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攝影／陳立中

植物，是生命的主要形態之一，也是我們生

活週遭最熟悉且運用最廣泛的生物，在科學研究

上也有相當大的貢獻；「蘋果」讓牛頓發現地心

引力，「花粉」讓愛因斯坦獲得諾貝爾獎。

根據估計，目前地球上大約有32萬種植物，

包含：喬木、灌木、木質藤本、草本、蕨類、苔

蘚等人們所熟悉的生物，主要分為兩大類：「無

維管束植物」和「維管束植物」。

「無維管束植物」：植物中僅藻類不具維管束（原被列入藻類「無

維管束植物」，目前學界已普遍接受，藻類不是植物界而是原生生物

界），沒有真正的根、莖和葉等構造。蕨類和種子植物合稱為「維管束植

物」，它們主要生活在陸域環境，通常這些植物是綠色植物、具有胚胎且

個體較高大，體內具有專供運輸物質的組織，即維管束組織。

台灣水稻基因造福全人類

根據研究，維管束植物約有30萬種，其中約28萬種為開花植物，爭

奇鬥艷的花朵不僅將地球妝點得繽紛多彩，同時撫慰人們的心靈，其中

103種（例如：稻、小麥、豆類和玉米）提供人類超過90%的能量，被用

做食物和藥物的植物近萬種，此外，植物還提供建材、衣料、橡膠、生質

燃油，並且扮演保護水土和吸收二氧化碳的重要角色。

除了1萬2千種的蕨類靠孢子繁殖之外，其他維管束植物的繁衍主要

是靠種子。種子的世界奧妙且神奇，在世界舞台上占有舉足輕重的角色，

以發生於1970年代的世界性「水稻綠色革命」為例，當時國際稻米研究

所有鑑於水稻品種太高，結穗時容易倒伏，造成欠收，研究人員從台灣的

「台中在來1號」種子中取得「半矮性基因」，育種改良後水稻變矮了，

由於新品種承重量較大，不僅結穗時不易倒伏，產量也隨之大增，造福世

界各國。

可愛、搞怪、碰不得

人類將植物的果實或種子運用在日常生活上的歷史相當久。例如將

乾燥的瓠瓜剖半充當水瓢，絲瓜乾燥後的纖維是洗碗最好用的天然菜瓜

布，清潔劑尚未普及的年代，「無患子」的果實外皮含有皂素是很好的清

潔劑，早年常被拿來當肥皂使用。

■ 文、攝影／丁博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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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患子」屬於無患子科落葉喬木，與

荔枝、龍眼同一家族，近年來，強調生態環保

與回歸自然，「無患子」做成的各式清潔用品不

斷推陳出新，但要提醒的是，使用天然「無患子」洗

頭時千萬不要接觸到眼睛，否則保證痛得哇哇大叫。

這幾年因電影「冰原歷險記」引起注意的當屬殼斗科植

物，它們的果實主要特徵都是由一個殼帽和一個斗身（堅果）所組成，

殼帽和堅果的外形以及殼帽包覆堅果的大小，就成為殼斗科植物辨識的

主要依據，其中「小西氏石櫟」的殼帽包覆堅果基部約1/3處，外形就像

戴著一頂帽子的稻草人，常被拿來做成工藝品。

可別以為植物的果實或種子都是又好用、又可愛，有些可是「碰」

不得的，不然就要你好看，「蓮實藤」就是標準的「恰北北」。

這種台灣原生種海濱植物，不僅植株全身長滿「尖刺」，保護種子

的豆莢就像刺蝟一樣，被密密實實的「尖刺」包裹住，誰想把歪腦筋動

到它的「種子」上，它就把傷害力道「刺」還給加害者─越用力抓它刺

得越深，讓人不敢越雷池一步。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有些植物的發現過程則充滿傳奇性。

