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藤枝段警備道植物介紹 
 

 

    藤枝國家森林遊樂區，位在桃源鄉寶山村荖

濃溪林道 20 公里處，收費站前有宮庭式紅檜大

門。「藤枝」二字地名源自六龜特別警備道，移植

日本東海道第 23 個宿站地名。日治時代，為日本

京都大學農學部演習林，光復後，林務局接管設

為第二林場。民國 54 年，規劃建設森林遊樂區，

73 年園區開放。隸屬屏東林管處，涵蓋荖濃事業

區 70、71、72 等林班地，全區面積達 770.46 公

頃。分布海拔 500-1804 公尺，亞熱帶及暖溫帶森

林，即榕楠林帶及楠櫧林帶。天然闊葉林面積佔

50%，約 403 公頃，以樟科、殼斗科居優勢；人

工林佔 348 公頃，包括台灣杉、紅檜、柳杉、雲

杉、扁柏、肖楠、樟樹、台灣櫸、烏心石等。民

國 37-60 年陸續造林，林木壯碩，整齊劃一，雲

霧瀰漫時，綠海波濤，綿延如海勝景，有「小溪

頭」、「森濤」之美譽。 

    依據楊勝任老師及林坤益先生研究，發表在

中華林學季刊 39 卷第一期，遊樂區維管束植物

284 種，其中蕨類 44 種、裸子植物 6 種、雙子葉

植物 210 種、單子葉植物 24 種；瀕臨滅絕 3 種、

易受害 6 種、低危險性 1 種。 

    張學文老師警備道資源調查，鳥類計 22 科

46 屬 55 種，常見冠羽畫眉、白耳畫眉、棕面鶯、

大彎嘴、藪鳥、深山竹雞、繡眼畫眉、黃腹琉璃、

橿鳥、黃山雀等；爬蟲類 4 科 16 種，常見短肢攀

蜥、斯文豪氏攀蜥、龜殼花、赤尾青竹絲；兩棲

類 3 科 8 種，常見拉都希氏赤蛙、莫氏樹蛙；哺

乳類 14 科 26 種，常見山羌、白面鼯鼠、台灣獼

猴；昆蟲類 36 科 203 種，常見長臂金龜、台灣長

水青蛾、大綠天蠶蛾、熊蟬、台灣爺蟬等。 

藤枝牌樓(1560 公尺) 
—東藤枝山三角點(1804 
公尺)屬柳杉林植物社會

遊客中心步道右側有座土地公，對聯為「福

德威靈顯赫護國民」、「正神有應保安四無災」，守

護這片筆直擎天綠地，更踏入巒峰上遺跡，啟封

布農族郡社群抗日情仇。分遣所以日本東海道地

名來命名，顯示日人強烈本國主義意識形態。岡

部分遣所 GPS 座標(225084,2552625， 1774 公

尺)，江戶時代廣重版畫為「宇津峽谷」之美，對

照現址應為「東藤森濤」之美。現場看不到遺址

痕跡，後面砌石角落被丟棄各種飲料、塑膠袋猶

如垃圾場，只有一座八柱亭，下面二桌八椅供登

山遊客休憩。丁字路左接雲杉步道，下接秋海棠

步道，步行 1400 公尺 50 分鐘。全程有「藤枝」

命名的藤枝秋海棠、武威山秋海棠、水鴨腳、巒

大秋海棠、台灣秋海棠、溪頭秋海棠集生。潮濕

的邊坡有水芹菜、乞食碗、牡丹葉冷水麻、普刺

特草、糯米團、落新婦

和長著伏毛似老虎耳

朵的虎耳草。步道旁解

說牌，豎立柳杉電線

桿，樹幹上釘掛白色、

褐色罣子，訴說日本於

1916 年(大正 5 年)完成

高壓理番政策，對原住

民防禦的歷史。 

    春天時，遊客中心山櫻花、金毛杜鵑、埔里

杜鵑、射干菖蒲(觀音蘭)、麻葉繡球、梅、蛇根

草、銀杏將大地點綴旖旎美艷。岡部周遭植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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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枇杷、台灣黃杞、狗骨仔、台灣樹參、山羊耳、

