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高度都市化的臺北，能夠擁有大同大學這樣的一方綠地，

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不僅是因為她位處地窄人稠、人文與

商業薈萃的中山區，更因為她所保有的物種多樣性，以及大同人

對花草樹木的愛護之情，都在在使得這個不算大的校園，到處充

滿著生機與驚喜。讓動植物能夠有棲息與繁衍的環境，發揮「生

態跳島」、「生物避難所」的功能，是大同大學在臺北生態中的

珍貴地位。

　　根據民國72年大同大學工學院洪祖仁工程師編撰的《大同

工學院木本植物目錄》，大同校園中的植物約有270種；而根據

94~95年臺北市文化局實地勘查紀錄，大同大學校園樹木種類多

達兩百多種，樹齡超過40年登錄保護的有45棵，其中超過100年
的有3棵，70~100年的有4棵，50~70年的有32棵，40~50年的有

6棵，至於，將近40年的更是不勝枚舉。在此臺北都會區的大同
大學裡，樹種繁多，林木茂盛，生態多樣，整個學校有如一座植

物園。

　　說起大同大學校園植物的故事，大都離不開林挺生老校長愛

樹愛到心坎裡的話題。當他發現某個地方、某個路段出現美麗樹

影時，會立即邀請專家盡快去查明，看看是否也可以在學校裡

種幾棵？對於植物，遠觀、近看，他都非常的細心，而且充滿

好奇。無論是銀杏、竹柏等古老的物種；臨近海岸的黃槿、木麻

黃；本土原生的樟樹、榕樹；適合冷涼環境的櫻花、杜鵑；秋冬

時節就更換褐色或黃色衣裳的楓香、無患子；還有充滿熱帶風情

的大王椰子、女王椰子等外地引進的物種，好像精心的佈局，但

又透露出隨性的雍然，非常值得觀看。

　　大同大學擁有如此豐富的自然資源，值得珍惜利用；建議您

緩緩地行走校園，慢慢地閱讀自然生態這本無字天書，認識大同

大學扮演的「生態跳島」的角色，以及她所發揮的「生物避難

所」功能，期待可臻「眾生平等」的大同世界。

　　只有一整片的草皮，以及幾
階高的鐵製司令台，校園中的操

場以古樸美學顯露出「簡單」所厚
植的堅定力量。

大同大學的操場四周都有濃蔭，
北、東、南三邊，皆由三排以上的大樹呵

護著。除了引人入勝的樹木之外，操場周邊的樹
林中，木條椅、石桌石椅，閒適地擱在那兒。透水

磚舖設的曲徑通幽，實在是散步、討論學問的好地方。

　　操場的面積不大，沒有設環形跑道，它的周邊雖有實習工廠
與教室緊鄰，然而在這裡，完全感受不到工廠的噪音、刻板，倒
是鳥鳴聲啾啾，從校園外熱鬧到校園裡。

　　濃蔭環抱的操場，雨天過後，少見積水，這整座會呼吸的綠
地，有如一片活肺，充滿清新的氧氣，地底下想必蘊藏了珍貴的
地下水。「風聲彈竹有琴韻，月影繪梅無墨痕」，懂
得蘊藏珍貴資源的教育家，一定有高深的智慧，
雍容的胸懷；這座操場，可能是全臺灣大專院校
所僅見，也是最「大同」的代表。

　　操場旁的林蔭下，有著一段木棧道，是近幾年環境整治的一
區。師生們的步履走上了木棧道，而不再踩踏泥土小徑，於是
乎，土地有機會休養生息，躲在土壤裡的小種子，有機會萌芽。

　　木棧道的兩旁如同一座森林的縮影，不同的物種在不同的高
度努力生長，適應環境。有高大的白千層、麵包樹、大葉桉，下
方有雀榕、杜英、江某，持續降低的樹冠層，可以看見錫蘭饅頭
果、觀音棕竹、春不老、姑婆芋、彩葉芋，以及一些不知名的小
花小草等。加上一些藤本植物，攀爬在大樹上爭取陽光。雖然是
人為的種植，卻顯示出鋪排的用心。

　　坐在木棧道的長椅上，可以遠望在操場上揮汗的青春身影，
或者靜靜感受當下森林浴的氣息。當微風吹過，當草木窸窣，靜
心感受大自然的微妙變化，在這綠色的窟窿裡，群聚的樹種豐富
多樣。植物無語看似安靜，其實許多生命的過程都在這個生態中
悄悄進行。

　　說起校園這幾隻黑冠麻鷺，全校師生的驕傲之情，溢於言
表。黑冠麻鷺喜歡在低海拔、陰濕、無干擾的林地活動，食物以
蚯蚓、昆蟲等無脊椎動物為主。老校長公館內老樹蓊鬱，土地鬆
軟，沒有使用除草劑，落葉堆肥而成的腐質土，很自然地孕育出
黑冠麻鷺最喜歡的食物－蚯蚓，因此這裡成了牠們的福地洞天。

