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種類 學名 分布 植物介紹 

 

烏來杜鵑 
Rhododendron kanehirai 

Wilson 
野外滅絕 

臺灣特有種。過去僅分佈於北勢溪上游一帶，目前臺灣各地所見

的烏來杜鵑，都是移地復育再種出的植株。 

 

水社野牡丹 Melastoma kudoi Sasaki 南投 
最早發現於南投水社因而得名，曾因興建日月潭發電廠大壩工程

而消失，時隔 80 餘年再發現，倖存族群稀少。 

 

臺東火刺木 
Pyracantha koidzumii 

(Hayata) Rehder 
臺東、花蓮 

臺灣特有種。分布於臺灣花東縱谷，春季開花，秋季結紅果，為

絕佳的蜜源及誘鳥植物，枝條堅韌且有棘刺，當作綠籬阻隔效果

良好。 

 

桃園石龍尾 
Limnophila taoyuanensis 

Yuen P.Yang & S.H. Yen 
野外滅絕 

臺灣特有種。原來分布於桃園龍潭郊區濕地，植株只開花不結

果，植物學家推測它可能為天然雜交種，儘管生育地只需浸泡到

水就能生長，還是因為棲地破壞而野外滅絕。 

 

臺灣萍蓬草 
Nuphar pumila (Timm) 

DC. 
桃園 

早年廣泛分佈於桃園、新竹一帶，近年來由於土地開發的壓力，

導致野外族群數量銳減，目前侷限分佈於桃園郊區的少數埤塘溼

地。 

 

紅海欖 
Rhizophora stylosa 

Griffith 
臺南 

紅樹林胎生植物。目前散見於嘉義、臺南及高雄少數濱海地區，

具有穩定河口及濱海潮間帶棲地環境等生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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槲櫟 Quercus aliena Blume 新竹 

臺灣少數的落葉橡樹。分布於東亞地區，在國外不是稀有種，臺

灣的野生族群是它地理分布的南界，1924 年首次在台採集到，

消失近百年再度於新竹濱海地區發現。 

 

囊稃竹 
Leptaspis formosana C. C. 

Hsu 
屏東 

臺灣為天然分布北界，1958 年發現於知本地區，隨後因棲地開

發而消失，曾認定已區域滅絕，直到 2007 年於恆春重新發現，

但野外族群仍處於極危狀態。 

 

蘭嶼法氏薑 
Vanoverberghia sasakiana 

Funakoshi & H.Ohashi 
蘭嶼 

臺灣特有種。法氏薑屬的特有種，臺灣僅分布於蘭嶼，全花白色

略透明，球型果具長梗，葉片末端常會捲旋。 

 

野小百合 
Lilium callosum Siebold & 

Zucc. 
苗栗 

曾為臺灣植物誌中的謎樣物種，2009 年於苗栗通霄重新發現，

野外族群因基因庫狹窄繁殖能力受限，加上人為採集壓力，已瀕

臨滅絕。 

 

太魯閣佛甲草 
Sedum tarokoense 

H.W.Lin & J.C.Wang 
花蓮 

臺灣特有種。花蓮石灰岩環境高度隔離種化的代表，泛紅晶亮的

肥厚葉片配上星狀鮮黃小花，成為太魯閣峽谷碎石崩坡之最佳妝

點。 

 

武威山烏皮茶 

Pyrenaria buisanensis

（Sasaki）C.F. Hsieh, 

Sheng Z. Yang& M.H. Su 

屏東 

臺灣特有種。消失 80 多年才被再發現的植物，僅知分布於屏東

山區少數地點。原屬於山茶屬植物，後經確認重新分類於烏皮茶

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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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破傘菊 
Syneilesis intermedia 

(Hayata) Kitamura 
苗栗 

臺灣特有種。於臺灣植物調查記錄中消失近 70 年，一度認為已

經滅絕，直到 2009 年方重新發現野外族群。天然棲地面積狹

隘，個體數極少，且面臨土地開發、植被演替及外來物種威脅，

亟需立即的保育措施。 

 

