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 

石竹科( Caryophyllaceae ) 全世界約有 80餘屬 2000多種，共分為指甲草亞

科 ( subfam. Paronychioideae Meisn ) 、繁縷亞科 ( subfam. Alsinoideae Fenzl )及

石竹亞科( subfam.Caryophylloideae ( Juss.) Rabeler & Bittrich )等，主要分佈在北

半球的溫帶和暖溫帶，少數在非洲、大洋洲和南美洲，地中海地區為分佈中心

( Bittrich, 1993 )。石竹亞科與其他兩亞科之區分特徵為：無托葉，下位花，萼片

5 枚癒合成筒狀或鐘形，花瓣五枚，長爪狀，多數種類具有雌雄蕊柄

（androgynophore），花柱離生。全世界石竹亞科約有 22屬一千三百餘種，其中

以石竹屬（Dianthus）與蠅子草屬（Silene）佔了絕大部分( Bittrich, 1993 )。 

根據第二版台灣植物誌（Flora of Taiwan）（Ying, 1996），台灣產石竹科共包

含 9屬 33個分類群，涵蓋上述三個亞科。指甲草亞科僅荷蓮豆屬（Drymaria）

一屬一種；繁縷亞科種類最多，分為漆姑草屬（Sagina）、無心菜屬（Arenaria）、

卷耳屬（Cerastium）、種阜草屬（Moehringia）及繁縷屬（Stellaria）共 18個分

類群；石竹亞科則包括狗筋蔓屬( Cucubalus )一種、石竹屬 ( Dianthus )三種一變

種一型及蠅子草屬( Silene )五種一變種等共 12個分類群。 

石竹亞科的部分屬間界定並不明確，尤其是蠅子草屬與其相近的類群之間，

歷來許多學者（Chowdhuri, 1957; Bittrich, 1993; Greuter, 1995; Oxelman & Lidén, 

1995; Tang, 1996; Zhou et al., 2001）對各屬的認定，以及屬下階層，如亞屬

（subgenera）或組（section）的見解互有異同。近年來許多學者採用分子生物學

與系統演化學（Phylogeny）的方法，又對這些類群的分類地位提出不同的見解，

Oxelman & Lidén（1995）根據 nrDNA的 ITS（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與 5.8S

基因片段建構蠅子草屬及相近類群的系統樹，得到的結果大致與目前以形態特徵

的分類處理吻合，但少部分則不同於現行的分類處理，研究中發現狗筋蔓屬

（Cucubalus）、剪秋羅屬（Lychnis）與女蔞菜屬（Melandrium）與蠅子草屬屬於

同一單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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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地區，劉（2001）曾針對台灣產繁縷亞科無心菜亞族做過分類研究，

但長久以來一直缺乏石竹亞科的系統性研究，歷來文獻除台灣植物誌或植物名錄

之記錄外，其餘大多是新種發表、物種合併等零散資料。石竹亞科在台灣最早的

採集紀錄，是Wilford於 1858 年所採的 Silene fortunei（Henry, 1896）。在台灣對

石竹亞科植物進行較詳細分類研究之學者首推 Hayata，他在 1908 年於台灣山地

植物（Flora Montana Formosae）新紀錄了 Dianthus superbus 與 Cucubalus 

baccifer；1913 年在台灣植物圖譜（Icones Plantarum Formosanarum）發表六個新

種：D. pygmaeus、S. morii、S. mushaensis、Melandrium morrisonmontanum、M. 

transalpinum 及 M. vesiculiforme，初步奠定了此分類群的分類基礎。1933 年

Hosokawa發表一變種 S. fortunei var. bilobata；1934 年 Masamune於熱帶農學會

誌發表一新種 S. kiiruninsularis，分別又於 1941與 1943 年在台灣博物學會會報

發表兩新種 D. seisuimontanus 與 D. taiwanensis。 Ohwi 於 1934 年發表一新種

M. glabellum，於 1943 年又將此新種改為變種階級 ( M. morrisonmontanum var. 

glabellum)，並將 M. morrisonmontanum、 M. transalpinum、 M. vesiculiforme合

併成 M. morrisonmontanum。1954 年 Masamune於台灣植物目錄中，將台灣地區

所有記錄過的類群做了簡單的整理及訂正。1974 年，Ohwi & Ohashi將台灣產女

蔞草屬（Melandrium）併入蠅子草屬 ( Silene )。Ying（1975a）於中華林學季刊

將開白色花之玉山石竹發表為新變種 D. pygmaeus var. albiflorus。 

第一版台灣植物誌（Liu & Ying, 1976 ）首度對石竹亞科做一較為完整之整

理與描述，共處理成三屬五種三變種，將 Masamune（1934）所發表的新種 S. 