短尾葉石櫟、灰背葉紫珠、屏東木薑子、紅子莢

蒾、厚皮香、藤胡頹子、百香果、台灣土茯苓、

台灣常春藤。順著木棧道拾階而上，紅得發亮壯

碩紅檜被石板屋給包圍，新蓋藤枝瞭望台，與崙

仔頂、鳳崗山、足母山、美瓏山、石山為林火通

報，防範盜伐的荖濃工作站六座之一。以火煙採

用 2 點或 3 點交會定出火場位置，時至今日成為

觀景最佳地點。登上瞭望台眺望北至東北方，玉

山、大武山、卑南主山、大小關山層巒疊嶂壯麗

景色，或另攀尖葉楓旁眺望台看新望嶺、美瓏山、

溪南山青色山脈。 

 

 

 

 

 

 

 

東藤枝山—溪南前峰(1849 公尺)屬長尾尖葉

櫧植物社會

西施花步道，全長 2380 公尺，需走 110 分

鐘，銜接樹海步道前，會經過 2 個分遣所。丸子

(225237,2552980, 1788 公尺)位東海道第 21 站，

日本靜岡市駿河區，廣重版畫為「名物茶店」，畫

述喝茶風景。今遺址餘一平台，寬 7 公尺、長 23

公尺，與步道落差 3 公尺，後面堆放鋼板，護坡

顯露酒瓶，視野只剩一面警備道被造林覆蓋，整

排紅檜根系已穿越駁坎。後段倒木嚴重，走來艱

辛。西施花生長在稜線，胸圍僅 1 公尺、高 8 公

尺是主要優勢族群，盛開粉白色花於四月中旬。

植物有高氏木犀、巒大越桔、青皮木、細枝柃木、

福建假衛矛、玉山紫金牛、早田氏冬青、大葉釣

樟，偶見卵葉刺果衛矛；其中有 2 株揉碎葉片，

含有芳香精油的是台灣肉桂。地被以瓦葦、稀子

蕨最常見。陡坡木棧道用柳杉當踏板及護坡，受

到水份及人為造訪裸露地表，比較百年浮築路(寬

2.3 公尺)，面貌依舊耐用烏亮。 

   府中(225508,2553520, 1782 公尺)位東海道第

20 站，廣重版畫為渡川船夫即景，對照此地，應

是欣賞山嵐、天籟的美景。另外敬仰 3 株矗立天

際老樹，木荷胸圍 5.5 公尺、株高 30 公尺；右前

杏葉石櫟胸圍 4.9 公尺、株高 23 公尺，左後杏葉

石櫟胸圍 4.7 公尺、株高 20 公尺。二株座形成 2

公尺如蹼般板根。原始架設通電鐵絲網，兩側樹

木全數砍伐，寬達 54 公尺，因此天佑神木。未達

府中前端，有一株枯死長尾尖葉櫧，樹洞地標供

遊客拍照憑弔。分遣所遺址建築物呈倒「ㄇ」字

型，左右不對稱，左較短，長 265 公分；右長 485

公分、後長 285 公分，解說牌寫「樟腦寮」，有待

進一步研究，因為提煉樟腦，需要靠近水源處而

不是分遣所。另一張照片，顯示這裡配屬 2 位巡

查警員及數位隘勇、壯丁。建築物前後，在邊坡

各有不明結構體。遺址大門階梯形，寬 230 公分、

長 11 公尺。左石板砌駁坎長達 20 公尺，右端僅

1.5 公尺，高度 120 公分，非常壯觀。面向大門右

前方有一座木炭窯(225506,2553574)，基座以石板

疊砌，平面呈橢圓形，長 198 公分，後寬圓弧 120

分、高 87 公分，開口前寬 48 公分，上覆夯土成

圓頂，製作木炭，現今夯土層不見。另往樹海步

道穿越 2.2 公尺警備道有一排水涵洞，長 43 公

分、寬 40 公分，用石板拱成古蹟，值得推廣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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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址以整齊柳杉最優勢，伴隨紅皮、變葉新木薑

