花期是在

每年的4∼12月，花期好長喔！黃槐的花瓣

都很鮮黃漂亮，又可以坐在牠的樹下乘涼，

真是舒服極了！

教學指導小站

◎ 葉的特色　　◎ 花形、花色　　◎ 果實

觀察放大鏡（想讓學生觀察的活動部份）

◎黃槐的果實形狀像什麼？

◎黃槐開花時，它的花是什麼顏色呢？

◎黃槐的花期有多長呢？

黃槐 黃槐 黃槐



腎蕨
森林中的小精靈 廖偉廷老師整理

很久很久以前…，早在人類還沒出現之前，蕨類植

物佈滿著整個世界。侏儸紀公園裡頭描述恐龍的生長的地方到處都是蕨類植物。

嗨！看到我有沒有覺得很熟悉呢？是的，我最常出沒的地方就是花店，別看我只有翠

綠色的葉子，就以為我沒什麼可看性，俗語說的好：紅花配綠葉。美麗鮮豔的紅花，如果

沒有綠葉的襯托，又怎麼能顯現得出它的高貴呢？而我就是那功不可沒的綠葉啦！我的名

字叫做腎蕨，雖然聽起來不是很好聽，可是我的別名可是既可愛又有氣質的唷！「球蕨」、

「玉羊齒」、「鳳凰蛋」等等都是我的外號，是不是好聽多了啊？球蕨和鳳凰蛋的名稱由

來，都是源自我的圓球形塊莖貯水器，它的形狀有如小鳥蛋一般，但因質地堅硬，故又名

「鳳凰蛋」。至於「玉羊齒」又是怎麼來的咧？呵呵！只要你仔細看過我的葉子排列就會知

道囉！你瞧，它們整齊排列的模樣，像不像羊齒的形狀？介紹到這裡，相信大家都了解我

的名字由來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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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讓我們拈花惹草去

學名：Nephnolepis Cordifoolia

Presl.

用途：重要的取水植物，於野

外可補充水份，嫩芽及

球莖可食，是良好的插

花材料，俗稱羊齒

小 檔 案

它一年比一年漂亮，而且它需要很多水

才能吸收養分。它的莖很短、根很長又很漂

亮，而且葉片的形狀類似橢圓形。我很欣賞

他的外型，希望他不要每天曬到太陽。葉子

好特別喔！是一片片黏在一起，還有鬚鬚的

線。

教學指導小站

◎ 多年生草本 ◎ 羽狀複葉

◎ 葉背有孢子囊

觀察放大鏡

◎ 他最愛長在校園裡哪個地方?

◎ 葉片的形狀像？所以又稱

◎ 葉子的背面有什麼?

地下球諑富含水分

校園中的腎蕨

腎蕨葉

像腎形的孢子囊



葡萄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眨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吳秀玲老師整理

「葡萄成熟時，我一定回來……」這是一首很老的流行

歌唷，真希望學校的葡萄棚架可以結滿果實，大家在棚架下

邊吃葡萄邊話家常，那就是一種幸福的感覺，你說是不是

呢？

每年在冬、春時節就可以將葡萄樹苗種植下去，或用接

枝的方法繁殖，到了2月中旬，就會萌發新芽，這時要為他

除草施肥。由於葡萄是藤本植物，又怕溼，所以當枝葉漸漸

長出時，就要搭好支架，讓它攀爬生長，同時也可避免將來

結出的果實和地 面接觸而腐蝕。長大成熟的植株到了春天萌

芽時， 在新枝條第3、4節處，會綻開許多淡綠色的小花，

花期很短，很快就要結果了。果實的孕育成熟大約需85至

120天，如果氣溫高，成熟的速度就快。通常果實逐漸透出

成熟的顏色時，就要用白色的紙袋把整個果房套住，使果色

均勻美麗，並防止農藥附著。

葡萄有分食用品係和釀酒品系，世界名酒即是以葡萄釀

造而成，而葡萄果實顆顆玲瓏可愛，結實纍纍模樣令人垂涎

三尺，加工製成葡萄乾更是小朋友的最愛，每每在西點及蛋

糕上發現葡萄乾的蹤影，就讓人有驚喜的感覺，若將葡萄製

成果汁則清涼宜人，製成果醬亦風味十足，葡萄的營養成分

含維他命A、B1、B2、C、蛋白質、氨基酸、脂肪及多種礦

物質，對於水腫、胃炎、腸炎、痢疾、慢性病毒性肝炎、

疹、痘瘡等具食療功效。真是價值連城的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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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風

步道

向陽

步道

樹的

原住民

瓜棚

教室

春風

廣場

急速

冰原

學名：Vitisvinifera.

科別：葡萄科

別名：葡萄、蒲桃

原產地：多分布於溫帶及亞熱

帶地區

葉：互生，心型或掌型裂葉，

葉緣有不規則鋸齒。

花：春季開花結果

果實：圓球狀，有綠色和紫色

小 檔 案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

皮。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

皮……』我不但愛吃葡萄，連繞口令也在

行，那你呢？聽說葡萄的仔仔也是營養聖

品，不過要細嚼慢嚥，別噎了才好。真期待

學校的葡萄棚的葡萄能夠結實纍纍。

教學指導小站

◎ 葡萄是藤本植物，又怕溼，所以當枝葉漸漸長

出時，就要搭好支架，讓它攀爬生長，同時也

可避免將來結出的果實和地 面接觸而腐蝕。

◎ 台灣以苗栗縣、台中縣和彰化縣栽培葡萄面積

最大。

◎ 葡萄開的花是什麼顏色？果實的孕育成熟大約

需幾天？

觀察放大鏡

◎ 在校園裡「樹的原住民」中，你找到我們種的

葡萄了嗎？

◎ 葡萄結果實是在哪一個季節？

◎ 葡萄除了做果汁、葡萄乾，還可以做成什麼極

富經濟價值？

◎ 葡萄的葉形像什麼？葉脈的形狀如何？莖屬藤

本或是喬木？為何要搭支架？

葡萄的果實

葡萄的葉子



楊桃
餐桌上的繁星點點 吳岷秦老師整理

小朋友，還記得在你吃過飯後，媽媽會送上切成星

星狀的水果，是什麼呢？沒錯，就是吃起來酸酸甜甜的

楊桃了。可是你知道吃進肚子裡的楊桃只是「楊桃」的

果實喔。可能你已經被搞混了，讓我們來好好認識一下

楊桃吧。

楊桃屬於酢漿草科，又可稱為五稜子、五歛子。它

的原產地不確切，大致在印度尼西亞摩洛加群島。不過

在馬來西亞及東南亞栽培歷史很久了。楊桃為常綠性灌

木，樹高可達8—15公尺。它的葉子為奇數羽狀複葉，

小葉對生，全緣，成卵狀橢圓形或倒卵形，先端尖短，

基部鈍或歪斜。幼枝或葉柄上有絹絲狀毛，枝條濃密且

會下垂。每年到了4月至9月時會開花。楊桃的花小小

的，會由葉腋長出或側邊生於枝條及樹幹上，，呈淡紫

色。特別的是楊桃開花結果與一般果樹不同，楊桃開花

多在老枝條，所以不得過分修剪整枝。果實則在5月至翌

年3月間成熟，呈現卵狀橢圓形，表面則有5—6稜，橫

斷面為星狀。果皮是金黃或淡黃色半透明至琥珀色。楊

桃的種子數則因品種而異，種子扁扁的，呈卵或橢圓

形，種子殼是褐色。

千萬不要認為只有楊桃的果實具有食用性，其實楊桃的根、枝、葉、花、果均可供藥

用。本草綱目上有記載：「果，主風熱，生津，止渴。」楊桃的果肉多汁，成熟的果實甘

酸均勻，具有特殊芬香，有酸甘二種。成熟的果實除了供生食外，拿來煮食、或做為蜜餞

均是可以的。而它的根具有濇精、止血、止痛的功效。另外楊桃的枝葉則具有散熱毒、利

小便的功效。最後別小看它小小的花唷，花則是具有清熱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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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讓我們拈花惹草去

學名：Averrhoa carambola.

科別：酢漿草科

別名：五稜子、五歛子

原產地：亞洲

花期：每年4—9月

小 檔 案

夏天時，吃著醃製過後的楊桃，真的很

消暑。後來才發現我常吃到的楊桃，原來就

種在學校樹的原住民那區，靠近圍牆那塊。

我後來發現其實它的葉子也很像楊桃的形狀

喔！我想我也該多觀察它的其他部位，不要

每次都只注意到它的果實而已。

教學指導小站

◎ 多用途的果實　　◎ 開花的位置

觀察放大鏡

◎ 在校園的何處，你發現了楊桃樹的蹤影呢？

◎ 楊桃樹開花時，它的花是什麼顏色呢？

◎ 楊桃樹的各個部位的功用是什麼呢？

也很像楊桃形狀的葉子

結滿楊桃的楊桃樹



薔薇
美麗純真的愛戀 彭嘉賢老師整理

薔薇以華麗美艷及芬芳深受很多人的喜愛，它的花

色及種類豐富，姿態美麗艷麗，並代表著羅曼蒂克的愛情意念。有些野薔薇，會散發出很

濃的香味，因此有人想到可以它用來做香水，提煉出香精來，早在唐朝，就已經有人開始

用薔薇製作香露了。

不過，薔薇跟玫瑰的花名我們都常常聽到，但是它們差別到底在哪裡呢? 在此為大家做

簡單的說明。玫瑰和薔薇是同屬薔薇科薔薇屬的姊妹花，因此，它們的形態十分相似，很

容易使人混淆。玫瑰的枝條較為直立，玫瑰輕干粗壯。而薔薇植株較高，但莖干輕長，枝

條蔓生或攀緣。薔薇的莖刺較大且一般有鉤，每節大致有3、4個玫瑰的莖密布著絨毛和如

針狀的細硬刺且莖呈黑色。薔薇的小葉為5－9片，葉緣有齒，葉片平展但有柔毛玫瑰小葉

也為5－9片，但葉片下面發皺，葉背發白有小刺，整個葉片也較厚且葉脈凹陷。

種植薔薇需要在充分日照，排水要十分良好環境，否則容易得白粉病，也因此最好採

行高畦種植。空氣中宜保持濕潤之環境。土壤鹼性為佳。生育適溫15--25℃之間，30℃以

上，則生長緩慢且花朵變小，花色變淡而不鮮艷。開花後，宜及時修剪，以促進萌生新

芽，但切口宜斜切45度而且平整，否則容易造成枯死。此外，由於病蟲害甚多，所以平時

宜定期噴灑殺蟲及殺菌劑，如此才能確保花朵及葉片之優良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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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Rosa spp

科別：薔薇科

別名：雜交玫瑰

原產地：北半球的亞洲、歐洲

和美洲

花期：全年開花

小 檔 案

四季一年都能開花，這樣我們就能常常

看到牠的美麗花朵了。薔薇的莖有好多刺，

若是不小心碰到牠就會被刺到，真是好危

險。

教學指導小站

◎ 葉形　◎ 花形、花色　◎ 果實的顏色形狀

觀察放大鏡

◎ 薔薇的哪個部分會造成危險？

◎ 薔薇的葉子邊緣長的像什麼形狀？

◎ 薔薇的適合在溫度多少的環境中生長？

薔薇 薔薇 薔薇



七里香
奶奶的花露水 吳岷秦老師整理

「那飽滿的稻穗幸福了這個季節，而妳的臉頰像田裡

熟透的番茄，妳突然對我說七里香的名字很美，……」

記得周杰倫有這首「七里香」嗎？其實它的本名是月橘，因為開花時會散發出濃郁的香

氣，老遠就聞得到，所以才會有這個別名。

七里香我們常常在路邊看到它們成群結隊地長在一起當圍籬，在四到六月時會有一叢

叢可愛的小白花散發出香味，好像七里那麼遠都聞得到呢！花謝之後就會結出可愛的紅色

小果實。摘一片它的葉子，透過光線看一看，有小小的透明點。像橘子、檸檬、柚子、七

里香的葉子，都可以看得到，因為它們在葉子上有「油點」，因此葉子經搓揉後會有香味，

這是「芸香科」植物的特徵。

七里香全株光滑無毛，葉為互生，奇數羽狀複葉，小葉三 至七枚，呈卵形至倒卵形，

全緣，表面有光澤。初夏至初冬為花期，花序繖房狀， 頂生或腋出，萼瓣各五片，花冠白

色，花香濃郁，能傳揚很遠。十枚雄蕊中，五長五短，也是它奇特的地方；漿果球形，成

熟後變成深紅色 ，徑約一公分。 月橘原產於臺灣全島低海拔山野，數量並不很多；但各地

平原的郊區乃至市區的 校園、公園、私人宅院及人行道邊，都有它的族群。它常以綠籬的

姿態成排成列地栽 植，要摘果賞花，絕對不成問題。 月橘的可食部位是花和成熟的果實。

花朵漂洗後曬乾，泡茶飲用或加入蛋花湯、 榨菜肉絲湯中當自然香料。紅熟的果實可連皮

生吃，也可混合各種水果榨汁飲用 ，滋味還不差。

它 的 香 氣 真 有 七 里 之 遠

嗎？當然那只是形容詞而己。

樹皮具有殺菌作用，果實成熟

時為紅色，是鳥類、松鼠的食

物。因生長緩慢材質緻密堅

硬，為良好的農具、手扙及印

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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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Murraya paniculata.

科別：芸香科

別名：七 里 香 、 十 里 香 、 石

松、四時橘

原產地：台灣

類型：一年生草本

花期：初夏至初冬

小 檔 案

七里香的香味真能傳這麼遠啊，真特

別。我常在公園或者在別人家的庭院聞到這

種味道，原來就是鼎鼎大名的月橘。其實它

的小白花也很漂亮，改天我要再停下來多仔

細觀察觀察它。

教學指導小站

◎ 科別及其特徵　　◎ 開花的季節

◎ 生長的地方

觀察放大鏡

◎ 芸香科的植物有什麼樣的特徵呢？

◎ 為什麼會有別名呢？

◎ 各個部位有什麼用途呢？

圓圓的小葉子成熟的果實



山茶花
世界名花 廖偉廷老師整理

『山茶花』又名茶花，自古為傳統名花，中國大陸雲

南省為茶花之祖。歐美不產茶花。在公元1677年，山茶

花經由甘寧醫生帶回英國後，英人為之瘋狂，故享有

「世界名花」的美稱，成為社交界仕女閨媛的最愛。文豪大仲馬因喜愛茶花，創作了一位喜

愛茶花的女子瑪格莉特，將其寫入書中成了世界名著《茶花女》。作著似乎以茶花來代表女

主角，雖然命運坎坷卻人格高貴，正如茶花不畏風霜。茶花不僅讓歐洲的社交界瘋狂，美

國的人民也對茶花有濃厚的興趣。加州的首都Sacramonto，市民們將茶花定為該市的市

花，使得該市被暱稱為「茶花城」，市府將茶花盛開的三月定為「茶花節」，每年都有很盛

大的慶祝活動。

茶花又叫曼陀羅樹，武俠小說大師金庸的天龍八部中就提到曼陀羅花。書中的男主角

段譽生長於茶花之鄉雲南，熟知茶花的生長習性與花譜，因此得以在女主角王語嫣的家中

充當園丁，照顧滿園各式的曼陀羅花。也同時獲得許多與女主角接近的機會，茶花可說是

他們兩人的紅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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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Camellia japonica.

果實：紅褐色。蒴果近球形，

徑約2至3cm。果期為9、

10月。

特性：山茶花不像茶花一樣，

整個花朵掉落下來，而

是花瓣一片片地慢慢凋

謝，直到生命結束。

小 檔 案

山茶花好可憐喔，天氣一熱起來他美美

的花瓣就開始掉下來，而且還腐爛了。

教學指導小站

◎ 不畏風霜越冷越開花

◎ 世界之花原產於中國雲南

觀察放大鏡（想讓學生觀察的活動部份）

◎ 山茶花的家在哪裡？

◎ 它通常在什麼時候開花？

山茶花山茶花



月桃花
粽子的好夥伴 吳岷秦老師整理

每到六月時，大家總在盼望端午佳節的到來，此時

會傳來陣陣粽香味。小朋友，你知道包粽子的粽葉是從

何而來的嗎？沒錯，就是月桃花的葉子。

月桃花屬於多年生草本植物，高度約在1－3公尺之間。葉片呈長披針形，花成串地懸

掛在下垂的花序上。葉緣生有細毛，葉鞘甚長；圓錐花序下垂性，長20∼30公分。花漏斗

狀，花萼管狀，花冠中的唇瓣大型而帶黃色，並具有紅點及條斑。種子多數，藍黑或藍灰

色，具有白色膜質的假種皮。果實球形，表面有許多縱稜，未成熟時是鮮綠色，成熟時則

為艷紅色，非常玲瓏可愛。月桃花分布在全島各地亞熱帶低海拔山區，非常普遍。它具有

極高的藥用、食用、觀賞價值。

自古月桃就深具民俗味：葉鞘曬乾編成草蓆，月桃葉可以枕墊糕粿、包粽子、種子可

做「仁丹」。葉鞘甚長，相互緊抱排列成桿狀，可成為繩索之代用品。端午節前後正是月桃

盛開時，欲賞月桃花可到郊野淺山，它的花可要近近地看，看它的瓣裡吐出黃唇的美妙，

花朵極易淍落，不適合取回家當插飾。

更特別的是有三種蝴蝶以月桃維生，其中黑蝶及大白紋蝶食用它的葉片，而白波紋小

灰蝶則取食它的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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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Alpinia speciosa(Wendl.)

K. Schum.

科別：薑科

別名：豔山薑、玉桃、良姜、

虎子花

原產地：低海拔山區林蔭下

類型：多年生大型草本

花期：每年5月至7月

小 檔 案

每次到了端午節，聞到那陣陣的粽子

味，口水都忍不住要流下來了。以往我們都

只會注意到植物比較明顯的地方，從來都沒

有很注意過任何一種植物的各個部位特別之

處。月桃花就是這種會讓大家驚訝它竟會有

如此多功用的植物。

教學指導小站

◎ 葉子的功用　　◎ 花的外型

觀察放大鏡

◎ 有哪些動物是以月桃花維生的？

◎ 月桃花是以什麼方式繁殖後代的？

月桃花 月桃花



五葉松
樹的老公公 彭嘉賢老師整理

在山水國畫中很常見古松入畫中，自古以來松樹就

象徵著長壽不老。其挺拔矗立之身軀，堅定之精神如同

一位屹立不搖、堅忍不拔的長者，令人景仰、佩服稱

道。

台灣五葉松為台灣的特有種，樹幹通直，成樹的幹

皮為暗灰色至黑褐色，幼樹的樹皮為平滑的灰褐色，鱗

片略具層次，呈鱗狀開裂，皮孔不明顯，外皮硬脆。老

則呈淺龜裂或不規則淺溝裂，齡屆22年後開始出現龜甲

狀之裂紋, 越老越明顯並呈薄片狀剝落。葉五針一束，毬

果為長橢圓形或是卵形，果鱗則為長橢圓形，內含兩枚

種子，種子有翅，可以藉由風力播種。其好生長海拔

300~2300公尺之地區，尤好混生於中低海拔之樟櫟群

叢，中部山區尤其多見之。五葉松由於其樹形特殊而極

具觀賞價值，所以本種幼樹常為盆栽的材料，亦為重要

綠美化樹種。

近年來，受到健康食品盛行的影響，經過專家研究

後發現，五葉松的松葉汁含多種營養豐富的維生素A、

C、單寧酸、葉綠素，並有抗氧化劑，可抗衰老、預防

心臟病、老年痴呆，並且有降血壓、治療疲勞暈眩、保

養皮膚、增強免疫力.．．．等等神奇功效。在本草綱目

中，稱松葉為仙人之食。此外，其木材亦可供作建築、

橋樑與火柴梗的原料，因此五葉松的利用價值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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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Pinus morrisonicola

科別：松科

別名：玉山松、短毛松、山松

柏

原產地：台灣

小 檔 案

五葉松啊！五葉松為什麼你沒有葉子

呢？啊！我知道了綠色一枝枝的就是葉子，

而且針葉近看都是五根為一束，怪不得又被

稱作五葉松或五針松。五葉松的樹皮都像是

龜殼的裂紋，好特別喔！五葉松的種子尾端

帶有長翅，可以飛翔在空中，而且傳播到很

遠的地方，兄弟姐妹們才不會互相爭食，真

是聰明呢！

教學指導小站

◎ 葉的特徵　　◎ 果實　　◎ 樹皮

觀察放大鏡

◎ 五葉松的球果一次長幾枚？

◎ 五葉松的樹皮裂紋，形狀像什麼呢？

◎ 五葉松的哪個部位可以做成進康食品飲用呢？

◎ 請仔細觀察五葉松的松果鱗片的內部有什麼發

現？

五葉松

五葉松



玫瑰花
爭豔鬥麗的花中之后 彭嘉賢老師整理

一說到玫瑰，大家都會聯想到玫瑰是代表愛情的信

物，尤其在情人節時，讓無數男孩子鼓起勇氣，捧著它

們送給喜歡的女生！因為大部分的女孩子都很喜歡男孩

子送她如此高貴的玫瑰花。花語中代表著男孩子說不出來的愛意。玫瑰花那艷麗豐富的色

彩及濃郁的香氣，的確能迷倒眾生。此外，玫瑰花還有一個很大的優點,那就是一年四季均

能開花，玫瑰花集那麼多的優點於一身，難怪能吸引眾人欽羨的目光。

不過玫瑰花雖然漂亮，枝條卻有銳利的剌，就像一個女孩子要保護自己一樣。玫瑰花

的顏色也像女孩子穿著不同顏色的衣裳一般，花色十分鮮豔多變化，有白、紅、黃、粉紅

等等…，而它的香味就像女孩子擦著濃濃的香味一樣濃郁芬芳。玫瑰的用途很多，花朵可

以插花，抽香精，製香水。另外，『本草綱目』記載：「玫瑰花食之芳香甘美，令人神

爽。」現代中醫認為，玫瑰花性溫，味甘，有理氣解鬱和血散淤的功效，可以治療肝胃氣

痛、可以說是用途極為廣泛的花卉。

種植玫瑰，需要在肥沃、排水良好之微酸性粘質壤土，及日光、空氣通透性良好而無

風的環境。若在蔭蔽處開花將不良或不易開花，通風不良易生病蟲害。玫瑰花在台灣非常

容易得病；黑點病幾乎是全年都會發生，症狀的葉柄、葉片產生黑褐色斑點， 嚴重時葉片

變黃自葉柄脫落。開花期間，每10天薄施草花液肥1次，可使花期延長。為了使盆栽玫瑰花

能開的更大而多，通常花苗幼小時所萌生的花蕾應要及早摘除，等花苗生長了半年左右，

在令其開花；如果要得到較大的花朵，則每一枝條只保留主花蕾，將側蕾摘除。因此，要

照顧美麗的玫瑰花需要多一點的耐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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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Rosa

科別：薔薇科

別名：庭栽，盆栽，觀賞、插

花

原產地：分佈在北半球的亞洲

和美洲、北美洲

花期：全年開花，9月至隔年4

月品質最佳。

小 檔 案

教學指導小站

◎ 葉形　　　　　　◎ 莖的特色

◎ 花形、花色　　　◎ 果實

觀察放大鏡

◎ 玫瑰的枝條上有什麼特殊的構造？

◎ 如何使玫瑰花的花期延長？

◎ 玫瑰花的顏色豐富，你知道有哪些顏色呢？

玫瑰花玫瑰花 玫瑰花



美人蕉
不對稱的美感 楊彩貝老師整理

美人蕉又名「曇華」或「蓮蕉花」，因有大的長橢圓

形葉，葉形極似芭蕉，而又有假雄蕊形成鮮豔的花瓣

狀，開出來的花有紅色、白色、黃色，顏色種類多且非

常燦爛耀眼，具有「美人」之姿，故名美人蕉。根據植

物的分類，美人蕉跟芭蕉都是單子葉植物，但是美人蕉

屬於曇華科，而芭蕉屬於芭蕉科，兩者是不同的科別。

美人蕉的花有不對稱的美感，它的花萼和花瓣很小，一點都不起眼，而寬大豔麗的假

花瓣，其實是雄蕊特化而來的。傳說美人蕉是佛陀的腳趾流出的血。惡魔提婆達多用大石

頭偷襲佛陀，還好在大石頭尚未擊中佛陀前，就已粉碎為上千個小石片，但是還是有一片

擊傷了他的腳趾頭，腳趾頭流出的鮮血被大地吸了進去，隨後便長出了一株美麗而鮮紅的

美人蕉。

美人蕉的果實為綠色長卵形的蒴

果，表面有軟刺，摸起來觸感很特

別，碩果裡有黑黑、圓圓又硬硬的種

子，歐美地區的居民稱它為印地安人

的子彈，種子還可以收集起來縫製成

沙包來玩，或加工做成首飾品，也可

以用空的筆管來玩吹彈遊戲呢！

美人蕉喜歡生長於濕潤之土壤，它一

年四季開花不絕，為極佳的庭園觀賞植

物。

63

聆風

步道

向陽

步道

樹的

原住民

瓜棚

教室

春風

廣場

急速

冰原

學名：Canna spp.

科別：曇華科（美人蕉科）

別名：蓮召花、蓮招花、連招

花、鳳尾花、小芭蕉、

五筋草、破血紅、曇華

原產地：印度、馬來西亞、南

美洲、非洲等熱帶地

區。

類別：多年生直立草本

花期：全年，但夏天開花最盛

小 檔 案

美人蕉的花很漂亮，而且名字非常好

聽，原來美人蕉的種子可以當子彈，跟同學

玩叢林戰一定很好玩。美人蕉的用途很廣，

不但可以美化環境，而且種子還可以加工做

成首飾品呢！我想為它出一道謎題：多吃香

蕉可以變美人喔！（猜花名）

教學指導小站

◎ 美人蕉喜歡的生長環境

◎ 美人蕉花的構造

觀察放大鏡

◎ 美人蕉的葉子是什麼形狀？

◎ 美人蕉的假花瓣是什麼特化而成的？

◎ 美人蕉的果實摸起來觸感如何？

美人蕉花美人蕉果實



情人菊
俏麗親切的姑娘 楊彩貝老師整理

楊心國小校門口種了一大片情人菊。春天時，好多

情人菊同時開放，微風吹來，情人菊搖曳不停，蜜蜂蝴

蝶都趕來採蜜，這樣生意盎然的景象，不僅帶給全校師生好心情，連往來的貴賓也很愛欣

賞。

情人菊長得漂亮、俏麗，非常受人歡迎，它是菊科宿根草本植物，因為葉子、花形都

和黃花的瑪格麗特很相像，所以兩者經常分不清。仔細瞧瞧情人菊和蓬蒿菊(馬格麗特)的特

徵，情人菊的葉為互生羽狀裂葉，而馬格麗特的葉也是互生羽狀細裂，這點兩者是相似

的，但情人菊的花是單瓣，花冠成黃色，而蓬蒿菊的花有單瓣、重瓣之分，單瓣者花朵較

小，但花的數量大；重瓣者花朵較大，但開花數較少，仔細觀察，還是可以區分出來的。

種植情人菊以春天和秋天為適合的季節，並以扦插法繁殖，土質以砂質土最佳，日照

及排水需良好，最好每隔一至二個月施肥一次，情人菊主要花期集中在5-10月，只要有適

當的溫度、日照及排水，花期可以長達一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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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讓我們拈花惹草去

學名：C h r y s a n t h e m u m

frutescens cvChrysaster.

