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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國立成功大學創立於西元一九三一年，八十五年來，成功大學從創始之

初所擁有的第一個校區，發展到至今已有十一個校區，校地面積也由最初的

18.3 公頃，達到現在的 186.5 公頃。除了坐落在臺南市火車站東側的八個主

要校區群(校本部)外，還分別在臺南市歸仁區(現今高鐵臺南站附近)、安南

區與雲林縣斗六市(原國軍斗六醫院院區)，有三個校區。 

 

成功大學的每一個校區，在場域與環境上都有其獨特之處；有的是擁有

已經被列入古蹟的建築物、有的則擁有著廣大可供活動的草坪、有的是學生

或教職員工宿舍區、有的是教職員生與民眾傍晚活動健身的場域，更有的是

以學術、研究、實作場域或醫療服務等為主要功能而設立的校區。  

 

校本部的八個校區，坐落在現代化的都市叢林之中，校區內的綠地、池

塘、樹木、花草以及擾動因子相對低的環境，讓成大校園成為眾多植物的聚

集場域，隨之共同生存的哺乳類、鳥類、昆蟲等動物，也在這邊找到棲息之

處，更與在校園內活動的人們共榮共存。同時，這些校區皆與周圍的商家、

小吃、飲料店、餐廳或住家，形成了關係密切的大學城共同生活圈。所以，

成功大學的校園，不但是優美宜人，更是個擁有豐富多元生態環境的校園，

絕對值得推薦給所有人，來了解、享受與珍惜。本書以文字與圖像紀錄的方

式，帶領讀者走進成大的校園，認識、體驗與漫遊在成大的校園生態環境中。 

 

「成大校園生態漫遊」此書得以順利付梓，首先要感謝臺灣綜合大學系

統，提供了機會與經費，並在成功大學總務長、副總務長的推薦，以及總務

處提供校園資料與大力的支持下，我們開始了蒐集資料、照相與紀錄、開會

討論、文字撰寫、稿件編輯與製版印刷。在寫這本書時，總是想到在今年暑

假，數個颱風直接且連續地影響臺南地區，風強雨大，直接衝擊了成大校園

內為數頗多的樹木花草與生態環境；筆者在風雨稍歇之際，旋即開車到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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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王浩文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學系理學學士、國立台

灣大學植物學研究所理學碩士、德國慕尼

黑大學自然科學博士，德國 Max Planck 

Institute of Biochemistry 博士後研究，

現職為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副教授。 

 

 廖國媖 

中興大學生命科學博士，成功大學生命科

學系退休教師，曾任教植物學相關科目，

專研寄生植物菟絲子及蟲癭學。喜好大自

然、旅行、品嚐美食與攝影，喜愛貓咪與

蒐集貓藏品。著有《都市綠島—成大校園

生態》、《成大校園老樹誌》、《臥虎藏龍～

成大校園植物資源》等書。 

了解校園植物被影響的情形，而到校時，總務處的同仁們早已出動，以純熟

的知識與技能，覆蓋保濕、適當修枝、清理殘枝落葉、階段性的樹木扶正，

積極迅速的復原校園環境，讓成大校園得以保持動態性的恆定，使得成大的

校園生態環境，得以在眾多生物選擇棲息、眾人的驚嘆、喜愛與掌聲之中繼

續保存，此專業度與行動力，著實令筆者打從心裡的佩服。所以，也希望以

自己的力量，將成大校園生態的資訊，採用書面的方式保留下來。 

 

最後，也要感謝生命科學系、生物科技中心與熱帶植物研究所的支持與

鼓勵，以及生命科學系吳金枝老師的仔細校稿，在成大創校八十五週年之際，

得以記錄下這屬於大家的成大校園之美。 

 

 

 

 

王浩文  廖國媖  

 

二○一六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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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版圖與沿革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稱為成功大學)校本部，坐落於府城-臺南市火車站後

站正前方，位在臺南市東區與北區交界的區塊，占地廣闊且完整，交通十分

便利，是臺灣著名的頂尖學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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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校本部的校地，基本上分別由四條市區主要道路(大學路、勝

利路、長榮路與小東路)，整齊的切割為八個校區，各校區相互緊鄰。與周

圍的各類型商店、小吃、餐廳、商場、行號以及住家所形成的區域，生活機

能豐富多樣又便利，不論是本校的學生、職員、教師、周圍居民，還是專程

來拜訪的人士或休憩的民眾，皆可享受這屬於南臺灣、更是全臺灣，所特有

的「大學城」生活圈。 

 

 

  

 

HV Wang 

HV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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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校本部的校區，依照其設立、取得或命名的順序，總共包括了

「成功」、「勝利」、「光復」、「成杏」、「自強」、「敬業」、「力行」

與「東寧」等八個校區，總面積約為 83.3 公頃。1990 年代以前，每個校區

的四周圍，與國內一般學校相同，皆由高聳、連續的圍牆環繞著，讓學校與

周圍的人行道完全區隔開來，各校區的圍牆只有在面臨主幹道的正中區間，

設有明顯寬闊的校門，提供學生上下學或民眾進出校區的統一入口，其他方

位的圍牆區，則設有只能供個人進出、夜間時段關閉的小門。1990 年起，

成功大學開始階段性、有計畫的將校本部的校園，進行整體性的規劃與場域

性的重整。首先，將校園的圍牆朝向低矮化、高視覺穿透性為走向，甚至，

校區的每個相位皆改為多個出入口的設計，讓每個校區的動向，開始與周圍

的人行步道空間，有了更頻繁的互動與連結，在功能性與景觀上，也相互的

融合在一起。 

 

 

 

 

走進成功大學校園不同的校區，不時可見到自成大前身-日治時期臺灣

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設立至今，不同時期設計、興建或整修的建築物，

YC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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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創校之前已經存在，保持與維護完善的古蹟群；同時，更能欣賞到，

超過一百八十餘種、數量逾六千株的各式樹木，還有各樣草本植物，加上不

時傳入耳中的蟲鳴鳥叫聲、映入眼簾的各類棲息在校區的動物群，融合校園

內設置的公共藝術作品等，共同組成了屬於成功大學所特有，融合自然、歷

史、休閒、建築、學術、人文和藝術氣息的-「成功大學校園生態圈」。 

 

  

 

 

漫步在成功大學的校園，放眼望去，您可注意到在各校區低矮圍牆的四

周，或校園裡沿著主要交通幹道的兩旁，矗立著許多高大的樹木，例如：鳳

HV Wang 

HV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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凰木、大葉桃花心木、黑板樹、小葉欖仁、樟樹、菩提樹、芒果樹、大王椰

子、檸檬桉、金龜樹等，這些樹木不但可提供空間上區域的劃分，更可以阻

隔強烈日照或馬路上的噪音或汙濁空氣。在這些樹木下方的空間、或是道路

兩旁的系館大門廣場附近，則分佈有個體較低矮、便於園藝修剪維護之臺灣

原生種或常見的觀賞用花草類植物。不論是散步、還是騎腳踏車穿梭其間，

都能感受到自然的氛圍，身心會感到逐漸放鬆、舒適與自在。 

 

 

 

進入「成功校區」，走在著名的工學院大道與理學院大道上，放眼兩旁，

可見到成功大學較早期的歷史性建築，在不同季節或時段之光影照射下，最

能感受到漫步在高等學府的學術氛圍。走進「光復校區」的運動場或著名的

榕園，或是「自強校區」內廣大的草坪，在那裏種植有樹冠寬廣、蔽蔭納涼

效果顯著的雨豆樹、榕樹、樟樹等，再配合寬廣草坪與周圍場域，成為平時

或周末假日，全體教職員工生與來成大的民眾，舒適的休閒、運動或交流的

場所。如果走到「成杏校區」，映入眼簾的則是雄偉的醫學院與醫院住院大

樓建築，它持續的支援與捍衛著民眾與全校師生的健康。「勝利」與「敬業

校區」，是成功大學校區內宿舍最密集的區塊，每日早上或黃昏時刻，伴隨

著上下課鐘聲響起的前後，可以看見為數可觀的學生們，騎著腳踏車、來往

HV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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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校區的交通主要道路上，或是往上課的教室出發、或是前往與同儕進行課

業的討論、或是往打工的場所前進、或是剛下課要回到屬於自己的天地。「力

行校區」，不論是訂定為臺南市定古蹟的原臺南戊戍病院的房舍，或全臺灣

第一座零碳綠建築-綠色魔法學校、外觀典雅氣派內部設施齊全新穎集臨床

與研究合一的醫學院門診大樓，還是社會科學院或是即將完工的生科學院大

樓，與種類繁多且茂密的樹木，共同組成了生物多樣性最高的一個校區。 

 

 

 

 

 

 

 

  

YC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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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部生態導覽 

 

成功校區 

本校區設立於西元一九三一年，為日治時代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的舊址。

本校區歷史悠久，喬木成蔭，為早期校友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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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學路端的入口進入，前方是筆直的工學院大道，左側方向是現在的

成功大學博物館，右側方向現為工程科學系系館。 

 

 

 

 

往前走一小段距離，左側有一小片樹林，由十數棵樟樹與茄冬所組成，

旁邊坐落的則是市定古蹟的物理學系系館與格致堂，樹林間的草地上，是活

潑的赤腹松鼠活動的地盤；只要您停下腳步，說不定就可以發現牠們正穿梭

在林間或爬行在樹幹上喔! 

HV Wang 

HV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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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向前行，到了第一個路口，左前方為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系館，在

系館的入口旁，有一株樹冠半徑逾十公尺的雨豆樹，在雨豆樹下的草坪附近，

除了是測量系學生校園實習測量課的集合與互動的園地，只要有耐心地細細

等待，說不定還會看到在成大校區內棲息的黑冠麻鷺正在那邊覓食呢! 

HV Wang 

HV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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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路口向左轉直行，遇到道路交叉口後，若繼續往前行，可以離開

本校區，經平面交通號誌的指引，穿越勝利路後，則可進入光復校區；若在

交叉路口左轉，是為理學院大道。 

HV Wang 

YC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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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 Wang 

HV Wang 

HV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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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校區 

本校區位於成

功校區南側，於西

元 1950 年購入，

面積 8.4 公頃；主

要是由原圖書館、

學生宿舍與水上活

動場域為主。 

走進勝利校區

的廣場，首先映入

眼簾的，是大家所

熟悉、於 1959 年落

成，在成大的發展史上具有指標性與紀念性，俗稱 K 館(K 書中心)的舊總圖

書館。目前，舊總圖書館已經向有關單位申請提報為歷史建築，並以原始設

計為整修復原的目標。 

HV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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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過舊總圖書館，可以看到在成大早期校園中，常見的花棚景觀；穿越

過花棚區，前方即為成大校內最密集的宿舍區，這個區域，相信是很多成大

人，陪伴著他們學生時代回憶的主要生活空間。 

在勝利校區，樹木種類豐富；也由於是宿舍密集的場域，樹木植物們提

供著遮蔽陽光的功能，常常可見學生們坐在棚架或有樹蔭的空間，在那休憩

或進行課業的討論。 

 

 

 

HV Wang 

HV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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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校區 

本校區為 1966 年承購自國防部，位於成功校區西側，面積 20.5 公頃。

本校區內，有著多棟列為古蹟的歷史建築，與本校區內最為人知、樹齡已逾

百歲的大榕樹。成功大學的校園規劃，有著持續性與階段性的維修計畫，在

景觀與意涵上，形成綜合了歷史、景觀、植物、休閒活動等元素，加上坐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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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校區的成功湖、學生活動中心、400 公尺的光復操場、籃球、排球及網

球場、大禮堂(中正堂)與兩棟十樓建築的光復宿舍，讓本校區時時刻刻，都

顯得融合了歷史、藝術、自然、生活、休閒的活力十足。 

從大學路校門口走入光復校區，右側可見一株樹冠廣大、主幹厚實的芒

果樹，矗立在廣場的中央，樹上每年的結實累累讓人想打下來做芒果青，與

校警隊就在一旁駐守而只能想不能做的複雜情感，應該是許多成大人美好的

校園生活回憶。 

 

 

YC Chen 

YC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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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校園內走，第一個路口處正前方，是每學年開學時各學生社團擺攤展

示與招募團員，或學校有重大活動節慶時的主要廣場；向右看，是一條由樹

齡不小的榕樹與金龜樹共同組成中島的綠蔭小道；左側方向，可通往活動中

心、球場、運動場與宿舍區。 

 

 

往前走到本校區的北側，成大最著名景點榕園與成功湖，與周圍的歷史

性建築:大成館、歷史系館、小西門、文學院與規劃設計學院，共同形成了

令人最記憶深刻的景觀。 

 

HV Wang 

HV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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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8 月 8 日，當年西北太平洋區最強的風暴-蘇迪勒強颱來襲，

強風豪雨直襲南臺灣，成大校園的內外，隨處可見斷裂的樹枝，甚至是連根

拔起而傾倒的大樹，連位在榕園內，挺過幾十年的颱風吹襲，名氣僅次於主

榕樹旁的大榕樹，也禁不起長時間強風氣旋的拉扯，三枝主幹依序受到了不

同程度的斷裂與撕裂傷。本校立刻在校長的帶領與指揮下，會同總務處、生

命科學系、熱帶植物研究所與生科中心，成立了護樹專案小組，並邀集國內

最有實務經驗的幾位樹醫師，立即性與持續性的，針對這棵受天災損害的大

HV Wang 

HV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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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做適當的處理與復原計畫。同時，從實地勘查中，發現這兩棵大榕樹樹

冠下方的土地，皆因長年來人類活動的影響，土地被夯實的狀況十分嚴重，

導致土壤透氣性不足，根系呼吸受到影響，所以，在一系列的護樹計畫中，

其中一項，即對於這兩棵榕樹的樹冠下方涵蓋的區域，周圍設置視覺穿透的

連續性圍籬，同時選擇利用蚯蚓鬆土的自然型復育法，讓該區土地得以休

養。 

 

 

 

更重要的是，受到颱風損傷的大榕樹，我們採用天然教育園區的概念，

並同時利用榕樹的特性，選擇直接將斷裂的枝幹放倒；呈現撕裂狀但是維管

束仍然連結的枝幹，將受損部位做適當的修整後，維持原樹幹落地的原態；

仍然挺立的枝幹，則綜合了工程的概念，初步先設立支柱支撐樹幹。期望透

過以生活教育園區的呈現，與本校持續性護樹復育計畫的推動，讓校友、全

校教職員工生與往來的民眾能了解與體會，大自然的威力以及生命自然恢復

力，以及成功大學對於社會與生態教育的責任心、決心與行動力。 

 

HV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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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杏校區 

本校區位於

成功校區北側，

相隔著小東路，

原為陸軍砲兵訓

練中心的區域，

面積為7.3公頃，

1971年購自國防

部。1982 年成大

醫學院設立與籌

備的工作開始，

30 多年來，本校

區發展迅速，是為現今醫學院與成大醫院醫療大樓的所在地，更是大臺南地

區的醫學中心，提供廣大臺南市民的醫療服務。 

 

 

 

本校區雖然為全成大建築物密度最高的校區，校區整體綠化仍十分得當。

HV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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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兩棵樹木，分別位在醫學院教學大樓中庭定思園內，於 1989 年為

紀念臺灣護理教育現代化開創者陳翠玉女士(1917-1988)，由其好友所種植

的一株臺灣樟樹；以及位於醫學院大門東側與護理系館間之庭園，於 2012

年 3 月 29 日所種植別名法國梧桐的懸鈴木的”習醫之樹”，以緬懷成大醫

學院創院黃崑巖院長。 

 

  

 

敬業校區 

本校區位在成杏校區東側，

位於小東路北側與林森路西側，

1983年首先購自政府住宅及都

市計劃局 1.74 公頃，另外向軍

方以有償撥用方式取得另外

1.71 公頃，總面積合計為 3.45

公頃。 

校區內主要為宿舍區與運

動區；宿舍區部分，包含了三棟

HV Wang YC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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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宿舍、三棟的成大醫院醫生宿舍以及一棟的教職員單身宿舍；運動區

主要為網球場。 

本校區內的植物相特色，計有多達 37 株的光臘樹，8 株木麻黃，以及

多株的樹幹直徑超過 100 公分以上的榕樹。 

 

自強校區 

本校區呈現狹長形狀，位於小東

路南側，長榮路與林森路中間，中間

隔了一條大學路東段的景觀道路，面

積約為 13.4 公頃。 

本校區的校地共分為兩階段取得；

1983 年，第一階段向國防部承購大學

路東段南側的校區，面積為 3.8 公頃

(右圖標示為”自強校區二”)，包括航

太系系館、科技大樓、航太系宿舍教

職員宿舍與醫學院教職員宿舍區。 

第二階段為 1991 年，向原陸軍運

輸群承購，面積為 9.6 公頃(右圖標示

為”自強校區一”)。校區內有成大設

立時的機械、電機、化工三大系所，

以及系統及船舶機電學系，並有儀器

設備大樓與奇美大樓。 

北側校區，除為本校之重點科技

集結的校區，更由於設有完整的橄欖

球、棒壘球球場、籃排球場，在各大

樓中間也有一片整齊廣大的綠色草皮，

使得本校區也成為大家在傍晚之後，

慢跑、健走、休閒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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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 Wang 

YC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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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校區 

本校區位於

光復校區北側、成

杏校區西側，原為

公路局監理站、原

臺汽保養廠與原

陸軍 804 醫院，

面積約為 8.5 公

頃。原陸軍 804

醫院的前身，為原日軍臺南戊戍醫院，現為臺南市定古蹟，在房舍整修完成

後，現為文學院之臺灣文學系系館。 

 

 

 

本校區的小東路大門，右側為著名的綠色魔法學校，是成大展現生態、

節能、減廢、健康、建築與設計合而一的務實展現建築物。同時，本校區之

東南側，特以空中廊道的方式，與成杏校區成大醫院醫療大樓連結之附設醫

HV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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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第二門診大樓；東北側有與衛福部國家衛生研究院共同研究合作之統一大

樓、醫護宿舍大樓。 

在市定古蹟，現為臺文系系館東側，設立有社會科學院大樓，以及即將

完工、也是綠建築之生物科技教學大樓。 

 

 

 

HV Wang 

HV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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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寧校區 