子、樟葉槭、小葉白筆、腎蕨。 

    頭前山警戒所(226033,2554115, 1828 公尺)以

地名命名，其它以布農族命名有馬里山、上寶來

及魯凱族的馬加共 4 個大型警局，配置 1 個警部、

5 個巡查及若干名隘勇。腹地大且平坦，大門有 3

階，前緣用石板堆砌長 42 公尺，石板基座主建築

呈現「    」，似佛教倒卍字，長、寬 10 公尺。

另一座夯土牆建築，長、寬 7 公尺，呈現倒「ㄇ」

字型，疑似不同階級者住屋。大門右側黃土凹陷

區域隱約有建築物存在。與主建築平行，步道左

側有保持完整深達 170 公分，長、寬 300 公分蓄

水池。地面遺留破碎罣子及不完整酒瓶、碗及現

代高速公路界樁。在台灣蘋果樹旁的牛樟，中空

狀，釘滿鋼釘，胸圍 1 公尺、株高 10 公尺，被鐵

鋸鋸得只剩 194 公分。另一株老樹，靠近分遣所

座標(225817,2553904)杏葉石櫟，胸圍 5.8 公尺、

株高 28 公尺。主要植被為紅檜造林與五節芒優勢

植群。過遺址下坡，至溪谷坡地有 1 株大牛樟，

胸圍 5 公尺、株高 15 公尺以及有樹洞的長尾尖葉

櫧，胸圍 3.4 公尺、株高 17 公尺。前後各有 2 個

疊石正方形，長、寬各 300 公分，高 90 公分，推

測是哨所，防止布農族偷襲的建築。穿越比人還

高的玉山箭竹，登上溪南西南峰(1816 公尺)，峰

頂有 4 株錐果櫟伴隨台灣杜鵑，無三角碑石。下

坡至杜鵑斷崖，視線頓時開朗，遠眺西南山勢，

近觀石山林道、特生中心中海拔研究站的紅屋建

築。斷崖植被大頭茶、紅淡比、厚皮香、南仁山

柃木、石斛蘭、狗骨消、台灣厚距花、白珠樹。

再下坡至溪谷 1680 公尺，等腰爬至另一處遺址。

遺 址 前 方 於 (226302,2554435) 有 長 尾 尖 葉 櫧 老

樹，胸圍 2.8 公尺、株高 18 公尺，傾斜狀。 

    江尻分遣所(226388,2554496, 1762 公尺)，東

海道第 19 站，今日本靜岡市清水鎮。廣重版畫「三

保遠望」，描述帆船融入山景，對照腹地平坦，眺

望不佳。步道右側，主建築砌石僅幾塊石片，長

65 公分、寬 42 公分及砍下來的 2 根杉木；另一

處駁坎在大門轉角處邊坡上。西側木炭窯遺址輪

廓清晰，唯淹沒土堆中，護坡砌石長達 13 公尺，

旁種滿整排火廣竹和殘存酒瓶、藥瓶。現遺址中

心點是紅檜、柳杉、巒大杉，伴隨瓊楠、小芽新

木薑子、厚葉柃木、香桂、變葉新木薑子、伏牛

花、台灣瘤足蕨；地被是冷清草集生。老樹座標

(226803,2554605)杏葉石櫟，胸圍 5.6 公尺、株高

20 公尺、板根圍 620 公分，約莫 8 個蹼，上面編

號 WL18。步道在櫟林帶植被有大葉石櫟、鬼石

櫟、栓皮櫟、狹葉櫟，伴隨冇樟、長葉木薑子、

假長葉楠、紅楠、菲律賓楠、薯豆、台灣糊樗、

山龍眼、玉山糯米樹；地被有肉穗野牡丹、廣葉

鋸齒雙蓋蕨、生芽鐵角蕨、倒地蜈蚣、藤毛木斛、

糙莖菝葜、血藤、台灣崖爬藤，較為常見。 

    下坡經崩坡溪谷，目睹盜伐牛樟，鋸剩 3 叉

狀，但萌芽意志強盛，新葉紛紛展現生機。繞過

黑色儲水桶，其中沿著黑色粗水管可走至特有生

物中心中海拔研究站，接石山林道 6.6 公里(1670

公尺)處。經白色儲水桶若直走接興津分遣所

(226931,2554879, 1783 公尺)；若往左方鞍部路徑

上切，西北西上稜線，玉山箭竹下山凹上鞍部，1

株西施花胸圍 1.5 公尺、株高 7 公尺，有特殊 3

個樹洞。三角點下方依稀可看到，砌石長 13 公

分、寬 7 公分，腹地寬約 16 公尺，遺留酒瓶，疑

為哨所，上方有 2 株杏葉石櫟，胸圍各有 2.4 公

尺及 2.9 公尺，株高 12 公尺，樹幹左右釘上褐色

罣子，並保留日治時代通電之鐵線。 

    溪南前峰三角點，屬保林界碑，雖無編號，

米碎柃木卻掛滿約 31 隊布條。中心點植被是紅

楠、阿里山灰木、楊桐葉灰木、高山新木薑子、

烏心石、西施花、錐果櫟、霧社楨楠、木荷、小

葉樹杞、青楓、早田氏冬青，地被則以五節芒、

玉山箭竹為最優勢。 



   

