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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之維管束植物資源－ 

特別論及稀有植物之保育評估 
 

黃增泉 1，王震哲 2，楊國禎 1，黃星凡 1，湯惟新 3
 

 

1國立台灣大學植物系；2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物系；3私立東海大學生物系 

 

[摘要]   雪山大霸尖山國家公園範圍內之維管束植物經初步調查共發現 1,104

種，分屬 145 科，種類極豐富，其中並有 62 種為稀有植物。稀有植物中屬本省固

有之種類依國際自然及自然資源、保育聯盟(IUCN)所定之類級予以分類，分別為

已絕滅(Ex)、瀕臨絕滅(E)、面臨危機(V)、稀少(R)、身份未定(1)、疑問(K)、脫離

危險(O)等七級，對於非本省固有，但在省內分佈狹隘或數量稀少，且具學術上價

值之種類，亦予列出，定為 NE 級，以供保育或學術研究之參考。在 62 種稀有植

物中，台灣山薺及高雄柳等兩種屬於瀕臨絕滅；棣慕華鳳仙花、南湖柳葉菜、菅草

蘭、松葉蘭等四種屬面臨危機種類，均應予以特別注意。此外，台灣山薺、高雄柳、

南湖耳蕨、山間地楊梅、小野臭草等五種稀有植物在區內之分佈，為本次調查之新

發現。全區植物種類最具特色之地區有二：其一雪山大霸尖山稜線(聖稜線)附近之

高山地區保存了甚多地質時代以來的孑遺植物，為本省寒帶植物基因之寶庫；其二

為觀霧附近地區所孕育之豐富植物種類，包括甚多稀有植物，在本省中海拔之其他

地區亦屬罕見。 

 

 

The Vascular Flora of Shei-Pa National Park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onservation of Rare and Threatened Species 
 

Tseng-Chieng Huang
1
, Jenn-Che Wang

2
, Kuoh-Cheng Yang

1
, Shing-Fan Huang

1
 and 

Wei-Shin Tang
3
 

 
1Institute of Plant B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3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 Tu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A total of 1,104 taxa of vascu1ar plan, belonging to 145 families, are 

recorded in Hsuehshan-Tapachienshan National Park based mainly on a preliminary 

survey from Oct. 1986 to Sept. 1987. Among them, 62 are recognized as rare species 
which are furtherassessed. Of which the endemic species, about one half, are assessed 

according to the IUCN Red Data Book categories, i.e. extinct (Ex), endangered (E), 

vu1nerab1e(V), rare(R), indeterminate (I), insufficiently known (K), and out of danger 

(O). Other non-endemic species are a1so represented by NE category because of their 

ecological, phytogeographica1 or other scientific va1ue. We suggest that two 

endangered species, Draba sekiyana Ohwi and Salix okamotoana Koidz, and four 

vulnerable species, Impatiens devolii Huang, Epilobium nankotaizanense Yamamoto, 

Cymbidium tortisepalum Fukuyama and Holcoglossum quasipinifolium (Hayata) Schltr., 

shou1d be protected carefully in the future. Two areas within the national park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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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u1ar from the point of plant resource. The alpine region along the ridge from 
Hsuehshan to Tapachienshan, where inhabites a lot of re1ict species, preserves a rich 

gene pool of alpine plants of Taiwan. The other area, Kwanwu, with abundance of 

temperate p1ants including many rare species is rather uncommon in the midd1e 

e1evation of Taiwan. 

 

 

前言 

 

