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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經本研究以及前人之調查結果，得知金門地區之原生及歸化之維管束植

物約有 106 科 352 屬 542 種。其中厥類植物有 16 科 25 屬 36 種，裸子植物有 l 科 l

屬 2 種，雙子葉植物有 72 科 248 屬 351 種，單子葉植物有 17 科 78 屬 153 種。所

有的團中有：隱囊葳屬(Notholaena)、醋燭果屬(Egiceras)、羊角拗屬(Strophanthus)、

刺直果屬(Acanthospermum)及擬漆姑草屬(Spergularia)等不見於台灣。此外，尚有

其它屬的 52 種，亦不分布於台灣。依出現之頻度，將植物之數量區分 5 級，其中

屬於 A 級(稀少性)出現頻度之植物有 94 種。金門國家公園內的天然植物社會大致

可區分為兩大植物帶:即海演植物帶與平原及丘陵植物帶。各植物帶可再細分為四

大植物群落，即：水生植物群落，草本植物群落，灌叢植物群落及森林植物群落。 

關鍵字：金門、小金門、植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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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is survey in addition to previous investigation made by 
some authors, the indigenous as well as naturalized vascular plants in Kinmen and Little 

Kinmen islands include 542 species belonging to 352 genera and 106 families. Among 

the plants, 16 families with 25 genera and 36 species belong to fems; one family with 

one genus and two species belongs to gyrnnosperms; 72 families with 248 genera and 

351 species belong to dicotyledons; and 17 families with 78 genera and 153 species 

belong to monocotyledons. Within the 352 genera and 542 species，five genera and 52 

species (excluding those species ofthe five genera) do not range to Taiwan 

distributionally. In addition，94 species are with low frequency, i. e. class A, in terms 

ofRaunkiaer's classification offrequency. The vegetations in Kinmen and Little Kinmen 

islands are grouped into two zones, i. e. coastal, and plain and hill zones. Each zone is 

recognized with aquatic, grass, bushy, and forest communities. 

Keywords: Kinmen, Little Kinmen, Plant Resources 

 

 

前言 

 

金門島位於福建省東南方的廈門灣內，其

中心為太武山山頂，位於東經 118 度 24 分，

北緯 24 度 27 分(林朝槳 1970)。金門島西北的

古寧頭距離廈門島的何厝只有 8 公里，但是它

和台灣本島之間卻隔著 227 公里的台灣海峽

(內政部 1993)。本地區的大小島嶼均鄰近大



楊遠波，呂勝由，施炳霖，陳添財 

42  國家公園學報論文選集-植被與植物資源 

陸，屬於典型的大陸性島嶼(王鑫等 1994)。其

氣候、地質及物種特徵均與大陸華南相似。 

今日金門轄有 12 座島嶼，總面積大約 150

平方公里。其中最為重要的是金門本島與烈嶼

(即小金門)。這些島嶼面積狹小、地勢低緩、

河流短促且海岸線曲折，地形 起伏不大。本

地區地質的主要構造體為花崗片麻岩，其發達

的裂隙在地質時代的早期有偉晶花崗岩、石英

岩及煌斑岩等岩脈的侵入。紅土層(花崗片麻

岩風化形成)以及晚 近形成的現代沖積層，覆

蓋金門本島的大部份，成為金門表土土質的限

制條件(王鑫等 1994)。 

金門的氣候屬於亞熱帶季風氣候，受大陸

東南地區和中國治岸流(寒流)的影響，冬季乾

冷、春季多霧(王鑫等 1994)；四至八月為雨

季，年雨量約 1000 公厘，而年蒸發量卻高達

1750 公厘(林朝棨 1970)；九月至羿年四月受

東北季風及中國沿岸流的影響，致使年均溫只

有攝氏約 21.1 度(內政部 1993)。 

以往金門地區較有系統的植物調查報

告，計有二篇。一為「金門植物小誌」(劉棠

瑞、莊燦暘 1960)，其中共紀錄維管束植物 115

種，包括藤類 4 種、裸子植物 1 種及被子植

物 110 種；另一為「金門植群之研究」(劉業

經等 1983)，其中共紀錄維管束植物 427 種，

包括蕨類植物 17 種，裸子植物 l 種，雙子葉

植物 289 種，單子葉植物 119 種；並將金門的

天然植被概分為 12 類型。另有關於金門植物

調查的，則有「金門常見的綠化植物」(陳明

義等 1992)、「金門植物調查圖鑑 l 及 2」(許

寬、陳西村 1996a & b)、「金門縣珍貴老樹一

歷史源流與掌故傳說」(金門縣林務所 1996)