◆牛樟 Cinnamomum kanehirae Hayata 

    樟科，屬名 Cinnamomum 為舊拉丁名，為阿

拉伯語 Kinamon 一語而來。中名樟，乃因材質富

紋理狀名之。種名 Kanehirae，是發現人金平亮

三，1912 年 10 月於苗栗南庄加里前山 1200 公尺

採集而來。牛樟，因樹形粗壯堅實而稱之。常綠

大喬木，全株具有芳香味，葉芽球形，苞片外被

柔毛。葉互生，橢圓形，兩端均銳，長 9.5-10.5

公分，寬 4-5 公分，葉脈羽狀或不明顯三出脈，

脈腋有毛叢。聚繖狀圓錐花序，頂生，花被鐘形，

裡面被粗毛，6 枚，長橢圓形，雄蕊 4 輪，最內

輪為假雄蕊，第三輪有腺體。漿果，扁球形。分

布屬台灣特有種，海拔 400-1800 公尺闊葉林。台

灣闊葉五木之一，邊心材明顯，材色黃褐至紅褐

色，弦切面紋理美麗，木質線細，材質輕軟，耐

蟻，耐腐蝕，運用在建築、家具、裝潢、雕刻。

牛樟授粉不易，花屬黏質蟲媒花，繁殖須以基部

或根株萌蘗枝條，幼年性扦插較易成功。 

    牛樟芝(Taiwanofungus camphoratus)由吳聲

華 博 士 等

人 發 表 多

孔 菌 科 的

新屬。樟芝

屬 在 森 林

屬 有 害 真

菌，專一異

營植物，寄生牛樟中空內壁之腐朽菌，分解纖維

素及半纖維素，造成心材褐腐、枯倒。含有多醣

體及三帖類會刺激人體免疫細胞，使其分泌激

素，抑制腫瘤細胞，使身體具有保健功效，因而

被形容為「台灣紅寶石」，也引起山老鼠覬覦盜

採。頭前山警戒所是牛樟殺戮「墳場」，整棵伐倒，

開腔破腹；在府中分遣所往樹海下坡，遺留大板

根牛樟樹頭，幹內含有精油，百年不腐。IUCN

物種保育評估為瀕臨滅絕，其天然更新不易，佔

有面積下降，棲地砍伐、盜採嚴重。牛樟無法推

動綠化樹種，因喜好濕潤適中、水氣充足、土壤

深厚環境。 

◆青皮木 Schoepfia jasminodora Sieb. & Zucc  

    鐵青樹科，種名 jasminodora 指花瓣像木犀科

素英屬之意。1977 年，張慶恩教授於屏東霧台海

拔 1000 公尺發現。中名以莖部顏色命名。落葉小

喬木，具有多分枝，枝條直立狀。葉互生，卵形

或三角狀廣卵形，長 4-6 公分，寬 2-4 公分，先

端銳尖呈尾狀，基部略心形，無毛。葉呈三出脈，

側脈 2-3 對。穗狀花序，花期 2-4 月，黃花，無

柄，花萼杯狀，裂片 4 至 5 裂，向後反捲，內面

近花藥處著生 1 束絲狀體，雄蕊與花冠裂片同

數。子房 3 室，柱頭 3 裂。核果橢圓形，成熟時

紅色。分布中國、日本、琉球，台灣主要產地是

杉林溪、卑南主山、大武山、大漢山、研海林道、

藤枝警備道。木材製貴重刀柄盒，花瓣盛開有芳

↓青皮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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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小枝嫩時

鮮紅，柄基、

果 柄 亦 呈 紅

色，適合推廣

園藝造景，紅

果 插 花 素 材

點綴。鮮枝葉搗爛治跌打損傷，消腫止痛。 

◆台灣蘋果 Malus doumeri (Bois.) Chev.   

