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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青少年加強對生物多樣性的認識和實踐，各合

辦單位本著共同理念，推出一項為期 

期以鼓勵青少年保護環境，愛護大

自然，愛護地球，符合聯合國訂定之可持續發展目標 



 

花名: 燈籠花   學名： Abutilon Megapotamicum   科: 錦葵科 

原產秘魯、智利、及波利維亞等中、南美洲國家。花色有紅、紫、白

三個品種供觀賞用，花期可長達全年，農曆年的 1-3 月為最盛開。燈籠

花生長的花總是整齊、對稱的，而且很像燈籠，就像貼在燈籠上的剪

紙。燈籠在中國代表的是吉祥、安寧。花語是感恩、謝錯。 

樹名: 秋茄樹 學名: Kandelia obovate 科: 紅樹科 屬: 秋茄屬 

主要生長於越南北面、海南、香港等地。秋茄常成為優勢群，聚生一起

抵抗風浪，河口有源源不絕的營養，聚生沒有競爭營養的問題。花期在 

4 至 8 月間，果期在 8 至 4 月間。 



樹名: 細葉榕 學名: Ficus microcarpa 科: 桑 屬: 榕屬 

炎熱潮濕地區生長，在南中國、香、馬來西、台等地方很常見。細有質

表面，是常綠植，生命力頑強但生長緩慢，有濃密及廣闊的樹冠，枝條

垂下大量鬚狀氣根。當碰觸到泥土表面，會形成新的樹幹。花藏在無花

果內。 

樹名: 棕櫚樹 學名: Arecaceae 科: 棕櫚科 屬: 檳榔屬 

絕大部分棕櫚樹生活在熱帶或亞熱帶地區，以熱帶美洲和熱帶亞洲為

分布中心，中國秦嶺以南地區均有分佈，常用於庭院、路邊及花壇之

中，適於四季觀賞，及具有經濟價值的主要有椰子、檳榔、棕櫚、棗

椰等。4-5 月開花，花小而黃白色，10-11 月秋天熟時，花呈青黑色。 



 

 

花名: 山茶花   學名: Camellia japonica   科: 山茶科 

原產於華東地區，現分佈於長江流域、臺灣，及朝鮮、日本和印度等

地。山茶有一千多年的栽培歷史，是世界名花之一。山茶是重慶市、山

東青島市及台灣新竹縣等地的縣花，亦是日本銚子市的市花。花期為 10

月到翌年 5 月。 

 

 

樹名: 黃桐  學名: Endospermum chinense Benth.  科: 大戟科 屬: 黃桐屬 

生於海拔 600 米以下山地常綠林中，並產於福建南部、廣東、海南、廣

西和雲南南部。 、印度東北部、緬甸、泰國、越南也有分佈。花期為 5-

8 月，果期為 8-11 月。黃桐可用作中藥，主治手足浮腫、頭髮脫落和跌

打損傷等等。 



 

 

樹名: 牙香樹 學名: Aquilaria sinensis 科: 瑞香科 屬: 沉香屬 

又名土沉香，是香港原生稀有的雙子葉植物，被列國家保護野生樹種。

主要分布於西南沿海濕地地區，為耐鹽的紅樹林伴生植物。花期為 4 

月，果期為 7 月，長有黃綠色細花且有微香，每年 5 月結成木質蒴果，

成熟時轉黑。樹脂帶有香氣，被製成嶺南名貴的香料，且具有藥用價

值。製成品包括鈔票紙、肥皂等。 

 

 

花名: 朱槿   學名: Hibiscus rosa-sinensis   科: 錦葵科 

原產於中國南部。由於早期花色大多為紅色，中國嶺南一帶將之稱為大

紅花，也是馬來西亞國花。朱槿不但擁有觀賞價值，還有食用及中醫藥

用用途。主要繁殖方法是扦插法或嫁接法。花語為纖細美、體貼之美、

永保清新之美。 



 

 

 

