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奮起湖大凍山植物介紹 
 

 

奮起湖海拔 1405 公尺，清光緒初年(1875 年)

由林梓在阿里山採集山產及抽藤無意間發現，是

鄒族圍場，屬安姓人家之狩獵場所。因西起與北

有摩天嶺、光崙山，東接大凍山，三面環山，地

勢低窪，中間低平，狀如畚箕，雲霧環擁如湖，

故舊稱畚箕湖。日據時代，改為同音字奮起，意

味著奮發圖強、努力不懈。日本於 1906 年完成全

台林相資源調查，發現阿里山蘊藏豐富的紅檜、

扁柏、樟樹，遂而開啟森林開發，由竹崎動工開

闢阿里山森林鐵路，1912 年通車二萬坪，1914

年完成沼平站，並將水山與眠月支線完工通車，

時至今日恰好與中華民國同百年壽誕之歷史。奮

起湖是阿里山森林鐵路的中繼站，擁有雙月台結

構，是木材、貨物、山產的集散地、轉運站；1980

年因阿里山公路通車，而走向蕭條沒落。未來的

計畫，將由奮起湖設纜車至阿里山森林遊樂區。 

檜木老街位於車站下方，盛產愛玉子、鐵路

便當、火車餅、草仔粿、檜木咖啡、木屐、明日

葉、竹筍、佛手瓜，與嚐起來是鳳梨與百香果混

合體的樹蕃茄。周圍有民國前一年種植的台灣肖

楠母樹林，古木參天，木理通直細緻，含特殊香

味，屬台灣針葉樹五木之一。 

鐵道上方，於民國 13 年從中國四川引進四方竹，

竹桿挺立，清幽絕塵；附近栽植桂花撲鼻，杜鵑

花奪目，其他有龍柏、側柏、印度橡膠樹、玉蘭

花、巴西野牡丹、馬櫻丹、聖誕紅、朱槿；地被

則是金蓮花、紅莧。2005 年 3 月受到西伯利亞寒

流來襲，奮起湖下了一場銀白色瑞雪，鋪滿整座

鐵道山城。秋冬季 11-3 月為夜探螢火蟲時機，計

有山窗螢、橙螢、鋸角雪螢、神木螢…等；非秋

冬季節則有鹿野氏西脈螢、黃緣螢、黃胸黑翅螢、

紅胸黑翅螢、黑翅螢、長翅脈翅螢、梭德氏脈翅

螢、赤腹櫛角螢、突胸窗螢、紅胸窗螢、雙色垂

鬚螢、賴氏雌光螢…等。 

奮起湖環湖森林步道首推由森林鐵路與169

公路交會點上方，好望角咖啡步行右側木馬道，

體驗兩人一組，同心拖拉木料的昔日情景。左岔

有一座觀景台，可俯瞰百年老街、車站。在置高

點 1464 公尺有一座神社遺址，基座尚在，而鳥

居、石燈已不復見。經過涼亭可看到樟葉楓盤結

在長 9 公尺、寬 2.5 公尺的砂岩上，名為鹿鼎神

木，標高 1495 公尺。仔細看到綠色居民，以蕨類

佔最多數，伏石蕨、阿里山水龍骨、韓氏耳蕨、

剪葉鐵角蕨、書帶蕨、大星蕨；其他有烏來麻、

石吊蘭、長果藤、台灣長春藤、珍珠蓮、薜荔、

大武蜘蛛抱蛋、冷清草，擁護被人民開墾種孟宗

竹，僅存昂首巨木。附近若攀登尚有命名鬼王神

木、兩儀神木、通天神木、酒公神木等。銜接糕

仔崁古道石階，述說飢餓偷食糕餅，替代勞役以

鋪石造路的可泣歷史故事。若向上攀升可至陰陽

廟，咆哮山林。前行經過拱橋右方有先民悶柴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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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址，不過石塊已被柳杉佔據，僅存窯體凸起架

