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鳶嘴稍來山縱走植物介紹 
嘴稍來國家步道，位於台中市和平區大雪山國家森林遊樂區範圍內，由東勢區沿大雪山林道至 27

公里，橫嶺山隧道口停車場為登山口，屬東勢林

區管理處鞍馬山工作站管轄。鳶嘴山其山頂狀似鳶之

喙故名，且地質屬雪山山脈，成於始新世至漸新世，

約在三千萬至四千萬年間，由變質砂岩與頁岩構成，

海拔 2200 公尺至 2500 公尺之間，可見高山灰白化土

壤。沿途裸岩斜壁，雄峻磅礡實為不可錯過的山容之

美。稍來山海拔 2307 公尺，設有瞭望台，為早期森林

防火之重要據點，至大雪山遊樂區收費站為本段步道

終點，全線 5.5 公里，來回總計 7 小時。 

 

27 公里公廁登山口 N241405,E1205716 海拔

1812 公尺—鳶嘴山 N241428,E1205718 海拔

2180公尺屬台灣杜鵑植物社會……………… 
大雪山林道 27 公里廣大腹地闢為停車場，

前端是橫嶺山隧道，當初伐木時期，以殼斗科為

枕樑將隧道建成，時至今日通道變窄，兩層式遊

覽巴士皆無法通行，右側口為橫嶺山海拔 2024

公尺的登山口。停車場廣種台灣肖楠和 1908 年日

人小西成章發現的巒大杉，葉背氣孔帶，質軟不

刺手，又名香杉。27 公里木造公廁建在台灣杜鵑

林下，四月天屋頂上白花繽紛綻放，讓人不忍進

入。鳶嘴山登山口木樁，左側是薯豆、台灣杉、

白花八角，右側西施花，順著鞍馬山越桔拾階而

上。轉彎為第一座涼亭，亭前常見植物有高山芒、

台灣厚距花、台灣樹參(葉呈二型狀，全緣或中裂

緣)、厚皮香、尖葉楓、阿里山灰木、杏葉石櫟、

深山野牡丹、山桐子、狹葉莢蒾、壺花莢蒾、橢

圓葉赤楠、台灣馬醉木、早田氏冬青，以及外表

很像變葉懸鉤子的苦懸鉤子，其特徵葉脈於上表

面下凹，表背灰白，托葉緊靠葉腋間。藤本則有

賽山椒、苗栗崖爬藤、台灣土茯苓、裏白、芒萁、

藤毛木槲。對面露天休息區則有短尾葉石櫟、猴

歡喜、卡氏櫧、高山新木薑子、黃杞、小西氏灰

木、烏心石、狗骨仔和一群綠樟，分類屬泡花屬，

四月盛開白花，5 枚花瓣長寬不相等，基部著生

小花盤。五月份落葉層也常 

見到全株晶瑩剔透，無葉 

綠素的水晶蘭，靠真菌分 

解腐植質養分存活。 

座標 241408,1205707 

海拔 1944 公尺岔路，左往橫 

嶺山 0.2 公里，往前進入台灣二葉松，胸寬 150

公分、株高 17 公尺。松針鋪地，仔細撿拾一枚葉

片，象徵愛情堅定不移、不分。解說牌「豐姿綽

約」指數大便是美的台灣杜鵑，花期 3-5 月，果

期 6-11 月。0.5 公里木樁，拉繩陡上，或扶著胸

寬 24 公分、株高 4 公尺的叢花百日青，鮮芽褐紅，

葉鐮刀狀，狹而先端漸尖至尖銳。觀景平台座標

N241416,E1205709 海拔 2023 公尺，欣賞前方台

灣二葉松，水平枝層層之美，周遭被玉山假沙梨

著生(紅果)、南燭、珍珠花(長尾葉越桔)、薯豆的

花青素紅葉所環繞，搭配大頭茶、厚葉柃木、雪

鳶 

文、圖／凌明裕  

稍來山三角點

水晶蘭 



   