高氏柴胡 
Bupleurum kaoi Liu, Chao 

& Chuang 
苗栗 

臺灣特有種，西北丘陵草原的代表種類，藥用植物，亟需立即的

保育措施。 

 

漏盧 Echinops grijsii Hance 苗栗 
分布於西北丘陵草原，可作為乾燥花與切花，根部為著名中藥

「山防風」，亟需立即的保育措施。 

 

臺灣喜普鞋蘭 
Cypripedium 

formosanum Hayata 

臺灣中高海

拔山區 

臺灣特有種。花型碩大艷麗，具觀賞功能。本種生長於宜蘭、花

蓮、南投一帶的高山地帶。葉為扇形，且多兩兩交疊，形似雙殼

貝。 

 

海南草海桐 
Scaevola hainanensis 

Hance 
台南 

匍匐型灌木植物，葉為增厚肉質葉，生長在海岸鹽地泥灘地，目

前生育地僅存在臺南市將軍區一處墓地，高滅絕風險的稀有植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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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鐵蕨 
Brainea insignis (Hook.) J. 

Sm. 
南投山區 

野外族群數量稀少，分布狹隘且棲地破碎化，棲地依靠規律性的

林火維持開闊的環境，是中部低海拔林火後的先驅物種。 

 

大血藤 
Mucuna gigantea (Willd.) 

DC. 
屏東 

零星分布，僅見於恆春半島及臺東海岸沿線。大型藤本植物，開

出螢光綠的花串，需小型哺乳動物授粉方可結果。種子透過海流

傳播。 

 

琉球暗羅 
Polyalthia liukiuensis 

Hatusima 
蘭嶼 

在臺灣僅分布於蘭嶼地區，全球另一分布地在琉球的波照間島，

兩地族群數量都非常稀少，花朵似香水樹，亮紅色的果實成串掛

在樹冠，具觀賞價值。 

 

金石槲 
Dendrobium linawianum 

Rchb.f. 
東北部山區 

又稱櫻石槲，美麗的蘭花，一直有很大的採集壓力，為蘭灰蝶的

食草，本物種的存續，也影響蘭灰蝶的存續。 

 

臺灣油杉 
Keteleeria davidiana var. 

formosana Hayata 
新北、臺東 

雖名為油「杉」卻為松科植物，是中國德氏油杉的變種，為冰河

孓遺植物，在臺灣僅分布於新北市坪林和臺東的南大武兩地。 

 

刺桐 Erythrina variegata L. 全臺平地 

海濱廣泛分布的熱帶樹種，南島語族經常作為季節曆，指示捕魚

或種植時間，近年由於入侵種害蟲造成許多大樹死亡，對許多部

落來說，需要復育刺桐以維繫傳統生活慣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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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蘇鐵 

Cycas taitungensis 

C.F.Shen, K.D.Hill, 

C.H.Tsou & C.J.Chen 

臺東 

臺灣特有種。雌雄異株的古老特有植物，主要生長於臺東清水及

海岸山脈東側。近年來由於蘇鐵白輪盾介殼蟲的入侵，族群岌岌

可危，需要移地保育的協助。 

 

四照花 

Benthamidia japonica 

(Siebold & Zucc.) H. Hara 

var. chinensis (Osborn) H. 

Hara 

全臺中海拔

山區、北部

淺山 

落葉小喬木，頭狀花序外四片花瓣般的白色苞片，如光芒四射，

故名四照花。本屬是溫帶地區重要的觀花行道樹與公園樹種，臺

灣族群零星分布於北部山區，為北降現象下的熱帶邊緣族群。 

 

豔紅鹿子百合 
Lilium speciosum Thunb. 

var. gloriosoides Baker 

北部低海拔

山區 

臺灣特有種。分布於新北三峽、平溪、基隆、宜蘭頭城一帶山

區。植株稍具蔓性，大而艷麗的花冠點綴於蒼綠的郊山岩壁上十

分美麗。 

 

臺南見風紅 
Lindernia scutellariiformis 

T. Yamazaki 

南部低中海

拔山區 

臺灣特有種。本屬唯一的特有種，分布於臺灣西南部。植株與常

見的倒地蜈蚣甚相似，但花較小，較淡呈白至淡紫色，植株常呈

紅色。 

 

探芹草 
Hydrolea zeylanica (L.) 