構。續行抵奮瑞古道起點，立牌寫長度為 6.4 公

里。海拔 1790 公尺，至摩天北嶺有一座保安水泥

柱，山頂為孟宗竹林，農航隊補點 220 號基石。

海拔 1815 公尺，光崙山，二等三角點，編號 1193。

奮瑞古道出口是變電所第二停車場(大型車)，若

續行經百年土地公廟和台灣杉森林棧道，銜接中

和國小第三停車場。民宅前有一種橘色百香果，

魔鬼狀雌雄蕊非常特殊，台灣鳶尾、大花蔓陀羅、

野薑花、阿里山十大功勞、辛夷、桃花、鳳仙花、

松樹，以及五顏六色讓人撩亂的大理花。 

環湖步道屬柳杉人造林植物社會‧  

在山坡地柳杉林遍佈，剩餘被 1750 年移民來

的孟宗竹取代，它的價值從水管、膠合板、紙漿、

竹筋混凝土、樂器至饕客美味竹筍，現在呢？如

「臥虎藏龍」電影般，美不勝收。棧道兩旁喬木

有長尾尖葉櫧(卡氏櫧)、長葉木薑子、豬腳楠、

假長葉楠、黑星櫻(墨點櫻桃)、薯豆、杜英、賊

仔樹、琉球雞屎樹、三腳虌及人為種植的棕櫚、

石竹(轎篙竹)。樹幹寄生有青棉花、波氏星蕨、

山蘇花、薄葉風藤、威氏鐵角蕨、大黑柄鐵角蕨。

地被植物有圓果冷水麻、長梗盤花麻、長梗紫麻、

曲莖馬藍、蛇根草、硃砂根、矮球子草、巒大秋

海棠、稀子蕨、華中瘤足蕨、魚鱗蕨、紅柄鳳尾

蕨、斜方複葉耳蕨、玉葉金花、麥氏鐵線蓮、台

灣崖爬藤以及可食用的愛玉子等。 

169 鄉道在幺妹山莊有岔路口，往上是太和

公路，由地基主廟直行至多林檢查所停車場，續

行通來吉。停車場靠近山壁有兩株巨木，胸圍 265

公分、株高 15 公尺的細刺苦櫧，和胸圍 241 公分、

株高 10 公尺的猴歡喜，猴子的最愛，屬名是紀念

英國醫生兼博物學家 Hans Sloane(1660-1753)；觀

察恆春半島的猴歡喜，因風壓現象和立地環境形

成粗大板根，而中海拔則為直筒狀喬木。偌大停

車場出現兩株巨木，往昔闢建前的原始森林應該

是細刺苦櫧植物社會，伴隨著假長葉楠、長葉木

薑子、瓊楠、烏心石、牛樟等。另比較大塔山海

拔 2663 公尺，大凍山矮了 687 公尺，檜木在冰河

時期曾經是大本營，因人類進駐、森林開發，珍

貴價值材質物種早就滅絕，孑遺這幾株，就只有

冠上「神木」以資憑弔。觀察整個大凍山奮起湖

林相，是單調整齊畫一的杉木與竹林。停車場植

物有栽種含苞下垂、粉紅嬌豔的山櫻花，綠籬狀

四方竹、佛手瓜、高山甘藍菜、西洋蒲公英、海

芋、粗毛小米菊、裡白楤木、阿里山卷耳和可以

治高血壓、咳嗽的台灣款冬。 

登山口(海拔 1643公尺)—大凍山觀景亭 1976
公尺)屬孟宗竹與柳杉植物社會‧

登山口在大凍山國家步道，太陽光芒雕像的

左邊；若往右下行通明月窟、流星崖。往上解說

立牌說明甲線全程 O 型縱走一圈 5151.9 公尺；乙

線經回頭嶺、十八羅漢洞、明月窟計 4491.9 公尺，

約需花費 4 小時；丙線繞回頭嶺半線行程 3000.6

公尺，約 3 小時；丁線步道僅登頂觀景，往返則

為 2100 公尺，約需 2 小時。國家步道鋪設林道，

有杉木圓形木階，進口材刻有止滑槽的碎石階、

古樸石階(一塊約長 33 公分，寬 26 公分，高度

23 公分)。海拔 1733 公尺第一次岔路口，通往柳

杉製成的三角休息椅，這裡屬大凍山步道轉折

點。前行有廣大孟宗竹林翠坡，置身其中可讓人

洗滌凡塵俗慮。1734 公尺為第二岔路口，最右山

       ↓樹石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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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往石獅象約 55 分鐘，中間經廁所至大凍山 60

