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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澳門大學生態地圖使用方法 

 

1. 動植物名稱下的數字為 Google Map 座標 

 

2. 在 Google Map 輸入座標，便可知道植物於澳門大學的位置 

 

 

Google Map 座標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澳大生態路線 

 

以下為三條建議參觀路線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1. 龍船花（Ixora chinensis） 

1. (22.1343779, 113.5466828) 

2. (22.1240309, 113.5460528) 

3. (22.1240381, 113.5457963) 

4. (22.1232450, 113.5455610) 

5. (22.1232460, 113.54448080) 

6. (22.1247570, 113.5448400) 

7. (22.1250180, 113.5452072) 

8. (22.1274673, 113.5460625) 

9. (22.1288801, 113.5444244)  

 

又稱為仙丹花、山丹花，常綠灌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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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沖繩縣宇流麻市的市花。 

形態：葉子表面光滑革質對生，全緣而呈倒卵形狀或是橢圓形。 

 

花團錦簇，形似繡球所以別稱為“紅繡球”， 花期很長，一般來說在每年的 4月下旬到

翌年的 1月下旬左右均可以看見開花 

 

用途：龍船花因為花期很長，而且花序的排列相當美觀，顏色也較豔麗，所以最常被用

來當作盆栽來美化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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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白蘭 (Michelia alba) 

1. (22.1256842, 113.5457108) 

2. (22.1277173, 113.5450332) 

 

原產印尼爪哇，現廣植於東南亞。中國福建、廣東、廣西、雲南等省區栽培極盛，長江

流域各省區多盆栽，在溫室越冬。常綠喬木，高達 17米，枝廣展，呈闊傘形樹冠. 樹

皮灰色；揉枝葉有芳香. 花白色，極香；花被片 10片，披針形，長 3-4釐米，寬 3-5毫

米；期 4-9月，夏季盛開，通常不結實. 

 
 

 
 

用途：花潔白清香、夏秋間開放，花期長，葉色濃綠，為著名的庭園觀賞樹種，多栽為

行道樹。花可提取香精或薰茶，也可提制浸膏供藥用，有行氣化濁，治咳嗽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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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木棉 (Bombax ceiba) 

1. (22.1293599, 113.5436583) 

2. (22.1288800, 113.5436020) 

 

原產地印度、馬來群島和菲律賓群島。它隨著移民被廣泛種植於華南、臺灣、中南半島

及馬來群島。又名攀枝花、紅棉樹、加薄棉、英雄樹、斑芝. 是一種在熱帶及亞熱帶地

區生長的落葉大喬木，高約 10—25米。樹幹基部密生瘤刺，以防止動物侵入。每年 2—4

月份先開花，後長葉。花朵大型，花冠五瓣，倒卵形狀，兩面都有星狀毛，橙黃或橙紅

色。花萼黑褐色，革質。木棉花是中國大陸廣州市、潮州市、攀枝花市、崇左市及臺灣

高雄市的市花。 

 
木棉花朵 

 

木棉花的枝幹(帶刺)              白色棉絮 

 

用途：木棉花可入藥，把新鮮掉下來的木棉花曬乾，為涼茶五花茶的主要材料之一。花

後結橢圓形蒴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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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絮可用以代替棉花來作棉襖的填充料或織成吉布。

種子含 20至 25%油份，可榨油製成肥皂及機械油；而榨油後的棉餅可作為肥料或家畜

飼料。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4. 雞蛋花（Plumeria rubra） 

1. (22.1286643, 113.5438812) 

2. (22.1334064, 113.5439054) 

 

別名緬梔子、蛋黃花、印度素馨、大季花，原產美洲，中國廣東、廣西、雲南、福建等

省區有栽培。屬落葉灌木或小喬木。小枝肥厚多肉。葉大，厚紙質，多聚生於枝頂，葉

脈在近葉緣處連成一邊脈。花數朵聚生於枝頂，花冠筒狀，徑約 5～6cm，5裂。外面乳

白色，中心鮮黃色，極芳香。花期 5～10月。 雞蛋花夏季開花，清香優雅。落葉後，

光禿的樹幹彎曲自然，其狀甚美。在中國西雙版納以及東南亞一些國家，雞蛋花被佛教

寺院定為“五樹六花”之一而被廣泛栽植，故又名“廟樹”或“塔樹”。 雞蛋花是老撾國花，

也是廣東省肇慶市的市花。 

 

用途：在園林綠化中，雞蛋花同時具備綠化、美化、香化等多種效果，已成為中國南方

綠化中不可或缺的優良樹種。在中國華南地區的廣東、廣西、雲南等地被廣泛應用於公

園、庭院、綠帶、草坪等的綠化、美化。而在中國的北方，雞蛋花大都是用於盆栽觀賞。

雞蛋花可提取香精供製造高級化妝品、香皂和食品添加劑之用，價格頗高，極具商業開

發潛力；在廣東地區常將白色的雞蛋花晾乾作涼茶飲料；木材白色，質輕而軟，可制樂

器、餐具或傢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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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異葉南洋杉（Araucaria heterophylla） 

1.  (22.1328188, 113.5437887) 

2. (22.1333698, 113.5445605) 

 

世界各地有引種，中國福建、廣東等地引種栽培作庭園樹用；常綠大喬木，樹幹直， 株

高 15~25米。高可達 30米，側枝輪生於主幹上，每輪五六枝。枝條具韌性，抗風能力

強，側枝輪生，水準展開，幼葉呈針形，老枝鱗狀葉呈三角狀卵圓形。末端枝條作密集

排列，圓錐形樹冠， 葉子細長柔軟，尖而不刺手。異葉是有兩種葉片，分別是指嫩枝

的葉片和老枝的葉片。 

 

 

 

用途：材質優良，硬度適中，易加工，可作傢俱、建築、造船等，是原產地澳洲及南非

的主要用材樹種。樹形高大，姿態優美，也是世界上主要公園綠化樹種，最宜獨植作為

園景樹或作紀念樹，亦可作行道樹。幼樹盆栽是珍貴的觀葉植物，應用廣泛，可佈置會

場、展覽廳室、室內花園，也可點綴家庭客廳、走廊、書房，顯得十分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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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藿香薊 (Ageratum conyzoides) 

1. (22.1309004, 113.5440737) 

 

俗名勝紅薊、一枝香等，原產中南美洲。生山谷、山坡林下或林緣、河邊或山坡草地、

田邊或荒地上。中國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江西、福建等地，有栽培，也有

歸化野生分佈。藿香薊是一年生草本植物，高 50-100釐米，有時又不足 10釐米。無明

顯主根。三角形對生葉片，花為白色到淺紫紅色或淺藍色，由多朵細小的管狀花聚生而

成。披白色柔毛，揉碎後有異臭。果實為黑色線狀瘦果瘦。花果期全年。 

 

用途：霍香薊株叢繁茂，花色淡雅、常用來配置花壇和地被，也可用於小庭院、路邊、

岩石旁點綴。民間常用全草治感冒發熱、療瘡濕疹、外傷出血、燒燙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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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假連翹 (Duranta erecta) 

1. (22.1347940, 113.5447724) 

2. (22.1304951, 113.5469178) 

3. (22.1306488, 113.5438671) 

 

常綠性灌木，可供綠籬樹，株高 3至 5米，分枝多。小枝柔軟而下垂，幼嫩的部分有毛；

葉對生或叢生，全緣； 春至秋季開花，總狀花序腋出頂生，花冠藍紫或白色；核果球

形，成熟後橙黃色，聚生或串，內含種子 4到 8粒 ，但果實和葉子有小毒。 

 

 

 

用途：莖葉治瘧疾、止癢、祛瘀消腫、治跌打胸痛損傷。果實治療瘧疾，花為興奮劑。

適合緣栽、盆栽或綠籬，可用扡插或高壓法來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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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石楠 (Photinia serratifolia) 

1. (22.1308051, 113.5440180) 

 

分佈於中國大陸中南部地區、臺灣、日本、印尼等地, 常綠灌木或小喬木. 萌芽力強，

耐修剪，對煙塵和有毒氣體有一定的抗性。具圓形樹冠，葉叢濃密，嫩葉紅色，花白色、

密生，冬季果實紅色。 

 

 

 

用途：木材堅密，可制車輪及器具柄；種子榨油供制油漆、肥皂或潤滑油用；可作枇杷

的砧木，用石楠嫁接的枇杷壽命長，耐瘠薄土壤，生長強壯。在園林景觀方面，可作為

庭蔭樹或進行綠籬栽植。葉和根供藥用為強壯劑、利尿劑，有鎮靜解熱等作用。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9. 圓柏 (Sabina chinensis) 

1. (22.1306731, 113.5438527) 

 

產中國東北南部及華北等地，北自內蒙古及瀋陽以南，南至兩廣北部，東自濱海省分，

西至四川、雲南均有分佈。朝鮮、日本也產。幼樹的枝條通常斜上伸展，形成尖塔形樹

冠，老則下部大枝平展，形成廣圓形的樹冠；樹皮灰褐色，縱裂，裂成不規則的薄片脫

落，有 1-4粒種子，種子卵圓形，扁，頂端鈍。 

 

 
 

用途：材質緻密，堅硬，桃紅色，美觀而有芳香，極耐久，堅韌緻密，耐腐力強。故宜

供作圖板、棺木、鉛筆、傢俱、房屋建築材料、文具及工藝品等用材；樹根、樹幹及枝

葉可提取柏木腦的原料及柏木油；種子可榨油，或入藥。因其生長速度中等而偏慢，故

除作觀賞外，尚少用於大規模造林者。種子可榨取脂肪油；材質堅密，桃紅色，有芳香，

極耐久，可制圖板，鉛筆，傢俱，耐腐力強，可供建築、工藝品、室內安裝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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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夾竹桃 (Nerium oleander) 

1. 22.1297746, 113.5437042 

2. 22.1210399, 113.5465309 

夾竹桃原產於印度、伊朗和尼泊爾， 中國各省區有栽培，尤以中國南方為多，常在公園、

風景區、道路旁或河旁、湖旁周圍栽培。夾竹桃又名洋夾竹桃或歐洲夾竹桃，是龍膽目

夾竹桃科夾竹桃屬的唯一一種，為常綠灌木或小喬木。因為莖部像竹，花朵像桃，因而

為名。夾竹桃出產自摩洛哥及葡萄牙以東至地中海地區及亞洲南部至中國的雲南。花朵

成束的在枝端長出，成聚傘花序，花期為 4至 9月，有白色、粉紅色或黃色，花冠為單

瓣呈 5裂時，其花冠為漏斗狀，種子長圓形，果期一般在冬春季。夾竹桃最毒的植物之

一，包含了多種毒素，有些甚至是致命的。它的毒性極高，曾有小量致命或差點致命的

報告。當中最大量的毒素是強心甙類。 

    