kiiruninsularis 併入 S. fortunei；將 D. taiwanensis 改為變種 D. superbus var. 

taiwanensis；將 S. mushaensis併入 S. morii；將 D. pygmaeus var. albiflorus併入

D. pygmaeus，但文中遺漏 S. fortunei var. bilobata與 D. seisuimontanus。之後，Ying

分別於1980年及1984年將S. fortunei var. kiiruninsularis及S. morrisonmontana var. 

transalpina各處理成一變種。Ying（1987）在台灣高等植物彩色圖誌中發表一新

種 D. palinensis，模式標本採於桃園巴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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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台灣植物誌（Ying, 1996）與第一版相比，有了不小的更動，但依然

遺漏了 S. fortunei var. bilobata與 D. seisuimontanus。文中將這個類群劃分為三屬

九種二變種一型，新增一種 D. palinensis，並將 S. morrisonmontana var. transalpina

及 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提升為種階級（S. transalpina及 S. glabella），

將 S. fortunei var. kiiruninsularis 定為變種階級。台灣維管束植物簡誌（Yang et al., 

1997）與 Ying（1996）的處理幾乎相同，僅將狗筋蔓屬（Cucubalus）更改併入

蠅子草屬（Silene）。 

中國植物誌（Tang, 1996; Lu, 1996）將分佈於台灣的石竹亞科植物處理為三

屬六種一變種：(1)石竹屬：玉山石竹（D. pygmaeus）、長萼瞿麥（將 D. superbus 

var. longicalycinus 列為 D. longicalyx 之同物異名）；(2)蠅子草屬：蠅子草（S. 

fortunei）、玉山蠅子草（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禿玉山蠅子

草（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及台灣蠅子草（S. morii）；(3)狗筋蔓屬：

狗筋蔓（C. baccifer）。在新版中國植物誌（Flora of China）中，Lu & Turland（2001）

再增列巴陵石竹(D. palinensis )一種, Zhou et al. (2001)把台灣蠅子草（S. morii）併

入女蔞菜（S. aprica）中；將狗筋蔓屬（Cucubalus）併入蠅子草屬（Silene）。 (關

於台灣產石竹亞科植物學名沿革請參閱表一) 

經由上述可發現，各學者對台灣產石竹亞科植物之分類處理差異頗大，使

用的學名亦不一致，造成分類處理如此紊亂的原因，可能是歷年來分類學者所使

用的特徵並不是好的特徵，如葉形、葉片寬度、葉片上毛的有無、萼筒長度、花

瓣撕裂的深淺、花瓣顏色白或粉紅等等，其中大部分的特徵屬於連續性變異，這

些特徵可能會因為生育環境的不同而產生變異，所以在運用這些可能存在著變異

的特徵時，常會引起分類上的困擾，造成錯誤的判斷。另外，缺乏詳實的文獻收

集及模式標本的比對，致使少數分類群長期被遺漏，亦造成目前分類處理的不完

整。 

要解決台灣產石竹亞科的分類問題，除了更詳細的外部形態特徵觀察外，

廣泛地採集新鮮材料亦相當重要，尤其是存疑或具有變異的類群，到底其變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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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如何？存有變異的特徵能否作為適當的分類依據？另外，是否能找到以往