及由內政部營建署根據「金門地區自然資源基

礎調查與保育方針之研究」(王鑫等 1994)所編

輯出版的「金門國家公園自然及人文資源」(蕭

清芬 1996)。 

鑑於前人的調查或失之老舊或失之詳

盡，為期確實瞭解金門國家公園轄區內之植物

種類與分布，以作為爾後轄區內景觀、設置各

項設施及經營管理之參考，而進行本研究調查

工作。所採植物之鑑定，則參考福建植物誌

I-VI(福建省科學技術委員會福建植物誌編寫

組 1982-1993)。 

 

研究方法 

 

一、植物種類及相對數量之調查： 

調查採集金門國家公園內之所有原生及

馴化的維管束植物種類(包括蕨類及種子植物)

並製成標本。植物之分布以在金門國家公園採

集，沿途所見之種類，加以登錄並標示。植物

之大約數量以沿途所見之頻度(Frequency)51

為 5 級：E 級：100 81%；D 級：80 61%；C

級：60 41%；B級：40 21%；A 級：0%以下

(Raunkiaer 1934)。 

 

二、植物社會之調查： 

以植物種類之優勢度將公園範圍內各個

植物社會定名及調查其分布範圍。在野外實地

進行調查時，以第 1 期棲地調查法(Phase 1 

habitat  survey) (England Field Unit Nature 

Conservancy Council 1990)取得植物社會的主

要成份並配與小樣區取得植物社會的結構及

種類頻度。並以主要優勢植物命名各個植物社

會。 

 

結果與討論 

 

一、植物種類及相對數量 

經本研究以及前人之調查結果，得知金門

地區之原生及馴化之維管束植物約有 106 科

352 屬 542 種，而劉業經等(1983)之調查為 94

科 299 屬 426 種(實際之種數)。本結果中蕨類

植物有 16 科 25 屬 36 種，裸子植物有 l 科 l

屬 2 種，雙子葉植物有 72 科 248 屬 351 種，

單子葉植物有 17 科 78 屬 153 種(附錄 1)。其

中有：隱囊蕨 (Notholaena hirsuta)、蜡燭果

(Aegiceras corniculatum)、羊角拗(Strophanthus 

divaricatus)、刺苞果(Acanthospermum australe)

及擬漆姑草(Spergularia marina)不見於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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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尚有其它屬的 52 種亦未見分佈於台

灣，且多數分布於大陸。可見金門之植物相與

中國大陸較為接近。此與劉業經等(1983)之調

查結果相符。 

本調查中，有 106 種劉業經等(1983)所列

之種類未見，其原因可能是部份地區未曾或不

能到達所致，也可能是植物種類鑑定不同所

致。在所有的植物中，有 3 屬 3 種，即：粗毛

扭扣草 (Diodia teres)、地巴拉草 (Dinebra 

arabica)、擬鴨舌癀(Richardia scabra)，目前所

知未見於中國大陸。經查其原產美洲，而在金

門出現，可能是無意之間帶入的。 

在所有調查之植物種類出現的頻度上，除

去在劉業經等(1983)所列而本調查未見到的種

類 106 種及未作等級評估的 9 種外，其中屬於

E 級有 4 種，D 級有 29 種，C 級有 99 種，B

級有 201 種，A 級有 94 種；而其中名列台灣

的稀有植物或在本地族群個體稀少，其分布地

點只限一小面積(10,000 平方公尺)之內，而有

瀕臨滅絕危險者，計有 11 種，茲分述其分布

及所須保育狀況如下： 

1. 田蔥(Philydrum lanuginosum Banks & So1. 