    薔薇科，屬名 Malus 為希臘語的 Malos(蘋果)

衍用而來。中名蘋果，得名亦同，又名林檎，古

名，名見「本草綱目」宋開寶卷 30，以鳥禽喜食

其果狀名之。另以味道、形象名之山渣、澀梨。

落葉喬木，幼幹及莖常有棘刺，樹披灰褐色，皮 

孔明顯。葉互生，卵形或長橢圓形，先端漸尖， 

基部圓鈍，薄革質，不規則鋸齒緣，托葉鑿形。

花繖形總狀，腋生，白色。萼筒鐘或壺形，完全

與子房合生，萼片與花瓣皆 5 枚，雄蕊 15-50 枚，

子房 5 室，花柱 4-5 枚。果實為梨果，球形，先

端殘存花萼，成熟時黃紅色。分布中國南部、越

南、寮國、台灣中海拔闊葉林，苗木作為蘋果砧  

木及育種，與西洋蘋果比較， 

果含香氣，味酸澀，不宜 

生食，可鹽漬蜜餞或釀 

酒。木材適宜作農具， 

盛花 2 月底，潔白顏色 

渲染整個綠色古道，葉子 

落葉呈紅色。花梗、萼筒均

被絨毛，花柱 4-5 枚，可與梅花、櫻花、李花作

比較；若花柱 3 枚，葉細鋸齒緣，則為親戚種湖

北海棠(M. hupehensis)。台北醫學大學生藥所以鮮

葉分離黃酮類成分，具抗氧化活性。 

◆麻葉繡球 Spiraea cantoniensis Lour. 

    薔薇科，屬名 Spiraea 為希臘語 Speira(螺旋

輪)之意，指本屬供作花環利用狀名之，種名

cantoniensis 為廣東產之意。中名為繡線菊屬，台

灣 1910 年引進栽培推廣。株高 2 公尺灌木，樹幹

短而多分枝，樹皮灰褐色。葉互生，廣披針形至

菱形，先端銳尖，基部楔形，葉上半部不整齊粗

鋸齒，下半部全緣，背呈灰白色。繖形花序，簇

生於枝頂，呈球狀排列，花序常有 15-20 枚，花

萼杯狀或鐘形，萼片 5 枚呈三角形，花瓣 5 枚或

重瓣；雄蕊多數，著生花盤及萼片間，心皮 5 枚，

離生。蓇葖果，內含橢圓形小種子。分布日本、

韓國、中國廣東、福建。1824 年曾推廣歐洲，頗

受歡迎。花壇栽培、綠籬，盛開球形花序可媲美

台灣高海拔台灣繡線菊(S. formosana)。藥用性微

溫、辛味，治跌打損傷。 

◆武威山秋海棠 Begonia × buimontana Yamamoto  

    秋 海棠科 ， 屬 名 Begonia 為 紀念 法 國人

Michael Begon 對植物界的貢獻。種名 buimontana

為武威山，是現今來義鄉大武藏山。秋海棠，古

名，名見「群芳譜」，王象晉於明思宗崇禎 13 年

(1640 年)就使用此名詞稱呼。松田英二(Matsuda, 



   

E)1918 年 12 月發現，交由山本由松(Yamamoto, Y)

