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歡山植物介紹 
文、圖／凌明裕 

合歡山地名源自日治時代，台灣總督佐久間

左馬太，率軍討伐原住民，兵分三路，西路由台

中、埔里、霧社沿稜線而上；北路由花蓮、太魯

閣、立霧溪谷而上；東路沿木瓜溪谷，經天長斷

崖，翻越中央山脈，三路皆至合歡山會師，故名

「合歡」。日軍討伐原住民的指揮所，為今日陸軍

寒訓中心。 

合歡越嶺古道東起花蓮縣秀林鄉富士村，南

抵霧社。日治大正 3 年(1914)在討伐太魯閣族戰

役修築合歡越嶺道，昭和 9 年(1934)完工合歡越

嶺道路。戰後，民國 49 年(1960)5 月，中部橫貫

公路完工，取代日治時期的大甲溪警備道，僅有

少部分路段保存下來，包括錐麓段、綠水合流段、

古白陽段、關原段。由台 14 甲公路經過昆陽，進

入合歡群峰，依序有：合歡主峰 3417 公尺、合歡

東峰 3421 公尺、合歡西峰 3145 公尺、合歡尖山

3217 公尺、石門山 3237 公尺、石門北峰 3278 公

尺及合歡北峰 3422 公尺，七座山峰孕育著大甲

溪、濁水溪、立霧溪的發源地。 

太魯閣國家公園合歡山管理站位於台 14 甲

36.6 公里，屬於小風口據點，海拔 2995 公尺，是

大甲溪與立霧溪兩股上升氣流交會處的隘口，凝

視群峰巍峨奇峻的雄偉，以三角錐山海拔 2608

公尺為中心點，山名由左至右依序為：南湖大山

3742 公尺、中央尖山 3705 公尺、畢祿山 3371 公

尺、鋸山 3275 公尺、羊頭山 3035 公尺、黑岩山

2995 公尺、加卑里山、三角錐山、屏風山 3250

公尺、奇萊北峰 3607 公尺、奇萊主峰 3560 公尺 

 

 

 

及小奇萊山 3150 公尺等。 

管理站右側外圍栽種高山植 

物，較高灌木有褐毛柳、台灣 

冷杉、小葉胡頹子、白絨懸鉤子及櫻花等，匍匐

以森氏當歸為最大聚落，蓮花座上繖形花序，其

花藥呈褐色不同於玉山當歸，呈白色透明，另葉

緣鋸齒明顯。玉山鋪地蜈蚣則大面積攀附在水泥

牆角上，假繡線菊、油苔、羊茅、台灣及玉山小

蘗、虎杖、台灣澤蘭、台灣百合、玉山抱莖籟簫、

細葉山艾、玉山懸鉤子、台灣三毛草、早熟禾、

高山鐵線蓮，七月盛開粉紅花，披著毛絨外表，

高山沙參八月盛開垂下寶藍色鐘形花冠。夾雜紅

色的野薄荷、玉山水苦藚，黃花則有玉山毛蓮菜、

一支黃花、貓兒菊等。臨公路停車場花圃，則有

一大群白色菽草和黃菽草，粉紅的玉山山蘿蔔，

花的外型如同一朵菊花，舌狀花冠全向外綻放。

偶見玉山飛蓬、高山倒提壺穿插，牆角石頭邊有

玉山佛甲草齊聚。高山芒及大扁雀麥不甘示弱向

花圃擴張版圖。停車場水溝濕地常見柳葉菜科的

兩兄弟，短葉柳葉菜、黑龍江柳葉菜，未見闊柱

和合歡柳葉菜兩成員，另玉山蒿草、玉山蓼(散血

丹)、燈心草、溝浮草常見。管理站後方則是一整

片台灣冷杉與台灣鐵杉交織的森林。林緣可見到

兩種有刺灌叢，醋栗科的台灣茶藨子，美味熟果

在八月，另一種冬青科的苗栗冬青，不能吃的紅

果在九月。樹上懸掛眾多擬烏蘇里瓦葦、苔蘚、

地衣。森林內常飛出來打招呼是金翼白眉、酒紅

朱雀、岩鷚，偶見煤山雀、火冠戴菊鳥。 

 

 

 

黑龍江柳葉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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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站停車場—合歡北峰登山口屬虎杖與黃

