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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圖
（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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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9年（2020年）0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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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9年（2020年）07月21日

十五、射干

民國109年（2020年）0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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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9年（2020年）12月04日
民國109年（2020年）12月04日
民國109年（2020年）12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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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10年（2021年）02月02日

二、黃槿

三、仙丹花
四、金英樹
五、鵝掌蘗
六、黃仙丹
七、朱櫻花

○○○○●○○○

木
一、 木槿(Hibiscus syriacus)
一王偉勇 圖：許淑惠

地點：中國文學系

109年(2020)6月10日

原產中國，廣植亞洲各地區，凡七十餘種，為韓國國花，有水錦花、白飯
花、無窮花等異稱。

色縟顏開耀眼前 艱難經歷志彌堅
風光一晌無多慮 旋謝旋開得永年

二、 鐵刀木(Senna siamea)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醫學院前

109年(2020)7月17日

原產泰國、緬甸、中南半島等地，1901年引進臺灣，有挨刀樹、黑心樹、
暹羅槐(決明)等異稱。

鐵刀名號眾紛紜 硬頸持身足冠群
芳蕊向陽光耀彩 黑心化樹是傳聞

三、 紫薇(Lagerstroemia indica)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醫學院前

109年(2020)7月17日

原產印度，栽植中國已歷幾千年，中書省曾雅稱紫薇省，有百日紅、癢癢
樹、猴不爬等異稱。

渾身怕癢見奇葩 滑溜天生猴不爬
折皺紋紗開百日 曾經耀眼入官家

四、 鳳凰木(Delonix regia)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小東路兩旁

109年(2020)7月17日

原產馬達加斯加，分布世界熱帶、亞熱帶地區，1897年引進臺灣，有火
樹、金鳳樹、
紅花楹等異稱。

冠傘撑天羽葉張 邀風避暑好乘涼
年年噴薄花開日 高唱驪歌志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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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榕樹(Ficus microcarpa)
一王偉勇 圖：許淑惠

地點：榕園

109年(2020)7月18日

分布中國東南各省、臺灣、日本、印度及中南半島等地區，有正榕、鳥
松、鬼仔樹等異稱，並與抹草(小槐花)、芙蓉葉(蘄艾)並稱避邪三物。

影見黌宮逾百年 老榕聳翠向青天
驅邪納氣棲飛鳥 獨木成林日月懸

六、龍眼(Dimocarpus longan)
一王偉勇

圖：許淑惠

地點：工設系館前

109年(2020)7月18日

分布中國、臺灣、越南、印度等地區，有桂(福)圓、牛眼、荔枝奴等異
稱，與荔枝、香蕉、鳳梨並稱華南四大珍果。

着花釀蜜口垂涎 結果烘乾號桂圓
養血憑君生熟食 貪多能戒自延年

七、檄樹(Morinda citrifolia)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工程科學系館

109年(2020)7月21日

分布東南亞、澳洲及環太平洋島嶼，如南沙群島等，有黃木巴㦸、海濱木
巴㦸等異稱；果實亦有蘿梨、諾麗果、四季果等異名。

花開盈白耐炎寒 諾麗果餐盛玉盤
零落漂流棲島嶼 滋生隨意上晴灘

八、黃蟬(Allamanda schottii)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雲平大樓

109年(2020)7月21日

原產南美巴西，已廣布熱帶地區，凡十二種，有硬枝黃蟬、小花黃蟬等異
稱；臺灣於1910年引進者，為軟枝黃蟬，別稱大花黃蟬。

花如蟬蛹帶金黃 耀眼迷人如夢鄉
大小蕊開分軟硬 迎風一樹燦陽光

20

○○○○●○○○

九、 銀薇(Lagerstroemia indica)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雲平大樓中庭

109年(2020)7月22日

原產亞洲熱帶地區，紫薇四品(紫薇、翠薇、赤薇、銀薇)之一，紫薇有紫
金花、癢癢花、蚊子花等異稱。

燦開一樹暖洋洋 紫翠赤銀顏色昌
討喜人家爭護植 對花如見紫薇郎

十、 春不老(Ardisia squamulosa)
一王偉勇

圖：許淑惠

地點：小西門(中文系右側)