雪山位於苗栗、台中兩縣交界之處，標高

3,884 公尺，為雪山山脈最高峯，亦為台灣地

區第二高峯；大霸尖山則位於雪山之北，新

竹、苗栗縣界，高度亦達 3,490 公尺，危峯孤

峙，山容獨特，素有「世紀奇峯」之稱。兩山

之間，稜線相連，以「聖稜線」聞名於登山界。 

雪山、大霸尖山一帶峯巒起伏，超過三千

公尺之山峯達數十座，其間多圈谷，為台灣冰

河遺跡最多之處；復以山谷交錯，地形複雜，

滋生之動植物種類繁多，其中不乏珍貴稀有種 

類。因此，行政院經建會所擬「台灣地區綜合

開發計畫」中早將雪山、大霸尖山地區列為國 

家公園預定地區之一。 

有關此一地區之植物資源，光復前僅有少

數文獻，且其中多為局部地點之採集名錄(正

宗嚴敬、鈴木重良 1935，森邦彥 1936，橋岡

良夫、島田秀太郎 1935，清水英夫 1937，島

田秀太郎  1937)或植被勘查報告(福山伯明 

1933，佐佐木舜一 1938)，唯一進行植物社會

調查之報導為「次高山，山莊附近冷杉林內下

草植物羣落學之研究」(森邦彥 1938 )，則又

屬對特定植物社會之研究。 

光復後，本國學者對區內植物資源進行調

查者以林業試驗所柳榗、章樂民二氏最早，惟

多屬局部地區之調查報告(柳榗 1961, 1963，

柳榗、章樂民 1962)；其後，台大森林系對本

區之植物社會亦有若干研究報告(劉棠瑞、蘇

鴻傑 1978，應紹舜  1976a, 1976b，蘇鴻傑 

1974, 1978)，惟其中或屬局部地區植被之調

查，或屬特定植物社會之研究，對全區之植物

生態資源則尚未見完整之調查報告。本調查之

目的，即在暸解區內之植物資源並提出若干建

議，以供日後保育規劃之參考。 

 

調查範圍與方法 

 

調查區以雪山山脈為中心，位居本省中北

部，新竹縣、苗栗縣、台中縣、宜蘭縣等四縣

交壤之處，行政區域分屬新竹縣尖石鄉、苗栗

縣泰安鄉、台中縣和平鄉及宜蘭縣大同鄉。 

調查範圍東起思源埡口(1,948 m)，北沿蘭

陽溪下至南山村附近轉西北越蘭陽溪支流夫

布爾溪，循稜上邊古嚴山(2,822 m)，下塔克金

溪後復向西上南馬洋山 (2,931 m)，馬洋山

(2,862 m)，再下薩克亞金溪，循小支稜上苗

栗、新竹兩縣縣界之境界山(2,909 m)，循稜續

向西，經觀霧至樂山(鹿場大山 2,616 m)後轉

西南向，經北坑山(2,162 m)、東洗水山(2,246 

m)、東流水山至盡尾山(1,841 m)，南越大安溪

後上南坑山(1,870 m)，轉東南經小雪山(2,996 

m)，三錐山(2,688 m)，越匹亞桑溪後上宇羅尾

山(1,865 m)，再下志樂溪與大甲溪合流點，由

此東溯大甲溪溪谷，經德基水庫、佳陽、環山、

志良節回至思源埡口。 

全區四周疆界概以溪谷、稜線等天然地形

為界，大致在東、南兩面以大甲溪及蘭陽溪溪

谷為界，西、北兩方則以山脈稜線為界。 

除冬季外，各季均選取適當路線至現場採

集，調查植物種類，並將採集之植物攜回作成

標本，以供日後查證之用。此外，再查閱有關

本區植物調查之文獻記載，配合前述現場調查

結果，作成植物名錄。調查時，並特別注意稀

有種之分佈及生育地，據以繪製稀有植物分佈 

圖。 

 

植物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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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於本區之維管束植物種類，經一年來

調查結果，包括栽培種在內共有 1,104 種，分

屬 145 科，其中蕨類植物 223 種，裸子植物

19 種，雙子葉植物 707 種，單子葉植物 155

種，至於栽培植物則僅列出最重要種類計 12

種，偶出現於住家庭院或零星栽種者則不予列

出。以七萬八千公頃之面積而言，本區植物種

類可謂極為豐富，較之鄰近地區太魯閣國家公

園之一一六三種(徐國士等 1983)，亦不遜色。 

全部植物種類之學名與中名詳列於文末

附錄「雪山一大霸尖山地區植物名錄」，此名

錄之排列係依上述蕨類植物、裸子植物、雙子

葉植物、單子葉植物之順序，各羣之學名與排

列順序，除蕨類植物依據郭城孟(Kuo 1985)「論

台灣的蕨類植物及其地理親緣關係」一文，餘

概參照台灣植物誌(Li et al. 1975-79)。 

附錄所列之所有植物種類均附有證據標

本(Voucher specimen)或參考文獻。由於受時間

與經費之限制，無法對全區進行全面採集調

查，故必須參考相關文獻，以補充調查時間之

不足。附錄右欄所列即為證據標本之編號，所

有標本均存於台大植物系標本館(TAI)，括弧

內文字則表示參考文獻來源，★表示為栽培種

類。 

全區植物種類最其特色之地區有二：其一

為雪山大霸尖山稜線(即聖稜線)附近之高山地

區保存了甚多地質時代以來的孑遺植物，為本

省寒帶植物基因之寶庫；其二為觀霧附近地區

所孕育之豐富植物種類，包括甚多稀有植物，

在本省中海拔之其他地區亦屬罕見。 

 