　　黑冠麻鷺通常由一對雌鳥與雄鳥組成家庭，棲息在一個區域
範圍，很重視隱密。當校園櫻花飄落後，黑冠麻鷺開始求偶，雄
鳥在夜晚不停的大聲鳴叫。結為伴侶後，公鳥檢拾枯枝，在大樹
上築巢，雙方共同育雛，由產卵至幼鳥離巢，需時月餘。

　　二十多年前，黑冠麻鷺還是賞鳥者夢寐以求希望一睹芳姿的
稀有鳥種。不過保育觀念的推展，促成賞鳥風氣的盛行，近年有
越來越多人在校園中跟牠邂逅。目前在臺灣是局部普遍分佈的情
形。牠不太怕人，可以近距離一辨雌雄成鳥、亞成鳥的樣貌，亦
可觀察牠們覓食或飽餐後，常以波浪形左右擺動脖子的特殊行
為，非常有趣。

　　沿著中山北路進入校門口，枝
頭上鳥兒的清脆鳴叫，彷彿合奏著歡
迎曲，迎接本校師生與來訪客人。喜愛
穿梭於花叢間的綠繡眼、聲似「巧克力巧克力」
的白頭翁、同為城市三劍客的麻雀、身型修長的
樹鵲，還有悠閒漫步的珠頸斑鳩......等等。

　　這些鳥兒，在校園裡快樂地嬉戲、覓食甚至繁衍下一代，也
選擇不同的藏身處，那是因為學校樹木種類繁多，營造出多樣的
生存環境，除了花蜜、果實和昆蟲，校園裡還栽植著許多鳥類喜
愛的果樹。

　　印度紫檀前方種了幾株芒果樹，櫻花園旁的棚架上爬滿了百
香果，高中部的四周可以發現好幾株楊桃樹，還有麵包樹、波羅
蜜與桑樹。水果成熟所散發的香氣，連路過的學生都忍不住聞香
一番。

　　散落在校園不同角落的果樹，沒有太多的人為干擾，自然成
為許多鳥類、松鼠的樂園，牠們所譜出的聲音地圖，讓人在都會
中，也能體會「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的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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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成於民國87年的尚志教育研究館，為紀念創辦人林尚志先
生百歲冥誕而建，建築樣貌由黃宜章、蕭義雄等建築師、工程師
參考美國維吉尼亞大學的 Rotunda館所建造，該館為美國第三、
四任總統傑佛遜先生卸任後為維吉尼亞大學所設計的學術村，仿
造羅馬古建築經典－－萬神殿。

　　其圓頂象徵教育之神聖與莊嚴，正面六根支柱象徵學校公司
永續經營之六大根本－－性能優越、品質可靠、交貨準時、服務
快優、訪銷盡心、收支有盈。外表建材選用福建省安溪堅硬之花
崗石以代表永恆不朽，並裝設來自英國的銅鐘以敲響民主工業之
聲。一樓為行政單位、貴賓室與會議室，二樓為校長室及董事長
室，三至五樓為圓頂音樂廳，供藝術季音樂會及相關課程使用。
地下一、二樓為多樣功能的教室空間，地下三、四樓為停車場。

　　學子們暱稱其為「白宮」，除了擁有先進之教學設備、絕佳
之讀書環境與壯麗之建築為大同校園添上美景外，亦是中山北路
上的重要地標。

　　林挺生校長公館原為大同公司前身
「協志商號」負責人林尚志先生居所，
興建於1940年代，由當時在協志商號工
作的廖欽福先生設計。公館主要的入口
位於宅院之東南側，前院設有環形的小
花圃，整座建築由北半部的洋式及南半
部的日式和風合併而成，屬於「和洋併
置式」之住宅風格。

　　洋館為二層樓建築，為昔日林挺生
校長的辦公空間。一層樓的和館運用了
日式建築手法，包含雁行迴廊以及庭園
造景，幾盞石燈籠搭配山石、林木、小
橋呈現出日式庭園小巧精緻靜謐的美
感，值得吾人駐足觀賞。

　　林校長深愛植物，植樹隨其自然生長，不經意砍伐、移植，
經過數十年時光的維護，如今已是老樹參天、綠意盎然。

　　本校位於大龍峒文化區，為臺北市
開發甚早的地區之一，附近有許多文化
資產，如：一級古蹟有圓山遺址；二級
古蹟有大龍峒保安宮；三級古蹟有臺北
市孔廟、陳悅記祖宅（老師府）與臺北
故事館。而圓山公園又名「中山一號公
園」，是臺灣最早設立的公園；中山北
路於日治時期稱「敕使街道」，是臺北城通往圓山臺灣神社的主
要道路；臨濟護國禪寺是1899年日人為安撫佔領臺灣時陣亡之
日人而建的。這些歷史建物都是大同大學推動通識教育的珍貴寶
藏，本校亦多次與上述單位合作，辦理文化相關活動。