山冬青、蔓竹

杞、刻脈冬青

等。台灣二葉

松四角亭海

拔 2065 公

尺，ㄇ字型開

口，左邊是紅

檜，右邊則是台灣杜鵑，正前方有厚葉柃木、台

灣樹參、太平紅淡比、埔里杜鵑、阿里山菝葜、

白珠樹(冬青油樹)。續行，踏入挑戰性岩區，大

雪山的四稜砂岩層屬變質岩，組成有石英、長石、

黏土礦物，陽光下閃爍耀眼。經過第一座 15 層的

木梯，看到氣派凜然、肌理嶙峋的裸岩，尖銳略

成 45-75 度的岩壁，至木樁 1 公里，座標

N241424,E1205715 海拔 2122 公尺。岩隙間，土

壤少又乾旱，只有少數植物能存活，最強悍是台

灣杜鵑，以根系牢牢抓住，皮露出深褐色，其它

更以莖幹粗壯提早開花結果的台灣二葉松、珍珠

花、南燭、厚皮香、厚葉柃木最為常見。岩脈喬

木上有兩種植物界的「吸血鬼」—杜鵑桑寄生及

刻脈冬青上的檜葉寄生。探討其鮮紅色花、豐沛

花蜜、紅橙色熟果以及黏稠多醣的果肉，是吸引

鳥類青睞進而拉稀、排遺種子黏附在寄主植物枝

條上，桑寄生與鳥類彼此有共同演化、互惠互利

的微妙關係。 

鳶嘴山三角點無基石，豎立不鏽鋼柱，座標

N241428,E1205718 海拔 2180 公尺，凜冽寒風的

六月天，峰頂可見整片埔里杜鵑盛開粉紅色花

瓣，美不勝收。一般登山客則避居在台灣杜鵑形

成的灌叢下休憩取食，伴隨植物有山胡椒、玉山

假沙梨、刻脈石斑木、小花鼠刺、白珠樹、台灣

馬醉木、南燭、禾草類，偶見鈍齒鼠李、台灣佛

甲草。岩表縫隙常見栗蕨、細葉姬蕨、肢節蕨、

阿里山陰石蕨、石葦、蓧蕨等。三角點岩稜峭立

嶔崎，側看如鳶喙，是故「因為特別所以誘人」，

好天氣更是塞滿登山朝拜者，北俯瞰觀音山、大

崠山、山椒山、烏石坑山，南觀屋我尾山、東卯

山、白冷山。 

鳶嘴山—大雪山收費站N241441, E125829海
拔 2029 公尺，35 公里屬台灣杜鵑與紅檜植

物社會………………………………………… 
拉繩垂降下坡是 90 度岩稜，需步步斟酌、手

腳並用著倒退走，經過太陽能救助單位及聯絡電

話標示牌，漸漸脫離巉岩陡崖，里程樁 1.5 公里，

座標 N241429, E1205727 海拔 2103 公尺。往前

1.7 公里指示牌，岔路往右陡下 27.3 公里林道處。

本路段可見紅檜胸寬 265 公分、株高 19 公尺和兩

株粗壯卡氏櫧，分別為胸寬 600 公分、株高 25

公尺及胸寬 585 公分、株高 30 公尺，有盤結 12

根支柱。短柱山茶以集團式生長在林緣，其中一

株胸寬 69 公分、株高 10 公尺。伴隨變葉新木薑

蔓竹杞 

鳶嘴山三角點

南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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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假柃木、台