花名: 劍蘭   學名: Gladiolus   科: 鳶尾科 

劍蘭原產於南非，四季皆可開花。劍蘭不但有觀賞用途，劍蘭的球莖還

有藥用成份，例如: 解毒散瘀，消腫止痛。 當每朵花皆有劍狀的苞片保

護著，花色有紅、黃、白、粉紅及紫紅等。 

 

 

樹名: 楓香 學名: Liquidambar formosana 科: 楓香科 屬: 楓香屬 

原產於中國南部及台灣。本種為陽性植物，喜好陽光、耐蔭、耐火、抗

有毒氣體及抗風寒，深根性，喜生於濕潤、肥沃的酸性及中性壤土。常

有樹脂，乾後棕黑色，有光澤。楓香樹的枝幹可採樹脂供製線香及藥



樹名: 白千層  學名: Melaleuca quinquenervia 科: 桃金孃科 屬: 白千層屬 

生長在澳洲的一個植物屬，主要生長在靠近水邊或沼澤地邊緣。一些昆

蟲以千層樹的葉為食。作為長綠樹，樹皮一層層剝落，花沿著樹幹生

長，顏色有白色、粉紅色、紅色、黃色和綠色。千層樹提煉的油可以應

用到食品和醫藥工業中，因其具有抑制細菌的功用。 

 

 

花名: 菊花   學名: Chrysanthemum   科: 菊科 

原產於中國華北地區。菊花是中國花中四君子(梅蘭竹菊)之一，也是世

界四大切花(菊花、月季、康乃馨、唐菖蒲)之一，產量居首。中國人有

重陽節賞菊和飲菊花酒的習俗，有著吉祥、長壽的花語。花期可分為夏

菊、秋菊、寒菊，一般持續 20-35 天左右。 



 

 

 

花名: 玫瑰   學名: Rosa rugosa   科: 薔薇科 

玫瑰原產地中國華北地區(山東、甘肅、昆明等)、日本和朝鮮。枝條較

為柔弱軟垂且多密刺，每年花期只有一次，花有紫紅色、白色及紅色

等。花期為 5-6 月，果期為 8-9 月。玫瑰的一個重要用途是提製香精

油，亦可食用和藥用功效。玫瑰象徵著美麗和愛情。 

樹名: 桉樹 學名: Eucalyptus  科: 桃金孃科 屬: 桉屬 

澳洲木本植物中最具代表性的樹種。枝、葉花有芳香；葉子通常互生，

有柄，全緣羽狀脈，多為鐮刀形；早春開白色、紅色或黃色花，多為傘

形或頭狀花序，萼片與花瓣連合成帽狀體（花蓋），開花時脫落；蒴果

成熟時頂端 3 － 5 裂；種子多數有角棱。樹葉為澳洲特有種動物無尾熊

的唯一食物來源。 



樹名: 樟樹 學名: Cinnamomum camphora 科: 樟科 屬: 樟屬 

原產於越南、中國長江以南、台灣、韓國、日本，生長於濕潤的山谷、

山腰下、河流兩岸、路旁等。樟樹散發著特有清香氣息。樟樹成熟期為 

10-11 月，成熟時由綠色轉為黑紫色，果皮呈紫黑色，有光澤。樟樹枝葉

濃密、樹形美觀，可作行道樹及防風林。 

 

 

 

花名: 茉莉花   學名: Jasminum sambac (L.) Ait   科: 木犀科 

原產地為印度、巴基斯坦、阿拉伯一帶。花期 5-8 月，果期 7-9 月。茉

莉的花極香，為著名的花茶原料及重要的香精原料；花、葉藥用治目赤

腫痛，並有止咳化痰之效。繁殖方法為壓條和扦插。 



 

 

花名: 含笑花   學名: Michelia figo   科: 木蘭科 

原產於廣東和福建。含笑花有一種獨特而濃烈香蕉味的香氣，用作為觀

賞植物，為庭園帶來香氣。含笑花可常年開花，花色從白色、乳黃色到

紫色不等。花期為 3-5 月，果期為 7-8 月。含笑花可用扦插、圈枝繁殖

和嫁接法等方式繁殖。 

 

 

 