稀有及受威脅植物種類及其保育評估 

 

稀有植物之定義可分廣義與狹義兩種，狹

義的定義係指「在其分佈範圍內數量極少，目

前雖無絕滅危機，但如環境惡化則可能有絕滅

危機之種」(美國林務署 1973)，此定義與國際

自然及自然資源保育聯盟(INCN)所舉動植物

受威脅等級中之「稀少級」(R)適相一致(參閱

下文)；廣義的定義則泛指一切產量稀少或分

佈地點局限一隅而不常見之植物種類(蘇鴻傑 

1980)。本省學者歷來對稀有植物之研究報告 

(柳榗、徐國士 1971，徐國士、呂勝由 1984；

徐國士等 1980, 1985, 1987；徐國士、蘇鴻傑、

彭鏡毅 1985，徐國士 1987，蘇鴻傑 1980, 

1987，謝長富等 1990，賴明洲 1987, 1991)，

雖有部份未予明確定義，然詳閱其報告，則均

屬廣義之定義。至於見諸於法律條文者則僅文

化資產保存法所載「珍貴稀有動植物：指依本

法指定，本國所特有之動植物或族羣數量上稀

少或有絕滅危機之動植物」(文化資產保存法

施行細則第 69 條三款)，其為廣義之定義，殆

無疑義。本報告亦沿用此一定義，即「植物天

然族羣之個體數目很少，或其族羣之分佈地區

狹隘」。 

根據上述定義，雖可對稀有植物有一較具

體之概念，然由於此一定義本身即無一明確之

標準，所謂個體數目稀少，分佈區域狹隘均屬

相對性的比較，易受保育人員主觀之影響而導

致不同之判定。且因分類上的問題，當地植物

狀態的差異以及受威脅程度之不同等種種原

因，更難有一致之標準。稀有植物之研究，主

要係為保育上之目的，故有必要再予詳細制定 

評估準則，以克服上述判定上之困難，作為實

際評估作業上比較之基準。 

林業試驗所柳榗、徐國士(1971)曾舉出植

物之所以稀有的原因有三：一、由於生態系或

生育地破壞而引起植物之絕滅。二、在經濟上

其特殊之用途，而被人有目的破壞之種類。

三、非人為因素而引起之減少，如本身適應力

薄弱。此等原因之列舉實際上可視為根據導致

植物稀有原因之分類方式，此分類方式曾被廣

泛沿用(徐國士、呂勝由 1984，徐國士 1987，

徐國士等 1980)，文建會曾委託中華民國自然

生態保育協會完成「台灣地區其有被指定為自

然文化景觀之調查研究報告」，並提出一份稀

有植物名錄，亦延用此一分類方式(徐國士、

蘇鴻傑、彭鏡毅 1985)。 

台大蘇鴻傑(1980)以地理分佈為主要依

據，輔以植物受威脅的原因，提出另外一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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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方式，將稀有植物分為五類： 