Vahl 
屏東 

生育地僅剩屏東五溝水的大排圳溝裏，一年生植物，移植到北部

不開花，無法移地復育保種。五溝社區及國小的有心人士，用心

的維護生育地及保種栽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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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萊油菊 

Dendranthema 

horaimontana (Masam.) S. 

S. Ying 

臺中(大甲溪

至志佳陽) 

臺灣特有種。天然棲地侷限，921 地震生育地崩塌更加零碎化。

葉片呈銀白色，頭花碩大亟具觀賞價值，全株乾後可沖泡作青草

茶。 

 

臺灣黃蘗 
Phellodendron amurense 

var. wilsonii 

中北部中海

拔山區 

臺灣特有種。落葉型喬木，零星分布在北部及中部中高海拔山

區。木材色黃，具有藥用及天然殺蟲用途，族群遭受盜採壓力。 

 

金草 
Dendrobium chryseum 

Rolfe 
嘉義 

分布在中海拔的附生蘭，陽光充足的大樹上成叢生長。鄒族的聖

花，在傳統男子會所屋頂及入口處種植，象徵與天界神靈的連

結，因藥用價值被濫採需保育。 

 

桃實百日青 Podocarpus nakaii Hayata 南投 

臺灣特有種。分布於南投日月潭周邊低海拔森林中，具鮮紅色肉

質種托，種托上的種子基部膨大頂端尖細歪斜，酷似桃子，因而

得名。就近在蓮華池藥用植物園進行保育。 

 

臺灣梭羅木 
Reevesia formosana 

Sprague 
嘉義 

臺灣特有種。每年的清明時分開花，盛花期花團錦簇，樹姿優

美，是具潛力的園林樹種，也是珍稀的臺灣蟬爺喜愛棲息的大

樹，保育臺灣梭羅木，同時也保育了臺灣爺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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蓴菜 
Brasenia schreberi J. F. 

Gmel. 
宜蘭、新北 

原生宜蘭與新北交界天然湖泊的稀有水草，具特殊的盾狀浮水

葉，因而英文稱為 WaterShield。沉水葉背及莖分泌大量透明膠

質，具食用及美容功用，宜蘭雙連埤農戶推出相關產品，創造里

山保育經濟。 

 

狗花椒 
Zanthoxylum avicennae 

(Lam.) DC. 
台中淺山 

最重要的特徵是側生小葉具柄，卵菱形，葉基部楔形。根葉具藥

用價值，木材堅韌可做家具工藝品，野外族群受大量採摘。族群

數量稀少，生育地位於中部冬乾礫石丘陵地，如八卦山、大肚山

與鐵砧山等地。 

 

海米 Carex kobomugi Ohwi 新北 

雌雄異花，初春開花，具海綿狀果皮，可漂浮於水面，分布於馬

祖及北海岸沙灘，福隆的野外族群是全球分布南界，結實量少需

積極保育。 

 

圓葉布勒德藤 

Bredia hirsuta Blume var. 

rotundifolia (Y. C. Liu & F. 

T. Lu) S. F. Huang & T. C. 

Huang 

雲林、彰化 

臺灣特有種。野牡丹科金石榴屬的特有種，全世界僅見於彰化八

卦山及雲林林內山區半遮陰的陡峭砂質岩壁坡，葉型外觀渾圓討

喜，非常耐蔭的蔓性植物。 

 

巴陵石竹 
Dianthus palinensis 

S.S.Ying 
桃園、新竹 

臺灣特有種。與常見康乃馨同屬石竹科石竹屬，主要分布在桃園

巴陵到新竹尖石一帶的泰雅族領域，因而成為泰雅族的母親花。

特有種，花型優雅且花期長達半年，極具園藝價值。 

 

細葉零餘子

(澤芹) 
Sium suave Walter 彰化 

因生育地潮濕又稱澤芹，僅分布於彰化福興的荒癈水田，4-6 月

間綻放成白色花海，是極佳的景觀性蜜源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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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十大功

勞 

Mahonia oiwakensis 

Hayata 
嘉義 

臺灣特有種。本種為著名之藥草，植株花果等型態獨特具園藝觀

賞價值，有盜採壓力，亟需更積極的保育作為。 

 

澎湖大豆 
Glycine tabacina (Labill.) 