科別：菊科

類型：草本植物

科別：菊科宿根草本植物

花期：春季開花，花期長約一

個月

小 檔 案

情人菊的葉子很特別，好像被人撕裂開

一樣，不像其他樹葉是完整的。校門口一大

片情人菊一起開花時很漂亮，也引來很多蜜

蜂、蝴蝶採蜜。我想為它出一道謎題：一對

情人種植的菊花。（猜花名）

教學指導小站

◎ 情人菊葉的生長方式

◎ 情人菊的生長環境

觀察放大鏡

◎ 情人菊常在何時開花？

◎ 情人菊葉子是什麼形狀？

◎ 情人菊花瓣是單辦或重辦？

情人菊葉裂開

情人菊 情人菊



黃椰子
細細瘦瘦的黃公子 楊彩貝老師整理

黃椰子由於樹幹、葉柄、葉片均為黃褐或黃綠色，

因此被稱為「黃椰子」。黃椰子長得細細瘦瘦的，它的葉

子和樹幹在椰子中可以算是比較纖細的。

黃椰子的葉子像羽毛，稱為羽狀複葉，這些羽狀複葉成叢的生長於枝幹的頂部，葉子

基部的葉柄延展而變成刀鞘的形狀，我們稱為葉鞘，黃椰子葉鞘層層包裹形成光滑的段

落，葉鞘掉落後會留下環痕，環痕是黃椰子樹幹特殊的特徵。

你知道嗎？修剪棕櫚科植物時，像黃椰子、椰子、大王椰子、酒瓶椰子甚至檳榔樹，

只能修剪他的葉子，不能把它頭剪斷，千萬不能傷害到它的頂芽，否則就會危害到他的生

存唷！黃椰子有一個很好玩的地方，就是我們可以利用它的小葉子來做草編，利用靈活的

雙手編出蚱蜢、魚等動物，有空時你也來試試

看吧﹗

每年的四至六月，在楊心國小「樹的原住

民」區，你可以看到黃椰子開出黃綠色又芳香

的小花，仔細看看它的種子外面具有絲狀纖維

質喔！觀察黃椰子的根部附近，你是不是有看

到旁邊長了很多小椰子樹苗呢﹖

黃椰子的故鄉在馬達加斯加島，它的果實

成串又成團、橙黃色且外型小巧，搖曳生姿時

格外惹人垂愛，由於它的生長形式非常獨特，

是學校、公園與庭園常見的景觀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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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Chrysalidocarpus luter-

cens.

科別：棕櫚科

別名：散尾葵、黃蝶椰子

原產地：馬達加斯加島

類別：木本單子葉植物

花期：四至六月

小 檔 案

黃椰子長得瘦瘦細細的，看起來很嬌

弱。它的旁邊地上長了很多小株的植物，仔

細一看，原來都是小黃椰子，黃椰子一顆顆

絲狀纖維的種子都長出葉子了！我想為它出

一道謎題：黃爺爺生了一位兒子。（猜植物）

教學指導小站

◎ 黃椰子的葉與葉鞘

◎ 黃椰子的環狀樹痕

觀察放大鏡

◎ 黃椰子葉子與葉鞘的特徵？

◎ 黃椰子莖的特徵？

◎ 黃椰子種子的特徵？

黃椰子葉片黃睟藤



落雨松 （落羽松）

葉片像羽毛一樣會掉落的杉木

吳秀玲老師整理

大家好！我是落雨松（也是落羽松），我來自北美，

所以也有人稱我為美國水松，葉序二列狀叢生，單葉，

狹線形。秋冬季節，我的葉子掉得一乾二淨，看起來像

枯死一般。

我的葉色呈淡黃色，小枝互生。我的花期為晚春初

夏，花小或不明顯，通常採用播種法來繁殖。

我是屬於觀果植物，果色為濃紅、暗紅至紫褐色，

繁殖上可採用播種或阡插兩種方法。我可以長高到40公

尺高，由於我的祖先來自北美洲沼澤區，而沼澤地的土

壤含氧量低，因此我必須從泥地裡鑽出柱狀的呼吸根呼

吸，或者是從根部生出屈曲膝根，我的樹幹周圍有瘤狀

或膝蓋狀的呼吸根，以利吸收空氣中的氧氣。我到台灣

之後，在適當的潮溼地區，仍能見到我鑽出來呼吸的模

樣。我可是雌雄同體的唷！3至4月是我開花的時間，記

得來看看我，有許多庭園都少不了我去擔任模特兒，我

會讓你們的庭院美侖美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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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讓我們拈花惹草去

學名：Taxodium distichum(L.)A.

Rich.

科別：落葉性杉科

別名：落杉羽、美國水松

原產地：北美

用途：庭園造景、行道樹栽種

花期：晚春初夏

小 檔 案

看看一整排落羽松長得好棒啊！而且都

好高！有四五層樓吧！落羽松的葉子好美，

像一串又一串的小瀑布。如果下了小雨，雨

珠還會變成一棵一棵的小水珠串在上面，超

級漂亮！下次叫他瀑布樹好了。我們學校的

落雨松才剛開始栽種，我們一定要愛惜他，

期待他快快長成大樹。

教學指導小站

◎ 從落雨松身上就可以感覺四季的變化，秋冬時

就是蕭條淒涼的氣氛，晚春時小花即探出頭

呢！

◎ 落雨松是雌雄同體，小朋友可以仔細觀察雄花

呈卵形，為下垂之圓錐花序；雌花單生或雙

生，大致呈現球狀。

觀察放大鏡

◎ 落雨松的葉形、葉片顏色及排列是如何？

◎ 什麼時候落雨松會顯得光突突？

◎ 在沼澤區生長的落雨松用什麼方法讓根呼吸？

楊心國小的落羽松

葉片如羽毛的落羽松



鳳凰木
火傘 廖偉廷老師整理

驪歌初動，離情轤轆，驚惜韶光匆促……去矣男

兒，切莫躑躅，矢志復興民族」，有聽過這首歌嗎？嗯，

每當驪歌響起，就是畢業季節到了！這個時候，是夏天

來臨的六月天，正好是鳳凰花開的季節，鳳凰木著上一

身火紅的大禮服，伴隨著驪歌，在畢業之際歡送畢業生。

熾熱的六月天，大太陽底下，大多數的花兒都被曬的暈頭轉向，難見春季時五顏六

色、百花齊放的景象。此時只見少數幾種植物，鳳凰木就在其中，辛勤的扛下為大地裝扮

的重責大任，讓綠意昂然的夏季增添許多色彩。

貪玩的孩子最愛在樹蔭下玩耍，順便撿拾鳳凰木的花與豆莢，分別把它製作成書籤以

及當成關刀來玩耍，但是千萬要小心，不要誤食了它們，否則會中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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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Delonix regia.

葉：為二回羽狀複葉，小葉長

約一公分、長橢圓形，３

∼ ４ 枚 輪 生 ， 葉 面 有 光

澤，小葉數百枚，狀似羽

毛，十五至三十對，每一

羽 片 有 小 葉 二 十 至 四 十

對，因此一片葉子的小葉

總數可達數千枚。

小 檔 案

鳳凰木好高大，約有五樓高，而且分叉

的又厲害。摸樹根就會發養、長紅疹，應該

有毒。

教學指導小站

◎ 葉片大型輕柔，小葉細小如羽。

◎ 夏季開滿火紅色的花。

◎ 樹幹灰褐色，大樹有板根。枝葉開展形成傘蓋

形樹冠。

◎ 莢果如大彎刀，暗褐色，堅硬。

◎ 花朵、種子有毒。

觀察放大鏡

◎ 鳳凰木在校園的哪個角落？

◎ 鳳凰木在哪一個季節綻放？

◎ 鳳凰木的身高有多高？

鳳凰木 鳳凰木



繁星花
落入凡間的星星 廖偉廷老師整理

繁星花是來自非洲的客人，外形美觀而討人喜愛，人們又叫它作星形花或是雨傘花，

這樣的名稱都是因為它有著好像星星一般的花朵，小花們喜歡生長在一起，看起來就像是

有許多星星聚在一起玩耍，因此才有「繁星花」的稱呼。另外，還有人叫它「草本仙丹

花」，它跟仙丹花的模樣兒還真的滿像的呢！不過，仙丹花的花瓣只有四瓣，而繁星花則有

五片花瓣，所以我們還是可以很清楚的分辨出它們唷！繁星花的葉子，被葉脈刻劃出一條

一條的痕跡，在陽光的照射下，葉面顯得油油亮亮的，可是摸起來的感覺卻是有點粗糙，

而背面的葉脈非常明顯，可以閉著眼睛摸出它的形狀喔！而繁星花整株都披著一層細細的

絨毛，連葉子也是一樣，所以摸起來會有點不太舒服呢！

你知道繁星花喜歡在什麼樣的環境下生活嗎？它最喜歡陽光充足的地方了，如果它是

長在大樹底下，而照不到陽光的話，就不容易開出美麗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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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讓我們拈花惹草去

學名：Pentas lanceolata Deflers.

葉：成株亞灌木叢狀，單葉、

對 生 、 全 緣 、 粗 糙 、 紙

質，披針形。

特性：耐旱、抗高溫

小 檔 案

它的花朵可愛又漂亮，讓我想好好愛護

他。

教學指導小站

◎ 葉形　　　　　◎ 開花時節

◎ 開花部位　　　◎ 花形、花色

觀察放大鏡

◎ 繁星花何時開花？

◎ 繁星花喜歡濕潤還是乾燥的環境？

◎ 葉子的觸感如何？

繁星花 繁星花



巴西橡膠
最有經濟價值的原料 吳岷秦老師整理

巴西橡膠樹是落葉性大喬木，有豐富的乳液。葉子為互生，掌狀複葉，具3枚小葉，葉

柄長達15㎝，頂端有2個腺體，呈小葉橢圓形，長有10∼25㎝，先端漸尖，基部楔形，全

緣兩面無毛。花則是雌雄同株，花小小的，是黃白色，圓錐狀聚繖花序腋生，被灰白柔

毛；沒有花瓣，萼為5裂片。雄蕊合生成筒狀。子房3室，每室一胚珠；蒴果橢圓形，徑約5

㎝，3縱溝，內果皮厚，木質，種子長約2.5㎝，有光澤及斑紋。

巴西橡膠樹原產於熱帶的亞馬遜河流域，現廣栽植於南洋地區的爪哇、蘇門答臘、馬

來西亞、錫蘭。，臺灣引進零星栽培，曾作經濟栽培，但產乳的狀況不甚理想。巴西橡膠

樹是最重要的天然橡膠植物。樹液供作天然橡膠，在人工橡膠尚未合成之前，巴西橡膠樹

是極少數可提製天然橡膠的植物，二次大戰前，為重要的橡膠製品的原料，在人類文化歷

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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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Calix babylonica.

科別：大戟科

原產地：南美亞馬遜河流域

類型：落葉喬木

小 檔 案

大家可別小看我樹幹流出的乳液喔，千

萬不要覺得噁心。它可是你們日常生活中很

多物品的原料喔，若是沒有我，蠻有可能會

造成大家生活的不方便。雖然在台灣不常

見，但是只要在熱帶地區，都可以看到我的

蹤影的。

教學指導小站

◎ 生長地：熱帶地區

◎ 樹液的功用：作為天然橡膠，為重要的橡膠製

品的原料

觀察放大鏡

◎ 除了可作為橡膠製品的原料之外，你還知道橡

膠樹有什麼功能嗎？

◎ 巴西橡膠樹的葉子有何特徵呢？

◎ 巴西橡膠樹的花外型為何？

巨大的氣根生長茂密的葉子 巨大的樹型



亞歷山大椰子
請別叫我檳榔樹 彭心晏老師整理

亞歷山大椰子為單幹的椰子類，樹幹細長，有些和

大王椰子混植在一起，但只要從樹幹的粗細，不難分辨

二者的不同，亞歷山大椰子的樹幹顯然消瘦許多，如果大王椰子長得像魁武的武士，亞歷

山大椰子就像是玉樹臨風的文人，而二者都是剛直不阿的勇者。

株高20~30公尺，樹幹單生，灰褐色，無分枝，直立，莖幹上有密而顯著的環紋，基

部略膨大。葉叢生於幹頂，羽狀複葉，葉背灰白，側脈1~2條，全裂，小葉為線狀披針，先

端尖銳或作二齒裂，總柄肥厚寬闊，葉柄背面凸隆宛如龍骨，上面有小溝，葉鞘為圓筒

狀，不具纖維。雌雄同株，肉穗狀花序，佛燄苞2枚，花序成串下垂，淡黃色。果實呈球狀

橢圓形，成熟時，由綠轉紅再轉黑色，種植12~15年，

始開花。繁殖方式為種子繁殖。每4-5年移植1次，4-5

月為移植適期。其外形乍看下酷似檳榔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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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Archontophoenix alexan-

drae

科別：棕櫚科

原產地：原產澳洲、熱帶亞洲

類型：常綠大喬木

花期：一年四季

小 檔 案

細長的亞歷山大椰子，站在草地上彷彿

檳榔兄，可是怎麼從來都不長檳榔呢？體態

優美的亞歷山大椰子，不論晴天、雨天或大

風，他依然像個美麗而快樂的舞者。直聳高

大的亞歷山大椰子，他像是大巨人的雞毛撢

子。媽媽說是大巨人留下來的，但是，我覺

得是外星人種的才對。

教學指導小站

◎ 花形、花色 ◎ 葉形

◎ 樹幹

觀察放大鏡

◎ 亞歷山大椰子的樹幹摸起來有什麼樣的感覺？

◎ 亞歷山大椰子在哪個季節開花？

◎ 亞歷山大椰子的花形像什麼？

◎ 亞歷山大椰子的葉形？

高聳的巨人長得很像檳榔花節但不是喔！



楊心是個大家庭，

每天，我們在這生活、學習，

生命一直不斷延續下去，

人去人來，

而楊心依然在此。

生命與環境是如此緊緊相依，

愛惜這塊土地上的一草一木，

就是讓我們擁有更美好的將來！





瓜棚教室

在校園的一隅

蜷曲的瓜藤在棚架上

織出一片綠色的帷幕

苔蘚默默的站在牆頭

薜荔悄悄的往上依偎

綠色的生命力

在藤蔓的虯結下

無限延伸皕延伸皕



苔蘚
大地的新衣裳 江孟涵老師整理

在石縫間及一些陰暗的角落，你是否曾注意到；有一群其貌不揚而又渺小的植物，正

悄悄展現他們的生命力，這就是苔蘚植物，苔蘚包括有「蘚綱」、「角蘚綱」及「苔綱」三

大綱。蘚苔類植物因為缺乏運輸水分和無機鹽類的維管束,只能靠擴散和滲透獲得所須水分

和無機鹽類,因此體型都很小,不超過20公分，沒有真根，只有假根。部份完全沒有莖，根、

葉的分化為苔類，部份則有莖及葉的雛形為蘚類，屬於較低等而原始的陸生植物。

雖然苔蘚植物不像一般植物多采多姿，有美麗的花或樹葉，但蘚苔類植物在植物的演

化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代表著從水生生活逐漸過渡至陸生生活的類型，為最早定居陸地的

植物，苔蘚植物多喜歡生長在潮濕的環境，無論岩石上、樹皮上、樹葉上、泥土上，甚至

水底，都可以看到他們的蹤跡。苔蘚類植物雖然渺小，但對大自然及人類有許多幫助，例

如：有助於形成土壤，防止水土流失，並提供食物給鳥類及哺乳類動物，也可作為空氣污

染的指示植物，甚至用作肥料、燃料或作為葯材，真的很神奇喔！下次當大家在校園玩耍

時，別忘了停下腳步，留意一下這些神奇的綠色小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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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蘚很特別，喜歡生長在濕濕的地方，

長得綠綠小小的，一不小心便會忽略它的存

在，我覺得苔蘚很像爛爛的蔬菜，又像一片

片的幸運草，我最喜歡苔蘚，因為它生命力

很強，只要潮濕的地方就能生長。

教學指導小站

◎ 顏色、體形　　　◎ 適宜生長的地方

◎ 繁殖的特色

觀察放大鏡

◎ 在校園中，哪裡可觀察到苔蘚？

◎ 苔蘚植物是否有根莖葉分化？

苔蘚 苔蘚 苔蘚對比圖



垂柳
婀娜多姿的舞者 林上翔老師整理

池塘旁或湖邊，常常可以看到像是隨著風在跳舞的

植物，而且它的樹枝及樹葉好像快要垂到水面了，你認得出這是什麼植物嗎？它就是垂

柳，它既是婀娜多姿的舞者，也是玉樹臨風的俠客唷！

垂柳屬於落葉喬木，株高5~15公尺，幹粗大，柳枝細長，柔軟下垂，紅褐或紫色。葉

互生，線狀披針形，具細鋸齒，長4~7公分，寬0.7~1.1公分，無毛。雌雄異株，雄花穗長

2~4公分，黃綠色，雌穗較短，平滑。蒴果狹圓錐形，2裂。此外垂柳還有其它的用途，例

如：庭園樹，遮蔭樹，行道樹等。

樹皮含鞣質；材質較旱柳差，可作器具和造紙原料；柳絮可填塞椅墊和枕頭；枝和鬚

根能祛風除濕。日照需充足春夏季為移植適期，淺根性且需經常修剪為其缺點。整枝時期

以12月∼2月為宜。先使植株生長4∼5年後，再將幹截為5∼7公尺高，使下枝垂至地面。

喜歡水及濕地每年宜施用腐熟堆肥，促使發育以種子或扦插法繁殖。於3月上旬，剪取20∼

30公分長度一插穗（2∼3年生）行扦插繁殖發根率甚高。生長速（1年約1公尺高），萌芽

力甚強。栽培土質不拘，但以肥沃濕潤之粘質壤土且日照充足者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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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Calix babylonica.

科別：楊柳科

別名：柳、水柳、垂楊柳、清

明柳

原產地：中國大陸

花期：花期4月

小 檔 案

經由老師的介紹我才知道原來垂柳的莖

和皮可以治療風濕骨痛和解熱，我非常的驚

訝，原來垂柳的用處這麼多，不但可以美化

環境又有治療的效果，我一定要介紹給阿公

知道。

教學指導小站

◎ 根、莖、葉、花的特徵

◎ 種植地點的介紹

觀察放大鏡

◎ 那一種環境較適合垂柳生存呢？

◎ 垂柳的樹枝是如何往下垂的？

◎ 垂柳的花是什麼顏色？長的什麼樣子？

◎ 學校中的垂柳生長在什麼地方呢？

迎風搖曳的垂柳垂柳 垂柳葉



海芋
脫俗淡雅的仙子 朱櫻雯老師整理

淡淡的三月天，是百花盛開的日子，盛開的一朵朵

花彼此爭奇鬥豔，美不勝收。在繽紛亮眼的花叢中，你

是否注意到純淨絕俗之美的海芋：純白的佛焰苞在盎然

的綠葉中，就像脫俗淡雅的仙子，在綠色天地中，輕輕

的飛舞。

淡雅的海芋，可不止只有白色一種顏色！它除了白

色之外，也有黃、紅二種主要色系。清秀挺拔的白色海

芋喜歡生長在沼澤裡或溪水邊，而柔美繽紛的海芋則是

生長於排水性良好的土地上。但不論是純白可人的白色

海芋或是柔美繽紛的彩色海芋，都是生長於溫暖且濕潤

的環境中，喜歡的溫度為攝氏15至20度，所以冬天及春

天，是最適合海芋的生長的季節。

海芋的地下莖肥大成塊狀。它的花其實是那柄中央

的金黃色肉穗，總是會散發出清幽怡人的芳香。而它的

葉自根莖部的生長芽點冒出，三角箭形，呈鮮綠色。白

色或是黃、紅色的簡單而優雅漏斗狀「佛焰苞」，其實是

葉子的變形，也因佛焰苞前端展開如倒立的馬蹄狀，因

此海芋又稱為「馬蹄蓮」。

春暖花開，浪漫季節，別忘了到瓜棚教室那瞧瞧、認識清新脫俗的海芋，另外也可大

手牽小手到台北陽明山竹子湖看看白色海芋或是到台北陽明山竹子湖、新竹五峰鄉、台中

后里鄉、南投信義鄉，欣賞亮麗的彩色海芋。欣賞脫俗淡雅的仙子，在綠色天地中，輕輕

的飛舞的清姿，相信你再浮燥的心情，也會平靜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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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Zantedeschia spp.

別稱：水芋、野芋、佛焰包芋

科別：天南星科

用途：賞用。

小 檔 案

我喜歡海芋，因為海芋開得花非常漂

亮，好像一個個的喇叭！但是後來我才知道

那白的、黃的佛焰苞不是花，而是葉子，真

是神奇！

教學指導小站

◎ 根、莖、葉、花的特徵

◎ 種植地點的介紹

觀察放大鏡

◎ 海芋的花在哪裡？

◎ 海芋的葉子有什麼顏色？是什麼形狀？

◎ 佛焰苞是指什麼部分？

◎ 海芋的莖在哪裡？你找得到嗎？

◎ 白色海芋的生長環境在哪？彩色海芋呢？

黃藤的海芋花

糌藤的海芋



桑樹
蠶寶寶的最愛 黃瑞媛老師整理

蠶寶寶餓了怎麼辦？餵牠吃桑葉嗎？沒錯！桑葉是

蠶寶寶最喜歡的食物了。桑樹不但能摘葉養蠶；作盆栽

也不錯。桑樹的枝、葉、莖、根、果都能用，一身都是

寶；桑樹造型特殊、樹型優美、果實華麗，作家庭盆栽、庭園樹種，也深具觀賞價值。

桑樹，又叫做小葉桑、蠶仔樹、娘子樹，葉子是愛心的形狀，葉子邊緣有鋸齒，冬天

時會掉落。開許多小花，生長在一起，會長成我們所認識的桑椹果實，綠色帶點白色或粉

紅色，是還沒成熟的，帶有酸味，成熟時會變成紫黑色，又香甜又好吃。

桑樹，桑葉呈深綠色有光澤，能美化居家環境；結實累累的果桑，果實晶瑩剔透，枝

頭紅、紫相間，如寶石般討人喜歡。雲龍桑樹幹彎曲、枝幹挺直，氣質高雅；枝垂桑枝葉

自然垂伏，姿態優美。可吃、可看的桑樹，不需占土地空間，沒有庭園土地種植的人，用

盆栽也種的活，大樓陽台種幾盆，照料得宜，一樣可享開花結果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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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Phyllactinia moricola

科別：桑科

別名：又 叫 做 小 葉 桑 、 蠶 仔

樹、娘子樹。

原產地：全島海拔１５００公

尺以下的山野。

類型：落葉小喬木。

花期：通常會在1月開花。

小 檔 案

桑樹，你那挺直高大的身軀，讓小草兒

有了安全感；你那青翠嫩綠的葉子，讓蠶寶

寶有了豐富的美食；你那圍繞身軀佈滿鉅齒

的葉片，讓人看了就害怕，不敢侵犯你；你

那毛絨絨的身子，像毯子一般的柔軟，令人

想動手摸摸你，在你身上打滾。嗨！這可真

是令人傷透腦筋呀！

教學指導小站

◎ 桑樹的特徵及果實的功用　　◎ 桑葉的特徵

◎ 桑樹的花與顏色及特徵

觀察放大鏡

◎ 校園裡的桑樹你能一眼就辨認出來嗎？

◎ 桑樹的果實稱為什麼？

◎ 桑樹的葉子，葉表摸起來感覺如何？

◎ 桑樹的葉子，外表看起來像什麼形狀？

◎ 桑樹是雌雄異株。請問如何分辨雄桑樹和雌桑

樹？

桑樹

桑樹的果實—桑椹

桑葉



莎草
不能遮雨的小傘 朱櫻雯老師整理

「咱兩人拿著一支小雨傘…」，浪漫的雨天，拿著傘

漫步在雨中，是多麼愜意的事，但拿著破雨傘骨架擋雨，那可不是愉快的經驗，你可見過

破雨傘的骨架嗎？有種植物，植株像一把破雨傘的骨架，它的莖頂有約20片互生細長苞

葉，而葉狀苞片排列呈輻射狀，就像是雨傘骨般，它就是—莎草，輪傘莎草。

輪傘莎草的特徵就是那遠看有如一把破傘的條狀帶形苞片，通常會誤認為那是葉子，

但是那可不是葉子，而是苞片，它的葉片已退化成鞘葉，位於植物體的基部。它的莖叢

生，可長高40~90公分，仔細看看可發現它的莖纖細如絲線，而且摸起來是三角形的。而

輪傘莎草的花由總苞葉間開出，是聚繖、單頂叢生，是白、黃褐色，果型則為堅果。

因為它特別的樣貌，所以待它成株後可剪取枝條，是為上等的插花花材。一般來說它

被栽植於花盆、庭園和水池、溪流岸邊，但它喜歡生長在水旁，所以我們可以在學校瓜棚

教室的生態池可發現它的蹤跡，有空時，別忘了去瞧一瞧那把無法擋雨的小雨傘。

78

來吧！讓我們拈花惹草去

學名：Cyperus altemifolius.

L. subsp. Flabeliforms.

科別：莎草科

別名：輪傘草、車輪草、傘草

原產地：非洲沼澤地區

類型：多年生草本

小 檔 案

因為一株植物有好多特徵，也有好多模

樣，我觀察到莎草是屬於草本植物，苞葉為

互生，真的好像是傘骨，又像是輪子，難怪

它被稱為輪傘莎草！可是我覺得它的苞葉的

組合更像是星星！

教學指導小站

◎ 莖、苞片、花的指導。

◎ 適宜生長地方

觀察放大鏡

◎ 葉狀苞片是什麼形狀？它們是如何排列的？

◎ 摸摸看：輪傘莎草的莖是什麼形狀？

◎ 找一找：輪傘莎草的花哪裡？是什麼樣子呢？

莎草的諑 莎草的葉

莎草整株



愛玉
晶瑩剔透的消暑聖品 莊樹勳老師整理

愛玉典故源於清道光初年（西元一八二一年），一位

福建商人經過嘉義採辦土產時，意外發現愛玉子掉落溪

邊自然結凍的愛玉，並發現將結凍的愛玉和著糖一同進

食，風味絕佳。後來將此發現交由他的女兒愛玉來販售，也就是我們夏天常吃的愛玉的由

來。

台灣野生愛玉子是多年生的藤本植物，而愛玉子事實上乃是愛玉之陽乾雌隱花果，其

生長於中央山脈海拔1,000~1,800公尺多雨濕潤的闊葉林內，主要產地嘉義縣產量最高有

「愛玉王國」美譽，其次為南投縣。

愛玉子屬桑科、無花果屬、常綠蔓性植物，氣根多，易纏繞於岩石或樹幹上。愛玉子

葉大而尖，葉互生，長橢圓狀披針形，全緣，革質，表面濃綠色無毛，葉背灰綠色，密生

淡茶褐色柔毛，果實呈長橢圓形或近球形，表面綠色，成熟時黃綠色或紫色，具白色斑

點。果重約55~117公克，果實內瘦果色澤黃色，果膠約51.0mg。

據中醫藥典記載，質純的愛玉果膠，具有養顏美容，潤喉養生，「愛玉凍」含熱量

低，風味獨特，消暑，清涼，是夏日的健康飲料，每年到夏季盛暑，始終是消費市場的搶

手貨。

未成熟的愛玉果實可切片炒、炸、煮各種吃法，成熟的愛玉果實則是可洗果凍，將人

體內的重金屬、汞等排出體

外；也可促進新陳代謝，是消

暑解渴的健康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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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Ficus awkeotsang

科別：桑科

別名：愛玉、玉枳、枳仔、草

枳仔、澳澆

花期：6月中左右開花並藉由雌

小蜂授粉，經過4-5個月

發育期，在10月中旬左

右果實開始成熟裂開

小 檔 案

愛玉子是台灣特有的山地植物，容易纏

繞於岩石或樹幹上。我們常吃的愛玉居然是

由一株不起眼的愛玉子所長成的，加以辛苦

搓揉才有的結晶，真是大開眼界。

教學指導小站

◎ 樹形、葉形及果實　　◎ 生長環境

◎ 用途

觀察放大鏡

◎ 愛玉的果實有何特徵呢？

◎ 搓揉出來的愛玉結晶嚐起來是什麼樣的感覺

呢？味道如何？

有刺的諑光滑的葉



辣木
完美的植物 王派土主任整理

辣木，哇！好特別的名字，這種植物名氣越來越大

是因為有一群美國基督教救濟會（C.W.S）的義工用辣

木淨化飲用水，治療營養不良的孩童及媽媽，讓西非的人們遠離死亡及疾病，經過媒體報

導而聲名大噪。

辣木原產於印度及非洲，喜歡生長在高溫多濕的環境，屬於落葉小喬木，樹的高度可

到達8公尺，它的地下部有塊根。葉子是羽狀複葉，每一個小葉呈橢圓形。辣木會開出具有

芳香的小白花，你知道它的果實長什麼樣子嗎？辣木的果實是長三角柱體，表面有縱溝，

而且可長達４０公分呢！

西方科學家讚譽辣木為奇蹟之樹，日本人稱之為不可思議之木或超有用的樹。辣木葉

及嫩果可作菜餚，塊根可製調味料，種子可焙烤、榨油。辣木花白色有淡淡的香味，可做

涼伴菜或乾燥泡茶，辣木嫩豆莢可直接煮熟加佐料食用。印度人相信辣木豆莢對身體健康

有助益，在印度的市場皆可買到新鮮的豆莢或加工製成的罐頭或乾燥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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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讓我們拈花惹草去

學名：Moringa cleifera Lam.