本校區位於整個

校本部校區群的東南

側，校區界於長榮路三

段 66 巷南側與東寧路

之間，東側臨林森路，

面積約為 2.8 公頃。本

校區原為教職員宿舍

區，經臺南市政府都市

計畫，變更為文化與大

學用地，改名為東寧校區。本校區，現除保留部份宿舍使用外，未來朝向學

生住宿及休閒活動之空間規劃為主。 

 

 

 

 

 

 

 
HV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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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校園裡的植物 
     

校園裡的植物有種植的植栽，也有野生的植株。植栽的物種包括：園藝

種植的外來種、栽培品種、歸化種

及原生種植物，野生植物則有歸化

臺灣的物種，以及臺灣原生物種。 

    一般校園植栽的選擇考量有：

1.是否容易取得、種植、照顧、存

活，甚至繁殖？可行文政府相關育

苗單位取得、購自種苗商或園藝店；2.景觀與用途為何？打造莊嚴形象的校

景可選種大王椰子、龍柏、福木等筆直高聳或厚重的樹種，欲阻隔外界噪音、

降低空氣汙染則種植黑板樹、樟樹、大葉桃花心木、欖仁等多枝葉且耐污染

的樹木，要有遮蔭作用則栽種榕樹、雨豆樹、樟樹等樹冠幅大且枝葉茂密的

樹種，創造寧靜優美、舞蝶翩翩、鳥語花香的校園可栽植金露花、仙丹花、

月橘、桂花、馬纓丹等誘鳥、誘蝶或香花植物，具區隔空間、導引路線功能

則選植黃金榕、矮仙丹、月橘、馬纓丹、鵝掌藤等枝葉茂密且耐修剪的灌木；

3.主事者的偏好而選種奇花異卉、香花植物、臺灣原生植物等類群。 

    校園植物種類繁多，要如何著手認識校園植物？吸取前人知識為最快速

的方法，在熟悉植物的人員帶領之下，直接認識並觀察是印象最深刻的學習

方式；或者閱讀相關科普出版品及圖鑑，一般淺顯易懂而適合自習，可快速

獲取學者的知

識；也可瀏覽

相關網頁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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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綠樹與落葉樹 

    樹木一般是指大型的木本植物，包括了喬木及大型灌木。喬木有一支由

地面往上生長的莖，也就是單一主幹，離地一段距離後才有分枝；灌木則單

一或多主幹，近樹幹基部就有分枝。有些樹種在避風處會長成喬木，在迎風

處則形成灌木。樹木的枝葉部位稱為樹冠，其枝條生成的空間分布與地下根

系的分布互相配合，讓樹木得以穩穩地豎立於生育地。 

    有時我們會看到原本枝葉茂密的植株，隔幾天後再見到它時，竟然樹冠

只有稀疏的幾片葉子，甚至剩下光禿禿的枝條，不禁懷疑是樹木生病了嗎？

其實這可能是自然現象，它就是落葉樹種！像楓香、欖仁、小葉欖仁、黃花

風鈴木、臺灣欒樹等樹種皆為落葉樹。落葉樹到了特定時期，通常是秋冬季

節，滿樹的葉子會大量脫落，甚至掉光，來年春天再長出新葉。 

    相對的常綠樹是樹冠的葉子總是那麼多，其實常綠樹是陸陸續續在掉落

老葉，也一直都有新葉生成。每片葉子的壽命因樹種而異，通常在一年以上，

甚至有的種類是至少五年。像榕樹和芒果都是常綠樹，樹冠枝葉茂密，零星

有老葉掉落，榕樹葉老化呈黃色，芒果葉老化則轉變為黃褐色。 

    另外還有些樹種被稱為半落葉樹或半常綠樹，通常是指當老葉脫落並開

始長出新葉時，有短暫的時間是沒有葉子的樹，例如：大葉桃花心木等。也

有的是指在極寒的秋冬季節或嚴重乾旱的期間，會明顯落葉的一些樹木。 

GI L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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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金縷梅科/原生/喬木/種植 

別名：楓仔樹等。掌狀裂葉，莖節只長一片葉子為互生；果實像顆小刺球，

為許多小果聚合成表面具芒刺的聚合果。綠葉到了秋天逐漸變成紅或黃色。 

分布校區：自強、光復、成杏、敬業、力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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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桃花心木 Swietenia macrophylla /楝科/栽培/喬木/種植 

別名：桃花心木等。羽狀複葉，葉片基部歪形；果實卵形木質，成熟時從基

部開裂，扁長形木質化具長翅的種子隨風飄落；側根常形成板根。 

分布校區：成功、自強、力行、光復、成杏、敬業、勝利、東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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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桃花心木因木材淡紅褐色如桃花色澤而得名。木材質硬且有光澤，因

品質好而被列為臺灣闊葉一級木。在春天來臨後的三、四月間會突然落葉紛

飛殆盡，落葉時期約一到兩週，隨即在光禿的枝條上萌發出新葉芽。植株季

節變化明顯，春落葉、夏落花、秋結果至翌年 4 月果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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欖仁 Terminalia catappa /使君子科/原生/喬木/種植 

別名：欖仁樹、大葉欖仁等。其名稱來自扁橢圓形的果實，形狀像橄欖的種

子般；傘型樹冠寬闊，枝葉平展，倒卵形葉子緊密螺旋狀排列生長於枝端。 

分布校區：成功、光復、自強、成杏、力行、敬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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欖仁原是海濱植物，因秋冬落葉前其綠葉轉成黃、紅或暗紅色，葉色變化

豐富、樹形優美且環境適應性強，被廣植為園景樹及行道樹。此外，令人印

象深刻的是大樹根部形成的顯著板根，其形狀多樣，在秋冬時節，滿地的落

葉更襯托出板根形狀的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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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葉欖仁 Terminalia mantalyi /使君子科/栽培/喬木/種植 

別名：細葉欖仁等。冬季落葉，新春萌芽，樹幹細長直挺，側枝輪生平展，

樹冠翠綠，枝細葉小，樹形優美，因而被廣泛種植為行道樹、庭園樹。 

分布校區：自強、光復、力行、成杏、成功、敬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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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花風鈴木 Tabebuia chrysantha /紫葳科/栽培/喬木/種植 

別名：黃金風鈴木等。樹幹略直，樹冠分枝多且小枝細長斜上昇；掌狀複葉，

表面有毛；花期前葉片落盡，約 12 月至 3 月開花，盛花時滿樹鮮黃奪目。 

分布校區：光復、敬業、勝利、成功、成杏、東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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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欒樹 Koelreuteria henryi /無患子科/特有/喬木/種植 

別名：苦楝舅、臺灣金雨樹、四色樹等。羽狀複葉，葉片基部歪形；樹冠色

彩從綠葉，到盛花時的金黃，至燈籠狀果實耀眼的紅，轉變到果熟時呈褐色。 

分布校區：力行、成功、成杏、光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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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 Mangifera indica /漆樹科/栽培或南部歸化/喬木/種植 

別名：檬果、檨仔等。原產印度，荷蘭人據臺期間引進種植為果樹。在來種

（土芒果）果實長橢圓形，果皮基部近成熟時由綠轉黃。栽培品種很多。 

分布校區：力行、自強、成功、光復、勝利、敬業、東寧、成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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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勃勒 Cassia fistula /豆科/栽培/喬木/種植 

別名：黃金雨樹、臘腸樹等。落葉或半落葉樹；樹幹灰白，易生蔓性枝條；

羽狀複葉亮綠色；花色黃至金黃；長條圓筒形果實熟時黑褐色，堅硬不開裂。 

分布校區：成功、勝利、光復、成杏、力行、自強、東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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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勃勒在南部一般約 5 月到 6 月開花，醒目的金黃色花串長約 30 至 50 公

分，自枝條腋生下垂；果實約 30 到 70 公分長，一條條垂掛在樹上至翌年

約 4 月到 5 月始成熟，落地的果實在潮濕或淹水環境下，果皮逐漸軟化瓦

解，果實內有黏性的物質包裹著種子，在環境適合時種子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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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葉子來辨識植物 

    成大校本部有樹木六千株左右，樹種多達近兩百種。走在校園裡，每每

看見地上美麗的落葉，總會拾起一兩片來瞧瞧，習慣的抬頭看看四周的樹木，

好奇這是哪棵樹所飄落的葉子呢？ 

    葉子是由葉身和葉柄所組成的營養器官，沒有葉柄的葉子稱為無柄葉，

葉柄若呈捲片狀貼覆著莖部則稱為葉鞘。葉子的種類很多，只具一個葉身的

葉子稱為單葉，由多個葉身構成的葉子稱為複葉，其下依組成葉子的小葉排

列型式及數量，又可分成幾種類型。大多數植物的葉子具有扁平的葉身，通

常被稱為葉片。植物的葉片形態非常多樣，可觀察描述的特徵有：形狀、大

小、厚薄、軟硬、光滑或粗糙、質地、兩面的顏色，以及葉片先端、基部、

邊緣的形狀等。這些葉部特徵對一個物種而言，有些特徵是定數，但有些則

是有一定的變化範圍，因此想由葉子來辨識植物，可得多觀察幾片葉子呢！ 

    有些物種在植株幼年期和成熟期長出來的葉子形狀不一樣， 有的則是

在花莖上會長出不一樣

的葉子，還有些挺水植

物它沉在水中和挺出水

面的莖部會長出形狀迴

異的葉子，這些現象稱

為異型葉性。 

    葉片的顏色有兩面

顏色相同或近似或差異

大者，有些植物的葉子

還會隨著生長而改變顏

色。一般葉子的形態特

徵在物種的表現是穩定

的，具有獨特葉子的植

物，光由一片葉子就可

以辨識出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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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樺 Grevillea robusta /山龍眼科/栽培/喬木/種植 

別名：銀橡樹、櫻槐、絹柏等。樹幹直立，小枝具淡赤褐色茸毛。葉姿優美

的羽狀複葉，葉片 2 至 5 深裂，葉背面密布銀白色茸毛。花橙黃至紅黃色。 

分布校區：成功、成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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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包樹 Artocarpus incisus /桑科/栽培/喬木/種植 

別名：麵包果樹等。全株有乳汁，常有板根；葉無裂或羽裂，葉背具毛；雌

雄同株，穗狀雄花序先開，頭狀雌花序後開；球至橢圓形聚合果熟時金黃色。 

分布校區：成功、成杏、自強等。 

 



 

47 

木麻黃 Casuarina equisetifolia /木麻黃科/栽培/喬木/種植 

別名：木賊葉木麻黃等。樹皮長條片狀剝落；細小的毛狀葉輪生於綠色長線

狀的小枝上；黃色雄花序穗狀，紅色雌花序頭狀；小毬果木質化，種子有翅。 

分布校區：成功、力行、敬業、光復、自強等。 

 



  

48 

毛柿 Diospyros philippensis 柿樹科/原生/喬木/種植 

別名：臺灣黑檀、烏木。樹皮黑褐色；葉厚硬革質，表面暗綠，背面色淡有

毛。果實密佈茸毛，成熟時紅褐色，香氣濃郁。農委會公告的貴重木之一。 

分布校區：成功、力行等。 

 



 

49 

彩葉草 Coleus x hybridus /唇形科/栽培/草本/種植 

別名：鞘蕊花等。植株分枝多，莖四方形，葉對生，葉片鋸齒緣，紫白色小

花成串頂生。栽培品種多，主差異在葉色，一般以紅色混有黃、綠、紫等色。 

分布校區：成功、勝利、光復、成杏、敬業、自強、力行、東寧。 

 



  

50 

變葉木 Codiaeum variegatum /大戟科/栽培/灌木/種植 

別名：撒金榕、變色葉等。全株有乳汁；葉互生，葉片革質，葉面色彩豐富；

雌雄異花同株。葉片形狀、色彩與色斑形式多變，隨栽培品種而異。 

分布校區：成功、勝利、光復、成杏、敬業、自強、力行、東寧。 

 



 

51 

變葉木的栽培品種繁多，主要在葉片形狀及色彩多變，有：闊葉變葉木、

戟葉變葉木、子母葉變葉木、撒金變葉木、流星變葉木、龜甲變葉木、龜殼

變葉木、金手指變葉木等栽培品種。植株在高光照環境下的葉片色彩艷麗，

日照不足則色彩黯淡，甚至變為墨綠，乾旱時下方的葉子黃化後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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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皮樹與刺皮樹 

    樹皮是樹木莖部和根部最外面的部分，保護樹木的莖與根部不受外來生

物的侵襲，還可以維持其內部水分、溫度等環境的穩定。樹皮在構造上指的

是維管束形成層以外的組織，由內往外包括：韌皮部、栓內層、木栓形成層

和木栓層，以及外部死去的組織。其中栓內層及木栓層由木栓形成層產生，

三者合稱為周皮。隨著木栓形成層的增生，木栓層最外側的組織逐漸老化壞

死而成了死樹皮。樹皮表面還有皮孔，這是木栓層外側組織的破孔構造，是

樹木莖部及根部呼吸的透氣孔，皮孔的形態多樣，是辨識樹種的特徵之一。 

    通常樹木的根部是埋在土壤裡，樹冠的莖枝較細又高，所以一般講的樹

皮特徵，多半是指樹幹部位的樹皮表面。樹皮上除了皮孔，還有葉痕的構造，

這是葉子脫落後在莖部表面所留下的痕跡，另外還有新樹皮及未完全脫落的

死樹皮交織而成的形態，這些表面特徵構成了樹皮的紋理。 

    有些樹種的死樹皮脫落明顯，稱為脫皮樹，其樹皮脫落的形式多樣，構

成樹皮表面的紋理有多種形狀及色彩。像校園裡的檸檬桉、小葉南洋杉、白

千層、光臘樹、番石榴等都是明顯脫皮的樹。有些樹種的莖部樹皮表面長刺，

更加強了樹皮的保護功能，這些樹種可稱為刺皮樹。樹皮刺的形態多樣，也

是辨識樹種的特徵之一。例如木棉科的木棉、吉貝木棉、美人樹等都是樹幹

表面有刺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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檸檬桉 Eucalyptus citriodora /桃金孃科/栽培/喬木/種植 

別名：油桉、猴不爬等。樹形優美，樹幹高聳雄壯，枝條柔細，老樹皮片狀

剝落，樹幹表面光滑呈灰白色；葉片長卵狀披針形，搓揉具強烈檸檬香。 

分布校區：成功、自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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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葉南洋杉 Araucaria excelsa/南洋杉科/栽培/喬木/種植 

別名：異葉南洋杉等。樹皮黑褐色，老樹皮橫向剝落；側枝輪生，上部枝條

上舉，下部平展；老枝葉三角卵圓形，新葉線形，葉尖不刺手，螺旋狀排列。 

分布校區：勝利、光復、成功、自強等。 

 



 

55 

光臘樹 Fraxinus griffithii /木犀科/原生/喬木/種植 

別名：白雞油、臺灣白臘樹等。老樹皮茶褐色呈雲狀小薄片剝落，新樹皮灰

綠色；羽狀複葉，秋天葉色變黃；果實為具翅的細長片狀。 

分布校區：敬業、光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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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千層 Melaleuca leucadendra /桃金孃科/栽培/喬木/種植 

別名：白瓶刷子樹、脫皮樹、百千層等。樹皮淡黃褐色至灰白色，疏鬆薄片

狀，層層剝落；葉近革質；花白色至淡黃色，排列成瓶刷狀，具香味。 

分布校區：成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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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石榴 Psidium guajava /桃金孃科/栽培/喬木或灌木/野生 

別名：芭樂、拔仔、那拔仔等。樹幹光滑，樹皮褐色，易脫落，嫩枝有毛；

葉對生，葉片革質；花白色，雄蕊細長伸出花外；果實梨形、卵形或扁圓形。 

分布校區：成功、光復、成杏、自強、東寧等。 

 



  

58 

木棉 Bombax ceiba /木棉科/栽培/喬木/種植 

別名：英雄樹等。樹幹具瘤刺；掌狀複葉，小葉 5 至 7 枚，冬季落葉；花

橙紅至橙黃色，花期約 2 至 3 月；果熟裂開，長棉毛裹著種子隨風飛散。 

分布校區：東寧、成功、光復等。 

 



 

59 

吉貝木棉 Ceiba pentandra /木棉科/栽培/喬木/種植 

別名：非洲木棉等。樹幹下部有瘤刺；易形成板根；掌狀複葉，小葉 5 至 9

枚，秋冬落葉；白花排列緊密，花期 11 至 12 月；果熟開裂，種子具棉毛。 

分布校區：成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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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樹 Chorisia speciosa /木棉科/栽培/喬木/種植 

別名：巴西木棉等。樹幹基部大，樹皮青綠色，有瘤刺；掌狀複葉，小葉 5

至 7 枚，細鋸齒緣，秋季落葉；花深粉紅色，花期 9 至 11 月；種子具棉毛。 

分布校區：光復、成功等。 

 



 

61 

根部特化的樹 

    一般樹木的根是生長在土壤裡，稱為地下根。有些樹種當生長在地下土

壤層淺薄且其下部有岩石之處，或地下水位頗高，使直根無法向下伸長時，

易發生板根現象，其樹幹基部的地下根往上隆起生長成板片狀，有增強支持

地上部植物體的功能，也可減緩暴雨力道而減少其沖蝕根部土壤等作用。成

大校園裡易形成板根的樹種有鳳凰木、欖仁、馬尼拉欖仁、榕樹、麵包樹、

大葉桃花心木、大葉山欖、吉貝木棉等，此板根現象在老樹多的成功校區及

光復校區最常見。 

    有些樹種除了具有地下根外，在枝幹也會長出根來，稱為氣生根。這類

的氣生根有幾種形式：有細長呈鬚狀在樹冠下方隨風搖擺的懸垂氣生根，榕

樹就是常形成懸垂氣生根的樹種，其功用主要是吸收空氣中的水分與呼吸；

懸垂氣生根若延伸入土則快速生長轉為支柱根，有支持枝幹的功用，白榕就

是以形成這種支柱根而擴展樹冠幅的樹種；也有從枝幹長出順著枝幹向內延

伸，至近樹幹或貼附著樹幹往下生長的粗大氣生根，伸入土中後成長變為更

粗壯的支柱根，這種支柱根和樹幹合為一體，測量植株的胸高樹徑時也包含

在內，榕樹及小葉榕常具有這種支柱根，這也是榕樹較易達到依樹徑條件被

列為珍貴老樹或老樹的原因之一。 

    大型的木本附生植物，其植株長在樹木的枝幹或樹幹上，氣生根緊貼宿

主樹幹生長，延伸入土而茁壯為支柱根，附生植物的氣生根生長逐漸環繞宿

主樹幹，以致限制宿主樹幹的橫向生長，此稱為纏勒現象，這種特化根稱為

纏勒根，而此株附生植物也稱為纏勒植物。成大校園裡纏勒現象發生最多的

校區是在成功校區，纏勒植物為榕樹或雀榕，其宿主植物種類有樟樹、木麻

黃、龍眼、黑板樹、銀樺、大葉桉、臺灣欒樹、羊蹄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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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木 Delonix regia /豆科/栽培/喬木/種植 