109年(2020)8月19日

分布亞洲南部，自中國海南，臺灣蘭嶼、綠島，至菲律賓、馬來西亞皆見
之，有萬兩金、山豬肉、東方紫金牛等異稱。

葉繁向日泛青黃 破蕊懸鈴耀彩妝
結子經年春不老 紫金堆疊世其昌

十一、臺灣欒樹(Koelreuteria elegans)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圖書館前

109年(2020)8月29日

臺灣特有原生種，或謂與紫檀木、黄花梨木、香樟、紅木、雞翅木、金絲
楠木、沉香木、鐵力木、烏木，並稱世界十大名木，有四色樹、金楝舅、
臺灣金雨樹等異稱。

綠黃紅褐變形容 染上枝頭秋意濃
名列瀛寰登十大 更尋九品覓行蹤

十二、雨豆樹(Albizia saman)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測量系館前

109年(2020)8月29日

原產熱帶美洲、西印度群島，1903年引進臺灣，別稱雨樹。

懸枝羽葉翠扶疏 向晚雨前眉卷舒
開展枝橫垂綠蔭 群生廣庇足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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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盾柱木(Peltophorum inerme)
一王偉勇

圖：許淑惠 地點：護理系館前

109年(2020)9月10日

原產熱帶亞洲、美洲、澳洲，1898年引臺灣，有雙翼豆、閉莢木、黃焰木
等異稱。

雌蕊柱頭黃盾徽 扶持莢果翼雙圍
臨風揮灑渾無懼 自信迎人播彩暉

十四、黃槐決明(Senna surattensis)
一王偉勇

圖：許淑惠 地點：航太系館前

109年(2020)9月10日

原產南亞、東南亞、大洋洲，1903年引臺灣，有豆槐、金鳳樹、金藥樹等
異稱。

姿容優雅蕊鮮黃 皮滑枝斜青葉光
濾染工夫誰似我 決明潤肺允當行
端莊賧佛溢清香

十五、紅桑(Acalypha wilksiana)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大學路旁

109年(2020)10月1日

原產非洲，1910年引臺灣，有金邊桑、血見愁、紅葉鐵莧等異稱。

耀眼銅紅濶葉光 雌雄燦蕊各芬芳
巧醫妙用宜男女 入食加餐福壽長

十六、艷紫荊(Bauhinia blakeana)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成功湖畔 109年(2020)11月22日

原產香港、廣東省廣州市，1976年引進臺灣，有洋紫荊、香港蘭(櫻花)等
異稱。

紫荊紅向入冬時 花葉齊開燦一枝
兄友弟恭頻寄語 切磋問學共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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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洋紫荊(Bauhinia purpurea)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成功湖畔 109年(2020)11月22日

分布中國南部、印度、斯里蘭卡，1903年引進臺灣，別稱玲甲花。

淺綠微黃葉橢圓 花開忍對冷寒天
淡紅翻白明霜月 導引青衿邁向前

十八、杜鵑花(Rhododenron simsii)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雲平大樓

109年(2020)12月4日

原產西馬拉雅山區、中國長江流域及西南各省，有映山紅、紅躑躅、山石
榴等十餘種異稱。

蜀帝春心托牡鵑 血啼斑蕊說千年
殊奇照眼花瑩白 豈是淚乾歡月圓

十九、黑板樹(Alstonia scholaris)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成大附工

109年(2020)12月4日

分布東亞、東南亞、澳洲等地區，1943年引進臺灣，有乳木、象皮樹、麵
條樹等三十餘種異稱。

象皮紋木向天高 花乳結成團玉膏
垂果麵條名號夥 手書黑板免操刀

二十、美人樹(Ceiba speciosa)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體育活動中心

109年(2020)12月4日

原產巴西、阿根廷，1967至1975，引進臺灣，有美人、洅瓶木棉、美麗異木
棉等異稱。

並轡木棉春色新 臨風妝點綺羅身
酒瓶基幹成形日 琢木成舟載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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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楓香(Liguidambar formosana)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雲平大樓 110年(2021)1月17日

原產中國南部、臺灣，有香楓、大葉楓、雞爪楓等十餘種異稱。

入學迎新秋葉黃 春來歡喜着紅妝
熱情洋溢身長在 留取丹心一樹香

二十二、火焰樹(Spathodea campanulata)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唯農大樓