樹名: 大葉相思 學名: Acacia auriculiformis 科: 含羞草 屬: 金合歡屬 

原產於巴布亞紐幾內、澳北部及紐西等地。本種生長迅速，耐旱適應力

強，能於貧瘠土地上生長，可作防護、園林之用，同為蜜樹種。 



 

 

樹名: 紅膠木 學名: Tristania conferta 科: 桃金孃科屬: 紅膠木屬 

原產地在澳洲的布利斯班市，較宜在蔭蔽而疏散的土壤中生長，能抑減

林地雜草生長，遭生山火焚燒後再生能力很強．為舊日"植樹三寶"之

一，亦為白蟻所愛好寄居樹木。 

 

 

花名: 百合花   學名： Lilium   科: 百合科 

主要分布在亞洲東部、歐洲、北美洲等北半球溫帶地區。夏季短暫休眠

後，越冬後莖伸長開花。百合花常有香味，有白、黃、橙、粉、紅、

紫、等色。百合花外表高雅純潔，有百年好合及百事合意之意，中國自

古視為婚禮必不可少的吉祥花卉。 



 

 

花名: 丁香花   學名： Syringa   科: 木犀科 

主要分佈於歐洲東南部、阿富汗和中國等地。丁香花大多供觀賞用，有

些可提制芳香油，亦為蜜源植物，木材供建築和家具用。大部分可以人

工栽培和種植，通常的繁殖方法有播種、扦插、嫁接、分株、壓條繁

殖。翌春播種，夏季用嫩枝扦插，成活率很高。 

 

 

 

樹名: 羊蹄甲 學名: Bauhinia variegate 科: 豆 屬: 羊蹄甲 

原產於中南部、印及馬來半。於每年 3 月至 5 月落葉後開花，花有 5 枚

粉紅色的花瓣，其中 1 枚有深紅色條紋，具有香氣。 



 

 

樹名: 洋紫荊 學名: Bauhinia x blakeana 科: 豆 屬: 羊蹄甲 

原產於香及印地區。一塊兩瓣，似或圓形，頂端似羊蹄。花洋，似荊，

有五片花瓣及五支公芯。每年 2-4 月開花，多花少葉。對地形適應性比

較好可以抵抗大氣污染。97 後區政府用洋紫荊作區徽，區旗的圖案。 

 

 

花名: 荷花   學名： Nelumbo nucifera   科: 蓮科 

原產亞洲熱帶和溫帶地區。荷花種植在池塘或河流底部的淤泥上，但其

葉子和花仍保持乾淨，這就是自潔的效果，故有出淤泥而不染之意。荷

花是澳門的區花，還是印度和越南的國花。花一般盛開於夏季，荷花也

因而成為夏日之風物。 

 



 

 

花名: 睡蓮   學名： Nymphaea tetragona   科: 睡蓮科 

在北半球廣泛分布，如東亞(如中國、日本、蒙古等)及北歐等地。睡蓮

的葉子和花浮在水面上。睡蓮秋季開白色花，午後開放，晚間閉合，可

以連續開閉三四日。睡蓮因晝舒夜卷，而被譽為「花中睡美人」。睡蓮

的用途甚廣，可用於製茶、插花、藥用等。 

 

 

 

樹名: 印度榕 學名: Ficus elastic 科: 桑 屬: 榕 

屬雙子葉植的印度榕含有白色黏液的乳汁，所以成為早期橡的來源，因

而被人誤疑為橡膠的一種，花果期為每年 9 月到 11 月。 印度榕原産

錫、印東北部、緬、馬來西北部、印度尼西等地。 



 

 

樹名: 石栗 學名: Aleurites moluccana 科: 大戟 屬: 石栗屬 

樹皮暗灰色，淺縱裂至近乎光滑。小枝有星狀細毛或絨毛。花為聚傘花

序，花乳白色至乳黃色。花期為 4-10 月，果期為 10-12 月。原生於馬來

西及波里尼西等地[6， 現分布於廣東、廣西、雲南。喜日光充足，土壤

肥沃及排水良好的沙壤土，能抗乾旱但不耐寒，枝條抗風性弱易風折。 

 