分鐘，往左至樹石盟約 20 分鐘。 

前半段是石竹林，筆直，後半段是玉山箭竹， 

矮小，泥濘積水林道鋪有石竹棧板。竹林間混 

種中國大陸引進的棕櫚，樹冠傘形，葉如蒲扇，

葉腋間溢出珍貴的纖維。海拔 1759 公尺是樹石

盟，昆欄樹盤結在 15 公尺長巨石上，若由地面高

度算起達 25 公尺，抬頭仰望非常震撼。細想不具

維管束的管胞，冰河孑遺植物，至今活得如此燦

爛，令人思考生命的核心意義。昆欄樹分布由低

海拔陽明山至中海拔 2000 公尺雲霧帶，樹皮搗爛

如同香楠具有黏性的黏膠，材質是有名闊葉二級

木。樹幹披覆苔蘚附著有垂枝石松、擬水龍骨、

擬烏蘇里瓦葦、肢節蕨、高山蓧蕨等。潮濕有機

層邊坡植物有佩羅特木、巒大紫珠，其燕尾尖葉

片，似六龜粗糠樹，而阿里山冬青波浪鋸齒似台 

 灣糊樗。 

邊波常見有海州常山、 

小花鼠刺、山香圓、肉穗 

野牡丹、川上氏雙蓋蕨、 

觀音座蓮等。經過兩座有 

扶手木橋，中間夾擠一株 

狹葉櫟，胸寬 370 公分，株

高 18 公尺，葉緣芒刺如同低海拔印度栲。本區域

林相較原始，豬腳楠、黑星櫻較多；群聚西施花，

四月初盛開白色紅點杜鵑花，底層伴隨紅果有伏

牛花、無刺伏牛花、九節木及藍果發紫的琉球雞

屎樹；其他矮叢則是玉山箭竹的天下，破空處可

眺望來吉崩谷地形。登上最後有欄杆木階梯，岔

路口海拔 1907 公尺，距離三角點約 15 分鐘。 

水塔屋前有「樟櫟群叢形相」解說牌，述說

大凍山森林未被破壞前是大葉楠、假長葉楠、霧

社楨楠、狹葉高山櫟、鬼櫟、杏葉石櫟的天堂。

觀察以長尾尖葉櫧最優勢，粗壯樹幹掛滿成群青

棉花，其中有一片大枝掛繡球，含苞待開不孕性

蝴蝶花，綻放時如同雪在樹梢。另有杜鵑桑寄生，

附著蕨類有海州骨碎補、骨牌蕨、蘆山石葦。數

著兩階段石階，共計 121 級階登頂，兩旁迎賓樹

是長尾尖葉櫧、假長葉楠、輔生玉山糯米樹、阿

里山女貞，喘口氣，踏上 11 級木階至觀景亭，亭

柱有 16 個，廣場平台長度 9 公尺，寬度 10 公尺。 

大凍山屬山胡椒與五節芒植物社會‧

三 角

點基石資

料為「陸

Ⅳ」屬於無

基石，日據

時代做為

火災瞭望

點，今是中南部最佳觀日出景點(氣象局在元旦是

6 點 36 分，日落則為下午 5 點 24 分，日出部分

比祝山長達 3 分 20 秒之久)。實際於元旦欣賞，

太陽升起部分會被猴歡喜、大葉石櫟喬木擋著下

方。正視東方群山，依序有玉山南峰 3844 公尺、

玉山北峰 3858 公尺、鹿林山 2845 公尺、祝山 2488

公尺、對高岳 2405 公尺、大塔山 2663 公尺、中

塔山 2484 公尺、兜山 2163 公尺、光禿崩壁小塔

山 2291 公尺、豐山草嶺上方獅頭山 2104 公尺、

雙子山 1487 公尺、嘉南雲峰 1975 公尺、石壁山

1751 公尺。三角點栽種山櫻花，掛滿潔白松蘿地

衣和綠籬如茵觀音蘭，輔以尖葉楓(川上氏槭)將

黃色落葉鋪成整片地毯。裸露空曠平台被五節

芒、山胡椒速生樹種佔據，而樹冠則掛滿台灣懸

鉤子和蔓黃菀。伴隨植物有疏果海桐、山黃皮、

頷垂豆、紅葉樹、矮菊、台灣鬼督郵、縮羽副金

星蕨、單邊雙蓋蕨、羽唇指柱蘭等。涼亭後面山

徑通往芙蓉山及頂湖生態社區。 

回程下坡，右側一株昆欄樹，胸寬 450 公分，

株高 9 公尺，彎曲矗立，非常壯觀。靠近廁所上

方與瓊楠靠在一起的牛樟，胸寬 420 公分，株高

無刺伏牛花 



   