110年(2021)1月17日

原產非洲西部，有泉樹、火焰木、苞萼木等異稱。

橙紅花冠納鮮黃 倒掛金鐘火焰光
蓓蕾水含功濟眾 活人泉樹莫相忘

二十三、桂花(Osmanthus fragrans)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中文系

110年(2021)1月22日

原產中國西南部，1700年引進臺灣，可分金桂、銀桂、丹桂、四季桂四
品，有梫、木穉、九里香等異稱。

圭葉犀紋九里香 薰陶旦夕步康莊
無涯學海勤為岸 折桂蟾宮變鳳凰

二十四、梅花(Prunus mume)
一王偉勇

圖：黃鈺琪

地點：中文系

110年(2021)2月2日

原產中國，傳布日、韓等地，花開五瓣，寓含五倫、五常、五教、五族共
和之義，為我國國花。

橫枝疏影向冬開 五瓣花懸深意該
更有暗香浮晚夜 堅貞聖潔絕塵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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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懸鈴花(Malvaiscus arboreus)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勝一宿舍

110年(2021)2月7日

原產美國南部及中、南美洲，有大紅袍、燈籠扶桑、南美朱槿等異稱。

藹藹懸枝瑞色明 三緘繡口慎言行
心甘俯首思泉湧 席捲風雲四座驚

二十六、 煙火樹(Clerodendrum guadriloculare)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勝四宿舍

110年(2021)2月13日

原產菲律賓、新幾內亞、西太平洋群島，有流星花、紫背大青、星爍山茉
莉等異稱。

冠筒叢簇向天開 煙火流星仔細猜
妝點風光誰似我 歡心相待故人來

二十七、 檸檬桉(Eucalyptus citriodora Hook.)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博物館

110年(2021)2月17日

原產澳洲、塔斯馬利亞島，有油桉樹、猴不爬、檸檬尤加立等異稱。

香透檸檬揉葉牙 珠穿褐果飾年華
頂天立地還強勁 清白一身猴不爬

二十八、 酸豆(Tamarindus India L.)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大學路、勝利路行道旁

110年(2021)2月17日

原產東部非洲，後引進亞洲熱帶地區、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有羅望
子、亞森果、泰國甜角等十餘種異稱，其子乃湯煮、煎烤，以及製作咖哩
之材料。

聳立巍峩行道旁 蓬萊負笈渡重洋
成龍望子弘心願 回味縈懷是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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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茄苳(Bischofia javanica)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成功湖畔

110年(2021)2月17日

分布中國南部、臺灣、東南亞、澳洲等地，有赤木、秋楓樹、重陽木等十
餘種異稱。臺灣邵族、鄒族視之為聖樹，並為「轉大人」之藥材。

皮粗幹老歷滄桑 膜拜年高號樹王
齒葉燉雞資轉骨 搖身挺立好兒郎

三十、桑(Morus)
一王偉勇 圖：許淑惠

地點：會計系

110年(2021)2月19日

分布亞、歐廣大地區，有華桑、白桑、黑桑、雞桑、魯桑等區分，凡150
種。

葉可養蠶研紙張 皮根搗藥護肝腸
枝條編織供家用 桑葚甘甜入酒漿

三十一、黃花風鈴(Handronathus chrysotrichus)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校門口人行道

110年(2021)2月28日

分布墨西哥至委內瑞拉，為巴西國寶樹，1969年引進臺灣，有金風鈴、黃
鐘木、伊蓓樹等異稱。

巴西遠渡抵蓬萊 最喜三春耀眼開
遊客流連花下駐 不教殘蕊惹塵埃

三十二、苦楝樹(Melia azedarach)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活動中心

110年(2021)3月6日

原產東南亞、澳洲，分布熱帶、亞熱帶地區，有苦苓、旃檀、紫花木等十
餘種異稱。

水土根抓不放鬆 碎花金實引遊蜂
煉提藥劑防蟲害 器用資人好過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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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 樟樹(Cinnamomum camphora)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110年(2021)3月20日