別名：火樹、紅花楹等。樹冠傘形寬闊，樹幹基部易形成板根；羽狀複葉，

小葉數目眾多；花火紅色帶黃或白斑塊；果實扁長條形，果皮及種子木質化。 

分布校區：自強、光復、成功、東寧、勝利、成杏等。 

 



 

63 

鳳凰木是代表現今臺南市的市樹，縣市未合併前是臺南市的市樹與市花，

也是成功大學校徽之花。鳳凰木自日據時代即引進，早期臺南廣植於各級校

園與種植為行道樹，因而有鳳凰城之稱。鳳凰木約 2 至 3 月落葉、5 至 7

月開花，盛花時期多在 6 月，正逢畢業時節，故成為畢業季的代表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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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樹 Ficus microcarpa /桑科/原生/喬木/種植或野生 

別名：正榕、松仔等。全株具乳汁；樹冠傘形或半圓球形，枝葉茂密；植株

常具特化的懸垂氣生根、支柱根與板根；葉互生，葉片革質卵形或橢圓形。 

分布校區：光復、成功、勝利、自強、力行、東寧、敬業、成杏。 

 



 

65 

榕樹枝幹形成的鬚狀氣生根，可吸收空氣中的水分，當懸垂落地伸入土壤

裡，則快速生長成為粗大具支持樹冠作用的支柱根。若鬚狀氣根懸垂生長接

觸到本身的樹幹或是一道牆等物體，會緊貼附其表面往下延伸至入土生長。

在光復校區鄰小東路的磚造圍牆，就可看到這種根與牆合為一體的景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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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樹的花看不見，眾多小花長在膨大花托內，稱為隱頭花序，結成果實後

則稱為隱頭果。果熟時由黃綠、粉紅、紅轉為黑紫色，鳥類喜啄食，因此種

實除了直接落地萌芽生長外，種子也常隨著鳥糞傳播，落地則長成地生型植

株，掉落於樹幹上或牆壁縫隙則生長成附生型植株，也就是附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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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葉榕 Ficus microcarpa var. pusillifolia /桑科/原生/喬木/種植 

別名：瓜子葉榕等。植株特性和榕樹很相像，但榕樹為大喬木，其為小喬木，

且葉較小型，葉片薄革質，狹倒卵狀或長橢圓形；果熟時轉粉紅至褐紅色。 

分布校區：光復、成杏、自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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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榕 Ficus superba var. japonica /桑科/原生/喬木/種植或野生 

別名：鳥榕、鳥屎榕等。植株具乳汁，每年短暫落葉 2 至 4 次；葉片長橢

圓形，新葉紅褐色，有白色長苞片；隱頭果熟時由粉紅轉黑紫色且具白斑點。 

分布校區：成功、光復、力行、勝利等。 

 



 

69 

雀榕的植株可地生或附生。其果實密生於枝幹上，果實成熟時常吸引鳥群

前來啄食，種子隨著鳥糞傳播。附著於樹木枝幹上的種子，生長出的根系緊

緊依附著宿主枝幹表面，順著宿主樹幹向下延伸入土，貼附樹幹的根系常逐

漸發展成圈繞住樹幹成為纏勒植物。 

 



  

70 

散發濃郁氣味的植物 

    有些植物會釋放出揮發性的化學物質，而有了植物的氣味。像白玉蘭、

七里香、桂花這些香花植物，它們的花各具有獨特濃郁的香味。植物開花有

氣味，一般認為那是有吸引傳粉者的作用，氣味不同就可能吸引到不同的傳

粉者。掌葉蘋婆的花散發出來的氣味，多半認為是惡臭。黑板樹和大葉山欖

的花則具有臭味，到了夜晚氣味更濃，但也有人認為那是香味。有些植物則

是在果熟時有氣味，像食用水果蘋果、番石榴有果香味，而有果王之稱的榴

槤散發出來的氣味，有人認為是香，也有人覺得是臭！景觀植物福木的果實

成熟時是釋出濃烈的臭味。相同的，果熟具氣味，多認為那是有吸引動物前

來吃食，藉以傳播種實的功效。 

    有些植物是觸摸有氣味，像到手香的葉片密生腺毛，手摸到就聞到特殊

的香氣，故名「到手香」。而有些植物是經搓揉後才會有氣味，這是植物體

內含有揮發性的化學物質。像樟樹、檸檬桉、大葉桉經搓揉葉子後，聞到的

是令人清醒的精油香味。雞屎藤經搓揉會有其獨特的臭味，讓葉形變異大的

它，有了更直接的辨識方法；俗稱魚腥草的蕺菜經搓揉後的臭味，會殘留在

手指頭好一陣子，甚至有人覺得是好幾天都聞得到呢！ 

    為什麼同一種氣味會有香、臭不同的感受呢?氣味是用鼻子去感受的，

鼻子有嗅覺細胞，是氣味的接收器，當氣味物質隨著空氣進入鼻腔內，刺激

嗅覺細胞傳達訊息到大腦嗅球，輾轉至嗅覺區域辨識味道，以及傳達到負責

情緒、記憶及語言的大腦區，最後形成對這種氣味的情緒及記憶。鼻子的嗅

覺是會疲勞的！聞了濃郁的香水味，再去聞清淡的香水會不覺得香，也就是

聞不到氣味。嗅覺細胞對強烈的氣味容易產生疲勞，而且氣味濃度越高越快

疲勞。鼻子也會習慣氣味！房子裡有養貓養狗，就會有貓狗味，住在裡面的

人早已習慣那個氣味，所以沒有感覺，但在來訪的親朋好友提醒之下，才會

發現屋裡的動物氣味，這種反應是因為鼻子已經習慣了貓狗的氣味，也是因

為嗅覺細胞慢性疲勞。而聞不到自己屋裡的貓狗味，但卻聞得到他人家裡的

貓狗味，這是不同氣味有不同的受體去感受，也就是選擇性疲勞。所以植物

釋出的氣味是香或是臭的感受，就因人而異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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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木 Garcinia subelliptica /金絲桃科/原生/喬木/種植 

別名：菲島福木、金錢樹等。樹幹筆直，樹皮黑褐色，側枝上舉；葉片革質

厚硬；雌雄異株或罕同株，花期 4 至 5 月；果熟金黃至橙黃色，氣味濃臭。 

分布校區：成功、自強、勝利、光復、成杏、敬業、力行等。 

  



  

72 

掌葉蘋婆 Sterculia foetida /梧桐科/栽培/喬木/種植 

別名：豬屎花等。掌狀複葉，小葉 5 至 11 枚，葉片先端尖；花色暗紅，花

瓣反捲，具臭味，花期約 3 至 5 月；果熟時紅色，單側縱裂露出黑色種子 

分布校區：成功、勝利、光復、自強等。 

 



 

73 

大葉山欖 Palaquium formosanum /山欖科/原生/喬木/種植 

別名：臺灣膠木等。植株富含乳汁，枝條上舉；葉緊密互生於枝條先端；花

白至淡黃色，具臭味，花期約 11 月至隔年 1 月；果實橢圓形，種子亮褐色。 

分布校區：自強、力行、成功、敬業等。 

 



  

74 

黑板樹 Alstonia scholaris /夾竹桃科/歸化/喬木/種植 

別名：麵條樹等。植株富含乳汁；樹幹直挺高聳，側枝輪生；葉輪生；小花

乳白色，具臭味；果實細長條形，成熟時縱裂，種子短線狀，兩端具毛。 

分布校區：成功、光復、成杏、敬業、自強、東寧、勝利、力行。 

 



 

75 

白玉蘭 Michelia alba /木蘭科/栽培/喬木/種植 

別名：玉蘭花等。葉互生，近革質，葉緣淺波狀；花白至淡黃色，具清香氣

味，雌蕊及雄蕊數量多，呈螺旋狀排列，花梗粗大；褐色聚合果呈圓柱形。 

分布校區：成功、光復、勝利、東寧、敬業、自強等。 

 



  

76 

苦楝 Melia azedarach /楝科/原生/喬木/野生 

別名：楝樹、苦苓等。樹冠傘形；羽狀複葉；小花氣味芳香，花瓣淡紫色，

雄蕊深紫色，花期約 3 至 5 月；果實球形至橢圓形，熟時呈黃至金黃色。 

分布校區：力行、成功、光復、勝利、敬業、成杏、自強等。 

 



 

77 

月橘 Murraya paniculata /芸香科/原生/灌木或喬木/種植 

別名：七里香、九里香等。植株分枝多；羽狀複葉，葉片透光可見亮點狀油

囊，搓揉有特殊氣味；花白色，香味濃郁；果實狀似迷你檸檬，熟時鮮紅色。 

分布校區：成功、勝利、光復、成杏、敬業、自強、力行、東寧。 

 



  

78 

桂花 Osmanthus fragrans /木犀科/栽培/灌木或喬木/種植 

別名：木犀等。枝葉茂密，葉片硬革質，葉緣刺手；花乳白至淡黃色，香氣

濃郁。栽培品種多，有以花色命名的金桂、黃桂、丹桂，花期長的四季桂等。 

分布校區：成功、光復、成杏、自強、力行、東寧等。 

 



 

79 

山黃梔 Gardenia jasminoides /茜草科/原生/灌木或喬木/種植 

別名：梔子花、黃梔子等。葉對生，葉片革質光亮；白花具濃郁香氣，花瓣

平展，轉黃色後凋謝；果實長橢圓形，熟時黃紅色，具縱稜，上端宿存萼長。 

分布校區：成功、勝利、力行、東寧等。 

 



  

80 

茉莉花 Jasminum sambac /木犀科/栽培/灌木/種植 

別名：茉莉、夜素馨等。枝條蔓性，嫩枝常有毛；葉對生，葉片卵形至橢圓

形，表面皺皺的；白花香味濃郁，夏季開花；果圓球形，熟時紫黑色，罕見。 

分布校區：成功、勝利、光復、自強、力行、東寧等。 

 



 

81 

樟樹 Cinnamomum camphora /樟科/原生/喬木/種植 

別名：樟等。灰褐色樹皮具縱向深裂紋，木材芳香，枝葉茂密；葉片薄革質，

搓揉有芳香味；小花白至淡黃綠色，盛花時具香氣；果圓球形，熟時黑紫色。 

分布校區：自強、成功、光復、勝利、力行、東寧、成杏、敬業。 

 



  

82 

大葉桉 Eucalyptus robusta /桃金孃科/栽培/喬木/種植 

別名：尤加利等。樹幹直立，紅褐色樹皮粗糙，具斜縱向深裂紋；葉片厚革

質，長卵形有尾尖，搓揉有清香味；花白色，具香氣；果實形似迷你陀螺。 

分布校區：成功、勝利等。 

 



 

83 

香椿 Toona sinensis /楝科/栽培/喬木/種植 

別名：椿等。樹幹直，側枝少；羽狀複葉，葉片卵狀披針形至長橢圓狀披針

形，搓揉有香味；花白色；果實長橢圓形至倒卵形，熟時深褐色，種子具翅。 

分布校區：成功等。 

 



  

84 

馬纓丹 Lantana camara /馬鞭草科/歸化/灌木/種植或野生 

別名：五色梅等。全株具毛，觸摸有特殊臭味；枝條蔓性，四稜形，有逆向

銳刺；葉對生；花色多樣，全年可開花，栽培品種多；圓球果熟呈藍黑色。 

分布校區：成功、勝利、光復、敬業、自強、力行、東寧等。 

 



 

85 

到手香 Plectranthus amboinicus /唇形科/栽培/草本/種植 

別名：左手香、著手香等。植株多分枝，全株有毛，觸摸有特殊香味；葉對

生，葉片厚肉質，黃綠至深綠色，也有斑葉品種；小花紫色，成串頂生。 

分布校區：成功、勝利、光復、敬業等。 

 



  

86 

蕺菜 Houttuynia cordata /三白草科/原生/草本/種植或野生 

別名：魚腥草、臭腥草等。全株根、莖、葉搓揉都有強烈臭味；莖匍匐，先

端直立，葉片心形，莖葉常帶紅色；小花成串頂生，下方具 4 枚白色總苞片。 

分布校區：光復、自強等。 

 



 

87 

雞屎藤 Paederia foetida /茜草科/原生/藤本/野生 

別名：牛皮凍、臭腥藤等。全株搓揉有臭味，葉對生，葉片卵圓至線狀披針

形；白花鐘形具毛，冠筒內為紫紅色；圓球形果實淡黃至褐黃色，熟時光亮。 

分布校區：成功、勝利、光復、成杏、敬業、自強、力行、東寧。 

 



  

88 

豆類大家族 

    豆科（Fabaceae；Leguminosae）植物一般稱為豆類，是被人類廣泛

經濟利用的類群之一，光是做為食用植物栽培種植的種類就有大豆、綠豆、

紅豆、落花生（又名花生或土豆）、豌豆（俗稱荷蘭豆或花蓮豆）、萊豆（即

皇帝豆）、鵲豆（別稱扁豆或肉豆）、菜豆（即敏豆或四季豆）、長豇豆（也

稱菜豆）、樹豆等。成大校園裡種植的豆類以樹木種類為主，做為景觀用途。 

    根據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入口網臺灣物種名錄 2016/4/28 的更新記錄，

臺灣原生及歸化的豆科植物種類有 283 種，其中有出現紀錄者為 266 種，

為僅次於蘭科、禾本科及菊科的臺灣第四大科。該網站記錄臺灣的維管束植

物多達 5730 種，有出現紀錄者為 5143 種，算起來豆科植物佔了臺灣維管

束植物種類的百分之五左右！2014 年記錄到在成大校園裡出現的豆科植物

種類就有 48 種。 

    豆科植物的生長型有草本、灌木、喬木或藤本；葉常為互生，多為複葉；

葉柄基部膨大，稱為葉枕；花兩性，花瓣 5 枚多為分離，雄蕊分離或花絲癒

合為單體或兩體；果實稱為莢果，單室，種子著生於一側，成熟時果皮乾燥，

開裂或不開裂。依據花部特徵，可分為蘇木、蝶形花及含羞草三亞科。 

    蘇木亞科植物的花部構造呈兩側對稱，花為假蝶形，位於最裡面的一片

花瓣，其形狀或/及顏色常異於其他四片花瓣，稱其為旗瓣；雄蕊十枚或更

少，通常離生。成大校園裡有引進栽培的羊蹄甲、洋紫荊、豔紫荊、阿伯勒、

鳳凰木、羅望子、黃槐等。 

    蝶形花亞科植物的花部構造也是兩側對稱，但花為蝶形，位於最外面的

一片花瓣稱為旗瓣，兩片翼瓣位於兩側，一片龍骨瓣是由兩枚花瓣一側癒合

而成；雄蕊十枚，通常合生為兩體。成大校園裡有野生的原生植物蠅翼草，

種植的原生植物水黃皮及刺桐，還有種植的引進栽培植物珊瑚刺桐等。 

    含羞草亞科植物的花部構造為輻射對稱，花瓣小，雄蕊通常多數，花絲

遠比花瓣長，小花多密生成粉撲狀或毛球狀的頭狀花序。成大校園裡有野生

的歸化植物含羞草，種植的原生植物相思樹，以及種植的引進栽培植物金龜

樹、雨豆樹及大葉合歡等。 



 

89 

羊蹄甲 Bauhinia variegata /豆科/栽培/喬木/種植 

別名：南洋櫻花等。植株多分枝，下部小枝略下垂；葉片先端兩裂，裂片先

端鈍圓；花粉紅色，花瓣寬大，多春天落葉開花，果扁長條形，熟時黑褐色。 

分布校區：勝利、自強、光復、成功、成杏、敬業、力行等。 

 



  

90 

洋紫荊 Bauhinia purpurea /豆科/栽培/喬木/種植 

別名：紫羊蹄甲等。植株樹形較羊蹄甲高大，枝條斜升或略垂；葉片先端兩

裂，裂片先端稍尖；花淡粉紅色，花瓣狹長，多秋天開花，果實扁長條形。 

分布校區：勝利、成杏、光復、成功等。 

 



 

91 

艷紫荊 Bauhinia x blakeana /豆科/栽培/喬木/種植 

別名：香港櫻花等。植株與羊蹄甲及洋紫荊相似，為其天然雜交種；枝條略

下垂；花色艷紫紅，多秋天至隔年春天開花；果實扁長條形，罕見，無種子。 

分布校區：自強、力行、成功、光復、東寧等。 

 



  

92 

鐵刀木 Senna siamea /豆科/栽培/喬木/種植 

別名：鐵道木等。羽狀複葉，葉片長橢圓形，冬季短暫落葉；花黃色，具香

味，多 9 至 11 月開花；果實扁長條形，內有種子處果皮浮凸，果熟呈褐色。 

分布校區：成功等。 

 



 

93 

黃槐 Senna surattensis /豆科/栽培/喬木/種植 

別名：金鳳、粉葉決明等。植株分枝多；羽狀複葉，葉片長卵形，質地幼嫩，

上表面綠色，背面粉白綠色；花黃色，多為 10 至 3 月開花；果實扁平線狀。 

分布校區：光復、自強等。 

 



  

94 

羅望子 Tamarindus indica /豆科/栽培/喬木/種植 

別名：酸豆等。樹皮灰黑色；羽狀複葉，葉片長橢圓形，表面綠色，背面帶

粉白；黃花有紅色脈紋，多 5 至 9 月開花；線形果圓筒狀，果肉褐色酸味。 

分布校區：成功等。 

 