7 公尺，樹幹中空，尾梢折斷，孑然佇立，述說

曾遭到割鋸、盜採的命運。沿途較奇特植物有高

氏木犀、銳葉新木薑子、山羊耳葉外型如同台灣

楊桐和不能吃的枇杷葉灰木。海拔 1844 公尺為休

息涼亭，取左下往石獅象，循木棧道進入人造柳

杉林至七星石。海拔 1788 公尺，七星石乃由數十

個巨大珊瑚散列而成，石上佈滿海水沖蝕的坑

洞，部分遺留貝殼，因此證明台灣是由海底誕生。

循左下至頂湖，若續行右上往三角休息椅，中心

點標高 1792 公尺，若不直走，可接回主線道至登

山口停車場。直走陡上霹靂山涼亭。霹靂山 1865

公尺，阿里山林補 29 號水泥柱。倚亭眺望山巒雲

霧，下行通龍雲休閒農場、十八羅漢洞，路線因

雨水崩落，折返回頭嶺。三角點植物，亭左是假

長葉楠，亭中是台灣茵芋，亭右為不能吃的有毒

蓇葖果台灣八角。其他物種有鬼石櫟，斗實被鱗

片包覆，如同阿拉伯婦女面紗，只顯露一隻大眼

睛。錐果櫟、山紅柿、台灣樹參、壺花莢蒾、粗

毛柃木、細枝柃木，偶見阿里山柃木、玉山灰木、

茶葉灰木(結開口型小香腸果實)、大葉木犀、高

山新木薑子、狹葉八仙花及與三葉崖爬藤相同葉

片，多了奇特波浪大鋸齒的苗栗崖爬藤。 

回頭嶺海拔 1707 公尺，在造型典雅雙拱木橋

有一株美得冒泡的台灣桫欏。一望無際柳杉下有

巒大秋海棠、三奈、台灣菫菜、馬鞭蘭、華鳳ㄚ

蕨、下花細辛、刺蓼、姑婆芋、紅果苔、三葉五

加、台灣肺形草。直行下至十八羅漢洞，地形起

源新生代造山運動，形成岩穴、地洞，穿越時必

須側身或慢移，目前崩石未整理，豎立危險標誌

請勿進入。循棧道轉角不銹鋼指示牌，標示流星

崖步行 20 分，側身向下眺望，大塊岩石崩落怵目

驚心，故封閉。折往回頭嶺，沿途步道是柳杉根

系交織形成網密樹梯路，吸著芬多精轉往海拔

1580 公尺，大凍山有名地理景觀明月窟。 

明月窟，屬二萬年前海神宮，因地質受到板

塊擠壓，造成傾斜岩壁。上層厚砂岩，抗蝕力強，

形成潮水、波浪侵襲痕跡，顏色乳白如月亮皎潔；

下層砂頁岩風化凹入，形成半拱形步道，故名之。

高度僅 145 公分，寬度有 108 公分，部分路段需

彎腰扶欄杆步行。崖壁懸垂植物有天門冬、大武

蜘蛛抱蛋、珍珠蓮、西南冷水麻、台灣懸鉤子、

桑葉懸鉤子、台灣蘆竹(狀如垂簾)、水麻、薄葉

三叉蕨、密毛蒿蕨等，偶見奮起湖黃鱔藤。地被

有台灣山白蘭、大車前草、台灣山桂花、大葉溲

疏、月桃和出雲山常見的白狗大山茄。經過一處

洞穴，盤腳佛祖長 47 公分，寬 34 公分，高度 81

公分，左側將軍是假長葉楠，正前方以神靈保佑

奮起湖山城。 

流星崖海拔 1552 公尺，垂直砂頁岩較少，岩

壁不壓地面，反以斜角度直立，猶如流星雨飛梭，

天然奇景可謂鬼斧神工。岩壁懸垂植物有阿里山

菝葜、平柄菝葜、亨利氏鐵線蓮、血藤、疏花魚

藤、絡石、藤花椒、硬齒獼猴桃、台灣崖爬藤。

地被物種有台灣附地草、布勒德藤、金石榴、假

糙蘇、扁球羊耳蘭、落新婦、普刺特草、臭節草、

桔梗蘭，偶見阿里山天胡荽、梨山小蓑衣藤。行

至懸崖石竹

處折回登山

口，途中經過

拱橋，溪石著

生群巨石菖

明月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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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猶如石上長髮，伴生闊葉樓梯草、糯米團、