ex Gaertn.)：徐國士等(1987)指出，本種之潛在

生存危機，在於土地利用壓力。因此，在金門

地區若無土地利用的壓力，以其目前在下莊、

前埔及陽明等處濕地的族群數量，應可維持其

族類的生存。 

2. 長葉茅膏菜(Drosera indica L.)：呂勝由和林

明志(1996)認為本種屬於「瀕臨絕滅」的植物。

目前僅知其分布於金門之歐厝、東店林區往大

地至內洋一帶潮濕的沙質的草生地上。其生育

地易受破壞，如果未加以刻意的保護，可能不

久將自金門地區消失。 

3. 金錢草(Drosera burmanii Vah1.)：目前僅知

分布於東店林區、大地至內洋一帶沙質地。在

本地區個體數量稀少，其生育地易受破壞，須

加以保護。 

4. 馬尾松(Pinus massoniana Lamb.)：在台灣被

列為稀有植物，屬於易受害者。在金門地區有

相當的數量，且可能為人工栽植者，似不必加

以保護。 

5. 唐杜鵑(Rhododendron simsii Planch.)：在台

灣被列為邊際分布種。由於金門的個 體數量

不多，須特別加以保護。如可能，應儘量收集

其野外植株的種子，以區外復育的方式，確保

其族群不致消失。 

6. 雲 實 (Caesalpinia decapetala (Roth) 

Alston)：在本區內個體數量稀少，須加以保

護。 

7. 苦檻藍(Myoporum bontioides A. Gray)：在本

調查中未見本種植物，但劉業經等(1983)的報

告中曾列入本種。此植物在台灣因生育地減

少，個體數量稀少，列入瀕危種。本地如確實

有本種之分布，則其數量必相當稀少，必須刻

意加以保育。 

8. 蜡 燭 果 (Aegiceras corniculatum (L.) 

Blanco)：目前僅發現於烈嶼的一個半鹹水的小

池塘中，與水筆仔、海茄冬生長在一起(張惠

珠 通訊資料)。但在 1997 年 11 月下旬的一次

池塘施工中已被全部清除。因此，目前該種植

物可能已自金門地區消失，殊為可惜。 

9. 豆梨(Pyrus calleryana Decne.)：本種在本區

的個體數量非常稀少，僅見於太武山區，必須

加以保護。 

10. 黃眼草(Xyris indica L.)：本種個體數量稀

少，目前僅發現於田敬、田埔及大地至內洋附

近的沙質濕地上，須加以刻意保護。 

11. 蔥草(Xyris pauciflora Willd.)：本種個體數

量稀少，目前僅發現於田敏、田埔及大地至內

洋附近的沙質濕地上，與黃眼草混生，亦須加

以刻意保護。 

 

二、植物社會之分類 

依照劉和義(1996)之分類方式，金門國家

公園內的植被，可區分為人工植被與天然植

被。人工植被如高梁田、花生田、行道樹及公

園式人工林地(如中山林、榕園)等。天然植被

(或稱為自然植被)為未經人為栽植而自然形成

的植物社會。天然植被可再分為原始植被及次

生植被；後者為原始植被受破壞後，再自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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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基本上，金門國家公園內，殆已無原始

森林植物社會(王鑫等 1994，金門縣文獻委員

會 1980，許寬、陳西村 1996 a&b)，而僅存

少數原始森林的林木殘留，即一些村落附近的

老樹(金門縣林務所 1996)。 

金門國家公園內的天然植物社會大致可

區分為兩大類型的群落：即海演植物帶與平原

及丘陵植物帶。各植物帶可再細分如表 1(仿

劉和義 1996)所示的八大植物群落。海濱植物

帶以其植物社會內主要種類常見於海濱，具有

耐鹽性而命名。平原丘陵地植物帶則以該植物

社會距離海岸較遠，其內主要種類不真有耐鹽

性而命名。 

調查結果所區分的各植物群落詳述如

下，並在與劉業經等(1983)所列之 5 種植群型

相當之植物社會型略作比較: 