 

95 

水黃皮 Pongamia pinnata /豆科/原生/喬木/種植 

別名：九重吹、水流豆等。樹冠傘形，枝葉茂密；羽狀複葉，葉片革質；蝶

形花，粉紅色至紫紅色，花期 5 至 9 月；果長橢圓形，扁平略彎，不開裂。 

分布校區：力行等。 

 



  

96 

蠅翼草 Desmodium triflorum /豆科/原生/草本/野生 

別名：三點金草、珠仔草等。莖匍匐，具茸毛；葉互生，三出羽狀複葉，葉

片近心形至倒卵狀截形，背面有毛；紫紅色蝶形花；鐮形果具鈎毛，不開裂。 

分布校區：成功、勝利、光復、成杏、敬業、自強、力行、東寧。 

 



 

97 

雨豆樹 Samanea saman /豆科/栽培/喬木/種植 

別名：雨樹等。樹冠闊傘形，樹枝斜升或直立；羽狀複葉，葉片斜方至卵狀

長圓形；小花排成粉撲狀，雄蕊長，上部粉紅、下部白；果略圓柱形直或彎。 

分布校區：成功、光復、成杏等。 

 



  

98 

大葉合歡 Albizzia lebbeck /豆科/歸化/喬木/種植 

別名：闊莢合歡、大合歡等。樹冠枝葉茂密；羽狀複葉，葉片略有茸毛；花

有香味，排成粉撲狀，雄蕊長，淡黃至黃綠色，果實寬扁條狀，熟時黃褐色。 

分布校區：力行、成功、光復、自強等。 

 



 

99 

麻六甲合歡 Albizzia falcata /豆科/栽培/喬木/種植 

別名：摩鹿加合歡、南洋合歡、南洋楹等。樹冠圓至橢圓形，樹幹直立；羽

狀複葉，有毛；花淡黃至黃綠色，排成粉撲狀，乳白色雄蕊長；果寬扁條狀。 

分布校區：光復等。 

 



  

100 

金龜樹 Pithecellobium dulce /豆科/栽培/喬木/種植 

別名：羊公豆、牛蹄豆等。樹幹具瘤，枝有成對棘針；二回羽狀複葉，葉片

4 枚；淡黃綠小花排成粉撲狀，雄蕊長；果鐮形至螺旋狀，熟時淡紅至紫紅。 

分布校區：成功、光復、力行等。 

 



 

101 

相思樹 Acacia confusa /豆科/原生/喬木/種植 

別名：相思仔等。樹皮灰白；無葉片，葉柄披針形或鐮刀狀披針形，稱為假

葉；金黃色小花香味濃郁，排列呈球狀，雄蕊長；扁長條狀果實熟時黑褐色。 

分布校區：光復等。 

 



  

102 

含羞草 Mimosa pudica /豆科/歸化/灌木/野生 

別名：見誚草、見嘯草等。枝條蔓性，具銳刺及剛毛；二回羽狀複葉平展；

花紫粉紅至淡紅色，排列呈球狀，雄蕊長；果實扁形彎曲，兩側縫線具刺毛。 

分布校區：成功、勝利、光復、成杏、敬業、自強、力行、東寧。 

 



 

103 

校園裡的小野菊 

    菊花，一般是泛指菊科（Asteraceae；Compositae）植物的花。一朵

菊花，其實不是一朵花，而是一個頭狀花序（Head；Capitulum），其為許

多小花密生在花序莖軸短縮成頭狀或盤狀的花序托上，花序托外側密生苞片

為總苞。菊科植物最顯眼的特徵，就是這個由小花們組成頂端寬闊的頭狀花

序，好招蜂引蝶來為其傳粉。 

    臺灣的菊花種類有多少呢?栽培的種類不說，原生及歸化的種類就夠多

的了！根據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入口網臺灣物種名錄 2016/4/28 的更新記

錄，臺灣原生及歸化的菊科植物有 304 種，其中有出現紀錄者為 289 種，

算起來其物種數就佔了臺灣維管束植物種類的百分之五到六，為僅次於蘭科

及禾本科的臺灣第三大科呢！2014 年記錄到在成大校園裡出現的菊科植物

有 40 種之多。 

    菊科植物多為草本，少木本；有些種類有乳汁；葉多互生，少對生或輪

生，單葉，葉片無裂或裂葉；頭狀花序單生或排列成多種類型的花序，也可

以說它構成花序的單位是頭狀花序；小花兩性、單性或無性，形狀為管狀花

或舌狀花；雄蕊的花藥側面癒合，下方的花絲分離，稱為聚藥雄蕊；果實類

型為瘦果，即成熟時乾燥且不開裂、果皮與種皮分離且內含一粒種子；其瘦

果有冠毛或無；冠毛是花萼的特化，為毛、剛毛、刺毛、芒或鱗片狀。成大

校園裡常見的小野菊有僅具舌狀花的兔仔菜和黃鵪菜等，只有管狀花的一枝

香及紫背草等，管狀花及舌狀花兼具的大花咸豐草、金腰箭、長柄菊、野茼

蒿、掃帚菊等。另外栽培後逸出馴化的南美蟛蜞菊，則有管狀花及舌狀花。 

 

 
WM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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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仔菜 Ixeris chinensis /菊科/原生/草本/野生 

別名：兔兒菜、鵝仔菜等。植株具乳汁；基生葉近叢生，葉片線狀披針形；

莖生葉互生，披針形；黃色舌狀花排列成平頭狀；果實狹披針形，具冠毛。 

分布校區：成功、勝利、光復、成杏、敬業、自強、力行、東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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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鵪菜 Youngia japonica /菊科/原生/草本/野生 

別名：黃花菜等。全株有乳汁及毛，莖常帶紫色；基生葉叢生，羽狀裂葉倒

披針狀橢圓形，頂裂片大；莖生葉稀少；黃色舌狀花排成平頭狀；果具冠毛。 

分布校區：成功、勝利、光復、成杏、敬業、自強、力行、東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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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香 Vernonia cinerea /菊科/原生/草本/野生 

別名：傷寒草、假鹹蝦等。全株具毛，莖細長；葉互生，中、下部葉片菱狀

卵形，上部葉倒卵狀披針形或線形。紫色管狀花平頭排列；果具冠毛。 

分布校區：成功、勝利、光復、成杏、敬業、自強、力行、東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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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背草 Emilia conchifolia var. javanica /菊科/原生/草本/野生 

別名：一點紅等。全株粉綠色，莖及葉背常帶紫；葉互生，下部葉片卵形有

具翼長柄，上部葉羽裂且葉基耳狀或抱莖；紫色管狀花平頭排列，果具冠毛。 

分布校區：成功、勝利、光復、成杏、敬業、自強、力行、東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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匙葉鼠麴草 Gnaphalium pensylvanicum /菊科/歸化/草本/野生 

別名：清明草等。全株具毛，莖直立不分枝或基部多斜生分枝；葉片倒披針

形至匙形；黃色管狀花頭狀排列，外圍雌花，中央兩性花；果具毛及冠毛。 

分布校區：成功、勝利、光復、成杏、敬業、自強、力行、東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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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茼蒿 Conyza sumatrensis /菊科/歸化/草本/野生 

別名：野塘蒿等。全株有毛，莖直立，表面具縱稜，下部常帶紅，中上部分

枝；頭狀花序中央兩性管狀花黃，外圍極短的雌性舌狀花白；果具毛及冠毛。 

分布校區：成功、勝利、光復、成杏、敬業、自強、力行、東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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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帚菊 Aster subulatus /菊科/歸化/草本/野生 

別名：等。全株光滑，莖直立，中上部多分枝；葉互生，灰綠色葉片線形至

線狀披針形；頭狀花序中央兩性管狀花黃，外圍雌性舌狀花白；果具冠毛。 

分布校區：成功、勝利、光復、成杏、敬業、自強、力行、東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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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咸豐草 Bidens pilosa var. radiata /菊科/歸化/草本/野生 

別名：赤查某、大白花鬼針草等。莖多直立，方形，多分枝，常帶紫色；葉

對生，三出複葉或羽狀複葉；管狀花黃色，舌狀花白色；果實頂端具倒鉤刺。 

分布校區：成功、勝利、光復、成杏、敬業、自強、力行、東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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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柄菊 Tridax procumbens /菊科/歸化/草本/野生 

別名：長梗菊、肺炎草等。全株具剛毛，莖匍匐且多分枝；葉卵形至披針形，

深鋸齒緣。花序梗直立細長，管狀花黃色，舌狀花淡黃白色；果實具冠毛。 

分布校區：成功、勝利、光復、成杏、敬業、自強、力行、東寧。 

 



 

113 

鱧腸 Eclipta prostrata /菊科/原生/草本/野生 

別名：旱蓮草、田烏仔草、墨菜等。全株被粗毛，莖多匍匐且常帶紅色，斷

面呈黑色；葉對生，葉片橢圓狀披針形；管狀花及舌狀花皆白色；果無冠毛。 

分布校區：成功、光復、成杏、自強、力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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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腰箭 Synedrella nodiflora /菊科/歸化/草本/野生 

別名：苞殼菊等。全株被粗毛，莖直立；葉對生，闊卵至卵狀披針形；兩性

管狀花及雌性舌狀花皆黃色；兩種花結的果實形態不同，都具剛刺狀冠毛。 

分布校區：成功、勝利、光復、成杏、敬業、自強、力行、東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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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蟛蜞菊 Wedelia trilobata /菊科/歸化/藤本/種植 

別名：三裂葉蟛蜞菊等。全株具剛毛，莖蔓性匍匐，多分枝；葉片橢圓卵形，

常三淺裂，葉緣齒狀，表面有光澤；管狀花及舌狀花黃色；果具短鱗片冠。 

分布校區：成功、勝利、光復、成杏、敬業、自強、力行、東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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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不在的禾草 

    一般說的禾草主要是指禾本科（Poaceae；Gramineae）及莎草科

（Cyperaceae）的植物，在臺灣這兩科的家族成員眾多，物種習性多樣，

幾乎植物能生長的地方就能看到禾草。根據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入口網臺灣

物種名錄2016/4/28的更新記錄，臺灣原生及歸化的禾本科植物有412種，

出現紀錄為 356 種；莎草科有 187 種，出現紀錄為 183 種。算一算禾本科

及莎草科植物加起來就佔了臺灣維管束植物種類的十分之一強！在科類群

物種數的比較上，禾本科是臺灣植物物種數僅次於蘭科的第二大科，而在出

現物種的紀錄則是第一大科；莎草科在物種數及出現物種紀錄皆為第五大科！

2014 年紀錄到在成大校園裡出現的禾本科植物多達 60 種，莎草科植物也

有 16 種之多。 

    禾本科植物常生於乾地，少水生種類，其形態特徵有別於其他類群，尤

其是花的構造與排列大異於一般植物的花。禾本科植物的生長型除了竹類外，

多為草本，少木本；莖橫斷面圓形，節間中空，直立或斜生莖稱為稈；葉在

莖上排成兩列，葉柄特化成鞘狀，稱為葉鞘，其葉鞘為開式，葉鞘上緣與葉

基間內側多有葉舌；構成花序的單位稱為小穗(spikelet)，小穗內的苞片稱

為穎片(外穎 low glume、內穎 upper glume)，內有小花一至多朵，小花的

花萼稱為稃(外稃 lemma、內稃 palea)，花瓣退化成鱗被(lodicule)，構成

雄蕊的花藥與花絲之間呈丁字著生，柱頭兩枚呈羽毛狀；果實成熟時乾燥、

不開裂，且果皮和種皮完全癒合而不易分開，內含一粒種子，稱為穎果。成

大校園常見的種類有野生的鯽魚草、狗牙根、龍爪茅、孟仁草、白茅、大黍、

小馬唐、牛筋草、雙蕊鼠尾粟等，種植及野生的地毯草、高麗芝等。 

    莎草科植物常生於濕地，其形態特徵和禾本科植物較相似，有別於其他

類群。莎草科植物的生長型為草本；莖無節，實心，橫斷面多三角形；葉在

莖上排成三列，葉鞘為閉式，無葉舌；構成花序的單位為小穗，花被退化成

毛狀、剛毛狀、絲狀、花瓣狀或無，花藥基底著生，柱頭 3 線形；果實成熟

時乾燥、不開裂，果皮和種皮是分離的，內含一粒種子，稱為瘦果。成大校

園常見的種類有野生的香附子、單穗水蜈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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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毯草 Axonopus compressus /禾本科/歸化/草本/種植 

別名：熱帶地毯草、大板草等。多年生；莖稈扁平，節處有毛，具匍匐莖；

葉鞘鬆弛，葉舌短；葉片寬線形，平滑薄柔，葉緣波浪狀有毛；果實橢圓形。 

分布校區：成功、勝利、光復、成杏、敬業、自強、力行、東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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鯽魚草 Eragrostis amabilis /禾本科/原生/草本/野生 

別名：星星草等。一年生；莖稈叢生，纖細且基部常曲膝狀；葉片線形扁平，

葉舌短毛刷狀；圓錐花序開展，小穗扁平；果實橢圓形至卵形。 

分布校區：成功、勝利、光復、成杏、敬業、自強、力行、東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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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爪茅 Dactyloctenium aegyptium /禾本科/原生/草本/野生 

別名：埃及指梳茅等。一年生；莖直立或匍匐，多分枝；葉片線形扁平，葉

舌膜質，具纖毛；小穗密生成粗短穗狀花序，2~7 枚呈指狀排列；果球形。 

分布校區：成功、勝利、光復、成杏、敬業、自強、力行、東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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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仁草 Chloris barbata /禾本科/歸化/草本/野生 

別名：紅拂草等。一年生；莖叢生，直立或基部匍匐常曲膝；葉片長線形平

滑，葉舌短毛刷狀；穗狀花序 4 至 9 枚排成指狀，具紫紅色芒；果橢圓形。 

分布校區：成功、勝利、光復、成杏、敬業、自強、力行、東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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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茅 Imperata cylindrica var. major /禾本科/原生/草本/野生 

別名：茅草、茅根等。多年生；地下根莖長；稈直立叢生，節有毛；葉狹長

線狀，葉舌短膜狀；圓錐花序緊縮如穗狀，具白色長絲狀毛；果實橢圓形。 

分布校區：成功、勝利、光復、成杏、敬業、自強、力行、東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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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牙根 Cynodon dactylon /禾本科/原生/草本/野生 

別名：百慕達草、鐵線草等。多年生；具匍匐莖和地下根莖；葉線狀扁平，

葉舌撕裂狀且具短毛；穗狀花序 3 至 6 枚呈指狀排列；果實長橢圓形。 

分布校區：成功、勝利、光復、成杏、敬業、自強、力行、東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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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黍 Panicum maximum /禾本科/歸化/草本/野生 

別名：天竺草、馬草等。多年生；根莖粗大具臘粉，節密生粗毛；稈直立叢

生；葉片長線形，葉舌膜質具毛；圓錐花序開展，小穗帶紫紅色。 

分布校區：成功、勝利、光復、成杏、敬業、自強、力行、東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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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麗芝 Zoysia tenuifolia /禾本科/原生/草本/種植 

別名：韓國草、朝鮮結縷草等。多年生；植株低矮，地下根莖匍匐發達；稈

密叢生；葉片線形，兩側向內折，先端針狀；小穗披針形排成小型總狀花序。 

分布校區：成功、勝利、光復、成杏、敬業、自強、力行、東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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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附子 Cyperus rotundus /莎草科/原生/草本/野生 

別名：土香等。多年生；根莖末端形成球莖；稈單生或叢生，三稜形；葉基

生，葉片狹長線形，中央凹陷；葉狀苞片狹線形；小穗扁線形，紅褐色。 

分布校區：成功、勝利、光復、成杏、敬業、自強、力行、東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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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穗水蜈蚣 Kyllinga nemoralis /莎草科/原生/草本/野生 

別名：箭球等。多年生；具長走莖；稈直立，三稜形，葉基生，葉片狹線形，

葉鞘膜質；圓頭狀花序頂生，小穗白色，苞葉 3 至 4 枚；果倒卵形。 

分布校區：成功、勝利、光復、成杏、敬業、自強、力行、東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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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植物大普查 

    營造校園良好的生態環境，關鍵在於植物！校園植物對校園環境而言，

其功能有：一、促進人體健康及舒適度的作用─植物有淨化空氣、降低污染、

降低輻射、調節氣溫及減少噪音等功能；二、有營造景觀的用途─種植高挺

或剛勁的樹木有莊嚴肅穆的形象，誘鳥、誘蝶、香花植物有美化校園、令人

賞心悅目、舒緩心情的效果；三、有區隔空間及導引路線的功能─將生長力

強、分枝點低、結構緊密及耐修剪等特性的樹木或灌木，種植成列為綠籬，

不僅有區隔空間及導引路線的功能，還有美化環境、遮蔽不良景觀及減低噪

音等效果；四、可保存物種─

校園裡的植物可藉由校園的維

護管理環境進行保種及復育；

五、是動物樂園─校園裡有樹

木、灌木、草本植物及藤本植

物，有地生、水生及附生植物，

有蜜源植物及果樹等多樣性的

植物資源，提供各種動物前來

覓食、棲息及築巢；六、是教

育的最佳場所─營造植物多樣

性的校園環境，會引來各類的

生物在此生活，豐富生物多樣

性，成為適合各級學校師生、

社團、親子進行戶外教學的場

所。 

 

 

 

GI Liao 

GI Liao 

GI L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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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植栽的維

護大不易！每年校

園裡有新樹木的加

入，但也有原有樹木

的消失，其因素主要

有：風倒及病蟲害等

天然災害、強剪及移

植與砍除等人為因

素。因此平時就要注

意樹木們的健康狀

況，颱風來臨前要幫

樹木防颱，其後要照

護療傷，尤其在古蹟

周邊的樹木，還要評

估其對古蹟造成危

害的風險。  
GI Liao 

GI Liao 

GI Liao 

GI Liao 

GI Liao 

GI L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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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至 2015 年期間，成大校園裡有不少工程於規劃階段或施工階