 

花名: 鳳眼藍   學名： Eichhornia crassipes   科: 雨久花科 

原產於南美洲亞馬遜河流域。藍紫色的鳳眼藍繁殖迅速，在合適的條件

下兩個星期即可繁殖一倍，主要透過根莖及種子兩種方式繁殖。花期為

7-10 月，果期為 8-11 月。全株也可供藥用，有清涼解毒、除濕祛風熱以

及外敷熱瘡等功效。 



 

 

花名: 萬壽菊   學名： Tagetes erecta   科: 菊科 

原產墨西哥，中國各地均有栽培，可生長在海拔 1150 米至 1480 米的地

區。萬壽菊常於春、夏季播種。主要透過扦插於夏季來繁殖。花色有

白、黃至橙紅各種色彩，色彩繁多。葉緣具腺點，會釋放異味，故又稱

為「臭菊」。 

 

 

樹名: 台灣相思 學名: Acacia confusa Merr.科: 含羞草 屬: 金合歡屬 

原產於台南部、中南方及東南一帶。相思樹生長在較乾旱的地區，為了

減少水分蒸發量，必須有自我保護的機制，就跟仙人掌一樣。相思樹的

樹幹非常堅硬，可作為薪材，故稱為相思，而且可燃燒許多時間。 



 

 

樹名: 夾竹桃 學名: Nerium oleander 科: 夾竹桃 屬: 夾竹桃屬 

產於摩洛、葡萄、地中地區及亞南部至雲。生長至 2-6 米高，在直立的

枝上向外展開。特徵為葉輪生，蓇葖果呈圓柱狀，種子披褐色長毛。花

期為 4 至 9 月，有白色、粉紅色或黃色，有五瓣花冠。偶然散發出甜香

味。果長而窄，成熟會爆放大量種。夾竹桃具觀賞價值的中草藥。因為

莖部像，花朵像桃，因而為名。 

 

 

花名: 蝴蝶蘭   學名： Phalaenopsis aphrodite Rchb. F.   科: 蘭科 

原產於亞熱帶雨林地區，並分佈在泰國、菲律賓及台灣等地。蝴蝶蘭植

株從葉腋中抽出長長的花梗，並且開出形如蝴蝶飛舞般的花朵，深受花

迷們的青睞，素有“洋蘭王后”之稱。 

 



 

 

花名: 蝦仔花   學名： Woodfordia fruticosa    科: 千屈菜科 

原產地為墨西哥，雲南、貴州和廣西等省均有分佈。花色鮮紅或稍帶桔

紅色，像條條柳鞭懸掛著串串紅色的小蝦仔。花期為春、夏、秋三季。

以扦插法繁殖，四季皆可育苗，以春季為適期。 

 

 

 

樹名: 木麻黃 學名: Casuarina equisetifolia 科: 木麻黃科屬: 木麻屬 

花期為 4 至 5 月，果期為 7 至 10 月。常綠喬，高可達 20 米；灰綠色小

枝細軟，似針葉，多節，每節有極退化的苞片狀葉 6 － 8 枚；初夏開

花，雌雄同株或異株；球形果實，直徑 10 － 16 毫米，小堅，上部有

翅。最佳的防風林，可植於海邊，樹高且堅硬。生長迅速，抗風力強，

是中國南方濱海防風固的常見樹種之一。 



 

 

樹名: 大頭茶 學名: Gordonia axillaris 科: 山茶科 屬: 大頭茶屬 

花期為每年十月至翌年一月。10-2 月開花，7-10 月果熟。常綠性喬木，

老葉掉落前轉紅。喜溫暖多霧的生育地，常見於低中海拔近山脊處或較

向陽的坡面。庭園綠化樹種，花大型耀眼。木材緻密，紅色，供建築及

器具用材。果實成熟時，常吸引猴群來取食。 

 

 