　　民國前19年出生於臺北市，民國
4年畢業於臺北工業講習所土木科第
一期。創辦協志商號時，雖然設備簡
陋，但先生克勤克儉、慘澹經營，八
年衝出優異業績，深獲顧客的信賴。

　　協志商號所承辦的工程，即使無
法獲利，也會努力完成。如新店溪
堤防工程雖然損失慘重，但林尚志負責到底的精神與毅
力，贏得了社會的肯定與信譽，協志名號在營建業一炮
而紅，指名委建者愈來愈多。

　　民國31年林創辦人結束個人事業，將家產的百分
之八十捐給「協志工業振興會」，創辦大同技能養成所
（現今大同高中前身）及大同工業專科學校（現今大同大學前

身），培育英才，服務學校、公司及社會各界。

誠信負責
投資興學

創辦人林尚志先生 (1893~1971)

工業報國
建教合一

首任校長林挺生博士 (1919~2006)

　　林挺生先生於求學時期即表現優異，大學
畢業後即接任大同鐵工所社長。有感於二次大
戰後的臺灣，工業基礎薄弱，他洞燭市場機
先，決定將大同公司主力產品改為家電及重電
產品，其中尤以電鍋、電扇品質優異，使「大
同國貨」品牌享譽海內外，開啟臺灣工業產品外銷的先鋒，帶動
工業發展，提升國計民生水準。

　　林尚志先生捐其財產，創設以「建教合一，研究發展」為宗
旨的學校公司。林挺生出任校長並擔任教職，積極推動產學合作
機制，為社會培育無數產業精英、工業將帥。在校內講授「國富
論」及「經營學」，取材自中、日、歐美經典著作，涵蓋經濟、
經營、修身、語文等方面，身教言教，蜚聲杏壇。

　　教授校長董事長一生不僅投入學校教育，也關心民主自由，
陸續出任重要公職。綜觀教授校長董事長一生，見證臺灣經濟發
展，開啟人本工程教育，福國利民，所憑藉者就是「工業報國」
的使命感，足堪後世之典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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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讀自學
熱愛鄉土

臺灣文史拾穗者莊永明先生 (1942~ )

不畏強權
獻身文學

客家文學大老吳濁流先生 (1900~1976)

學貫中西
蜚聲國際

文學大師梁實秋博士 (1903~1987)

　　由於林挺生校長仰慕梁實秋先生文采，故於
民國38年梁實秋抵臺後，主動將坐落於德惠街一
號的純日式房屋「租借」給梁實秋，成了梁家在臺
灣的第一個雅舍；並於本校教授中文、歷史、英文等科目，前後
共五年。之後，亦曾擔任本校董事及董事長。協志教育叢書出版
過梁實秋先生所翻譯的《威尼斯商人》、《沉思錄》以及個人重要
著作《英國文學史》、《英國文學選》。

　　吳濁流的文章， 清晰、中肯，對臺灣的未
來尤其關心。有感於二二八事件對臺灣社會的衝
擊，乃以日文發表創作隨筆〈黎明前的臺灣〉，強
調臺灣青年的希望在「工業教育」，引起林挺生校長的注意。林
校長辦學首重延攬人才，加以教育理念相同，遂聘其為訓導主
任，此乃吳濁流「大同生涯」之淵源。吳濁流在任職訓導主任期
間，亦曾發表小說《波茨坦科長》。

　　莊永明先生出生於臺北大稻埕，在生長環境
的耳濡目染下，從小便對臺灣文史有濃厚興趣。
曾於大同企業擔任會計達26年，業餘從事文史研
究。由大同雜誌連載的專欄「臺灣的第一」，介紹臺灣民間的風
土民情，以現代精神詮釋俗諺，獲得各界的廣大迴響，更陸續出版
多本深入介紹臺灣的專書，民國95年獲頒臺北市第八屆文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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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 榔 聘 禮 長

檳榔 Areca nut
學 名別 名

.................................................................................. 棕櫚科

菁仔、檳榔仔 Areca cathechu L.
原產熱帶亞洲之馬來西亞及菲律賓，是臺灣中南部山坡地特有作物之一。
單幹直立圓筒形，高可達15~20公尺。葉片為羽狀複葉，簇生幹頂。花呈
肉穗花序自葉鞘下部抽出，雌雄同株，雄蕊青白色具有香氣。果實卵狀橢
圓形，外皮堅硬，內含一粒檳榔子，未成熟之嫩果外果皮呈綠色，成熟後
轉為黃或橙黃色。