以台灣特有種蘭花「白花羊耳蒜」

（Liparis amabilis）為例，日本植物學者

福山伯明氏1938年發表為新種後，竟然再也沒有

學者有幸親眼目睹，很多植物學家推測可能已絕

種，然而就在它「消失」70年後，2008年，一位民眾在北部山區發現植

株，送到「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寄放，同年3月竟在溫室內開出愛蘭

者口中的「神話之花」，讓基金會工作人員雀躍不已並全程紀錄，是國

內蘭科植物最珍貴的蒐藏之一。

另一個傳奇故事的主角是「武威山茶」，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植物

學組副研究員楊宗愈表示：「這種由日本植物學者佐佐木舜一在1931年

命名的台灣特有種植物，早期是原住民的茶葉代替品，之後卻突然從台

灣消失，連標本也遺失。」

台大生態暨演化生物學研究所教授謝長富表示，學術界尋找「武威

山茶」多年始終無功而返，謝長富強調，「武威山茶」生長在海拔1000

公尺以下，剛好是經濟開發的重點地區，較易被砍伐，此外，1970年代

為了造紙需求，其主要產地屏東山區曾進行大量伐木，應是造成「武威

山茶」消失的原因。

就在它消失70多年後，2003年，有民眾在屏東縣瑪家鄉笠頂山區發

現兩棵不知名的茶樹，謝長富表示，早期日人應曾留下植物標本，但始

終沒找到，也沒有留下圖片，僅有文獻描述，該植物標本送來鑑定時，

根據花、葉特徵，確定是文獻中只聞其名、未見實體的「武威山茶」的

消息讓植物界相當振奮。

科博館當時也從發現地採集6、70顆種子帶回復育，該館留下部

分，其餘委託民間單位協助復育，費時5年成功復育20餘株，2009年在

該館正式對外亮相，館方並計畫等茶樹長得粗壯些再帶回野外復育。

▲ 果實外皮含有
皂素的「無患

子」，常被拿來

當清潔劑使用。

▲ 台灣原生種海濱植物「蓮實藤」豆莢佈
滿細刺，是標準的「恰北北」。

▲ 台灣特有種「武威山茶」
消失70多年後，在屏東縣
山區再度被民眾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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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名字就知道長什麼樣

荒野保護協會解說員鄭一

帆表示，一般植物的命名，大

部分是以植物的生態或各部分

器官外型而命名，例如：「紅

花八角」、「稜果榕」等；有

些是以發現所在地命名，例

如：「埔里杜鵑」、「溪頭秋

海棠」；有些是以發現者或

紀念某人而命名，比如：「小

西氏石櫟」、「隷慕華鳳仙

花」；還有以特定地區生產而

命名，像「台東蘇鐵」、「台

灣扁柏」等。

也有以汁液顏色命名，卡通影片中身手矯捷的泰山，常抓著樹藤在

森林裡盪來盪去，是什麼藤蔓能夠支撐一個大人的重量不會從樹上摔下

來呢？原產於台灣的「血藤」就是這類多年生大型木質藤蔓植物之一。

由於其粗壯的藤蔓中飽含水分，以前魯凱族人在山上打獵如果忘了攜帶

水壺，就會切開血藤莖幹取水飲用，由於所流出的液體氧化後呈現淡紅

色，「血藤」因此得名。

也有植物因為果實或種子具有特殊生長方式或外觀而得名。看到

「白飯樹」3個字，很多人腦海中馬上浮現香噴噴的白米飯，

事實上，分布於舊世界（從非洲到亞洲）的「密花白飯

樹」，果實看起來真的就像剛煮好、香軟又有彈

性的「白米飯」，看到鳥兒在樹梢上吃得津津有

味的模樣，讓人不禁想問：「白飯樹」的果實真的

像白米飯一樣好吃嗎？

原生於台灣的「三斗石櫟」，因為它的果實生出時總是3顆伴生在

一起，而有「三斗」之名，然而伴生在一起的3顆果實，往往只有一或

兩顆可以成熟、傳播，這種現象或可說是果實界的物競天擇。其實「三

斗石櫟」堪稱是「先占先贏」，因為石櫟屬殼斗科植物的果實生出時都

是3顆伴生在一起，只是「三斗石櫟」最先被以此特徵命名，卻也導致

一般民眾誤以為石櫟屬殼斗科植物中只有它的果實是3顆伴生在一起。

飛天下海  繁殖各顯神通

種子的傳播有：水力、風力、動物、爆炸等方式。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副研究員陳志雄博士表