花名: 美人蕉   學名： Canna indica L.    科: 美人蕉科 

原產美洲、印度、馬來半島等熱帶地區。主要品種有紅花美人蕉、黃花

美人蕉及雙色鴛鴦美人蕉。花期及果期為 3-12 月。4-5 月份時進行播種

或於 3-4 月進行塊莖繁殖。美人蕉的花語為堅實的未來。 

 



 

 

花名: 樹頭菜     學名: Crateva unilocularis     科: 山柑科 

分佈在緬甸、廣西、雲南及廣東等地。外形似香椿，是一種刺藤喬木的

傘狀嫩尖，肥大鮮嫩，一般多在春季採摘食用。樹頭菜是營養價值很豐

富的一種野生蔬菜。 

 

 

 

樹名: 魚木 學名: Crateva unilocularis Buch.-Ham.科:白花菜科 屬:魚木屬 

一年有兩次花期，主要在 3 月先長葉後開花，9 月短暫開花及小量。主

要分布於琉球群島、台以及廣，生長於海拔 400 米的地區，常生長在低

山水旁、溝谷、平地以及石山密林中。高可達八公尺，側枝輪生。春末

開花，花冠黃白色，花絲紅色細長。夏秋季結果，漿果卵形，橙褐色。

葉叢生枝端，倒卵形。密葉小喬木。 



 

 

樹名: 大花紫薇 學名: Lagerstroemia speciosa 科: 千屈菜科 屬: 紫薇屬 

於熱帶及亞熱帶的落葉橋木，盛產於印度，故此亦被稱為「印度之

光」。喜高溫濕潤氣候，適應力強，能於不同土壤栽培，在香港隨處可

見。花期為 5-7 月，而果期為 10-11 月。葉呈長橢圓形對生，尾尖脈清，

可達 20 公分長，冬季葉色會漸變為橙紅色。夏季開 花，花紫色，圓錐

花序串生。圓球形木質蒴果，徑約 2.5cm，成熟時為暗褐，自裂成六片

至七片。 

 

 

花名: 紫玉蘭     學名: Magnolia liliiflora     科: 木蘭科 

為中國特有植物，分佈在雲南、福建及湖北等地。紫玉蘭花朵艷麗怡

人，芳香淡雅，外面紫色或紫紅，內面白色或粉紅。花期為 3-5 月，果

期為 8-10 月。 

 

 

 

 

 



 

花名: 香港茶   學名： Camellia hongkongensis    科: 山茶科 

1849 年，香港茶被依歷上校（Colonel Eyre）初次發現於扯旗山，後來在

的薄扶林、聶高信山、柏架山等地亦有所發現。香港茶屬於香港瀕危植

物。花鮮粉紅色而無柄，沒香味，花期從每年 12 月到 3 月。種子可用來

製成肥皂、潤滑油及潤髮油。 

 

 

 

 

樹名: 木棉 學名: Bombax ceiba 科: 木棉科 屬: 木棉屬 

木棉是一種在熱帶及亞熱帶地區生長的落葉大喬，高約 10—25 公尺。樹

幹基部密生瘤刺。枝輪生，葉互生。木棉的樹幹粗大，木質軟。每年 

2—4 月份先開花，後長葉。花五瓣，倒卵形狀，兩面都有星狀毛，橙黃

或橙紅色，通常在早春長出。花後結橢圓形碩果，約莫在 5 月時，果實

會裂開，內裡的卵圓形種子連同由果皮內壁細胞延伸而成的白色棉絮會

隨風四散。 



樹名: 合歡樹 學名: Albizia julibrissin 科: 豆 屬: 合歡 

合歡花產於中國東北至華南及西南部各省區。生於山坡或栽培。非洲、

中亞至東亞均有分佈；北美亦有栽培。合歡花喜溫暖濕潤和陽光充足環

境，氣微香，味淡。粉紅色的花絲，莢果偏，是城市行道樹、觀賞樹。 

 

 

花名: 葉子花   學名： Bougainvillea spectabilis    科: 紫茉莉科 

原產南美洲的巴西，大約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才傳到歐洲栽培。花色有

鮮紅色、橙黃色、紫紅色、乳白色等。花期由 11 月起至翌年 6 月。每逢

新春佳節，綠葉襯托著鮮紅色片，彷彿孔雀開屏，格外璀璨奪目。葉子

花還是一味中藥，有散痢消腫的效果。 

 