一、分佈地點狹窄而限於少數小地區之植物。 

二、分佈地點局限一隅之植物，惟在原產地不

論數量多少，均無法自行繁殖其世代。 

三、分佈廣泛，產量稀少之植物。 

四、面臨人類威脅而有絕滅危機之植物。 

五、本省固有植物，而呈上述各種稀有性或危

機者。 

徐國士等(1985)在調查墾丁國家公園之稀

有植物，曾將該區之稀有植物依據下列三項準

則予以評估，似亦可視為一種分類方式。 

一、當地之特有種。 

二、非當地特有，但為台灣特有種，且其分佈

及數量均小。 

三、非台灣特有，但其分佈及數量均少，且在

植物學上、育種學上有特殊意義。 

此種分級方式在實際應用上較為客觀且

方便，且與 IUCN 之精神頗為一致，惟未被廣

泛接受使用。 

國際自然及自然資源保育聯盟依據植物

受威脅程度將稀有植物分為五個等級(Synge 

1981)，茲分述如下： 

一、已絕滅 Extinct (Ex)：指於野外模式標本

採集地或其他已知地點重複尋找，而未曾再發

現，但可能仍有部份為人工栽培者。 

二、瀕臨絕滅 Endangered (E)：.導致目前數量

減少之原因如不改善，則該種將有絕種之虞，

這些生物之族羣已減至臨界值或其棲息地急

劇減少。 

三、面臨危機 Vulnerable (V)：導致目前數量

減少之因子，若持續不斷，則該種生物將成為

瀕臨絕滅種。 

四、稀少 Rare (R)：目前不屬於以上二類，但

在世界上的族羣很少，通常局限分佈於小地區

或生育地，或少量散生在較廣大地區。此一類

級以往中文均譯為「稀有」，然為避免與目前

廣泛使用之「稀有植物」一詞混淆，在此建議

改用「稀少」。 

五、身份未定 Indeterminate (I)：確知屬於以

上四級，但無足夠資料判定其究屬於何級。 

以上五級係明列於 IUCN 之紅皮書(Red 

Data Book)者，IUCN (1980)對各級均有明確定

義及詳細說明，並附有甚多實例以供實際執行

時之參考。此外，IUCN (1980)並對當地固有

種植物提出另外兩級： 

六、疑問種 Insufficiently Known (K)：懷疑其

為以上數級，但因資料不足，如分類地位不確

定或記載不明確，無法確知其是否屬以上各

級。 

七、脫離危險 Out of danger (O)：原先屬於以

上各級之生物，但因採取有效之保育措施或原

先威脅其生存之因子已被移除，目前已轉危為

安。 

此五級或七級之評估方式，目前已被國內

之植物學者所接受並廣泛使用 (如蘇鴻傑 

1987, 1988a, 1988b，賴明洲 1991)，惟若仔細

審視 IUCN列舉各級稀有及受威脅植物之精神

所在，蓋以一地區之固有植物為要，因此列入

以上各級之先決條件厥為當地之固有種。舉例

言之，如細蕊紅樹(Ceriopes tagal)係廣泛分佈

於舊熱帶海岸或河口之紅樹林植物，並非台灣

之固有種，此種植物在台灣雖已絕跡，但如將

其視為已絕滅(Extinct)，則顯與上述 IUCN 之

定義不符。 

故若以此標準衡量，則台灣歷來學者所列

舉之稀有植物種類，當有一半以上不符合此項

標準，而須自稀有植物名錄中予以剔除。然未

可否認，該等非屬本地固有之稀有植物，甚多

其有生態上之價值(如水筆仔)，或植物地理上

之意義(如鐘萼木)或其他植物學上、育種學上

之價值，因此本報告所列稀有植物除沿用以上

IUCN 所列舉之七級者外，並再增列第八級，

即非本省固有種，但在本省數量及分佈均小，

且其有學術上價值之植物種類，以 NE 

(Non-endemic)代表之。茲將本報告所使用之稀

有植物分級及各類級定義再詳列於表 1。 

本區之稀有植物經一年來之調查，並參考

標本館之標本資料，以及植物誌及歷年來有關

稀有植物之調查研究報告，計得 62 種，茲將

各種之中名、學名、所屬類級、地理分佈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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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稀有植物之分級與定義 

一、已絕滅 Extinct (Ex) 指於野外模式標本採集地或其他已知地點重複尋找，而未曾再發現，但可能仍

有部份為人工栽培者。 

二、瀕臨絕滅 Endangered (E) 導致目前數量減少之原因如不改善，則該種將有絕種之虞，此類生物之族

羣已減至臨界值或其棲息地急劇減少。 

三、面臨危機 Vulnerable (V) 導致目前數量減少之因子若持續不斷，則該種生物將成為瀕臨絕滅種。 

四、稀少 Rare (R) 目前不屬於以上二類，但在世界上的族羣很小，通常局限分佈於小地區，或少量散生

在較廣大地區。 

五、身份未定 Indeterminate (I) 確知屬於以上四級，但無足夠資料判定其究屬於何級。 

六、疑問種 Insufficiently Known (K) 懷疑其為以上數級，但因資料不足，如分類地位不確定或記載不明

確，無法確知其是否屬以上各級。 

七、脫離危險 Out of danger (O) 原先屬於以上各級之生物，但因採取有效之保育措施或原先威脅其生存

之因子已被移除，目前已轉危為安。 

八、非固有之稀有種 Non-endemic (NE) 非本省固有種，但在省內之數量及分佈均小，且其有學術上價值

之種類。 

 

圖 1. 稀有植物分佈圖 

 

育地等列述如下，其分佈地點請參閱圖 1。 

 

一、瀕臨絕滅(E 級)： 

1. 台灣山薺 Draba sekiyana Ohwi 

本省固有種，以往僅曾採於玉山頂，本次

調查新發現產於雪山北稜角西北方圈谷之岩

屑地，極為稀有。 

2. 高雄柳 Salix okamotoana Koidz. 