 

用途：夾竹桃有抗煙霧、抗灰塵、抗毒物和淨化空氣、保護環境的能力。夾竹桃的葉片，

對人體有毒、對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氟化氫、氯氣等有害氣體有較強的抵抗作用。據

測定，盆栽的夾竹桃，在距污染源 40米處，僅受到輕度損害，170米處則基本無害，

仍能正常開花，其葉片的含硫量比未污染的高 7倍以上。夾竹桃即使全身落滿了灰塵，

仍能旺盛生長，被人們稱為"環保衛士"。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AF%E6%B0%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AF%E4%BF%9D%E5%8D%AB%E5%A3%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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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蘇鐵 

1. (22.1294398, 113.5439979) 

 

也稱鐵樹、鳳尾蕉、鳳尾松、避火樹。俗稱“鐵樹”，一說是因其木質密度大，入水即沉，

沉重如鐵而得名；另一說因其生長需要大量鐵元素，故而名之。蘇鐵最為出名的是其開

花，被稱之為“鐵樹開花”。常綠喬木，樹幹短而粗，大型堅硬的葉子集生在莖頂，羽狀

分裂，線形裂片有一中脈，邊緣向下捲曲，葉子呈深綠色，堅硬，葉子基部有刺。雌雄

異株，球花生於莖頂，雄花由無數鱗片狀的雄蕊所成，雌花由一羽毛狀的心皮所成，心

皮下部兩緣生胚珠數枚。紅色核果狀的種子，微扁。蘇鐵壽命可達 200年以上。 

 

 
原產於日本南部的九州、琉球群島以及中國福建。世界熱帶及亞熱帶地區均有種植，包

括中國雲南、廣西、廣東、福建、海南、香港等地，是世界上最廣為栽種的蘇鐵類植物

之一。 

用途：一種漢方藥材，葉子入藥，性涼、味甘淡，功能散瘀、止血。樹幹中薄壁細胞含

有很多澱粉，磨粉後可供食用，俗稱西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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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鴨腳木 (Schefflera octophylla) 

1. (22.1288413, 113.5435439) 

 

分佈于福建、臺灣、廣西、廣東、雲南等地。常綠喬木或灌木，分枝多，枝條緊密。掌

狀複葉，小葉 6-9枚，長卵圓形，革質，深綠色，有光澤。圓錐狀花序，小花白色。漿

果深紅色，成熟時黑色。是熱帶、亞熱帶地區常綠闊葉林常見的植物 

 

 

用途：園林景觀，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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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蘆葦 (Phragmites communis) 

1. (22.1289428, 113.5442068) 

2. (22.1285469, 113.5440827) 

 

是生長於沼澤、河沿、海灘等濕地的一種禾本科植物，遍佈於全世界溫帶和熱帶地區。

地下有匍匐的根莖，可以在適合的地區迅速地鋪展繁殖，一年可以平鋪延伸 5米以上，

地上莖高達 2-6米，叢生，葉長達 20-50釐米，排列成兩行，圓錐花序，花穗長 10-40

釐米，每個小穗有 4-7朵小花，屬風媒花。 

 

 
 

用途：蘆葦杆含有纖維素，可以用來造紙和人造纖維。中國從古代就用蘆葦編制“葦席”

鋪炕、蓋房或搭建臨時建築。古代各國都有用蘆葦的空莖製造的樂器——蘆笛，蘆葦莖

內的薄膜做笛子的笛膜使用。蘆葦穗可以作掃帚，花絮可以充填枕頭。此外蘆葦還可以

清潔水源，常用於中等面積的水源(沼澤地)。蘆根，即蘆葦的根部，又稱葦莖，乃是一

種中藥。蘆根性寒、味甘，能清胃火、除肺熱，主治熱病煩渴、胃熱嘔吐、肺癰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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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露兜樹（Pandanus tectorius） 

1. (22.1329958, 113.5471679) 

2. 22.1289571, 113.5445481 

3. 22.1220764, 113.5464451 

 

原產熱帶非洲、印度、澳洲，印度洋及太平洋諸島嶼。  中國福建、臺灣、廣東、海南、

廣西、貴州和雲南等省區有分佈。生長在海邊沙地或引種作綠籬。喜高溫、濕潤和陽光

充足環境，不耐寒，較耐陰，宜富含有機質和排水良好的沙壤土。常綠分枝灌木或小喬

木，常左右扭曲，葉簇生於枝頂，葉片條形，長可達 80釐米，葉緣和背面中脈均有粗

壯的銳刺。雄花序由若干穗狀花序組成，佛焰苞長披針形，近白色，雄花芳香，花藥條

形，藥基心形，雌花序頭狀，單生於枝頂，圓球形；佛焰苞多枚，乳白色，幼果綠色，

成熟時桔紅色；核果束倒圓錐形，1-5月開花。 

 

 

 

用處：露兜樹多用作防風林及園籬，葉的纖維可用之編織帽、席、籠屜等工藝品；花香，

可提芳香油；果肥厚多肉可食，根含氨基酸、糖類，可治腎炎、水腫；幼樹可盆栽，成

株則為庭園樹，因葉片排列層疊有序，螺旋向上，有運轉、鴻鈞之譽，港人喜愛。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1%8C%E6%9C%A8/152001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B6%E7%89%87/6728903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15. 棕竹 (Rhapis excelsa) 

1. 22.1238980, 113.5457356 

2. 22.1288574, 113.5445471 

 

棕竹原產於中國，日本也有種植。為叢生灌木，高 1至 3米，莖幹直立。莖纖細像手指，

不分枝，有葉節，有褐色網狀纖維的葉鞘。葉集生於莖頂，葉掌狀，深裂達葉基部，有

裂片 3至 12片，每片長約 20至 25釐米、寬 1至 2釐米，葉柄細長，被毛，長約 8至

20釐米。花數量極多，花序腋生，花細小，淡黃色，棕竹是雌雄異株。花期 4至 5月。

漿果及種子為球形。 

 

 

用處：棕竹為典型的室內觀葉植物。消除重金屬污染和二氧化碳，淨化空氣。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16. 糖膠樹 (Alstonia scholaris ) 

1. (22.1287093, 13.5444458) 

 

糖膠樹原產于亞洲熱帶地區（斯里蘭卡）和澳大利亞昆士蘭。中國廣東、廣西、海南、

福建、臺灣等地普遍栽培。又稱“象皮樹”“燈架樹”“黑板樹”等，是夾竹桃科，雞骨常山

屬喬木。高達 20m，枝輪生，具乳汁，無毛；葉輪生，倒卵狀長圓形、倒披針形或匙形，

稀橢圓形或長圓形；花白色，多朵組成稠密的聚傘花序，頂生，被柔毛；蓇葖細長，線

形，種子長圓形，花期 6-11月，果期 10月-翌年 4月。 

 

 
用處：糖膠樹樹枝輪生，葉片多輪如託盤，果實垂掛如長條，樹冠端整，葉色亮麗，老

蔸古樸蒼勁，形態奇特，具觀賞價值。糖膠樹乳汁幹後為膠，味甜而香，為製作口香糖

原料。糖膠樹根、皮及葉均入藥，能鎮咳、消炎退熱，止血生肌，治瘧疾、氣管炎、百

日咳、哮喘、外傷、瘡嫡等。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17. 旅人蕉 (Ravenala madagascariensis) 

1. (22.1284739, 113.5445233) 

2. (22.1287416, 113.5444971) 

 

樹幹像棕櫚，高 5-6米。葉 2行排列於莖頂，像一把大摺扇，葉片長圓形，似蕉葉。花

序腋生，佛焰苞內有花 5-12朵，排成蠍尾狀聚傘花序；萼片披針形，革質；花瓣與萼

片相似，惟中央 1枚稍較狹小；雄蕊線形，花藥長為花絲的 2倍；子房扁壓，花柱約與

花被等長。蒴果開裂為 3瓣；種子腎形；被碧藍色、撕裂狀假種皮。馬達加斯加人將其

作為自己的“國樹”。 原產非洲馬達加斯加，中國廣東、臺灣有少量栽培，為園庭綠化

樹種。聞旅行馬達加斯加的人，倘于口渴時，可用小刀戳穿其葉柄基部而得水，故有此

名。 

 

 

用處：旅人蕉株型飄逸別致，可作為大型庭園觀賞植物用於庭院綠化，地栽孤植、叢植

或列植均可，另外旅人蕉還在北方地區可室內盆栽觀賞。旅人蕉葉柄內藏有許多清水，

可解遊人之渴。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18.臘腸樹(Cassia fistula) 

1. (22.1279651, 113.5447496) 

 

中國南部和西南部各省區均有栽培。原產印度、緬甸和斯里蘭卡。落葉喬木，高可達

15米；枝細長；樹皮灰色，老時粗糙，暗褐色。葉長 30-40釐米，小葉對生，薄革質，

闊卵形，卵形或長圓形，邊全緣，幼嫩時兩面被微柔毛，老時無毛；葉脈纖細，兩面均

明顯。總狀花序長達 30釐米或更長，疏散，下垂；花與葉同時開放，直徑約 4釐米；

花瓣黃色，倒卵形，近等大，具明顯的脈。莢果圓柱形，長 30-60釐米，黑褐色，不開

裂，有槽紋；種子 40-100顆，橫隔膜所分開。花期 6-8月；果期 10月。 

 

 

用處：該種是南方常見的庭園觀賞樹木，樹皮有單寧，可做紅色染料。根、樹皮、果瓤

和種子還可入藥作緩瀉劑。木材堅重，耐朽力強，光澤美麗，可作支柱、橋樑、車輛、

農具等用材。臘腸樹是泰國的國花。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19. 細葉榕 

1. 22.1256069, 113.5460498 

2. 22.1275713, 113.5454909 

3. 22.1277129, 113.5455499 

4. 22.1282978, 113.5446406 

5. 22.1286751, 113.5438420 

 

 