菀植物社會…………………………………… 

台 14 甲公路 36.8 公里道路兩旁破碎向陽地

常見種是褐毛柳、巒大花楸，十月份，葉和果實

呈現深紅色。刺柏呈零散分布，高山薔薇則廣泛

分布。在裸岩石櫟地群聚虎杖，以紅白相間顏色，

搭配黃花的貓兒菊、一支黃花、黃菀、玉山毛蓮

菜、玉山金絲桃、玉山佛甲草、黑斑龍膽、彎果

黃菫，穿插一叢叢白色的纈草與玉山小米草，形

成繽紛高山彩衣。斷續間石縫底，玉山石竹、單

花牻牛兒苗、野薄荷會自然補上一抹紅色裝扮。

右下大客車停車場，鐵欄杆門邊有核果黑褐色且

以山名命名的畢祿山鼠李，和少見的小西氏栒

子，又叫台灣鋪地蜈蚣，熟果宛如一顆紅澄澄的

蜜蘋果，只是要採食，需越過高山薔薇和高坡考

驗。從清境農場逸出的碗豆，紅色蝶形花瓣與法

國菊白色花冠，在山緣隨風搖曳。另低海拔台灣

馬蘭、台灣澤蘭，似乎有打抗「高山症」疫苗，

迅速在周圍形成族群。偶見金錢豹的親戚—玉山

山奶草，多年生蔓纏性草本，輕撫一股刺激性臭

味，七月盛開白色花冠，十月份枯萎消失。路邊

尚有婆羅洲常見、高山稀少的鈍頭瓶爾小草，它

曾是小兒科名貴藥材之一。 

37 公里路標山壁潮濕的岩屑下有很多高山

蕨類，寬葉冷蕨、鐵角蕨、芽苞耳蕨、鋸齒葉鱗

毛蕨、厚葉鱗毛蕨、瓦氏鱗毛蕨，其黑色鱗片密

佈全身，粗壯根莖生長在岩石縫隙，屬廣泛分布

舊世界熱帶地區。偶見中藥界稱為「蕨纂」的扇

羽陰地蕨。其它被子植物有玉山茴芹、山薰香、

腰只花(異葉紅珠)、玉山筷子芥、圓葉豬殃殃、

直立紅藤草、黃金珠、玉山飛蓬、星果佛甲草以

及雙黃花菫菜；雙黃花菫菜的黃花在菫菜科是唯

一，夏季花採半閉鎖型為自行授粉，春季的花則

為開放型採異花授粉，以適應高山生殖演化。林

緣常見艾(五月艾)與生長在衛武營草地的均為同

一種，在高山花序間絨毛變多；細葉山艾，頭狀

花紡錘形，略像茵陳蒿；少見川上氏艾(山艾)，

葉表灰白，頭狀花略鐘形；不見玉山艾，植株矮

小，頭狀花大球形。蒿屬葉形相近，若無花莖、

花序亦混淆判別。 

登山口(海拔 2975 公尺)—合歡北峰三角點

(海拔 3422 公尺)屬台灣高山杜鵑與玉山箭竹

植物社會…………………………………… 
全長 2387 公尺，約略花費 3-4 小時。步道兩

旁喬木層以 0.5 公里最後台灣二葉松為分界點，

其 170 公分，基幹形成 8 分叉，株高 6 公尺，倚

立身旁如同日治時代，送別親人至南洋當軍伕，

揮手流淚看親屬消失在茫茫的箭竹林。0.2 公里，

↓由左至右分別為：高山山蘿蔔、高山薔薇、貓兒菊

↑玉山山奶草



    