段案，因新建案而移植樹木的工程或影響校園樹木較多的工程有：「成功及

勝利校區道路改善工程」即成功校區博物館前與勝利校區 K 館前廣場工程，

該案移動位置的編號樹木約有三株，移除的約有六十七株，其中部分植株如

棕櫚科的植物是移植到濱海的安南校區，移植後生長狀況目前極差。力行校

區「生物科技教學大樓新建案」（進行中）已移除編號樹木約六十八株，其

中五十二株移植至歸仁校區，兩株為同校區內移植，目前生長狀況尚可或不

佳。力行校區「臺文系廁所新建案先期樹木移植工程」此案是營繕駔首次將

樹木移除與新建工程分案處理的工程，為同校區內鄰近移植兩株龍眼，採全

株移植方式進行，移植後生長狀況目前似乎極差或不佳。勝利校區「游泳池

及球類場館工區植栽先期移植工程」（照護進行中）為移除五株樟樹，先進

行樹木移植環剝斷根養護，再進行同校區內鄰近移植至假植區照護，待游泳

池及球類場館新建工程（進行中）後期進行景觀植栽工程時再移植回工地。 

目前成大最大規模的一次樹木移植工程是成功校區「理學教學大樓新建

工程工區植栽先期移植工程」（照護進行中），此案係因「理學教學大樓新建

工程」工區範圍內有樹

木數十株需移除，環評

審核機關要求應於新

建工程動工前完成就

近移植，因此營繕組規

劃前導工程「理學教學

大樓新建工程工區植

栽先期移植工程」，將

工區範圍內需移除的樹木在進行兩次斷根的養根照護之後，移植至假植區─

總圖書館南側與測量系及數學系北側現有草坪範圍照護，將來待「理學教學

大樓新建工程」（進行中）主工程完工再行移回工區。 

樹木移植除了投入可觀的經費及人力外，樹木的存活率是一大考驗，植

株原本的生長狀況、移植地的條件、移植工程的施作技術、移植後的養護作

業都是樹木移植成功與否的關鍵。 

GI Liao 



  

130 

    國立成功大學位於臺南市東區及北區的校本部，2014 年記錄到校園內

伴隨著學子成長的植物種類多達 769 種，有擬蕨類及蕨類 29 種、裸子植物

15 種及被子植物 725 種，物種詳列如下： 

序號 物種名稱 學名 科名 類別 生長型 種植或野生 

1 木賊 Equisetum ramosissimum 木賊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2 槲蕨 Drynaria fortunei 水龍骨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3 海岸擬茀蕨 Pymatodes scolopendria 水龍骨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4 藍地柏 Selaginella uncinata 卷柏科 歸化 草本 種植 

5 松葉蕨 Psilotum nudum 松葉蕨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 星毛蕨 Ampelopteris prolifera 金星蕨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7 小毛蕨 Christella acuminata 金星蕨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8 野小毛蕨 Cristella dentata 金星蕨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9 密毛小毛蕨 Cristella parasitica 金星蕨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10 海金沙 Lygodium japonicum 海金沙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11 美人蕨 Blecnum gibbum 烏毛蕨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12 臺灣金狗毛蕨 Cibotium taiwanense 蚌殼蕨科 特有 草本 種植 

13 杯狀蓋骨碎補 Davallia griffitiana 骨碎補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14 筆筒樹 Sphaeropteris lepifera 桫欏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15 瓶爾小草 Ophioglossum vulgatum 瓶爾小草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16 鹿角蕨 Platycerium bifurcatum 鹿角蕨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17 粗毛鱗蓋蕨 Microlepia strigosa 碗蕨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18 槐葉蘋 Salvinia natans 槐葉蘋科 原生 草本 種植 

19 天草鳳尾蕨 Pteris dispar 鳳尾蕨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20 箭葉鳳尾蕨 Pteris ensiformis 鳳尾蕨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21 鱗蓋鳳尾蕨 Pteris vittata 鳳尾蕨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22 腎蕨 Nephrolepis auriculata 蓧蕨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23 毛葉腎蕨 Nephrolepis hirsutula 蓧蕨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24 波士頓腎蕨 Neprolepis exaltata 蓧蕨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25 過溝菜蕨 Anisogonium esculentum 蹄蓋蕨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26 田字草 Marsilea minuta 蘋科 原生 草本 種植 

27 山蘇花 Asplenium antiquum 鐵角蕨科 原生 草本 種植 

28 鐵線蕨 Adiantum capillusveneris 鐵線蕨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29 粉葉蕨 Pityrogramma calomelanos 鐵線蕨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30 臺灣五葉松 Pinus morrisonicola 松科 特有 喬木 種植 

31 臺灣二葉松 Pinus taiwanensis 松科 特有 喬木 種植 

32 貝殼杉 Agathis dammara 南洋杉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33 小葉南洋杉 Araucaria excelsa 南洋杉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34 臺灣肖楠 Calocedrus formosana 柏科 特有 喬木 種植 

35 千頭圓柏 
Juniperus chinensis 

'Globosa'  
柏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36 龍柏 
Juniperus chinensis var. 

kaizuka 
柏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37 偃柏 Juniperus procumbens 柏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38 側柏 Thuja orientalis 柏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39 黃金側柏 Thuja orientalis 'Aurea Nana' 柏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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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物種名稱 學名 科名 類別 生長型 種植或野生 

40 竹柏 Nageia nagi 羅漢松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41 蘭嶼羅漢松 Podocarpus costalis 羅漢松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42 小葉羅漢松 
Podocarpus macrophyllus 

var. maki 
羅漢松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43 蘇鐵 Cycas revoluta 蘇鐵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44 美葉鳳尾蕉 Zamia furfuracea 蘇鐵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45 薺 Capsella bursapastoris 十字花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46 蔊菜 Cardamine flexuosa 十字花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47 獨行菜 Lepidium virginicum 十字花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48 廣東葶藶 Rorippa cantoniensis 十字花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49 葶藶 Rorippa indica 十字花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50 蕺菜 Houttuynia cordata 三白草科 原生 草本 種植或野生 

51 細葉雪茄花 Cuphea hyssopifolia 千屈菜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52 雪茄花 Cuphea ignea 千屈菜科 栽培 灌木 野生 

53 紫薇 Lagerstroemia indica 千屈菜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54 白花紫薇 Lagerstroemia indica 'Alba' 千屈菜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55 大花紫薇 Lagerstroemia speciosa 千屈菜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56 九芎 Lagerstroemia subcostata 千屈菜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57 水豬母乳 Rotala rotundifolia 千屈菜科 原生 草本 種植 

58 鐵莧菜 Acalypha australis 大戟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59 印度鐵莧 Acalypha indica 大戟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0 威氏鐵莧 Acalypha wilkesiana 大戟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61 茄苳 Bischofia javanica 大戟科 原生 喬木 野生 

62 彩葉山漆莖 Breynia nivosa 大戟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63 紅仔珠 Breynia officinalis 大戟科 原生 灌木 野生 

64 土密樹 Bridelia tomentosa 大戟科 原生 喬木 野生 

65 大飛揚草 Chamaesyce hirta 大戟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66 假紫斑大戟 Chamaesyce hypericifolia 大戟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67 紫斑大戟 Chamaesyce hyssopifolia 大戟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68 小葉大戟 Chamaesyce makinoi 大戟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9 伏生大戟 Chamaesyce prostrata 大戟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70 匍根大戟 Chamaesyce serpens 大戟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71 小飛揚草 Chamaesyce thymifolia 大戟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72 變葉木 Codiaeum variegatum 大戟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73 撒金變葉木 
Codiaeum variegatum 

'Aucubaefolium' 
大戟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74 清邁變葉木 
Codiaeum variegatum 'Ciang 

Mai' 
大戟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75 龜甲變葉木 
Codiaeum variegatum 'Indian 

Blandet' 
大戟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76 龜殼變葉木 
Codiaeum variegatum 'Indian 

Blanket' 
大戟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77 金手指變葉木 
Codiaeum variegatum 'Lillian 

Staffinger' 
大戟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78 織女綾變葉木 
Codiaeum variegatum 'Red 

Curl' 
大戟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79 流星變葉木  Codiaeum variegatum 'Van 大戟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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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物種名稱 學名 科名 類別 生長型 種植或野生 

Oosterzeei' 

80 子母葉變葉木 
Codiaeum variegatum var. 

pictum f. appedic 
大戟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81 戟葉變葉木  
Codiaeum variegatum var. 

pictum f. lobatum 
大戟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82 闊葉變葉木 
Codiaeum variegatum var. 

pictum f. platypyllum 
大戟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83 猩猩草 Euphorbia cyathophora 大戟科 歸化 灌木 野生 

84 白苞猩猩草 Euphorbia heterophylla 大戟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85 白雪木 Euphorbia leucocephala 大戟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86 聖誕紅 Euphorbia pulcherrima 大戟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87 綠珊瑚 Euphorbia tirucalli 大戟科 歸化 喬木 種植 

88 大葉麒麟花 Euporbia milii var. splendens 大戟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89 密花白飯樹 Flueggea virosa 大戟科 原生 灌木 野生 

90 菲律賓饅頭果 Glochidion philippicum 大戟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91 紅葉痲瘋樹 
Jatropa gossypiifolia var. 

elegans 
大戟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92 麻瘋樹 Jatropha curcas 大戟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93 日日櫻 Jatropha pandurifolia 大戟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94 珊瑚油桐 Jatropha podagrica 大戟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95 血桐 Macaranga tanarius 大戟科 原生 喬木 野生 

96 蟲屎 Melanolepis multiglandulosa 大戟科 原生 喬木 野生 

97 紅雀珊瑚 
Pedilanthus tithymaloides 

subsp. smallii 
大戟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98 小返魂 Phyllanthus amarus 大戟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99 銳葉小返魂 Phyllanthus debilis 大戟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100 疣果葉下珠 Phyllanthus hookeri 大戟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101 多花油柑 Phyllanthus multiflorus 大戟科 原生 灌木 野生 

102 錫蘭葉下珠 Phyllanthus myrtifolius 大戟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103 五蕊油柑 Phyllanthus tenellus 大戟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104 蓖麻 Ricinus communis 大戟科 歸化 灌木 野生 

105 烏桕 Sapium sebiferum 大戟科 歸化 喬木 野生 

106 南天竹 Nandina domestica 小蘗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107 成功白花菜 Cleome rutidosperma 山柑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108 銀樺 Grevillea robusta 山龍眼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109 人心果 Acras zapota 山欖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110 蛋黃果 Lucuma nervosa 山欖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111 大葉山欖 Palaquium formosanum 山欖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112 山欖 Planchonella obovata 山欖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113 神秘果 Synsepalm dulcificum  山欖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114 孔雀木 Dizygotheca elegantissima 五加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115 常春藤 Hedera elix 五加科 栽培 藤本 種植 

116 臺灣常春藤 Hedera rhombea formosana 五加科 特有 藤本 種植 

117 細葉福祿桐 
Polyscias fruticosa 

'deleauana' 
五加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118 福祿桐 Polyscias guilfoylei 五加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119 芹葉福祿桐 Polyscias guilfoylei 五加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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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物種名稱 學名 科名 類別 生長型 種植或野生 

'Quinquefolia' 

120 澳洲鴨腳木 Schefflera actinophylla 五加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121 鵝掌藤 Schefflera arboricola 五加科 原生 灌木 種植 

122 斑葉鵝掌藤 
Schefflera arboricola 

'Variegata' 
五加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123 木麻黃 Casuarina equisetfolia 木麻黃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124 千頭木麻黃 Casuarina nana 木麻黃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125 木棉 Bombax ceiba 木棉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126 吉貝木棉 Ceiba pentandra 木棉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127 美人樹 Chorisia speciosa 木棉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128 馬拉巴栗 Pachira macrocarpa 木棉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129 光臘樹 Fraxinus griffithii 木犀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130 雲南黃馨 Jasminum mesnyi 木犀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131 毛茉莉 Jasminum multiflorum 木犀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132 山素英 Jasminum nervosum 木犀科 原生 灌木 野生 

133 茉莉花 Jasminum sambac 木犀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134 日本女貞 Ligustrum liukiuense 木犀科 原生 灌木 種植 

135 銀姬小蠟 
Ligustrum sinense 

'Variegatum'  
木犀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136 桂花 Osmanthus fragrans 木犀科 栽培 
灌木或喬

木 
種植 

137 洋玉蘭 Magnolia grandiflora 木蘭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138 烏心石 Micelia compressa 木蘭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139 含笑 Micelia fuscata 木蘭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140 白玉蘭 Michelia alba 木蘭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141 黃玉蘭 Michelia champaca 木蘭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142 蘭嶼烏心石 
Michelia compressa var. 

lanyuensis 
木蘭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143 石龍芮 Ranunculus sceleratus 毛茛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144 火筒樹 Leea guineensis 火筒樹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145 美葉火筒樹 Leea guineesis 'Burgundy' 火筒樹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146 三角柱 Hylocereus undatus 仙人掌科 歸化 灌木 種植 

147 天使花 Angelonia salicariifolia 玄參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148 卡羅萊納過長沙 Bacopa caroliniana 玄參科 原生 草本 種植 

149 過長沙 Bacopa monnieri 玄參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150 水丁黃 Lindernia antipoda 玄參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151 泥花草 Lindernia antipoda 玄參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152 藍豬耳 Lindernia crustacea 玄參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153 通泉草 Mazus pumilus 玄參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154 野甘草 Scoparia dulcis 玄參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155 夏菫 Torenia fournieri 玄參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156 水苦賈 Veronica undulata 玄參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157 南瓜 Cucurbita moscata 瓜科 栽培 藤本 種植 

158 絲瓜 Luffa cylindrica 瓜科 栽培 藤本 種植 

159 垂果瓜 Melothria pendula 瓜科 歸化 藤本 野生 

160 苦瓜 Momordica carantia 瓜科 栽培 藤本 種植 

161 短角苦瓜 Momordica charantia var. 瓜科 歸化 藤本 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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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reviata 

162 繩黃麻 Corchorus aestuans 田麻科 原生 灌木 野生 

163 紫花捕魚木    Grewia occidentalis  田麻科 原生 灌木 種植 

164 西印度櫻桃 Muntingia calabura 田麻科 歸化 喬木 野生 

165 石竹 Dianthus chinensis 石竹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166 菁芳草 Drymaria diandra 石竹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167 鵝兒腸 Stellaria aquatica 石竹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168 安石榴 Punica granatum 安石榴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169 百香果 Passiflora edulis 西番蓮科 歸化 藤本 野生 

170 毛西番蓮 Passiflora foetida var. hispida 西番蓮科 歸化 藤本 野生 

171 三角葉西番蓮 Passiflora suberosa 西番蓮科 歸化 藤本 野生 

172 沙漠玫瑰 Adenium obesum 夾竹桃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173 軟枝黃蟬 Allamanda cathartica 夾竹桃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174 小花黃蟬 Allamanda neriifolia 夾竹桃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175 黑板樹 Alstonia scholaris 夾竹桃科 歸化 喬木 種植 

176 卡利撒 Carissa grandiflora 夾竹桃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177 飄香藤 
Mandevilla x amoena 'Alice 

Du Pont'  
夾竹桃科 栽培 藤本 種植 

178 緬梔 Plumeria rubra 夾竹桃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179 馬蹄花 Tabernaemontana divaricata 夾竹桃科 歸化 灌木 種植 

180 南洋馬蹄花 
Tabernaemontana 

pandacaqui 
夾竹桃科 歸化 灌木 種植 

181 黃花夾竹桃 Thevetia perviana 夾竹桃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182 細梗絡石 Tracelospermum gracilipes 夾竹桃科 原生 藤本 種植 

183 金香藤 Urechites lutea 夾竹桃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184 日日春 Vinca rosea 夾竹桃科 歸化 灌木 野生 

185 忍冬 Lonicera japonica 忍冬科 原生 藤本 種植 

186 珊瑚樹 Viburnum odoratissimum 忍冬科 原生 灌木 種植 

187 錫蘭橄欖 Elaeocarpus serratus 杜英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188 平戶杜鵑 Rhododendron mucronatum 杜鵑花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189 皋月杜鵑 Rododendron indicum  杜鵑花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190 金毛杜鵑 Rododendron oldamii 杜鵑花科 特有 灌木 種植 

191 豔紫杜鵑 Rododendron pulcrum 杜鵑花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192 相思樹 Acacia confusa 豆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193 金合歡 Acacia farnesiana 豆科 歸化 灌木 種植 

194 敏感合萌 Aeschynomene americana 豆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195 麻六甲合歡 Albizzia falcata 豆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196 大葉合歡 Albizzia lebbeck 豆科 歸化 喬木 種植 

197 圓葉煉莢豆 Alysicarpus ovalifolius 豆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198 煉莢豆 Alysicarpus vaginalis 豆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199 蔓花生 Arachis duranensis 豆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200 洋紫荊 Bauhinia purpurea 豆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201 羊蹄甲 Bauhinia variegata 豆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202 豔紫荊 Bauhinia x blakeana 豆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203 黃蝴蝶 Caesalpinia pulcerrima 豆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204 紅粉撲花 Calliandra emarginata 豆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205 香水合歡 Calliandra  brevipes  豆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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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阿勃勒 Cassia fistula 豆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207 爪哇旃那 Cassia javanica 豆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208 山珠豆 Centrosema pubescens 豆科 歸化 藤本 野生 

209 黃野百合 
Crotalaria pallida var. 

obovata 
豆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210 印度黃檀 Dalbergia sissoo 豆科 歸化 喬木 種植 

211 鳳凰木 Delonix regia 豆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212 小槐花 Desmodium caudatum 豆科 原生 草本 種植 

213 疏花山螞蝗 Desmodium laxiflorum 豆科 原生 灌木 野生 

214 蝦尾山螞蝗 Desmodium scorpiurus 豆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215 蠅翼草 Desmodium triflorum 豆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216 火炬刺桐 Erythrina caffra 豆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217 黃脈刺桐 Erythrina indica var. picta 豆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218 刺桐 Erythrina variegata 豆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219 南洋櫻 Gliricidia sepium 豆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220 墨水樹 
Haematoxylon 

campechianum 
豆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221 毛木藍 Indigofera hirsuta 豆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222 穗花木藍 Indigofera spicata 豆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223 銀合歡 Leucaena leucocephala 豆科 歸化 灌木 野生 