細葉榕的氣根是十分顯眼的特色，其根可分為： 

普通根：一般深藏於表土以下的根； 

地表根：常見於樹幹基部，在土壤表面縱橫交錯的木質根； 

氣根：從樹枝下側或樹幹主幹表面長出狀似髮絲的根； 

連生根：本為氣根，接觸土壤後長粗及木質化成管狀，部分覆蓋主幹或樹枝表面； 

根座：同樣是由氣根接觸土壤後長粗及木質化而成，是遠離主幹的柱狀支撐支幹。 

小鳥天堂位於中國廣東新會縣環城天馬村前的一座小島（由一株榕樹長成） 

 

用處：氣根及葉可入藥，性涼，味微苦澀，能清熱解毒、發汗利尿。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20. 池杉 (Taxodium ascendens) 

1. 22.1256295, 113.5456843 

2. 22.1266771, 113.5458352 

3. 22.1265964, 113.5451704 

 

落葉喬木，高可達 25米，樹幹通直，小枝直立。葉子鑽形，長 0.5－1釐米，緊貼小枝，

向內彎曲，呈螺旋狀排列。花期 3月，果實 10-11月成熟，毬果圓球形或長圓狀球形，

有短梗，種子不規則三角形，略扁，紅褐色，邊緣有銳脊。 

 

 

用處：木材紋理通直，結構細緻，具有絲繩光澤，不翹不裂，工藝性能良好；是造船、

建築、枕木、傢俱、本輛的良好用材；由於韌性強，耐衝擊；故亦為製作彎曲木和運動

器材的原料，此外，池杉樹冠狹窄，極耐水濕；抗風力強，又是平原水網區防護林、防

浪林的理想樹種。 

樹形婆娑，枝葉秀麗，秋葉棕褐色，是觀賞價值很高的園林樹種，適生於水濱濕地條件，

特別適合水邊濕地成片栽植，孤植或叢植為園景樹。可在河邊和低窪水網地區種植，或

在園林中作孤植、叢植、片植配置，亦可列植作道路的行道樹。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21. 麻楝（Chukrasia tabularis） 

1. 22.1252814, 113.5459053 

2. 22.1265815, 113.5457816 

3. 22.1306591, 113.5440495 

 

分佈於中國廣東、廣西、雲南和西藏；尼泊爾、斯里蘭卡、中南半島和馬來半島等也有

分佈。屬喬木，高可達 25米，無毛，葉片通常為偶數羽狀複葉，葉柄圓形柱形，小葉

互生，紙質，先端漸尖，基部圓形，偏形，偏斜，下側常短於上側，兩面均無毛或近無

毛，圓錐花序頂生，苞片線形，早落；花有香味；花梗短，萼淺杯狀，裂齒短而鈍，花

瓣黃色或略帶紫色，花藥橢圓形，子房具柄，花柱圓柱形，蒴果灰黃色或褐色，近球形

或橢圓形，種子扁平，橢圓形，4-5月開花，7月至翌年 1月結果。 

 

 
 

用處：麻楝木材結構細緻，材質略硬而稍重，心材耐腐，乾燥後略有開裂，但不變形。

縱切面光滑油潤，光澤明亮。其材色淡黃或是棕褐色，弦切面的紋理雲彩繽紛，狀若秀

閣，頗為美觀，是製作上等傢俱及造船、房屋建築的優質用材，用旋切薄板製成的貼面

板可用作車箱、輪船臥室的內部裝飾板。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22. 大花美人蕉 (Canna generalis ) 

1. 22.1255047, 113.5455428 

 

多年生草本植物 ，株高可達 100釐米-150釐米，根莖肥大有塊狀的地下莖 ；葉大 ，

螺旋狀排列 ，有明顯的中脈和羽狀的平行脈，葉柄呈鞘狀抱莖，無葉舌，葉柄呈圓形，

綠色或紫紅色；莖葉具白粉，葉片闊橢圓形。花朵較大，可達 20 釐米大小，花瓣直伸，

具 4枚瓣化雄蕊，花色有乳白、黃、桔紅、粉紅、大紅至紫紅。 

 

 

 

用處：宜作花境背景或在花壇中心栽植，也可成叢或成帶狀種植在林緣、草地邊緣。矮

生品種可盆栽或作陽面斜坡地被植物，美人蕉在園林綠化中被廣泛用於道路綠化、社區

綠化、工廠、公園等地，綠化效果明顯，體現速度快。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23. 刺葵 (Phoenix hanceana) 

1. 22.1250199, 113.5452374 

2. 22.1276052, 113.5447932 

3. 22.1287419, 113.5444562 

 

棕櫚科、刺葵屬喬木，莖叢生或單生，高 2-5米，葉長達 2米，羽片線形，雌花序分枝

短而粗壯，雄花近白色，花瓣圓形，果實長圓形，長 1.5-2釐米，成熟時紫黑色，花期

4-5月，果期 6-10月。分佈於中國臺灣、廣東、海南、廣西、雲南等省區。 

 

 
 

用處：刺葵果可食，嫩芽可作蔬菜，葉可作掃帚，是中國熱帶、亞熱帶地區的經濟植物。

因刺葵樹形美麗、抗鹽鹼、抗風、耐水濕、耐旱、生長緩、果序生長慢，所以刺葵是熱

帶、亞熱帶地區海岸綠化的優良樹種，也可作為庭園綠化植物、行道樹、園景樹。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24. 含羞草（Mimosa pudica） 

1. 22.1348133, 113.5436576 

2. 22.1309594, 113.5440810 

 

又稱感應草、喝呼草，多年生草本植物，原產於中南美洲，現已擴散至世界許多地方。

含羞草最大的特點就是如果它受到物件觸碰時，含羞草的葉面會收縮起來。 

 

形態：托葉披針形，有剛毛。頭狀花序圓球形，具長總花梗，花色有粉紅和紫紅。花期

為 6到 9月 

 

 

 

用途：現代醫藥研究認為，含羞草可用於感冒、小兒高熱、急性結膜炎、支氣管炎、胃

炎、腸炎、泌尿系結石、瘧疾、神經衰弱；外用可治：跌打腫痛，瘡瘍腫毒、咯血、帶

狀皰疹等疾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97%E7%BE%8E%E6%B4%B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9%98%E5%8F%B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B4%E7%8A%B6%E8%8A%B1%E5%BA%8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A%B1%E6%A2%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4%9F%E5%86%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93%E8%86%9C%E7%82%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AF%E6%B0%94%E7%AE%A1%E7%82%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3%83%E7%82%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3%83%E7%82%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2%A0%E7%82%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93%E7%9F%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6%9F%E7%96%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7%BB%8F%E8%A1%B0%E5%BC%B1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25. 雞冠刺桐（Erythrina crista-galli） 

1. 22.1344328, 113.5466580 

2. 22.1217441, 113.5465524 

3. 22.1216530, 113.5465446 

 

又稱賽波樹，常綠喬木，原產地為南美洲的阿根廷、烏拉圭、巴西與巴拉圭，現作為行

道樹廣為種植。同時是阿根廷和烏拉圭的國花，以及美國洛杉磯的市樹。 

    

 

 

形態：莖和葉柄稍具皮刺，小葉長卵形或披針狀長橢圓形，先端鈍，基部近圓形。花與

葉同出，總狀花序頂生，花紅色形式一串辣椒。花期為 4月到 10月。 

 

用途：因雞冠刺桐樹幹蒼勁古樸，樹枝輕柔高雅，花色紅豔，花形獨特，花期長，季相

變化特別豐富，具有較高的觀賞價值，且生性強健，栽培管理容易，病蟲害少。所以可

在園林綠化、庭院、公路、風景區的草坪、水塘邊作庇蔭樹或行道樹，適宜單獨種植或

與其他花木搭配種植觀賞。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7%BE%8E%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8%A5%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8B%89%E5%9C%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9%81%93%E6%A0%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9%81%93%E6%A0%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6%A0%B9%E5%BB%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3%8F%E6%8B%89%E5%9C%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8%8A%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4%9B%E6%9D%89%E7%A3%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2%E6%A0%91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26. 紫背萬年青（Tradescantia spathacea） 

1. 22.1342835, 113.5467052 

 

又稱青紅蘭、蚌蘭、荷包蘭，一年生草本植物，原產于墨兩哥和西印度群島。性喜溫暖

濕潤和陽光充足的環境，生長長適溫 15-20℃。 

 

形態：葉全緣互生且大，葉基部邊綠有眾多白色細長毛，花生於主莖或分枝頂端的苞片

內，似葡苗串，又似海蚌含珠，故“蚌花”稱呼；花朵簇生。花期為 8到 10月。 

 

 

用途：紫背萬年青株形獨特，葉表面與背面色彩不同，四季常青，是優美的盆栽觀葉植

物，適於室內裝飾或會場、展覽廳、公共場所的佈置。花絲上的白色長毛是觀察細胞原

生質運動的良好材料。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B6/352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9E%E7%89%87/673264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9E%E7%89%87/6732646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27. 紅花檵木（Loropetalum chinense var.rubrum） 

1. 22.1341918, 113.5467240 

 

又稱紅檵木、紅梽木，常綠灌木，原產於湖南瀏陽市、長沙縣，主要分佈于長江中下游

及以南地區；印度北部也有分佈。喜光，稍耐陰，但陰時葉色容易變綠。 

形態：多分枝，小枝有星毛。葉革質，卵形，先端尖銳，基部鈍。花朵簇生，有短花梗，

紫紅色，花期為 4到 5月。 

 

 
 

 
 

用途：可用於綠籬，也可用於製作樹樁盆景，花開時節，滿樹紅花，極為壯觀。紅花檵

木為常綠植物，新葉鮮紅色，不同株系成熟時葉色、花色各不相同，葉片大小也有不同，

在園林應用中主要考慮葉色及葉的大小兩方面因素帶來的不同效果。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8F%E9%98%B3%E5%B8%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6%B2%99%E5%8E%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B5/909968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A%B1%E6%A2%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B8%E7%BB%BF%E6%A4%8D%E7%89%A9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28. 軟枝黃嬋（Allamanda cathartica） 

1. 22.1340685, 113.5467294 

2. 22.1242216, 113.5466080 

3. 22.1293283, 113.5438373 

又稱黃鶯、小黃蟬，一種攀緣性常綠灌木，原產巴西，世界熱帶地區廣泛栽培。該種植

株乳汁、樹皮和種子有毒，人畜誤食會引起腹痛、腹瀉。 

 