(一)海濱植物帶 

本類型的植物帶為金門地區臨近海濱，受

到海洋的影響相當大。立地環境或為土壤發育

不良或含有較多的鹽份，甚至有些植物直接生

長在海水或半鹹水中。由於常受到鹽霧的影

響，這些植物多其有耐鹽的特性。 

1. 水生植物群落 

本植物群落分布於各河溝出海口附近或

臨海潮間帶之沼澤地，或分布於海岸潮間帶以

下一二公尺之地區。根據優勢植物種類，可細

分為下列 6 型。 

(1)甘藻型(Zostera japonica type)：主要分布於

慈湖堤外感潮帶的泥質沙地及其以下的海水

中。甘藻為海水生的單子葉植物，其在本植被

型中為單種優勢，未見其它種水生植物伴生。

又本種植物為海水中底棲動物的食物來源及

庇護所，對於沿岸漁業資源的養護有一定的貢

獻(Larkum et al. 1989)；Forbes (1993)指出，海

草在生態及經濟上的地位，對於發展海洋牧場

是很有用的。因為海草可以形成緊密的海草

床，覆蓋淺岸區的大部份地區，其在生態上，

具有固定基質、沈降形成、食物供應、護育地

基及提供魚族的主要食物等功能。但本種植物

之生育地可能因人為破壞，其生育地愈來愈

少，而被列為瀕危級的稀有植物(徐國士等 

1987)。因此，其保育工作刻不容緩。 

(2)單脈二藥藻型(Halodule uninervis type)：本

型目前僅發現於山后海邊的泥質沙地的海水

中，與前種植被型相似。該種植物亦與甘藻同

屬海水中生長的單子葉植物，對於漁業亦有相

同的功能，須加以保護。但因其生育地目前有

駐軍保護，且不受人為干擾的影響，應無須特

別的保育措施。 

(3)流蘇菜型(Ruppia maritima type)：本型位於

田墩海邊的半鹹水的淺水沼澤中，為單種優勢

的植被；流蘇菜也是沈水型的單子葉植物。目

前僅發現於該地，應列入本地之稀有植物，並

加強保育。 

(4) 舖 地 黍 － 細 葉 畫 眉 草 型 (Panicum 

repens-Eragrostis nuyans type)：本型主要分布

於歐厝及東村等地的海邊沙質濕地上。其主要

優勢種尚有藍豬耳、長葉茅膏菜、金錢草、肯

氏畫眉草、小海米等；其它次優勢種有乾溝飄

拂草、野飄拂草、甜根子草、圓果雀稗、球柱

草、柳葉箬、矮水竹葉、過長沙及闊葉鴨舌癀

等。另外，在田埔、內洋、大地等地的植被，

尚有黃眼草、蔥草及地耳草等較少見的植物出

現。 

(5) 蘆 葦 － 鹽 地 鼠 尾 粟 － 棵 花 鹼 蓬 型

(Phragmites communis-Sporobolus virginicus 

Suaeda maritima type)：此植被型主要分布於沙

崗農場附近的海邊感潮帶。除了蘆葦、鹽地鼠

尾粟及裸花鹼蓬較具優勢外，另有次優勢之澎

佳嶼飄拂草、多柱扁莎、舖地粟等成群生長。

其它伴生植物有變葉藜、乾溝飄拂草、石蓯蓉

等。 

(6)海茄冬型(Avicennia marina type)：目前僅分

布於浯江溪口感潮帶的沙質泥地上。本植被型

即一般人所熟悉的紅樹林之一，為亞熱帶河口

沼澤的主要植被型。其主要伴生植物有同屬紅

樹林組成分子的水筆仔及水生的甘藻。本型為

所有生態系中生產力最高的(Smith 1990)，其

對於近岸漁業有相當大的助益，須刻意加以保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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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金門國家公園的天然植物社會 

 

 

 

 

 

 

 

 

 