示，靠水流傳播的植物，果實或種子比重通

常比水輕，以生長於溪湖河岸等水邊環境

的「水黃皮」為例，它的莢果成熟後會

木質化，莢果內充滿空氣，掉落後漂浮在

水面上，經由水流傳播果實，民間稱之為「水

流豆」。另外，原生於台灣沿海的「蓮葉桐」、原

生於恆春半島和蘭嶼的「棋盤腳」都是。

風力傳播就形態上而言，受風力影響大的稱為「風力

傳播」，果實和種子的特徵是有飄浮於空氣中的構造，例如翅果

（槭樹）、羽毛狀螺旋槳（蒲公英）、細毛（黑板樹）、細粉塵（蘭

花）；受風力影響較小的稱為「重力傳播」，例如台灣冷杉的小苗會依

著母樹附近或其他同種小冷杉樹苗聚集成長，這種繁殖方式又稱「母雞

效應」，台灣特有種「台東蘇鐵」就是靠重力傳播的例子。

陳志雄表示：「靠風力傳播的植物中，最特別的當屬罌粟或櫻草類

草本的『蒴果』，這類的果實通常高高地長在植物上端，莖柔軟而有彈

▲ 原生於恆春半島和蘭嶼的「棋盤腳」
靠水流傳播。

▲ 靠風力傳播
的「槭樹」

有對輕盈的

翅果。

▲ 台灣特有種「台東蘇鐵」靠重力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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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它們會選擇天氣好、風力強的時候，