 

 

花名: 龍船花   學名： Ixora chinensis    科: 茜草科 

原產於中國南方與馬來西亞一帶，一般常見的多數為橙紅色的花。為

「沖繩三大名花」之一。花期為每年 3-12 月。主要的繁殖方式為扦插

法，夏季以及秋季的盛花期因為生長比較迅速與茂盛，是最適當繁殖的

的時機。花語有爭先恐後之意。 

 

樹名: 鳳凰木 學名: Delonix regia 科: 蘇木科 屬: 鳳凰木屬 

生於亞熱帶地方的落葉喬木是香港市區常見品種。開花時花朵耀眼，猶

如紅燄如火的花海。每朵鳳凰木擁有五片紅色花瓣色彩奪目， 有裝飾和

遮蔽太陽的作用。 



 

 

花名: 蒲桃     學名: Syzygium jambos    科:  桃金孃科 

東南亞原產的果樹，可以作為防風植物栽培，果實可以食用。花期為 3-

4 月呈白色，果實成熟期為 5-6 月呈黃色。蒲桃可以採用種子繁殖、扦插

繁殖和嫁接繁殖。 

 

 

花名: 杜鵑   學名： Rhododendron simsii Planch.   科: 杜鵑花科 

杜鵑在春季開花，有紅、淡紅、杏紅、雪青、白色等，產自中國江蘇、

安徽、浙江和雲南等地。江西、安徽、貴州更以杜鵑花為省花。全株供

藥用有行氣活血、補虛，治療內傷咳嗽及腎虛耳聾等疾病。杜鵑的繁殖

方法有扦插、嫁接、壓條、分株、播種。 



 

 

花名: 宮粉羊蹄甲   學名： Bauhinia variegata   科: 豆科 

原產於中國南部、印度。在香港於春天及初夏開花，花期由 3-5 月，花

粉紅色，由五塊分離的花瓣組成，其中一塊花瓣帶紅色及黃綠色條紋，

花、花芽、嫩葉及幼果可供食用入藥，根皮煎劑可治療消化不良。繁殖

多採用扦插或壓條、嫁接法，扦插於夏、秋季進行。 

 

 

花名: 粉美人蕉   學名： Canna glauca L.    科: 美人蕉科 

產於熱帶美洲及西印度群島。粉美人蕉是一種優良的園林綠化和城市濕

地水景佈置的材料。花期長，耐水淹，在雨季豐水期和和旱季枯水期都

能安然無羔。顏色從粉、橙紅色及具帶紅色斑點等。花期為夏、秋季。 



 

 

花名: 茶梅   學名： Camellia sasanqua    科: 山茶科 

分佈於日本、台灣以及中國 湖北省、江西省及江蘇省等地，屬中國原產

的植物。日本神戶市亦以茶梅為市樹。花期由 11 月初開至翌年 3 月。喜

光而稍耐蔭，忌強光，屬半陰性植物，茶梅較為耐寒，但盆栽一般以不

低於-2℃為宜，抗性較強，病蟲害少。茶梅採用單葉短枝扦插法，取材

簡便，成活率高。 

 

 

花名: 桃花   學名： Prunus persica   科: 蔷薇科 

桃花原產於中國中部、北部，現已在世界溫帶國家及地區廣泛種植，其

繁殖以嫁接為主。花色有白、粉紅、紅等，每年 3-6 月份開花，具有很

高的觀賞價值。桃花可製成桃花丸、桃花茶等食品。花語為愛情的俘

虜。 



 

 

花名: 海芋花   學名： Alocasia macrorrhizos   科: 天南星科 

原產於美洲。作為觀賞植物時則被稱為滴水觀音，當環境濕度過大，會

從闊大的葉片上往下滴水，外有一大型綠色佛焰苞，開展成舟型，如同

觀音座像。四季都是花期，但在密陰的林下常不開花。 

 