224 賽芻豆 Macroptilium atropurpureus 豆科 歸化 藤本 野生 

225 小葉魚藤 
Millettia pulcra var. 

microphylla 
豆科 特有 灌木 種植 

226 美洲含羞草 Mimosa diplotrica 豆科 歸化 灌木 野生 

227 含羞草 Mimosa pudica 豆科 歸化 灌木 野生 

228 恆春紅豆樹 Ormosia hengchuniana 豆科 特有 喬木 種植 

229 盾柱木 Peltophorum pterocarpum 豆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230 金龜樹 Pithecellobium dulce 豆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231 水黃皮 Pongamia pinnata 豆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232 印度紫檀 Pterocarpus indicus 豆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233 雨豆樹 Samanea saman 豆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234 翼柄決明 Senna alata 豆科 歸化 草本 種植 

235 望江南 Senna occidentalis 豆科 歸化 草本 種植 

236 鐵刀木 Senna siamea 豆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237 黃槐 Senna surattensis 豆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238 田菁 Sesbania cannabiana 豆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239 羅望子 Tamarindus indica 豆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240 車前草 Plantago asiatica 車前草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241 使君子 Quisqualis indica 使君子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242 馬尼拉欖仁 Terminalia calamansanai 使君子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243 欖仁 Terminalia catappa 使君子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244 錦葉欖仁 Terminalia mantaly 'Tricolor' 使君子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245 小葉欖仁 Terminalia mantalyi 使君子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246 柚 Citrus grandis 芸香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247 檸檬 Citrus limon 芸香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248 佛手柑 
Citrus medica var. 

sarcodactylis 
芸香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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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金桔 Citrus microcarpa 芸香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250 柑橘 Citrus ponki 芸香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251 柳橙 Citrus sinensis 芸香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252 過山香 Clausena excavata 芸香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253 黃皮果 Clausena lansium  芸香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254 月橘 Murraya paniculata 芸香科 原生 
灌木或喬

木 
種植 

255 長果月橘 
Murraya paniculata var. 

omphalocarpa 
芸香科 特有 灌木 種植 

256 烏柑仔 Severinia buxifolia 芸香科 原生 灌木 種植 

257 胡椒木 Zanthoxylum piperitum 芸香科 栽培 灌木 野生 

258 瓊崖海棠 Calophyllum inophyllum 金絲桃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259 福木 Garcinia subelliptica 金絲桃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260 金絲桃 Hypericum monogynum 金絲桃科 歸化 灌木 種植 

261 桂葉黃梅 Ochna kirkii 金蓮木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262 楓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金縷梅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263 白花水龍 Ludwigia adscendens 柳葉菜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264 美洲水丁香 Ludwigia erecta 柳葉菜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265 水丁香 Ludwigia octovalvis 柳葉菜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266 象牙柿 Diospyros ferrea 柿樹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267 毛柿 Diospyros philippensis 柿樹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268 楓港柿 Diospyros vaccinioides 柿樹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269 露西娜秋海棠 Begonia 'luccerna'  秋海棠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270 鐵十字秋海棠 Begonia masoniana 秋海棠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271 四季海棠 Begonia semperflorens 秋海棠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272 草胡椒 Peperomia pellucida 胡椒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273 大花曼陀羅 Brugmansia suaveolens 茄科 歸化 灌木 種植 

274 番茉莉 Brunfelsia uniflora 茄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275 辣椒 Capsicum annum 茄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276 夜來香 Cestrum nocturum 茄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277 枸杞 Lycium cinense 茄科 歸化 灌木 種植 

278 小番茄 
Lycopersicon esculentum var. 

esculentum 
茄科 栽培 草本 野生 

279 皺葉煙草 Nicotiana plumbaginifolia 茄科 歸化 灌木 野生 

280 矮牽牛 Petunia x hybrida 茄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281 光果龍葵 Solanum americanum 茄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282 瑪瑙珠 Solanum diphyllum 茄科 歸化 灌木 野生 

283 番茄 Solanum lycopersicum 茄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284 茄子 Solanum melongena 茄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285 蛋茄 Solanum texanum 茄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286 日本筋骨草 Ajuga nipponensis 唇形科 原生 草本 種植 

287 光風輪 Clinopodium gracile 唇形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288 彩葉草 Coleus x hybridus 唇形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289 白花草 Leucas chinensis 唇形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290 薄荷 Mentha canadensis 唇形科 原生 草本 種植 

291 羅勒 Ocimum basilicum 唇形科 歸化 灌木 種植 

292 紫蘇 Perilla frutescens 唇形科 歸化 草本 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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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到手香 Plectranthus amboinicus 唇形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294 水虎尾 Pogostemon stellatus 唇形科 原生 草本 種植 

295 迷迭香 Rosmarinus officinalis 唇形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296 節毛鼠尾草 Salvia plebeia 唇形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297 一串紅 Salvia splendens 唇形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298 黃時鐘花 Turnera ulmifolia 時鐘花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299 紅瓶刷子樹 Callistemon rigidus 桃金孃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300 串錢柳 Callistemon viminalis 桃金孃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301 檸檬桉 Eucalyptus citriodora 桃金孃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302 大葉桉 Eucalyptus robusta 桃金孃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303 松紅梅 Leptospermum scoparium 桃金孃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304 澳洲茶樹 Melaleuca alternifolia  桃金孃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305 白千層 Melaleuca leucadendra 桃金孃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306 樹葡萄 Myrciaria cauliflora 桃金孃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307 番石榴 Psidium guajava 桃金孃科 栽培 喬木 野生 

308 小葉赤楠 Syzygium buxifolium 桃金孃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309 肯氏蒲桃 Syzygium cumini 桃金孃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310 臺灣赤楠 Syzygium formosanum 桃金孃科 特有 喬木 種植 

311 蒲桃 Syzygium jambas 桃金孃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312 蓮霧 Syzygium samarangense 桃金孃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313 波羅蜜 Artocarpus heterophyllus 桑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314 麵包樹 Artocarpus incisus 桑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315 構樹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桑科 原生 喬木 野生 

316 菲律賓榕 Ficus ampelas 桑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317 黃果垂榕 Ficus benjamina var. comosa 桑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318 亞里垂榕 Ficus binnendijkii 桑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319 印度橡膠樹 Ficus elastica 桑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320 水同木 Ficus fistulosa 桑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321 琴葉榕 Ficus lyrata 桑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322 榕樹 Ficus microcarpa 桑科 原生 喬木 野生 

323 黃金榕 
Ficus microcarpa 'Golden 

Leaves' 
桑科 原生 灌木 種植 

324 厚葉榕 
Ficus microcarpa var. 

crassifolia 
桑科 原生 灌木 種植 

325 小葉榕 
Ficus microcarpa var. 

pusillifolia 
桑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326 斑葉榕 
Ficus microcarpa 'Yellow 

Stripe' 
桑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327 薜荔 Ficus pumila 桑科 原生 藤本 種植 

328 菩提樹 Ficus religiosa 桑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329 雀榕 Ficus superba var. japonica 桑科 原生 喬木 種植或野生 

330 越橘葉蔓榕 Ficus vaccinioides 桑科 特有 灌木 種植 

331 葎草 Humulus scandens 桑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332 桑樹 Morus alba 桑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333 小葉桑 Morus australis 桑科 原生 喬木 野生 

334 桔梗 Campanula dimorphantha 桔梗科 原生 草本 種植 

335 半邊蓮 Lobelia chinensis 桔梗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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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咖啡樹 Coffea arabica 茜草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337 山黃梔 Gardenia jasminoides 茜草科 原生 
灌木或喬

木 
種植 

338 繖花龍吐珠 Hedyotis corymbosa 茜草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339 白花蛇舌草 Hedyotis diffusa 茜草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340 仙丹花 Ixora chinensis 茜草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341 大王仙丹花 Ixora duffii 'Super King' 茜草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342 矮仙丹花 Ixora x williamsii 茜草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343 檄樹 Morinda citrifolia 茜草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344 紅玉葉金花 Mussaenda erytrophylla 茜草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345 粉葉金花 Mussaenda hybrid 'Alicia' 茜草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346 玉葉金花 Mussaenda parviflora 茜草科 特有 灌木 種植 

347 白紙扇 
Mussaenda philippica 

'Aurorae' 
茜草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348 雞屎藤 Paederia foetida 茜草科 原生 藤本 野生 

349 茜木 Pavetta indica 茜草科 原生 灌木 種植 

350 繁星花 Pentas lanceolata 茜草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351 巴西擬鴨舌癀 Richardia brasiliensis  茜草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352 擬鴨舌癀 Richardia scabra 茜草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353 大花六月雪 
Serissa japonica 'Variegated 

Pink' 
茜草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354 六月雪 Serissa serissoides 茜草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355 鴨舌癀舅 Spermacoce articularis 茜草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356 光葉鴨舌癀舅 Spermacoce assurgens 茜草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357 茶 Camellia sinensis 茶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358 紅淡比 Cleyera japonica 茶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359 異葉馬兜鈴 Aristolochia heterophylla 馬兜鈴科 原生 藤本 種植 

360 馬齒莧 Portulaca oleracea 馬齒莧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361 毛馬齒莧 Portulaca pilosa 馬齒莧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362 松葉牡丹 
Portulaca pilosa subsp. 

grandiflora 
馬齒莧科 栽培 草本 野生 

363 土人參 Talinum paniculatum 馬齒莧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364 稜軸假人參 Talinum triangulare 馬齒莧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365 煙火樹 Clerodendrum quadriloculare 馬鞭草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366 紅萼龍吐珠 Clerodendrum speciosum 馬鞭草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367 龍吐珠 Clerodendrum thomsonae 馬鞭草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368 藍蝴蝶 Clerodendrum ugandense 馬鞭草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369 金露花 Duranta repens 馬鞭草科 歸化 灌木 種植 

370 露絲金露花 Duranta repens 'Purple' 馬鞭草科 歸化 灌木 種植 

371 馬纓丹 Lantana camara 馬鞭草科 歸化 灌木 種植或野生 

372 小葉馬纓丹 Lantana montevidensis 馬鞭草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373 鴨舌癀 Pyla nodiflora 馬鞭草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374 長穗木 Stachytarpheta urticaefolia 馬鞭草科 歸化 灌木 種植 

375 柚木 Tectona grandis 馬鞭草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376 數珠珊瑚 Rivina humilis  商陸科 栽培 灌木 野生 

377 馬蹄金 Dichondra micrantha 旋花科 原生 藤本 野生 

378 藍星花 Evolvulus glomeratus subsp. 旋花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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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iflorus 

379 短梗土丁桂 Evolvulus nummularius 旋花科 栽培 藤本 野生 

380 甕菜 Ipomoea aquatica 旋花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381 番薯 Ipomoea batatas 旋花科 歸化 藤本 種植 

382 白花牽牛 Ipomoea biflora 旋花科 原生 藤本 野生 

383 槭葉牽牛 Ipomoea cairica 旋花科 歸化 藤本 野生 

384 碗仔花 Ipomoea hederacea 旋花科 歸化 藤本 野生 

385 野牽牛 Ipomoea obscura 旋花科 歸化 藤本 野生 

386 九爪藤 Ipomoea pes-tigridis 旋花科 原生 藤本 野生 

387 蔦蘿 Ipomoea quamoclit 旋花科 歸化 藤本 種植 

388 紅花野牽牛 Ipomoea triloba 旋花科 歸化 藤本 野生 

389 盒果藤 Operculina turpethum 旋花科 歸化 藤本 野生 

390 梧桐 Firmiana simplex 梧桐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391 掌葉蘋婆 Sterculia foetida 梧桐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392 蘋婆 Sterculia nobilis 梧桐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393 草梧桐 Waltheria americana 梧桐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394 天竺葵 Pelargonium x hortorum 牻牛兒苗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395 印度牛膝 
Achyranthes aspera var. 

indica 
莧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396 紅龍草 
Alternantera dentata 

'Ruliginosa' 
莧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397 毛蓮子草 Alternanthera bettzickiana 莧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398 空心蓮子草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莧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399 蓮子草 Alternanthera sessilis 莧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400 假刺莧 Amaranthus dubius 莧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401 凹葉野莧菜 Amaranthus lividus 莧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402 野莧 Amaranthus viridis 莧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403 青葙 Celosia argentea 莧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404 假千日紅 Gomphrena celosioides 莧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405 千日紅 Gomprena globosa 莧科 栽培 草本 野生 

406 臺灣野牡丹藤 Medinilla formosana 野牡丹科 特有 灌木 種植 

407 蔓性野牡丹 Schizocentron elegans 野牡丹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408 豔紫野牡丹 Tibouchina semidecandra 野牡丹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409 巴西野牡丹 Tiboucina urvilleana 野牡丹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410 落地生根 Bryophyllum pinnatum 景天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411 石蓮花 
Graptopetalum 

paraguayense 
景天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412 長壽花 Kalanchoe blossfeldiana 景天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413 洋吊鐘 Kalancoe tubiflora 景天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414 龍眼 Euphoria longana 無患子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415 臺灣欒樹 Koelreuteria henryi 無患子科 特有 喬木 種植 

416 無患子 Sapindus mukorossii 無患子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417 木瓜 Carica papaya 番木瓜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418 山刺番荔枝 Annona montana 番荔枝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419 番荔枝 Annona squamosa 番荔枝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420 鷹爪花 Artabotrys hexapetalus 番荔枝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421 蘭嶼樹杞 Ardisia elliptica 紫金牛科 原生 灌木 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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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春不老 Ardisia squamulosa 紫金牛科 原生 灌木 種植 

423 臺灣山桂花 
Maesa perlaria var. 

formosana 
紫金牛科 原生 灌木 種植 

424 紅花黃細心 Boerhavia coccinea 紫茉莉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425 黃細心 Boerhavia diffusa 紫茉莉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426 九重葛 Bougainvillea spectabilis 紫茉莉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427 煮飯花 Mirabilis jalapa 紫茉莉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428 細纍子草 Botriospermum zeylanicum 紫草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429 滿福木 Carmona retusa 紫草科 原生 灌木 野生 

430 破布子 Cordia dichotoma 紫草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431 恆春厚殼樹 Eretia resinosa 紫草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432 伏毛天芹菜 
Heliotropium procumbens 

var. depressum 
紫草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433 白水木 Tournefortia argentea 紫草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434 蒜香藤 Bignonia chamberlaynii 紫葳科 栽培 藤本 種植 

435 藍花楹 Jacaranda acutifolia 紫葳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436 紫雲藤 Podranea ricasoliana  紫葳科 栽培 藤本 種植 

437 炮仗花 Pyrostegia venusta 紫葳科 栽培 藤本 種植 

438 海南菜豆樹 Radermachera hainanensis 紫葳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439 山菜豆 Radermacia sinica 紫葳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440 火焰木 Spathodea campanulata 紫葳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441 黃金風鈴木 Tabebuia chrysantha 紫葳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442 異葉洋紅風鈴木 Tabebuia eteropylla 紫葳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443 風鈴木 Tabebuia impetiginosa 紫葳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444 洋紅風鈴木 Tabebuia pentaphylla 紫葳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445 洋凌霄 Tecoma jasminoides 紫葳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446 黃鐘花 Tecoma stans 紫葳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447 藿香薊 Ageratum conyzoides 菊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448 紫花藿香薊 Ageratum houstonianum 菊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449 雞兒腸 Aster indicus 菊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450 掃帚菊 Aster subulatus 菊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451 大花咸豐草 Bidens pilosa var. radiata 菊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452 石胡荽 Centipeda minima 菊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453 藍冠菊 Centratherum punctatum 菊科 歸化 草本 種植 

454 茼蒿 Chrysanthemum coronarium 菊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455 加拿大蓬 Conyza canadensis 菊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456 野茼蒿 Conyza sumatrensis 菊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457 波斯菊 Coreopsis tinctoria 菊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458 黃波斯菊 Cosmos sulfureus 菊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459 昭和草 Crassocepalum crepidioides 菊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460 蘄艾 Crossostephium chinense 菊科 原生 草本 種植 

461 鱧腸 Eclipta prostrata 菊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462 地膽草 Elephantopus mollis 菊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463 紫背草 
Emilia conchifolia var. 

javanica 
菊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464 粉黃纓絨花 Emilia praetermissa 菊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465 鼠麴草 Gnaphalium luteoalbum 菊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141 

序號 物種名稱 學名 科名 類別 生長型 種植或野生 

subsp. affine 

466 匙葉鼠麴草 Gnaphalium pensylvanicum 菊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467 線球菊 Grangea maderaspatana 菊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468 泥胡菜 Hemistepta lyrata 菊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469 兔仔菜 Ixeris chinensis 菊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470 小花蔓澤蘭 Mikania micrantha 菊科 歸化 藤本 野生 

471 銀膠菊 Parthenium hysterophorus 菊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472 貓腥草 Praxelis clematidea 菊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473 假地膽草 Pseudelepantopus spicatus 菊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474 臺灣山苦藚 Pterocypsela formosana 菊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475 鵝仔草 Pterocypsela indica 菊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476 假吐金菊 Soliva anthemifolia 菊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477 苦滇菜 Sonchus oleraceus 菊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478 苦苣菜 Soncus arvensis 菊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479 金腰箭 Synedrella nodiflora 菊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480 芳香萬壽菊 Tagetes lemmonii 菊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481 金毛菊 Thymophylla tenuiloba 菊科 栽培 草本 野生 

482 長柄菊 Tridax procumbens 菊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483 一枝香 Vernonia cinerea 菊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484 南美蟛蜞菊 Wedelia trilobata 菊科 歸化 藤本 種植 

485 黃鵪菜 Youngia japonica 菊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486 百日菊 Zinnia elegans 菊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487 楊桃 Averrhoa carambola 酢醬草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488 酢醬草 Oxalis corniculata 酢醬草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489 紫花酢醬草 Oxalis corymbosa 酢醬草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490 紫葉酢醬草 Oxalis regnellii 'atropurpurea' 酢醬草科 栽培 草本 野生 

491 黃褥花 Malpigia glabra 黃褥花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492 小葉黃褥花 Malpigia glabra  'Faircild' 黃褥花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493 金英樹 Thryallis glauca 黃褥花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494 垂柳 Salix babylonica 楊柳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495 樹蘭 Aglaia odorata 楝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496 苦楝 Melia azedarach 楝科 原生 喬木 野生 