　　檳榔果實含有高分子的單寧酸，口感苦澀，因而加石灰以
分解單寧酸，咬食後呈現的紅色便是分解後的單寧。而檳榔所
含的興奮劑成分，具消除疲勞的效果，深受勞動階層喜愛。

　　除了嚼食檳榔，臺灣原住民更視檳榔為重要的社交
禮品之一，結婚嫁娶的習俗中，可以看到將檳榔當

作聘禮的例子，祭祀祖先時，亦可把成串的檳榔
作為祭品。

　　近年因發現嚼食檳榔與口腔癌有密切關連，
亂吐檳榔汁也引發了環境衛生問題，大量栽植於

山坡地，容易引起土壤流失，有害水土保持。故在
校園內種植檳榔，可作為水土保持等的反面教材。

繽 紛 春 日 暖

山櫻花 Taiwan cherry
學 名別 名

.................................................................. 薔薇科

緋寒櫻、山櫻桃 Prnus campanulata Maxim.
臺灣原生種，屬落葉喬木。莖幹上的褐色橫裂及皮孔，是氣體進出植物的
神秘孔道。葉互生，卵狀圓形或長卵形，葉緣雙重鋸齒。冬季落葉，春季
約一至四月開花，叢生或繖狀花序，花色有緋紅、粉紅等色，雄蕊多數，
盛開時全株幾無葉，鐘形的花懸垂向下，花瓣五枚，三至五朵叢生。山櫻
花的花朵與果實是許多鳥類與昆蟲喜歡的食物。

　　春寒料峭的季節，最用心在校園裝扮迎春的大概非櫻花莫
屬了。說起櫻花，大多數民眾一定想到日本。殊不知，臺灣也
有原生種的櫻花，山櫻花的桃紅花色，美化了冬盡春來的校
園，是早春的主角之一。冬天落盡所有葉片，在深褐色的枝條
上綻放一朵朵鮮豔的花朵。其追求燦爛盛花的姿態，留住瞬間
美感，如同日本武士道精神，無怪乎日本人將賞櫻
視為全國的重要活動。

　　林挺生博士擔任校長時，曾多次自日本引
進各色櫻花，並利用園藝的扦插嫁接方式，讓
櫻花適應臺灣平地的氣候。目前校園裡的櫻花園
仍栽種了許多山櫻花以及其他品種的櫻花，也有
杏花、桃花的蹤跡，近年所舉辦的藝術季開幕活動，
便是在這片美不勝收的花團錦簇中登場。

玉 蘭 散 幽 香

洋玉蘭 Southern magnolia
學 名別 名

...................................................... 玉蘭科

荷花玉蘭、泰山木 Magnolia grandiflora L.
常綠大喬木，原產地為北美東南部。葉卵狀長橢圓形，長10~20公分，質
硬，葉面濃綠有光澤；葉背有銹色絨毛。花大白色，徑可達20公分，自
頂生或葉腋下生，花瓣六片呈匙形，蠟質，花盛開時花香四溢，濃郁撲
鼻，其樹姿整齊，抗空污力強，適合植於庭園、公園、校地，為闊葉樹類
中罕見優美的觀花樹種。

蓬 萊 花 木 美

臺灣欒樹 Flame golden-rain tree
學 名別 名

.................................... 無患子科

苦苓舅、金雨樹 Koelreuteria henryi Dummer
臺灣特有原生種，樹高可達15公尺以上樹冠圓傘形，喜生於陽光強烈之向
陽山坡地，小枝幹樹皮滿佈皮孔。二回羽狀複葉、互生，小葉4~6對，長
橢圓狀卵形，先端銳尖，基部歪形，邊緣有鋸齒。秋季開花，大型的圓錐
花序生，花冠黃色，花瓣五片。蒴果氣球狀，未熟前常呈紅褐色，成熟後
三瓣裂，種子球形，成熟呈黑色。

　　四季顏色分明的臺灣欒樹，是臺灣原產的優美觀賞樹種。
綠葉、黃花、紅果，加上冬季葉片落盡的枝條，不同時節觀賞
臺灣欒樹都有不同的美感。

　　這些姓名上標註著臺灣的特有種，表明著所屬的生態狀
況，它們生於臺灣，長於臺灣，多少年來始終沒有更改其姓。
這些物種因為歷史、生態或生理等因素，其分布僅自然繁衍於
某一局限的地理區域，而沒有出現於其他地區，於
是被稱為該區域的特有種，也就是到目前為止
「只有這裡有」。

　　臺灣特有種有些經常出現，也不見得是
瀕臨滅絕的物種，但或許為臺灣蓬萊仙島的
特產，總讓人覺得多了一份親切感。校園裡還
可以看見臺灣山櫻花、臺灣樹蘭等。

薜荔 Climbing fig
學 名別 名

............................................................................... 桑科

