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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沉香土沉香土沉香土沉香(牙香樹/白木香/香樹) (第九區) 

學名: Aquilaria sinensis 

捐贈者: 曹坤先生 

種植者: HKGNU  (1) (03/05/2009)  (2) 

(06/05/2009) 

 

木瓜木瓜木瓜木瓜(番瓜樹番瓜樹番瓜樹番瓜樹)))) (第四區/第三區/第七區) 

科別：番瓜樹科 Caricaceae 

學名:  Carica papaya 

種植者: 林雋鏘先生、梁偉堅先生、郭肇銘先生(第三

區) (18/08/2008)、楊松澧先生(第七區) (06/2009) 

(HKGNU)  

 

榆樹榆樹榆樹榆樹 (第三區) 

學名: Ulmus pumila 

種植者: 葉盈豐先生 (HKGNU) 25/01/2009 



 

扁柏樹扁柏樹扁柏樹扁柏樹 (第三區) 

學名: Thuja orientalis 

種植者: 馮啟恩先生、梁浩俊先生、劉俊華先生、鄧

啟亮先生、潘其生先生 (HKGNU) 16/01/2009 

 

沙田柚沙田柚沙田柚沙田柚(1) (第四區) 

學名: Citrus grandis var. shatinyu Hort 

種植者: 陳詠婷小姐 (HKGNU)  29/06/2008 

 

沙田柚沙田柚沙田柚沙田柚(2) (第九區) 

學名: Citrus grandis var. shatinyu Hort 

種植者: 林南隆先生、楊松澧先生、尹浩賢先生 

(HKGNU)  29/06/2008 

 

檸檬樹檸檬樹檸檬樹檸檬樹 (第五區) 

學名: Citrus limonum 

種植者: 尹浩賢先生、林南隆先生 (HKGNU) 

17/08/2008 

 
?樹 堆肥箱後 (第八區) 

學名: 



種植者: 林南隆先生、楊松澧先生、鄧啟亮先生 

(HKGNU)  15/09/2008 

 

龍眼樹龍眼樹龍眼樹龍眼樹 (第九區) 

學名: Dimocarpus longan 

種植者: 聖文德書院地理科學生 (HKGNU) 

17/08/2008 

 

番石榴樹番石榴樹番石榴樹番石榴樹 (第五區) 

學名: Psidium guajava 

種植者: 聖文德書院地理科學生 (HKGNU) 

17/08/2008 

 

芭蕉芭蕉芭蕉芭蕉樹樹樹樹 (第七區) 

學名: Muse Sapientum Linn. 

種植者: (HKGNU) 07/2009 

 

四季桔灌木四季桔灌木四季桔灌木四季桔灌木 (第九區) 

學名: Calamondin (芸香科) 

種植者: (HKGNU) 06/05/2009 



 

馬櫻丹馬櫻丹馬櫻丹馬櫻丹 (第七區/第五區) 

學名: Lantana camara L. var. aculeate (l.) Moldenke 

科名:馬鞭草科 

種植者: 原生 

 

水茄木水茄木水茄木水茄木 (第八區) 

學名: Solanum torvum (茄枓茄屬) 

種植者: 原生 

 

白蘭樹白蘭樹白蘭樹白蘭樹 (第一區)/(第八區) 

學名: Michelia alba (木蘭科) 

種植者: 郭肇銘先生 (HKGNU)  06/2008 

 

五角茄五角茄五角茄五角茄 (五代同堂) (第七區) 

學名: Solanum pseudo-capsicum 

種植者: 尹浩賢先生 (HKGNU)  06/2009 



 

火龍果樹火龍果樹火龍果樹火龍果樹 (第九區) 

學名: Hylocereus undatus 

種植者: 尹浩賢先生 (HKGNU) 07/2009 

 

琵琶樹琵琶樹琵琶樹琵琶樹 [欖仁樹] (第九區) 

學名: Terminalia catappa Linn 

種植者: 朱偉旗小姐, 吳浩然先生, 黃俊強先生, 馮

啟恩先生 07/2009 

 

對葉榕對葉榕對葉榕對葉榕 (第四區/第七區 B 區/第九區) 

學名: Ficus hispida  

種植者: 中國香港綠色自然聯盟 (HKGNU) 

 

鳳梨樹鳳梨樹鳳梨樹鳳梨樹 (第七區) 

學名: Ananas comosus 

界-植物界 / Plantae 

被子植物門 / Magnoliophyta 

單子葉植物綱 / Liliosida 

禾本目 / Poales 

鳳梨科 / Bromeliaceae 

鳳梨屬 / Ananas 

鳳梨種: 鳳梨 ( Ananas Comosus ) 



種植者: 楊松澧先生 08/2009 

 

竹樹竹樹竹樹竹樹 (第七區) 

孟宗竹： 學名：Phyllostachys pubescens Mazel     

桂竹： 學名： Phyllostachys makinoi Hayata 

長枝竹： 學名： Bambusa dolichoclada Hayata    

麻竹： 學名： Dendrocalamus latiflorus Munro 

刺竹： 學名： Bambusa stenostachya Hackel 

綠竹： 學名： Bambusa lodhamii Munro 

種植者: 馮啟恩先生 08/2009 

 

大樹菠蘿樹大樹菠蘿樹大樹菠蘿樹大樹菠蘿樹(波蘿蜜波蘿蜜波蘿蜜波蘿蜜) (第九區) 

學名: Artocarpus heterophyllus (桑科桂木屬) 

種植者: 尹浩賢先生 06/2009 

 

芒果樹芒果樹芒果樹芒果樹 (第九區) 

學名: Mangifera indica 

種植者: 尹浩賢先生 06/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