形態：葉背主脈披柔毛近無柄，單葉輪生，有時對生或在枝條的上部亙生，，披針或倒

披針狀。花為聚傘花序頂生，金黃色，花冠呈漏斗形五裂，裂片卵圓形呈覆瓦狀排列，

果為蒴果球形，具長剌。花期為 3到 8月。 

 

 
 

用途：在農業生產及園林綠化中，可以充分利用軟枝黃蟬提取物的殺蟲活性防治害蟲。

皮膚濕疹、疥癬、瘡瘍腫毒等患者，可使用乳汁外敷患處，但使用之前須先確認患者皮

膚對其不會過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B8%E7%BB%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1%8C%E6%9C%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A%E7%B9%96%E8%8A%B1%E5%BA%8F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29. 朱槿（Hibiscus rosa-sinensis） 

1. 22.1337971, 113.5467716 

2. 22.1263930, 113.5467535 

3. 22.1292494, 113.5436056 

又稱假牡丹、大紅花，常綠灌木或小喬木，原產於中國南部。紅色的朱槿是馬來西亞國

花。 

  

形態：小枝圓柱形，疏被星狀柔毛。葉闊卵形或狹卵形，先端漸尖，基部圓形或楔形，

邊緣具粗齒或缺刻，兩面除背面沿脈上有少許疏毛外均無毛；葉柄上面被長柔毛；托葉

線形。花色大致可歸類為紅、橘、黃、白、淡紫（Lavender）及棕等六大基本顏色。花

期為全年。 

 

 

 

用途：根、葉、花均可入藥，有清熱利水、解毒消腫之功效。朱槿在南方多栽植于池畔、

亭前、道旁和牆邊，全年大紅花開花不斷，異常熱鬧。長江流域和北方常以盆栽點綴陽

臺或小庭園，在光照充足條件下，觀賞期特別長。也是夏秋公共場所擺放的主要開花盆

栽植物之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1%8C%E6%9C%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4%BE%86%E8%A5%BF%E4%BA%9E%E5%9C%8B%E8%8A%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4%BE%86%E8%A5%BF%E4%BA%9E%E5%9C%8B%E8%8A%B1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30. 水鬼蕉（Hymenocallis littoralis） 

1. 22.1333393, 113.5466704 

2. 22.1264240, 113.5468501 

又稱蜘蛛蘭、蜘蛛百合，多年生鱗莖草本植物，原產美洲熱帶地區，西印度群島。喜溫

暖濕潤，不耐寒；喜肥沃的土壤，喜陽光。 

 

形態：葉劍形，頂端急尖，基部漸狹，深綠色，多脈，無柄。花莖扁平，花莖頂端生花，

白色，有香氣。蒴果卵圓形或環形，肉質狀，成熟時裂開。花期 6到 7月。 

 

 

 

用途：適合盆栽觀賞。溫暖地區，可用於庭院佈置或花境、花壇用材。藥用：葉辛，溫。

舒筋活血，消腫止痛。用於風濕關節痛，甲溝炎，跌打腫痛，癰疽，痔瘡。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D%89%E6%9C%AC/5416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A%B1%E8%8C%8E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31. 朱蕉（Cordyline fruticosa） 

1. 22.1332474, 113.5466637 

2. 22.1238884, 113.5455281 

3. 22.1246888, 113.5447385 

4. 22.1284708, 113.5446292 

又名紅葉鐵樹。多年生常綠灌木，分佈於中國南部熱帶地區。性喜高溫多濕氣候，屬半

蔭植物，既不能忍受北方地區烈日曝曬，完全蔽蔭處葉片又易發黃。株形美觀，色彩華

麗高雅，具有較好的觀賞性。 

 
 

形態：葉聚生於莖或枝的上端，綠色或帶紫紅色，葉柄有槽，抱莖。圓錐花序側枝基部

有大的苞片；花淡紅色、青紫色至黃色；花梗通常很短；外輪花被片下半部緊貼內輪而

形成花被筒，花柱細長。花期為 11月到次年 3月。 

 

 

 

用途：朱蕉株形美觀，色彩華麗高雅，盆栽適用於室內裝飾。盆栽幼株，點綴客室和窗

臺，優雅別致。成片擺放會場、公共場所、廳室出入處，端莊整齊，清新悅目。數盆擺

設櫥窗、茶室，更顯典雅豪華。朱蕉栽培品種很多，葉形也有較大的變化，是佈置室內

場所的常用植物。女樹皮含鞣質，可做提取栲膠原料。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2%AB%E7%AD%92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32. 桐花樹（Aegiceras corniculatum） 

1. 22.1330157, 113.5472558 

 

又稱紅蒴、黑腳梗，常綠灌木或小喬木，分佈於中國、印度、中南半島至菲律賓及澳大

利亞南部等地。為紅樹林組成樹種之一，有時亦成純林。 

 

形態：小枝無毛，褐黑色。葉互生，於枝條頂端近對生，葉片革質，倒卵形、橢圓形或

廣倒卵形，頂端圓形或微凹，基部楔形。傘形花序，生於枝條頂端，無柄。蒴果圓柱形，

彎曲如新月形。花期為 12月至翌年 1-2月，  

 

用途：其根、莖、葉等器官具特殊的生理結構和調節功能，有較強的抗海潮風能力，適

於濕潤溫暖地區栽培，群植可形成壯觀的紅樹林景觀，適合沿海生態景觀林帶種植。樹

皮含鞣質，可做提取栲膠原料。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33. 鹵蕨（Acrostichum aureum） 

1. 22.1329691, 113.5471810 

屬低等植物，無花無果靠孢子體繁殖，分佈于亞洲熱帶地區、琉球群島、非洲、美洲熱

帶和中國。 

 

形態：根狀莖直立。葉簇生，葉柄基部褐色，被鑽狀披針形鱗片，羽片多，基部一對對

生，長舌狀披針形，葉厚革質，幹後黃綠色，光滑。孢子囊滿布能育羽片下麵，無蓋。 

 

 

 

用途：具較高的觀賞價值。鹵蕨作為園藝物種栽培具有較大的發展潛力。在中國民間鹵

蕨作為治療創傷、止血、風濕、蠕蟲感染、便秘、象皮病等的傳統草藥。鹵蕨不僅具有

良好的抗菌能力，而且具有很高的抗腫瘤活性。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34. 無瓣海桑（Sonneratia apetala） 

1. 22.1321256, 113.5471907 

2. 22.1219640, 113.5466516 

常綠喬木，原產於印度、孟加拉、馬來西亞、斯里蘭卡等國。抗寒性強，即能生長在低

潮灘上，也能生長在中高潮灘、土壤較硬實貧瘠灘上，對海水淹浸的適應能力較強。 

 

 

形態：幹圓柱形，有筍狀呼吸根伸出水面；莖幹灰色，幼時淺綠色。小枝纖細下垂，有

隆起的節。葉對生，厚革質，橢圓形至長橢圓形，葉柄淡綠色至粉紅色。總狀花序，花

蕾卵形，花萼三角形，綠色。花絲白色。漿果球形，種子“V”形，花期為 5到 6月。 

 

用途：無瓣海桑是中國生長最快的紅樹植物種類，是潮間帶灘塗優良的先鋒造林樹種。

利用無瓣海桑造林，能起到迅速綠化海灘的作用，有利於保護和改善中國沿海的生態環

境。無瓣海桑在海灘造林能夠防風固堤，抵禦一些自然災害的襲擊，是海岸帶防護體系

的主要組成部分，在維持海岸帶生態平衡方面發揮作用。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B6%E6%9F%84/67287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2%E6%A0%91/2453808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35. 菲島福木（Garcinia subelliptica） 

1. 22.1236284, 113.5460451 

2. 22.1306790, 113.5436435 

3. 22.1335064, 113.5443593 

又稱福木、福樹、楠仔、金錢樹，常綠喬木，原產於菲律賓、臺灣、琉球等，一般生於

海濱的雜木林中。 

 

形態：小枝堅韌粗壯，葉片厚革質，卵形，卵狀長圓形或 橢圓形，稀圓形或披針形。

花雜性，雄花和雌花通常混合在-起，簇生或單生於落葉腋部；花瓣倒卵形，黃色；子

房球形，花柱盾形。 

 
 

用途：可以作為防風林、行道樹美化行人道、籬笆；樹脂可造染料，但本身乳汁有毒。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F%B2%E5%BE%8B%E8%B3%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6%B9%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0%89%E7%90%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2%E9%A2%A8%E6%9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9%81%93%E6%A0%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4%BA%BA%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1%AC%E7%AC%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8%B9%E8%84%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93%E6%96%99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36. 花葉青木（Aucuba japonica var. variegata） 

1. 22.1240884, 113.5460551 

2. 22.1240875, 113.5457356 

 

又稱灑金葉珊瑚、金沙樹，常綠灌木，中國各大、中城市公園及庭園中均引種栽培。分

佈於日本、朝鮮南部。 

 

形態：小枝對生。葉革質，葉片卵狀橢圓形或長圓狀橢圓形，葉面光亮，具黃色斑紋，

葉柄腹部具溝，無毛。圓錐花序頂生；雌花序為短圓錐花序；花瓣紫紅色或暗紫色，雄

花花萼杯狀，雌花子房疏被柔毛，柱頭偏斜；漿果長卵圓形，成熟時暗紫色或黑色，花

期為 3到 4月。 

 

用途：花葉青木喜光，花葉青木最適宜的生長溫度為 15-25℃，耐高溫，三伏天房頂上

溫度最高達到 40℃，但對植株沒有影響；同時也耐低溫，最低溫度零下 3-5℃。常作為

觀賞植物。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1%8C%E6%9C%A8/152001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B6%E7%89%87/6728903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37. 海金沙（Lygodium japonicum） 

1. 22.1239493, 113.5457380 

 

屬低等植物，無花無果靠孢子體繁殖，分佈於中國江蘇、浙江、安徽南部等。多生於路

邊、山坡灌叢、林緣溪谷叢林中，常纏繞生長於其它較大型的植物上。 

 

 

形態：葉軸上面有狹邊，羽片多數，對生於葉軸上的短距兩側，不育羽片尖三角形，長

寬幾相等，同羽軸一樣多少被短灰毛，葉緣有不規則的淺圓鋸齒。主脈明顯，側脈纖細，

葉紙質，孢子囊往往長遠超過小羽片的中央不育部分，排列稀疏，暗褐色，無毛。 

 