青翠喬木有兩組植物長得非常相似。其一，粗壯

的台灣鐵杉，胸寬 190 公分，外型遠望如同鳳凰

樹形的傘狀，葉短小排列疏鬆，毬果細小。台灣

冷杉如聖誕樹形的錐狀，葉狹長，排列密集如雞

毛撢，毬果橢圓大型。生長在崖邊黃綠色的台灣

果松(華山松)，葉 5 枚一束，毬果橢圓大型無翅

果；深綠色的台灣二葉松，表皮縱裂明顯，葉 2

枚一束，毬果橢圓小型有翅果。台灣高山杜鵑花

叢，較突出是玉山假沙梨，熟果伴隨紅葉。地被

常見有高山白珠樹、油苔、高山芒、玉山箭竹、

玉山石竹、台灣龍膽、台灣百合、台灣藜蘆、玉

山小米草、玉山金絲桃、玉山地刷子、玉山薊、

玉山毛蓮菜、野薄荷、玉山筷子芥。比較疏花風

輪菜 ( 疏花

塔花)，其葉

表光滑，萼

齒端尖銳，

萼筒較長；

親戚種風輪

菜，則葉兩

面披絨毛，

萼筒短，花

莖上塔花層

次明顯。另

中低海拔常

見的光風輪，葉兩面光滑，萼齒端呈錐狀，花莖

上塔花層較密集。濕潤草地常見蘭科有阿里山小

柱蘭、腳根蘭(細葉零餘子草)、惠粉蝶蘭、厚唇

粉蝶蘭、高山粉蝶蘭。偶見細尖栒子在台灣二葉

松下。 

0.5 公里路標(3095 公尺)右側出現一株香青

(玉山圓柏)，受到東北季風襲擊，枝椏彎曲右側

113 公分、左側 125 公分、株高 456 公分，矮灌

叢樹形像母雞般庇護玉山石竹、玉山金絲桃、玉

山地刷子、玉山薊、玉山毛蓮菜、玉山小米草、

高山白珠樹，形成一群綠色聚落。0.6 公里左側，

台灣二葉松樹形受到環境與氣候壓力自動變成偃

柏狀，不遠處一株褐毛柳在步道上力圖生長。地

被的鋪地蜈蚣生長屬楚河分界，玉山鋪地蜈蚣僅

分布在 0.6 公里匍匐生長，高山栒子則往 0.7 公里

蓬勃生長。0.9 公里右側小路豎立「步道養護區」

的牌子，跨越不遠一株香青，樹形雷同保險公司

的榕樹廣告，不畏風雪蒼鬱挺拔，或許可稱為「北

峰綠色英雄」，香青樹寬 220 公分，分 3 叉，右側

59 公分、中間 62 公分、左邊 74 公分。環視周圍

綠色大地，歷史記錄 1990 年 2 月 15 日曾發生火

災，廣達 20 公頃喬木林全被燒毀。今日香青盤結

堅忍強韌生存著，給予我們對生命的省思與奮

鬥。觀察台灣二葉松在火燒更新後，苗木生長迅

速，部分點狀分布形成母松帶一群小松的畫面，

↓台灣冷杉與鐵杉                                                                            ↓玉山圓柏（香青）

↑上圖：疏花風輪菜；下圖：風輪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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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萌芽存活率遠比高山芒來得緩慢。另整片台灣