 

 

花名: 吊芙蓉   學名： Dombeya wallichii    科: 梧桐科 

原產於東非及馬達加斯加等地，是一種秀麗的開花植物。冬季開花，花

期為由 12 月至翌年 3 月。性喜陽光，種在半日照或全日照等地均生長迅

速，可耐寒至攝氏零下 2 度，低關注度，於乾旱季節注意澆水即可。吊

芙蓉略具香味，是一種蜜源植物，多見有蜜蜂及蝴蝶等採集，具極高觀

賞價值。 



 

 

花名: 鬱金香   學名： Tulipa gesneriana   科: 百合科 

原產於土耳其，是土耳其、荷蘭、匈牙利等國的國花。一舨於 3 月下旬

至 5 月上旬開花。鬱金香被歐洲人稱為「魔幻之花」。花色有白、粉

紅、洋紅、紫、黑、黃、橙等。紅色鬱金香代表著熱情的愛、愛的告

白，而黑色鬱金香代表著騎士精神、憂鬱的愛、榮譽。 

 

 

花名: 藍花楹   學名： Jacaranda mimosifolia   科: 紫葳科 

分佈於阿根廷、玻利維亞、巴西以及中國等地。春至初夏開花，花期兩

個月。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亞有「藍花楹之城」的美譽，因為每當春

天來臨，城中眾多的藍花楹開花使整個城市都變成藍色。花語為寧靜、

深遠、憂鬱，在絕望中等待愛情。 



 

 

花名: 桂花   學名： Osmanthus fragrans   科: 木樨科 

桂花為亞熱帶樹種，原產於亞洲，中國廣西桂林市、江蘇省蘇州市及浙

江省杭州市在內的 20 多個城市以桂花為市花。秋季開花，花色有乳白、

黃、橙紅等色，極芳香。桂花亦分為四種，包括金桂、銀桂、丹桂及四

季桂。 

 

 

花名: 向日葵   學名： Helianthus annuus   科: 菊科 

向日葵夏季開花，原產地為北美洲。是俄羅斯、烏克蘭、葡萄牙、秘魯

及玻利維亞的國花，亦是日本北九州市的市花。向日葵種子即葵花籽，

炒製後可做為零食食用，也可以榨葵花籽油用於食用，油渣可以做飼

料。 



 

花名: 白鶴芋     學名: Spathiphyllum kochii    科:  天南星科 

原產於哥倫比亞、馬來群島及菲律賓，生於熱帶雨林中，為歐洲最流行

的室內觀葉植物之一。生長慢，花期為 5-8 月。主要以供觀賞作用以及

淨化空氣。花語是事業有成、一帆風順。 

 

 

 

花名: 使君子     學名: Quisqualis indica     科: 使君子科 

分佈於臺灣、中國及菲律賓等地。花為近傘房狀的穗狀花序，初開時為

白色後轉變為紅色，花期初夏，果期秋末。使君子為古今中外著名的驅

蟲藥。 

 



 

 

花名: 花葉艷山薑     學名: Alpinia zerumbet    科:  薑科 

原產於中國和印度。花白色，邊緣黃色，頂端紅色，唇瓣廣展，花大而

美麗並具有香氣。夏季 6-7 月開花。花葉艷山薑和繁殖可採用分莖法和

組織培養法。 

 

 

花名: 康乃馨     學名: Dianthus caryophyllus    科:  石竹科 

原產於地中海地區，主要分佈於歐洲以及中國福建、湖北等地，是世界

上最普遍的花卉之一。花期為 5~-8 月，果期為 8-9 月。花色有粉紅、紫

紅或白色等。 

 

 

 

 

 

 



 

花名: 九里香     學名: Murraya exotica    科:  芸香科 

產於雲南、貴州、湖南等地。透過種子、壓條及嫁接繁殖。花期為 4-8

月，秋後也開花，果期為 9-12 月。花白色，花柱黃色，果實橙黃至朱紅

色。 

 

 