用途：具藥用價值，主治：通利小腸，療傷寒熱狂，治濕熱腫毒，小便熱淋膏淋血淋石

淋經痛，解熱毒氣。中國四川用之治筋骨疼痛。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E%BD%E7%89%87/8310897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38. 銀葉金合歡（Acacia podalyriifolia） 

1. 22.1247105, 113.5464229 

 

又稱為為珍珠相思、真珠相思、昆士蘭銀條等，常綠小喬木，原產熱帶美洲，現廣布於

熱帶地區。多生於陽光充足，土壤較肥沃、疏鬆的地方。 

 

形態：托葉針刺狀，刺長 1-2釐米，生於小枝上的較短。葉軸糟狀，被灰白色柔毛，有

腺體；頭狀花序簇生於葉腋，總花梗被毛，苞片位於總花梗的頂端或近頂部；花黃色，

有香味；花瓣連合呈管狀，子房圓柱狀，被微柔毛。莢果膨脹，近圓柱狀，種子多顆，

褐色，卵形。 

 

 
花期為 3到 6月。 

 
 

用途：本種多枝、多刺，可植作綠籬；木材堅硬，可為貴重器材；根及莢果含丹寧，可

為黑色染料，入藥能收斂、清熱；花很香，可提香精；莖流出的樹脂可供美工用及藥用，

品質較阿拉伯膠優良。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BF%E7%AF%B1/981631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D%9A%E6%9E%9C/582252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B9%E5%AE%81/99048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F%E6%8B%89%E4%BC%AF%E8%83%B6/2877378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39. 散尾葵（Dypsis lutescens） 

1. 22.1264020, 113.5460424 

2. 22.125469, 113.546619 

 

又稱黃椰子、紫葵，常綠灌木或小喬木，原生於馬達加斯加，為當地特有種。性喜溫暖

濕潤、半陰且通風良好的環境，怕冷，耐寒力弱。 

 

形態：莖幹光滑，黃綠色，無毛刺，嫩時披蠟粉，上有明顯葉痕，紋狀呈環。葉面滑細

長，羽狀全裂，葉柄稍彎曲，先端柔軟。花小，卵球形，金黃色。 

 

用途：散尾葵是小型的棕櫚植物，耐陰性強。在家居中擺放散尾葵，能夠有效去除空氣

中的苯、三氯乙烯、甲醛等有揮發性的有害物質。散尾葵與滴水觀音一樣，具有蒸發水

氣的功能，如果在家居種植一棵散尾葵，能夠將室內的濕度保持在 40%-60%，特別是冬

季，室內濕度較低時，能有效提高室內濕度。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8%BE%BE%E5%8A%A0%E6%96%AF%E5%8A%A0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40. 白花鬼針草(Bidens alba) 

1. 22.1316327, 113.5471166 

 

又稱咸豐草、大花鬼針草、大花婆婆針、大白花鬼針、同治草、黏人草等。原產於琉球，

為入侵物種，現廣泛分佈于華東、中南、西南及西藏等地。 

形態：形態似菊花，種子可粘連於動物皮毛上，利用進行遠距離繁殖，夏秋季花期不斷。

小葉 3枚，橢圓形或卵狀橢圓形，先端銳尖，基部近圓形或闊楔形，不對稱，邊緣具鋸

齒。 

 

 

 
 

用途：可以增加蜜蜂產蜜量及吸引蝴蝶；幼嫩莖葉可以炒食或煮湯；可藥用藥效包含抗

氧化、抗微生物、抗腫瘤、止瀉、抗發炎、利尿、肝臟保護、降血壓，以及抗糖尿病等

等。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0%89%E7%90%83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41. 南美蟛蜞菊（Sphagneticola trilobata） 

1. 22.1314001, 113.5471052 

 

又名三裂葉蟛蜞菊、地錦花、穿地龍。原產於南美洲，在中國西南及南方各城市均有引

種栽培，為菊科、澤菊屬多年生草本植物。 

 

形態：莖匍匐，上部莖近直立；葉對生、具齒，橢圓形、長圓形或線形，花黃色，小花

多數；瘦果倒卵形或楔狀長圓形。 

 

 

用途：在地被綠化應用上較為普遍。也用於裸地恢復、深加工製藥，制飼料等；或分析

提取其成分進行人工合成，為生物防治控制所用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42. 筆管草（Equisetum ramosissimum Desf. subsp. debile ） 

1. 22.1313917, 113.5471042 

 

又名纖弱木賊、臺灣木賊。原產於我國大部分地區，日本、印度、錫金和尼泊爾等國也

有分佈，喜涼爽較乾燥氣候，對土壤要求不嚴格，砂質壤土、砂土、壤土均可生長。 

 

形態：大中型草本植物，無葉，形態似筆管。根莖直立和橫走，黑棕色，下部綠色，頂

部略為黑棕色，孢子囊穗短棒狀或橢圓形，頂端有小尖突，無柄。 

 

 
用途：四季常青，可栽培供園林觀賞，用作地被或固沙植物。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43. 黃槐決明（Cassia surattensis  Burm） 

1. 22.1307780, 113.5470217 

原產南亞、東南亞及大洋洲，中國華南地區有引種栽培。 

 

形態：常綠小喬木或灌木，高 4～5米。羽狀複葉，小葉 7～9對。花瓣寬，花徑約 2釐

米，鮮黃色，花期 9～12月。 

 

用途：路邊、池畔或庭前綠化，常作綠籬和園觀賞植物；可藥用，藥效清涼解毒，潤肺。 

 

44. 腎蕨（Nephrolepis auriculata） 

1. 22.1304979, 113.5469517 

2. 22.1276490, 113.5448240 

又名圓羊齒、篦子草、鳳凰蛋、蜈蚣草、石黃皮，原產於澳大利亞北部、夏威夷和亞洲，

現廣布於全世界熱帶及亞熱帶地區。 

 

形態：根狀莖直立，被蓬鬆的淡棕色長鑽形鱗片；葉片線狀披針形或狹披針形，一回羽

狀，羽狀多數，互生；孢子囊群成 1行位於主脈兩側，腎形，囊群蓋腎形，褐棕色，邊

緣色較淡，無毛。 

 

用途：良好的插花材料；此外還為重要的取水植物，於野外可補充水分；嫩芽及球莖可

食；藥用，有解毒之功效。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5%8D%97%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B4%8B%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94%E6%9C%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1%8C%E6%9C%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8D%E5%8F%B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A2%E5%AD%90/2830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F%92%E8%8A%B1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45. 洋金鳳（Caesalpinia pulcherrima） 

1. 22.1297025, 113.5469765  

2. 22.1245807, 113.5467052 

3. 22.1241595, 113.5465919 

4. 22.1244164, 113.5466962 

5. 22.1233321, 113.5449906 

6. 22.1233548, 113.5457038 

7. 22.1232430, 113.5448663 

8. 22.1245108, 113.5444740 

9. 22.1255519, 113.5460572 

10.  22.1260103, 113.5460702 

11. 22.1273315, 113.5460575 

12.  22.1274701, 113.5453333 

13.  22.1284049, 113.5446369 

14.  22.1286832, 113.5444311 

15.  22.1330797, 113.5438564 

16.  22.1333319, 113.5447057 

17.  22.1219705, 113.5464434 

 

 

 

又名黃金鳳、蛺蝶花、黃蝴蝶、洋金鳳、紅蝴蝶，原產地西印度群島，中國雲南、廣西、

廣東和臺灣均有栽培。也是巴貝多國花。 

形態：大灌木或小喬木；枝綠或粉綠色，有疏刺。二回羽狀複葉，花冠橙紅色，邊緣金

黃色，如火焰蝴蝶般常年于枝頭盛開。花果期幾乎全年。 

 

 
 

用途：形態優美，為熱帶地區有價值的觀賞樹木；可藥用，種子入藥，有活血通經之效。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8D%B0%E5%BA%A6%E7%BE%A4%E5%B2%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8%B2%9D%E5%A4%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1%8C%E6%9C%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94%E6%9C%A8/33239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46. 簕杜鵑（Bougainvillea spectabilis） 

1. 22.1293913, 113.5467938 

2. 22.1293547, 113.5439355 

 

又名葉子花、九重葛、三角花、千日紅、毛寶巾，為常綠木質藤本或灌木，原產於熱帶

美洲。 

 

形態：莖上具有彎刺，並密生絨毛。葉全緣，互生，呈廣卵形或橢圓狀披針形。花期長，

可長年開花，花位於大而且色彩鮮豔的包葉（花苞）之中，花朵較小，白色、黃色、紫

色、紅色或黃綠色，三朵聚生，包葉是它的主要觀賞部分。 

 

 

 

用途：常被應用於園林植物景觀設計中，設計成花廊、花架、牆垣、花池、花壇與花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7%A4%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1%8C%E6%9C%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6%B1%E5%B8%B6%E7%BE%8E%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6%B1%E5%B8%B6%E7%BE%8E%E6%B4%B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AD%E6%9E%97%E6%A4%8D%E7%89%A9/2848390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47. 垂枝紅千層（Callistemon viminalis） 

1. 22.1263476, 113.5467743 

2. 22.1245838, 113.5465155 

3. 22.1274977, 113.5456220 

 

又名串錢柳，原產澳大利亞，屬熱帶樹種。 

 

形態：常綠灌木或小喬木，株形颯爽美觀，花開珍奇美豔，花期長（春至秋季），盛開

時千百枝雄蕊組成一支支豔紅的瓶刷子，火樹紅花，滿枝吐焰。 

 

   

 

用途：主要應用于園林，為庭院美化樹、行道樹、風景樹，還可作防風林、切花或大型

盆栽，並可修剪整枝成盆景。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E%B3%E5%A4%A7%E5%88%A9%E4%BA%9A/14675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8F%E4%B9%94%E6%9C%A8/308321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B%84%E8%95%8A/2375527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48. 老鼠簕（Acanthus ilicifolius L.） 

1. 22.1261377, 113.5468779 

原生於中國海南、廣東和福建，喜生於海岸及潮汐能至的濱海地帶。 

形態：屬直立灌木。莖粗壯，上部有分枝，無毛。托葉成刺狀，葉片長圓形至長圓狀披

針形，近革質，兩面無毛。穗狀花序頂生；苞片對生，花冠白色。種子扁平，圓腎形，

淡黃色。 

 