高山杜鵑在初夏形成一片花海，斑斕鮮紅色彩，

宛若印象派畫家筆下令人嚮往的神秘花園。站在

高地，回頭俯視台 14 甲公路蜿蜒直通武嶺與下面

兩大紅色建築物—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與合歡

山管理站。林道邊裸地陡坡常見兩種易混淆，屬

耐貧瘠、耐強風、向陽性的玉山抱莖籟簫(白花香

青)與尼泊爾籟簫。玉山抱莖籟簫，葉表常綠色，

少絨毛，狹長披針形，葉端有芒尖，頭狀花序花

冠較多朵；尼泊爾籟簫葉表呈白色披絨毛，廣卵

形，葉端無芒尖，花朵數少而較大型，日治時代

又稱兒玉菊，曾數次將其純白、大朵的舌狀花冠，

印刷在總督

府「台灣始政

紀念」明信片

上，並譽為台

灣首屈一指

的名花。另玉

山小蘗與葉

緣芒刺尖較

長的台灣小

蘗 混 合 生

長。偶見小葉

鼠李。 

1 公里里程樁(海拔 3240 公尺有指示牌至合

歡北峰 1 公里，穿越小陡坡、礫石區至 1.1 公里

處，步道變成平緩稜線道。1.3 公里(海拔 3330 公

尺)路標「往合歡北峰 0.7 公里，往合歡西峰 5.4

公里」向前右邊岔路至雷達反射板，另可清楚看

到被玉山箭竹包圍低窪的反射板營地。1.6 公里里

程樁(海拔 3375 公尺)步道寬達 2 公尺，部分路段

被雨雪沖蝕，路溝達 67 公分，若小朋友雪季行經

此地，必遭到大雪覆蓋。玉山箭竹形成一畦畦如

同稻田般綿延至山崖，雪期白色茫茫一片，夏季

鮮綠如廣大操場地毯，秋季則形成鵝黃色金光閃

閃的草原。觀察玉山箭竹，路邊僅株高 30 公分、

寬 0.5 公分，積水凹窪地則有高 65 公分、胸寬 1.1

公分。伴生種中最優勢是高山芒，其次為曲芒髮

草、玉山翦股穎、台灣黃花茅、前原鵝觀草、台

灣三毛草、台灣地楊梅，穿插百合科的台灣藜蘆、

台灣粉條兒菜及玉山抱莖籟簫等。1.8 公里天巒池

岔路口(海拔 3390 公尺)，可下至小溪營地紮營住

宿。岔路三角區域，醒目是轉角香青，株高 150

公分、胸寬 25 公分及玉山杜鵑莖幹 6 分叉、株高

170 公分，胸寬量分枝僅 13 公分。枝椏密緻，葉

叢生頂端，葉緣反捲，外型傘狀如修剪過的榕樹。

往左過 1.9 公里里程樁，陡上合歡北峰三角點。 

合歡北峰三角點屬香青與玉山箭竹植物社會 

三角點海拔 3422 公尺，屬二等基石編號

1451，眺望山容，由左至右分別為：南湖北山(3536

公尺)、南湖大山(3742 公尺)、中央尖山(3705 公

尺)、甘薯峰(3158 公尺)、鈴鳴山(3272 公尺)。直

行苦力要翻越 7 個山頭花費 4 小時，才能抵達合

歡西峰(3145 公尺)。香青在衝風處三角點後方形

成一整排屏障，最壯碩一株高 170 公分、胸寬 95

公分；玉山杜鵑呈 5 分叉，株高 100 公分、胸寬

50 公分，刺柏最矮小，胸寬僅 26 公分，樹形呈

矮灌叢。樹叢下常見以日人川上瀧彌博士命名的 

「川上愛得懷」，即為玉山薄雪草；另有高山白珠

樹、高山沙參、厚葉鱗毛蕨、玉山水苦藚、台灣

三毛草、髮草、玉山小蘗、苔蘚、羊茅、一支黃 

↓玉山杜鵑



    

 

 

 

 

 

 

 

花、玉山地刷子、玉山金梅、玉山繡線菊、 

玉山佛甲草、玉山懸鉤子、玉山卷耳和莖幹長棘

刺的高山薔薇，很奇怪北峰步道很少看到玉山野

薔薇。三角點後方是懸崖坡，玉山杜鵑形成一叢

叢矮灌木，花季五月，遠望如同湛藍大海星光點

點閃爍的花船。三角點正前方是一整片平坦的玉

山箭竹廣場，十一月賞日出，是看霜霧結晶之美

的好地方。竹林夾雜寶藍色花瓣的台灣龍膽，和

白色花瓣的巒大當藥，注意每枚花瓣附有 2 個蜜

腺、飾毛及黃花鮮豔的玉山毛蓮菜。 

鈍頭瓶爾小草 Ophioglossum austroasiaticum Nish. 

瓶爾小草科，屬名 Ophioglossum 是希臘語的

ophis(蛇)與 glossa(舌)二語組合而成，意指葉片如

蛇信而言；種名 austroasiaticum 為廣泛分布南亞

洲各地；中名瓶爾小草，古名，名見「植物名實

圖考」石草卷之 17，多年生地生小型蕨類，莖短，

直立圓柱形，根肉質。葉片卵至圓形，無柄肉質，

葉脈交織細小如網眼，具有游離小脈，基部延伸

形成鞘托葉，孢子囊枝與營養葉有共同莖柄，孢

子囊穗線形，呈兩列，孢子球狀四面形。分布東

南亞各地，台灣海拔 2000-3500 公尺散見。又叫

高山瓶爾小草、一葉草、單槍一支箭、一矛一盾。

日人佐佐木舜一曾記載是兒科良藥，治小兒疳

積、肺炎，外治急性結膜炎、腫毒。外型亮綠作

園藝栽培觀賞。 

扇羽陰地蕨 Botrychium lunaria (L.) Sw. 

瓶爾小草科，屬名 Botrychium 為希臘語

botrys(葡萄果房狀)一語而來，意指孢子葉的外觀 

 

 

 

 

 

 

 

形象。種名 lunaria 指葉外型如月亮般； 

中名陰地蕨以其生育習性名之。多年生小

型地生蕨，全株肉質狀，根莖短僅 9 公分。營養

葉一回羽狀複葉，羽片 3-6 對，扇形或半圓形，

羽片邊緣透明有缺刻，網脈由柄基向外擴散。孢

子囊呈羽狀複葉，長柄狀頂端呈圓錐形分枝；孢

子球形，粒粒如串珠，成熟橫裂 2 枚。分布溫帶

及亞熱帶地區，自歐洲至亞洲、北美洲、澳洲等

地，範圍極廣。台灣生長在海拔 3200 公尺岩隙、

岩屑潮濕地方，約 7-8 月孢子串成熟，十月底枯

萎消失。運用在庭植岩石、假山旁增加綠美化。

藥用名蕨纂，治療創傷、痢疾。 

細尖栒子 Cotoneaster apiculatus Rehd. et Wils. 