2. 草本植物群落 

本植物群落主要分布於金門本島及烈嶼

沿海沙灘。可再細分為下列 4 型。 

(1)濱刺麥－白茅型(Spinifex littoreus-Imperata 

cylindrica type)：本型出現於臨海之砂地及砂

丘上。常由濱刺麥、白茅形成單種優勢的植物

社會，而僅在其間具少數它種植物，如南嶺嶤

花、蔓荊、茵蔯蒿、小葉黃鱔藤、待宵花、馬

鞍藤、單花蓬蜞菊、白花馬鞍藤、槭葉牽牛等

等。其中之待宵花在局部小面積會有較密集生

長的情形，屬於大面積的植物社會中的次級組

織。此型與劉業經等(1983 以下簡稱劉等)之白

茅－濱刺麥型相當，但並不包括其所描述之避

風岩地的生長基質上之植物種類，如薜荔、雀

梅藤及小葉黃鱔藤等。 

(2) 濱 刺 麥 － 舖 地 黍 型 (Spinifex 

littoreus-Panicum repens type)：本型出現於臨

海之砂地及砂丘上，尚有鹽地鼠尾粟、白花苦

林盤、槭葉牽牛、番杏、臭濱芥及馬櫻丹等。 

(3) 白 茅 － 鹽 地 鼠 尾 粟 型 (Imperata 

cylindrica-Sporobolus virginicus type)：本型亦

出現於臨海之砂丘及砂地上，有時也會出現於

土壤堆積較多的岩岸地區，次優勢植物有舖地

黍、蔓荊、南嶺蕘花等；在岩岸地區則常由小

葉黃鱔藤、羊角藤等伴生。 

(4)舖地黍－芒屬之一種－蘆竹型 (Panicum 

repens-Miscanthus sp.-Arundo donnax type)：本

型植物社會通常出現於較避風的後線砂丘，較

為潮濕處，常形成高草區而介於前緣較低平草

地與後面的灌木植物群落之間，因而形成一緩

升的風切面，次優勢植物以茵蔯蒿、艾草、馬

櫻丹及望江南為主。其它植物尚有槭葉牽牛、

加拿大蓬及苦楝的小樹苗等。 

3. 灌叢植物群落 

本植物群落常位處森林植物群落的前

緣，通常形成密實的外觀，因而其下少有草本

植物生長；分布於沿海的沙丘及岩岸土壤淺薄

處。可再細分為下列 6 型。 

(1)白花苦林盤－馬櫻丹型 (Clerodendrum 

inerme-Lantana camara type)：此型常出現於海

邊後緣的沙丘及土壤淺薄的海濱岩石上，次要

植物有薜荔、黃荊、小葉黃鱔藤、琉球野薔薇、

海桐及後緣森林中的喬木的幼苗，如銀合歡、

沙朴、苦楝等。草本植物則常出現於此植被前

緣，而與其前緣的沙地草本植物群落相接；若

位於岩石上，則常於空隙處出現艾草、香茹、

大穗茅根、圓葉鴨跖草及短穗畫眉草等。本型

植群包含劉等在白茅－濱刺麥型中所提之薜

荔、雀梅藤及小葉黃鱔藤之岩生環境。 

(2)林投－蔓荊型(Pandanus odoratissimus var. 

sinensis - Vitex rotundifolia type)：本型多分布

於近海砂丘上，次要的植物有南嶺蕘花、茵蔯

蒿、胡頹子、狹葉水竹葉、白茅、大蕙茅根、

乾溝飄拂草、待宵花、闊葉大豆(一條根)、濱

刀豆、石竹及剪刀股等。 

(3) 草 海 桐 － 凹 葉 柃 木 型

(Scaevolasericea-Euryaemarginata type)：在臨

海的岩岸上可見到本植被型。其內的植物尚有

紅仔珠、雀梅藤、石斑木、山菅蘭、土丁桂及

屬於典型的海邊寄生植物－無根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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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潺槁樹－相思樹型(Litseaglutinosa-Acacia 