497 大葉桃花心木 Swietenia macrophylla 楝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498 小葉桃花心木 Swietenia mahagoni 楝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499 香椿 Toona sinensis 楝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500 朴樹 Celtis sinensis 榆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501 山黃麻 Trema orientalis 榆科 原生 喬木 野生 

502 榔榆 Ulmus parvifolia 榆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503 櫸 Zelkova serrata 榆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504 洋落葵 Anredera cordifolia 落葵科 歸化 藤本 種植 

505 落葵 Basella alba 落葵科 歸化 藤本 野生 

506 漢氏山葡萄 
Ampelopsis 

brevipedunculata var. hancei 
葡萄科 原生 藤本 野生 

507 虎葛 Cayratia japonica 葡萄科 原生 藤本 野生 

508 地錦 Parthenocissus tricuspidata 葡萄科 原生 藤本 種植 

509 小葉葡萄 
Vitis thunbergii var. 

taiwaniana 
葡萄科 原生 藤本 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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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芒果 Mangifera indica 漆樹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511 黃連木 Pistacia chinensis 漆樹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512 巴西胡椒木 Schinus terebinthifolius 漆樹科 栽培 喬木 野生 

513 臺東漆 Semecarpus gigantifolia 漆樹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514 日本萍蓬草 Nuphar japonica 睡蓮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515 睡蓮 Nymphaea tetragona 睡蓮科 原生 草本 種植 

516 辣木 Moringa oleifera 辣木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517 新幾內亞鳳仙花 Impatiens awkerii Bull 鳳仙花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518 鳳仙花 Impatiens balsamma 鳳仙花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519 非洲鳳仙花 Impatiens walleriana 鳳仙花科 歸化 草本 種植 

520 青楓 Acer serrulatum 槭樹科 特有 喬木 種植 

521 瓊楠 Beilschmiedia erythrophloia 樟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522 無根藤 Cassytha filiformis 樟科 原生 藤本 野生 

523 陰香 Cinnamomum burmannii 樟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524 樟樹 Cinnamomum camphora 樟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525 蘭嶼肉桂 Cinnamomum kotoense 樟科 特有 喬木 種植 

526 潺槁木薑子 Litsea glutinosa 樟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527 小梗木薑子 Litsea hypophaea 樟科 特有 喬木 種植 

528 紅楠 Machilus thunbergii 樟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529 香楠 Machilus zuihoensis 樟科 特有 喬木 種植 

530 酪梨 Persea americana 樟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531 荷花 Nelumbo nucifera 蓮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532 珊瑚藤 Antigonon leptopus 蓼科 歸化 藤本 野生 

533 火炭母草 Polygonum cinense 蓼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534 早苗蓼 Polygonum lapathifolium 蓼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535 節花路蓼 Polygonum plebeium 蓼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536 小羊蹄 Rumex nipponicus 蓼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537 日本衛矛 Euonymus japonicus 衛矛科 原生 灌木 種植 

538 小葉冷水麻 Pilea microphylla 蕁麻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539 毛蝦蟆草 Pilea nummulariifolia 蕁麻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540 齒葉矮冷水麻 Pilea peploides var. major 蕁麻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541 霧水葛 Pouzolzia zeylanica 蕁麻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542 黃秋葵 Abelmoschus esculentus 錦葵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543 蜀葵 Althaea rosea 錦葵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544 玉玲瓏扶桑 Anisodontea capensis 錦葵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545 木芙蓉 Hibiscus mutabilis 錦葵科 栽培 灌木 野生 

546 朱槿 Hibiscus rosa-sinensis 錦葵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547 木槿 Hibiscus syriacus 錦葵科 原生 灌木 種植 

548 黃槿 ibiscus tiliaceus 錦葵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549 賽葵 
Malvastrum 

coromandelianum 
錦葵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550 沖天槿 Malvaviscus arboreus 錦葵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551 南美朱槿 Malvaviscus arboreus 錦葵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552 細葉金午時花 Sida acuta 錦葵科 原生 灌木 野生 

553 金午時花 Sida rombifolia 錦葵科 原生 灌木 野生 

554 恆春金午時花 
Sida rombifolia subsp. 

insularis 
錦葵科 原生 灌木 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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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澎湖金午時花 Sida veronicaefolia 錦葵科 原生 灌木 野生 

556 龍骨瓣杏菜 Nymphoides hydrophylla 龍膽科 原生 草本 種植 

557 穿心蓮 Andrographis paniculata 爵床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558 赤道櫻草 Asystasia gangetica 爵床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559 小花寬葉馬偕花 
Asystasia gangetica subsp. 

micrantha 
爵床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560 賽山藍 Blechum pyramidatum 爵床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561 華九頭獅子草 Dicliptera chinensis 爵床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562 紅網紋草 Fittonia verscaffeltii 爵床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563 紫葉半插花 
Hemigraphis alternate 

'Exotica' 
爵床科 栽培 草本 野生 

564 爵床 Justicia procumbens 爵床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565 仙鶴草 Rhinacanthus nasutus 爵床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566 翠蘆莉 Ruellia brittoniana 爵床科 栽培 草本 野生 

567 矮性翠蘆莉 Ruellia brittoniana 'Katie' 爵床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568 立鶴花 Thunbergia erecta 爵床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569 鄧伯花 Tunbergia affinis 爵床科 栽培 藤本 種植 

570 蛇莓 Ducesnea indica 薔薇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571 枇杷 Eriobotrya japonica 薔薇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572 梅 Prunus mume 薔薇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573 桃 Prunus persica 薔薇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574 狀元紅 Pyracantha coccinea 薔薇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575 石斑木 Rapiolepis indica var. tasiroi 薔薇科 特有 灌木 種植 

576 玫瑰 Rosa rugosa 薔薇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577 重瓣麻球 Spiraea cantoniensis 薔薇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578 雷公根 Centella asiatica 繖形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579 天胡荽 Hydrocotyle sibtorpioides 繖形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580 銅錢草 Hydrocotyle verticillata 繖形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581 藍雪花 Plumbago auriculata 藍雪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582 臭杏 Chenopodium ambrosioides 藜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583 小藜 Chenopodium serotinum 藜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584 懸鈴木 Platanus acerifolia 懸鈴木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585 琉璃繁縷 Anagalis arvensis 櫻草科 原生 草本 種植 

586 馬利筋 Asclepias curassavica 蘿藦科 歸化 草本 種植 

587 伯萊花 Cryptostegia grandiflora 蘿藦科 栽培 藤本 種植 

588 毬蘭 Hoya carnosa 蘿藦科 原生 藤本 種植 

589 姑婆芋 Alocasia odora 天南星科 原生 草本 種植 

590 火鶴花 Anthurium scherzerianum 天南星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591 彩葉芋 Caladium x ortulanum 天南星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592 芋 Colocasia esculenta 天南星科 歸化 草本 種植 

593 黛粉葉 Dieffenbachia maculata 天南星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594 拎樹藤 Epipremnum pinnatum 天南星科 原生 藤本 種植 

595 龜背芋 Monstera deliciosa 天南星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596 羽裂蔓綠絨 Pilodendron bipennifolium 天南星科 栽培 藤本 種植 

597 明脈蔓綠絨 Pilodendron melinonii 天南星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598 佛手蔓綠絨 Pilodendron 'Xanadu' 天南星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599 大萍 Pistia stratiotes 天南星科 歸化 草本 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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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黃金葛 Rhaphidophora aurea 天南星科 栽培 藤本 種植 

601 白鶴芋 Spathiphyllum kochii 天南星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602 合果芋 Syngonium podophyllu 天南星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603 土半夏 Typonium blumei 天南星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04 美鐵芋 Zamioculcas zamiifolia 天南星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605 百子蓮 Agapanthus orientalis 石蒜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606 文珠蘭 Crinum asiaticum 石蒜科 原生 草本 種植 

607 火球花 Haemantus multiflorus 石蒜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608 孤挺花 Hippeastrum equestre 石蒜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609 螫蟹花 Hymenocallis speciosa 石蒜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610 紫嬌花 Tulbagia violacea 石蒜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611 蔥蘭 Zephyranthes candida 石蒜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612 韭蘭 Zephyranthes carinata 石蒜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613 看麥娘 
Alopecurus aequalis var. 

amurensis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14 蘆竹 Arundo donax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15 類地毯草 Axonopus affinis 禾本科 歸化 草本 種植 

616 地毯草 Axonopus compressus 禾本科 歸化 草本 種植 

617 長枝竹 Bambusa dolichoclada 禾本科 特有 草本 種植 

618 蘇枋竹 Bambusa multiplex 禾本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619 葫蘆竹 Bambusa ventricosa 禾本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620 金絲竹 Bambusa vulgaris var. striata 禾本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621 臭根子草 Bothriochloa intermedia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22 白羊草 Bothriochloa ischaemum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23 巴拉草 Brachiaria mutica 禾本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624 四生臂形草 Brachiaria subquadripara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25 蒺藜草 Cenchrus echinatus 禾本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626 孟仁草 Chloris barbata 禾本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627 竹節草 Crysopogon aciculatus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28 狗牙根 Cynodon dactylon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29 龍爪茅 Dactyloctenium aegyptium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30 雙花草 Dichanthium annulatum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31 升馬唐 Digitaria ciliaris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32 亨利馬唐 Digitaria henryi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33 小馬唐 Digitaria radicosa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34 短穎馬唐 Digitaria setigera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35 紫果馬唐 Digitaria violascens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36 雙稃草 Diplachne fusca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37 芒稷 Echinochloa colona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38 稗 Echinochloa crus-galli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39 牛筋草 Eleusine indica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40 鯽魚草 Eragrostis amabilis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41 小畫眉草 Eragrostis poaeoides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42 薄葉畫眉草 Eragrostis tenuifolia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43 假儉草 Eremochloa ophiuroides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44 高野黍 Eriocloa procera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45 白茅 Imperata cylindrica var. major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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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 千金子 Leptocloa cinensis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47 竹葉草 Oplismenus compositus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48 求米草 Oplismenus hirtellus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49 大黍 Panicum maximum 禾本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650 水生黍 Panicum paludosum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51 舖地黍 Panicum repens 禾本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652 兩耳草 Paspalum conjugatum 禾本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653 毛花雀稗 Paspalum dilatatum 禾本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654 百喜草 Paspalum notatum 禾本科 栽培 草本 野生 

655 圓果雀稗 Paspalum orbiculare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56 海雀稗 Paspalum vaginatum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57 象草 Pennisetum purpureum 禾本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658 棒頭草 Polypogon fugax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59 蘆葦 Pragmites australis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60 紅毛草 Rhynchelytrum repens 禾本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661 甘蔗 Saccharum sinensis 禾本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662 甜根子草 Saccharum spontaneum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63 囊穎草 Sacciolepis indica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64 倒刺狗尾草 Setaria verticillata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65 唐竹 Sinobambusa tootsik 禾本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666 斑葉唐竹 
Sinobambusa tootsik 

'Albostriata' 
禾本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667 雙蕊鼠尾粟 
Sporobolus indicus var. 

flaccidus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68 鼠尾粟 Sporobolus indicus var. major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69 熱帶鼠尾粟 Sporobolus tenuissimus 禾本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670 奧古斯丁草 Stenotaphrum secundatum  禾本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671 玉蜀黍 Zea mays 禾本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672 高麗芝 Zoysia tenuifolia 禾本科 原生 草本 種植 

673 蘆薈 Aloe vera var. chinese 百合科 栽培 草本 野生 

674 武竹 Asparagus densiflorus 百合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675 臺灣百合 Lilium formosanum 百合科 特有 草本 種植 

676 粗莖麝香百合 
Lilium longiflorum var. 

scabrum 
百合科 特有 草本 種植 

677 麥門冬 Liriope spicata 百合科 原生 草本 種植 

678 銀紋沿階草 
Ophiopogon intermedius 

'Argenteo-marginatus' 
百合科 原生 草本 種植 

679 沿階草 Opiopogon  japonicus 百合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680 竹芋 Maranta arundinacea 竹芋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681 水竹芋 Thalia dealbata 竹芋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682 香蕉 Musa sapientum 芭蕉科 栽培 草本 野生 

683 美人蕉 Canna indica var. orientalis 美人蕉科 歸化 草本 種植 

684 金邊紅花美人蕉 Canna 'Rosemond Coles' 美人蕉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685 水燭 Typa angustifolia 香蒲科 原生 草本 種植 

686 金鳥赫蕉 Heliconia rostrata 旅人蕉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687 旅人蕉 Ravenala madagascariensis 旅人蕉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688 天堂鳥 Strelitzia reginae 旅人蕉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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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9 風車草 
Cyperus alternifolius subsp. 

flabelliformis 
莎草科 歸化 草本 種植 

690 扁穗莎草 Cyperus compressus 莎草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91 異花莎草 Cyperus difformis 莎草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92 疏穗莎草 Cyperus distans 莎草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93 覆瓦狀莎草 Cyperus imbricatus 莎草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94 碎米莎草 Cyperus iria 莎草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95 紙莎草 Cyperus papyrus 莎草科 栽培 草本 野生 

696 香附子 Cyperus rotundus 莎草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97 小畦畔飄拂草 Fimbristylis aestivalis 莎草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98 乾溝飄拂草 Fimbristylis cymosa 莎草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699 安平飄拂草 
Fimbristylis ferruginea var. 

anpinensis 
莎草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700 短葉水蜈蚣 Kyllinga brevifolia 莎草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701 單穗水蜈蚣 Kyllinga nemoralis 莎草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702 圓筒穗水蜈蚣 
Kyllinga sesquiflora subsp. 

cylindrica 
莎草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703 多枝扁莎 Pycreus polystachyos 莎草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704 斷節莎 Torulinium odoratum 莎草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705 亞力山大椰子 Archontophoenix alexandrae 棕櫚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706 檳榔 Areca catecu 棕櫚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707 山棕 Arengo tremula 棕櫚科 原生 灌木 種植 

708 叢立孔雀椰子 Caryota mitis 棕櫚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709 孔雀椰子 Caryota urens 棕櫚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710 黃椰子 Chrysalidocarpus lutescens 棕櫚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711 可可椰子 Cocos nucifera 棕櫚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712 酒瓶椰子 Hyophorbe lagenicaulis 棕櫚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713 棍棒椰子 Hyophorbe verschaffelti 棕櫚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714 蒲葵 
Livistona chinensis var. 

subglobosa 
棕櫚科 原生 喬木 種植 

715 臺灣海棗 Phoenix hanceana 棕櫚科 特有 喬木 種植 

716 羅比親王海棗 Phoenix roebelenii 棕櫚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717 棕竹 Rapis umilis 棕櫚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718 觀音棕竹 Rhapis excelsa 棕櫚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719 甘藍椰子 Roystonea oleracea 棕櫚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720 大王椰子 Roystonea regia 棕櫚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721 白實櫚 Thrinax radiata 棕櫚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722 馬尼拉椰子 Veitcia merrillii 棕櫚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723 狐尾椰子 Wodyetia bifurcata 棕櫚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724 射干 Belamcanda chinensis 鳶尾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725 日本鳶尾 Iris japonica 鳶尾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726 荷蘭鳶尾 Iris  x  ollandica  鳶尾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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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 黃扇鳶尾 Trimezia martinicensis  鳶尾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728 象耳澤瀉 Caldesia grandis 澤瀉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729 舖地錦竹草 Callisia repens 鴨跖草科 歸化 草本 野生 

730 圓葉鴨跖草 Commelina benghalensis 鴨跖草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731 鴨跖草 Commelina communis 鴨跖草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732 竹仔菜 Commelina diffusa 鴨跖草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733 牛軛草 Murdannia loriformis 鴨跖草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734 紫背萬年青 Rhoeo spathacea 鴨跖草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735 小蚌蘭 Rhoeo spathaceo 'Compacta' 鴨跖草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736 紫錦草 Setcreasea purpurea 鴨跖草科 歸化 草本 種植 

737 彩葉蚌蘭 
Tradescantia spatacea 

'awaiian Dwarf' 
鴨跖草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738 吊竹草 Zebrina pendula 鴨跖草科 歸化 草本 種植 

739 黃斑龍舌蘭 
Agave americana var. 

variegata 
龍舌蘭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740 皇冠龍舌蘭 Agave attenuata  'Nerva' 龍舌蘭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741 麗葉朱蕉 Cordyline fruticosa 'Tricolor' 龍舌蘭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742 朱蕉 Crodyline terminalis 龍舌蘭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743 番仔林投 Dracaena angustifolia 龍舌蘭科 原生 灌木 種植 

744 香龍血樹 Dracaena fragrans 龍舌蘭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745 彩紋竹蕉 Dracaena marginata 龍舌蘭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746 短葉竹蕉 Dracaena reflexa 龍舌蘭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747 細葉百合竹 Dracaena reflexa 'Anita' 龍舌蘭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748 開運竹 Dracaena sanderiana 'Virens' 龍舌蘭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749 星點木 Dracaena surculosa 龍舌蘭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750 毛里斯麻     Furcraea foetida  龍舌蘭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751 酒瓶蘭 Nolina recurvata 龍舌蘭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752 斑葉林投 Panadanus veitcii 龍舌蘭科 栽培 灌木 種植 

753 棒葉虎尾蘭 Sansevieria cylindrica 龍舌蘭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754 虎尾蘭 Sansevieria trifasciata 龍舌蘭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755 短葉虎尾蘭 Sansevieria trifasciata 'Hahnii' 龍舌蘭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756 黃邊虎尾蘭 
Sansevieria trifasciata 

'Laurentii' 
龍舌蘭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757 山月桃 Alpinia intermedia 薑科 原生 草本 種植 

758 紅花月桃 Alpinia purpurata 薑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759 月桃 Alpinia zerumbet 薑科 原生 草本 種植 

760 絹毛鳶尾 Costus speciosus 薑科 原生 草本 種植 

761 鱗甲薑 Costus woodsonii 薑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762 野薑花 Hedychium coronarium 薑科 歸化 草本 種植 