靠風力吹動蒴果而蓋子打開時，順勢把種

子甩飛出去，有時可甩數公尺遠，稱為

『間接風力傳播』。」

動物傳播分「夾帶」（或稱附著）和

「食物回饋」。「夾帶」型的種子通常長

有勾刺，例如俗稱「恰查某」的大花咸豐

草和俗稱「恰查埔」的疾藜草，相信只要

有爬山 、踏青經驗的人，都曾經幫它們傳

播種子。「食物回饋」的典型例子就是漿

果類，大多吞入肚子後再排泄出來而傳播

種子，例如百香果、西瓜、番茄等；另外

還有一些是會被帶到它處再慢慢吃的，例如龍眼、荔枝等核果類。

還有彈力型傳播，例如果實會「自爆」的鳳仙花，以及經過成熟或

外力碰觸產生爆炸，將種子彈出附在動物身上帶往他處，例如酢醬草。

蘭花種子與菌根菌

種子除傳播方式各顯神通外，發芽與成長過程有時也讓人驚嘆連

連。

以最受國人喜愛的蘭科植物為例，蘭科植物是地球上最多元的開花

植物，也是植物演化巔峰的代表。很多人以為蘭科植物都生長在人跡罕

至的深山幽谷，事實上台灣從平地到海拔3,000公尺左右的高山，都有

蘭蹤可尋。

全球的蘭花約2萬5千種，台灣約有400種，其中包括：「白花羊

耳蒜」、「紅衣指柱蘭」、「台灣香蘭」、「假囊唇蘭」、「流蘇豆

蘭」、「大蜘蛛蘭」等數10種台灣特有種。

「財團法人辜嚴倬

雲植物保種暨環境保護發

展基金會」蒐藏經理王義

富表示，蘭花的種子發芽

方式有：寄生、半寄生。

（另有「共生」的說法，

但菌類到底能不能獲得利

益，相關研究至今還不太

清楚，所以本文暫不討論

此發芽方式。）

寄生，完全靠寄主的

養分來生活；半寄生，自

己也有根系但通常不發達，所以要依靠寄主來補充養分。王義富強調：

「大部分蘭花幼年時都是寄生性的。」

令人感到好奇的是，蘭花種子的寄主是什麼？

王義富表示，世界上大部分蘭花的種子，多數都細如微塵，「蘭科

植物的種子非常小，通常介於0.5~2mm，重量為0.3~14ug，種子僅由

『胚』組成，位於中間區域，外被透明單層細胞的種皮。『胚』的發育

十分原始，只發育到『球狀胚』階段（globular embryo stage），沒有

子葉、胚根、胚芽，『胚』內貯藏的物質僅有少量的脂質、蛋白質及碳

水化合物。」

蘭花的種子似乎缺乏適當的代謝結構，無法利用「胚」內貯藏的

碳水化合物，加上缺乏「胚乳」（endosperm），而少了「胚乳」內的

營養種子就很難發芽，一般在自然的環境下需與「菌根菌」（通稱「蘭

菌」）進行共生才能促其發芽及小苗生長，很多蘭花的種子甚至只能在

▲ 陳志雄表示，台灣特有種植物分布狹隘、僅限
於特地山區等現象，都讓它們面臨滅絕危機。

▲ 王義富表示，真菌失去存活空間，導致人工
培育的蘭花幼苗重返山林時困難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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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菌根菌」存在時才能發芽生長，可見「菌根菌」在蘭科植物生長

史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蘭花的種子靠「菌根菌」侵入共生，然後吸收消化「菌根

菌」，用它的養分來成長，這階段的蘭花是行「異營性」（接受本

身體外的養分）的，到了蘭花長大，長出葉片，能自己行光合作用，

它對「異營性」的依賴就降低了。根據研究，「著生蘭」（指原生習

性為附生在樹木或岩石上的蘭花總稱）對「菌根菌」的依賴比「地生

蘭」（指原生習性為生長在土壤中的蘭花總稱，主要分佈在溫帶地

區，葉片較薄，根較細小，較不耐乾旱）低。

部分蘭花的種子已進化到可以「借助」泥土裡面的真菌

（Mycorrhizza）發芽。如果種子落到適合的環境，又剛巧受到真菌

的菌絲入侵，誤當為食物之際，就可以發芽了。種子若給特定的真菌

入侵，就可以反過來寄在真菌身上攝取用來發芽所需的營養，直至長

出可行光合作用的葉子（photosynthetic leaves）後，就會結束在真

菌身上寄生的日子。所以，大部分蘭花幼年時都是寄生性的，成長後

雖然能夠進行光合作用，但和真菌共生的關係依然存在。

然而，有些蘭花成長後還會維持幼年時期寄生的模式，那

樣就算沒有葉子進行光合作用也能生長。例如高級中藥材「天

麻」（蘭科赤箭屬Gastrodia），它們沒有可進行光合作用的葉子

（Photosynthetic leaves）和葉綠素，可說是「寄生」在「腐生性」

的真菌上。

重返山林困難重重

由於森林被大量砍伐、破壞，真菌失去存活空間，儘管生物科

技日新月異，人工培育過程中要找到蘭花和真菌的共生組合卻困難重

重，以台灣罕見原生種「粗莖鶴頂蘭」為例，台灣大學技正鄭誠漢，

在實驗室無菌播種繁殖了1,000多棵，陸續「出瓶」400多棵，無一

存活。很可能是沒有合適的共生真菌一起生活。

蘭花要重返山林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實驗室裡成功復育的小芽，

引回自然野地後不一定能存活。王義富強調：「有些蘭花必須靠特定的昆

蟲、老鼠、鳥類等授粉。」

例如有些蘭花需靠特定的蝴蝶授粉，這些蝴蝶以蘭花為幼蟲寄主植

物，雌蝶會將卵產在各種蘭花植株上，幼蟲孵化後，便以蘭花的嫩葉、根

尖組織或是花苞、花瓣等作為食物，所以這些蝴蝶的繁殖期與蘭花的花期

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不過由於蘭花在野外環境中逐年減少（環境遭破壞或人們不當採

集），使得這些特定蝴蝶的分布範圍也受限不再普遍，而其族群也受到蘭

花族群分布的影響，侷限於少數開發不嚴重的山區，根據研究，部分特定

蝴蝶近10幾年來沒有任何紀錄，可能已經從台灣的生態環境中永遠消失

了，而牠的食草（蘭科植物）沒有牠們授粉就不會結果，慢慢的也會在自

然中不見蹤影。

基因研究  保種大作戰

1992年公告的「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第一條中強調：「保護生物多樣性、持續利用其組成部