木蓮、風不動 Ficus pumila L.
常綠蔓性灌木，原產臺灣。幼株呈蔓性藤本，莖具氣生性不定根，成株則
轉變成灌木狀。藤莖分蘗性強，莖節明顯，具白色體液。莖條分成兩種，
一為攀附樹幹或牆壁上的莖條，會長不定根，葉子較小；另一種為可著生
花果的莖條，挺出攀附的樹幹或牆壁，葉子較大。葉互生，卵形至橢圓
形。雌雄異株，隱花果倒卵狀錐形，淡綠色，果下部密生白點。

　　老校長公館的紅磚圍牆上，薜荔以其獨
特的生長姿態攀附著牆面。整片的綠意，
讓不少拍攝婚紗照的新人，選擇在這裡
按下快門，留住幸福的瞬間。

　　薜荔也許不如她的近親「愛玉」廣為
人知，果實的滋味也並非甘美，但其立面綠化的卓越成效，仍
可在都市巷弄間發現她的蹤影。

　　薜荔能夠生存於夾縫間的功夫，除了下方的不定根能夠攀
緣吸附於岩石、牆面上，其上方挺出的莖條，以較大的葉片爭
取日照與甘霖，進而生存繁衍。薜荔向陽的姿態彷彿在告訴我
們，力爭上游才能出人頭地。

　　沿著校長公館的紅磚牆，往電機大樓的方向右轉，靠近操
場的一側種植了成排的青剛櫟，於冬季漫步其間，很容易踩到
一顆顆如小陀螺般的堅果。

　　青剛櫟果實上的殼斗，是這類植物辨識的重要特徵，秋冬
時節結果的殼斗科植物，堅果脂肪多、熱量高，水
分少且容易保存，正是松鼠的美味佳餚。松鼠為
了度過糧食短缺的冬季，秋季便開始囤積糧食，
把美味的堅果先埋藏在地底下，等待寒冬時充
飢，但松鼠無法牢記所有儲藏的地點，被遺忘了
的種子，便在隔年吐芽生長。

　　青剛櫟提供食物給松鼠，松鼠則無意的幫助青
剛櫟留住了繁衍的機會，動植物間互利共生的模式，也提醒著
人類無法獨自生存於社會中。

青剛櫟 Ring-cupped oak
學 名別 名

.......................................................... 殼斗科

白孝欑、校欑 Cyclobalanopsis glauca (Thunb.) Oerst.
臺灣原產的優美樹種，為常綠喬木，樹冠傘形，高可達15~20公尺；嫩葉
及幼枝被絹毛。葉革質，長橢圓形或橢圓形，上半部有鋸齒，葉背粉白被
短毛。殼斗像隻碗，只包住堅果的基部，堅果呈橢圓球狀，先端尖銳。鱗

片排成9~11輪環，易於辨識。木材呈淡黃褐色，是主要的重構造用材及
器具柄用材。

楓 香 小 徑 行

楓香 Formosan sweet gum
學 名別 名

.................................................. 金縷梅科

楓樹、楓仔樹 Liquidambar formosana Hance
原產臺灣及中國南方，主要分佈於平地及低海拔山區。多年生落葉大喬
木，樹幹有類似樟樹之縱裂溝紋，並具有特殊香味的樹脂。單葉互生，掌
狀三裂，有鋸齒緣，單性花雌雄同株，無花瓣，蒴果聚合成球形有刺。秋
冬落葉前，葉片裡的花青素、葉黃素和胡蘿蔔素逐漸取代葉綠素，顯現出
各種繽紛亮麗的色彩。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深處有人家；
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唐朝詩人杜牧於〈山行〉一詩中，讚嘆楓紅更勝二月春
花。從電機大樓前方綿延至實驗大樓的成排楓香，細長直立，
約莫六層樓高。秋天轉紅，冬天落葉，校園裡的四季變換，就
屬這區變化最多，而季節遞嬗所引發的各種
情愫，讓歷代文人留下了許多讚美楓紅的
佳句。

　　楓香優美的樹形與多變的葉色，讓
她成為點綴中山北路的最佳主角，從校
門外一路延續進入校園。而長滿針刺的
果實，成為區別楓香與青楓的重要依據，楓香為葉
互生、蒴果；青楓則是葉對生、翅果。

榕樹 Chinese banyan
學 名別 名

....................................................................... 桑科

正榕、鳥榕 Ficus microcarpa L. f. 
常綠大喬木，分佈於臺灣平地及低海拔的山地。盤根粗壯，高可達30公
尺，樹皮灰白色，全株都有白色乳汁。氣根多數叢生，自枝幹下垂觸地，
粗大者如柱。葉互生，葉形是卵形或橢圓形。果實為隱花果，是鳥雀喜愛
的果實。榕樹生性強健、抗風耐潮的特性，常作為庭植添景或行道樹，是
臺灣第一重要盆景樹種。