發表。長 8-20 公分，寬 4-8 公分，地上莖光滑或

略被疏直毛，地下莖缺少。葉互生，長柄卵形或

卵狀披針形，基部歪心形，先端銳尖至漸尖，紙

質，不規則重鋸齒緣，兩面密被粗直毛，托葉線

狀披針形，葉背有時呈鮮 

紅色。聚繖花序排列， 

腋生，雄花粉紅色， 

花被片 4 枚呈兩輪， 

外輪 2 枚較大，倒卵 

形。雄花多數，花絲長； 

雌花具 2 匙形花被片，柱頭 

先端分歧，呈頭狀突起盤旋狀。蒴果三稜形，背

生翅伸長彎曲如鐮刀狀。分布台灣中南部中海拔

濕地、岩縫。園藝上運用為草花、盆栽、切花、

花壇。學名中「×」符號代表雜交，是台灣秋海

棠和巒大秋海棠天然雜交，減數分裂不正常，雄

花開放後即掉落，雌花無法得到可孕性種子。台

北秋海棠(B.×taipeiensis)亦同樣情形，但若以水鴨

腳為母本，圓果

秋 海 棠 為 父

本，則會有台灣

秋海棠種子。步

道解說掛牌，容

易混淆藤枝 秋

海棠(B. tengchiana)，其莖短 70 公分以下，葉較

寬 8-15 公分。 

◆尖葉楓 Acer insulare Makino var. caudatifolium 

(Hayata) S. Y. Lu. & Y. P. Yang, camb. & stat. nov 

槭樹科，屬名 Acer 為古拉丁名稱衍用。種名

insular 則為島嶼的。漢代許慎「說文解字」：「槭，

木可作大車輮，從木，戚聲」屬於七葉樹。後來

1799 年小野蘭山在「校正救荒本草」定名為槭

樹。實際上，廣泛紅葉樹，應稱楓樹，而不是金

縷梅科之楓香。落葉中喬木，高可達 20 公尺，在

檜谷下方紅檜

神木附近可印

證其高度。樹

皮平滑無毛。

葉對生，不裂

或 略 呈 3 淺

裂，卵狀披針形，先端長尾狀銳尖，基部心形，

不整齊鋸齒緣。花小，黃綠色，多數，呈頂生的

總狀花序排列，花序細長，花盤環狀，萼片 5 枚，

花瓣 5 枚，雄蕊 8 枚，柱頭 2 分歧，翅果。分布

屬台灣特有種。中海拔 1500-2400 公尺闊葉林邊

緣，木材灰白色，材質輕軟，年輪明顯，可作雕

刻品。在北大武 12 月底，落葉前轉成黃葉而非酡

紅。親戚種大屯山尖葉槭(A. var. insulare)葉呈三

角狀卵形，葉長 7 公分以下有重鋸齒緣。 

◆早田氏冬青 Ilex hayataiana Loes. 

    冬青科，屬名 Ilex 為古拉丁名而來，種名

hayataiana 乃指早田文藏博士。命名者 Loesener 

(1865-1941)德國人，冬青科專家。中名冬青，古

名，名見「本草綱目」卷 36 木部灌木類，藏器曰：

冬月青翠，故名冬青。常綠小喬木，小枝被短柔

毛。葉橢圓形，長 3-5 公分，寬 1.5 公分，先端

尾狀漸尖，革質，全緣，葉面綠色，中肋兩面隆

起，側脈不明顯，約有 4-6 對，葉柄長 0.3 公分。

花單性，雌雄異株，花簇生，小型，開放徑約 0.4

公分，花萼、花瓣、雄蕊皆 4 枚。子房球形，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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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頭狀。核果，先端殘存頭狀柱頭。分布琉球群 

島，台灣生長於中海拔 800-1600 公尺闊葉林。插

花、盆植、緣植美化利用。相似種圓葉冬青(I.  

goshiensis)葉先端銳尖，端略凹，呈繖形花序排

列。模式標本由英人Ernest Heny Wilson (1876-1930)

受 Veitch 種苗商派請在 1918 年 3 月於南投採集，

1927 年擔任美國哈佛大學附屬 Arnold 樹木園園

長時，曾出版有關植物探險書籍，以其姓氏命名

者有台灣黃蘗(Phellodendron wilsonii)。 

◆玉山糯米樹 Viburnum integrifolium Hayata 

    忍冬科，屬名 Viburnum 為古拉丁名衍用得 

之。種名 integrifolium 指全緣葉之意。川上瀧彌 

與森丑之助於 1906 年 10 月於玉山採集而命名。

糯米源自果實成熟呈黑亮光澤如同炊煮米粒。灌

木，小枝四稜形。葉對生，長橢圓狀披針形，長

5-9 公分，先端尾狀漸尖，全緣，基部銳尖，兩

面光滑無毛。繖房花序頂生，白花，花萼筒鐘形，

先端裂片 5 枚，雄蕊 5 枚。核果卵圓形，熟呈黑

色。分布屬台灣特有種中海拔叢林。團狀白花，

亮澤果實，適合景觀栽植。 

◆高氏木犀 Osmanthus kaoi (Liu & Liao) S. Y. Lu   

    木犀科，屬名Osmanthus為希臘語的Osme(芳

香)與 anthos(花)2 語組合而成。中名木犀，材質

如犀角紋理狀名之。學名命名者為劉棠瑞與廖日

京老師，種名 kaoi 乃用採集者高木村先生，表揚

其對台灣植物界貢獻，另外同名有高氏桑寄生、

高氏柴胡、高氏球子草。常綠小喬木，小枝光滑。

葉對生，長橢圓形，長 6-14.5 公分，寬 3-5.5 公

分，葉端突尖，基部鈍或圓，全緣，罕鋸齒，側

脈及網脈明顯。繖形花序，腋生，無總花梗，白

花，萼、花冠筒皆 4 裂，雄蕊 2 枚。核果長橢圓

形。分布台灣中南部海拔 1300-2300 公尺闊葉

林。花香無法媲美桂花撲鼻，栽植庭院供觀賞。

相似種銳葉木犀(O. lanceolatus)葉卵狀披針形，先

端 尖 尾 狀 漸

尖 ， 基 部 銳

狀，葉長 8-11

公 分 ， 寬

2-2.9 公分。 

 

植物觀察 

▲
98 11 22  

08 30  

▲
99 01 24  

08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