灣鐵杉、銳葉木

犀、香桂、台灣

馬醉木。續行攀

越 90 度陡坡上

台 灣 杜 鵑 平

台，可再回味鳶

嘴山其巍峨陡崖及峻峭岩稜。林間台灣杜鵑胸寬

90 公分、株高 13 公尺，地被偶見筆頭蛇菰，杜

鵑林夾雜台灣果松(台灣華山松)，胸寬 180 公分，

針葉 5 枚一束，葉長 10 公分，毬果長 14 公分，

種子無翅；若針葉、毬果長度皆短，種子有薄翅，

則為林間常見台灣五葉松。 

左側懸崖，兩邊用 6.5 公分粗繩指引至 2 公

里，N241422,E1205738 海拔 2140 公尺。里程樁

植物有胸寬 121 公分的台灣果松、高山新木薑

子、薯豆、卡氏櫧、刻脈冬青、刻脈石斑木、裏

白及樹皮呈現光溜溜狀的南燭及稀少見的月桂葉

灰木。懸崖崩谷在休息區可俯瞰烏石坑溪。霧社

楨楠(青葉楠)2 叉狀，胸寬 170 公分，標示往下岔

路至林道 29 公里水泥護坡出口，座標為N241425, 

E1205741 海拔 2129 公尺。續行經林間凹谷及落

石區形成破空開闊地，向陽植物灌木類有粗毛柃

木、台灣鵝掌柴、山胡椒，其早春開花，「先花後

葉」生理現象與尖葉楓相同。蔓藤類有台灣懸鉤

子、斯氏懸鉤子、阿里山忍冬、飛龍掌血(適應力

強，由海邊至中海拔)、高山越桔、刺果衛矛、大

枝掛繡球、阿里山五味子、山梨獼猴桃、玉山箭

竹、早田氏鼠尾草、白珠樹等。 

2.5 公

里 里 程 樁

周圍，六月

可 欣 賞 翩

翩 飄 落 粉

紅 杜 鵑 花

瓣的是西施花；其餘有森氏櫟、台灣鐵杉、大葉

石櫟、南嶺灰木、阿里山茵芋、豬腳楠、白花八

角、太平紅淡比、玉山灰木、柳杉、玉山箭竹、

南投菝葜。經過人造柳杉林，遺留 5 枚板根狀的

杏葉石櫟和稀見台灣黃杉與華八仙生存在林緣。

進入「懸岸深崖危險，請勿靠近」告示牌，又見

粗壯卡氏櫧胸寬約 550 公分，莖幹 3 叉狀，展延

至天際。3公里座標N241426, E1205749海拔 2172

公尺，里程樁左邊是霧社木薑子、阿里山茵芋；

右邊是森氏櫟、白花八角、高山新木薑子、卡氏

櫧；正前方紅檜、台灣紅榨楓、巒大杉。不久是

一片台灣紅榨楓在秋天被北風催紅，將大地化了

妝更顯多采多姿。 

見到兩根斷木當門柱即稍來山三角點，編號

2-1534 座標 241415,E1205817 海拔 2307 公尺，門

前全是西施花，伴隨著台灣杜鵑、山胡椒、玉山

假沙梨、油芒、阿里山天胡荽、車前草、圓葉刺

台灣華山松 

↑台灣紅榨楓                             ↓台灣杜鵑 

西施花 



    

殃殃、昆欄樹、杏葉石櫟。後方一座源自民國 45-46

年所建的森林瞭望台，現今已改成鐵製瞭望塔，

頂端置立一間木屋，可以向下觀看森氏櫟、白花

八角、台灣果松之生長樹勢及樹冠之美。續行至

森氏櫟與玉山灰木處可往大雪山林道 30.4 公里，

中間經過山字森林三角點為稍來南峰海拔 2290

公尺，此段路程需花費 90 分鐘下山。 

3.5 公里之字型緩坡下降，林緣的白花八角一

叢叢生長，三月份邂逅，盛花期，白色如一朵玉

蘭花高掛在枝頭上，姿態誘人。4 公里里程樁有

一株森氏櫟附生一大堆植物，解說牌稱之為「空

中居民」，小膜蓋蕨、青棉花、大枝掛繡球、骨牌

蕨、肢節蕨、廬山石葦、石葦、書帶蕨，將褐色

樹幹點綴的生氣蓬勃、綠意盎然。4.5 公里座標

N241427,E1205830 海拔 2182 公尺，全是紅檜人

造林，杉木護欄下的蕨類有台灣鱗毛蕨、稀子蕨、

魚鱗蕨、屋久複葉耳蕨、柄囊蕨、倒葉瘤足蕨、

華中瘤足蕨等。 

5 公里，座標 N241431, E1205826 海拔 2113

公尺，里程樁附近植物有霧社楨楠、台灣八角金 

盤、紅果苔、蛇根草、長葉苧

麻、桑葉懸鉤子、冇骨消。 

台灣青莢葉是山茱萸科，有 

   葉上開花、單生異株習 

性，就近觀察盛開是雄花或 

 雌花？地被最常見的綠地毯是

海螺菊，四月盛開白花，搭配同樣白花只是多了

一些紅紋點綴的山桔梗，其它有阿里山天胡荽、

肉穗野牡丹、裂葉樓梯草、烏毛蕨、生芽狗脊蕨、

華鳳ㄚ蕨、蹄蓋蕨等。 

5.5 公里里程樁有數個大型蓄水池和一塊往

瞭望台的指示牌，徒步長度 2500 公尺，本區屬大

安溪 124 林班，民國 55 年 3 月種植紅檜達 10.49

公頃，站在堅挺紅檜林內，感受 1912 年英國學士

院 H. J. Elwis 伊李衛斯來台考察林業，認為紅

檜、扁柏、台灣杉、台灣肖楠、巒大杉是台灣貴

重針葉五木。出口端最常見長葉木薑子與尖葉楓

兩種喬木，其餘較矮的灌木有木荷、變葉新木薑

子、台灣瑞香、台灣青莢葉、豬腳楠、細枝柃木、

華八仙、鬼紫珠、畢祿山鼠李、東瀛珊瑚。冬末，

玉山糯米樹結滿葡萄狀黑果。地被常見大花細

辛，以萼瓣黑色呈現 3 裂狀鐘形花，日本德川家

之家徽以此為圖案。台灣天南星、刺萼寒梅、蛇

根草、毛地黃、台灣山白蘭、台灣羊桃、石月、

亨利氏鐵線蓮、藤花椒、喜岩菫菜、硃砂根。偶

見收費停車場，運用華八仙、金絲桃、台灣石楠

作為綠籬花卉，並設立解說牌，指出紅葉樹種—

金縷梅科的楓香（葉互生，蒴果有刺）與楓樹科

的青楓、台灣紅榨楓（葉對生，翅果 2 枚）之分

辨。     ………………………………

 

小膜蓋蕨                                                                                             華八仙 

海螺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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