原產中國南部、臺灣、日本等地，有香樟、烏樟、栳樟等十餘種異稱。

木多紋理謂之樟 葉密防風最在行
研製精油堪醒腦 裁成器用壽而康

三十四、 格力豆(Gliricidia sepium)
一王偉勇

地點：歷史系

110年(2021)3月20日

地點：活動中心後側

110年(2021)3月20日

圖：林淑華

原產中、南美洲，別稱南洋櫻。

隨風搖曳韻多姿 初夏叢開花滿枝
淡紫紛紅絲繚白 似櫻璀璨影參差

三十五、 紅瓶刷子(Callistemon viminalis)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原產澳洲南威爾斯，1910年引進臺灣，有刷毛楨、金寶樹等異稱;與串錢
樹、紅千層極相似。

葉腋枝梢一串紅 康強瓶刷逐東風
千層錢柳渾相似 細辨長寬各不同

三十六、 藍花楹(Jacaranda mimosifolia
一王偉勇

)
圖：林淑華

地點：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110年(2021)3月20日

分布阿根廷、玻利維亞、巴西，凡44種，有巴西紫葳、非洲紫葳等異稱;南
非普利托利亞被譽為「藍花楹之城」。

樹冠盈寬柱幹支 端尖小葉鳳凰枝
紫葳模樣花開日 唯美嬌柔落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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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木棉(Bombax ceiba)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工程學系

110年(2021)3月21日

原產印度、爪哇、馬來群島，遍布熱帶、亞熱布地區，有古貝、吉貝、英
雄樹等十餘種異稱。

春來破蕊着先鞭 翠葉生時花可憐
赤膽修身真耀眼 英雄仰首向青天

三十八、酪梨(Persea americana)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教師會門口

110年(2021)3月21日

原產秘魯、墨西哥，遍布熱帶及地中海氣候區，有油梨、鱷梨、牛油果等
異稱。

吐蕊星光着玉柯 果青翻紫似旋螺
油脂飽滿堪滋補 健美強身貢獻多

三十九、辣木(Moringa)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K館後

110年(2021)3月27日

原產南亞熱帶、亞熱帶，有鼓槌樹、奇跡樹、馬蘿蔔樹等異稱。

名呼辣木忒陽剛 周用一身供日常
淨水油燃還釀蜜 研磨化製口香糖

四十、光蠟樹(Fraxinus griffithii)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成大附工旁

110年(2021)3月27日

分布中國南方、臺灣、日本及東南亞，有白雞油、脫皮樹、山苦楝等
異稱。

樹皮灰白色光鮮 油蠟迎來獨角仙
搖曳風吹懸翅果 賞心相伴信流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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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 紅花風鈴木(Tabebuia rosea)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工學院旁

110年(2021)4月3日

分布南墨西哥南部至巴西，1967年引進臺灣。地區，明鄭時引進臺灣，有洋
紅風鈴木、紅花伊蓓樹、巴拉圭風鈴木等異稱。

葉落花前一樹紅 團團燦蕊火熊熊
也知憐惜春將暮 竟日蝶蜂忙作工

四十二、 銀毛樹(Heliotropium foertherianum)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綠色魔法學院前

110年(2021)4月5日

分布馬達加斯加、亞洲、大洋洲等熱帶、亞熱帶海岸區。有銀丹、白水木、
白水草等異稱。

毛絨向日喜洋洋 核果漂流志四方
但得同心如白水 不知何處是他鄉

四十三、 緬梔花(Plumeria obtusa)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臺文系

110年(2021)4月14日

原產西印度群島、中南美洲，已遍布世界熱帶、亞熱帶地區，凡五千餘種;為
佛教「五樹六花」之一，有雞蛋花、鹿角樹、印度素馨等十餘種異稱。

枝橫鹿角着奇葩 吐蕊色繁名邇遐
五樹六花宣大愛 平凡淡雅傍人家

四十四、 文定果(Muntingia calabura)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臺灣文學系

110年(2021)4月14日

原產熱帶美洲低海拔地區，1936年引進臺灣，有南洋櫻、南美假櫻桃、西印
度櫻桃等異稱。

吐蕊光芒着白袍 淡紅懸果小櫻桃
醇香可口甜滋味 文定歡心伴爾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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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大葉欖仁樹(Terminalia catappa)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敬業校區教職員單身宿舍