confusa type)：主要分布於海濱岩石基質而土

壤發育不良的環境，且通常有相當強的東北季

風吹襲，次優勢植物有朴樹、海桐、月橘、凹

葉柃木；其它植物尚有馬櫻丹、羊角藤及零星

散生的芒屬之一種等。本型相當於劉等之潺槁

樹－梧型，而臨近於海邊之植物社會。 

(5) 羊 角 藤 － 雀 梅 藤 型 (Gymnema 

alternifolium-Sageretia thea type)：本型出現於

離海稍遠的岩石斜坡且土壤發育不良但真有

岩石裂隙之處，次優勢植物有月橘、潺槁樹、

薜荔、台灣白花藤、小葉黃鱔藤、黃荊、雙面

刺、菱葉捕魚木、枸杞、馬櫻丹、相思樹、正

榕、榔榆、北仲、朴樹、魯花樹、苦楝及琉球

野薔薇等；草本植物則有芒屬之一種、圓葉鴨

跖草、短穗畫眉草、舖地黍及珠芽畫眉草等。 

(6)海桐－椬梧型(Pittosporum tobira-Elaeagnus 

oldhamii type)：位於臨海斷崖邊緣以下的陡

坡，次要植物尚有正榕、潺槁樹、苦楝、紅仔

珠、羊角藤、凹葉柃木、南嶺蕘花、短梗南蛇

藤、天門冬、無根藤、竹子飄拂草、硬桿子草

及黃茅等。本型相當於劉等之潺槁樹－椬梧

型，而臨近於海崖之植物社會。 

4. 森林植物群落 

本植被為分布於近海濱的次生林植群，通

常位於離海略遠且(或)土壤發育較良好的環

境，最主要的樹種為潺槁樹、相思樹、榕樹、

朴樹、苦楝、海桐及外來的木賊葉木麻黃等所

組成的森林，其中的藤本則以槭葉牽牛及羊角

藤較多，林下地被通常很少，但均可見潺槁樹

各齡級的幼苗及小樹。據此推測，這些森林未

來終將為潺槁樹所覆被，亦即此地的極盛相植

被，將是以潺槁樹為優勢的植物社會。依其樹

冠 層優勢種可區分為下列 4 型。 

(1)相思樹型(Acacia confusa type)：本型幾為相

思樹所覆蓋，僅有少數的潺槁樹、海桐等散生

其間，林下以黃荊、月橘及潺槁樹幼苗為主。

此型可能為人工林成林後，其它植物侵入所形

成。 

(2) 相 思 樹 － 朴 樹 － 潺 槁 樹 型 (Acacia 

confusa-Celtis sinensis-Litsea glutinosa type)：

本型由三者形成共優勢，在較近小山谷處則有

正榕出現。其它處者尚有苦楝及海桐散生其

間。藤本植物則以槭葉牽牛為主，局部地區有

羊角藤出現。林下以潺槁樹幼苗、海桐小苗最

常見。本型可能相當於劉等之潺槁樹－椬梧型

植物社會，而臨近於海岸處者。 

(3)朴樹－海桐型 (Celtis sinensis-Pittosporum 

tobira type)：本型出現於臨海沙丘內緣處，其

立地條件相當良好(土壤發育良好且避風處)，

其它的植物有相思樹、潺槁樹及少數的苦楝、

北仲、魯花樹等。 

(4)正榕型(Ficus microcarpa type)：此型主要出

現於臨海的岩石立地的環境，土壤發育極差。

樹冠幾乎均為正榕所覆被，林下可見潺槁樹幼

苗。若其生育地為略凹下的岩石凹地，則可見

少許的蕨類植物零星生長，如扇葉鐵線蕨、小

毛蕨及日本金粉蕨等。 

(二)平原及丘陵植物帶 

本植物群落為金門地區主要的群落類

型，生育地包括平坦的廢耕地、水塘、多岩石

的小丘及花崗岩地區(如太武山及美人山)等。

因而，其植被類型相當豐富多樣，主要的植物

組成分子，在水生植物群落有水燭、蘆葦、聚

藻、布袋蓮、紅辣蓼、李氏禾、舖地黍及蘆竹

等；在草原植物群落有茵蔯蒿、千里光、舖地

黍、加拿大蓬、銀膠菊、白茅、芒屬之一種及

某些局部地區的單種優勢的種類(如合萌、多

柱扁莎、紫花擬霍香薊及小羊蹄)等；灌叢植

物群落則以朴樹、相思樹、潺槁樹、海桐及銀

合歡等較常見；森林植物群落則以馬尾松最為

優勢，其次為相思樹、木麻黃等。但是，如以

太武山區最其特色且足以與其它本地植被型

區分的特徵種來看，則有小葉赤楠、白背木薑

子、野牡丹、桃金孃、鹽膚木、石斑木、山黃

梔、南華南蛇藤、威靈仙、菝葜及山菅蘭等。

以下就各植物群落之優勢種分述其各型。 

5. 水生植物群落 

本文中所指的水生植物採廣義的解釋；即

濕生地的植物亦列入。因此，金門地區在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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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陵地的水生植物群落，包括各地的人工水塘