長梗苧麻、曲莖馬藍、山枇杷、牛奶榕、台灣厚

距花、山桐子及頭上綁著兩隻兔耳朵的角桐草和

著生四枚潔白苞片的高山藤繡球，及倒過來看是

白雪公主金縷鞋的台灣牛嬭菜。 

圓果冷水麻 Pilea rotundinucula Hayata 

蕁麻科

屬名 Pilea 為

希 臘 語 的

pilos(帽子)一

語而得，指其

屬種雌花具

有大萼，仿如

帽子覆蓋著瘦果而來。種名 rotundinucula 為圓果

核狀之意。中名冷水麻以性狀習性名之。多年生

草本，根莖匍匐，莖斜上直立。葉對生，會有大

小葉同在莖幹上，膜質至革質，披針形或倒披針

形，先端漸尖，基部漸狹而延伸至葉柄，葉緣細

鋸齒至近全緣，離基三出脈，葉前後均有鐘乳體，

托葉卵狀三角形。花單性，雌雄同株，腋生聚繖

花序，花被片 4 裂，雄蕊 4 枚，花絲線形，雌花

被 3 裂。瘦果圓形，外果皮帶殼狀，種子圓形。

分布台灣中、南部海拔 1000-1800 公尺森林下。 

森林底層覆蓋植被，常被台灣菟絲子寄生。相似

種奮起湖冷水麻(P. funkikensis)，葉基部三出脈，

托葉狹長橢圓形，具兩條主脈，乾燥葉兩面鐘乳

體明顯。 

 

 

 

 

 

 

 

 

亨利氏鐵線蓮 Clematis henryi Oliv. var. henryi 

毛茛科，屬名 Clematis 為希臘語的 klema(卷

鬚，蔓)一語而來，中名鐵線蓮是以花莖性狀一如

褐色鐵線而命名。蔓莖以單葉著生非三出複葉，

又稱薄單葉鐵線蓮。種名是愛爾蘭植物學家奧古

斯汀亨利採自四川。木質藤本，葉對生，單葉狀，

卵狀披針形或橢圓披針形，長8.9-12公分，寬3-4.6

公分，先端漸尖，基部不裂或 3 淺裂，疏鋸齒緣，

上表面光滑，下表面光滑或沿脈披毛，基出 3-5

主脈。聚繖花序，腋生，白花，盛花期 11-12 月，

鐘狀下垂，頂端略反捲，萼片 4 枚，雄蕊多數被

毛，雌蕊多數，胚珠 1 粒。瘦果被絨毛，宿存花

柱纖細延長，被鬚毛，果期 11-4 月。分布中國大

陸華中、華南及台灣中海拔 1000-2500 公尺林緣

的開闊地。鐵線蓮素雅高貴，呈現千變萬化的風

姿，適合棚架攀緣、綠籬栽培觀賞。相似種森氏

鐵線蓮(C. morii)，葉呈 3 出複葉，葉寬較狹長。 

台灣茵芋 Skimmia japonica Thunb. Subsp. 

distincte-venulosa var. Orthoclada 

芸香科，屬名 Skimmia 係由日本語 sikimi 的

譯音，意為長在深山的茴香。中名茵芋，古名，

名見「本草綱目本經」卷 17，本作「因預」是治 

風濕妙品。常綠灌木，小枝近方形。葉互生，長

橢圓狀倒披針形或披針形，先端銳尖，長 7-13 公

分，寬 3-4.5 公分，中肋表面凹陷，側脈 7-9 對，

不明顯，具半透明腺點，革質。頂生圓錐花序，

兩性或雜性花，白花，花瓣 5 枚，長橢圓形，雄 

蕊 5 枚，花絲 

前端彎曲，芳 

 

 

 

 

 

 

亨利氏鐵線連                                  台灣茵芋（葉、花） 



    