 

用途：可入藥，有涼血清熱、散痰積、解毒止痛功能；防風固岸，為優良的紅樹植物。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49. 馬櫻丹（Lantana camara L.） 

1. 22.1262411, 113.5467579 

2. 22.1213288, 113.5464649 

又名五色梅、五彩花、臭草、如意草、七變花，原產美洲熱帶地區，，世界熱帶地區均

有分佈。 

 

形態：直立或蔓性的灌木；莖枝均呈四方形，有短柔毛，通常有短而倒鉤狀刺。單葉對

生，邊緣有鈍齒，表面有粗糙的皺紋和短柔毛。花冠黃色或橙黃色，開花後不久轉為深

紅色。果圓球形，直徑約 4毫米，成熟時紫黑色。 

 

用途：庭園常栽培供觀賞；可藥用，具清熱解毒、散結止痛、祛風止癢之效。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1%8C%E6%9C%A8/1520017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50. 火焰樹（Spathodea campanulata） 

1. 22.1255988, 113.5467656 

2. 22.1235464, 113.5466647 

3. 22.1217236, 113.5465433 

又名鬱金香樹、噴泉樹、火焰木、苞萼木，原產於非洲，廣泛栽培於印度、斯里蘭卡和

中國，香港常見的常綠喬木。 

 

形態：花冠外橙紅色而內黃色，像鬱金香，花比鳳凰木更大而鮮豔，樹葉亦較濃密和深

綠。花期為冬末春初，蒴果，種子有翅，有助傳播遠方，複葉羽狀而端尖，樹皮較厚來

適應高溫。 

 
用途：常作蔭庇樹或行道樹；種子可以食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9E%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6%AC%E6%9C%A8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51. 銅錢草（Hydrocotyle chinensis） 

1. 22.1254457, 113.5466094 

又名金錢草、錢幣草、圓幣草、香菇草、香菇錢，原產於中國。 

形態：多年生匍匐草本，葉片薄，圓腎形，表面深綠色，背面淡綠色，形狀似銅錢。葉

片均被疏或密而反曲的柔毛，毛白色或紫色。 

  

 

 

用途：常作觀賞水栽盆景；全草入藥，鎮痛、清熱、利濕。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D%89%E6%9C%AC/541696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51. 白茅（Imperata cylindrica） 

1. 22.1251683, 113.5467559 

2. 22.1251680, 113.5467560 

又名茅、茅針、茅根，廣泛分佈于亞洲、非洲及歐洲，生性十分頑強。 

形態：多年生草本植物，稈直立，芽剛長出地面時似針尖，固得此名。花柱細長，紫黑

色，穎果橢圓形，花果期 4-6月。 

 

用途：根莖可入藥，涼血止血，清熱通淋，利濕退黃，疏風利尿，清肺止咳。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52. 紫薇（Lagerstroemia indica ） 

1. 22.1248903, 113.5465027 

2. 22.1257494, 113.5458248 

3. 22.1256159, 113.5459428 

又名百日紅、滿堂紅、癢癢樹，原產中國，是一種適應性強的長壽樹種。 

形態：紫薇樹姿優美，樹幹光滑潔淨，花色豔麗；開花時正當夏秋少花季節，花期長。 

 

   
 

 

用途：是觀花、觀幹、觀根的盆景良材；根、皮、葉、花皆可入藥。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7%92%E7%97%92%E6%A0%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53. 木麻黃（Casuarina equisetifolia） 

1. 22.1248761, 113.5464870 

又名短枝木麻黃、駁骨樹、馬尾樹，原產於澳大利亞，分佈於亞洲東南部沿海地區、美

洲熱帶地區。 

 

形態：常綠喬木，高可達 20米；灰綠色小枝細軟，頗似針葉，多節，每節有極退化的

苞片狀葉 6－8枚；球形果實，直徑 10－16毫米，小堅果，上部有翅。 

 

用途：可做行道樹，更是中國南方濱海防風固林的優良樹種；其枝葉可入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5%A4%A7%E5%88%A9%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94%E6%9C%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D%9A%E6%9E%9C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54. 洋紫荊（Bauhinia variegata） 

1. 22.1245285, 113.5438634 

又名宮粉羊蹄甲、羊蹄甲、紅紫荊、紅花紫荊、彎葉樹，原產於中國南部，印度、中南

半島有分佈。 

形態：樹皮暗褐色，近光滑；幼嫩部分常被灰色短柔毛，葉近革質，廣卵形至近圓形；

花瓣紫紅色或淡紅色，花期全年，3月最盛。 

 

 

用途：為良好的觀賞及蜜源植物；木材堅硬，可作農具；根皮用水煎服可治消化不良；

花芽、嫩葉和幼果可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E%8A%E8%B9%84%E7%94%B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2%E8%8A%B1%E7%B4%AB%E8%8D%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AF%E5%8F%B6%E6%A0%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A9%E8%B4%A8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55. 小葉欖仁（Terminalia neotaliala Capuron） 

1. 22.1248292, 113.5448867 

2. 22.1257966, 113.5459643 

3. 22.1307771, 113.5440284 

4. 22.1220795, 113.5464434 

5. 22.1219435, 113.5464511 

6. 22.1213480, 113.5463941 

又名細葉欖仁、非洲欖仁、雨傘樹 ，原生於馬達加斯加。 

 
形態：屬落葉大喬木，株高 10-15米，主幹直立，冠幅 2-5米，側枝輪生呈水準展開，

樹冠層傘形，層次分明，質感輕細。 

用途：可用作行道樹、景觀樹，孤植、列植或群植皆宜。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6%E5%8F%B6%E6%A6%84%E4%BB%81/581454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E%E6%B4%B2%E6%A6%84%E4%BB%81/84001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8%BE%BE%E5%8A%A0%E6%96%AF%E5%8A%A0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56. 老人葵（Coccothrinax crinita） 

22.1247496, 113.5448015 

 

又名絲葵，原產美國加州南部，墨西哥北部。 

 
 

形態：樹幹挺直， 葉大如扇，莖通常不分枝，單生，表面平滑或粗糙，葉互生。較老

的葉片末端慢慢開裂，並變成絲狀的白絲，似白髮，故名老人葵。 

 

用途：可用作行道樹、景觀樹，孤植、列植或群植皆宜。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57. 金脈爵床 (Sanchezia nobilis) 

22.1240959, 113.5454305 

 

原產厄瓜多爾。中國廣東、海南、香港、雲南等地植物園有栽培。  性喜溫暖濕潤，生

長適溫為 20-30℃，越冬溫度為 10℃。喜半陰環境。 

 

屬灌木，高達 2米。葉片矩圓形，倒卵形，頂端漸尖，或尾尖，基部楔形至寬楔形，下

沿，邊緣為波狀圓齒。花常黃色。頂生穗狀花序小，苞片大。花柱細長，柱頭伸出管外，

高於花藥。 

 

用途：觀賞價值較高的室內觀葉植物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58. 全緣葉珊瑚 

1. 22.1332328, 113.5466680 

2. 22.1221174, 113.5464387 

 

灌木，高 1-3m。葉互生，卵形、倒卵形、長圓形、或提琴形，稀 3裂，長 4-8 cm，寬

2.5-4.5 cm，頂端急尖或漸尖，基部圓鈍，近基部常有數枚疏齒，嫩葉下面紫紅色；托

葉小，早落。聚傘狀圓錐花序頂生，紅色，具長總梗；苞片披針形，長 5-10mm；花紅

色；雄花花萼長約 3mm，5裂，花瓣長倒卵形，長約 1mm，花盤具腺體 5枚，雄蕊 10

枚，外輪花絲基部合生；雌花較大。花期 6-10月。華南地區有栽培，原産中美洲熱帶，

現世界熱帶地區常見栽培。別名: 琴葉珊瑚 

 

59. 高山榕 

22.1262572, 113.5460635 

又名: 闊葉榕、大青樹、高榕、雞榕等。桑科，榕屬，原產: 廣東、廣西、雲南、海南島、

印度、馬來亞等東南亞地方。高山榕生長最高可達 30米，可以栽培或野生。為常綠喬

木，樹幹高大，樹冠寬大。有氣根和板狀根，樹皮灰而平滑，芽、苞片、托葉長有被毛，

喜愛陽光，高溫和潮濕氣候，生命力強，可抗風及抗空氣污染。高山榕葉子為單葉，葉

序互生，葉形橢圓，先鈍急尖，厚革質，葉背脈絡明顯，葉柄長 5cm，花果出現在 3-10

月間，單性，雌雄同株，果實成熟時金黃色，花被 4片。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1%91%E7%A7%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6%95%E5%B1%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A3%E6%9D%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A3%E8%A5%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B2%E5%8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5%8D%97%E5%B3%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4%BE%86%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5%8D%97%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1%B3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0%BD%E5%9F%B9&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6%AC%E6%9C%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6%AC%E6%9C%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8%B9%E5%B9%B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8%B9%E5%86%A0&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A3%E6%A0%B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D%BF%E7%8B%80%E6%A0%B9&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8%B9%E7%9A%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1%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A%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9E%E7%89%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9%98%E8%91%8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2%AB%E6%AF%9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9%BD%E5%85%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9%BA%E6%B0%A3%E6%B1%A1%E6%9F%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1%89%E5%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6%E5%BA%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6%E5%BA%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9%A2%E5%9C%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A%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C%E5%AF%A6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60.  水蓼 

1. 22.1286605, 113.5439047 

是蓼科，蓼屬一年生草本植物，高可達 70釐米。莖直立，多分枝，葉片披針形或橢圓

狀披針形，兩面無毛，被褐色小點，具辛辣味，葉腋具閉花受精花；托葉鞘筒狀，膜質，

褐色，總狀花序呈穗狀，頂生或腋生，花稀疏，苞片漏斗狀，綠色，邊緣膜質，每苞內

具 5花；花梗比苞片長；花被綠色，花被片橢圓形，柱頭頭狀。瘦果卵形，5-9月開花，

6-10月結果。分佈于中國南北各省區。朝鮮、日本、印尼、印度、歐洲及北美也有分佈。

生長在海拔 50-3500米的河灘、水溝邊、山谷濕地。水蓼全草入藥，消腫解毒、利尿、

止痢。古代為常用調味劑 

 