本省固有種，以往僅採於高雄關山地區，

本調查新發現於本區塔克金溪上游。本種數量

極為稀少，在關山地區及本區調查所知其族羣

數量可能不超過百株，且生育地位居高山峻

嶺，地形惡劣，應屬瀕臨絕種種類。 

 



雪霸國家公園之維管束植物資源 

國家公園學報論文選集-植被與植物資源  25 

二、面臨危機(V 級)： 

3. 棣慕華鳳仙花 Impatiens devolii Huang 

本省固有種，特產於本區觀霧附近，生長

於 2,000-2,100 公尺左右森林下，全世界僅此

一產地，族羣亦小，如不予嚴格保護，恐有絕

種之虞。 

4. 南湖柳葉菜  Epilobium nankotaizanense 

Yamamoto 

本省固有種，產於南湖大山、中央尖山、

馬博拉斯山及關山等 3,500 公尺以上高山之岩

屑 地，本區曾採於雪山。 

5. 菅草蘭 Cymbidium tortisepalum Fukuyama 

本省固有種，產全省中低海拔之草生地或

山坡峭壁，本區曾採於南山、佳陽及東洗水山

等 地。 

6. 松葉蘭 Holcoglossum quasipinifolium  

(Hay.) Schltr. 

本省固有種，產全省 1,800-2,800 公尺之

闊葉林或針葉林內，本區見於觀霧。 

 

三、稀少(R 級)： 

7. 台灣粗榧 Cephalotaxus wilsoniana Hay. 

為本省固有種，分佈全省 1,300-2,700 公

尺之闊葉樹或針葉樹林內，本區鹿場大山、中

雪山等地曾有採集記錄。 

8. 高山柳 Salix taiwanalpina Kitamura 

本省固有種，產於南湖大山、雪山等高山

地區，本區見於雪山北峯甚至雪山主峯稜線兩

側。 

9. 土 肉 桂  Cinnamomum osmophloeum 

Kanehira 

本省固有種，分佈於 400-1,500 公尺之原

始林，本區曾見於南坑溪流域(柳榗 1961)。 

10. 台灣檫樹  Sassafras randaiense (Hay.) 

Rehder 

台灣固有種，分佈全省中海拔。本區產於

大鹿林道、大雪山林道，常見於造林初期之林

地，如大鹿林道東線，大霸尖山登山口附近之

初期造林地均可見其成小片純林。檫樹屬植物

全世界僅三種，分別產於北美、大陸及台灣，

為第三紀上新世(距今約 180 萬年)之孑遺植

物。本種為世界珍異闊葉樹種之一，有其特殊

之學術地位，且其人工繁殖極為困難，故有必

要予以保護。 

11. 長柄毛茛 Ranunculus morii (Yamamoto) 

Ohwi 

本省固有種，產於雪山、南湖大山與奇萊

山等高山。本區見於雪山至北稜角間岩屑地。 

12. 大 武 貓 兒 眼 睛 草  Chrysosplenium 

hebetatum Ohwi 

本省固有種，分佈全省中高海拔潮濕地，

本區見於雪山三六九山莊上方小山澗旁。 

13. 雪 山 飜 白 草  Potentilla tugitakensis 

Masamune 

台灣固有種，僅產於南湖大山、中央尖山

及雪山等高山，生育於雪山圈谷至山頂附近。 

14. 台灣土圞兒 Apios taiwanianus Hosok. 

台灣固有種，分佈全省中海拔，惟數量稀

少，本區採於武陵農場。 

15. 大霸尖山酢漿草 Oxalis acetocella L. ssp. 

taemonii (Yamamoto) Huang & Huang 

本省固有亞種，分佈雪山、大霸尖山、品

田山及秀姑巒山等高山地區冷杉或圓柏林下。 

16. 臭樁 Ailanthus altissima (Miller) Swingle 

var. tanakai (Hay.) Kanehira & Sasaki 

本省固有變種，分佈於北部地區中、高海

拔山區。本區見於思源埡口及武陵農場，河流

兩岸之岩石或石礫地區。 

17. 阿里山清風藤 Sabia transarisanensis Hay 

本省固有種，產全省中、高海拔林下或林

緣，本區見於觀霧附近。 

18. 黃花鳳仙花 Impatiens tayemonii Hay. 

本省固有種，零星分佈全省中海拔陰濕、

林下，本區見於思源埡口及觀霧一帶。 

19. 台灣刺楤 Aralia taiwaniana Liu & Lu ex 

Lu 

台灣固有種，分佈本省中北部 1,900-2,400

公尺山區，生長於林緣及路旁，本區見於鞍馬

山、西勢山及大鹿林道 35K 附近，分佈雖廣

而族羣數量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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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台灣五葉參 Pentapanax castanopsisicola 

Hay. 