110年(2021)10月6日

原產臺灣、中南半島，廣布中國南部、大洋洲及熱帶南美洲濱海地區，有
涼扇樹、雨傘樹、山枇杷樹等二十餘種異稱。

遮蔭邀涼行道邊 移來寮舍拂風簾
良禽擇木棲朝夕 相對枝頭十八年
註：余居該宿舍，迄屆齡退休，凡十八年。

四十六、小葉欖仁樹(Terminalia mantaly)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醫院行道邊

110年(2021)10月6日

原產馬達加斯加，1 975年引進臺灣，有錦葉欖仁樹、細葉欖仁樹、非洲欖仁
樹等異稱。

錦葉常青行道旁 風搖蔽日好遮涼
凌寒枝禿渾無懼 交織綱羅引線長

四十七、南洋杉(Araucaria conninghamii)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成功湖

110年(2021)10月6日

分布澳大利亞、新幾內亞，1901年引進臺灣，生命力達450年，有花旗杉、肯
氏南洋杉等異稱。

遠渡蓬萊歲月長 擎旗翠影弄晴光
年年翹盼朝天去 繫念心懸是故鄉

四十八、芒果(Mangifera indica)
一王偉勇 圖：黃鈺琪 地點：中正堂廣場 110年(2021)10月6日

原產北印度、馬來西亞，臺灣目前為世界十大產地之一；芒果並為世界第
五大水果，次於葡萄、柑橙、香蕉、蘋果，有檨、番蒜、檬果等異稱。

千蕊微黃一樹開 纍纍懸膽果成堆
味甘入口微酸齒 始是土生非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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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 檳榔(Arec a catechu)
一王偉勇 圖：黃鈺琪

地點：中正堂廣場

110年(2021)10月7日

原產馬來西亞，分布亞洲熱帶地區、東非、大洋洲，有賓門、仁榔、螺果
等異稱。

身高吐蕊燦纖芒 荖葉子包堪品嚐

驅瘴軟飢憑節制 東坡嚼罷道清香

五十、大葉桃花心木(Swietenia macrophylla)
一王偉勇 圖：黄鈺琪 地點：理學院步道

110年(2021)10月7日

原產拉丁美洲，分布墨西哥至巴西東部，1901年引進臺灣。桃花心木凡五
品，臺灣引進兩品，另一品名小葉桃花心木。

良木桃紅紋理盤 裁成家具討人歡
密錐花序殊難見 翅果旋飄仔細看

五十一、 菩提樹(Ficus religiosa)
一王偉勇 圖：黃鈺琪

地點：護理學系

110年(2021)10月8日

原產印度，分布中國西南部、中南半島，與無憂樹、娑羅雙樹，並列佛教
三大聖樹，有佛樹、覺樹、畢缽羅樹等十餘種異稱。

滑平心葉絕塵埃 行者恒朝樹下來
勤拭靈臺無罣礙 法門天大為君開

五十二、 金龜樹(Pithecellobium dulce)
一王偉勇

圖：黃鈺琪

地點：小西門邊機車停車場

110年(2021)10月8日

原產墨西哥，分布美洲、亞洲熱帶乾旱地區，有牛蹄豆、羊公豆、洋酸角
等異稱。

曲幹癭瘤老益遒 送迎學子幾經秋
叮嚀三省無稍懈 辛苦回甘甜到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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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木麻黃(Casuarina eguisetifolia)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敬業學生宿 110年(202I)10月10日
分布澳洲、馬來西亞、印度、緬甸及大洋洲群島，有番麻黄、駁骨樹、馬
尾樹等異稱。

頂天濱海挺防風 移植學寮朝氣雄
皮剝無妨新換舊 依然聳立向青空

五十四、香蘋婆(Sterculia foetida)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光復校區學生第三宿舍

110年(202I)10月10日

分布東南亞、印度、澳洲，1900年引進臺灣，有假蘋婆、豬屎花、掌葉蘋
婆等異稱。

花開聞臭氣飄揚 綠蔭邀風儘納涼
結子木魚模樣好 憑君入口味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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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一、 文殊蘭(Crinum asiaticum)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成功湖畔