61. 美麗異木棉 

1.  22.1288798, 113.5436016 

落葉喬木  。高 12-18米，樹冠呈傘形，葉色青翠，樹幹下部膨大，呈酒瓶狀，樹皮綠

色，密生圓錐狀皮刺。葉互生，掌狀複葉有小葉小葉 3-7片；小葉橢圓形，長 7-14釐米。

花單生，花冠淡粉紅色，中心白色；花瓣 5，反卷，花絲合生成雄蕊管，包圍花柱。花

期為每年的 10-12月，冬季為盛花期。 

美麗異木棉是優良的觀花喬木，也是庭院綠化和美化的高級樹種，可用作高級行道樹和

園林造景。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D%89%E6%9C%AC/5416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B6%E7%89%87/672890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9E%E7%89%87/673264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A%B1%E8%A2%AB%E7%89%87/1621241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62. 加拿利海棗樹 

22.1257494, 113.5458248 

常綠喬木，單幹，高 8-12米，幹圓柱形，老葉柄基部包被樹幹，頗為奇特。羽狀複葉

密生，長 5-6米，羽片多，葉色亮綠。花單性，雌雄異株；穗狀花序具分枝，生於葉

腋；花小，黃褐色。 

 

63. 香樟木 

22.1221978, 113.5464742 

常綠大喬木，高可達 30米，直徑可達 3米，樹冠廣卵形；枝、葉及木材均有樟腦氣味；

樹皮黃褐色，有不規則的縱裂。頂芽廣卵形或圓球形，鱗片寬卵形或近圓形，外面略

被絹狀毛。枝條圓柱形，淡褐色，無毛。 

香樟樹形雄偉壯觀，四季常綠，樹冠開展，枝葉繁茂，濃蔭覆地，枝葉秀麗而有香氣，

是作為行道樹、庭蔭樹、風景林、防風林和隔音林帶的優良樹種。香樟對氯氣、二氧

化碳、氟等有毒氣體的抗性較強，也是工廠綠化的好材料。香樟的枝葉破裂散發香氣，

對蚊、蟲有一定的驅除作用，生長季節病蟲害少，又是重要的環保樹種。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B8%E7%BB%BF%E4%B9%94%E6%9C%A8/520257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E%BD%E7%8A%B6%E5%A4%8D%E5%8F%B6/1010194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E%BD%E7%8A%B6%E5%A4%8D%E5%8F%B6/1010194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E%BD%E7%89%87/83108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B%8C%E9%9B%84%E5%BC%82%E6%A0%AA/1010225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9%97%E7%8A%B6%E8%8A%B1%E5%BA%8F/7957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B6%E8%85%8B/853300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B6%E8%85%8B/853300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4%B9%94%E6%9C%A8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64. 變葉木 

22.1223472, 113.5464340 

 

灌木或小喬木，高可達 2米。枝條無毛。葉薄革質，形狀大小變異很大。基部楔形、

兩面無毛，綠色、淡綠色、紫紅色、紫紅與黃色相間、綠色葉片上散生黃色或金黃色

斑點或斑紋；葉柄長 0.2-2.5釐米。總狀花序腋生，雄花白色；花梗纖細；雌花淡黃色，

無花瓣；花盤環狀，花往外彎；花梗稍粗。蒴果近球形，無毛；種子長約 6毫米。花

期 9-10月。 

 

原產于亞洲馬來半島至大洋洲；廣泛栽培於熱帶地區。中國南部各省區常見栽培。該

種是熱帶、亞熱帶地區常見的庭園或公園觀葉植物；易扡插繁殖，園藝品種多。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66. 大花紫薇 

22.1213841, 113.5464511 

大喬木。高可達 25米；樹皮灰色，平滑；小柱圓柱形，無毛或微被糠批狀毛。葉革質，

矩圓狀橢圓形或卵狀橢圓形，稀披針形，頂端鈍形或短尖，基部闊楔形至圓形；葉柄長

6-15毫米，粗壯。花淡紅色或紫色，直徑 5釐米，頂生圓錐花序長 15-25釐米；花梗長

1-1.5釐米，花軸、花梗及花萼外面均被黃褐色糠粃狀的密氈毛；花萼有棱 12條，被糠

粃狀毛；花瓣近圓形至矩圓狀倒卵形。蒴果球形至倒卵狀矩圓形；種子多數，長 10-15

毫米。花期 5-7月，果期 10-11月。 

 

分佈於斯里蘭卡、印度、馬來西亞、越南、菲律賓及中國。在中國分佈於廣東、廣西、

福建及臺灣。多分佈於低海拔濕潤地帶，生長於良好的立地條件如沿河一帶和沼澤地，

但也能生長於沖積土上的森林裡。 

 

花大，美麗，常栽培庭園供觀賞；木材堅硬，耐腐力強，色紅而亮，常用於傢俱、舟車、

橋樑、電杆、枕木及建築等，也作水中用材；可以作為行道樹，在建築物附近、草坪邊

緣栽植均有良好的綠化美化效果。樹皮及葉可作瀉藥；種子具有麻醉性；根含單寧，可

作收斂劑。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67. 黃槿 

22.1208557, 113.5464685 

 

常綠灌木或喬木，高 4-10米，胸徑粗達 60釐米；樹皮灰白色；小枝無毛或近于無毛，

很少被星狀絨毛或星狀柔毛。葉革質，近圓形或廣卵形，直徑 8-15釐米，先端突尖。

花序頂生或腋生，常數花排列成聚散花序，總花梗長 4-5釐米，花梗長 1-3釐米，基

部有一對托葉狀苞片。蒴果卵圓形，長約 2釐米，被絨毛，果爿 5，木質；種子光滑，

腎形。花期 6-8月。 

 

分佈于中國、越南、柬埔寨、老撾、緬甸、印度、印尼、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等熱帶國

家；在中國分佈於臺灣、廣東和福建等省。   喜光，喜溫暖濕潤氣候，適應性特強，也

略耐陰，耐寒，耐水濕，耐乾旱和瘠薄，對土質要求不嚴，只需排水良好，在肥沃濕

潤土地上生長茂盛。  

 

樹皮纖維供制繩索，嫩枝葉供蔬食；木材堅硬緻密，耐朽力強，適於建築、造船及傢

俱等用。在中國廣州及廣東沿海地區小城鎮也有栽培，多作行道樹。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68. 清白招潮蟹 

22.1226060, 113.5467320 

 

清白招潮蟹整體常為白色，但步足及小螯的內側有時會呈紅棕色，甲殼寬 1.8釐米。

頭胸是甲梯形。前寬後窄，額窄，眼眶寬，眼柄細長。雄體的一螯總是較另一螯大得

多（稱交配螯），大螯特大甚至比身體還大，重量幾乎為整體之半，小螯極小，用以取

食（稱取食螯）。雌體的二螯均相當小，而對稱，指節匙形，均為取食螯。如果雄體失

去大螯，則原處長出一個小螯，而原來的小螯則長成大螯，以代替失去的大螯。雄的

顏色較雌體潔白鮮明。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E%AF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69. 短葉茳芏 

22.1228040, 113.5467490 

 

莎草科莎草屬植物，匍匐根狀莖長，木質。稈高 80-100釐米，銳三稜形，平滑，基部

具 1-2片葉。葉片短或有時極短，寬 3-8毫米，平張；葉鞘很長，包裹著稈的下部，

棕色。苞片 3枚，葉狀，短於花序；長側枝聚繖花序複出或多次複出。小堅果狹長圓

形，三稜形，幾與鱗片等長，成熟時黑褐色。花果期 6-11月。 

短葉茳芏是海灣河口灘塗綠化的優良植物。短葉茳芏纖維含量高，可作原料編織草片、

草席、帽子、座墊、草袋等特色製品。 全草可以入藥，清熱，利尿，解主小便不利、

閉經、急驚風牙痛。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70. 桐花樹 

22.1223513, 113.5467113 

 

灌木或小喬木，高 1.5-4米；小枝無毛，褐黑色。葉互生，於枝條頂端近對生，葉片革

質，倒卵形、橢圓形或廣倒卵形，頂端圓形或微凹，基部楔形。傘形花序，生於枝條頂

端，無柄，有花 10餘朵；花梗長約 1釐米，多少具腺點。蒴果圓柱形，彎曲如新月形，

頂端漸尖；宿存萼緊包基部。花期 12月至翌年 1-2月，果期 10-12月，有時花期 4月，

果期 2月。分佈於中國、印度、中南半島至菲律賓及澳大利亞南部等地；在中國分佈於

廣西、廣東、福建及南海諸島。生於海邊潮水漲落的污泥灘上，為紅樹林組成樹種之一，

有時亦成純林。 樹皮含鞣質，可做提取栲膠原料；木材是較好的薪炭柴；組成的森林有

防風、防浪作用。 樹形美觀，小枝紅色，是較好的觀賞樹種。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71. 秋茄 

22.1228040, 113.5467490 

• 紅樹林的常見品種，果實形狀似筆，又名水筆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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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生便沒有

競爭營養的問題． 

• 與木欖，桐花樹同樣有"胎生苗"的特性．果實還掛在樹上時，種子已長出胚根．

果實落下時，尖的胚根會插進泥土內．如果落在海裡，能浮水的種子會隨水漂

流，待退潮時跌在泥土便爭取時間生根生長． 

• 長達８個月的孕育期． 

• 此品種是屬於鹽分排斥者，鈉濃度由根往上遞減．不讓鹽走進體內．你又知不

知道另種鹽分排泄者，如何處理鹽分呢？ 

• 是灌木還或小喬木?此品種在鹹淡水交界，珠江河口會長得高大一些．而在鹽份

高，低養份的地方永遠也長不高大． 

• 叫作"茄"和"水筆仔"都是因為它果實形態 

• 秋茄的胎生苗可儲存達 3年的養份，只要在適當環境下便可以茁壯生長 

• 留意果實的形狀並不是畢直的．其略灣的尖筆狀形態方便它隨潮水漲退時插入

泥土內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72. 大白鷺 

22.1223252, 113.5467884 

 

見於澳大海邊紅樹林, 大中型涉禽，體長 90cm，成鳥的夏羽全身乳白色；鳥喙鐵銹色；

頭有短小羽冠；肩及肩間著生成叢的長蓑羽，一直向後伸展，通常超過尾羽尖端 10多

釐米，有時不超過；蓑羽羽幹基部強硬，至羽端漸小，羽支纖細分散；冬羽的成鳥背無

蓑羽，頭無羽冠，虹膜淡黃色。 

 