763 獨黃 Dioscorea bulbifera 薯蕷科 原生 藤本 野生 

764 石斛 Dendrobium moniliforme 蘭科 原生 草本 種植 

765 禾草芋蘭 Eulophia graminea 蘭科 原生 草本 野生 

766 文心蘭 Oncidium flexuosum 蘭科 栽培 草本 種植 

767 白蝴蝶蘭 Phalaenopsis aphrodite 蘭科 原生 草本 種植 

768 紫苞舌蘭 Spathoglottis plicata 蘭科 原生 草本 種植 

769 紅刺露兜樹 Pandanus utilis 露兜樹科 栽培 喬木 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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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沒校園的動物 
    2014 年記錄到成大校本部植物種類多達 769 種，其中樹木有 183 種、

小灌木及草本與藤本等非樹木類植物有 586 種，豐富多樣的植物組成，提

供給多樣的生物在此進行棲息、覓食、築巢等動物活動。同期觀察到的動物

種類共有 195 種，包括：昆蟲綱 140 種、鳥綱 35 種、爬蟲綱 8 種、哺乳

綱 7 種、蛛形綱 3 種及兩生綱 2 種，動物種類及其發現校區如下： 

一、哺乳綱動物分布校區（標記 1 為有發現） 

序號 物種 成功 勝利 光復 成杏 敬業 自強 力行 東寧 

1 人 1 1 1 1 1 1 1 1 

2 赤腹松鼠 1 1 1 1 1 1 1 1 

3 東亞家蝠             1   

4 狗 1 1 1 1   1 1 1 

5 溝鼠 1   1       1   

6 貓   1 1     1     

7 錢鼠 1         1 1   

二、兩生綱動物分布校區 

序號 物種 成功 勝利 光復 成杏 敬業 自強 力行 東寧 

1 黑眶蟾蜍 1   1 1     1   

2 澤蛙 1     1         

三、爬蟲綱動物分布校區 

序號 物種 成功 勝利 光復 成杏 敬業 自強 力行 東寧 

1 印度蜓蜥 1               

2 守宮           1     

3 疣尾蠍虎 1 1 1 1 1 1 1   

4 紅耳泥龜     1           

5 斑龜 1 1             

6 斯文豪氏攀蜥     1       1   

7 麗紋石龍子 1               

8 鱉     1           

四、蛛形綱動物分布校區 

序號 物種 成功 勝利 光復 成杏 敬業 自強 力行 東寧 

1 細紋貓蛛               1 

2 菲島擬伊蛛      1       1 1 

3 蠅虎 1                
五、鳥綱動物分布校區 

序號 物種 成功 勝利 光復 成杏 敬業 自強 力行 東寧 

1 小白鷺 1   1       1   

2 小啄木 1   1     1 1   

3 五色鳥 1 1 1 1   1 1   

4 白尾八哥 1 1 1 1   1 1 1 

5 白腹鶇 1           1   

6 白頭翁 1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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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鳥綱動物分布校區 

序號 物種 成功 勝利 光復 成杏 敬業 自強 力行 東寧 

7 白鶺鴒 1   1       1   

8 赤腰燕 1     1   1 1   

9 赤腹鶇 1         1     

10 亞洲輝椋鳥     1           

11 夜鷺 1           1   

12 虎鶇 1               

13 洋燕 1 1 1 1 1 1 1 1 

14 疣鼻棲鴨     1           

15 紅尾伯勞 1 1 1   1 1 1 1 

16 紅鳩       1   1 1   

17 紅嘴黑鵯     1           

18 家燕           1     

19 珠頸斑鳩 1 1 1 1 1 1 1 1 

20 野鴿       1   1     

21 麻雀 1 1 1 1 1 1 1 1 

22 喜鵲               1 

23 斑文鳥             1 1 

24 紫綬帶     1           

25 黃尾鴝 1   1     1     

26 黑枕藍鶲 1 1 1 1   1 1 1 

27 黑冠麻鷺 1   1 1   1 1   

28 賈丁氏鸚鵡     1           

29 綠頭鴨     1           

30 綠繡眼 1 1 1 1 1 1 1 1 

31 鳳頭蒼鷹 1 1 1     1 1   

32 寬嘴鶲 1   1     1     

33 褐頭鷦鶯               1 

34 樹鵲 1 1 1 1   1 1 1 

35 藍磯鶇               1  
六、昆蟲綱動物分布校區 

序號 物種 成功 勝利 光復 成杏 敬業 自強 力行 東寧 

1 八重山粉蝶       1 1 1 1 1 

2 大紅姬緣椿             1   

3 大黽椿 1     1         

4 大鳳蝶           1 1   

5 大頭家蟻     1         1 

6 大頭麗蠅             1   

7 小紅姬緣椿       1     1   

8 中華劍角蝗             1   

9 中華稻蝗             1   

10 六條瓢蟲 1 1         1 1 

11 切葉蜂 1 1 1 1 1 1 1 1 

12 太平洋淡盲椿             1   

13 孔雀蛺蝶 1 1 1   1 1 1 1 

14 幻蛺蝶 1   1     1   1 

15 毛跗夜蛾     1     1 1 1 



  

150 

六、昆蟲綱動物分布校區 

序號 物種 成功 勝利 光復 成杏 敬業 自強 力行 東寧 

16 臺灣小灰蝶 1               

17 臺灣姬小灰蝶   1             

18 臺灣黃蝶 1 1 1 1 1 1 1 1 

19 玉帶鳳蝶 1   1           

20 白星椿象           1     

21 白翅葉蟬             1   

22 白斑蛾蚋     1       1 1 

23 白緣姬花金龜 1               

24 白線斑蚊 1   1     1 1 1 

25 禾蛛緣椿象   1           1 

26 肉蠅 1 1   1   1 1 1 

27 吹綿介殼蟲   1         1   

28 折列藍灰蝶 1 1 1     1 1 1 

29 杜松蜻蜓 1     1   1 1 1 

30 沖繩小灰蝶 1 1 1 1 1 1 1 1 

31 赤星椿象               1 

32 侏儒蜻蜓 1 1 1 1 1   1 1 

33 東方白點花金龜 1   1           

34 東方果實蠅           1 1   

35 果蠅 1   1   1 1 1   

36 泥大蚊 1   1     1 1   

37 波琉璃紋花蜂               1 

38 波紋小灰蝶 1 1   1 1   1 1 

39 波蛺蝶 1             1 

40 虎斑細腰蜾蠃               1 

41 金氏姬椿象             1   

42 長足虻 1 1   1 1 1 1 1 

43 長鬚夜蛾 1               

44 青紋細蟌       1     1   

45 青帶鳳蝶 1 1 1     1 1 1 

46 青條花蜂             1 1 

47 南亞大眼長椿       1         

48 柑橘潛蛾             1   

49 紅后負蝗 1         1 1 1 

50 紅肩美姬緣椿 1           1   

51 紅脈熊蟬     1       1   

52 紅擬豹斑蝶               1 

53 紅蠟介殼蟲             1   

54 食蚜蠅 1 1 1 1 1 1 1 1 

55 食蟲虻 1   1       1 1 

56 埔里紅弄蝶 1               

57 埃及吹綿介殼蟲 1 1 1 1     1   

58 埃及斑蚊 1   1     1 1 1 

59 家蠅 1 1 1 1   1 1 1 

60 展足蛾 sp                 

61 桑天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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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昆蟲綱動物分布校區 

序號 物種 成功 勝利 光復 成杏 敬業 自強 力行 東寧 

62 琉球青斑蝶             1   

63 琉璃波紋小灰蝶               1 

64 紋白蝶 1 1 1 1   1 1 1 

65 荔枝椿象             1   

66 草螟蛾 1         1   1 

67 蚤螻 1           1 1 

68 高翔蜻蜓 1               

69 帶鈴腹胡蜂 1             1 

70 彩灰翅夜蛾 1               

71 彩裳蜻蜓   1 1         1 

72 條蜂緣椿             1 1 

73 淡紋青斑蝶 1   1     1 1 1 

74 淡黃蝶 1   1 1 1 1 1 1 

75 甜菜白帶野螟蛾   1           1 1 

76 粗針蟻 1         1     

77 粗鉤春蜓             1   

78 細扁食蚜蠅      1       1 1 

79 連珠尾尺蛾             1   

80 野螟蛾 sp1 1           1   

81 野螟蛾 sp3 1               

82 斑粉蝶   1 1     1 1 1 

83 斑翅長腳蜂   1             

84 斑野螟蛾           1     

85 無尾白紋鳳蝶           1     

86 無尾鳳蝶 1 1 1   1 1 1 1 

87 猩紅蜻蜓   1 1     1     

88 短角外斑腿蝗 1             1 

89 紫紅蜻蜓             1   

90 紫蛇目蝶 1           1   

91 舒納姬金龜     1           

92 菱蝗 1           1 1 

93 間黑草蛉             1   

94 黃長腳蜂     1     1     

95 黃胸泥壺蜂 1   1     1 1 1 

96 黃喙蜾蠃 1               

97 黃斑弄蝶   1             

98 黃斑黑椿     1   1   1   

99 黃斑黑蟋蟀             1   

100 黃腰虎頭蜂 1           1 1 

101 黃鉤蛺蝶     1       1 1 

102 黃環艷瓢蟲         1       

103 黑巴達姬蜂   1             

104 黑尾虎頭蜂 1         1 1 1 

105 黑星弄蝶 1 1         1 1 

106 黑樹蔭蝶         1       

107 圓眼長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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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昆蟲綱動物分布校區 

序號 物種 成功 勝利 光復 成杏 敬業 自強 力行 東寧 

108 微腳蠅 1   1           

109 搖蚊 1   1 1 1   1   

110 暗條澤背黽椿 1               

111 義大利蜂 1 1 1 1 1 1 1 1 

112 葉蜂 1     1   1 1   

113 葉蟬 1     1 1 1 1 1 

114 榕管薊馬       1 1       

115 臺灣土白蟻     1   1   1   

116 臺灣青銅金龜     1           

117 臺灣姬黑金龜     1           

118 臺灣鋏蠓 1   1     1 1 1 

119 銅翼眥木蜂   1           1 

120 蜚蠊瘦蜂     1           

121 寬棘緣椿象               1 

122 廣翅蠟蟬             1   

123 樟樹葉蜂         1   1   

124 熱帶火蟻 1   1           

125 瘤緣椿             1   

126 緬甸藍葉蚤             1   

127 褐背細蟴 1           1 1 

128 褐斑蜻蜓 1               

129 樺斑蝶 1 1 1 1 1 1 1 1 

130 橙尾細蟌         1       

131 樹蔭蝶         1 1   1 

132 瓢蠟蟬             1 1 

133 縱斑彩獵椿象               1 

134 薄翅蜻蜓 1 1 1 1   1 1 1 

135 檬果褐葉蟬     1       1   

136 蟻 1 1   1   1 1   

137 麗蠅 1           1 1 

138 寶玉食蚜蠅               1 

139 纖粉蝶 1 1 1 1   1 1 1 

140 蠼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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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流浪犬貓 

    成大校園裡的流浪犬貓很幸福！校園裡的成大人大多對動物們很友善，

還有學生自發性成立的成大流浪動物志工隊來照護牠們，並在總務處事務組

的協助下，每月於事務組網站發佈月報，提供師生資訊。成大流浪動物志工

成立於 2010 年，其使命主要為穩定校園流浪狗的數量、維持校園公共衛生

及安全。其實質的做法是以 TNR（trap 捕捉、neuter 結紮、release 放回）

來解決自然繁殖的問題，利用食物控制來管理族群數量，以地域性來驅逐新

狗，預防接種來防止傳染病，辦理校園宣導突發狀況自我防衛，以及處理師

生申訴案件，還有每月幫狗狗們洗澡及除蚤，期能創造一個人與狗和諧相處

的環境。 

    此外，要特別提到在 2014

年的 3 至 4 月間，一位關注成大

校園流浪犬的許博凱同學，當時

他發想將其在校園拍攝到的志工

隊列管流浪犬出寫真集，攝影、

撰文、編輯、排版一手包辦，並

自籌經費。在他的努力不懈之下，

終於當年 12 月出書「學校有狗─成大校園列管流浪犬隻攝影集」，其以印刷

工本價分享給關懷成大校園犬隻或喜歡狗的人。該書透過文字描述及 2013

至 2014 年的攝影作品，記錄了 35 隻列管流浪犬在成大校園的行為。一位

大學生能有這樣的目標，在課餘時間努力達成，讓雖不是特別喜歡狗但熱愛

貓咪的筆者我，在當時也透過學生向他買了一本呢！ 

GI L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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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愛又可惡的松鼠 

    出沒在成大校園裡的松鼠是赤腹松鼠！在校本部各個校區都有牠的身

影，以成功校區為例，常見成群出現在格致堂兩側的樹林、總圖書館西側與

成大附設幼稚園間的木麻黃與樟樹綠地，或在工學大道的樹冠上追逐嬉戲。

走在工學大道人行道上的你，尤其是在靠西側的人行道，步伐之間要特別當

心會從上掉落下來正打架的松鼠們！還有他們會躲在欖仁枝幹上啃食欖仁

果實，從樹冠下經過的你，要看看地上若有新鮮咬痕的落果，抬頭看或許會

看見牠可愛的吃相，也可避免被牠咬過掉落的果實打到喔！ 

    松鼠會磨牙，在總圖書館西

側，常可見著牠咬著樟樹的樹皮

或靠在木麻黃樹幹啃咬樹皮磨牙，

在芒果結實季節還可以見到被松

鼠咬過的近成熟果落滿地呢！ 

  

WM Chen 

WM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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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大家族 

    2014 年記錄到成大校本部校園的鳥類有 35 種，其中有 3 種是臺灣特

有亞種，有白頭翁、樹鵲、褐頭鷦鶯；記錄到的法定保育類有 2 種，包括列

為珍貴稀有野生動物的紫綬帶，以及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的紅尾伯勞。 

序號 中文名 學名 科名 屬性 備註 

1 紅尾伯勞 
Lanius cristatus 

cristatus 
伯勞科 

冬、普/ 

過、普 

其他應予保育

之野生動物 

2 褐頭鷦鶯 
Prinia inornata 

flavirostris 
扇尾鶯科 留、普 臺灣特有亞種 

3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formosae 
鴉科 留、普 臺灣特有亞種 

4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formosae 
鵯科 留、普 臺灣特有亞種 

5 紫綬帶 
Terpsiphone 

atrocaudata 
王鶲科 

春/秋、 

過、稀 

珍貴稀有野生

動物 

     

    在成大校本部的校園最常見到的，也是為數最多的鳥種就是麻雀。光復

校區成功湖畔的草地上，常可見到遍地的麻雀在覓食或理身。每當雀榕、菩

提樹、茄苳結實纍纍成熟時，常看到滿樹的鳥兒們忙著啄食。 

    想見識較多種的鳥類，自強校區的自強員工宿舍樹林、力行校區臺文系

北側樹林、成功校區格致堂兩側的樹林等區域是不錯的賞鳥地點。自強員工

宿舍樹林有鳳頭蒼鷹、黑枕藍鶲、黑冠麻鷺活動築巢，樹鵲珠頸斑鳩、赤腹

鶇、黃尾鴝等鳥類活動；臺文系北側樹林則有黑冠麻鷺活動築巢，白鶺鴒、

洋燕、赤腰燕等鳥類活動；格致堂兩側樹林有鳳頭蒼鷹、五色鳥、黑枕藍鶲

活動築巢，白鶺鴒、珠頸斑鳩、樹鵲、赤腹鶇、黃尾鴝、寬嘴鶲等鳥類活動。

不論鳥種，就是想看鳥的話，格致堂兩側的樹林、綠色魔法學校北側樹林、

榕園及北側樹林等地點是鳥類出沒頻繁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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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圖：黑枕藍鶲/成功校區；右上圖：樹鵲/東寧校區；下圖：紅尾伯勞/

光復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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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圖：赤腹鶇/成功校區；右上圖：五色鳥/成功校區；左下圖：小啄木/

自強校區；右下圖：黃尾鴝/成功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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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翠鳥/成功校區；左下圖：鳳頭蒼鷹/力行校區；右下圖：黑冠麻鷺/

成功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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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綠繡眼/成功校區；下圖：麻雀/光復校區；兩者都是成大校本部各校

區常見的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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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蝶翩翩 

    2014 年觀察記錄到成大校本部校園的蝶類昆蟲有 31 種，觀察到其中

訪花或/及授粉的蝶類有 12 種，受訪的植物種類為 16 種。由以下記錄表中

的資料，可見不同蝶類訪花植物種類的差異，體會種植多樣性的植物，可孕

育更多樣的生物，以及野生植物在校園環境的重要性。 

訪花或/及授粉物種 受訪的植物種類 

沖繩小灰蝶 
黃鵪菜、一枝香、蠅翼草、大花咸豐草、酢醬草、紫

背草 

角紋小灰蝶 大花咸豐草、雙花草、孟仁草 

臺灣姬小灰蝶 黃鵪菜、一枝香、蠅翼草、酢醬草 

折列藍灰蝶 黃鵪菜、一枝香 

淡黃蝶 
黃鵪菜、一枝香、蠅翼草、大花咸豐草、酢醬草、紫

背草 

紋白蝶 大花咸豐草 

纖粉蝶 蠅翼草、酢醬草 

八重山粉蝶 金露花、露絲金露花、馬纓丹 

樺斑蝶 金露花、馬纓丹、馬利筋、紅珠仔、酢醬草 

孔雀蛺蝶 金露花、露絲金露花、馬纓丹、巴西擬鴨舌癀 

玉帶鳳蝶 長春花 

無尾鳳蝶 矮仙丹 

下圖：樺斑蝶/東寧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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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圖：孔雀蛺蝶/成功校區；右上圖：幻蛺蝶/敬業校區；左中圖：八重山

粉蝶/東寧校區；右中圖：恆春琉璃小灰蝶/力行校區；左下圖：樹蔭蝶/東

寧校區；右下圖：無尾鳳蝶/力行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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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動物 

左上圖：紅腹細蟌/光復校區；右上圖：紫紅蜻蜓（雄）/力行校區；左中圖：

疣尾蠍虎/光復校區；右中圖：東亞家蝠/力行校區；左下圖：猩紅蜻蜓（雄）

/成杏校區；右下圖：黑眶蟾蜍/敬業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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