109年(2020)7月17日

原產印尼、蘇門答臘，分布中國、臺灣、日本等地區，有海蕉、裙帶草、
十八學士等二十餘種異稱。亦為南傳佛教「五樹六花」一，臺灣原住民恒
用以作地標。

修持清白皎容光 裙帶相牽煥彩彰
含毒天生君莫棄 端莊賧佛溢清香

二、 虎刺梅(Euphorbia milii)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圖書館前

109年(2020)7月17日

原產馬達加斯加，有鐵海棠、麒麟花、萬年刺等異稱。

虯枝虎刺氣軒昂 燦蕊梅開並蒂妝

卓爾凌寒花不斷 麒麟身影步康莊

三、 紫花蘆莉草(Ruellia simplex)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自強校區警衛室

109年(2020)7月21日

原產墨西哥，有藍花草、翠蘆莉等異稱，又緣逐日開謝，俗稱日日見草。

天生萬物共清光 紫白紅藍各主張
日日花開無懈怠 今宵謝去又何妨

四、 韭蓮(Zephyranthes candita)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工程科學系 109年(2020)7月21日

原產墨西哥、哥倫比亞及中南美洲地區，有蔥蘭、風雨蘭、紅菖蒲等十餘
種異稱。

嬌嫩花開風雨前 陰晴預報我居先
蔥蘭菖蒲生心境 石蒜稱名是韭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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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廣葉蘆薈(Aloe saponaria)
一王偉勇 圖：許淑惠 地點：雲平大樓東側 109年(2020)7月22日

原產非洲及地中海沿岸，有鎧錦、武看錦、明鱗錦等異稱，蘆薈凡三百餘
種，臺灣引進二十種。

箭葉叢生點白斑 着花燈燦滿光環
美容護髮天然好 不用金丹苦駐顏

六、寬葉十萬錯(Asystasia gangetica)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歷史系館旁

109年(2020)7月22日

原產亞洲，廣布中國、印度、中南半島，馬來半島等地區，有烏甜菜、活
力菜、赤道櫻草等異稱；另有小葉十萬錯，原產非洲。

活力醫人供食蔬 富含營養葉寬舒
根深固本年年綠 交錯叢生意自如

七、水鬼蕉(Hymenocallis littoralis)
一王偉勇

圖：許淑惠

地點：工設系館前

109年(2020)7月22日

原產熱帶美洲，有螫蟹花、美洲蜘蛛蘭、美洲水鬼蕉等異稱。

花開橫豎散光芒 螫蟹蜘蛛腿腳長
旦旦爬行無懈怠 天涯見影道康莊

八、田春黃菊(Anthemis arvensis)
一王偉勇

圖：黃鈺琪

分布歐洲、中國等地。

羽葉送青浮翠來 一枝長梗出塵埃
生花皎皎歡心眼 分外鮮澄霽色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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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含羞草(Mimosa pudica)
一王偉勇 圖：許淑惠 地點：小西門(中文系右側) 109年(2020)8月19日

原產中南美洲、馬來西亞一帶，已廣布世界各地；有感應草、見笑草、夫
妻草等異稱。

夜閉朝開無已時 輕搖葉合見奇姿
忘憂萱草思親苦 為問含羞復為誰

十、 使君子(Combretum indicum)
一王偉勇 圖：許淑惠 地點：操場邊牆(近火車站後站) 109年(2020)8月19日

分布中國、臺灣、菲律賓、印度等地，1830年引進臺灣，有留求子、水君
子、杜蒺藜子等近二十種異稱。

驅蟲健體復防蚊 入藥難忘郭使君
三變容顏花色好 清香浮動綠羅裙

十一、蕾絲金露花(Duranta repens)
一王偉勇 圖：許淑惠 地點：小西門旁 109年(2020)9月10日

原產熱帶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金露花有假連翹、籬笆樹、如意草等異
稱，此品別稱蕾絲金邊花。

藍紫花開滾白邊 蕾絲模樣惹人憐
也知蜂蝶甘甜蜜 蕊簇細枝經歲懸

十二、松葉蕨(Psilotum nudum)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榕園 109年(2020)11月22日

分布熱帶地區，臺灣常見於中低海拔，屬附生植物，有鐵掃把、松葉米蘭
等異稱。

附着枝棲寄此生 松針垂墜好風迎
無根假物君須記 志遠天涯自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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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青葙(Celosia argentea)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建築研究大樓 109年(2020)11月22日