　　實驗大樓旁的空地上，綠蔭遮天，盤根錯節，近看才知，
這裡其實只有一株榕樹，粗壯的氣生根接觸地面成了支柱根，
有了支柱根的支撐與營養補充，榕樹便可以快速的向四周擴張
地盤，長出更強壯茂密的枝椏。

　　榕，取「容」，便有容納廣闊的意思。榕樹一
樹成林的特性，常在鄉間的廟宇旁，看見老榕樹
下聚集著喝茶聊天的人們。榕樹連繫著對故鄉的
情感，成了臺灣獨特的鄉土植物。

　　榕樹的花為隱頭花序，真正的花被膨大的花
托包覆，只在頂端露出一個小開口，讓蜜蜂產卵的

同時，也能夠為其授粉，形成一對一的「互利共生」關
係。而榕樹的果實更是鳥雀最喜愛的食物，沒有消化的種子隨
著鳥糞排放到其他地方，也幫助了榕樹的繁衍。

黃 槿 最 英 雄

黃槿 Linden hibiscus
學 名別 名

.................................................................... 錦葵科

粿葉樹、鹽水面頭果 Hibiscus tiliaceus L.
常綠喬木，原產地在熱帶和亞熱帶海濱，其防塵、防砂、防風的特質，適
合栽植於濱海工業區或堤岸道路旁。葉厚紙質，互生，有長柄，心形。花
頂生或腋生，鐘狀，黃色，中心暗紫色，花瓣五，整年可見開花，惟較集
中於2~3月。只要排水良好之土壤，黃槿即可生長良好，且不需特殊之維
護管理，算是栽植成效極為良好的樹種。

　　環抱著操場的濃蔭密樹中，有一株橫伸枝椏的大樹，廣達
十多公尺，默默地守護著操場，枝頭上有時開出大而鮮豔的黃
花，她就是黃槿。

　　黃槿的紫色花蕊可作染料，心型的葉片是
早期臺灣農婦包裹糕粿的最佳材料。樹皮的
纖維可製繩索、編織漁網，樹根還可作為中
藥材，可謂一身是寶。

　　而形成純林的黃槿，枝條攀結交錯，往
往變成一道不易通過的樹籬，具抗風防潮的
功能。正因如此，一八八四年清法戰爭期間，
劉銘傳的手下大將孫開華將軍，利用淡水沙崙海濱黃槿林的特
性，運用戰術擊敗法軍而贏得清朝年間唯一的勝仗，黃槿可說
功不可沒！

大王椰子 Royal palm
學 名別 名

................................................................... 棕櫚科

王棕、文筆樹 Roystonea regia (H. B. K.) O. F. Cook.
外來引進種，原產地為中美、古巴、牙買加，多年生木質化的單子葉植
物。單幹高聳挺直，可達15~20公尺，莖幹呈灰白色，無分枝，中、下方
樹幹較粗，表面平滑，可看見環紋，基部會有不定根伸展。羽狀複葉叢生
莖頂，線形的小葉互生在羽葉上呈四列排列，葉片有光澤。穗狀花序，小
花不明顯，雌雄同株。常列植於道路兩旁。

淡 海 木 麻 黃

木麻黃 Iron-wood
學 名別 名

...................................................................... 木麻黃科

木麻、麻黃 Casuarina equisetifolia L.
常綠喬木，原產澳洲和南洋地區。樹皮灰褐色，有不規則縱裂，常呈條片

狀剝落。綠色的小枝條細長有如針葉，真正的葉子輪生在枝節上，為6~8
枚細齒狀小葉，細小不明顯。樹性強健，耐旱、耐鹽、又極抗風，根部具
有根瘤菌，可固定空氣中的游離氮，供原植物體利用，並且能增加土壤的
肥沃度，因此極耐貧瘠，臺灣引進作為防風林。

　　曾任職於本校的客家文學大老吳濁流先生，以木麻黃為題
材創作新詩，形容其細長的枝條如同柳樹般惹人情思。引發吳
濁流先生詩興的，也許就是操場邊這幾株直立的木麻黃。

　　捷運行經學校西側時，也很容易從車廂內看見木麻黃突
出於其他樹冠層，在風中搖晃著飄逸的細葉。木麻黃的枝條
細長，她的葉子退化成細小的毛狀物，輪生在綠色枝條的莖節

上，需要輕輕折斷才能仔細欣賞。

　　木麻黃為雌雄異株，雄花序為細圓柱形，生
於枝條頂端，雌花序具短柄，長在枝條腋側，成
橢圓形。而種子成熟後被木質化的苞片所包圍，
聚成毬果狀，常讓人誤以為是松樹。

樟 老 樹 參 天

　　櫻花園兩旁各有一株蒼勁的樟樹，以將近一百二十歲的年
紀鎮守著校園的綠意，雖然沒有遼闊的視野能夠欣賞樟樹枝幹
延伸的美感，但站在樹下仰望天空，仍不禁對這兩棵樟樹升起
由衷敬意。