台灣固有種，產全省中海拔闊葉林內，喜

附生於闊葉樹。本區曾採自大雪山。 

21. 無脈木犀 Osmanthus enervius Masamune 

&Mori 

本省固有種(呂勝由 1985)，產全省中低海

拔林緣或岩石地，惟數量甚少。本區見於觀霧

至大霸尖山登山口一帶。 

22. 南湖附地草  Trigonotis nankotaizanensis 

(Sasaki) Masamune & Ohwi ex Masa mune 

本省固有種，僅產於南湖大山及雪山

3,000 公尺以上之岩屑地。 

23. 南湖碎雪草  Euphrasia nankotaizanensis 

Yamamoto 

本省固有種，僅產於南湖大山、玉山及本

區之雪山、桃山之高山岩屑地。 

24. 川上氏忍冬  Lonicera kawakamii (Hay.) 

Masamune 

本省固有種，產全省高山，本區見於雪山

至大霸尖山稜線附近。 

25. 雪山馬蘭 Aster takasagomontanus Sasaki 

本省固有種，產於南湖大山及本區之雪

山、大霸尖山，生育於 3,400 公尺以上高山岩

屑地或裸岩。 

26. 苗栗山黑扁豆 Dumasia miaoliensis Liu & 

Lu 

本省固有種，產於二本松至樂山或雪見

間，生育於海拔 1,000 至 1,500 公尺之半遮陰

之林緣。 

 

四、身份未定(I 級)： 

27. 雪山冬青 Ilex tsugitakayamensis Sasaki 

本省固有種，散生 1,400-2,500 公尺上下

之闊葉林及針葉林中，本區見於雪山、鞍馬

山、觀霧、大霸尖山登山口等地，其族羣大小

不明。 

28. 大蜘蛛蘭 Chilochista segawai (Masamune) 

Masamune & Fukuyama 

本省固有種，僅曾採於新竹及梨山一帶，

族羣大小不明。 

 

五、疑問種(K 級)： 

29. 志 佳 陽 杜 鵑  Rhododendron 

sikayotaizanense Masamune 

本省固有種，僅採於本區之志佳陽大山，

本種與紅毛杜鵑、中原氏杜鵑及南湖大山杜鵑

相似，其分類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30. 雪山艾 Artemisia niitakayamensis Hay. var. 

tsugitakaensis Kitamura 

本省固有變種，產於玉山、雪山等高山。

本種與玉山艾類似，其分類地位尚待研究。 

31. 細豆蘭 Bulbophyllum aureolabellum Lin 

本省固有種，分佈全省中低海拔闊葉林

內，本區曾記錄產於南坑溪(柳榗 1961)。 

 

六、非固有之稀有種(NE 級)： 

32. 小杉葉石松 Lycopodium appressum  

(Desv.) V.Petr. 

分佈於北半球寒帶地區、日本、大陸西

南，本省產於南湖大山、玉山、雪山等高山。 

33. 扇羽陰地蕨 Botrychium lunaria (L.) Sw. 

廣泛分佈北半球之溫帶地區、巴塔哥尼亞、紐

西蘭、南澳洲，本省產於雪山、大霸尖山、 南

湖大山、秀姑巒山等高山。本區見於三千公尺

以上玉山圓柏灌叢下或玉山箭竹草生地。 

34. 台灣絨假紫萁 Osmunda claytoniana L. 

分佈於北美、東亞、中國大陸及喜馬拉雅

地區，本省產於雪山、合歡山等高山地區。本

區見於雪山三六九山莊上方玉山箭竹草生地。 

35. 東方莢果蕨 Matteucia orientalis (Hook.) 

Trev. 

分佈於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及喜馬拉雅

地區，本省產於太平山、思源埡口等地。本區

見於思源埡口一帶路旁及林緣，極稀少。 

36. 金毛裸蕨  Gymnopteris vestita (Hook.) 

Underw. 

分佈中國大陸西南、喜馬拉雅地區、巴基

斯坦，本省產於阿里山、宜蘭之 Bonbon、八

通關古道乙女瀑布及觀霧。本區見於觀霧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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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 公尺左右之石壁上。 

37. 南湖耳蕨 Polystichum prescottianum (Wall. 

ex Mett.) Moore 

分佈於西藏、喜馬拉雅地區、巴基斯坦，

本省曾採自南湖大山、關山等高山地區，雪山

地區為本種在台灣之新分佈，見於 3,400 公尺

左右之冷杉林內。 

38. 疏葉珠蕨 Cryptogramma stelleri (Gmel.) 

Prantl. 