Benth. 

澎湖、馬

祖、金門、

恆春 

與金門的一條根-闊葉大豆近緣，在金門及澎湖也為一條根藥材

的來源之一，喜生乾旱，貧瘠的島嶼，除澎湖、金門外，也分布

在馬祖、恆春半島。可以固氮，改善土壤的綠肥、藥用及地被植

物。 

 

屏東鐵線蓮 Clematis akoensis Hayata 屏東 

臺灣特有種。本屬在國際上是著名的園藝植物，本種是臺灣最豔

麗的種類，因而遭人濫採，野外族群銳減。主要分布於恆春半島

山區的林緣向陽處。 

 

換錦花 
Lycoris sprengeri Comes 

ex Baker 
馬祖 

別名馬祖石蒜、東引石蒜，淺紫花瓣頂端帶藍色，也被稱為紅藍

石蒜，在臺灣僅分布於東引，7-8 月雨季後抽出花莖，開花時不

見葉，由於美麗的花朵，昔日曾被大量濫採而銳減。 

 

田代氏鼠尾草 Salvia tashiroi Hayata 高雄 

臺灣特有種。1919 年早田文藏根據田代安定在恆春所採集的標

本首度發表，此後再無任何相關採集紀錄，2010 年才在高雄六

龜十八羅漢山再度發現，當地也為僅知的分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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棣慕華鳳仙花 
Impatiens devolii 

T.C.Huang 
苗栗、新竹 

臺灣特有種。臺灣原生的鳳仙花屬植物有本種、黃花鳳仙花及紫

花鳳仙花等 3 種，均為特有物種，前二者因分布地侷限而列為

紅皮書物種。目前除觀霧外，清泉的霞喀羅古道亦有分布。 

 

臺灣香檬 

Citrus reticulata Blanco 

var. depressa (Hayata) 

T.C.Ho & T.W.Hsu 

中、南部山

區 

分布臺灣中南部低海拔山區，俗稱扁實檸檬、山桔仔、臺灣桔。

花為白色，果實扁球形，成熟後外皮黃色。具促進新陳代謝、抗

氧化等功用，營養成分佳，因而發展出新的產業。 

 

葛瑪蘭芭蕉 

Musa itinerans Cheesman 

var. kavalanensis H.L.Chiu, 

C.T.Shii & T.Y.A.Yang 

宜蘭 

臺灣特有種。臺灣芭蕉屬植物有二個野生種與四個變種，本變種

分布於宜蘭大同山區，特色為苞片與果皮均呈淡綠色，無紫紅色

條紋。 

 

菱形奴草 

Mitrastemon yamamotoi 

Makino var. kanehirai 

(Yamam.) Makino 

桃園、南投 

臺灣特有種。寄生植物，全株不具葉綠體，乍看很難想像它是屬

於開花植物。主要寄生在殼斗科植物鋸葉長尾栲的根部，日治時

期在蓮華池藥用植物園周邊發現，目前開花時期吸引觀光客，是

蓮華池有名的植物。 

 

金門母草 

Lindernia kinmenensis 

Y.S.Liang, Chih H.Chen & 

J.L.Tsai 

金門 
臺灣特有種。金門季節性濕地植群之代表，花朵細小，但花冠淡

紫滾邊別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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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山腹水草 

Veronicastrum 

loshanense Tien T.Chen & 

F.S.Chou 

花蓮 

臺灣特有種。2008 年才被發現，以發現地-花蓮富里「羅山」命

名，狹隘分佈花蓮低海拔山區的特有種，作為海岸山脈地理及生

態隔離的生物證據。 

 

銀脈爵床 
Kudoacanthus 

albonervosa Hosok. 

花蓮、臺

東、屏東 

臺灣特有種。耐蔭的民族植物，阿美族治療瘀血的藥，薰蒸患處

可除淤，分布於花東海岸山脈及中央山脈低海拔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