及沼澤，如烈嶼的西湖、陵水湖，金門的太湖、

古崗湖、雙鯉湖、瓊林水庫、陽明湖及前埔溪

等。依照其優勢植物種類可區分為下列 9 型。 

(1)蘆葦型(Phragmites communis type)：此為挺

水型水生植物社會。主要分布於金門各平原的

淺水池塘。如雙鯉湖、西湖、陵水湖等。此植

被中幾為單種所構成，僅於其邊緣有一些植物

出現，如舖地黍。 

(2)水燭型(Typha angustifolia type)：此型植物

社會與前者相似，亦多分布於平原的池塘，並

常見於水溝中。其外圍常有布袋蓮、舖地黍等

侵入。 

(3)布袋蓮型(Eichhornia crassipes type)：通常

在各水庫及一些池塘形成單種優勢的植被，有

時與水燭、舖地黍混生。 

(4)滿江紅－紫萍型 (Azolla minuta-Spirodela 

punctata type)：此型植物社會，在各地小水塘

較常見，屬於浮水性的水生植群。除了該二種

植物外，另有青萍也是共優勢的種類。在近岸

邊則有舖地黍及李氏禾較常見。 

(5) 紅 辣 蓼 － 李 氏 禾 型 (Polygonum 

glabrum-Leersia hexandra type)：此為挺水型水

生植物社會，分布各地平原的池塘。在離岸較

遠處幾為紅辣蓼的單種優勢；在較近岸處的水

中則由紅辣蓼、台灣水龍、李氏禾形成共優勢

的社會。其他伴生植物，則有蓮子草、舖地黍、

稗及布袋蓮等。 

(6)羊茅－舖地黍型 (Festuca sp.- Panicum 

repens type)：此型植物社會，目前僅發現於烈

嶼的西湖。其主要的優勢植物為禾本科羊茅屬

的植物，目前限於資料，未能查出其為何種羊

茅。在較近岸邊的優勢植物，以舖地黍為多，

而也指可發現圓果雀稗及稗散生其間。 

(7)聚藻型(Myriophyllum spicatum type)：此種

植物之植物體均沒入水中，為沈水型水生植物

社會。其分布最多的地點為雙鯉湖。 

(8)荸薺－舖地黍型(Eleocharis dulcis-Panicum 

repens type)：在雙鯉湖及漢影雲根附近的淺水

沼澤或水溝發現此型，據現場觀察，推測其可

能為荒廢的荸薺田所形成或由田中逸出自生。 

(9)蘆竹型(Arundo donax type)：此型植物社

會，常發現於田埂、水溝沿、池塘的岸邊等環

境。依據其生長區位判斷，此種植物很可能為

農民所種植的。 

6. 草原植物群落 

本植物群落主要分布於平原地帶的廢耕

地，均屬次生植被。視其廢耕時間長短，而呈

現不同的形貌；在較長時間未耕作的荒地，其

植物種類較為多樣；在剛廢耕的田地，則通常

形成單種的優勢社會。因此，此型植物群落，

常因時間地點的不同，而呈現不同的面貌。故

而，此植物群落可說是處在極不穩定的狀態，

若無人為干擾，其將隨時間的遞移而逐漸向以

下的兩種植物群落演替消長。今將目前所記錄

的單種優勢植物社會，略述於此，不作詳述。

這些包括：加拿大蓬、紫花擬霍香薊、小羊蹄、

碎米莎草、細葉金午時花、白茅、甜根子草等。

其他荒廢較多年的草生地則細分如下 3 型。 

(1) 茵 蔯 蒿 － 千 里 光 型 (Artemisia 

capillaris-Lespedeza cuneata type)：此型出現於

廢耕多年之沙質農地。除優勢種外，次優勢及

其它植物有鯽魚草、白茅、孟仁草、毛木藍、

短穎馬唐及金午時花等。並可見到旋花科寄生

植物一菟絲子。本型相當於劉等之加拿大蓬一

茵蔯蒿型，但本型之植物以茵蔯蒿與千里光為

共優勢，與劉等之加拿大蓬佔較大優勢有所區

別，但生育地環境相似。 

(2)舖地黍－紅梅消型(Panicum repens-Rubus 

parvifolius type)：在粘土或壤土地區的次生植

被，其它優勢植物，尚有加拿大蓬、圓葉金午

時花及刺裸實等。 

(3)白茅－蘆竹型(Imperata cylindrica-Arundo 

donax type)：除了優勢種之外，其它次優勢種

有芒屬之一種、馬櫻丹、銀合歡及台灣山萵苣

等。 

7. 灌叢植物群落 

本植物群落主要分布於平原廢耕地及太

武山等花崗岩發達而土壤發育不良的地點或

林緣破壞地。依其優勢種可區分為下列 5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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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 頹 子 － 雀 梅 藤 型 (Elaeagnus 