科別：辣木科

別名：奇蹟之樹、鼓槌樹、油

辣木

原產地：印度西北喜馬拉雅山

區

類別：落葉喬木

小 檔 案

辣木這名字好特別喔！辣木的葉跟果實

可以吃，塊根可製調味料，種子可焙烤、榨

油，花還可以泡茶，它全身上下幾乎都很又

用耶，難怪有「奇蹟之樹」這個別稱。可是

我有個疑問：辣木有哪一部份是「辣」的

嗎？

教學指導小站

◎ 辣木的用途

◎ 辣木莖、葉、花、果實的特徵

觀察放大鏡

◎ 辣木的葉序　　◎ 辣木的果實

辣木 辣木葉 辣木



蒲葵
巨人的手掌 王派土主任整理

蒲葵的葉子具有長長的葉柄，半圓形或腎形張開的

葉片，像極了一把大摺扇，又像巨人的手掌。早在1600

年前，人們已經知道利用蒲葵的葉來製作斗笠，把蒲葵

葉摘下來，剪掉太長的葉片和葉柄，經過陰乾、編織，

做成最天然的扇子，所以，蒲葵又稱為扇葉葵，在電風

扇、冷氣機還未盛行的時代，蒲扇非常實用。

在蒲葵粗壯的樹幹上﹐有一圈一圈的橫紋，那是葉

子枯掉後，從樹幹上剝落下來所留下的痕跡﹐稱為「葉

痕」。仔細觀察，每一條葉痕之間的距離是不是都一樣

呢﹖葉痕之間距離較長的，表示那個時候的季節溫暖多

雨，所以生長比較快的緣故。

蒲葵的花是一大串的黃白色小花，果實橢圓形，成

熟時藍黑色，裡面有一顆種子，到樹下仔細找找看，或

許你能發現蒲葵可愛的藍黑色小果實喔！

蒲葵、黃椰子和椰子都是屬於棕櫚科的植物，直立

的樹幹不分枝，葉子長在樹頂，樹幹上不整齊粗糙環

紋，這些是棕櫚科植物的共同特徵，所以他們的樣子都

有些神似。你知道嗎？修剪棕櫚科植物時只能修剪他的

葉子，不能把他齊頭剪斷，不能傷害到他的頂芽，否則

就會危害到他的生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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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Livistona chinensis(Jac9.)

科別：棕櫚科

別名：扇葉葵

原產地：中國大陸、琉球跟小

笠原島

類別：木本單子葉植物

花期：每年有兩次開花，主花

季3月上旬至5月上旬，

副花季9月中旬至10月下

旬，出現機會較少。

小 檔 案

蒲葵的葉子好特別，長得好像手掌，它

的用途很多，可以做斗笠又可以做扇子。原

來溫暖多雨的季節，不但樹木的年輪會長得

寬，蒲葵一環一環的葉痕，也會比較寬，大

自然的知識真是非常豐富！

教學指導小站

◎ 蒲葵葉子的形狀　　　◎ 蒲葵的用途

觀察放大鏡

◎ 蒲葵葉子的特徵？　　◎ 蒲葵的葉痕？

◎ 蒲葵果實的特徵？

蒲葵

蒲葵



薜荔
爬牆高手 王派土主任整理

薜荔是「愛玉子」的孿生兄弟，它的果實跟愛玉子

一樣，可以搓揉出果膠製成類似愛玉冰的冰品，只是薜

荔的果膠比較少。他們是很好的綠化植物，一般都是當

成吊盆栽培，或是讓它攀爬於壁面。

薜荔小蜂（小癭蜂）幫薜荔傳播花粉的過程非常耐人尋味。薜荔是隱頭花序類榕屬植

物，而且雌雄異株，因此有的薜荔有雄榕果，有些是雌榕果，當雄榕果的小孔苞片微微鬆

開，雌小癭蜂鑽入雄榕果，雌小癭蜂在子房內產卵形成蟲癭花，當卵在蟲癭花內漸漸成

熟，子房內的雄小癭蜂與雌小癭蜂先後羽化出來，此時薜荔的雄蕊也漸漸成熟，雄小癭蜂

用發達的大顎咬破蟲癭花再與雌小蜂交配後死亡，接著雄花盛開釋出花粉，身懷六甲的雌

小癭蜂離開蟲癭花並帶著雄花之花粉離開雄榕果，尋找薜荔雄榕果，在蟲癭花的子房進行

產卵的工作，生命的循環又開始。

雌小癭蜂知道哪些是雄榕果嗎？其實植物很聰明，薜荔雌榕果跟雄榕果長得很像，而

且雌株薜荔會分泌化學物質，吸引薜荔小蜂進入雌榕果，當小癭蜂發現走錯時，會離開雌

榕果，不過當小癭蜂在雌榕果內爬來爬去的時候，因為它身上帶著花粉，就已經幫雌榕果

完成授粉的工作。你知道為什麼雌小癭蜂不找雌榕果產卵嗎？因為雌愛玉果內都是長花柱

雌花，不適於薜荔小蜂產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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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讓我們拈花惹草去

學名：Ficus pumila L.

科別：桑科（Moraceae），榕樹

屬。

別名：木 蓮 、 木 壁 蓮 、 石 壁

蓮、風不動、壁石虎

原產地：印度和日本

類別：長綠蔓莖灌木

花期：每年農曆10-12月

小 檔 案

薜荔是爬牆高手，任何堅硬奇怪的牆

壁，都能慢慢爬上去。薜荔小蜂是薜荔的好

幫手，它可以幫忙雌榕果授粉，越多薜荔小

蜂幫忙，就有越多類似愛玉冰的冰品可吃

了。

教學指導小站

◎ 薜荔的用途　　　◎ 薜荔與小癭蜂的互動

觀察放大鏡

◎ 薜荔的生長方式　　◎ 薜荔的葉子的特徵

◎ 薜荔雄雌榕果的花序

薜荔 薜荔爬牆 薜荔攀爬



山蘇花
原住民的私房菜 江孟涵老師整理

聽見山蘇花的名字，你可別以為它是一種美麗的

花卉，山蘇花其實是一種蕨類，喜歡生長在潮濕、陰暗

陽光不強的山壁間，在學校你可以在生態池找到它的蹤

跡，山蘇別名鳥巢蕨、山蘇花、鳥蕨羊齒、山翅菜、歪

頭菜、老鷹翅等，屬於鐵角蕨科，為多年生大型草本植物，根莖而直立，具多數發達的氣

根，葉片甚短，葉子叢生似鳥巢，由一片片長葉圍成，遠看就像一朵美麗碧綠的花，故又

稱山蘇花。常著生於陰濕的樹幹或岩石細縫上。葉片如海帶般成細長條，葉形優美，小葉

脈近乎平行，可做為插花時最好的陪襯材料，而且不易凋謝。

山蘇除了可作為觀賞用植物，它的營養價值甚高，有維生素A、鈣、鉀、鐵質，可利

尿、預防高血壓和糖尿病，嫩葉光滑鮮綠，作為蔬菜調理時，適合以炒、煮、燴、涼拌等

方法烹調，烹調時又不易變色，食用時香脆可口，沒有一般野菜的苦味，可說是營養又可

口的上等美餚，看完山蘇的介紹，你對這種中看又中用的植物是否很好奇，歡迎你到生態

池旁與它作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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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Asplenium nidus L.

科別：鐵角蕨科蕨類植物

別名：鳥窩厥、雀巢羊齒、歪

頭菜

主要產地：非 洲 至 玻 里 尼 西

亞 ， 菲 律 賓 及 馬 來

西亞地區

用途：其嫩葉可食，亦可作為

美麗的觀葉植物。

小 檔 案

山蘇花有鋸齒狀的葉子，它的葉子很長

就像劍，圍成一圈很像鳥窩，有機會真想嚐

嚐它的味道。

教學指導小站

◎ 葉子的形狀　　　　◎ 適宜生長的環境

◎ 山蘇的經濟價值

觀察放大鏡

◎ 在校園中，哪裡可觀察到山蘇？

◎ 山蘇葉的生長方式？

◎ 葉面的觸感

山蘇花整株山蘇花的葉 山蘇花



百香果
體驗酸甜好滋味 林上翔老師整理

在夏天，相信大家都喝過百香果汁，也吃過百香果

冰，那酸酸甜甜的滋味一定還沒忘記。您知道嗎？您喝

的百香果汁及吃的百香果冰都是用我的果實做成的唷！

百香果成熟後果皮呈現紫色、相當的美觀，香氣濃

郁，適宜生食，吃的時候可以縱剖為二半、用湯匙取

食，其風味爽快芳香，帶酸之假種皮，吃起來像果漿，

非常鮮美可口，此種果汁可以摻和一般冷飲或冰淇淋共

飲，香氣大增，風味更為優雅，此外更可作罐頭。百香

果內含有豐富的維他命及蛋白質，是夏季生津止渴、消

除疲勞、開胃的高級飲料，尤其油膩的食物吃多，具有

除膩助消化的效果，也具有防止動脈硬化之功能。

那該如何選擇具有品種特色的成熟百香果呢？記住

要挑外型寬大完整有重量感，百香果屬於後熟型之水

果，自然成熟落地，在放置2~3天後，香氣強度反而增

加，更為甜美，如常溫放置7天後，逐漸枯萎的外皮漸

皺，果肉漸起發酵的作用，果重減輕，風味差。而生果

（未熟果）除糖度較低，酸度高，香氣不足，含澱粉量較

多外，可能含過量之氰化物，不宜食用，但其含量會隨果實之成熟而逐漸消失。

若有機會走訪觀光百香果園，你會很驚訝百香果竟是撿拾而非摘取，果實成熟而自然

掉落的才是成熟、甜美的保證唷！聰明又內行的你，下次看到時，別再以為掉落在地上的

是垃圾果實或是不好吃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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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讓我們拈花惹草去

學名：Passiflora edulis Sims.

科別：西番蓮科

別名：時計果、美里瓜、西蕃

蓮、西番果

原產地：巴西

花期：產 期 在 6 月 上 旬 ∼ 1 2 下

旬，盛產期在7~9月。

小 檔 案

我覺得百香果有好多的用途，它可以當

果汁、中藥還可以預防皮膚乾燥耶！百香果

真神奇，如果常喝可以讓皮膚變得更好看

唷！另外百香果的根還可醫治關節炎和骨膜

炎唷！

教學指導小站

◎ 根、莖、葉、花、果實的特徵

◎ 種植地點的介紹

觀察放大鏡

◎ 百香果的莖彎彎曲曲的，會長出綠色的鬚鬚，

抓住支架，讓它可以爬上爬下的唷！

◎ 葉子摸起來粗粗的、皺皺的，邊緣會往中間捲

起來，下雨時還可以接住雨水喔。

◎ 有10片白色的花瓣，上面還有漂亮的鬚鬚，細

細的、捲捲的，中間的花蕊是紫色的。

◎ 成熟的百香果會變成紫黑色，裡面有黃色的果

汁和黑色種子。

青藤的果實是還沒成熟的

已經結果囉！



使君子
紅花綠葉行醫道 林上翔老師整理

使君子？這是什麼東西呀，是花是樹還是人呢？

「使君子」名稱似乎怪怪的，你知道它是什麼嗎？這個名

字來自於人名：相傳古時的潘州有一醫者名叫「郭使

君」，他善用此植物的果實來為小兒治病，後人為感念

他，所以就用他的名字做為此種植物之名。

使君子屬於攀緣性灌木，幼時全株被銹色柔毛，初

具直立莖，後葉柄變形，呈刺狀能攀延伸。葉子是對生

的，有短小的柄，葉子長的像是長橢圓形或披針形，全

緣，長7~12公分，寬4~6公分，葉柄基部宿存，會逐漸

硬化為刺狀。花瓣會由白變紅，有香氣，萼筒細長，花

絲細而短，子房下位，花柱極長。果實呈橄欖狀，成熟

時黑褐色，有五稜，但在台灣鮮少結果。花果期為5~10

月。開花株供觀賞外，它的果實可驅蛔蟲，且根則為健

明、驅蟲藥。另外，要特別注意，使君子的種仁有毒。

生吃大量種仁常發生頭痛、炫暈、噁心、嘔吐、出冷汗

等症狀，記得要遵照醫師處方服用，千萬別弄巧成拙而

傷了身體！。

使君子除了花形優美外，還會散發獨特幽雅的香

味，花初開為白色，再逐漸轉為深紅色或桃紅色，所以

時有紅色、白色的小花朵生長在一起，乍看以為一株植

物開了兩種花朵。一般家庭皆可種植，早上可以讓視覺

享受，晚上可以聞聞花香~在夏日的夜晚帶來一個清新

好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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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Quisqualis Fructus.

科別：使君子科

別名：留求子、病疳子、杜蒺

藜子、水君木葉

原產地：熱帶亞洲和印度及馬

來西亞

花期：花果期為5~10月。

小 檔 案

原來使君子是兒童的良藥，可以幫我們

殺死我們肚子裡的蛔蟲，真厲害，真是了不

起！使君子不但是良好的中藥，還比百香果

更會治病，更是醫生的好幫手耶！

教學指導小站

◎ 根、莖、葉、花、果實的特徵

◎ 種植地點的介紹

觀察放大鏡

◎ 使君子的的葉子是甚麼形狀的葉片？

◎ 使君子的哪個部位可以用來驅蛔蟲、哪個部位

可以用來健明、驅蟲？

◎ 使君子的花是什麼顏色的呢？

使君子的諑

使君子的葉



炮仗花
喜氣洋洋的小鞭炮 江孟涵老師整理

咦？明明已經過完年，為何瓜棚上還掛滿了一串

串的小鞭炮？仔細瞧一瞧，原來是美麗鮮豔的炮仗花正

在盛開，炮仗花是一種籐蔓類的觀賞植物,通常攀附在牆

籬上，花開時橘色明亮的花朵把葉子全都掩住了,老遠就看到熱熱鬧鬧整牆的花朵在跟你打

招呼。

炮仗花又名「黃金珊瑚」，因為花開時；花通常生於枝條的前端，成聚散花序排列，

小花成長筒形，為亮麗的橙紅色，橙紅色筒狀花朵成串開出，遠看一片金黃耀眼，如層層

爆開的炮竹，又如海底鮮豔的珊瑚礁一般，花開時十分壯觀美麗，炮仗花最常見於向陽的

屋頂斜面或牆頭，生長條件為全日照、半日照，具有粗壯的蔓藤，蔓莖伸長，藉捲鬚攀

緣，枝條可達20公尺以上，多分枝，很適合種植於棚架或做為籬笆，普通僅僅需要一年或

一年半的時間便能夠爬滿。

金碧輝煌，亮麗耀眼的炮仗花，最能代表新年時節的歡喜氣氛，令人從心裡感到喜

悅，因此是很受歡迎的庭園植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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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讓我們拈花惹草去

學名：Pyrostegia venusta Miers.

中文名稱：炮仗花

別名：黃金珊瑚、炮仗絕三瓜

花

原產地：巴西

生活習性：常綠蔓性藤本

用途：蔭棚、花架、花廊

小 檔 案

炮仗花葉子像愛心很漂亮，它的花很像

一串鞭炮，非常特別，又叫黃蝦花或是黃金

珊瑚，就像它的名字一樣美麗。

教學指導小站

◎ 花朵的形狀　　　　◎ 適宜生長的地方

◎ 名稱的由來

觀察放大鏡

◎ 在校園中，哪裡可觀察到炮仗花？

◎ 炮仗花的生長方式？

◎ 葉面觸感及形狀

炮仗花的葉 炮仗花 炮仗花的花



香蕉樹
金蕉眨鍍金ㄟ 朱櫻雯老師整理

「叫伊第一名！」香蕉可是鍍金的水果！為什呢？不

僅是因為它成熟的果實是呈金黃色的，也是因為它曾經

外銷日本，為臺灣賺了許多外匯。最重要的，它的果實

含有許多營養素，能為人體提供豐富營養和多種維他命

來源，也能助人們排便。擁有這麼多的優點，它真不愧

是為鍍金的「果中之后」！

香蕉的花是頂生穗狀的無限花序，花序向下生長，每個花序都有葉狀赤紫色花苞保

護，花苞脫落時會露出淡黃色花小花，也就是果梳，果梳不止一個，會一個接著一個長出

來，最後會長成香蕉。一棵香蕉樹的果實可達10餘列，每列約12∼13根。而你曾發現香蕉

果實裡有黑黑的東西嗎？那些就是種子，但是那些種子並不能繁殖，一般來說，香蕉的繁

殖是靠著『吸芽』來繁殖，而吸芽，是指是母樹地下莖所萌出帶著幾片嫩葉的球莖。有些

人則是直接利用母樹的球莖來繁殖。

「香蕉樹」看起來很高大，但其實它並非是樹，它只是多年生草本植物，那「樹幹」只

是假莖（蕉身），是由葉鞘（葉子一部分）

重疊包捲而成，真正的莖在地下，是為地

下球莖（莖頭）是根和吸芽著生的地方，

也是貯藏養份的地方，以供給根、葉、

花、果的生長所需。

大大的羽狀平行脈長橢圓形香蕉葉–

8∼10枚叢生頂端–常被以前的人拿來包

東西。

香蕉的果實、莖、葉皆有特別之處，

也是大自然中的寶，香蕉果然是「鍍金ㄟ」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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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Musa sapientum Linn.

科別：芭蕉科

別名：甘蕉、金蕉

原產地：亞 洲 南 部 之 中 國 南

方、印度喜馬拉雅山

山麓至西印度群島等

熱帶地方

類型：多年草本植物

香蕉長成期：香 蕉 長 成 的 時 間

約２個月（夏天）

至四個月（冬天）

小 檔 案

香蕉樹的葉子都大大、破破的，長得像

壞掉扇子，好好玩！我也發現了：它的蕉身

真的是一層層的。好希望它能趕快長出香蕉

來給我吃。

教學指導小站

◎ 莖、葉、花的特徵　　◎ 果實的介紹

◎ 香蕉是如何繁殖的？

觀察放大鏡

◎ 香蕉樹的假莖長得什麼樣？

◎ 香蕉樹的葉子長得如何？

◎ 香蕉的種子在哪裡？

睜蕉樹葉狀赤紫藤花苞脫落



神秘果
天下第一奇果 黃瑞媛老師整理

味覺的魔法師，可讓極酸的檸檬變得甘甜如飴。水

果有酸有甜有澀也有苦，當吃到不合胃口的水果，真是

大煞風景，現在有一種果樹，只要你食用一粒果實，不

論你吃什麼水果都變的非常甜美，即使是酸溜溜的檸

檬，也變的甜蜜好吃，這就是會變魔術的神秘果。

您嚐過這種神奇的果子嗎?只要吃上一顆這種稱之為

神秘果的果實；無論是檸檬.梅子.醋，這些令您光聽到名

稱就牙齒酸軟的果實；在你的口中即可變成甜美無比的

滋味。

神秘果，它雖然衹是小小的一顆，它卻有神奇的作

用，神秘果肉中含有神秘果素（蜜拉克寧Miraclin），是

一種醣蛋白，能改變人的味覺，衹要你放入口中細細的

咀嚼果肉，食後，再嚐試其他的水果，（如：檸檬、葡

萄柚、奇異果...等），再酸的水果，在你口中，如瓊漿玉

露般，香甜無比，其效果可持續卅分鐘以難怪有人嘆為”

天下第一奇果”。

神秘果的紅色果實拔除蒂頭後，即可整顆食用，食

用時，整顆放入口中，輕輕咬破果皮，慢慢咀嚼，讓果

肉在舌頭及口腔內壁充分翻滾，使汁液滲入舌頭的味蕾

和口腔內壁細胞，然後將種子吐出，雖然神秘果本身並

不甜，但是食用後神奇的效果立刻顯現，它可將酸澀的

水果轉化成甜美的口感，讓檸檬變得比柳丁還甜，據說

此種效果可維持30∼200分鐘。真是太神奇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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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讓我們拈花惹草去

學名：Synsepalum dulcificum

Denill.

科別：山欖科

原產地：西非，迦納、剛果一

帶

類型：神 秘 果 為 終 年 常 綠 灌

木，鮮少落葉，樹高可

達 2 ∼ 5 公 尺 ， 生 長 緩

慢，以盆栽植四年生之

樹高可達60∼80公分，

樹形略呈尖塔型。

花期：4-6週，全年開花。

小 檔 案

神秘果啊！神秘果，一聽到你的名字，

就讓人覺得猜不透、摸不透。你是一個神秘

的東西，你的身上擁有一種神奇的力量，只

要是咬了你，不管多麼酸多麼難吃，一入嘴

裡，就會變得香甜無比，美味可口。而你那

紅通通圓滾滾的臉蛋，讓看過的人，對你都

無法抗拒，想要狠狠的咬你一口。

教學指導小站

◎ 神秘果的生長環境介紹

◎ 神祕果的特性與特徵

◎ 神祕果花的特徵

觀察放大鏡

◎ 神秘果的果實生長在哪裡？

◎ 神秘果的果實是什麼顏色？

◎ 神秘果通常是經由什麼繁殖？

◎ 神秘果之名因何而來？

神祕果

神祕果



野薑花
清水溪岸的花仙子 黃瑞媛老師整理

沒有華麗的衣著，卻有高貴的氣質；無視環境的惡

劣，都能處處與人結緣。清香迷人的氣息，遠遠的引誘

著人們親近它；高雅的花朵，悠然的綻放於水邊、山

澗、野地上，猶如蝴蝶翩翩起舞穿梭在田野間，不斷的

向我們招手。它即是－野薑花。

野薑花為薑科植物 , 因為地下莖長得有點像薑，所以稱為野薑花，花朵像白色的蝴

蝶，因而也有蝴蝶薑之名。野薑花喜歡長在水邊，是溪河邊常見的野生植物，在夏天溪畔

休憩時，總是可以聞道陣陣的野薑花香。她是一個人人喜愛的野花，她馨香卻不郁烈，淡

淡清香真是令人心曠而神怡。　

野薑花又名蝴蝶薑、白蝴蝶花，無需多舌，只要看一眼她的花模樣，任誰都會同意她

該有這些別號。一朵朵白花開在枝頭上，真是像極了一群聚集在野薑上翩翩起舞的白蝴

蝶。

野薑花是種樸實美麗的花朵，當在野外發現時，可以停下腳步欣賞一會吧！如果沒

有，那就在花店買一束野薑花，讓生活中多著一些自然的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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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Hedychium coronarium

Koenig.

科別：薑科

別名：蝴蝶薑；白蝴蝶花；穗

花山奈

原產地：原產地印度，馬來亞

群島。

類型：屬薑科多年生草本植物

花期：5-11月

小 檔 案

蝴蝶一樣的野薑花，讓人看了就心動，

當第一次看到時，就喜歡上它了！野薑花是

溪邊常見的野生植物，在夏天溪畔遊戲時，

總是可以聞道陣陣的野薑花香。野薑花因為

地下莖長得有點像薑，所以稱為野薑花。野

薑花喜歡長在水邊，拔回家種不容易開花，

還是讓它長在原來的環境好。

教學指導小站

◎ 野薑花的生長環境及種植

◎ 野薑花的花的特徵

◎ 野薑花的繁殖方式

◎ 野薑花整株植株的功用

觀察放大鏡

◎ 你知道野薑花的繁殖法嗎？

◎ 你能描述野薑花的花瓣嗎？

◎ 野薑花是淺根性的植物，還是深根性的植物？

◎ 野薑花的花朵開花順序？

野薑花的葉 野薑花的花苞野薑花的花



痿蓬草
寂靜的水蓮 黃瑞媛老師整理

「風微微、風微微，孤單悶悶在池邊，水蓮花滿滿

是，靜靜等待露水滴……」這首膾炙人口的「孤戀花」，

不僅傳述少女思戀郎君的心情，歌詞中的水蓮花即是台

灣萍蓬草。

記得第一次看到它時，由於我們僅看到葉片，發現

它是圓的、有分岔，也同時浮在水面上，和睡蓮完全相

似，使我們誤以為它是睡蓮的一個特殊品種。經過請教

專家後才知道：事實上，它是台灣萍蓬草，和睡蓮同

科，屬於萍蓬草屬。

台灣萍蓬草，又名「水蓮花」，是台灣特有種的萍蓬

草，屬於睡蓮科，是全世界分佈最南界的種類，也是公

認最美麗的萍蓬草。台灣萍蓬草曾經廣泛分佈於台灣西

部的池沼，但是目前祇剩下桃園縣龍潭鄉和楊梅鎮的幾

處池塘，還有原生的族群。

由於環境的變遷與價值觀的改變，使得原生棲地的

保留不易，迫使台灣萍蓬草正面臨寒冷的冬天。看在保

育人士眼裡，實在不是一句痛心，就能貼切形容他們心

急如焚的心情。

睡蓮科的台灣萍蓬草，清秀的小花令人憐愛，在過

去點綴了無數淡水埤塘；然而人為活動的高度成長，埤

塘環境被林立的水泥堡壘吞噬，當初俯拾皆是的『水蓮花』竟也落得瀕臨絕種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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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讓我們拈花惹草去

學名：Nuphar pumilum.