薔薇科，屬名 Cotoneaster 為拉丁語的

cotoneum(榅桲)與 aster(似的)二語組合而成，果形

如同小蘋果。種名 apiculatus 指葉端有短突起小

尖。中文名栒子，爾雅釋器：「縣鍾磬者，兩端有

植木，其上有橫木，謂直立者為虡，若橫牽者為

栒。」落葉性灌木，高達 2 公尺，分枝不規則，

小枝灰黑色，皮孔明顯。葉互生，卵圓形長 0.6-1.5

公分、寬 0.5-1 公分，先端細短尖，尖如芒刺，

上表面革質無毛，下表面密生柔毛。葉柄短，長

0.1-0.3 公分，托葉線狀披針形，早落。花單生，

頂生，或 2 枚聚生，花萼筒鐘形，有毛茸，裂片

三角形。花瓣直立深紅色，末端呈白色，含苞狀

未全開，雄蕊 10-15 枚，花絲紅色，盛花期 5-6

月；花柱 3 枚，柱頭膨大。果實小核果，成熟期

10-11 月，由綠披絨毛轉換成深紅色光滑。分布

↓由左至右分別為：鈍頭瓶爾小草、扇羽陰地蕨、細尖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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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甘肅、湖北、四川、雲南、台灣合歡山區及

關山，生長於海拔 2300-3200 公尺玉山箭竹草生

地或邊緣，添景、觀果或水土保持護坡。 

小西氏栒子 Cotoneaster konishii Hayata. 

薔薇科，屬名 Cotoneaster 台灣稱為鋪地蜈蚣

屬，故本種又稱台灣鋪地蜈蚣，但樹形是小喬木

類，非匍匐性。落葉灌木或小喬木，高達 2-5 公

尺，樹枝多分枝斜平上昇，嫩枝披絨毛。葉互生，

菱狀卵形或倒卵形，長 6-8 公分、寬 2-4 公分，

先端漸尖或銳尖，全緣，厚紙質，上表面散生毛

茸，下表面密生柔毛，側脈 6-7 對，葉脈隆起顯

著。花呈繖房花序排列，著生 3-6 朵花，花萼筒

鐘形，先端裂片 5 枚，裂片卵狀三角形。花瓣 5

枚，深紅色，末端呈白色，含苞狀，雄蕊 15 枚，

花絲光滑；心皮 3-5 枚，連生，花柱 3 枚，先端

截斷狀。核果圓卵形，初生披絨毛，果長 1 公分、

果徑 0.8 公分，殘存花萼裂片 5 枚，成熟暗紅色。

分布屬特有種，生長於高海拔 1800-3000 公尺叢

林邊緣或路旁。園藝造景。相似種太魯閣國家公

園海拔 2100公尺有清水山栒子(C. chingshuiensis)

葉較小，長 2.8 公分、寬 1.5 公分，花序著生 3-10

朵花。 

玉山鋪地蜈蚣 Cotoneaster morrisonensis Hayata 

薔薇科，種名 morrisonensis 指玉山產的。匍

匐性灌木，莖平臥，貼於地面生長，小枝有毛茸。

葉互生，倒卵或卵形或橢圓形，長 0.7-2 公分、

寬 0.5-1.2 公分，光滑圓或凹缺，基部楔狀銳尖，

全緣，葉緣略向內反          捲，上表面光滑 

 

 

 

 

 

 

革質，下表面密被曲毛，成熟時被糙褐毛，側脈

3-4 對，葉柄長 0.3 公分，托葉鑿形，早落。花單

朵頂生，花萼筒鐘形，有毛茸，淺 5 裂，裂片三

角形。花瓣白色，倒卵行，先端齒緣，雄蕊 15-20

枚，花藥褐紅色，盛花六月，花柱 2-3 枚，心皮

2-3 枚，呈合生狀，核果梨形，長 0.6-0.8 公分、

寬 0.5-0.7 公分，先端殘存花萼筒。分布屬特有

種，生長在中央山脈 2000-3700 公尺草生地或裸

露岩石上。護坡，地被綠化。相似種矮生栒子(C. 