原產熱帶非洲，廣布中、俄、韓、日及東南亞等地區，有雞冠花、百日
紅、狗尾草等異稱。

翠葉披針綠帶紅 花開托塔共雌雄
清肝明目推良藥 野菜救荒時立功

十四、紅花文殊蘭(Crinum amble)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物理系

109年(2020)12月4日

原產蘇門答臘，分布越南、馬來西亞、印度等地區，有紫花文殊蘭、美麗
文殊蘭、紫花羅裙帶等異稱。

翠葉扶疏心影長 白花紋紫播清香
遠觀巧遇君憐惜 生子逐流奔四方

十五、射干(Iris domestica)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109年(2020)12月4日

分布中、俄、韓、日、印度及南部非洲，有老君扇、野萱花、麻虎扇子等
二十餘種異稱。

疏長莖梗似投竿 燦蕊紅黃瑞氣攢
曾供老君揮羽扇 苦寒煉就紫金丹

十六、玫瑰(Rosa rugosa)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雲平大樓

110年(2021)12月4日

原產東北亞，歐洲已普遍植栽，視為入侵物種，常與月季、薔薇混稱。

柔弱軟垂枝刺多 花開耀彩舞婆娑
薔薇月季渾亡賴 爭寵迎人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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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馬櫻丹(Lantana camara)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雲平大樓

109年(2020)12月4日

原產南美洲及西印度群島，有如意草、五彩花、臭金鳳等十餘種異稱。

着花多彩向陽開 盆景圍籬好植材
褻玩非宜君切記 遠觀麗影迓人來

十八、玉葉金花(Mussaenda pubescens)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大門廣場(太極銅像旁)

109年(2020)12月4日

原產亞熱帶地區，分布中國、臺灣、日本等地，有白紙扇、三白樹、涼口茶
等三十餘種異稱。

萼白葉青枝影斜 星光熠熠燦金花
帝王瑞兆分天下 飛入尋常百姓家

十九、紫雲藤(Podranea ricasoliana)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大門廣場(太極銅像旁) 109年(2020)12月4日

原產南非，有紫雲藤、非洲凌霄等異稱。

南飛蓬島遠家鄉 放眼天涯志四方
自許凌霄終有日 攀爬逐步向陽光

二十、四季秋海棠(Begonia x semperfolrens)
一王偉勇 圖：黃鈺琪 地點：中文系 110年(2021)2月2日

原產巴西，1901年引進臺灣，有洋秋海棠、蜆肉秋海棠、蠟葉秋海棠等異
稱。

花開葉蠟見溫柔 叢簇盆栽半掩羞
莫惜無香還有意 芸窗相伴幾經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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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鬚苞石竹(Dianthus barbatus)
一王偉勇 圖：黃鈺琪 地點：中文系 110年(2021)2月2日

分布歐洲及中國，有十樣錦、美國石竹、五彩石竹等異稱。

能耐炎寒吐彩毫 容光煥發見英豪
樂群齊力花開處 耀眼登場着錦袍

二十二、九重葛(Bougainvillea spectabilis)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統計學系 110年(2021)3月20日

原產熱帶美洲，有千日紅、三角花、勒杜鵑等異稱。

攀援能上九重高 團燦花開氣自豪
紅白紫黄爭艷色 滋生隨意遍周遭

二十三、龍鬚石蒜(Eucrosia bicolor)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統計學系 110年(2021)3月21日

原產秘魯、厄多瓜爾，有秘魯百合、神龍之鬚、尤克羅西亞等異稱。

飽滿球根石蒜科 鱗莖直挺舞婆娑
傘形花燦長鬚捲 恰似神龍戲綠波

二十四、六月雪(Serissa japonica)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成大附工旁 110年(2021)3月27日

分布中國、泰國、越南等亞熱帶地區，明鄭時引進臺灣，有噴雪、滿天
星、白丁花等十餘種異稱。

霜降天炎雪浪翻 鄒衍遭謗竇娥寃
而今六月花依舊 競向人間覓樂園

二十五、孤挺花(Amaryllis)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K館旁 110年(2021)3月27日