科別：睡蓮科

別名：萍蓬草、水蓮花、河骨

（日本）

原產地：台灣特有種

類型：草本單子葉浮水性水生

植物

花期：是全年無休，但以夏末

晚秋居多。

小 檔 案

萍蓬草和睡蓮，真像是一對惹人愛憐的

姊妹花，從深入探訪後，才發覺他們還是有

不同的地方，不管是外型或是花的形狀、顏

色等，都讓我們慢慢認識了。而認識萍蓬草

後,我覺得萍蓬草真可憐, 大地已不再是它的

家了，人們都將它遺棄，雖然它已經快絕種

了,可是它始終靜靜的沉默不語，依然自在的

生活著,所以我們應該要好好保護它,不要讓

它毀滅在人類的手裡。

教學指導小站

◎ 萍蓬草的生長環境

◎ 萍蓬草的經濟價值

◎ 萍蓬草和睡蓮科植物的相異之處

◎ 萍蓬草的地下莖和花的特徵

觀察放大鏡

◎ 什麼叫做“萍蓬草”？是浮萍？是蓮蓬？還是

草呢？

◎ 萍蓬草屬於什麼科別？

◎ 它是何種草本植物？

◎ 它的葉有幾型？

◎ 它的生長環境？

生態池中的萍逢草

黃藤小花及葉片



香水睡蓮
清新的君子花 江孟涵老師整理

在夏季最浪漫的事，莫過於在清晨欣賞美麗的睡

蓮，伴隨著晨曦，花瓣及葉片上的露珠隨微風擺動，顆

顆晶瑩剔透；而香水睡蓮的濃郁香氣，也在此時隨風飄

散。香水睡蓮動人的姿態，自古以來便令許多文人雅士為她著迷。

睡蓮是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睡蓮的葉片平貼在水面上，葉大多呈圓心形，少數為卵

或盾形，葉子邊緣鋸齒，成熟的葉具有很長的葉柄，會隨著水深而調整彎曲程度，以保持

平貼在水面上，葉片平躺在水面上。花朵有紅、黃、白、藍、紫等色，開開合合壽命大約

３天，有白天開的也有晚上開的，開花的時間各有不同，通常以白晝開花而夜間閉合的品

種較受人喜愛，也是名符其實的「睡蓮」。漿果成熟後在水中開裂；種子具假種皮，可飄浮

在水面上。

猜一猜荷花、蓮花和睡蓮是幾種植物？蓮花與荷花，其實是指同一種植物，它們都屬

於生物學分類上的睡蓮科。蓮花是統稱「荷花」，是指葉片高挺於水面的蓮花，而睡蓮的葉

片是浮於水面，睡蓮的葉子有缺口，荷花則沒有缺口，而是上、下波浪狀。從花朵上來區

分，睡蓮沒有蓮蓬，凋謝時不像蓮花是一片一片掉落，而是整朵沈入水面下，準備結果，

只要把握這些原則，相信你一定不會再將它們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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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睡蓮科 Nymphaeaceae

學名：Nymphaea hybrida

別名：水中仙子、花中仙子、

子午蓮、瑞蓮

原產地及分布：南 美 洲 沼 澤 地

區或雜交品種

用途：觀賞、花朵可泡茶、葉

片及葉柄亦可食

小 檔 案

我覺得香水睡蓮很像太陽，它的葉子很

大，葉緣就像波浪一樣，而且它會隨著水深

改變角度移動，真的很神奇。我最喜歡香水

睡蓮，因為它很美麗也很特別。

教學指導小站

◎ 荷花、蓮花及睡蓮的區分

◎ 葉片生長方式

◎ 花朵如何凋謝

觀察放大鏡

◎ 花朵的顏色　　◎ 香味的來源

◎ 開花的時間

睜水睡蓮 睜水睡蓮花 睜水睡蓮葉



羅漢松
著紅色袈裟的和尚 朱櫻雯老師整理

可別誤會，我可不是少林寺的十八羅漢的一員，只

是我的成熟種子是紫黑色球形，種子基部的種托膨大，

是為紅色橢圓形，如此看來就像一位披著紅色袈裟的羅

漢，加上我的樹形高聳挺拔，就像松樹一般，所以我的

名字就取為「羅漢松」。

我喜歡住在溫暖、擁有肥沃之土壤的地方。我羅漢

松樹形挺拔，可長高18公尺，屬於喬木，而且木材高

貴，可供建築、雕刻之用，通常可做為庭園獨立樹來栽

培。但是也可以修剪使我保持低矮，做為高級的盆栽植

物，美化庭園。

一年四季皆可見到我翠綠的葉子，綠意盎然的葉子

是互生，呈螺旋排列，葉形為線形或狹披針形，葉緣全

緣，葉緣略反捲，而且我的葉上下表面光滑，就像皮革

一樣，你們可以來摸摸我具有質感的葉子。

我是單花性植物，雌雄異株。在每年的3月至4月，

我的黃綠色小花會綻放，但是我的花小不明顯，你們可

是要仔細觀察。

我就住在瓜棚教室，歡迎有空過來觀察我，與我做

個好朋友。

羅漢松的葉片組合起來像手掌，又很綠，好漂亮。學校

的羅漢松好小，我以為是灌木，經由查資料後，才知道它是

喬木，希望它能快點長高、長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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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Podocarpus macroph

yllus.

科別：羅漢松科

別名：台灣紫珠、土杉、羅漢

杉

原產地：中國西南部、日本、

琉球。

類型：常綠中喬木

花期：花期3月至4月

小 檔 案

教學指導小站

◎ 羅漢松名稱的由來

◎ 羅漢松的用途

◎ 種子、種托的模樣

觀察放大鏡

◎ 羅漢松的葉子長得如何？葉子摸起來有什麼樣

的感覺？

◎ 有看見花的樣子嗎？長得如何？

◎ 找一找，羅漢松的種子、種托在哪裡？看起來

像什麼？

羅漢松

羅漢松的葉



紫色鴨跖草
大自然的紫衣仙子 郭秋月老師整理

你有沒有發現我的葉子和竹葉很像，都是平行脈？

所以很多人乾脆叫我「竹節草」，甚至「竹葉草」。也有

人說是「鴨腳草」，其實「鴨跖草」的「跖」就是腳掌的

意思。您可以靠近一點看我，再加上一點想像力，是不

是真的長得像鴨腳呢？鴨跖草的種類很多，一般看到的

都是綠色或綠紫色的葉子。

我的生命力很強，具隨遇而安的習性，所以原產地

雖然是墨西哥，在台灣的各個角落，無論是平野、山

溝、溪邊，只要有水、潮濕的地方，都可以見到我。屬

於一年或多年生草本植物的我，可以長到一尺左右，莖

上有節。葉全緣，單一互生，基部具有鞘包住莖。莖、

葉都是紫紅色，而且非常質脆易折，小朋友下次走到我

旁邊要小心一點哦！葉片呈長橢圓形，在葉面、葉緣有

白色短絨毛，莖匍匐蔓延生長。每年的夏季開始，5~11月是我炫燿的時候，這時我喜歡在

各分枝頂端開桃紅色的小花，花瓣有三片，雄蕊６枚，花絲有毛，子房３室，每室有２胚

珠，果實為蒴果。最奇特的是我在花的外面有一片與葉子同色的蚌殼狀苞片，保護嬌弱的

花朵。

小朋友要小心哦！我的汁液可是有毒的，皮膚容易過敏的人，如果不小心被汁液碰

到，常會造成刺痛、紅腫和起疹子，數天後才會痊癒。目前我是庭園叢植、邊植、吊盆及

地被植物的寵兒。另外，把我放在辦公室當室內觀賞植物，對付空氣污染、改善空氣品質

也很有幫助哦！尤其是我紫色鴉跖草能有效祛除辦公室家具和紙製品中的甲醛，很厲害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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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Setcreasea purpurea.

科別：鴨跖草科

別名：紫錦草、竹節草、鴨腳

草、竹葉草。

產地：原 產 墨 西 哥 ， 全 省 平

野、山區、溪邊。

外型：株 高 約 一 尺 左 右 、 全

緣、與竹葉相似、節上

常生根。

花期：5~11月

小 檔 案

我覺得鴨跖草真特別，小小一株葉片厚

厚的，而且葉片都是紫色的！

鴨跖草的莖胖胖的、滿柔軟的，在同心

池旁邊的鴨跖草比在瓜棚教室旁邊的還要胖

還要大，是不是因為水池附近的土地比較肥

沃，所以長得比較好呢 ？

教學指導小站

◎ 葉、莖、花的特徵　　◎ 種植地點的介紹

◎ 用途　　　　　　　　◎ 汁液有毒

觀察放大鏡

◎ 葉子是平行脈還是網狀脈？和什麼植物的葉子

很像？

◎ 葉子是對生？互生？輪生？

◎ 葉子上有沒有分布細毛？

◎ 他喜歡生長在怎樣的環境？

◎ 花的顏色和形狀？

側面看的花





春風廣場

無數的日升日落

偌大的廣場

留不住我----

嬉鬧的笑語

努力的汗水

得勝的喜悅

失敗的沮喪

只留下………..

童年純真的回憶



川榖
堅毅不拔的君子 郭秋月老師整理

遠看像玉米，近看像竹子，您猜猜看我是誰？中國

人最喜歡的進補食品中也常常少不了我？答對了嗎？我

就是「川榖」。我的別名又叫做假薏苡、薏仁、鴨母珠，

客家話又叫做雞母珠。

我喜歡住在山野小溪旁或潮濕有水的地方。在秀才

窩溪旁就可以看到我的族群一堆一堆的，只是每年大水

一來，少不了又要搬家一次。

屬禾本科的我，可以長到約一公尺高。葉子細長約一尺到一尺半長，呈互生，主脈白

色清晰，和玉米的葉子有點相似。初秋時，會從葉子的根部長出花穗，屬於總狀花序直立

而下垂，開出白色被硬球狀包葉包起來的雌花，以及從包葉突出的雄花。花凋謝後，包葉

就會變成骨質包著果實。我的果實屬於穎果，成熟時變成珠子狀，灰白、黑色，堅硬而光

滑，可以串成美麗的項鍊哦！採收之果實碾去外殼、除去種皮後即可食用。一般的薏仁，

實際上就是我川榖的變種。

我的根、葉、仁均可食用，其中薏仁可加工成薏仁熟粉、精粉、薏仁茶、薏仁糖果及

配合其他中藥材開發為健康食品。薏仁的營養價值高，為禾穀類植物中含蛋白質（13~16%）

及脂肪（9%）豐富之穀

類，我的根、果實均可入

藥，對於風濕、神經痛和

肩 膀 酸 痛 有 不 錯 的 功 效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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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coix lacryma-iobi L. var.

科別：禾本科

別名：薏苡、菩提子、米仁、

六谷、川榖、鴨母珠、

雞母珠（客家語）

原產地：中國大陸，熱帶地區

類型：多年生草本，莖稈直立

而 不 分 枝 ， 高 約 1 ~ 2 公

尺 ， 互 生 、 狹 長 披 針

狀、中肋明顯，葉鞘抱

莖，葉舌尖硬

花期：花期5~10月。

小 檔 案

川穀的珠珠（果實）好神奇！好硬哦！

可以做成美麗的項鍊或手鐲。只是在河邊要

採到它，還真是不容易呀！如果能種在教學

農園裡就太棒了。

教學指導小站

◎ 葉、花的特徵　　◎ 生長環境的介紹

◎ 用途

觀察放大鏡

◎ 生長環境的觀察？

◎ 花的型態和花穗長出的位置？

◎ 果實有哪些用途？

◎ 如何傳宗接代？靠風、水、動物？

川穀川穀的花



木槿
當選韓國小姐! 施旭威老師整理

猛然一看木槿雖然與朱槿長得很像，常有人認錯它

們，但仔細瞧瞧還是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哦！而且，木

槿還是南韓的國花呢！

因為韓國人欣賞木槿花期漫長，從春到秋都能看到

它綻放吐蕊，叫它「無窮花」，其強韌無比的生機，正足以表現大韓民族歷萬劫而彌堅的特

性，它潔白的花瓣，代表公正、誠實和廉潔，花蕾心部為粉紅色，則代表熱情，象徵著韓

國的民族性。因此韓國人將木槿看成自已民族的驕傲，選它為國花。

木槿的別名很多，最有趣的是白飯花、雞肉花、豬油花，而且它的花早上開傍晚凋

謝，所以又叫作朝開暮落花。種植方法很容易，只要在春天時節用阡插的方式在排水良好

的地方就可以栽種。木槿的葉片呈卵形或略呈菱形，花瓣一般為5片，但目前已培植出許多

重瓣的品種，花色也有白、紫、粉紅、紫紅及斑色等，觀賞價值非常高。

提供幾個區分木槿和朱槿的小技巧：木槿是落葉灌木，冬季時葉子會掉光，那時朱槿

則還是綠油油；木槿的葉片為紙質葉，摸起來

粗糙，而朱槿則為光滑有光澤，且朱槿的葉子

揉碎會看到許多黏黏的汁液，下次看到木槿可

別再叫錯它的名字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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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Hibiscus syriacus Linn.

科別：錦葵科 黃槿屬

別名：水錦、白水錦(台灣)、籬

障 花 、 清 明 籬 、 白 飯

花、雞肉花、豬油花、

朝開暮落花

原產地：小亞細亞、中國、日

本

花期：5~10月

小 檔 案

第一次看到木槿，我還以為是高了一號

的大型朱槿呢！後來仔細觀察它才弄清楚兩

者的不同，而且木槿來頭可大了！它可是韓

國小姐唷！

教學指導小站

◎ 樹的外形　　◎ 花形、花色

◎ 葉子特色　　◎ 根的特色

觀察放大鏡

◎ 木槿和朱槿有何不同？

◎ 木槿花在哪一個季節開花？

◎ 木槿花的葉子摸起來有什麼樣的感覺？

◎ 木槿的葉形像什麼？

木槿木槿



地衣
小兵立大功 施旭威老師整理

地衣，顧名思義，就是覆蓋地表的衣服，在樹幹上

也是很常見的，像校園中樟樹幹上的像青苔的植物就是

地衣。可是地衣沒有漂亮的外觀吸引觀眾，它們皺巴巴

的模樣、雜亂叢生的姿態，更讓人聯想到癩皮、腐爛等

現象，相信沒太多人願意跟它打交道。

可是地衣卻有很重要的功能喔！

因為地衣只能生長在空氣清新，無污染的地方，氣

溫也不能高，地衣的生命力比藻類或是頑強的真菌都還

要弱！反過來說--地衣可以當做它生長之地的生態環境

的指標唷！

地衣不是單純的一株植物而已，它是由許多藍、綠

藻和菌絲所構成的，菌絲不含葉綠素，無法光合作用製

造養分，但是能將藻類固定，還能從霧中、吸收水分和

無機類鹽，供藻類使用；藻類則能為自己及菌絲製造食

物，因此它們是互利共生的典型範例。

科學家由地衣化石研究推測，地衣是地球上最原始

的植物之一。在六億年前，海洋中的地衣隨著潮漲潮落

在海邊登陸，並對陸地進行改造，把堅硬的岩石變成營

養豐富的土壤，使陸地逐漸變成能夠適合其他高等植物

生長的環境。從此，陸地也像海洋一樣，漸漸變成一個

充滿生機的美麗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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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Lichens.

生長特色：真 菌 與 藻 類 共 生 ，

常 出 現 在 潮 濕 之

地。

地衣門：地衣是各種地衣的總

稱，屬於地衣門。全

球的地衣種類約有一

萬八千種。

外形：分 為 葉 狀 、 枝 狀 與 殼

狀。

小 檔 案

地衣長的醜醜的，沒有人喜歡它，總是

躲在潮濕陰暗的角落，沒想到有這麼大的功

能，以後一定要多注意周圍環境有沒有地

衣，因為它的出現代表環境沒有受到污染

喔！

教學指導小站

◎ 生態特色　　◎ 特殊功能

◎ 命名方式

觀察放大鏡

◎ 為什麼地衣可以作為環境污染的指標？

◎ 地衣喜歡生長在什麼地方？

◎ 地衣中的真菌和藻類是如何共生的？

◎ 怎麼由外形上將地衣分類？

地衣

地衣



朱槿
大紅花 劉怡君老師整理

哪一種植物的花朵又大又鮮豔，花心還吐出長長的

花蕊呢？聰明的你猜猜看吧！沒錯，相信看過朱槿花的

人一定會對它那又大又鮮豔的紅花印象深刻不已！朱槿的花很特別，全年開花，花瓣不開

展，朝天，鮮紅色。

朱槿的原產地在中國大陸，美麗的它有許許多多的別名，如扶桑、佛桑花、吊燈花、

大紅花、照殿紅…等。朱槿的花汁多而甜，以前人常喜歡嚐它的花蕊，上面常有花蜜甜甜

的，但現在野外怕有噴灑農藥，要注意安全，不可以任意食用。

它們的品種極多，株高約1-3公尺；葉互生，葉光滑，有卵形、羽狀淺裂，鋸齒緣。花

形有單瓣和重瓣；花色變化繁複，五彩繽紛，全年開花。是大眾化的木本花卉。常綠小灌

木。小枝紫紅色，葉互生。花腋出，單立，花冠５瓣，花色朱紅、黃、白或桃紅色，不結

種子。

朱槿常作圍籬、盆栽、行道樹，供觀賞之用，它的葉與花可當作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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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Hibiscus schizopetalus.

Hibiacus rosa-sinensis.

科別：錦葵科

別名：扶 桑 、 佛 桑 花 、 吊 燈

花、大紅花、照殿紅

原產地：中國大陸

類型：常綠小灌木

小 檔 案

聽說朱槿的花非常的美豔動人！可惜學

校的朱槿還沒有開花，真期待見到她的花

呢！希望校園中的朱槿能夠快快長大，全年

開花的朱槿，相信開花後一定能夠將學校裝

飾得很美。

教學指導小站

◎ 葉的特色　　◎ 適合生長地方

◎ 用途

觀察放大鏡

◎ 看看朱槿的花有什麼特別之處。它的花瓣是什

麼顏色的呢？花開的方向與其它的花有何不同

呢？

◎ 葉子是什麼形狀的呢？

朱槿 朱槿 朱槿



茄苳樹
美味調理大師 黃智德老師整理

大家好，我是全身上下都好吃的茄苳樹！我的果實

不但可以讓野鳥填飽肚子，夠成熟時還可以讓人們生

吃，只是味道不好而已，但如果加糖或鹽來醃漬的話就別有風味；如果中暑了，也可以把

我的葉子曬乾泡茶喝，保證效果極佳。

我可是一種環保樹，不但抗風耐旱，而且根又能深入地層。我的葉子是三出複葉，葉

緣有鋸齒狀，枝幹粗大，這些都是我的特徵，認識我不難吧！茄苳樹都是雙雙對對的生長

著，傳說每一對的茄苳樹皆具有性別的區分，每一對茄苳樹都是一對夫妻，而在此的茄苳

樹是屬於母的茄苳樹，其另一半就在附近，兩棵樹彼此相望著彼此一同成長，每天望著來

來往往的人們為人們創造每一個美好的回憶。

茄苳的壽命很長，生長速率快，甚至可以超過一千年，所以又稱之為重陽木，有敬老

之意。茄苳更是許多鄉里人民膜拜的神木，非常具鄉土色彩，台灣一些鄉下，至今仍以茄

苳為名呢！此外，茄苳的種子是極好的誘鳥植物，也可以醃製來吃，街坊時有車叫賣「茄

苳雞」，是把茄苳葉塞入雞體內去料理的菜餚，茄苳在藥膳和食補上用途很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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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Bisxhofia javanica Blume

科別：大戟科。

別名：重 陽 木 、 秋 楓 樹 、 加

冬、紅桐、茄冬。

原產地：台灣、華南、中南半

島、琉球。

花期：二、三月。

小 檔 案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小茄苳樹；

雖然我現在個子不高看起來很不起眼，但我

可是很長壽的呢！而且我有很多的朋友喔，

因為我懂得分享，我會把我的果實與其他小

鳥一起分享，而我的樹葉也可以做成美味的

佳餚和喜歡我的小朋友一起分享。

教學指導小站

◎ 生長環境　　◎ 用途　　◎ 型態、花、果實

觀察放大鏡

◎ 茄苳樹的葉子是如何生長？

◎ 茄苳樹葉緣摸起來是什麼感覺？

◎ 茄苳樹的果實是什麼形狀？

◎ 茄苳樹的哪一部分可以做成美味佳餚？

茄苳樹是味覺調理大師茂盛的茄苳樹翠睟的茄苳樹



福木
身強體壯的運動健將 黃智德老師整理

福木為全年常綠，春天剛發芽的嫩葉常帶褐黃色，

葉形、葉色與古時日本之貨幣非常類似，因此取名為

「福木」，表示栽種此樹易發財得福。又因其樹姿優美，枝葉茂密且樹性極強，極易栽植，

故常見於庭園、校園，為優良的園景樹及防風、防音樹種。

通常福木以種子育苗繁殖，因其為直根性，移植稍難，中苗、大苗之移植須帶土球，

否則不易存活。福木喜歡陽光強烈而氣候溫暖的地方，故庭園中栽植必須考慮長日照及較

乾燥的地方較為適合。

福木樹皮可供提取黃色染料，亦供藥用；其木材堅硬，可作器具或樑柱用材，除觀賞

用途外，正所謂好處多多，各地可見普遍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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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Garcinia spicata Hook f.

科別：藤黃科,藤黃屬

別名：菲島福木、福樹、金錢

樹

原產地：台灣跟菲律賓

花期：夏季或4月下旬至6月下

旬之間開花

小 檔 案

立正，抬頭挺胸做早操－看！我黑褐色

的樹幹，抬頭挺胸站得直直的，每一片葉子

都精神抖擻像在做體操，努力的往上長。各

位小朋友，學學我，保證你長得健康又帥

氣。

教學指導小站

◎ 外觀　　◎ 果實

觀察放大鏡

◎ 福木的葉片是什麼形狀？

◎ 福木的果實是什麼顏色、形狀、氣味？

◎ 福木於幾月開花？花呈什麼顏色？

剛正不阿的福木

挺鑲筆直的福木厚實挺鑲的葉片



構樹
開墾急先鋒 王惠君老師整理

遠處傳來女生的尖叫聲，咦！發生什麼事了，原來

她站在開滿雄花的構樹下了。構樹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雌雄異株」，雄株的花在微風中搖擺不定，表現得婀娜

多姿，而被稱為「葇夷花序」，但也像一隻隻的小毛毛

蟲；雌株的花呈球形頭狀花序，果實未成熟時為綠色球

形，約六月末時成熟迸開呈紅色，汁多味甜，可以吃

喔！

構樹普遍分佈在全省低海拔地區，或許你經常看到

他，但就是不知道他的名字，只要有人告訴你他叫「鹿

仔樹」，是鹿喜歡吃的食物，你就會印象深刻了。尤其是

夏蟲鳴叫時，往樹上望去結實纍纍的球形聚合果，令人

垂涎欲滴，但是構樹的雌株僅開雌花，要靠別棵雄株上

的雄花花粉來授粉才能結果實。

構樹的葉背佈滿細毛茸，葉面則十分粗糙，葉緣有

粗鋸齒，葉型變化很大，幼樹的葉呈深缺刻狀分裂，成

熟的樹是心狀卵形葉。樹皮含纖維可用來造紙，因為可

用於印製鈔票，所以又叫做「鈔票樹」。構樹屬於一種嗜

陽性的先鋒植物，先鋒植物在一個沒有植物生長的環

境，或是經人為或天然破壞後的土地上，第一批生長的

植物種類，在陽光充足的開闊土地上很容易快速生長，所以耐乾旱、耐貧瘠和種子很多是

他的特性，且其根部還會萌發不定芽，無性繁殖出許多構樹小苗，長成連續的構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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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讓我們拈綽惹草去

學名：Broussonetia papyrifera.

科別：桑科

別名：鹿仔樹、楮樹、穀、桑

穀

原產地：東亞

類型：落葉喬木

花期：三∼四月間

小 檔 案

構樹身上有好多瘤喔！雖然看起來有點

恐怖，但是老師說他的用途很多喔！可以把

鹿餵得飽飽的，樹皮還可以做鈔票，好厲害

喔！而且他的生命力很強，艱困的環境也能

生存，我也要向他學習。

教學指導小站

◎ 花序　　　◎ 果實　　　◎ 葉　　　◎ 種子

觀察放大鏡

◎ 構樹的花有什麼特色？

◎ 構樹的哪一個部位可以食用？

◎ 構樹的葉子是什麼形狀？摸起來有什麼感覺？

◎ 構樹有很多功用，你可以舉一些用途嗎？

構樹的葉子

構樹的果實



樟樹
蚊蟲剋星 黃智德老師整理

常綠喬木，台灣中低海拔的平地山區都有分布，是

台灣的鄉土樹，也是公園、綠地、行道樹的主木。灰褐

色的樹皮，有細緻的深勾縱裂紋。橢圓形的葉，葉端

尖，搓揉有樟腦的清香味。花黃綠色，春天開，又小又多，十一月間果實成熟呈黑紫色。

坐在樹下享受清涼的樟腦香；現在人們發明化學合成的樟腦油，或許沒有原來的純

正，但可以保有樟樹優美的樹姿讓大家欣賞。從前的台灣，從平地到山區都遍佈樟樹，尤

其是溪谷開闊地，更是樟樹喜歡生長的地方。

你們知道嗎？樟樹是台灣常見的樹木，樹形優美，苗栗、南投、雲林和台南縣均以它

為縣樹，很有趣吧！樟樹是分枝多樹冠堆疊的生長，具有良好的阻隔噪音能力；且又能抵

抗高度的空氣污染，因此在交通繁忙的地區，最適合栽種樟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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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Cinnamomum Camphora

Nees et Eberm

科別：樟科

別名：本樟、番樟、樟木子、

栳樟、香蕊、烏樟、芳

樟

原產地：國大陸江南各省、日

本、琉球、印度

小 檔 案

哈哈！我是蚊蟲剋星-樟樹，任何蚊蟲

只要一靠近我聞到我的味道就會離我遠遠的

不敢靠近我，而用樟木做家俱也可以達到防

蟲的效果。我的全身都可以拿來加工使用，

經濟效益相當的高，所以在台灣地區非常容

易看到我的蹤跡喔！

教學指導小站

◎ 葉互生，橢圓形，搓揉後有樟腦味兒

◎ 春季開花，黃綠色

◎ 成熟果實為黑紫色

◎ 樹皮灰褐色，有明顯深溝縱裂紋

觀察放大鏡

◎ 聞聞看樟樹的葉子是什麼味道？

◎ 樟樹的葉子是如何生長？

◎ 想一想樟樹可以加工製成哪一些東西？

◎ 樟樹在哪一個季節開花？

◎ 樟樹的花是什麼顏色？

樟樹的葉片

樟樹樹幹操場邊的樟樹



木麻黃
海岸守護者 施旭威老師整理

漫步在海邊，海風徐徐令人神清氣爽，所有煩惱都

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咦！那不是松樹嗎?沙灘上怎麼種了一整的松樹呢?喔！原來是木麻

黃！遠看還真像松樹啊！

木麻黃為常綠大喬木原產於澳洲和南洋地區，外形很像松樹，但請注意喔！他那綠色

細絲狀的小枝是莖，可不是針葉，那木麻黃的葉子在哪裡呢？如果仔細觀察，可以看到他

柔軟的小枝上有一圈一圈的環節，把節一一拔開，仔細看他周圍一圈的「細毛」，這種鱗片

狀著生在環節上的細毛，才是真正的葉子呢！

而木麻黃的果實是木質化的橢圓形毬果，很像木質小鳳梨。台灣引進木麻黃主要作為

防風樹或行道樹用，原因除了抗風、耐旱且耐鹽的特性之外，它的小枝能透風，可減輕風

力的壓迫，所以在強風的吹襲下，木麻黃仍能直立挺拔，所以常用來做為海岸防風林。下

次可別再認錯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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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Casuarina equisetifolia.

科名：木麻黃科

別名：木賊葉

原產地：澳洲

用途：防風林

小 檔 案

木麻黃是盡責的海岸守護者，就算強烈

颱風來襲，狂風呼嘯如猛虎出閘，他也站得

又穩又直，一點都不害怕，它真是個英勇的

武士啊！

教學指導小站

◎ 外形特色　　　　　　◎ 樹幹特色

◎ 花、葉及果的外形　　◎ 用途

觀察放大鏡

◎ 木麻黃和松樹有何不同?

◎ 有哪些樹的果實和木麻黃的果實一樣是毬果?

◎ 木麻黃的葉子有什麼特色?

木麻黃 木麻黃



六月雪
粉紨黛綠的小美人 陳得意老師整理

國內的小朋友難得看到雪花降落在枝葉間的情景，

但是六月雪的花卻能帶給你類似的感覺呢！

從春天到深秋或初冬，這種花兒總是綻放著笑靨，

尤其在五、六月間的時候，眾蕾齊開，一時間點點的小

白花綴滿了枝頭，有如片片雪花停駐在枝葉間，因此人

們就叫它為「六月雪」、「噴雪」或「滿天星」，好詩情

畫意的名字喔！你認為呢？

六月雪植株為高約1公尺的常綠小低木，枝葉密生而

呈圓形狀樹姿，葉對生，長約2公分左右，卵狀披針形而

全緣，稍具革質，若將葉子揉搓則會有一股臭味溢出。

初夏五、六月時，葉腋間著生白色或微帶紫白色小花，

單生或是二、三朵聚生，小花的構造極為精巧，其外形

呈喇叭狀，花冠五、六裂，裂片先端有三淺裂細小的花

蕊藏在花瓣裡，為雌雄異株。花期盛開時，朵朵雪白的

花兒甚為清新優雅。

六月雪的故鄉在中國大陸、越南、高棉及日本一

帶，約在西元1700年有人將它引進台灣，目前在全省各

地普遍都可見到它的芳蹤，甚至有許多庭園還種它來當

作綠色的圍籬呢！顯得整齊又美觀。

除了單瓣的品種之外，六月雪更有重瓣的品系，開

出來的花像是縮小型的白玫瑰，相當可愛。它的花枝是

良好的花材，根部則具有花斂性，可以用來治療瀉肚

子，看來它的好處還真不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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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Serissa japonica.