　　不只是因為她們的歲數，更因為樟樹在臺灣的早期工業所
扮演的角色，從工業史的角度來看，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到二十
世紀上半葉的漫長歲月，臺灣的樟腦對世界化學工業
的發展有高度的貢獻。樟樹樹幹為良好的建材，
蒸餾後可提煉出樟腦與樟油，製成藥材、香料與
殺蟲劑，也是賽璐璐片的重要原料，具有醫療、
國防、工業與民生用途，建立起臺灣「樟樹王
國」的美譽。

樟樹 Camphor tree
學 名別 名

............................................................................ 樟科

樟腦樹、香樟 Cinnamomum camphora (L.) Sieb.
常綠大喬木，原產日本、中國南部、越南一帶。圓形樹冠，樹皮暗褐色，

枝幹有縱裂，高可達50公尺。葉片互生革質，葉片有波緣為卵形或橢圓
形，表面深綠色具有光澤，背面粉白色，取其葉搓揉之，具樟腦芳香氣。
夏季開著數量眾多的淡白綠色小花，呈圓錐狀花序，腋生於枝頂端，核果
球形，果熟呈紫黑色。

占 卜 無 患 子

無患子 Chinese soap berry
學 名別 名

................................................... 無患子科

黃木子、肥皂果 Sapindus mukorossii Gaertn.
原產臺灣、中國、日本與印度，為落葉大喬木，樹高可達15公尺，樹皮
黃褐色，平滑；幹直立，多分枝，中等開展之扇狀樹冠，互生，偶數羽狀

複葉，小葉5~8對，互生或近於對生，基部歪斜，呈卵狀披針形，紙質全
緣，1~3月落葉前轉金黃色。5~8月開花，淡黃綠色，圓錐花序，頂生於
枝條。種子果肉含有皂素，在肥皂尚未發明前，為主要的清潔劑來源。

　　無患子於冬天落下的金黃葉片，為校園噴水池四周妝點了
冬季色彩。無患子的生命力極強，不擇土壤，只要不積水，即
便是極度貧瘠的不毛之地也可生長，是抵抗土地沙漠化的優良
樹種。它的根系粗大且深入土壤，也是良好的水土保持植物。

　　富含皂素的果肉，自古即被人們所熟悉而使
用，可以用來洗衣、洗頭髮、洗珠寶首飾。它來
自大自然，成分可以被分解，是最合乎環保的清
潔劑。

　　果實除了具有清潔功能，還可串成佛教徒使
用的念珠，亦被排灣族作為占卜時的用具。一樣的

無患子，卻在宗教信仰、生活習俗等各種面向中，呈
現不同的用途和價值。最可貴的是，這種動人的文化內涵，在
這塊土地上代代相傳，永不間斷。

銀 杏 憶 華 年

銀杏 Ginkgo
學 名別 名

........................................................................................ 銀杏科

公孫樹、白果樹 Ginkgo biloba
銀杏原產於中國大陸、日本，為落葉性喬木，入秋後葉片轉為黃紅色。
葉為扁形扇狀，先端之近中心處略作2淺裂，有長柄，常3~5枚叢生短枝
之頂端。雌雄異株；花生於短枝之上。果實核果狀，外種皮肉質有毒，熟
時呈金黃色而有奇臭，灰白色內種皮質硬，有二條縱稜，即俗稱的「白
果」，有鎮靜、止咳等功效。

　　銀杏是非常古老的物種，曾是北半球森林的主要樹種，它
的鼎盛時期也是恐龍活躍於地球的年代。古銀杏種族繁盛，然
而歷經無數浩劫，如地殼變動、被子植物興起，尤其是氣候劇
烈變化的冰河期，大部分的古銀杏隨著恐龍一起消失，現代銀
杏則是銀杏科植物中唯一的倖存者，因此被稱為「活化石」。

　　銀杏雖然可以長到二、三十公尺高，但生長緩慢，往往祖
代種植，孫代才有收穫，故有「公孫樹」之稱，所
謂「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意涵深遠！

　　銀杏的樹幹高直挺拔，樹型奇特古雅，
扇形的葉片十分別緻，春天葉色嫩綠，接著
綠葉愈濃，到了深秋落葉前，又轉為一片金

黃，就像高高掛在枝頭的金色扇子，閃耀著
溫潤的光澤。

紅 葉 動 相 思

錫蘭橄欖 Ceylon-olive
學 名別 名

................................................................ 杜英科

鋸葉杜英、西洋橄欖 Elaeocarpus serratus L.
原產印度、斯里蘭卡，為常綠喬木，高可達15公尺；葉具長柄，互生，
橢圓形，基部尖銳，頂端鈍，邊緣鋸齒，老葉凋零落前呈橙紅或鮮紅色。