花名: 粉葉羊蹄甲     學名: Bauhinia glauca    科:  豆科 

分佈在印度、中南半島以及中國的貴州、廣東及江西等地。生於山坡樹

林和灌叢中，春夏開白色帶粉紅色花，花絲、花柱粉紅色，盛開時花量

大。枝葉藥用可治皮膚濕疹。 



 

 

花名: 龍吐珠     學名: Clerodendrum thomsonae Balf.    科:  馬鞭草科 

分佈於熱帶非洲西部、墨西哥，中國有栽培。花萼白色，花冠深紅色，

外果皮棕黑色。花期為 3-5 月。扦插於每年 5~6 月進行；播種可於每年

的 3-4 月用淺盆播撒，第 2 年可開花。 

 

 

花名: 鳳仙花     學名: Impatiens balsamina    科:  鳳仙花科 

原產中國、印度。花色有粉紅，大紅，紫色，粉紫等，於 7-10 月開花，

為常見的觀賞花卉。鳳仙花種類包括頂頭鳳仙、矮生鳳仙及龍爪鳳仙。

鳳仙花性喜陽光，怕濕，耐熱不耐寒。 

 

 

 

 

 



 

花名: 海棠     學名: Malus spectabilis （Ait.）Borkh    科:  蔷薇科 

分佈於中國河北、山東、陝西、江蘇、浙江、雲南。是中國的特有植

物，素有“國艷”之譽。主要變種有重瓣白海棠花及重瓣粉紅海棠花。

花期為 4-5 月，果期為 8-9 月。 

 

 

 

 

 

 

 

 

 

花名: 水石榕     學名: Elaeocarpus hainanensis    科:  杜英科 

分佈於南島、廣西、雲南及越南等，喜生於河邊及低濕地。花呈白色，

花期為 6-7 月。水石榕為一雅致小喬木，常栽種於公園園林或池塘邊作

為觀賞樹。 

 



 

 

花名: 水鬼蕉     學名: Hymenocallis littoralis    科:  石蒜科 

原產於美洲熱帶地區，西印度群島。花呈綠白色，有香氣，可用於庭院

佈置或花境、花壇用材。花期為夏秋，蒴果卵圓形或環形，成熟時裂

開。春天栽植時進行分球繁殖。 

 

花名: 五星花     學名: Pentas lanceolata    科:  茜草科 

原產熱帶和阿拉伯地區。五星花別稱雨繖花、繁星花及星形花等。花期

在秋夏季，有粉紅、緋紅、桃紅、白色等花色，適用於盆栽及佈置花

台、花壇及景觀佈置。 

 

 

 

 



 

花名: 南美蟛蜞菊     學名: Wedelia trilobata(L.) Hitchc.    科:  菊科 

原產美洲熱帶地區。全年開花，圓形蓮生長迅速，繁殖能力超強，很少

有病蟲害發生。南美螺頓菊喜幹、熱環境，可以快速生長，迅速擴張其

領地形成濃密的“地毬”。 

 

 

 

 

 

 

 

 

 

 

花名: 百子蓮     學名: Agapanthus africanus Hoffmgg.    科:  百子蓮科 

原產南非，中國各地多有栽培。盛夏至初秋開花，花色深藍色或白色，

花期為 7 月-8 月。5 月至 10 月溫度需保持於 20-25℃，11 月至 4 月溫度

則需保持於 5-12℃。 

 



 

 

花名: 炮仗花     學名: Pyrostegia venusta    科:  紫葳科 

原產南美洲巴西。花期長，在雲南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可長達半年，通

常在 1-6 月。多植於庭園建築物的四周，攀援於涼棚上，初夏紅橙色的

花朵累累成串，狀如鞭炮，故有炮仗花之稱。 

 

 

 

花名: 石竹     學名: Dianthus chinensis    科:  石竹科 

原產中國北方，俄羅斯西伯利亞和朝鮮也有。溫室盆栽可以花開四季，

觀賞期較長，花色有白、粉、紅、粉紅、大紅、紫、淡紫、黃、藍等，

五彩繽紛，變化萬端。花期為 5-6 月，果期為 7-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