科別：茜草科

別名：噴雪、滿天星、白丁花

原產地：中國大陸、越南、日

本及高棉

類型：常綠灌木

花期：夏季5至8月

小 檔 案

如果你蹲著仰視它，枝頭上望去淨是一

片雪景，想像著天空忽然飄著雪花，先是細

細的一點一點，然後愈來愈大點。雪愈下愈

大，是的，真的下雪了。只不過，雪並沒下

很久，一會兒停了，路上也沒積雪，只有水

漬罷了。

教學指導小站

◎ 別名的由來　　◎ 根的特性　　◎ 用途

觀察放大鏡

◎ 人們為何叫它為「六月雪」，而不是「十二月

雪」呢？

◎ 葉子是哪一種生長方式？若將葉子揉搓，則會

有什麼味道？

◎ 花的構造外形像什麼？長在什麼地方？

六月雪的葉

六月雪的小ｋ花

六月雪的小ｋ花近攝



火焰木
紅透半邊天的噴火龍 陳得意老師整理

在南部的許多校園中或是高速公路旁都可以發現火

焰木的蹤影。於春寒尚未褪盡時，火焰木的大紅花朵就已經熱熱鬧鬧地滿樹綻放了。

火焰木，原產地熱帶非洲，株高可達十公尺以上，小葉長橢圓形至長披針型，先端

尖，葉脈凹狀極明顯。火焰木最獨特的是花苞、花以及蒴果。火焰木花苞的萼片向內彎曲

聚生，彎彎長長尖尖的形狀有點像老佛爺的指甲套。秋末冬初花自枝條端結蕾，花苞萼片

向內彎曲聚生，呈圓形，小花自圓形的花苞外圍逐漸綻開，色豔如火，極為悅目美觀。花

謝後隨即結果，果皮赤褐色，內有種子，可用於播種。

用途適於作庭園美化樹或行道樹，本省中南部氣溫較高，開花較容易。原產地為常綠

喬木，本省冬季若寒流來襲，葉片偶有變紅或落葉現象。花期2至4月。花頂生在樹冠層的

頂端，遠遠看似樹頂著火一般，花似燃燒中的熊熊火燄。火焰木裂開長橢圓狀披針形的蒴

果裡，許多穿著透明輕紗、有翅的種子，正期待著風的邀約，希望能翩翩起舞。蒴果頂端

至柄端長約 25 公分。

可以撿火焰木的種子，玩扮家家酒，當作荷包蛋。果皮赤褐色，堅硬可用來舀水喝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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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Sapthodea campanulata.

科別：紫葳科

原產地：熱帶非洲

類型：常綠喬木

花期：2至4月

小 檔 案

當火焰木的大紅花朵熱熱鬧鬧地綻放了

滿樹，就好像是一位粗心的孩子，不小心喚

醒了沉睡多年的噴火惡龍。惡龍繁衍的速度

驚人，不可思議地，全世界幾乎遭到火焰的

吞噬，不用幾年的時間，幾乎回到最原始的

時代。

教學指導小站

◎ 外觀　　　　　　　◎ 葉

◎ 花的特色　　　　　◎ 果實、種子

觀察放大鏡

◎ 火焰木是屬於一種常綠喬木或灌木？

◎ 火焰木的葉子是何種形狀的複葉？

◎ 火焰木的哪個部位可以拿來舀水喝？

◎ 火焰木開花較適合的季節是溫度高還是溫度低

時？

火焰木的花火焰木的果實 火焰木近攝



白千層
穿千層衣的紨婆婆 施旭威老師整理

白千層是穿了千層衣的白婆婆，好像很怕冷，每年

都會添新衣，而且她最愛白色，一件件白衣穿上了，舊

衣服又捨不得脫，所以白千層總是裹著厚厚的衣服喔！

白千層的花呈白色或淡黃色，像個小瓶刷狀的模

樣，十分可愛；葉小、細長如柳葉。樹皮呈黃褐色或灰

白色，有彈性，鬆如海棉，每年木栓形成層都會向外長

出新皮，並把老樹皮推擠出來，但老皮仍然層次分明地

一層貼著一層的留在幹上，不久後會自然的掉落，就像

穿了千層的「破」衣服一樣，如果想知道白千層的樹

齡，只要數數它有幾層就知道了—如果你數得清楚的

話！

別看白千層披披掛掛地，好像病懨懨的樣子，它可

是防風樹種之一呢！還是能抗車輛引擎廢氣——二氧化

硫的優良環保樹種。不過他的花粉敏感者吸入花粉會造

成呼吸道過敏、頭痛、猛打噴嚏、噁心、氣喘等症狀，

甚至臉部出現小紅疹，千萬別大意！

白千層入藥在治療風濕、霍亂等疾病具強效。白千

層也是煉香精油的原料樹種，將其嫩芽及蓓蕾蒸餾後即

可得白千層油。

在許多人的印象中，把白千層樹皮撕下來當玩具，

幾乎是共同的記憶，雖然它有著千百層的樹皮，但我們

也該好好的保護它，免得那漂亮的樹皮，被大家剝的一

層不剩，那不就變得很醜了嗎？相信這也不是你我所樂

見的，對吧！

107

聆風

步道

向陽

步道

樹的

原住民

瓜棚

教室

春風

廣場

急速

冰原

學名：Melaleuca leucadendra.

科名：桃金孃科

別名：相思仔、日本相思、白

瓶刷子樹、剝皮樹

原產地：澳洲、印度、馬來西

亞

小 檔 案

老師說算出白千層共有幾層就可以知道

它幾歲哦！可是白千層到底穿了幾層衣服

啊?讓我來仔細數一數！哎唷！怎麼算不出

來啊！

教學指導小站

◎ 樹幹特色　　　　　◎ 花、葉外形

◎ 生長特微

觀察放大鏡

◎ 白千層的樹皮摸起來有什麼感覺?

◎ 白千層的花粉有毒，觀察它的花時要怎樣做才

不會吸入花粉?

◎ 白千層的皮一直掉為什麼白千層不會枯死?

ｋ千層

ｋ千層



阿勃勒
盛夏的金黃色花海 王惠君老師整理

炎炎夏日，總覺得陽光特別刺眼，一陣微風吹來，

哇！天空下起了金黃色的雨，是在作夢嗎？抬頭一望，

耀眼的黃絢麗奪目，啊！原來我站在阿勃勒樹下。

夏季是百花盛開的季節，校園裡到處萬紫千紅，而

花季中最耀眼的莫過於阿勃勒了，枝頭上鮮黃色的花

朵，茂密的幾乎看不見葉子，一朵朵的小花成串垂下，

既像宮燈，又像葡萄，金黃色陽光般溫暖，可愛極了，

花瓣隨著微風輕輕飄落，在樹下享受這一季的芬芳吧！

阿勃勒的原產地在喜馬拉雅山東部或西部，在台灣

已經是普遍種植的樹木，校園中、公園裡、馬路邊處處

可見他的蹤影。阿勃勒是落葉大喬木，樹冠展開成傘

形，其葉互生，是偶數羽狀複葉；小葉對生，卵形，近

於對生，但初夏時枝條光禿無葉，花朵的身影就更為明

顯了，5~6月間是阿勃勒的花期喔！阿勃勒的葉子，是

一些蝴蝶幼蟲的食物，所以常可看到蝴蝶飛來飛去，那

就是蝴蝶媽媽在找葉子產卵，有興趣可以抬頭找找蝴蝶

的幼蟲。阿勃勒花開後不久，你會發現有一條條暗褐色

的圓筒形莢果垂掛在樹上，像香腸一樣，那是阿勃勒的

果實，這長條狀的黑色莢果可以當作天然的按摩棒喔！

而果實成熟後會一一掉落，你可以將他剝開，會發現裡

面就好像是一間一間的房間，樓上樓下，每一間都住著

一顆種子，哇！就好像是高樓大廈一樣，其種子甜美可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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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Cassia fistula.

科別：蘇木科

別名：波 斯 皂 莢 、 婆 羅 門 皂

莢、黃金雨、長果子樹

原產地：喜馬拉雅山東部或西

部

類型：落葉大喬木

花期：5~6月間

小 檔 案

夏天的時候我最喜歡站在阿勃勒的樹下

了，因為阿勃勒的花像一串串金黃色的葡

萄，好美喔！我希望校園中可以種一整排的

阿勃勒，夏天來臨時我們就有金黃色的花海

可以欣賞囉！

教學指導小站

◎ 花　　　◎ 果實　　　◎ 葉子形態

觀察放大鏡

◎ 阿勃勒在哪一個季節開花？

◎ 阿勃勒的花形像什麼？

◎ 在歡樂亭旁邊的阿勃勒，你看到什麼顏色的

花？

◎ 阿勃勒的果實長得什麼樣子？

阿勃勒

阿勃勒黃金花海



洋紫荊
妝點一季秋色 莊樹勳老師整理

洋紫荊在一九六五年被選為香港市花，一九九七年

七月一日香港主權回歸祖國後，洋紫荊更成為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區徽。花朵貌似蘭花，鮮豔奪目的洋紫荊不能

以種子繁殖，只能以高空壓條法、硬枝扦插法或嫁接法

繁殖。事實上，所有目前所見的洋紫荊都是由一百年前在香港島發現的一棵洋紫荊衍生而

來的喔。在台灣，也把洋紫荊叫做豔紫荊。

洋紫荊屬於落葉喬木。單葉互生，由頂端深裂成心形或腎形，7－12公分長，約等寬，

全緣；總狀花序頂生或腋生；於晚秋或早冬開花；花萼管狀，單側開裂成佛燄苞狀；花瓣5

片，粉紅色；完全雄蕊3－4枚；莢果扁平，莢果成熟時由綠變成褐色，約20－30公分長。

洋紫荊適合潮濕的熱帶及亞熱帶氣候，日照宜充足，枝葉生長喜高溫多濕，具耐旱、

耐熱、抗污染的特性。葉頂端尖銳且分叉，好似一隻蝴蝶，花呈紫紅色，十分嬌媚動人。

洋紫荊除了原產於香港之外，亦產於印度。栽培作為觀賞之用，八卦山區亦有不少栽

培植株。花朵在寒天中依舊以艷姿笑臉迎人，使人心曠神怡，頓忘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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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Bauhinia blakeana

科別：蘇木科

別名：印度櫻花、香港櫻花

原產地：香港、印度、馬來西

亞

類型：落葉小喬木

花期：10∼12月前後開花

用途：花期極長，適宜作觀花

樹、庭園木或行道樹

小 檔 案

觀察洋紫荊的結構後，發現葉子長得有

點像心臟的形狀喔！而且開花的時候，葉子

又有點像蝴蝶的形狀一樣，真的很美麗。

教學指導小站

◎ 葉形、花形及莢果　◎ 分佈地區及生長環境

◎ 與羊蹄甲比較

觀察放大鏡

◎ 洋紫荊的葉子有何特徵呢？

◎ 仔細觀察，洋紫荊的葉片、花瓣及莢果與羊蹄

甲有何不同呢？

呈愛心形的葉面

長長的洋紫荊莢果

洋紫荊的花



南洋杉
千層寶塔 王惠君老師整理

「叮叮噹，叮叮噹，鈴聲多響亮……」，歡樂的氣氛

伴著音樂聲迴盪在空氣中，聖誕節的腳步近了，你知道

最應景的是什麼嗎？答案就是聖誕樹。

校園中有兩棵可愛的南洋杉，就是常被用來當作聖

誕樹的樹種喔！南洋杉圓錐型的樹冠，優美的樹姿，層

層蒼翠的枝葉，絕對是聖誕樹的不二人選。但是你知道

嗎？同樣來自澳洲的南洋杉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小葉

南洋杉，另一種是肯氏南洋杉，我們學校種植的是小葉

南洋杉，其最大的分別有二：小葉南洋杉的樹幹有翹起

的樹皮；小葉南洋杉的鐮刀型小葉較肯氏南洋杉長，且

軟而不刺手，這可是他比肯氏南洋杉受歡迎的原因呢！

小葉南洋杉在台灣普遍種植，是著名的景觀樹，其

樹幹單生，側枝輪生，呈水平展開，每一年都會長出一

輪枝條，可用於計算年齡，在充分的空間和肥沃的土地

上，能快速的生長，可以長成雄偉挺拔的大樹喔！小葉

南洋杉是單葉，主側枝的小葉及枝條都在同一平面上，

葉在小枝上成螺旋狀生長，且串成一條條的直索，其正

面為綠色，背面有白粉；花季在春天，但少見開花，花

小而不明顯，雌雄異株；果實為褐色，毬果為球形，種

子有翅，圓柱形，先端有尖刺。一般用播種法、壓條

法、扦插法，如用側枝扦插，成長後不能直立，僅水平

方向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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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Araucaria heterophylla.

科別：南洋杉科

別名：小葉南洋杉

原產地：澳洲諾福克群島

類型：常綠喬木

小 檔 案

南洋杉的葉子看起來尖尖的，但是刺到

時不會痛喔！雖然學校的南洋杉還矮矮的，

但是我已經可以想像他長成一棵高高大大的

聖誕樹時的樣子了，我要替他掛上美麗的裝

飾品，讓他跟我一起過聖誕節。

教學指導小站

◎ 葉型　　◎ 花　　◎ 果實　　◎ 種子

觀察放大鏡

◎ 要怎麼計算南洋杉的年齡呢？

◎ 小葉南洋杉和肯氏南洋杉要怎麼分辨呢？

◎ 南洋杉的葉子是如何生長的？

◎ 南洋杉的葉子看起來是什麼樣子？摸起來是什

麼感覺？

南洋杉全貌

南洋杉葉子



馬利筋
嬌小玲瓏的妙人兒 陳得意老師整理

只要在校園一角種上馬利筋，立刻吸引樺斑碟前來

產卵，頓時校園中可見許多橘紅色的小精靈翩翩飛舞。

看出它的特點之後，也許你無法叫出花的各部分名

稱，這兒提供給你當參考。

紅紅的部分是它的花瓣，花萼在花瓣外圍，萼片細

狹；花冠（花瓣的合稱）之上濃黃的部分，即為奇特構

造的所在，植物學上特稱為「副花冠」，副花冠上有角狀

物，更顯得突出與獨特。

或許你還不知道馬利筋的花粉是成塊的，與大多數

植物粒狀的花粉截然不同，在放大鏡下觀察，真會讓你

手不釋「鏡」，因為那花粉塊實在是太新鮮有趣了。

花兒凋謝之後，開始結出兩端尖銳的「蓇葖果」，等

到秋、冬之際，蓇葖裂開，露出裡頭帶著冠毛的種子，

冠毛輕飄飄，彷彿降落傘一般，飛過山崗，拂過海洋，

散佈到遙遠的地方。

馬利筋又名「蓮生桂子花」或「芳草花」，屬於蘿摩

科家族，為多年生草本植物，高約一公尺許，葉片對

生；春夏季自莖頂或葉腋開出繖形花序，花期甚長，觀

賞價值高。

栽培的土壤以砂質壤土最佳，全日照或半日照均

可，既能園哉，也能盆植肥料，以腐熟豆餅水或化學肥

料均可，二∼三個月施用一次。

繁殖馬利筋一般採用播種法，如為春播，則夏季即

能開花；如為秋播，則翌年春季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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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Asclepias curassavica

Linn.

科別：蘿藦科

別名：金鳳花、尖尾鳳、蓮生

桂子花、芳草花

原產地：熱帶美洲

類型：多年生宿根草本

花期：春至初冬

小 檔 案

老師說：「馬利筋的花粉是成塊的。」

好特別喔！彷彿有一群男女手牽著手，正愉

快地跳著方塊舞呢！舞步輕盈曼妙，旋律極

為迷人又富羅曼蒂克的氣氛，實在是讓人好

不羨慕啊！

教學指導小站

◎ 毒性　　◎ 花特徵　　◎ 種子的特徵

觀察放大鏡

◎ 馬利筋的花粉在外觀上有什麼特殊的地方？

◎ 葉子是哪一種生長方式？葉緣又是呈何種形

狀？

楊心校園馬利筋

花上有樺斑碟



菩提樹
愛心樹 劉怡君老師整理

曾經有個傳聞佛教始祖釋迦牟尼年輕時為了學道曾

在深山中的菩提樹下修習，為了紀念釋迦牟尼於此樹下

悟道，在印度被稱為「聖樹」，為印度國樹；菩提樹的小名religiosa乃為「神聖的」、「宗教

的」之意；菩提樹也有個別名叫做思維樹。

菩提樹的葉子很特殊，呈現愛心形。菩提樹是多年生落葉大喬木，它的高度可以到達

10∼15公尺，在樹下可以遮陽，因此常常被當成行道樹。除此之外它的隱花果還可以當作

藥材。它的花具有醫療效果，有發汗解熱的藥效；木材也能製器物。它的葉脈明顯，是做

葉脈標本的好材料呢！

原產中國南部、東印度、緬甸、斯里蘭卡等地。葉心形互生，深綠葉柄長7∼10公分。

冬季會落葉，春季萌長新葉，夏季開花，為隱頭花序，結扁圓形球果，腋出，雙生。果實

綠褐色，有暗紫色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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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讓我們拈綽惹草去

學名：Ficus religiosa Linn.

科別：桑科

別名：思維樹

原產地：大陸南部、東印度、

緬甸

類型：落葉大喬木

花期：夏季

小 檔 案

聽說釋迦牟尼曾經在菩提樹下悟道修

習，而且菩提的葉子形狀很像愛心，感覺菩

提樹是個很祥和的樹呢！在夏天時，我喜歡

在菩提樹下乘涼。

教學指導小站

◎ 葉形：葉卵圓形，狀似愛心。

◎ 用途：作為庭園樹、行道樹。

觀察放大鏡

◎ 看看菩提樹的葉子是什麼形狀的呢？

◎ 菩提樹長得很高，讓我們來量量看它有多高

呢？

夏天時可在菩提樹下乘涼 菩提樹愛心形狀的葉子菩提樹葉子形狀像愛心



葫蘆竹
彌勒佛的肚子 劉怡君老師整理

宋朝大文人蘇東坡先生就有一句名言： 「無肉令人

瘦，無竹令人俗。」竹子是這麼的吸引人的呢！在竹子

當中形狀似葫蘆，又似彌勒佛的肚子，它的名字叫做葫

蘆竹，它還有很多可愛的外號－佛竹、佛肚竹、結頭

竹、佛面竹。因為它的外觀可愛特殊，有許多人喜歡把

它種在庭院、盆栽中，作觀賞用途。

竹子一般喜歡生長在溫暖、通風而有相當溼度的地

方，所以適合種在平地至低海拔山區，栽種的地方要有

充足的光照和疏鬆的土壤，水分也要供應無缺，這樣竹

子才可以長得好！

葫蘆竹的竹桿胖胖十分明顯，節間密生有不定根。

葉長橢圓狀，先端漸尖，葉脈呈平行脈，葉柄短，葉舌

顯著。葫蘆竹老化會開花，開花之後通常會枯死。

葫蘆竹，可以不用種子就可以繁殖後代，這種方法

我們稱為無性繁殖。繁殖可用分株或竹鞭(地下莖)，春

天或是秋天都可以種。

葫蘆竹它的外觀十分可

愛，所以常常作為雕刻藝術

品唷！讓我們也一起來種這

迷人的葫蘆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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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Bambusa ventnricosa.

科別：禾本科

別名：佛竹、佛肚竹、節頭竹

原產地：中國廣東省

小 檔 案

葫蘆竹長得真特別！葫蘆竹一節一節短

短胖胖的莖，看到它就讓人想到「葫蘆」，

難怪它的名字叫做葫蘆竹。它的分枝好像打

人用的竹子，也很像是刀子。

教學指導小站

◎ 葉　　　◎ 枝節　　◎ 莖　　◎ 用途

觀察放大鏡

◎ 葫蘆竹葉子的形狀是怎麼樣的呢？

◎ 葫蘆竹葉脈是怎麼的呢？

◎ 葫蘆竹的莖看起來像什麼？

◎ 用手摸一摸竹子的莖，一節一節的葫蘆形狀，

摸起來有什麼樣的感覺呢?

它的分枝很像刀子吧！ 短短胖胖的銘狀似葫蘆

葫蘆竹葫蘆狀的銘



麵包樹
人見人愛的麵包 劉怡君老師整理

若在春、夏季到蘭嶼遊玩，下了飛機朝向前面的山

看過去，「一片青綠色夾雜了一些金黃色棍棒或球」 ，

這就是麵包樹了！麵包樹有很多的用途，它的木材輕而

且耐用，具有耐白蟻和海蟲的特性，因此廣泛的運用在

建屋與造船上。對蘭嶼住民算是一種重要的植物，主要

用於造船時的船首、船尾板、坐墊，及住屋用的中柱、

主屋之踏腳板與木笠、木盤等用具，而它的汁液往往被

當地人用作粘接劑。

麵包樹除了有很多的用途外，它的果實還可以吃

呢！不但昆蟲、鳥類、松鼠、獼猴很喜歡吃，人類很喜

歡吃它。麵包樹是熱帶地區的重要食物，它的花朵是屬

於單性花，雌雄同株，雄花會先開。果實肥大呈深黃

色，只要燒烤以後便可以食用，味道有點像麵包，故名

為麵包樹。以新鮮的麵包樹葉片蒸年糕，香氣十足，別

具風味。麵包果可烤、煮、炸、紅燒及涼拌食用，甜鹹

皆宜。

麵包樹可以用分株法來繁殖，也可以用插根法來繁

殖。當老樹的樹下長出幼苗時，可以將它挖掘另外種

植。想用播種法繁殖，可以從其果實中取出種子，但是

取出的種子一定要立即播種。麵包樹這麼棒的植物，又

那麼容易栽殖，小朋友你也可以種種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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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讓我們拈綽惹草去

學名：artocarpus communis

jrgforster.

科別：常綠喬木、桑科

別名：羅蜜樹、麵包果樹、馬

檳榔

原產地：波里尼西亞、馬來西

亞、大溪地

類型：桑科長綠喬木

花期：4~5月

小 檔 案

麵包樹真是人見人愛的樹啊！它葉子大

大片的，站在樹下可以遮陽避雨；而且它會

結果實，我最喜歡的樹就是麵包樹了。希望

它快快長大結果實，我好想嘗嘗看它的味道

唷！

教學指導小站

◎ 適宜生長地方　◎ 葉子　　　　　　◎ 果實

◎ 樹幹　　　　　◎ 全株含有乳汁

觀察放大鏡

◎ 麵包樹有多高呢？

◎ 麵包樹的葉形像什麼呢？

◎ 麵包樹的果實是什麼顏色的呢？味道聞起來像

什麼呢？

通直的樹幹隃可長到12公尺以

上的長度

麵包樹的葉子十分巨大



觀音竹
妙用無窮的淑女椰子 陳得意老師整理

第一眼看見這種植物的時候，就知道它是一種竹

子。人們一直很器重它—結婚時想到它，小孩不乖時也

想到它！

觀音竹原產我國南部，西元1901年首先由日本人引進台灣，目前在全國各地都有它的

「足」跡，是一種常綠灌木。

觀音竹通常栽植在公園、校園或院子裡，也能適合各式各樣的盆景。看它們小巧的身

子，尖挺的葉片，讓人覺得生意盎然，無形中給予我們精神上的鼓舞。曾經有人栽培成功

斑葉的變種，稱之為「斑葉棕竹」，身價很高，但是像金線蘭一樣，受到有意哄抬而失去觀

賞的意義。

栽培觀音竹通常採取分株法，從叢生的莖幹基部挖掘幼株，連根帶莖一起立即種植，

因其發現根不易，故挖取有根的幼苗是絕對必須的。新哉的植株最好能在培養土上覆上一

層水苔，以保持濕潤促進發育。

栽培觀音竹的地方不宜光線過

強，否則葉片表面會顯得粗糙而失去

光澤，斑葉的品系更容易使斑紋處受

到日光灼傷；光線強度不足卻會造成

植株徒長，破壞原有的體態，故最理

想 的 栽 培 場 所 應 有 大 約 5 0 ％ 的 遮

陰。

觀音竹除了觀賞之外，其莖幹細

緻而堅韌，也常用來製造手杖及傘

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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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Rhapis excelsa.

科別：禾本科

別名：傻 竹 、 筋 頭 竹 、 棕 櫚

竹、觀音竹、琉球竹、

大葉拐仔棕、虎散竹。

原產地：中國、日本

類型：常綠灌木

花期：6月上旬至7月上旬

小 檔 案

在司令台後方，這群身高不高，僅僅被

權充為小圍籬的「竹子」好像不顯眼了，什

麼？老師說：「觀音竹不是竹子。」不相信

我們是竹子，請靠過來一點好嗎？你可以再

近一點。怎樣，節之分明，如假包換！相信

了吧！

教學指導小站

◎ 樹幹　　　　　◎ 葉、花　　◎ 果實

觀察放大鏡

◎ 栽培觀音竹的地方對光線強度的要求如何？

◎ 觀音竹除了觀賞之外，其莖幹的特性有哪些用

途？

觀音竹 觀音竹



印度紫檀
森林中的大巨人 黃智德老師整理

印度紫檀是高大的落葉喬木，奇數羽狀複葉，花藥

丁字著生，且莢果扁圓形，周圍有薄翅，分佈於熱帶。印度紫檀和菲律賓紫檀兩者的差

別，在於莢果中間長種子部分，印度紫檀無刺，菲律賓紫檀有短刺。

葉片為羽狀複葉，葉序整齊，葉貌似楊桃葉，樹枝特長呈放射狀伸展，樹冠傘形，冬

季落葉後樹枝優美，春季嫩葉嬌柔翠綠，春夏開花，色鮮黃， 具芳香味，莢果扁圓，中央

肥厚內藏一粒種子，周圍縐褶似紙質，果莢極為特殊，木材紋理殷紅高雅，為高貴之家具

木材。

那麼你知道印度紫檀名稱的由來嗎？因為將印度紫檀的樹枝剖開會流出紫色的汁液，

所以稱之為印度紫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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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讓我們拈綽惹草去

學名：Pterocarpus indicus Willd

科別：蠂形花科

原產地：印度，爪哇，馬來西

亞，菲律賓

花期：四月

小 檔 案

印度紫檀；春季梅雨時節開金黃小花，

雨中花瓣灑落一地，像金黃地毯，花香四

溢。夏季綠的樹蔭常遮蔽了半條馬路，在樹

下稍作停留就不想走出這片綠洲了。秋天果

實成熟了，乘著風去旅行，種子旁的一圈薄

翅，是飛行時的法寶，圓形扁平的種子，中

間稍微鼓起，像極了一個個小飛碟。

教學指導小站

◎ 生態習性　　　　◎ 葉：互生

◎ 花色、花序　　　◎ 果實

觀察放大鏡

◎ 印度紫檀開花季節為何時？他的花是什麼顏

色？

◎ 印度紫檀的莢果有什摩特別？在生態上有什麼

意義？

◎ 印度紫檀和菲律賓紫檀兩者如何分別？

印度紫檀 印度紫檀印度紫檀



美洲合歡
飄逸的火紅仙子 王惠君老師整理

花開時節，總是大片的抹抹嫣紅，像是妝點一季的

風華！但到了冬意漸深的花落時節，寂然凋零的模樣，

又像流雲銷殞無蹤，悠然訴說對生命起落的禮讚------這

是美洲合歡生長的寫照。

美洲合歡，光從名字來猜測就知道台灣不是他的家鄉，他的原產地是巴西、模里西

斯，引進台灣做觀賞用的植物，因為氣候合適，所以生長的很好喔！其雄蕊色鮮紅，如長

絲絨般，花盛開如粉撲狀，為主要觀賞部位。夏季來臨時，纖細柔軟的花絲，擁繞成嬌紅

的絨球，在青翠的羽葉上盈盈舞動，美洲合歡迎著晨曦綻放出妍麗的神采。

在生態上來說，美洲合歡是屬於含羞草科落葉灌木，株高可長至約1 ~ 2公尺，擁有二

回偶數羽狀複葉，且因為出身含羞草科，所以午後 3、4 點起，她的羽葉就會自然閉合起

來，就像是午睡的貴婦一樣，充滿著慵懶的氣質喔！其花期由夏至秋季，花冠呈半圓形，

雄蕊色彩鮮艷，具絲絨狀花序，花姿可愛，花絲呈現喜氣的鮮紅色，色採鮮明的可愛小絨

球，襯著綠色的枝葉，花株顯得格外亮眼，搖曳起來就像喜慶的代言人一樣，「合歡」這

個名字總算是當之無愧！繁殖可用播種或竿插法，但因花開後受粉成熟之困莢及種子不

多，通常以壓條方式繁殖，種植時間以春季最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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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Calliandra haematocepha-

la.