分佈於北美、西伯利亞、日本、中國大陸

及喜馬拉雅地區，本省見於南湖大山、大霸尖

山等高山。 

39. 台灣紅豆杉 Taxus mairei (Lemée & Lévl ) 

S.Y.Hu ex Liu 

分佈於大陸西南，本省產於中北部中高海

拔山地，如玉山、阿里山、八仙山。本區零星

分佈於大雪山、池有山等地之針葉樹林內。 

40. 台灣杉 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Hay. 

分佈於大陸西南，本省產於 1,300-2,600

公尺山地，散生於檜木林及其他針葉樹林中，

為本省樹型最高之樹木，以往文獻記載曾有達

64 公尺高(柳榗 1961)。本區觀霧、南坑溪、

大雪山一帶往昔曾大量見之，惟經數十年來之

砍伐日漸減少，如不予保護，將來在野外恐難

再見其蹤跡。本種在台灣雖有多處造林，但因

紅皮書有關稀有種之定義均限定需為野外生

長者，故本報告仍將其列人稀有植物。 

41. 化香樹 Platycarya strobilacea Sieb & Zucc. 

分佈於中國大陸、日本，本省產於中北部地區

中海拔，本區見於觀霧及武陵農場七家灣溪溪

谷兩側。 

42. 南五味子 Kadsura japonica (L.) Dunal 

分佈南韓、日本、琉球，本省產全島低中

海拔地區，惟數量稀少。本區見於大鹿林道路

旁及林緣。 

43. 三花銀蓮花 Anemone stolonifera Maxim. 

產中國東北、韓國、日本，本省產於中北

部高海拔森林下。本區見於雪山主峯冷杉林

內。 

44. 八 角 蓮  Dysosma pleiantha (Hance) 

Woodson 

分佈中國大陸中部及東南部，本省產於中

央山區 1,000-2,500 公尺林內，陽明山國家公

園內亦有分佈。本種為有名之蛇藥，廣遭採

集，今已少見。本區見於觀霧至樂山一帶闊葉

樹林或針闊葉樹混生林內。 

45. 台灣山茶  Camellia japonica L. var. 

hozanensis (Hay.) Yamamoto 

分佈琉球，本省產於中海拔闊葉林內，尤

以溪頭鳳凰山、花蓮清水山為多。本區見於鞍

馬山附近。 

46. 小連翹  Hypericum erectum Thunb. ex 

Murray 

分佈蘇俄、日本、琉球、韓國、華東，本

省僅見於本區觀霧至樂山一帶，生育於路旁、

林緣。 

47. 茅膏菜  Drosera peltata Sm. var. lunata  

Clarke 

分佈印度、日本、南至塔斯曼尼亞

(Tasmania)，本省產於新竹、桃園一帶路旁及

陽性草原，本區曾採於觀霧。 

48. 博落迴 Macleaya cordata (Willd.) R.Br 

分佈中國大陸及日本，本省僅產於觀霧附

近，生育地不詳。 

49. 青貓兒眼睛草 Chrysosplenium delavayi Fr.

分佈中國大陸，本省產於北部中海拔水邊或潮

濕地，本區採於大鹿林道 2,300 公尺左右山澗

旁。 

50. 雙黃花菫菜 Viola biflora L. 

泛溫帶分佈，本省為其分佈南限，產於南

湖大山、雪山、合歡山等高山，本區見於雪山

北峯及雪山主峯 3,700-3,800 公尺玉山圓柏灌

叢下。 

51. 燈台樹 Cornus controversa Hemsl. 

分佈中國大陸、日本，本省產於中海拔闊

葉林下，本區見於武陵農場、思源埡口。 

52. 錫杖花 Monotropa hypopithys L. 

分佈歐洲、西伯利亞、韓國、日本、北美，

本省常見於中高海拔之二葉松、鐵杉等林下，

為腐生植物。本區見於品田山、大霸尖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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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級 種類 種數 

已絕滅(Ex) 目前尚無 0 

瀕臨絕滅(E) 台灣山薺、高雄柳 2 

面臨危機(V) 棣慕華鳳仙花、南湖柳葉菜、菅草蘭、松葉蘭 4 

稀少(R) 高山柳、台灣粗榧、土肉桂、台灣檫樹、臭樁、長柄毛茛、雪山飜白草、大

武貓兒眼睛草、雪山馬蘭、台灣土圞兒、阿里山清風藤、黃花鳳仙花、台灣

刺楤、台灣五葉參、無脈木犀、南湖附地草、南湖碎雪草、川上氏忍冬、大

霸尖山酢漿草、苗栗山黑扁豆 

20 

身份未定(I) 雪山冬青、大蜘蛛蘭 2 

疑問種(K) 志佳陽杜鵑、雪山艾、細豆蘭 3 

脫離危險(O) 目前尚無  

小非固有之稀有 

種(NE) 