分，以及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遺傳資源而產生的惠益。」事實上，「確認

保護生物多樣性」已是全人類共同關切的議題，基因資源的保育也早在公

約公告前各國便已開始進行。

台灣作物保種計畫起步甚早，成立於1895年8月的「農業試驗所」，

100多年來致力於物種的保存，1990年成立「種原中心」，1994年「台灣

作物種原中心」正式成立，此外，林試所也保存樹木種原，特有生物研究

保育中心與國立自然博物館等單位也陸續保存野生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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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第一個研究基因保育的團隊2001年在農委會支持下成立，這個

團隊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大學、成功大學、屏東科技大學、台北

市立動物園、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備處等學校

和公務機關的學者專家們組成，以台灣的原生或稀有、特有的生物為保

育對象，研究最基礎的物種、族群的基因多樣性為目標。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李家維指出，地球植物滅絕的速度遠遠超

過學者的評估，以台灣為例，花蓮山區的「厚葉龍膽」剩不到100株、

台北的「烏來鳳尾蕨」不及50株，許多植物在野地已呈瀕絕狀態。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黃生表示：「物種為什麼會瀕危

以致滅絕？這個問題有許多思考的面相，當棲地破壞或消失時，物種自

然也會跟著消失；然而從族群遺傳的角度看，一個族群裡的個體小到一

個程度，族群內基因的傳遞，也就是遺傳下來的基因就會發生問題。」

黃生強調，這種危機發生在島嶼的機會特別大，不論是地理上的島

嶼或生態上的島嶼，小族群一旦基因僵化，下一步就是滅絕，像台灣這

樣的島嶼，許多已被限制在高山上的小族群，是不是已達基因僵化？是

個非常急迫的研究專題。

台灣擁有4,100種原生植物，其中至少1,069種是僅生長於此地的

特有種（endemic，泛指侷限生長於某一地理區域或特殊生育地的植

物），陳志雄表示，台灣海拔超過3,000公尺的高山地區，超過半數的

維束管植物是特有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龍膽科植物，28種原生種

類中有80%以上是只分布於台灣的特有種，為台灣原生植物之冠。

「其實這是有跡可循的，因為龍膽科植物的主要族群是溫帶或高山

植物，在台灣除了百金屬科（只有1種）分布在海邊外，其餘龍膽科植

物全都是山區植物，且大半種類被侷限隔離在少數幾個山頭，例如『伊

澤山龍膽』在雪山山脈、『高山龍膽』在玉山山脈頂峰附近、『高雄龍

▲  原生於台灣高屏一帶的
「厚殼鴨腱藤」有堅厚的

豆莢，大型而光滑的種子

常被作成工藝品。

膽』只在中央山脈南段的百岳上。」

龍膽科植物中又以龍膽屬（Gentiana spp.）是典型的高山植物，

在台灣共分布14個分類群，除了「台灣龍膽」也分布於中國華南一帶之

外，其餘13個分類群均為侷限分部台灣的特有種，而且部份種類分佈狹

隘、僅限於特地山區、不共域分布，陳志雄強調：「由於龍膽屬植物種

子數量不多，也沒有遠距離傳播的機制，加上高山生育地大多屬於流動

型崩塌地形，小族群容易受環境意外而消失滅絕，生長在台灣的高山植

物大多面臨這樣的威脅，都有一定程度的滅絕危機。」

除維護「生物多樣性」之外，國際間已展開多項植物保種計劃，

2000年英國倫敦皇家邱園（RBG, Kew Garden）啟動「千禧年種子銀

行」計劃；2008年挪威成立「斯瓦爾巴全球種子庫」（Svalbard Global 

Seed Vault），台灣也提供水稻、雜糧、蔬菜等1萬2千份種子作為世界

作物種原備份保存之用，這兩項計劃都希望在全球暖化、環境極度不穩

定的情況下，為植物留下一線生機。

物種，常因人為破壞或環境變遷而消失，充滿在我們生活中的「種

子」，何時會消失在自然環境中無從得知，種子保存最重要的目的是有

朝一日當人類發現某種作物具備用處時，仍然存在並可進行大量培植或

改良。

因此，保留種原的必要性，除立即價值及對無法預測的未來深具意

義外，也為後代子孫留下希望，讓他們的明天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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