科別：含羞草科

別名：紅合歡、紅絨球、粉撲

花

原產地：巴西、模里西斯

類型：落葉灌木

花期：夏至秋季

小 檔 案

美洲合歡是我們學校的迎賓花，因為他

全身掛滿鮮紅色的小燈泡，微風吹來，小燈

泡在綠葉間舞動，更為耀眼動人，就像一位

舞技高超的舞者，來賓看了一定很開心！我

最喜歡美洲合歡。

教學指導小站

◎ 葉子　　　◎ 花色、花序　　◎ 繁殖方式

觀察放大鏡

◎ 為什麼美洲合歡的葉子會自己閉起來？

◎ 美洲合歡的花很特別，仔細觀察，他長得什麼

樣子？

◎ 美洲合歡在哪一個季節開花？

◎ 美洲合歡的葉子是什麼形狀？

美洲合歡全貌 像粉撲的花 美洲合歡的葉子





急速冰原

在急速冰原上

任我馳騁

享受速度

在老師的愛和包容下

盡情揮灑

我的童年



芒果
美味的熱帶聖品 郭坤隆老師整理

每年的4月到8月是芒果的產期，產地以台南、屏東

縣為主，有愛文、土芒果、金煌、海頓、凱特等品種，其中以愛文的產區最廣，產量也最

多。由於芒果品種不同，果實顏色都不同，像愛文芒果是紅色、金煌芒果是黃色，而土芒

果則是綠中帶黃。

芒果原產地在印度，它在印度的宗教信徒眼中被視為

聖果，在眾多的供品中佔有冠軍的地位。印度人認為淡白

色的芒果花代表著愛神所用的五蔟箭，花柄則為箭杆，當

地也傳說芒果會帶給戀人幸福，所以在每年春夏芒果花開

時，成雙成對的印度情人們都會到芒果樹下談情說愛，也

為芒果贏得了「愛情之果」的美名。

芒果不僅是行道樹，果實也是美味的熱帶水果。芒果

長橢圓形的葉，主脈明顯且叢生在枝端，新生的葉子呈暗

紫紅色，後來慢慢轉成綠色，小小的芒果花數量眾多。穿

越芒果樹時要小心，因為當它的葉、枝折斷時，會流出白

而透明的膠狀乳汁，如果碰觸到皮膚將會引起過敏、發

癢。

芒果是夏天水果的聖品，它有燦爛鮮豔的外表，濃郁

芬芳的香氣，黃澄多汁的

果肉，還有甜中帶點酸的

滋味，讓人垂涎三尺。芒

果含有豐富的醣類、維他

命Ａ、Ｃ及鈣、鐵等營養

素 ， 冷 藏 後 食 用 味 道 更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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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Mangifera indica L.

科別：漆樹科。

別名：檬果、檨仔、菴羅果

原產地：印度、中南半島

類別：常綠喬木

小 檔 案

每年一到夏天，一顆顆橢圓形的土芒果

掛在樹上，結實累累好像手榴彈，走過樹下

時，可要小心果實掉下來打到頭。芒果很好

吃，在炎炎夏日裡可以自己做芒果冰，冰在

冷凍庫裡，真是既衛生又美味。

教學指導小站

◎ 芒果花、葉、果實的特徵

◎ 芒果新葉與老葉的顏色

◎ 芒果的種類

觀察放大鏡

◎ 芒果枝、葉折斷後的乳汁

◎ 芒果新生葉子的顏色

◎ 芒果果實的顏色

芒果葉

校園芒果樹

愛文芒果



桃樹
桃園縣的縣樹 高敏俊老師整理

桃園舊稱「桃仔園」，過去先民開墾初期原本栽滿桃

樹，每當桃花盛開時節，朵朵紅雲將大地妝點得繽紛馥

郁。而今桃樹已不多見，桃園成了北台灣的工商大縣，

我們在吃美味多汁的桃子時，也應該好好的認識一下我

們桃園縣的縣樹。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桃花嬌妍多姿的外型，經

常是文人詩詠的題材。桃的品種多，有經濟果樹及觀賞

品種，是落葉灌木或小喬木，莖幹光滑具金屬光澤，有

明顯皮孔。花色以紅、粉紅、白為主。有些品種花盛開

時，新葉尚未萌發，只見一樹繁花，與春風共舞，是春

天最美的景象。桃花的品種繁多，全世界約有3000多

種，通常會先開花再長葉，也有花葉齊發的情形。

古人迷信桃木是五木之精的仙木，氣味辛烈，可以

壓制邪氣，收伏百鬼，於是每逢新年，為了有個平安的

開始，人們就拿兩個桃木板掛在門旁避邪。後來，人們

又在桃木板上，畫上神荼、鬱壘的圖像或寫上他們的名

字，掛在大門兩側，這些都叫做「桃符」。春聯就是源自於桃符。後來，桃符的內容慢慢被

兩句對偶的吉祥詩句代替，出現了稱之為對聯的形式，當時約在南北朝時代。而春聯產生

的原因，與南北朝駢體文的興起和唐朝律詩的發展不無關連。漸漸的，桃木板也就被紙代

替了也是最早的春聯。

拉拉山位於本縣復興鄉東南的華陵村，範圍涵蓋整個北部橫貫公路所經過的巴陵山

區，從民國 75 年正式成為「達觀山自然保護區」後，就成為眾所矚目的休閒新據點。拉拉

山山區海拔約在一千至兩千公尺之間，其中最有名的，當屬巨大神木群與水蜜桃了。拉拉

山水蜜桃遠近馳名，每到六至九月是水蜜桃盛產時期，是值暑假期間，各位小朋友不妨挑

個時間到去拉拉山走一走，不但有益身心，也可大飽口福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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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Prunus persica

科別：薔薇科

別名：桃仔、仙果

原產地：中國

類型：落葉灌木或小喬木

花期：三、四月

小 檔 案

桃樹是桃園縣的縣樹，桃花是桃園縣的

縣花，真是名符其實。那我們也來想想，楊

心國小的校樹是哪一種樹可以代表？楊心國

小的校花又是哪一種花可以代表？大家一起

動動腦吧！

教學指導小站

◎ 葉型　　◎ 花色、特徵　　◎ 果實

觀察放大鏡

◎ 觀察ㄧ下葉子生長的狀況如何？

◎ 我們喜歡吃的水蜜桃樹適合生長在哪裡？

◎ 春天到了桃樹是先開花再長葉，還是先長葉再

開花？

小株桃樹

桃樹葉



龍眼
平安富貴的小眼睛 莊樹勳老師整理

小小圓圓的龍眼，顏色黃褐，貌不驚人，但是它甜

甜蜜蜜的滋味，對愛吃甜食的人來說，可是怎麼都忘不

了的。龍眼在中國的栽種歷史非常悠久，所以有許多別名：龍眼又叫桂圓，因此常被人們

拿來比喻「早生貴子」和「平安富貴」的意思；益智是龍眼另一個別名，因為自古以來，

龍眼通常被當成益脾健腦的補品，對人的智能有所幫助喔。

龍眼原產於亞洲熱帶地區，我國栽培龍眼樹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主要在南方諸省，

龍眼是我國歷史上推崇的四大名果之一，素稱益壽聖品。

常綠喬木，樹高可達１２公尺，偶數羽狀複葉，春季開圓錐花序。龍眼的果實有乳白

色可食用的假種皮。果圓球形，直徑1.5-2公分，果皮黃褐色，質地粗糙。夏季成熟，果肉

（假種皮）厚，半透明，多汁液，味甜美，內包一棕黑色種子。

龍眼外觀、習性和花也都和荔枝很相似；但龍眼的果實發育較慢，所以雖然二者同屬

夏天的水果，但龍眼卻要到荔枝收穫末期，才成熟上市，算是夏天最後報到的水果。在藥

性上，果肉味甘，性溫。果殼與核味甘澀，性溫。而功能上，果肉可補脾養血，益精安

神。核可理氣，止血，止痛。果核收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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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棵龍眼樹摸起來很粗糙，一粒一粒的

龍眼果實，摸起來很舒服，感覺像是按摩一

樣。他的葉子小小的，聞起來沒什麼特別

的，摸起來有一點粗粗的，相信他長大後，

葉子會變的更大片吧！

教學指導小站

◎ 樹形、葉形及果實

◎ 龍眼與荔枝的外型比較

◎ 龍眼的功能

觀察放大鏡

◎ 龍眼的形狀與外觀是否跟眼睛有點像呢？

◎ 仔細觀察，要如何分辨龍眼與荔枝的果實呢？

學名：Euphoria longana lam

科別：無患子科

別名：牛眼、桂圓、福眼

原產地：大陸華南地區

類型：常綠喬木

花期：7∼8月

用途：造景、果實食用

小 檔 案

開花中的龍眼 龍眼的果實 龍眼



橄欖
和平的象徵 焦儀凡老師整理

你知道嗎？編成象徵奧林匹克精神，頒給金牌選手

的桂冠是由什麼植物所編成的？正確答案是橄欖的枝

葉。在古代奧運會中，桂冠代表冠軍的榮耀，橄欖樹在雅典則被視為聖樹並且象徵和平，

因此橄欖樹本身就帶有濃濃的象徵意味。此外，你對橄欖還有什麼聯想嗎？有橄欖油，青

橄欖之類的吧！現在的橄欖已經成為一種健康食物的代名詞呢！很難想像橄欖樹也有一首

歌吧！這是三毛小姐寫的詞，李泰祥老師譜的曲，由齊豫小姐演唱，傳唱到今天，仍然深

植人心。這些因素也為橄欖樹留下了一種脫俗的印象。

到底橄欖樹的身分為何？聽我娓娓道來。在全世界約有150個品種，在台灣的橄欖樹大

多為小葉橄欖，橄欖本身喜歡排水良好、土厚的地方生長，以含有機質之砂質壤土為最

佳。而且耐旱力強且能耐風。當盛暑時分，橄欖樹漸次開花，在濃密的葉縫間，隱約可看

到細碎的嫩黃花絮透出身影，大約在冬季時（12月到1月）結成纍纍的黃綠色果實，熟透的

身影，落下的果實俯拾即是，這種種親切的體驗讓人有種奇異的驚奇。

橄欖本身的營養非常豐富，本身可以提煉橄欖油，當作食材與美容的聖品，因而有

「液體黃金」的稱號；在台灣最常醃漬橄欖，成為大人小孩常見的零食，因為他有生津止

渴，幫助消化的功用，因此也常被用在藥材使用呢！一顆小小的橄欖竟有如此多的妙用，

真要好好感謝上天賜給我們這麼棒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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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幹摸起來粗粗的，經絡很明顯。橄欖的

葉子很綠，果實摸起來硬硬的。樹幹摸起

來滑中帶粗，粗中又帶點細，讓人覺得置

身再大海的岩石，葉子又薄又滑，很像絲

綢的觸覺，感覺很棒！

◎ 橄欖可以食用，經過老師的介紹，我發現

他可以治療消化不良，之後，我要請媽媽

多買些橄欖，但是也不要吃太多喔！

教學指導小站

◎ 橄欖葉的特徵　　　◎ 橄欖的實際功用

◎ 種植地點的介紹

觀察放大鏡

◎ 橄欖的葉子是什麼形狀？

◎ 橄欖花的顏色及花絮的排列？

◎ 橄欖果實的顏色及形狀？

橄欖淡黃色小花 橄欖的果實水果樹區的橄欖樹

學名：Elaeocarpus serrat. L.

科別：小葉橄欖

別名：錫蘭橄欖樹

原產地：原產澳洲，本省海拔

500公尺以下有栽植

類型：常綠喬木

花期：四到六月，約為一個月

小 檔 案



番石榴
綠色的手榴彈 郭坤隆老師整理

番石榴是價錢平價的水果，營養非常豐富，不但含

有天然又豐富的纖維質，還包含β蘿蔔素和鉀質，而且

它的熱量和脂肪含量都很低。　

番石榴是常綠灌木，高度可達10公尺。仔細看它的樹皮，會像鱗片狀脫落，讓人覺得

好心疼。番石榴的葉子是屬於對生構造，葉柄很短，葉片呈倒卵狀橢圓形，摸起來厚厚

的，感覺有些粗糙，葉子全緣、羽狀脈明顯，你知道嗎？番石榴還有一個特徵，就是葉子

背面有白色柔毛，很神奇吧！

番石榴的果實是漿果球形或梨狀卵圓形，表面光滑且肉厚，呈現青色或淺黃色。將番

石榴切開，你會發現果肉有些是白色，還有些是胭脂紅色，它將很多種子團團包住。據說

在太平洋島嶼的婦女們利用番石榴的果肉，來做為擦拭臉部與身體的乳液。

番石榴適宜生長在熱帶氣候，生長溫度夏季平均溫度需在15℃以上。

學名：Psidium guajava.

科別：桃金娘科，番石榴屬

別名：番稔、那拔、拔仔、芭

樂、番桃

原產地：熱帶美洲

類型：常綠灌木

花期：夏季開花

小 檔 案

奇怪！番石榴怎麼會脫皮呢？是不是太

陽把它曬傷了呢？番石榴價錢便宜，好吃又

美味，尤其是中間白白的果肉更甜。

教學指導小站

◎ 番石榴花、葉、果實的特徵

◎ 番石榴樹皮特色

觀察放大鏡

◎ 番石榴葉背的白色柔毛

◎ 番石榴脫落的樹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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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芭樂

芭樂葉

芭樂樹皮會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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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楠
香煙裊裊一室馨香 陳俊良主任整理

肖楠又稱黃肉仔，因為其木材色澤略偏黃色，故名

之，乃是台灣產針葉樹一級木之一種。

肖楠的分佈海拔高度比紅檜或台灣扁柏為低，主要

分佈在台灣北部及中部海拔300∼2000公尺之間，在海

拔1000公尺左右最多，喜於向陽山坡，也是台灣特有

種。

肖楠為台灣針葉五木之一，長圓錐狀樹型，樹幹

直，小枝扁平，樹皮呈紅褐色。葉呈鱗片狀，交叉對

生，平滑，革 質，葉面為深綠色，裏面為蒼綠色。花為

雌雄同株，雄花長在枝頂，由１６∼１８枚雄蕊構成。

毬果為長橢圓形，種子也是長橢圓形，具有薄翅。

肖楠之木材質地良好，可供各種建築、家具、雕刻

之用材；又其木屑芬芳清香，俗稱淨香，常用來製線

香。為一種高經濟價值樹種，是本省重要的優良用材樹

種。

肖楠其材質優良又有天然芳香，且樹形優美，是極

佳的綠美化材料，深受國人喜愛，因產量不多，甚少外

銷。原本族群即已稀少，過去又多有砍伐，乃造成其族

群萎縮之主因。

學名：Calocedrus formosana

科別：柏科

別名：台灣肖楠、肖楠柏、黃

肉樹、柏梔樹

原產地：台灣中、北部。

類型：常綠喬木

花期：12~3月

用途：庭 園 造 景 、 建 築 、 雕

刻、家具之用。奇木材

根步可製為香末。具有

除蟲、除臭的效果，不

受白蟻侵蝕

小 檔 案

觀察肖楠的結構後，發現葉子和圖片中

長得一模一樣，肖楠的葉子是鱗片狀的，真

的很特別喔！搓一搓樹皮竟然有香味，怪不

得我們平常拜拜用的香也是利用肖楠樹來製

作的。

教學指導小站

◎ 樹形、葉形及種子　　◎ 分佈地區

◎ 經濟用途

觀察放大鏡

◎ 肖楠的葉子有何特徵呢？

◎ 仔細聞聞，肖楠會散發出什麼樣的味道呢？

肖楠全景

肖楠特殊的葉形



垂榕
耐操易活的健兒 楊文森老師整理

莫等待、莫依賴，存活絕不會天上掉下來！我就是

生存性強健，耐冷、耐熱、耐旱、耐濕的垂榕，而現在

的我身處於楊心校園的「急速冰原」旁。

垂榕特徵在於其自然分枝多、且樹枝柔軟如柳樹般

呈下垂狀，故名「垂榕」，又因其平滑的樹幹是灰白色

的，故又名「白榕」、「小葉榕」或「白肉榕」。葉片呈

卵狀橢圓形，葉片基部圓鈍形而前端突尖，葉子邊緣則

呈現微波浪狀，而其果實為隱花果腋生，寬0.5 - 1公

分，成熟時果實由紅變紫黑。另值得對垂榕特別的描述

的是其枝幹除可向四周擴散外，亦可自枝幹垂下多數的

氣根，進而生長粗壯，宛若樹幹一般，使得樹形更加擴

展。

垂榕生長最高可達數公尺，葉互生，濃綠富光澤，

耐蔭性極強。同時，垂榕在經濟效益上也是一種很好的

藥材，例如葉子可以治療皮膚潰瘍，乳汁可以治療身體

衰弱。垂榕的生長力強健，只要日照及排水性良好，土

壤黏性不強就能存活；其繁殖法可用播種、扦插、高壓

或嫁接法；如果用實生苗培植則其根容易肥大，有利於

養成盆景，而使用高壓法育苗則可減短成長時間，目前

業者普遍採用。

我的祖先告訴我：做人要有骨氣，手心要向下靠自

己努力，不可向上乞求別人的幫助，因此我的枝葉和別

人不一樣，是向下垂的（千萬不可笑我是槌槌的哦）。

學名：Ficus benjamina.

科別：桑科

別名：白榕、小葉榕或白肉榕

原產地：中國大陸、印度和馬

來 西 亞 、 台 灣 的 恆

春、台東、蘭嶼和綠

島皆有野生分佈

類型：常綠灌木或小喬木

花期：2月下旬至4月下旬出梢

展葉較為明顯。

小 檔 案

它的枝葉向下垂，如果環境適當，可長

得濃綠富光澤，為辛苦的人們構築一處陰涼

的戶外遮陽之所。垂榕在庭園、校園、公

園、路邊等很多地方都會出現，但別把我認

錯了哦！因為全世界的榕樹類植物約有800

多種，而台灣自生種就有25種之多。

教學指導小站

◎ 垂榕的特徵　　　　　◎ 垂榕的經濟價值

◎ 垂榕生長的習性介紹

觀察放大鏡

◎ 垂榕又可被稱為白榕、小葉榕或白肉榕的原

因？

◎ 垂榕的葉子形狀為何？

◎ 整株的垂榕有何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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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榕的樹幹

校園的垂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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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榕
昆蟲鳥兒的天堂樂園 呂英如老師整理

「咳……咳……我是榕樹爺爺，聽說今天有人要來訪

問我，我一大早就起來打理我的鬍鬚、衣著，準備好好

自我介紹一番，小朋友可別小看我的鬍鬚，我的鬍鬚除

了外觀好看，它還可以幫助我呼吸幫我抓取空氣中的水

分子，所以人們稱它為「氣根」，當氣根愈來愈長伸入泥

土後，它會長粗，這時候，它就可以幫我分擔身體的重

量。另外，榕樹爺爺的葉子常常變黃掉下來，一年要掉

個三、四回，不過別擔心，我可不是生病了，這是自然

的現象！注意看看我的葉子，他們是單葉互生，橢圓形

或長橢圓形，先端短銳形，葉基部圓形，葉緣全緣，上

下表面平滑，側脈7∼9對，大而長橢圓形的葉子，是我

和正榕最大的差別。

「什麼？想看看我的花？」你們可是看不見的，因為

我的花分為雌花和雄花，混生於同一隱花果中，果實

多、密貼在樹枝上，花期是每年的7~10月，這時可得靠

我的好朋友「榕果小蜂」，鑽進榕果中幫忙授粉，甜美的

果實，是麻雀、白頭翁、綠繡眼等鳥類的最愛，因此我

又有「鳥榕」的封號，我的種子被鳥兒帶到別的地方，

隨著鳥糞四處繁衍，到處都有它的足跡，所以又有「鳥

屎榕」之稱，不過這個名字我可不怎麼喜歡喔！

雀榕爺爺濃密的樹蔭，是昆蟲、鳥兒築巢覓食的好

地方，也是小朋友嬉戲，大人下棋、閒話家常的好去

處。

學名：Ficus wightiana Wallich.

科別：桑科

別名：鳥榕、鳥屎榕、赤榕

原產地：大陸南部、海南、琉

球、日本南部等地

類型：常綠大喬木

花期：4-5月

小 檔 案

哦！原來榕樹爺爺的花藏在榕果中，難

怪我從來沒見過榕樹爺爺開花，我最喜歡榕

樹爺爺的鬍鬚了，沒想到他的氣根鬍鬚，竟

然有這麼多功用，以後我可得更小心保護他

的鬍鬚了。

教學指導小站

◎ 氣根的特色　　　　　◎ 隱花果生長的部位

◎ 榕樹的繁殖方式

觀察放大鏡

◎ 請老師摘下一片雀榕的葉子，你有什麼發現？

◎ 比較未成熟和成熟後的榕果有何不同？

◎ 校園中的雀榕長出氣根了嗎？

雀榕的果實

雀榕的莖

雀榕的葉



台灣欒樹
秋天綠黃紅的約會 焦儀凡老師整理

台灣欒樹是道地的台灣特有品種，因為多變的風貌廣受

大家的喜愛，春天嫩綠、夏季濃蔭、秋的繁花與盛果，配合

季節的鮮明變化，也讓台灣欒樹榮登「全世界亞熱帶名花木」

名錄之中。

優美繽紛的台灣欒樹他的身份到底為何？我們來好好認

識他吧！首先她的外型酷似苦楝樹，因此有苦楝舅的別名。

而台灣欒樹本身屬於無患子科植物，落葉喬木大約可高至15

公尺以上。二回奇數或偶數羽狀複葉互生，小葉互生，長卵

形，葉緣鋸齒狀，葉面及葉背光滑。秋天（大約九月）開

花，頂生圓錐花序，花黃色。之後10月份（接近雙十節）燈

籠形狀的蒴果結成玫瑰紅色的囊狀，由三瓣合成紅色果苞，

每瓣的基底有顆黑色圓形的種子稱為木欒子。因此小朋友，

由上可知台灣欒樹是由濃綠變成黃色的小花，再變成紅色的

果實，正是因為如此，遠遠一望，台灣欒樹好似在玩色彩遊

戲。

由於台灣欒樹因應不同的季節有不同的顏色，所以台灣

的原住民－魯凱族說：「颱風如果在欒樹變紅時來，就會很

嚴重。」剛好秋天時，台灣欒樹變成紅色，而在氣象學中，

只要是秋天來的颱風通常威脅性也較大，小朋友可以仔細觀

察看看，並且印證魯凱族的說法吧！

據研究顯示，台灣欒樹是行道樹中耐污染最強的，可吸

附空氣中的車子排放的含氮廢物，因此我們也要好好感謝台

灣欒樹對我們生活的貢獻，也謝謝他提醒我們環境生態的重

要，大家要好好維護喔！

學名：Koelreuteria henryi 

Dummer.

科別：無患子科

別名：台灣欒華、金苦楝、苦

楝公、苦苓舅

原產地：台灣

類型：落葉中喬木

花期：9-10月

小 檔 案

台灣欒樹的葉子好奇特，葉子的上緣是

綠色的、末端是紅色的，跟其他葉子都不一

樣。聽說還被外銷到國外當行道樹呢！葉子

揉一揉後，聞起來有桑葉的味道。現在我才

發現，常在路旁看到的行道樹，原來就是台

灣欒樹，本來以為紅紅的是花，原來是果實

啊！

教學指導小站

◎ 葉、花、蒴果的觀察

◎ 四季顏色及型態的變化

◎ 種植地點的介紹

◎ 欒樹的功用

觀察放大鏡

◎ 台灣欒樹的葉片、葉緣形狀

◎ 花的顏色及排列方式

◎ 台灣欒樹果實事屬於蒴果還是莢果

◎ 蒴果的形狀及顏色變化

◎ 台灣欒樹的四季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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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棵的欒樹

欒樹的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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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柏
訓練有術的綠色「龍」侍衛　高敏俊老師整理

龍柏樹型呈尖塔狀，在建築物前種上一整排，就像

一批訓練有術的綠色「龍」侍衛，整齊劃一，讓人感覺

非常有威嚴。在以前比較威權統治的時代，公家機關或

多或少都會種一些龍柏，來塑造莊重威嚴的氣氛呢！

嘿！知道我為什麼叫龍柏嗎？我很特別的！因為我

的樹幹是直立生長的，小的樹枝長大之後，形狀會像螺

旋式的伸展，那就好像廟口的石龍抱著的柱子一樣，所

以才被取名叫做龍柏，這就是我名字的由來。另外，我

還有別名叫做螺絲柏、繞龍柏、日本柏喔！

常常看得到龍柏吧！龍柏的用途就是用來庭園美化

或是公園綠化，作為綠籬或者是行道樹，所以常可以在

公園和庭園看到我唷！如果有一個專屬的設計師修剪之

後，它的外觀可是千百種呢！但是如果沒有經過修剪的

話，就會像塔的形狀一樣了。

龍柏原來是產於中國大陸的圓柏，在日本經過改良

後，變成現在的模樣傳到了臺灣來。它的樹形像尖塔，

非常特殊，所以很討人喜歡。葉形有二種，大多數是鱗

片葉相對密生、濃綠色；少部份是針狀葉多生長於陰暗不易見陽光，顏色較淡。果實接近

球形，表面有白粉保護。

學名：Juniperus chinensis var

科別：柏科

別名：縲絲柏、繞龍柏、日本

柏

原產地：中國大陸、日本

類型：常綠性小喬木

小 檔 案

好酷唷！下一次誰不乖就罰它他站在一

整排的「龍」侍衛旁，看看是否能學習到龍

侍衛莊重威嚴。一整排的綠色「龍」侍衛，

整齊劃一，真像看雙十國慶閱兵時的阿兵

哥，威武不撓，讓人覺得太利害了！

教學指導小站：

◎ 常綠小喬木，樹冠圓筒形或尖塔形。

◎ 葉幼時為針狀，三葉輪生，成熟時轉為鱗狀

葉，濃綠色，排列緊密並成十字對生，先端鈍

或尖。

◎ 雌雄同株或異株，球果圓形略帶臘粉，外被白

色，成熟後轉為褐色，內藏2-3粒種子。

◎ 供盆景觀賞或作綠籬樹種，是優美園藝樹種。

觀察放大鏡：

◎ 觀察一下葉子外觀如何？

◎ 觀察一下果實外觀如何？

◎ 聞一聞龍柏有什麼味道？

龍柏外觀

龍柏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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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只有這一棵，莖部有尖利刺，葉子

是不一樣的品種。我很高興能認識這樣的植

物，葉子香香的，聞起來真是舒服。

教學指導小站

◎ 果實　　　◎ 葉形　　　◎ 功用

觀察放大鏡

◎ 橘子的花是什麼顏色的？

◎ 橘子的花、果有味道嗎？

◎ 橘子的果實是什麼顏色？

橘子
「橘」不可貌相簡海水不可斗量

彭心晏老師整理

橘子的英文名字是Mandarin，是滿洲人或中國官話的意思，因為橘子是以前中國南方

進貢的重要水果，橘子樹的高度較甜橙樹為矮，葉子也較小，卻是柑橘屬植物中最為酸甜

清香的品種，跟其他同屬植物不同的是，橘子的果皮跟

果肉並不緊黏，很好分離。橘子的每一瓣是由一個心皮

發育而成，每一瓣可以獨立分開，從橘子的外皮上可以

看到橘皮中含有一些小顆粒的組織，那是橘子的油腺，

所以剝橘子時手才會油油的。剝開橘子，可看見白色絲

狀纖維，就是維管束，它和莖內維管束相連，負責運送

水分和營養到果肉，每一條維管束負責一瓣果肉的成

長，含有豐富的維生素C、膳食纖維，同時也有一些抗癌

成份。

別看他小小一顆，其實全身上下都是寶：橘皮，陰

乾之后，就是常用的中藥陳皮；橘子皮內和橘瓤外表上

的白色筋絡，就是中藥橘絡；橘的種子，就是中藥橘

核；橘樹的葉片，就是中藥橘葉。

雖然他是寶，但是吃他卻有些禁忌：1.適量；2.不宜

與蘿蔔、牛奶同食；3.