小杉葉石松、扇羽陰地蕨、台灣絨假紫萁、東方莢果蕨、金毛裸蕨、南湖耳

蕨、疏葉珠蕨、台灣紅豆杉、台灣杉、化香樹、南五味子、三花銀蓮花、八

角蓮、台灣山茶、小連翹、茅膏菜、博落迴、青貓兒眼睛草、雙黃花菫菜、

燈台樹、錫杖花、風箱樹、湖北海棠、山間地楊梅、小野臭草、台灣金線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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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稀有植物之分級與定義 

 

 

 

 

 

 

 

 

 

 

 

 

 

地。 

53. 湖北海棠 Malus hupehensis (pamp.) Rehd. 

分佈中國大陸華中及華南地區，本省僅見

於思源埡口附近。 

54. 風箱樹 Cephalanthus naucleoides DC 

分佈北美、南亞，本省產於北部低海拔地

區，本區曾記錄產於南坑溪(柳榗 1961)。 

55. 山間地楊梅 Luzula multiflora Lejeune 

分佈北美、歐洲、澳洲、日本、華北、勘

察加、庫頁島，本省以往僅知產於大屯山區之

草原，本次調查新發現產於觀霧附近。 

56. 小野臭草 Melica onoei Franch. & Sav. 

分佈日本、韓國、華北，本省以前僅在梨

山有一次採集記錄，本次調查新發現產於觀霧

附近路旁。 

57. 台灣金線蓮  Anoectochilus formosanus 

Hay 

分佈琉球，本省產於全島低海拔闊葉林

下，本區亦有零星分佈。本種為貴重中藥，以

往產量極多，經多年大量採收，現已相當稀

少。 

58. 黃根節蘭  Calanthe striata R. Br. var. 

sieboldii Maxim 

分佈日本，本省產於北部山區 1,500 公尺

左右闊葉林內，本區曾記錄採於鹿場大山(樂

山)。 

59. 綠花凹舌蘭  Coeloglossum viride (L.) 

Hartm. 

本種為環北性分佈，可向南分佈至亞洲之

高山地區，本省產於南湖大山及本區之雪山、

北稜角、凱蘭特崑山等 3,500 公尺以上高山之

玉山圓柏灌叢下。 

60. 九華蘭 Cymbidium faberi Rolfe 

分佈中國大陸，本省產於中海拔

1,500-3,000 公尺左右之向陽草生地，常與芒草

類混生，本區見於南山、武陵農場及佳陽等

地。 

61. 台灣春蘭 Cymbidium formosanum Hay. 

分佈大陸西南，本省產於中海拔

1,000-1,800 公尺之山區闊葉林內，常見於山脊

附近之岩壁上，本區曾採於梨山附近。 

62. 玉山一葉蘭 Hemipilia cordifolia Lindl. 

分佈喜馬拉雅地區，本省產於 2,500-3,500

公尺左右之高山草原，本區見於武陵農場及觀

霧一帶。 

總計本區稀有植物受威脅程度如表 2。表

中可見非固有之稀有種(NE)的佔全數一半左

右，1 至 7 級僅合佔 50%，其中台灣山薺及高

雄柳等兩種屬瀕臨絕滅(E)種，此二種至目前

為止全省僅知有兩個族羣，且數量極為稀少，

均生長於高山絕嶺、環境惡劣之處，亟應予以

保護。屬面臨危機(V 級)者有四種：棣慕華鳳



雪霸國家公園之維管束植物資源 

國家公園學報論文選集-植被與植物資源  29 

仙花、南湖柳葉菜、菅草蘭及松葉蘭，其中棣

慕華鳳仙花之保育評估已如前述，南湖柳葉菜

之威脅主要來自植物本身生育地狹隘，由於近

年登山人口不斷增加，對此種植物造成很大威

脅，如其生育地遭受破壞，則不易再現生機，

所幸此種植物之主要生育地點－南湖大山，目

前已劃入太魯閻國家公園範圍內，應可受到完

善之保護；至於菅草蘭與松葉蘭二種蘭科植

物，主要威脅來自商人之大量搜括，長此以

往，將導致族羣衰退而威脅其生息命脈。其餘

四到六級之稀有植物目前雖暫無絕種危機，但

因屬台灣之特有植物，故亦應未雨調繆，給予

充分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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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雪霸大霸尖山國家公園維管束植物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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