此鷺棲息于海濱、水田、湖泊、紅樹林及其他濕地。常見與其他鷺類及鸕鷀等混在一起。

大白鷺只在白天活動，步行時頸勁收縮成 S形；飛時頸亦如此，腳向後伸直，超過尾部。

以甲殼類、軟體動物、水生昆蟲以及小魚、蛙、蝌蚪和蜥蜴等動物性食物為食。主要在

水邊淺水處涉水覓食，也常在水域附近草地上慢慢行走，邊走邊啄食。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73. 小白鷺 

22.1217335, 113.5467237 

 

見於澳大海邊紅樹林, 體長 52-68釐米，為中型涉禽，全身體羽頗似大、中白鷺，體形

纖瘦，全身白色。夏羽枕部有兩根細長飾羽，前頸和背著生蓑羽。冬季飾羽及蓑羽脫落。

眼先裸皮夏季粉紅色，冬季黃綠色。生殖期在枕部有兩枚長羽，如雙辮狀。胸前亦簇生

矛狀長羽，但沒有枕部冠翎長。背上蓑羽的先端均微向上捲曲。生殖期後，冠翎和蓑羽

均脫落。眼黃色，嘴黑色，下嘴基部帶蒼白色，面部裸皮灰色，腳、腿黑色，趾上常雜

有黃色。棲息于平原、丘陵和低海拔之湖泊、沼澤地帶與灘塗地。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74. 蒼鷺 

22.1212269, 113.5466731 

 

見於澳大海邊紅樹林, 蒼鷺雄鳥頭頂中央和頸白色，頭頂兩側和枕部黑色。羽冠為 4根

細長的羽毛形成，分為兩條位於頭頂和枕部兩側，狀若辮子，顏色為黑色，前頸中部有

2-3列縱行黑斑。上體自背至尾上覆羽蒼灰色，尾羽暗灰色，兩肩有長尖而下垂的蒼灰

色羽毛，羽端分散，呈白色或近白色。初級飛羽、初級覆羽，外側次級飛羽黑灰色，內

側次級飛羽灰色，大覆羽外側淺灰色，內側灰色；中覆羽、小覆羽淺灰色，三級飛羽暗

灰色，亦具長尖而下垂的羽毛。頦、喉白色，頸的基部有呈披針形的灰白色長羽披散在

胸前。胸、腹白色；前胸兩側各有一塊大的紫黑色斑，沿胸、腹兩側向後延伸，在肛周

處匯合。兩脅微綴蒼灰色。腋羽及翼下覆羽灰色，腿部羽毛白色。虹膜黃色，眼先裸露

部分黃綠色，嘴黃色，跗蹠和趾黃褐色或深棕色，爪黑色。 

 
成對和成小群活動，遷徙期間和冬季集成大群，有時亦與白鷺混群。常單獨的涉水於水

邊淺水處，或長時間的在水邊站立不動，頸常曲縮於兩肩之間，並常以一腳站立，另一

腳縮於腹下，站立可達數小時之久而不動。飛行時兩翼鼓動緩慢，頸縮成‘Z’字形，兩腳

向後伸直，遠遠的拖於尾後。晚上多成群棲息於高大的樹上休息。 

 

主要以小型魚類、泥鰍、蝦、喇蛄、蜻蜓幼蟲、蜥蜴、蛙和昆蟲等動物性食物為食。多

在水邊淺水處或沼澤地上，也在淺水湖泊和水塘中或水域附近陸地上覓食。覓食最為活

躍的時間是清晨和傍晚，或是分散的沿水邊淺水處邊走邊啄食。或是彼此拉開一定距離

獨自站在水邊淺水中，一動不動長時間的站在那裡等候過往魚群，兩眼緊盯著水面，一

見魚類或其他水生動物到來，立刻伸頸啄之，行動極為靈活敏捷。有時站在一個地方等

候食物長達數小時之久，故有‘長脖老等’之稱。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F%81%E5%BE%99%E6%9C%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C%A5%E8%9C%B4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75. 彈塗魚 

22.1226950, 113.5467560 

 

海邊紅樹林泥灘可見, 大彈塗魚屬暖水性潮間帶魚類，喜穴居軟泥底質低潮區或半咸水

的河口灘塗，借助腹鰭在泥塗上匍匐跳躍，覓食。以底棲矽藻為主食。是分佈於沿海灘

塗的一種小型經濟魚類。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B%A9%E6%B6%82/599302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5%B9%E9%B3%8D/7400580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76. 中國耳螺 

(見於紅樹林泥灘) 

22.12202466, 113.5466761 

 

紅樹林泥灘可見,貝殼呈長卵圓形，殼頂鈍，常被腐蝕，體螺層高大，殼面有細密的布

紋狀雕刻，並被有一層黃褐色的殼皮。殼口長，上窄下寬，近耳形，外唇中部厚；軸唇

上有 2個較強的齒。因其對環境變遷和人為干擾十分敏感，可作為環境評估的重要指標

種。 

 

 

77. 弧邊招潮蟹 

1. 22.1218956, 113.5467274 

2. 22.123910, 113.546795 

 

海邊紅樹林泥灘可見, 生活環境為海水，多見穴居於港灣中的沼澤泥灘上。最大的特徵

是雄蟹具有一對大小懸殊的螯，擺在前胸的大螯像是武士的盾牌。它會做出舞動大螯的

動作，這個被稱為“招潮”的動作，目的是威嚇敵人或是求偶。此外，該蟹還有一對火柴

棒般突出的眼睛，非常特別。它們取食藻類，能吞食泥沙以攝取其中的有機物，將不可

食的部分吐出。以藻類為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C%E6%B3%BD/35917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F%B9/54167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E%AF/227021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82%E5%81%B6/1009790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7%BB%E7%B1%BB/287503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7%BB%E7%B1%BB/2875032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78. 草龜 

22.1315110, 113.5435382 

 

常見於澳大湖邊草地或樹林, 頭小，不及背甲寬的 1/4，頭頂前部平滑，後部皮膚具細

粒狀鱗；吻端向內側下斜切，喙緣的角質鞘較薄；下顎左右齒骨間的交角小於 90°。背

甲較平扁，具 3條縱棱，四肢略扁平，指、趾間均具蹼，具爪。尾較短小。背甲棕褐

色，腹甲及甲橋棕黃色，每一盾片均有黑褐色大斑。頭部橄欖色或黑褐色；頭側及咽

部有喑色鑲邊的黃紋及黃斑，並向後延伸至頸部。雄性個體幾乎整個呈黑色，有異臭，

雌龜背甲棕褐色。 

 

79. 巴西紅耳龜 

22.1315641, 113.5435433 

 

常見於澳大湖邊草地或樹林, 成體長橢圓形，背甲平緩隆起，脊棱明顯，後緣呈鋸齒狀。

頭寬大，吻鈍頭頸部有黃綠相間的縱紋，眼後兩側各有 1長條形紅色斑塊。頭和頸側面、

腹面夾有黃綠線狀條。眼中等大，頸短而粗。全身顏色多樣，色彩斑斕，背甲翠綠色，

每塊盾片上具有黃綠鑲嵌的圓環狀斑紋；腹甲平坦，淡黃色，具有規則排列、似銅錢圖

案的黑色圓環紋。四肢粗短，趾間具發達的蹼。前肢 5爪、後肢 4爪。尾適中。龜苗時

期色澤鮮豔醒目，全身佈滿黃綠鑲嵌、粗細不勻的條紋和圖案，隨著個體長大，顏色、

圖案逐漸變淡。雄龜個體小，軀幹長，前肢的爪子較長，尾基部較粗，泄殖孔距腹甲後

緣較遠；雌龜個體大，軀幹短而厚，前肢的爪子較短，尾細且短，泄殖腔孔距腹甲後緣

較近。 

 

巴西紅耳龜性情活潑，比中國產的任何一種淡水龜都活躍、好動。它對水聲、振動反應

靈敏，一旦受驚紛紛潛入水中，最適溫度為 20-32℃，11℃以下冬眠，6℃以下為深度冬

眠。屬雜食性動物，是自然界的野生龜類，多半以肉食為主。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80. 黑領椋鳥 

22.1217608, 113.5467203 

 

常見於澳大湖邊草地或樹林, 一種大型椋鳥，體長 27-29釐米。整個頭和下體白色，上

胸黑色並向兩側延伸至後頸，形成寬闊的黑色領環，極為醒目。腰白色，其餘上體、兩

翅和尾黑色，尾具白色端斑。眼周裸皮黃色，嘴黑色，腳黃色。特徵極為醒目，野外不

難識別。 

 

習性：常成對或成小群活動，有時也見和八哥混群。鳴聲單調、嘈雜，常且飛且鳴，特

別是當人接近的時候，常常發出嘈雜的叫聲。覓食多在地上。可學習發聲說話。 

81. 白鶺鴒 

22.1211334, 113.5466399 

 

常見於澳大湖邊草地或樹林, 小型鳴禽，全長約 18釐米，翼展 31釐米，體重 23克，壽

命 10年。體羽為黑白二色。額頭頂前部和臉白色，頭頂後部、枕和後頸黑色。背、肩

黑色或灰色，飛羽黑色。翅上小覆羽灰色或黑色，中覆羽、大覆羽白色或尖端白色，在

翅上形成明顯的白色翅斑。尾長而窄，尾羽黑色，最外兩對尾羽主要為白色。頦、喉白

色或黑色，胸黑色，其餘下體白色。 虹膜黑褐色，嘴和跗蹠黑色。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4%8B%E9%B8%9F/269595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B%E5%93%A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8%A3%E7%A6%BD/2173587


澳門大學常見動植物名錄 

82. 絲光椋鳥 

22.1208582, 113.5466342 

 

絲光椋鳥（學名：Sturnus sericeus）體型大小和其他椋鳥相似，體長 20-23cm。嘴朱紅

色，腳橙黃色。雄鳥頭、頸絲光白色或棕白色，背深灰色，胸灰色，往後均變淡，兩翅

和尾黑色。雌鳥頭頂前部棕白色，後部暗灰色，上體灰褐色，下體淺灰褐色，其他同雄

鳥。特徵均甚明顯，野外不難識別 

 

多棲息于開闊平原、農作區和叢林間以及營巢於牆洞或樹洞中。在中國主要分佈於華南、

自陝西、河南、安徽、江蘇至廣東、海南、西至四川、雲南等地。也見於日本和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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