原產南美洲秘魯、南非，有百支蓮、鼓花、朱頂紅等異稱。

中通外直繖形花 孤挺光芒艷彩霞
為使人間皆美好 鼓吹徹響向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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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睡蓮(Nymphaea tetragona)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綠色魔法學院前 110年(2021)4月5日

除南極外，廣布世界各地。有瑞蓮、子午蓮、水芹花等異稱。

魔法造林橫舍前 鳥啼自在向青天
怡情最是風光好 半畝方塘臥睡蓮

二十七、 鶴望蘭(Strelitzia reginae)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成大博物館旁

110年(2021)4月5日

原產南非，其學名係紀念英王喬治三世王妃夏洛特而取之，有天堂鳥、極
樂鳥花等異稱。

晴日風搖翠影深 扶疏直上息仙禽
高歌引吭朝天去 極樂娑婆聞好音

二十八、 月桃(Alpinia zerumbet)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社會科學大樓 110年(2021)4月14日

分布中國、臺灣、日本及中南半島等地區，有艷山薑、大草寇、虎子花等
異稱;三、四種蝴蝶並以此維生。

根莖入藥性温和 編織葉鞘功用多
包粿蒸糕滋味美 維生蝴蝶舞婆娑

二十九、 大鶴望蘭(Strelitzia nicolai)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公共工程研究中心

110年(2021)4月14日

原產南非，其學名係紀念英王喬治三世王妃夏洛特而取之，別稱白鳥蕉。

佛焰雙苞着紫袍 清光四射帶芒毫
仙禽望日高飛去 鼓翅扶搖節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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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木
一、金鳳花(Caesalpinia pulcherrima)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醫學院前

109年(2020)7月17日

原產西印度群島，約百種，中國雲貴地區產十七
種，1645年引進臺灣，有蛺蝶花、洋金鳳、黃蝴蝶
等異稱。

圓錐蕊序吐長虹 婀娜輕盈舞碧空
經歲歡顏關不住 穿梭蝶影入花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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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黃槿(Hibiscus tilliaceus)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2020)7月21日

地點：自強校區奇美咖啡館

109年

原產東半球熱帶地區，分布中國華南、臺灣，以南
洋、太平洋等地區，有銅麻、海麻、糕仔樹等十餘
種異稱。

旱鹽強抗足防風 枕葉蒸糕氣色融
黃瓣螺旋中發紫 園林美化不邀功

○○○○●○○○

三、仙丹花(Ixora chinesis)
一王偉勇
月31日

圖：黃鈺琪

地點：雲平大樓東側

四、金英樹(Galphimia gracilis)
109年(2020)7

一王偉勇 圖：許淑惠 地點：航太系館前 109年(2020)9月10日

原產墨西哥、瓜地馬拉，1970年引臺灣，有金英、

原產中國南方、馬來西亞一帶，廣布環太平洋島

金虎尾花等異稱。

嶼，與刺桐、大蝴蝶，並稱沖澠三大名花；有三段

欹挺紅莖翠葉懸 風搖虎尾色澄鮮

花、買子花、龍船花等十餘種異稱。

梗青三段簇花團 爛熳風光儘可觀

頂生五瓣花絲展 星燦菁英耀眼前

續絕安胎功濟眾 相傳口耳號仙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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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鵝掌蘗(Schefflera arboricola)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榕園

109年(2020)11月22日

六、黃仙丹(Ixora lutea)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圖書館

109年(2020)12月4日

分布中國兩廣、臺灣、印度、澳洲等地區，有鵝掌

原產印度，1925年引進臺灣，仙丹花凡二十餘品，

藤、鴨脚木、江某松等異稱。

以紅色、粉紅色為常見，黃、白兩色少見。

翠葉浮光鵝掌開 黃花紅果不須猜

叢簇仙丹拱繡球 前程似錦志優游

只因呼蘗無人識 從此借藤登舞臺

鮮黃着色花開日 騰達輝煌孰與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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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朱櫻花(Calliaandra haematocephala)
一王偉勇 圖：林淑華

地點：軍訓室

109年(2020)12月4日

原產熱帶美洲，有紅絨球、紅合歡、美洲合歡等異稱。

複葉柄長冠蕊雄 枝頭噴薄燦紅絨
合歡形似終非是 奔放熱情無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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