香，花柱頭狀 3 裂，子房 3 室。核果長橢圓形，

成熟時呈鮮紅色，分布屬台灣特有變種，低至中

海拔森林。熟果插花裝飾保存期長，庭園盆栽觀

賞。茵芋鹼可治療風濕麻痺、婦女生產酸痛。相

似種阿里山茵芋，葉長 2-11 公分，寬 1-5 公分，

側脈 4-6 對，花單性或雜性，花絲前端剛直，花

瓣卵狀，核果圓球形。 

奮起湖黃鱔藤 Berchemia fenchifuensis Wang & Lu 

  鼠李科，屬 

名 Berchemia 

為紀念 17 世

紀法國的植

物學家M. van 

Berchem，用

其姓締結而成。中名以藤蔓性狀如鱔魚而命名，

中國大陸又叫勾兒茶。王秋美和呂勝由兩位博士

於 1990 年發表新種。攀緣灌木，小枝光滑，黃綠

色，葉互生，紙質，卵形至長橢圓狀卵形，長 7-12

公分，寬 4-7 公分。先端漸尖或銳尖，基部鈍，

全緣，表面光滑，背面密被短柔毛，側脈 14-17

對，平行。圓錐花序，頂生，花兩性，鐘形，花

萼、花瓣、雄蕊皆 5 枚，子房半埋於花盤中，2

室，各含胚珠 1 顆。核果橢圓形，呈紅色。分布

屬台灣特有種，嘉義石卓、竹崎等海拔 1000-1200

公尺森林。熟果可食，根、莖、葉藥用具有解熱

鎮咳。相似種阿里山黃鱔藤(B. arisanensis)分布海

拔 2400 公尺，葉先端鈍，側脈 9-11 對。   

布勒德藤 Bredia hirsute Blume var. scandens Ito 

& Matsumura 

野牡丹科，屬名 Bredia 為紀念荷蘭地質學

家 J. G. S. S. C. Bred 氏(1788-1867)對植物學上的

貢獻而命名。種名 hirsuta 為莖上有粗毛之意。

Scandens 指莖會匍匐蔓生狀。1898 年 1 月 16 日

大渡忠太郎(Owatari,C)於台中水底寮(suiteiryo)、

二櫃(Niki)發現，學名命名者為伊藤篤太郎與松村

任三。中名以屬名直接音譯稱之。中國大陸則以

葉形命為野海棠或以花形稱為金石榴屬。匍匐狀

半灌木，全株密佈粗毛茸。葉對生，狹卵形，長

5-8 公分，寬 2-5.4 公分。先端銳尖，，基部心形，

鋸齒緣，葉上表面主脈間具短剛毛，葉下光滑，

脈上極密棕褐色。短絨毛，基部二次狀，3 出脈。

聚繖花序頂生或腋生，花梗紅色，具腺毛，白花，

花瓣 4 枚，內部光滑，外部帶紫暈。雄蕊 8 枚，4

長 4 短，長雄蕊之花藥紫色，具短柄，無瘤狀物，

花絲黃色，短雄蕊黃白色，花藥基部具有兩瘤狀

物，背部呈一短距。花萼筒深紅色，杯形，具短

腺毛，萼裂片 4 枚，花柱線形。蒴果，四角狀倒

圓錐形。種子小，腎形，種皮有突疣。分布屬台

灣特有種，中南部海拔 700-2000 公尺，如石壁

山、關子嶺、竹崎、交力坪、日月潭、雪見、大

湖等地。耐陰性、耐寒，盆花栽培。相似種，若

花瓣粉紅，長雄蕊柄具有瘤狀物，花序梗長柔毛，

萼裂片圓鈍者為圓葉布勒德藤 (B. hirsuta var. 

rotundifolia)

或萼裂狹三

角形，銳尖者

是毛布勒德

藤(B. hirstuta 

var. hirstuta)。  

四方竹 Chimonobambusa quadrangularis (Fenzi) Makino 

禾本科，屬名 Chimonobambusa 為希臘語

Cheimon(冬)與屬名的 Bambusa(刺竹屬)二語組合

而成，種名 quadranqularis 指莖呈四角形之意。中

名以莖株性狀名之，又叫四角寒竹、角竹、疣竹。

地下莖橫走，側出單稈散生，稈高 3-6 公尺，直

徑 3-5 公分，節間長 20 公分。上部節間近圓形，

中、下部節間呈四方形，幼稈小刺毛脫落，節間

隆起成疣狀基部，部分具刺狀氣根，稈壁厚，每

節具 3 分枝。籜鞘紙質，早落。無籜耳、籜舌、

膜質。葉片披針形長 8-24 公分，寬 1-2 公分，先

      301 20‧ 11.03 



    