dammeri)本種果圓形，果柄長，果柄長度等於或

長於果徑。 

高山栒子 Cotoneaster subadpressus Yu 

薔薇科，種名 subadpressus 指葉緣或葉背散

生絨毛；命名者為中國大陸學者俞德俊先生。匍

匐矮小灌木，莖平臥狀，高達 30 公分，小枝褐色，

幼時披毛，成熟時脫落。葉互生，近圓形或寬卵

形，長 0.4-0.8 公分，寬 0.3-0.6 公分，先端圓形

或突尖，基部楔形至圓形。上表面革質光滑，下

表面中肋處被毛，全緣邊際有絨毛，葉柄短，長

0.2 公分。花單朵頂生，花萼筒鐘形，外披短柔毛，

裂片三角形。花瓣直立，倒卵形基部有短爪，紅

色至邊緣呈白色，花期 5-6 月。雄蕊 10 枚，花柱

2 枚，離生，子房先端具有短柔毛。核果扁圓形，

果徑 0.6-0.9 公分，盛果期 9-11 月，由綠轉紅色。

分布中國大陸四川西南部和雲南西北部，台灣合

歡北峰海拔 3250-3350 公尺玉山箭竹草叢林。相

似種平枝鋪地蜈蚣(C. horizontalis)葉片薄質，花

瓣全部呈紅色，乾燥葉片呈黑色。 

 

 

 

 

 

 

 

↑由左至右分別為：小西氏栒子（花與果）、玉山鋪地蜈蚣（花與果）、高山栒子 



   

小葉鼠李 Rhamnus parvifolia Bunge 

鼠 李 科 ， 屬 名 Rhamnus 為 希 臘 古 名

rhamnos(有刺的低木)衍用而得；種名 parvifolia

指葉形小型之意。鼠李，古名，名見「本草綱目

本經」卷 36，李時珍曰：「鼠李，方音亦作楮李，

未詳其名義。可以染綠，故俗稱阜李及鳥巢。」

中名以果實小而色黑形象名之。落葉灌木，匍匐

狀，小枝褐圓形，先端形成針刺狀。葉互生，短

枝上呈叢生狀，橢圓形至橢圓狀倒卵形，長 1-3

公分、寬 1-1.5 公分，先端漸尖或鈍，厚紙質，

細鋸齒緣，兩面光滑無毛茸，側脈 3-5 對不明顯，

葉柄長 1.5 公分。花單生，淡綠色或偏黃綠色，

呈短花軸聚繖花序，腋生，花萼小，萼筒有裂片

4 枚，花瓣 4 枚，舌狀，雄蕊 4 枚，花絲與花瓣

等長，子房上位。核果，內有分核 2 枚，由綠轉

黑色。分布東亞、中國大陸、沖繩；台灣中海拔

地區如德基水庫、立霧溪峽谷、新武河階、梅山、

清水山、合歡山等地。樹皮可做藥用、染料。葉

外型相似畢祿山鼠李(R. pilushanensis)其葉緣波

浪狀，長 4-8 公分、寬 1-3 公分，側脈 3-4 枚，葉

表明顯。 

小葉胡頹子 Elaeagnus umbellata Thunb. 

胡頹子科，屬名 Elaeagnus 為希臘語的

elaios(橄欖)與 agnus(西洋人蔘木)二語組合而

成，指葉與果的形象相似植物。種名 umbellata

指花序繖形狀。中名胡頹子，古名，名見「本草

綱目拾遺」卷 36，李時珍曰：「陶宏景注山茱萸

及櫻桃，皆言似胡頹子，凌冬不凋亦應益人。」

中國大陸又稱甜棒槌，或以乳頭外型稱羊母奶

子。落葉灌木，高達 4 公尺，小枝披銀白色鱗屑。

葉互生，倒卵形，長 2.2-5 公分、寬 1-1.6 公分，

先端銳尖至鈍，紙質，表面光滑，背面披銀白色

鱗屑，側脈 5-8 對。花繖形花序，銀白色，叢生，

腋生，花萼筒長筒狀，先端有裂片 4 枚，三角形。

雄蕊 4 枚與花萼裂片互生，花柱具星狀毛，柱頭

腺點狀突起。核果，球形或圓形，外型似小金桔，

惟披銀白色鱗屑。分布亞洲東部及中南半島一

帶；台灣生長於高海拔 2000-3000 公尺灌叢。園

藝栽植庭木或綠籬，果可食，用於野外救荒之用。 

 

 

 

↓由左至右：小西氏栒子、細尖栒子、玉山鋪地蜈蚣、高山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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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葉胡頹子的花、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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