飯前或空腹時不宜；4.

老年人、小孩少吃。

學名：Citrus reticulate

科別：芸香科

原產地：中國、印度、東南亞

類型：常綠小喬木

小 檔 案

橘子葉型

尚未長大的橘子樹

果肉與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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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香
秋天的紅衣仙子 彭心晏老師整理

中國人對良辰美景總是特別有感觸，詩人更是就愛

吟上二、三句詩，尤其是面對秋天這樣特別的景色，像張繼的楓橋夜泊：『月落烏啼霜滿

天，江楓漁火對愁眠…』杜牧的山行：『…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成彥雄

的江上楓：『江楓自蓊鬱，不競松筠力…』很美吧！但，這是指楓樹？還是楓香？詩人看

到的是什麼？我們現在無法知道，但我們可以來認識楓香的特色，以後就不怕會搞混啦！

楓香並不是出自中國本土，而是九真郡（今越南北部）的產物，這是有歷史考據的，

西晉嵇含所著南方草木狀中有：『楓香，樹似白楊，葉圓而歧分，有脂而香；其子如鴨

卵。二月華發，乃著實，八九月熟，曝乾可燒。惟九真郡有之。』至清朝時有位王筠說：

『今人誤讀郭（璞）注，謂楓即南方之楓香樹，非也。二木相似而實則大異。』所以，楓香

並不是楓樹，但還是有很多人將二者混為一談。

楓香樹形高大，葉三裂、互生，果實為球形，有刺，由於葉片像楓樹，且「有脂而

香」，所以叫「楓香」。樹脂可供藥用或線香，樹幹是栽培香菇最好的材料，葉片平常為綠

色，入秋氣溫降低後，因葉綠素消失，剩下胡蘿蔔素，所以變成黃色；冬天溫度很低時，

會形成花青素，若這時光線足夠的話，葉子就越紅。

學名：Liquidambar formosana.

科別：金縷梅科

別名：香楓、楓仔樹

原產地：越南

類型：落葉喬木

花期：春季

小 檔 案

我們常常將楓香和槭樹搞混了，現在要

認真的觀察，楓香到底有些什麼特點？楓香

的樹幹有裂痕，而且樹皮的顏色是一塊一塊

的灰白色。他的果實，外型像是一顆球，而

且長滿了毛。

教學指導小站

◎ 葉形、顏色　　　　　　　　　◎ 果實

◎ 隨著季節更換，有不同的面貌

◎ 楓香≠槭樹≠青楓

觀察放大鏡

◎ 楓香的葉形？　　　◎ 果實的形狀？

◎ 葉子變色的原因？　◎ 樹幹摸起來的感覺？

尚未變裝的楓香 換上紅衣的楓香 楓香的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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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楓
霜葉紅於二月花 呂英如老師整理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深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

晚，霜葉紅於二月花。」山行 杜牧

這首詩小朋友一定聽過吧！唐詩中有許多以楓寫情

的作品，古今的文人墨客常在文章或詩中提到「楓」，大

家對槭樹反而比較陌生，槭樹植物也經常被人與楓樹混

淆。其實楓與槭是完全不同的植物。青楓是台灣特產的

紅葉植物，屬亞熱帶的植物。雖然名字裡有一個楓字，

但其實許多名字裡有個楓字的植物，絕大多數是槭樹家

族的成員與楓香（金縷梅科）不同，如果只用葉型作為

分辨槭樹、楓香的方法那是不妥當的，因為槭樹科的樹

種多，葉型的變化也多，有的三裂，有的五裂、七裂，

甚至還有不分裂的葉片（像樟葉槭），所以區分這兩者可

以根據果實和葉片生長的方式：楓香的果實是圓形的小

刺球，槭樹的果實則帶有一對薄膜狀的翅，種子靠風力

傳播。楓香的枝條上一個點只長一片葉子（互生），但槭

樹科的葉片可都是兩兩相對（對生），花呈聚繖狀圓錐花

序，頂生，花白綠色。青楓可當庭園樹、行道樹、遮蔭

樹、防煙及防塵樹。

每年秋天，楓與槭葉中的葉綠素分解殆盡，葉黃素及葉紅素的顏色於是顯現出

來。楓香的葉紅素較少，變色之後葉子不久即掉落，枝葉因此顯得枯黃而疏落。槭樹的葉

紅素比較濃濃，且葉落速度較慢，葉片由綠轉黃、橙黃至紅色，楓紅片片，詩情畫意的景

象，令人陶醉。別忘了秋天來臨時，和家人一同去欣賞秋楓紅葉，說不定你也能文思泉湧

寫出一首好詩呢！

學名：Liquidambar formosan.

科別：槭樹科

別名：青槭

原產地：台灣

類型：大型落葉喬木

花期：3-4月

小 檔 案

原來我們平常看到的楓葉大多是槭樹科

的植物，我以前以為葉子紅紅的、像手掌一

樣的就是楓葉，原來我弄錯了，現在我懂得

從葉子生長方式和果實來分辨楓香和槭樹的

差異了。青楓的葉緣是鋸齒狀的，剛發出的

芽是紅色的，長大之後變為綠色，到了秋天

落葉前又會從綠色慢慢轉黃，再變為紅色，

我覺得他簡直就像是植物中的變色龍呢！

教學指導小站

◎ 青楓與楓香的差異

◎ 青楓樹葉變紅的原因

◎ 青楓的用途

觀察放大鏡

◎ 青楓的枝條上，一個點長幾片葉子呢？

◎ 青楓吐出的新芽是什麼顏色的？

◎ 青楓的葉脈和一般樹葉生長方式相同嗎？

青楓葉對生

青楓的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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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楠
糟了！哪裡電線走火了裐 高敏俊老師整理

「咦！奇怪，明明有聞到電線走火的味道，為什麼找

不到哪裡有問題或燒焦？」噢！原來是小明在惡作劇，

去極速冰原偷摘香楠的樹葉來搓揉，才會有電線走火的

燒焦味道。很奇特吧！現在就讓我們來仔細的了解香楠

的小檔案。

香楠是本省中、低海拔最常見的樟科植物之一，常

綠喬木，為台灣的原生植物，最早標本採自台北瑞芳一

帶，故又稱瑞芳楠，還有香潤楠、臭屎楠的稱呼，一般

樟科植物具有油腺，大部分種類均有特殊氣味，成為鑑

定上的重要指標。

揉碎香楠的葉子，可聞到一股類似電線走火的味

道。香楠之木材呈淡紅色，質地輕軟密緻，具芳香味，

故名香楠。色澤亮麗，不易變形，且耐溼不腐，是珍貴

的建築、傢俱、橋樑、船隻和箱板的材料，樹皮灰色、

粗糙、含粘質，磨成粉，稱楠仔粉，可製造拜拜用的線

香。

香楠屬向陽性植物，生性強健對環境的抗污性強，

於本省的低中海拔逐漸恢復的次生林山坡上很容易找到它的小苗，這些植物將來會取代目

前的樹木。香楠葉片趨近黃綠色呈粉狀不發亮，葉屬互生，厚紙質，披針形至倒披針形，

開淡黃綠色小花於頂端，結球形漿果，成熟時呈紫黑色，是優良的園林樹種。

學名：Machilus zuihoensis.

科別：樟科

別名：細葉楠、瑞芳楠

原產地：台灣特有種

類型：常綠喬木

小 檔 案

好有趣的樹木唷，來大家來給他取個好

聽的封號吧！先想想它有什麼特質呢？揉碎

香楠的葉子，可聞到一股類似電線走火的味

道；樹皮可製造拜拜用的線香；是珍貴的建

築、傢俱、橋樑、船隻和箱板的材料。真是

一棵有價值的樹木，嗯…………有了！給他

ㄧ個特別的封號「楊心霹靂火」，你覺得如

何，想一想，也許你可以想到，更好的封號

唷！

教學指導小站

◎ 用途　　　　◎ 葉　　　◎ 花

觀察放大鏡

◎ 觀察一下葉子生長的狀況如何？

◎ 葉子搓揉後味道像什麼？

香楠

香楠的樹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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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蘭
香氣襲人的花仙子 呂英如老師整理

「花開不張口，含笑又低頭；擬似玉人美，深情暗自

流。」

這首詩道盡了玉蘭花的羞、玉蘭花的美，現代人，

在車水馬龍的繁忙街道中，紅燈停下來時，還能留住遇

見玉蘭花的機會，撲鼻的花香，讓人能舒緩緊繃的情

緒，暫時忘卻惱人的俗事。

玉蘭花是香花木本植物，它的清香味，相當受到大

家喜愛，是一種極具台灣特色之花卉，為常綠中喬木，

高度可達二十公尺。小枝淺綠色，節間甚明顯，密批絨

毛。葉批針狀或長橢圓形，葉緣微波狀，葉形優雅，常

被用來製作葉脈書籤。花單生於葉腋，花蕾包有綠色的

苞片，成紡垂形，開花時脫落，而雄蕊和雌蕊以螺旋的

方式繞著中心的花托生長。玉蘭花一年四季均可栽種，

它是一種怕寒植物，在高日照、多濕的環境特別適合生

長，屏東縣是台灣玉蘭花的主要產地，所以玉蘭花可是

屏東縣的縣花呢！

許多人喜歡把玉蘭花花串掛在車上或供奉在佛堂，

因為玉蘭花的花瓣具有濃郁的香味，清晨時摘下的玉蘭

花，香氣最能持久喔！其實這花香最大的好處就是吸引

昆蟲來為玉蘭花傳粉，花瓣除了是提煉香水的好材料之

外，也能用於治療支氣管炎、百日咳……等症狀。沒想

到這小小的玉蘭花用處可真不少啊！

學名：Michelia alba DC.

科別：木蘭科

別名：玉蘭花、木筆、白蘭

原產地：中國，印度及爪哇

類型：常綠中喬木

花期：3-5月

小 檔 案

急速冰原旁的玉蘭花散發出清香，它那

粗糙的樹枝上，長出一些微小的嫩芽，真怕

會被別人給拔掉，我們可要好好愛護它，不

要隨意傷害它。潔白的玉蘭花散發出來的香

味，不時為它帶來一些小蟲，我的鼻子也忍

不住湊過去想和小蟲們分享花香呢！

教學指導小站

◎ 花的特性　　　　◎ 花的用途

觀察放大鏡

◎ 仔細看看玉蘭花的花瓣有幾片？

◎ 玉蘭花的香氣有什麼作用？

鸞玉蘭—樹型

嬌豔欲滴的鸞玉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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檸檬桉
猴子也爬不上的樹　徐文龍老師整理

檸檬桉又稱油桉樹或檸檬香桉樹，屬於桃金孃科常

綠大喬木。因為它的葉片會釋放出濃濃的檸檬香氣，故名。可以提煉香油。原生於澳洲，

因生長迅速、樹形優美，所以被大量移植，做為行道樹或紙漿原料。

成樹之後，樹皮因莖部迅速向外生長而每年剝落，呈光滑的灰白色，故有「猴不爬」

的稱號。

樹高可達10-25公尺，分枝的部份常常集中在頂部，因此給人的感覺相當修長，枝葉柔

細飄逸。葉互生，富變化，在幼齡木之葉具赤褐色腺毛，卵狀披針形至長卵形，基部為盾

形；老時則變為光滑，鐮刀狀披針形，基部均銳形。

屬於陽性樹，喜愛日光充足、排水良好、濕潤土層深厚、稍含礫質之地，生長迅速，

相當耐旱、耐風。

夏季4-9月開花，開花只見無數雄蕊，花瓣不明顯。果實呈卵形，木質蒴果。

學名：Codiaeum Variegatum.

科別：桃金孃科

別名：油桉樹、檸檬香桉樹

原產地：澳洲

類型：常綠喬本

花期：4至9月

小 檔 案

檸檬桉的樹下有淡淡的檸檬香，是最天

然的香精油了！

教學指導小站

◎ 請小朋友摸摸樹皮，是否光滑。

◎ 請老師摘一片葉子，撕成小片後給學生聞聞。

搓揉後味道更濃哦！

觀察放大鏡：

◎ 樹皮的樣子、顏色、觸感。

◎ 樹皮是否剝落。

◎ 樹葉的味道。

檸檬桉花 檸檬桉 檸檬桉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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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葉木的全貌 變葉木的葉子

缹葉木
變裝大師 徐文龍老師整理

我是變葉木，在植物當中可以說是最「善變」的一

種，不但顏色豐富，就連葉子形狀也非常多變。葉子會

以闊葉、細葉、螺旋葉、母子葉等不同型態出現，葉色

更是紅、黃、綠等斑點、條紋混雜，果然人如其名吧！

你知道為何我會如此善變嗎？因為我很容易受到溫度的影響，就算原本是同色的品種，也

會因為管理方式的不同而長出不同的葉色，這一大特色讓我經常被選為學校或公園裡的觀

賞植物喔！不過勸你別任意攀折我，因為我會流出白色乳汁，要是不小心吃進去，包你腹

瀉、肚子痛的哇哇叫！

葉互生，肥厚而平滑，倒卵形，葉面散生各種形狀和顏色之斑點，葉形葉色變化豐

富，繽紛美麗，幾乎包括所有的形狀和色彩。成株能開花，花腋生、總狀花序、雌雄同

珠。沒有花瓣，雄花淡黃色、 雌花綠色。

學名：Codiaeum variegatum.

科別：大戟科

別名：變色葉、彩葉木、錦葉

木

原產地：澳洲、印度、馬來西

亞、爪哇、太平洋群

島

類型：常綠灌木

花期：不定

類型：直立莖

小 檔 案

變葉木果然善變，不但形狀千變萬化，

顏色也是如此豐富。雖然它很漂亮，但是大

家知道嗎？變葉木會流出白色乳汁是有毒的

哦！

教學指導小站

◎ 觸摸後要記得洗手。

◎ 葉的形狀、顏色

觀察放大鏡

◎ 葉片是怎麼生的呢？有些什麼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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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芎
美猴王的溜滑梯 陳俊良主任整理

九芎有個別名叫做「猴不爬」，這名稱是不是很有趣

呢？因為九芎的樹幹在冬天會落葉，變得又光又禿，極

為光滑，號稱連猴子也會溜下來∼所以九芎被稱為--猴

溜（台語）意思指連猴子想爬上去都會非常困難，隨時

都有滑下來的可能，這形容非常貼切吧！

當天氣慢慢變暖時，九芎樹都醒了之後，就會換上一身綠衣，再過不久就會開出許多

美麗有紅有白的花朵，點綴校園，這時候誰又記得他們曾經就是冬天的枯樹呢？

落葉大喬木，樹皮呈茶褐色，光滑，頗似番石榴樹皮。小枝條方形。葉近於對生，排

成二列，橢圓形，末端銳。夏季6~8月開花，花序圓錐狀，頂生，開白色小花，六瓣，花瓣

有長柄，邊緣皺曲，像衣裙的花邊，相當細緻。蒴果橢圓形，頗為細小。秋季葉片會變

紅，冬季落葉。

九芎可說是台灣原生種的紫薇，除了觀賞功能以外，它可以生長在很乾旱貧瘠的坡地上，是很好

的水土保持植物喔！

學名：Lagerstroemia subcostata

Koehne

科別：千屈菜科

別名：拘那花、小果紫薇、苞

飯花、猴不爬

原產地：台灣

類型：落葉性大喬木

花期：6∼8月

用途：庭栽，根、木及皮可藥

用，可治瘧疾

小 檔 案

九芎長得不是很好看，不過它的樹皮滑

滑亮亮的，感覺好像跟光頭一樣光滑。除了

能當盆景，還能夠當柴燒，用處也很多喔！

而且從不同角度觀察，都很像Y字型！它的

種子有翼，不知道它會不會飛呢？

教學指導小站

◎ 花形、葉形及蒴果　　◎ 用途

觀察放大鏡

◎ 九芎的葉子呈什麼形狀？有何特徵？

◎ 九芎的花是什麼顏色的呢？

◎ 秋冬之後，九芎會呈現什麼樣的變化呢？

九穹的果實 光滑的樹幹 九穹全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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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蹄甲
美麗的春神使者 呂英如老師整理

「春神來了誰知道？羊蹄甲花兒來報到……」羊蹄甲

是台灣最常見的小喬木，盛開期間如櫻花般一樣耀眼，因此又有「南洋櫻花」之稱。

羊蹄甲喜歡生長在日照充足溫暖的地方，不耐寒，適合台灣低海拔地區，生長快速，

萌芽力強，所以非常適合作為庭園植物或行道樹。

羊蹄甲葉片呈腎形，先端往內凹，成為二分叉，像極了羊的偶蹄，「羊蹄甲」正是因

此得名。羊蹄甲的掌狀葉脈匯集在葉片基部，像網子一樣稱為網狀脈，葉脈從頭到尾都是

一條條平行排列。花為淡粉紅色，花瓣有五片，上面有紫色條紋，仔細觀察會發現它的雄

蕊有五根，雌蕊只有一根，很容易自花授粉，產生青綠色的莢果，果實成熟時會轉變成為

黑褐色，掉落地面，過不久就能見到小羊蹄甲從地面跑出來，變成一棵新生命。另外告訴

你一個小秘密囉！羊蹄甲像蝴蝶般張開的葉片，到了晚上會合在一起偷偷睡覺呢！ 有機會

的話不妨觀察觀察它的睡相喔！

若是想把春天帶回家，只要拿羊蹄甲的葉子來做拓印標本，就能留下春天的倩影，此

外羊蹄甲的花粉粒很多，只要用牙籤挑一挑，就能夠得到帶有凹槽的橄欖球狀的花粉粒，

留住這一季美麗的春天。

學名：Banbimia varegata L.

科別：蘇木科

別名：南洋櫻花

原產地：中國、印度

類型：落葉喬木

花期：3-4月

小 檔 案

我第一次聽到「羊蹄甲」這個名字時，

覺得這種植物好奇怪喔！後來看到它的葉片

長得就像羊的蹄，難怪會取名為羊蹄甲，當

它開花時樹上的葉片都掉落了，樹枝上就好

像停滿了一群粉紅色蝴蝶，在迎接春天的到

來呢！

教學指導小站

◎ 羊蹄甲名稱的由來

◎ 花、葉、果實的特徵

觀察放大鏡

◎ 數一數羊蹄甲花的雄蕊有幾枚？

◎ 羊蹄甲的葉脈分佈像什麼呢？

◎ 羊蹄甲的果實像什麼呢？

羊蹄甲全貌羊蹄甲的花 羊蹄甲的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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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心石
堅硬如豖的黑王子 李秀如老師整理

我叫烏心石，也有人叫我台灣含笑或扁玉蘭，植物

學家則叫我Michelia formosana。我喜歡住在海拔200~2500公尺的闊葉林裡，祖先們一直

住在台灣，我可算是台灣原住民喔！

我的「頭髮」——人類稱為「葉子」，屬於單葉互生，革質，披針形或長橢圓形，全緣

呈波狀，葉背粉綠白色，風一吹，就可以看到新潮時髦的挑染效果；身材挺拔帥氣的我沒

有禿頭的困擾，不會隨著季節變化而大量落髮（葉），而是老葉自然更新。我的幼芽有大型

托葉保護，脫落後會留下環狀托葉痕，這是我們家族的重要特徵。春天時會開黃白色清香

的小花，為單獨腋生，花被片9-12枚，雄蕊與心皮各呈螺旋狀排列。果實穗狀，成熟後形

成分離的卵形或球形蓇葖果，各藏桃紅色的種子2-4粒。

我被稱為「黑心」（烏—黑的意思），這真是天大的誤會啊！其實是因為我的樹幹中心

材質烏黑又堅硬，像石頭般而得名。我和牛樟、櫸木、台灣 木察樹、毛柿被稱為「台灣闊葉

五木」，意思就是最好的五種闊葉樹木材，是提供名貴建築、家具的用材呢。

學名：Michelia formosana

科別：木蘭科

別名：台灣含笑、扁玉蘭

原產地：台灣

類型：常綠喬木

花期：春季開花

小 檔 案

聽到「烏心石」這個名字，我還以為是

一種石頭呢！沒想到原來是植物，而且跟阿

妹一樣是台灣原住民，具有貴族的氣質，希

望烏心石像阿妹一樣受歡迎。

教學指導小站

◎ 特徵：葉形， 環狀托葉痕。

◎ 特殊用途：名貴建築、家具的用材。

觀察放大鏡

◎ 葉子形狀？正面和背面有什不同？

◎ 葉隨風飄盪時像什麼？

◎ 樹名的由來、樹木的用途？

波狀葉緣葉背粉鸞 黃鸞色花朵 幼兒時期的「黑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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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盤腳
充滿神秘傳說的魔鬼樹 李秀如老師整理

我是棋盤腳，又叫水茄苳、南部地區的人叫我「恆

春肉粽」、宜蘭人稱呼我「水貢仔」、「夏欖」是綠島人

給我取的名字，蘭嶼的達悟族認為我們夜間才開花，乃

不祥之花，竟然叫我「魔鬼樹」，不過，植物學家都叫我

Barringtonia racemosa。

我乃紅樹林五種台灣原生植物之一的國寶級河口水

生植物，也是鼎鼎有名的海漂性植物。互生的橢圓形葉

片光滑具波狀，長長的總狀花序自枝頂下垂，花朵由上

而下依序綻放，淡紅色雄蕊多達四百枚以上；核果呈長橢圓形，成串狀生長，外果皮暗紅

色，基部四角稜形，喜歡下棋的人覺得像古代棋盤之腳，南部人認為像顆大肉粽，這就是

名稱的由來；中果皮含纖維質，果實成熟後掉落水中，可飄浮於海潮中隨波逐流而傳播，

具有海漂植物的本性。近年來因河口過度開發，以致在宜蘭地區已瀕臨絕種被列為保育類

樹種。

我喜歡住在熱帶海岸地區，果實及花朵都很巨大，是海岸林裡最高大醒目的植物。另

一個特性是在傍晚開始伸展內折的花絲，花藥裂開後自花授粉，隨後在夜間綻放，隔天清

晨雄蕊與花瓣不經枯萎即凋落。有機會到墾丁夜遊時，別忘了來看我開花的盛況喔！

學名：Barringtonia racemosa.

科別：玉蕊科

別名：水 茄 苳 、 台 灣 南 部 叫

「 恆 春 肉 粽 」、 宜 蘭 叫

「水貢仔」、綠島叫「夏

欖」

原產地：台灣基隆、恆春、蘭

嶼 、 綠 島 海 岸 ； 印

度、東南亞、太平洋

諸島

類型：常綠喬木

花期：從 夏 季 到 農 曆 春 節 期

間，長達半年；夜間開

花，清晨即凋落。

小 檔 案

我比較喜歡叫它「墾丁肉粽」，因為跟

吃有關的東西我比較記得住。好希望看到它

開花的燦爛模樣（老師說像國慶煙火）。更

希望大家不要隨意砍伐，不然會造成土石

流，我們應該讓大自然天長地久，這樣地球

也才能永續發展。

教學指導小站

◎ 特徵：果實傳播的方式、開花短暫。

◎ 用途：樹根系統旺盛，能保護土壤免於流失，

具有水土保持的功能。

觀察放大鏡

◎ 花穗與花朵生長情形？

◎ 生長地區？

◎ 樹名的由來？各地區的人們分別有哪些不同稱

呼？

互生的橢圓形葉片 棋盤腳的果實 棋盤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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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婆芋
姿態萬千的原住民 郭坤隆老師整理

在臺灣，常常可以看到一種長得很像「芋頭」的植

物，它的葉片是「心型」，葉脈很明顯隆起，它就是台灣

的原生植物「姑婆芋」。姑婆芋跟芋頭都是屬於天南星

科，姑婆芋的葉面光滑，而芋頭的葉面有毛，當我們滴水在兩者的葉面上，會發現姑婆芋

葉面上的水很快滑下，而芋頭的葉面常形成水滴。

姑婆芋喜歡生長在蔭涼濕潤的環境，通常分布在臺灣的中低海拔山區，它是多年大型

草本植物，粗壯的肉質莖可高達一公尺以上；姑婆芋的地下莖很茂盛，它除了靠地下莖來

繁殖，還可以靠鳥類來散播種子，因為姑婆芋的果實很明顯，呈現漿果紅色，鳥類吃了姑

婆芋的種子後，種子會隨著鳥類的糞便排出體外而散播到其他地方，所以說鳥類也在幫忙

繁延姑婆芋的後代，因此在臺灣可以常見到姑婆芋的蹤影。

看到姑婆芋可別隨意的把它的大葉子扯下來當傘玩，因為當它的莖折斷時流出的透明

汁液具有毒性，若不小心吃到，會造

成口部、喉部及胃部之灼熱疼痛。此

外，姑婆芋地下部的塊莖雖然長得像

芋頭，但也有毒性，是不能吃的。在

國內有姑婆芋中毒的例子，發現大多

數 人 是 因 為 熟 食 或 生 吃 其 嫩 葉 及 塊

莖、球根所導致。所以小心！它是有

毒植物。

姑 婆 芋 是 非 常 好 的 庭 園 造 景 植

物，它的莖可以長很高，上面開幾片

葉子，真的很特殊、很有特色。

學名：Alocasia macrorrhifa(L.)