端漸尖。無限花序側生或頂生，具 2 小穗，穎 2

枚，小花多數，外稃膜質，內稃具 2 脊，鱗被 3

枚，雄蕊 3 枚，柱頭 2 枚，穎果。筍期 8-9 月，

有時春季亦產。分布中國大陸四川、貴州、雲南、

陝西、湖南、江西、福建，台灣引進種在奮起湖、

溪頭，性喜冷涼中海拔地帶。方竹屬僅產亞洲，

約十餘種，竹姿優雅清逸，外表四方形，墨綠色，

可製工藝飾品、柺杖、園景樹，筍可食用。珠江

西樵習俗，男子求婚需在女方家門栽種四方竹。 

棕櫚 Trachycarpus fortunei (Hook.) H. Wendl. 

棕櫚科，屬名 Trachycarpus 為希臘語的

trachys(有凹凸的)與 Karpos(果實)二語組成，意指

外果皮粗糙。種名 fortunei 為 Fortune 氏名之意。

中名棕櫚，古名「椶櫚」，名見「本草綱目宋嘉祐」

卷 35。又稱唐棕櫚、垂葉棕櫚。樹幹圓柱形，株

高 5-10 公尺，胸徑 20 公分，周圍環包棕皮，樹

冠傘形。單葉叢生，掌狀深裂，約 40-60 裂，裂

片線形，簇生於莖端，葉柄長，葉鞘變為黑褐色

纖維。肉穗花序，腋生，雌雄同株或異株，花小

淡黃色，萼片、花瓣皆 3 枚，雄蕊 6 枚，子房 3

深裂。核果腎球形，果熟 11 月呈藍黑色。分布中

國大陸秦嶺、長江流域至緬甸，台灣 1717 年自華

南移民引進，1906 年田代氏由鹿兒島引進，奮起

湖散佈在柳杉、竹林間。樹勢挺拔栽植庭園、花

壇或行道樹。葉鞘纖維可製作掃帚、毛刷、簑衣、

枕墊、床墊、水塔過濾網或扇、帽工藝品。製成

簑衣防雨，品質比矮靈祭傳說植物山棕(Arenga 

tremula)較為優異。 

扁球羊耳蘭 Liparis elliptica Wight 

蘭科，屬名 Liparis 為 liparos(脂肪性的、光

滑的)一語而得，指葉片富光澤而滑潤狀。中名羊

耳蘭以植株性狀形象名之。多年生，附生蘭，假

球莖扁平密集狀。葉片 2 枚，莖生長 8-10 公分，

寬 2 公分，革質先端尖。花莖頂生，略斜上呈懸

垂狀密佈小綠花，花序柄及軸扁平，具翼。冬季

開花，花面向下，半開狀，黃綠色。萼片長橢圓，

花瓣絲狀；唇瓣卵形，先端針尖狀，邊緣波浪，

中間折曲形成凹陷。花蕊柱短不具翼，花粉塊 2

枚。蒴果橢圓形。分布琉球、泰國、印度、錫蘭、

尼泊爾、爪哇、中國大陸四川及雲南；台灣由低

海拔 300 公尺烏來信賢、恆春女仍山南北兩端至

中海拔 1500 公尺奮起湖，附生在潮濕林層樹枝上

或挺直樹幹。總花序著生 30-60 朵，微透明白綠

色，半開花狀，適合盆栽觀賞懸垂花姿。  

363
埤亦山座落在南仁湖的西南方，山頂有一顆一等三角

點，因為少有山友拜訪，整座山還保存原始風貌… 

日期：3 月 27 日（日） 解說：凌明裕 鳥友 

集合：08：30 在屏 200 道路約 28.6 公里處右轉往九棚，

順九棚路、南仁路，經九棚國小至南仁漁港停車場 

1427
尾寮山座落在三地門與茂林的交界，大津橋的附近，

是訓練體力、腳力的高挑戰性路線，動植物生態豐富…  

日期：5 月 22 日（日）08：30   解說：凌明裕 鳥友 

集合：在台 27 線 25.4 公里處大津橋頭登山口 

備註：交通、保險自理，並備飲水乾糧、登山杖、手

套並穿著登山鞋。 

四方竹                          扁球羊耳蘭                                棕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