pungins-Sageretia thea type)：多見於多年廢耕

地的田埂上，有逐漸向外擴張的現象。主要伴

生植物有潺槁樹、芒屬之一種、沙楠子樹、榔

榆及馬櫻丹等。 

(2) 小葉赤楠－白背木薑子型 (Syzygium 

buxifolium-Litsea rotundifolia type)：此為花崗

岩石區常見的植被型，屬於旱生的植物社會。

其餘的植物有馬櫻丹、野牡丹、紅珠藤、車桑

子、黑面神、石斑木、多毛知風草、黃背草及

黃茅等。本型可能包含於劉等之潺槁樹－椬梧

型植物社會中，立地較乾旱之花崗岩隙地略積

土處。 

(3) 凹 葉 柃 木 － 山 黃 梔 型 (Eurya 

emarginata-Gardenia jasminoides type)：此型分

布於花崗岩區，其土壤發育淺薄但略有腐植質

堆積處，其它植物有石斑木、朱砂根、羊角拗、

威靈仙、菝葜、南蛇藤及紅珠藤等。本型可能

包含於劉等之潺槁樹－椬梧型植物社會。 

(4) 糯 米 條 － 桃 金 孃 型 (Abelia 

chinensis-Rhodomyrtus tomentosa type)：此型亦

只發現於花崗岩區的岩石裂隙處。其餘的植物

有禾葉山麥冬、刺芒野古草、庭梅及腺葉帚菊

等。本型可能包含於劉等之潺槁樹－椬梧型植

物社會。 

(5)黃荊－菱葉捕魚木型(Vitex negundo-Grewia 

rhombifolia type)：為平原區常見的次生植被。

其它的植物有薜荔、帚馬蘭、千里光、芒屬之

一種、小果薔薇、小葉黃鱔藤及山芝麻等。 

8. 森林植物群落 

本植物群落主要分布於花崗岩地區的松

林植物社會、土壤發育較良好的地點及少數廢

耕的山坡地上的次生林，叉可細分為下列 5

型。 

(1) 馬 尾 松 － 相 思 樹 型 (Pinus 

massoniana-Acacia confusa type)：在太武山等

花崗岩發達的丘陵區，即為此型。林中的植物

有小葉赤楠、潺槁樹、山黃梔、凹葉柃木、糯

米條等等花崗岩常見的灌木或小喬木；藤本則

以菝葜、青江藤、福州薯蕷、羊角拗及老荊藤

等為主；草本有短穗畫眉草、黃茅、粗穗馬唐

及山菅蘭等。 

(2)正榕－相思樹型(Ficus microcarpa-Acacia 

confusa type)：此型以太武山區臨近山谷處較

常發現。其立地條件似需較為避風處及水分充

足處。其林中之植物有雀榕、琴葉榕、小葉桑、

鳥梨等較喜陰濕者；灌木有嘉賜樹、魯花樹

等；草本有東亞魔芋、禾葉山麥冬及爵床等。 

(3) 朴 樹 － 牡 荊 型 (Celtis sinensis-Vitex 

cannabifolia type)：此型出現於太武山區避風

且土壤發育較好且較潮濕的地方。其中主要之

植物有鴨腳木、相思樹、白背木薑子及小求米

草等。 

(4)海桐－鹽膚木型 (Pittosporum tobira-Rhus 

chinensis type)：此型出現於太武山山腹之向陽

坡，其它林中植物有車桑子、桃金孃、小葉赤

楠、石斑木、白背木薑子、藤木槲、黃背草等。 

(5) 相 思 樹 － 朴 樹 型 (Acaciaconfusa-Celtis 

sinensis type)：此型為典型的次生林，出現於

多年廢耕之山坡地，主要林下植物有苦楝、馬

櫻丹、芒屬之一種、野棉花及槭葉牽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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