科別：天南星科

別名：野芋、觀音蓮、山芋、

天荷

原產地：臺灣、東南亞、南洋

群島、澳洲

類型：多年生大型草本植物

花期：初夏開花

小 檔 案

姑婆芋的葉子好大，如果下雨天沒帶傘

時，希望它可以讓我到他的「葉」下躲雨。

姑婆芋心型的葉子好特別，它的莖長得肥肥

胖胖，很容易讓人以為是做「 ㄘㄨㄚˋ」

冰的芋頭。

我想為它出一道謎題：虎姑婆最喜愛吃

的芋頭。（猜植物名）

教學指導小站

◎ 姑婆芋跟芋頭的不同

◎ 姑婆芋繁殖後代的方式

觀察放大鏡

◎ 姑婆芋是可以吃的芋頭嗎？

◎ 姑婆芋的葉子是什麼形狀？

◎ 姑婆芋胖胖的部位是塊根或塊莖？

◎ 姑婆芋如何繁延後代？

姑婆芋的葉姑婆芋肉質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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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葉榕
滿樹大提琴的植物 徐文龍老師整理

我有很大很大的、長得像大提琴的葉子，現在你們知道我名字的由來了吧！

我的葉子長有30~40cm大小，而且是紙質的葉片，和一般常見的榕樹的肉質或革質葉

有明顯的不同。葉子互生向上翹起，和垂榕及一般榕樹的葉片生長方式明顯不同，所以常

常只能看到她的背面；較底層的葉子容易腐爛脫落，所以葉子會愈來愈高，也愈來不容易

觀察；而且葉面上有很深的葉脈痕，在大葉脫落之後，也會在莖幹上產生許多的環痕。莖

幹往往呈現直立狀態，這是和我們的表兄弟榕樹糾纏錯結的景觀造型最明顯的差異，小朋

友要好好比較。

我即然叫「琴葉榕」，當然也和其他桑科榕屬的植物一樣，花朵都是屬於隱花果。有大

得如一個水桶般的波羅蜜，也有小到一顆小彈珠的榕樹；榕屬植物的果實是大自然給予許

多生物的一大美實，有名的如雀榕，滿樹的紅色果實吸引了成千上萬的鳥類吃食，目前在

本省發現的榕屬植物的果實都可以做為野外求生的食物，也可以加工做為醃製食品；一般

琴葉榕要長到很高的時候，才會開始結出隱花

果，所以在公園或是學校中的琴葉榕有時很難發

現果實。

學名：Ficus lyrata

科別：桑科

別名：提琴葉榕

原產地：熱帶非洲

類型：常綠喬木

小 檔 案

哇！好多提琴啊！難道它也會演奏音樂

嗎？ 只是，它的葉子都往上長，要怎麼才

能看清楚呢？

教學指導小站

◎ 葉子的形狀、觸感

觀察放大鏡（想讓學生觀察的活動部份）

◎ 葉子的形狀、生長方向、高度

琴葉榕琴葉榕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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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虹罝
才貌雙全的紫珠格格 李秀如老師整理

我是杜虹花，有很多綽號，其中最滿意的是台灣紫

珠，聽起來跟「還珠格格」的名字一樣貴氣；有人因我

開花時像螃蟹吐的泡沫而叫我螃蟹花；植物學家都叫我

Callicarpa formosana Rolfe。我喜歡住在低海拔地區，

人們到郊外踏青時常會和我不期而遇。

我個子不高，葉和花序均密被星狀毛茸，屬單葉對

生，卵形或長橢圓形，葉緣細鋸齒狀；花腋生，粉紅或

淺紫色，雄蕊伸出花外足足有花朵三倍長；核果小球

形，成熟時紫色，因而有「紫珠」美稱。春天來臨時，

我會為郊野山坡披上彩衣，小花團由對生的葉腋裡一節

一節雙點開滿枝頭；初夏來臨後，滿樹的粉紅換上團團

的新綠，果實由新綠轉為淡紫，最後枝頭掛滿串串深紫

核果。不但人們喜愛我的串串紫珠，鳥兒們更是將它當

成美味珍饈呢！

除此之外，我還是多用途的藥材，能補腎清血、治

老年人手腳酸軟無力、白帶、風濕、神經痛、喉痛和眼

疾等症狀。但使用前需透過合格醫生診斷處方，千萬不

可以擅自採集，以免造成用藥風險。

原來杜虹花可以當藥材，我要趕快回家告訴阿公、阿

媽，他們手腳無力、風濕關節炎的症狀有救了，我們家也可

以試著種些杜虹花。

學名：Callicarpa formosana

Rolfe

科別：馬鞭草科

別名：台灣紫珠、粗糠仔、毛

將軍、大丁黃、燈黃

原產地：台灣、中國大陸、菲

律賓

類型：常綠灌木

花期：春至夏季

小 檔 案

教學指導小站

◎ 特徵：花和果實的顏色、形狀。

◎ 用途：

1. 果實是鳥類的食物來源。

2. 多用途藥材：能補腎清血、治老年人手腳酸

軟無力、白帶、風濕、神經痛、喉痛和眼疾

等症狀。

觀察放大鏡

◎ 葉子、花和果實的形狀？

◎ 開花結果的季節？

◎ 花和果實的用途？

杜虹花之果

杜虹花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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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黃皮
楊心綠色隧道 焦儀凡老師整理

在楊心，水黃皮長的非常茂盛，垂落的枝葉，讓水

黃皮像一枝傘，在炎熱的夏季，幫我們遮住熾熱的陽

光，酷寒的冬天，為我們擋住凜冽的北風。雖然水黃皮

不怎麼高，頂多也只有15公尺，屬於常綠或半落葉性中

喬木；有黑黑細細的的單幹。還有，葉子為奇數羽狀複葉（3或5），互生，葉子的形狀為卵

形。另外，屬於蝶形花科(花朵的樣子像蝴蝶)，花腋生(花長在枝葉間)，單體雄蕊，花藥有

毛，春、秋季開花（６至１２公分），為淡紫色，盛開時，散發著香香的味道，總狀花序，

花邊開邊凋落，紫色花瓣撲滿成一地的淡紫，相當的浪漫。

種子藏在哪裡呢？注意看看有一個刀狀扁平的莢果，長約５公分，中間微凸，夏季成

熟時黑褐色，成熟後，不開裂，裡面就含有富含油脂的種子１枚，落地後遇水漂浮，遇適

當環境則著地萌芽。而種子是扁球形、黑色、油油的喔！不過水黃皮的種子和根部有毒，

誤食可是會頭暈嘔吐的喔！

由於密集繽紛的花序和優美的樹姿，常常被選為行道樹、防風樹和庭園造景的樹種。

水黃皮的木材質地緻密，過去台灣農家就把水黃皮的木材拿來製作牛車車輪和農具，可見

的水黃皮的樹幹非常堅固耐用。另外，把莢果剝開，用裡面的種子炸出來的油，可以治療

皮膚病唷！

學名：Pongamia pinnata.

科別：蝶形花科

別名：九重吹、水流豆、臭腥

仔、鳥樹

原產地：台灣南部、蘭嶼、台

東

類型：半落葉喬木

花期：春季、秋季開花

小 檔 案

我覺得水黃皮的功用很多，可以當作路

旁的行道樹，又可用來催吐，真不錯！而水

黃皮的樹幹細細長長的，我最喜歡水黃皮的

花，像一隻隻紫色小蝴蝶。

教學指導小站

◎ 莖、葉、花、莢果的觀察 ◎ 種植地點的介紹

◎ 適宜生長環境

觀察放大鏡

◎ 水黃皮的「一片葉子」（羽狀複葉），是由好幾

片葉片組成的。它們的數量和排列方式有一定

的規矩。

◎ 水黃皮「一片葉子」的葉柄與莖（樹枝）相連

的地方有一個芽。

◎ 水黃皮成熟的莢果果皮顏色。

◎ 水黃皮的花是什麼顏色？

水黃皮全景 水黃皮的果實水黃皮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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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槿
有著美麗外表的環保尖兵 彭心晏老師整理

初見黃槿，剎那間即被她如多層蛋糕裙的黃花所吸

引，雖然人家都說美麗的事物是脆弱的，但是她可是四

季都開花呢！而她的葉也令人印象深刻，因為高達4-7公尺的樹身，卻搭配心形的葉子，可

謂：剛中帶柔，柔中又見剛。

黃槿喜歡高暖多濕，但排水需良好的地方，所以土質以中性至微鹼的土壤或沙質土壤

為佳，耐瘠防風，因此，對台灣的海邊防風防潮是很重要的，國外學者將她歸為廣義紅樹

林，所以她很適合當防風樹或行道樹。

古早時候，每逢年節，家家戶戶自己做粿吃，婆婆媽媽們會去摘黃槿的葉墊在粿底

下，一起放進蒸籠裡蒸，使蒸好的粿別有一番風味。她還有一項不欲為人所知的秘密，在

農業社會的時代，因為衛生紙使用不普遍，常用黃槿的葉來代替，因此她又被稱為『環保

衛生紙』。

學名：Hibiscus tiliaceus.

科別：錦葵科

別名：萬 年 木 、 糕 仔 樹 、 河

麻、粿葉

原產地：熱帶、亞熱帶海濱

類型：常綠大喬木

花期：一年四季

小 檔 案

黃槿的樹幹粗粗凸凸的，葉子正面滑滑

的，反面有清晰的葉脈，而且他還能當防風

樹，相信我們學校有了他，以後可以擋風

呢！

教學指導小站

◎ 花色、花形、葉形　　◎ 適宜生長地方

◎ 多功能的葉子　　　　◎ 用途

觀察放大鏡

◎ 黃槿的樹幹摸起來有什麼樣的感覺？

◎ 黃槿在哪個季節開花？

◎ 黃槿的花形像什麼？

◎ 黃槿的葉形像什麼？用途？

多層蛋糕群的黃花 相依偎的兩顆心 黃槿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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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茉莉
變色的五彩花朵樹 李秀如老師整理

我叫番茉莉，看到名字有個「番」字，就能猜到我

是外國來的「阿斗仔」，我來自熱情洋溢的巴西，由於花

朵散發茉莉花香，且會變換花色，所以有人叫我變色茉

莉或五彩茉莉，植物學家則稱我Brunfelsia hopeana。

我和低年級小朋友差不多高，常做為籬笆或庭園植栽，互生長橢圓形葉片，兩端尖尖

的。花腋生或頂生，開花時經陽光洗禮後會由紫藍色漸漸變為淺紫色，或粉紅色，再轉為

白色，因此同一植株開滿了不同顏色的花朵，英文名稱為「yesterday-today-tomorrow」。

開花數量大，花香如茉莉般，夜間最濃郁，故又名紫夜香花。不過，我的根皮及莖葉有

毒，如果誤食就會過敏，而且會有四肢無力、流口水、顫抖、心律不整、呼吸變慢的症

狀，真是致命的吸引力，希望大家「花開堪聞直須聞，即便無花莫折枝」。然而，我的根雖

然有毒，但卻有以毒攻毒的效果，具有解熱、治梅毒等功能。

大家對於我魔術般會變色的花朵一定很好奇，這其實是一種微妙的化學變化，我的花

沒有胡蘿蔔素，開花後不再製造新的花青素（花青素在鹼性的環境中會變藍，在酸性的環

境中會變紅。植物受到光線、水份、溫度的影響而改變酸鹼度），在沒有化學物質吸收任何

的光線，所有光線都反射出來的情況下，花朵也就漸漸變為白色。

學名：Brunfelsia hopeana

科別：美人襟科

別名：變色茉莉、番素馨、紫

夜香花、夜香茉莉、五

彩茉莉

原產地：巴西

類型：常綠灌木

花期：3-5月（春季）

小 檔 案

沒想到外表美麗，氣味像茉莉花的番茉

莉，其實根莖葉都有毒，所以俗話說「路邊

的野花不要採」，是有道理的。

教學指導小站

◎ 特徵：花會變色。

◎ 用途：根有解熱、治梅毒等功能。

觀察放大鏡

◎ 花朵變色情形？

◎ 葉子的形狀？

含苞待放的番茉莉 番茉莉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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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桂
最古老的香料 焦儀凡老師整理

你知道所有香料植物中最古老的是什麼嗎？答案就

是散發濃濃香味的「肉桂」。楊心校園的肉桂品種為－

「錫蘭肉桂」，是品質非常好的肉桂品種，屬於樟科。常

綠性喬木，原產於錫蘭等地。葉對生，闊卵形，三出脈

明顯；幼葉紅紫色，且葉子的背面為淺綠色，葉揉之有

肉桂的味道。圓錐花序淡黃色，冬季開花。

一般而言，肉桂取自於肉桂樹的樹皮，是經由捲成

條狀乾燥後所製成的，越接近樹幹中心的樹皮所製成的

肉桂品質越上等，有發汗、止吐的功效。其葉片也可當

做香料使用，可取其掉在地上的老葉來煮，整鍋味道都會變香喔！

經由加工製成的肉桂有粉狀、片狀2種，片狀的肉桂可直接用來燉煮湯及菜餚，可去除

肉類的腥味，或是當作咖啡的攪拌棒；而粉狀肉桂多使用在甜點上，是作蘋果派時不可缺

少的必備香料！在日常生活裡，亦可見到肉桂的蹤影，小朋友你知道嗎？在我們的感冒咳

嗽糖漿中也含有肉桂喔！另外芳香劑、香水、乾燥花等都含有肉桂。此外，肉桂非但可做

藥用甚至還有防霉、防腐的功效呢。可見肉桂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學名：C i n n a m o m u r m

osmophloeum.

科別：樟科

別名：山肉桂、臺灣肉桂、桂

枝

原產地：原 產 於 亞 洲 、 中 美

洲，主產地為斯里蘭

卡、東印度群島，現

今 產 地 有 印 度 、 埃

及、鍚蘭、瓜哇、馬

達加斯加、日本、中

國及臺灣等。

類型：常綠喬木

花期：5-7月開花，每年2-3月果

實期

小 檔 案

肉桂的特色是葉子很細嫩，細細的分

枝，宛如在舞蹈中的少女。柔美嬌細的身

影，在微風中搖曳生姿，令人心曠神怡。橢

圓的葉子，聚在一起；讓人覺得十分可愛、

溫馨。

肉桂的用途非常多，從東方國家到西方

國家，主食、點心、香水….等，許多東西都

用得到肉桂。

教學指導小站

◎ 肉桂葉的特徵

◎ 肉桂的實際功用

◎ 種植地點的介紹

觀察放大鏡

◎ 肉桂的葉子是什麼形狀？

◎ 葉脈有幾條？

肉桂 肉桂的葉肉桂全貌



148

來吧！讓我們拈花惹草去

小罝紫薇
"頂"會開花的紫薇 徐文龍老師整理

「小花紫薇」 -- 多美的名字啊！每年暑假前後，它都是裝扮得萬紫千紅、以它搶眼奪目

豔麗的色彩，吸引人們的目光。一樹的紫色花海隨風搖曳，紫色的花瓣襯托著金黃色的花

蕊，再點綴著像珠球般的蒴果，十分艷麗耀眼。堅強的生命力，燃燒的青春，週而復始地

綻放它的光彩。

小花紫薇是落葉喬木，葉柄短、對生，株高約5-10公尺，葉橢圓形或長卵形，葉端銳

尖，側脈微凹，波狀緣；花期5-8月間，花頂生圓錐花序，花瓣六 枚，花冠大，呈粉紅、

白、淡紫色。花瓣翻捲如浪；蒴果圓形，成熟時轉褐色 木質化，有宿存萼；種子半圓形，

有翅，會隨風翻飛傳播。

學名：Lagerstroemia speciosa

科別：千屈菜科

原產地：印度、澳洲

類型：落葉大喬木

花期：5∼8月

小 檔 案

小花紫薇的花形小小的，裡面點綴著小

小的黃色花蕊，好可愛唷。

教學指導小站

◎ 花形、葉形及排列、果實

觀察放大鏡

◎ 小花紫薇葉對生，花形捲縐，花謝後有球形蒴

果，由綠轉褐表示將要成熟，成熟的種子有

翅，會隨風飛行。

小花紫薇 小花紫薇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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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茶
油油亮亮、閃閃動人 彭心晏老師整理

「茶也清耶，水也清喲，清水燒茶獻給心上人，情人

上山你停一停，喝口新茶，表表我的心……」這是【茶山情歌】開頭的歌詞，從前種茶人

家在工作時，常會隔岸對唱，以增加樂趣。

中國喝茶文化源遠流長，唐朝有位陸羽先生還寫了一部茶經，而『茶』這個字也是到

了唐朝才被發明的。以前是用『荼』字，是『苦』的意思，遭其荼毒，被害得好苦的意

思。

台灣因為地形（多丘陵~排水佳）、氣候（多雨、霧）很適合茶的生長，所以很多地方

都看得到茶園，而台灣出品的茶，名氣也都滿響亮的，像烏龍茶、鐵觀音、包種茶……等

等，現在要講的福建茶，雖然被稱為『茶』，但不是用來喝的，而是觀賞用的喔！是常見的

盆景樹、庭園植栽，他喜歡溫暖潮濕的環境，生命力強，在台灣，主要分佈在南部或東部

濱海，他那具光澤的小葉片，在太陽下更是閃動著如巨星般的光芒。

學名：Ehretia microphylla Lam.

科別：厚殼樹科

別名：福滿木、小葉厚殼樹

原產地：熱帶亞洲、台灣

類型：常綠小灌木

小 檔 案

我很喜歡福建茶樹，他生長的感覺和一

般茶園的樣子不太一樣。葉子摸起來一粒一

粒的，粗粗的，是不是為了防止害蟲寄生

呢？葉子摸起來毛毛的，樹枝摸起來也毛毛

的，感覺很溫暖。葉片成鋸齒狀，而且很粗

糙，聞起來茶味特別濃，顏色如草地般的燦

爛。

教學指導小站

◎ 花色、果實、葉子　　◎ 適宜生長地方

◎ 用途

觀察放大鏡

◎ 福建茶的葉子摸起來有什麼樣的感覺？

◎ 福建茶開的是什麼顏色的花？

◎ 果實成熟前後的顏色差別？

福建茶在C棟旁 油油亮亮的葉及果

可愛的小鸞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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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心花草木　校園植物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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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單

◎http://140.127.10.49/plant/mono/glu/gram11.htm高職教師輁修網站

◎http://192.192.196.3/農委會農業試驗所

◎http://biogeo.geo.ntnu.edu.tw/service/biogeodb/plants/tempplq.asp?status= hplant&cluster=num&num-

land=N008&key_words=013-072植物查詢報表

◎http://bulletin.coa.gov.tw/show_index.php行政院農委會

◎http://chunchi.nctucis.org/~twtrees/book3/190.htm

◎http://class.tyes.tp.edu.tw/~t3/c25.htm

◎http://coco.isper.net/coco/hp/07/07index.htm玉蘭花的世界

◎http://coniferous.tfri.gov.tw/台灣針葉樹五木

◎http://content1.edu.tw/教育部學習加油站

◎http://e-info.org.tw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http://emag.ncnu.edu.tw/

◎http://floral.com.tw/網路植物園

◎http://greenclub.idv.tw/sundaySunday的休閒世界

◎http://hast.sinica.edu.tw/中央螳究院生物多樣性螳究中心

◎http://hledu.nhltc.edu.tw/~s911213/chps/a/a00.htm

◎http://homepage.tces.ilc.edu.tw/~wwv/elin/news.html

◎http://host.smes.tyc.edu.tw/~musso5/index.html石門國小校園植物介紹網頁

◎http://indweb.ttu.edu.tw/mhlee/www/homepage2.htm美仙園

◎http://info.slps.tpc.edu.tw/flower/a.htm花花世界

◎http://k.qtp.ks.edu.tw/

◎http://kmip.org/kmu/

◎http://mail.pjhs.tyc.edu.tw/~pj105/

◎http://mail.yjps.tp.edu.tw/~sule/susuplant/0202.htm

◎http://microbiology.scu.edu.tw/environ/fulin/fulin074.htm

參考資料



◎http://msa.tres.tpc.edu.tw/~green/a161.htm

◎http://naturet.ngo.org.tw/naturet2/study/seed_story/No034.htm

◎http://net.hsps.hc.edu.tw/school/plant/新竹國小校園植物

◎http://pck.bio.ncue.edu.tw/pckweb/database/data2/ck/senior/old/ch4/y62.htm

◎http://preserve.coa.gov.tw/species/

◎http://pwse.kcg.gov.tw/marsh/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園區生態池現況

◎http://rf.idv.tw/plain/

◎http://sh1.yahoo.edyna.com/voni/item.asp?item_id=116472

◎http://shs.fcsh.khc.edu.tw/biology/p39.htm

◎http://sjmm.loxa.edu.tw鳳西國中自然生態網

◎http://tnl.org.tw/塔山自然實驗室

◎http://travel-taoyuan.tycg.gov.tw/桃園縣觀光行銷局

◎http://tw.knowledge.yahoo.com/奇摩知識

◎http://venus.rssh.ks.edu.tw/campus/045/045.htm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網站

◎http://w3.kfps.tp.edu.tw/menu/

◎http://www.ases.tnc.edu.tw/country/ases3-2.htm

◎http://www.au.edu.tw/ox_view/admin/kb/真理大學校園植物

◎http://www.bud.org.tw/科學小芽子

◎http://www.catholic.org.tw/svd_tyam/page07_d008.htm 美麗人生~心翿小品

◎http://www.cca.gov.tw/文建會

◎http://www.ccl.ttct.edu.tw/台東縣立文化中心

◎http://www.cdps.tpc.edu.tw/tree/t9.htm

◎http://www.chineseypage.com/rest/topic/kitchen-plus.htm導引資訊廣場

◎http://www.chi-san-chi.com/6career/banana/bananalive/banalive.htm  

◎http://www.cips.tp.edu.tw台北市忠義國小

◎http://www.cjnes.ylc.edu.tw/雲林縣僑真國小

◎http://www.cmes.tn.edu.tw/

◎http://www.ctps.tp.edu.tw/成德國小

◎http://www.ctworld.org/main.htm

◎http://www.cysh.cy.edu.tw/text.htm

◎http://www.dan-studio.com/theme/ix-flamegold.htm台灣自然休閒網

◎http://www.dhps.tp.edu.tw/ 大湖校園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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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資

料

◎http://www.dpps.tcc.edu.tw台中縣東平國小

◎http://www.dpps.tpc.edu.tw/台北縣大坪國小

◎http://www.dt1es.tnc.edu.tw/台南縣大屯國小

◎http://www.dt3es.tnc.edu.tw/~dt3es/大潭國小校園植物尋蹤記

◎http://www.dystcs.kh.edu.tw/flower/

◎http://www.e-garden.com.tw/御花園

◎http://www.florist.org.tw/flower/中華花藝文教基金會

◎http://www.frostyplace.com/index.php?story_id=2669老地方冰果室

◎http://www.frps.ttct.edu.tw/images/lhh.htm

◎http://www.ftn.ks.edu.tw/b11/w03.htm

◎http://www.gln.com.tw/team/iui/iui7j.htm

◎http://www.gses.ylc.edu.tw/~gst20/plant/plant01-1.htm

◎http://www.gtes.tnc.edu.tw/plant/pindex.htm官田國小校園植物網

◎http://www.hkedcity.net/iclub_files/a/1/40/webpage/features/24/bauhinia.htm

◎http://www.hljh.tcc.edu.tw/teach/

◎http://www.hlps.tcc.edu.tw/台中縣大甲鎮華龍國民小學

◎http://www.hmjh.chc.edu.tw/

◎http://www.hsnulsa.info/師大附中生命科學螳習社

◎http://www.hulu.com.tw/葫蘆專業中醫藥資訊網

◎http://www.inmjh.kh.edu.tw高雄市立英明國中

◎http://www.jdps.tyc.edu.tw/PH/910425/ 

◎http://www.jlps.hc.edu.tw/竹蓮國小

◎http://www.klgsh.kl.edu.tw/wwwroot/zhiwu/camp-e5.htm

◎http://www.klps.tp.edu.tw/plant/64.htm 康寧國小網站

◎http://www.ksjh.km.edu.tw/paper/scplane/028.htm

◎http://www.ktps.ptc.edu.tw/墾丁國小

◎http://www.ldp.ks.edu.tw/ldplive高雄縣美濃鎮龍肚國小

◎http://www.lilyfruit.com.tw/data_29/book_01.htm

◎http://www.lilyfruit.com.tw/莉莉水果店

◎http://www.lkjh.tpc.edu.tw/index.htm

◎http://www.lljh.ptc.edu.tw/greengd/plant38.htm麟洛國中

◎http://www.medicalvillage.org.tw/vfruit/vf179.htm 



◎http://www.mhes.cyc.edu.tw/web/4-2-4.htm

◎http://www.mkps.phc.edu.tw/flower3.htm

◎http://www.mlps.ttct.edu.tw/plant/menbo.htm

◎http://ms1.chops.ntct.edu.tw/南投縣中和國小

◎http://www.nanjuanges.mlc.edu.tw/plant_3.htm

◎http://www.nchu.edu.tw/國立中興大學

◎http://www.ndes.tyc.edu.tw/2002newweb/0026.htm

◎http://www.newton.com.tw/focus_green/index.html牛頓科學專欄

◎http://www.nmes.tp.edu.tw/eco/tree/learn19.htm台北市南門國小

◎http://www.nmns.edu.tw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http://www.nmps.tyc.edu.tw/plant/plant.html桃園縣南美國小校園植物

◎http://www.ntu.edu.tw/國立台灣大學

◎http://www.oui-blog.com當我們Blog在一起

◎http://www.phps.ylc.edu.tw/雲林縣平和國小網站

◎http://www.plps.tp.edu.tw/

◎http://www.ptjh.chc.edu.tw/science/%A4p%B8%AD%C6V%A4%AF.htm

◎http://www.pttcps.ptc.edu.tw/屏東師範學院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http://www.pups.hc.edu.tw/~green/flower25.htm

◎http://www.rdes.hcc.edu.tw/plant/index.html新竹縣立員崠國小校園植物

◎http://www.sces.cyc.edu.tw

◎http://www.shsps.ttct.edu.tw/envi/%A4E%CB|.htm

◎http://www.sljh.tcc.edu.tw/tree/

◎http://www.spps.hlc.edu.tw花蓮縣西寶國小

◎http://www.tari.gov.tw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

◎http://www.tdais.gov.tw/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http://www.tesri.gov.tw/plant/afforest01.htm

◎http://www.tfa.org.tw/farm_open/passionfruit_farm.htm 觀光百香果園

◎http://www.tflower.com.tw/h/h1/eustoma.htm

◎http://www.tfri.gov.tw/

◎http://www.thes.chc.edu.tw/ 

◎http://www.tlps.ylc.edu.tw/eduinfma.htm 教育資源

◎http://www.tmtc.edu.tw/~envir/nature/tree/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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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ndais.gov.tw/台南區農業改良場

◎http://www.ttdares.gov.tw/台東區農業改良場

◎http://www.ttvs.cy.edu.tw/kcc/

◎http://www.webtime.com.tw/flower/gen.htm

◎http://www.wfdn.com.tw/9404/050418/09-15/041812-3.htm

◎http://www.whes.tyc.edu.tw/93/tree/count.htm文化國小校園植物

◎http://www.yctsayl.idv.tw/yctsayl/html/search/search.htm植物搜尋器

◎http://www.yesun.com.tw/

◎http://www.ym.edu.tw/

◎http://www.ymsnp.gov.tw陽明山國家公園

◎http://www.yuan-sen.com.tw/台東原生應用植物園

◎http://www.zbp.ks.edu.tw/nature/%A4p%B8%AD%C6V%A4%AF.htm

◎http://www.zhes.tn.edu.tw

◎http://www2.nsysu.edu.tw/bio86/

◎http://www2.toufenes.mlc.edu.tw/

◎http://wwwdb.tesri.gov.tw/台灣老樹

◎http://xml.ee.ncku.edu.tw/gallery/花栗鼠的數位相簿

◎大榮中學園藝社講義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九月

◎台灣自然觀察圖鑑-藥草，渡假出版社

◎台灣行道樹（賞果.賞樹型篇） 田野影像出版

◎台灣行道樹（賞葉.賞花篇） 田野影像出版

◎台灣賞樹情報，大樹出版社

◎台灣藥草事典，作者：李幸祥

◎台灣藥草事典，作者：李幸祥，2001，7月紁第一冊第66頁

◎生物學習百科，作者:大衛-伯尼，貓頭鷹出版社

◎自然保育季刊，行政院農委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新聞稿

◎花卉天地，作者：鄭元春、鄭元鑫（1993），台北市台灣省立博物館

◎苔蘚植物簡介，作者：東海大學林善雄教授，出版日期：1988/5.蹻灣省立博物館

◎塔關山蘚類植物巡禮：( Ⅱ )---蘚類植物的生長型，作者：蔣鎮宇,許再文,陳建志

◎談苔蘚與蕨類，作者:郭長生，國立教育資料館82.7.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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