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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皮特徵知多少? 

答案:
1.大葉合歡  2.森樹 

3.樟樹  4.秋楓  5.紅絨毛桉

6.紫檀  7.落羽杉  8.鐵刀木

9.非洲楝  10.馬拉巴栗

相似樹木品種系列（四）– 紅花羊蹄甲與宮粉羊蹄甲  出版小組

2011年香港花卉展覽掠影  活動小組

枝葉花

今年的香港花卉展覽由三月十一至二十日在維

多利亞公園舉行。花展主題花是報春花而主題

為「春花妙韻」。為了讓會員欣賞本會在花展

中的特色展品和植物的最佳狀態，本會安排會

員在花展開幕後的首個星期六參觀花展。活動

當日天朗氣清，雖然氣溫頗高，但全部報名參

與活動的會員都依時集合，魚貫入場參觀本會

以植物繁殖為主題的展覽攤位。會員在本會展

區內對一些果樹用高壓繁殖法的展出極感興趣

，加上看到大片鮮艷奪目的植物，花色耀眼、

多采多姿，都大加讚賞。此外，他們亦積極提

問本會展出的各種果樹和其它植物的資料，從

而加深植物的認識和各類繁殖方法。參觀完畢

後，大家來一張大合照，隨後各會員繼續興致

勃勃的前往參觀大會介紹的其它特別植物如跳

舞草和珙桐(鴿子樹)等。
珙桐(鴿子樹)

 跳舞草

參觀本學會展攤的會員「龍友」集中火力向著本會展品

紅花羊蹄甲

宮粉羊蹄甲

     

名
譽
會
員

 

梅
寶
鴻
先
生
獲

﹁
行
政
長
官
社
區
服
務
獎
狀
﹂

預告篇   

節目預告：2011年週年會員大會
學會第二十四屆週年會員大會暨會員聚餐將於11月22日(星期二)

假座跑馬地馬場會員看台第一座六樓馬主廂房舉行。歡迎會員踴躍

參加，詳情請留意學會通告。



樹皮特徵知多少（二）  科研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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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園藝交流暨荔枝團分享篇 - 會員  溫楚昇
                 

今次園藝交流暨荔枝團目的地是廣州，眾會員都喜孜孜地

相約在深圳等候乘火車上廣州。是次活動承蒙廣州市農業

局接待，我們在丘國賢會長帶領下，於6月25日上午10時

抵達廣州火車站東站與農業局代表會合，展開交流活動。 

廣東省農業科學院果樹研究所是行程的首個進行交流活動

的單位，在研究所領導(袁顯副所長)介紹下，我們認識到國

家在農業發展投放了大量資源在果木品種優化、培植、市

場開發。在陳厚彬博士及多位專家的陪同下，我們參觀了研究所的荔

枝種植園，園內遍植桂味、檽米糍、妃子笑等高價值荔枝樹，陳教授

指出一顆荔枝樹的種植期，要培養75年才算踏入壯年期，展示著一

個農戶經歷三代人共同努力換來的成果。大家品嚐研究所栽

植出來的清甜美味荔枝時，對研究人員正努力不懈研究如何

保持荔枝從採摘到市場銷售，都能保持果實的色、香、味，

致以崇高敬意。 

飽嚐嶺南佳果後，接著驅車前往廣州市農業技術推廣中心，

並在該所安排下，品嚐蔬菜「新一派」，這些「新一派」的

蔬菜，有些是從國外引進，有些是本土野菜，經過技術推廣

中心人員的悉心培植，推廣給農戶種植的高營養、高價值蔬

菜。容讓我介紹一下這餐農家菜的菜餚，想必帶給大家對「

新一派」蔬菜的想像呢！⋯蟲草花瘦肉湯、冰鎮黃秋葵、上

湯吉利菜、香蔴菜、珍珠菜、薑皇花⋯真令人回味無窮呀！

飯後，由技術推廣中心黃邦海主任帶領我們參觀園內的林木

，與及剛才品嚐的蔬菜在田間的生長情況。

廣州市農業局的科研人員不吝賜教，使我們體會到國家強烈追求農業

發展的科技化、專業化、市場化；通過互相交流，更加深了彼此的友

誼。假若您想感受到當中的樂趣與見聞，下次的交流活動就不要錯過

了！

交流活動，樂也融融，圖為本會會長
與研究所領導互相送贈兩地有關林木

研究的文獻。左(一) 姚玉凡副局長
左(二) 舒肇甦秘書長 左(三) 陳厚彬博士 

左(四) 本會丘國賢會長

紅紅火火的荔枝代表大富大貴，
一同來個大合照，好自豪呀！ 

田畦上種植著青蔥的新一
派蔬菜，蘊含著研究人員

的汗水與智慧 

實而不華的研究所大樓，滿載著
廣東省在農業發展的成就 

（答案刊於背頁）

猜 我是誰 ?猜
廣州園藝交流暨荔枝團  活動小組

外展服務  公關小組

探訪基灣綠孩子

今年上半年，公關小組積極推廣園藝教育。4月

17日，時近復活節，義工隊悉心為探訪基灣綠孩

子作準備，透過室內植物護理的講解及復活節青

苔球飾物製作，令學校三百多師生留下一個既難

忘又愉快的週末。小學生在老師及義工指導下，很快便掌握紮作的竅門，

用線將水苔綑成「復活蛋」型狀，配上可愛的小雞飾物，完成獨一無二的

精美作品， 隨即便成為門外接送家長最窩心的復活節禮物。

香港電台「知識會社」

踏入2011年，學會在香港電台「知識會社」作嘉賓主持的節目內容

越來越豐富，由家居常見、時令應節的食用/藥用植物介紹，到風季

前後的植物護理，都照顧周到。節目廣受歡迎，導師解答聽眾提問

應接不暇。

「知識會社」在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六至九時播出，「園

藝專題」環節在每個月第四個星期六早上八時半直播。2011年每集

專題參考下表，節目重溫可溜灠以下網址。

http://programme.rthk.org.hk/channel/radio/programme.php?name=radio2/

KnowledgeCo&d=2010-11-27&p=1886&e=124236&m=episode

嘉賓主持

梁永生

許家文

伍國富

伍國富

伍國富

許家文

伍國富

園藝專題

植物護理(修剪)

挑選植物注意事項

常見食用/藥用植物

(蘆薈/金銀花)

端午節前後 - 消滯食用植

物(火炭母/布渣葉/夏枯草)

風後植物護理

香草植物(迷迭香/薰衣草)

中秋節食品(菱角/芋頭)

節目日期

2011年2月26日

2011年3月26日

2011年4月23日

2011年5月28日

2011年6月25日

2011年7月23日

2011年8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