7~9月開花，花瓣先端成絲狀分裂，花盤為腺體狀，雄蕊20~35枚。12月
至隔年 2月結果，為橢圓形核果，外形極似橄欖，外果皮呈暗綠色，光
滑，果肉淡綠色，味甜酸澀，水分少。

　　錫蘭橄欖樹型優美，枝葉茂密，是極佳的遮蔭樹。當老葉
轉紅，萬綠叢中幾抹艷彩，總是吸引眾人目光。漫步樹下時，
多了幾分恬靜與愜意。最初由日本人引入，作為果樹，如今已
遍及各地，當作行道樹及校園、庭園欣賞植栽。

　　錫蘭橄欖的果實滋味酸澀，但以鹽或糖醃漬
後，作成「鹹酸甜」，便成了頗受歡迎的零嘴。
聽說別處也種錫蘭橄欖的大學，男學生為了追
求女同學，便在錫蘭橄欖果實成熟後，摘下來醃
漬成好吃的零嘴，往往可以擄獲佳人的芳心！

　　至於造成葉片變紅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當葉子老
化時，離層作用在葉柄基部產生，阻斷了葉子與樹身之間水分
與養分的流通，葉綠素被慢慢地分解掉，類胡蘿蔔素與葉黃素
便顯現出來，就像把樹葉染紅了。

紫 檀 倚 尚 志

印度紫檀 Burmese rosewood
學 名別 名

.................................................... 豆科

青龍木、黃柏木 Pterocarpus indicus Willd.
原產印度，分布菲律賓、馬來半島等地，落葉大喬木，高可達20公尺。
樹皮黑褐色，樹幹通直，枝幹平滑。葉為奇數羽狀複葉，小葉互生，卵
形，先端銳或尾尖。總狀花序，花冠黃色，花瓣蝶形，具芳香花期，約
在4~5月。萊果扁圓形，大小約 4 公分，中央肥厚內藏種子1粒，似荷包
蛋，而豆莢的外緣有一圈平展的翅，可幫助果實的散佈。

　　印度紫檀樹姿優美，樹形健壯美麗，具有四季分明的特
色，春天一到即吐出嫩綠新葉，春末夏初，鮮黃花色綴滿枝
頭，還會釋出淡淡的芳香，引人駐足。到了秋天，像荷包蛋的
果莢則掛在樹梢，十分特別，冬季則會落葉。

　　尚志教育研究館旁的這兩株百歲的印度紫檀，原本生長在
研究館的地基上，當初興建時，移植這兩株印度紫檀的費用約
需十八萬元，負責移植的廠商卻
希望以每株百萬的價錢買下這兩
株印度紫檀。愛護校園一草一木
的林挺生校長，當時便予以回絕
了，才使得這兩株印度紫檀能繼續
在本校扎根茁壯，成了整個中山區難能
可貴的老樹。

　　實驗大樓前方密密麻麻地種植了數十株大王椰子，傳聞是
為了預防學生踢球時，誤擊教室玻璃。高聳入雲的大王椰子，
為校園增添了亞熱帶風情，同屬棕櫚科的其他植物也廣植在校
園中，如亞歷山大椰子、可可椰子、女王椰子、蒲葵、臺灣海
棗、黃椰子、叢立孔雀椰子等。

　　棕櫚科植物主要分布在南北迴歸線之間高溫多雨的環境，
種類繁多，形態富於變化，不管是高高聳立或矮矮成
叢，搭配不同的葉形，舞出文士翩翩風采，各極
其韻致，所以是校園很喜歡種植的物種。穿梭其
間，微風輕拂樹梢，彷彿來到熱帶國度。

　　木蘭科的植物是現存的開花植物界裡最古老的族群，其中
又以洋玉蘭最具代表性，花的構造和一億年前的化石一樣，幾
乎沒有改變。換句話說，現今所見洋玉蘭開的花，幾乎等於它
一億年前開花的樣子。

　　每當春末夏初之際，在經營大樓外的洋玉蘭花蕾遞次開
放，一直到蟬聲漸歇。要爬到三樓以上才能看到純白的盛花，
猶如蓮花；若在餐廳外頭仰望潔白的花朵，想像藍天成
了蓮塘，雲影伴著洋玉蘭，倚肩凌波微步！

　　校園裡的香花植物，還包括了含笑花、梔子
花、玉蘭花、桂花等，大多於春夏之間開花，行
走於校園間，若不經意的聞到淡淡香味，留心週
遭植物，也許就能發現到一朵綻放的香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