分類學者可能忽略的形態特徵，或採用更為細微的分類特徵，例如花粉及種子

的微細構造、染色體數目及形態等等，以作為分類處理的佐證。此外，對於非

台灣特有而形態上具有相當變異的類群，更要與鄰近大陸或日本地區的族群進

行比對，以釐清其變異範圍。 

目前台灣地區在石竹亞科花粉、種子及染色體方面的研究極少，故本研

究擬運用以上新的分類特徵來輔助研究之進行。 

花粉研究方面，Iwarsson（1977）認為花粉的形態，如孔蓋（operculum）

的結構、表面突起的形狀及分佈情形在種間具有差異，可用來作為種間的區

分。台灣地區石竹亞科植物的花粉研究極少，Huang（1972）利用光學顯微鏡

觀察了部分類群，並記錄了花粉直徑大小及形狀、萌發孔數目及大小等特徵，

僅對少數種類的紋飾有較詳細的描述。在光學顯微鏡下所拍得的照片，所有種

類形態大致相同，均為球狀至球狀多角形，但表面紋路並不清晰；另外，從花

粉直徑大小及萌發孔數上，在部分種間具有差異，但相近類群的變異範圍多所

重疊，差異並不明顯。Huang的研究並未涵蓋所有台灣產的石竹亞科類群，加

上當時所鑑定的種類與目前的分類處理出入頗大，且以光學顯微鏡觀察花粉僅

能得到簡單的初步資料，故為獲得更詳細的花粉表面特徵資料，以辨別各類群

間的差異程度及是否可用來作為分類依據，皆值得進一步利用電子顯微鏡做深

入的探討。 

種子方面，近代許多學者都提出種子外部形態是很好的分類特徵，Stace

（1989）認為石竹科的種子外部特徵變異極大，幾乎可以用在每個分類階層的區

分。Ladero（1999）研究一個蠅子草新雜交種時，發現新雜交種種子的各項特徵

介於兩親本種之間，是非常有用的一個鑑別特徵。以往台灣地區對於石竹亞科種

子的研究都僅止於提到大小、形狀或顏色等特徵，故對於種子的微細構造，值得

進一步利用電子顯微鏡做深入探討，以獲得更精細的特徵比較，來釐清相近類群

的分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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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學方面，石竹亞科染色體基數 X＝12, 15，少數 X=14, 17, 18, 19，部分

種類有多倍體的現象（Abdel-Bari, 1973; Ghazanfer, 1983; Weiss et al., 2002）。台

灣地區這方面的研究十分缺乏，已有的資料僅 D. pygmaeus為 n=15（Hsu, 1968）， 

S. fortunei var. fortunei 與 S. fortunei var. kiirunisularis為 2n=30(賴, 1999），故建立

台灣地區石竹亞科完整的染色體資料亦為本研究工作之一。 

生態及地理分佈方面，台灣產石竹亞科植物分佈範圍涵蓋全島，從海濱

地區至三千多公尺的高山岩屑地皆有分佈，但各類群間的生育環境各有異同。

對於特有的類群，生態環境的資料，可用以佐證分類處理的結果，供將來進一

步探討其可能演化機制的資料。 

綜上所述，台灣地區石竹亞科的分類問題，最大癥結在於以往之研究僅限於

傳統形態特徵描述，缺乏全面性的訂正，歷來各分類群合併及變種之處理是否合

宜，亦值得商榷。至於其他現代分類學者常用來作為分類依據的資料，例如花粉

及種子表面紋飾等微細構造及染色體的資料，均相當不足。本研究擬從野外實際

觀察、採集，並到各大標本館進行蠟葉標本之比對，再經由種子及花粉微細構造

的比較，加上染色體數目與生態資料的佐證，來釐清台灣產石竹亞科各類群的分

類地位，以做出合宜的分類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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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台灣產石竹亞科分類群學名沿革一覽表(續下頁) 

Wilford         Hayata Kudo &
Masamune 

Hosokawa Masamune Ohwi Masamune Ohwi Masamune

1858        
   
1908-1916 1932 1933

 
1934 1934 1936 , 1941 1943 1943, 1954

    
 D. pygmaeus* 

 
D. pygmaeus 
 

  D. pygmaeus 
 

 D. pygmaeus 
     

     

     
    

         

    
    

  

   
   

 D. seisuimontanus* D. seisuimontanus 
 D. superbus D. superbus   D. superbus  D. superbus 

var. superbus 
  D. taiwanensis* 
    

D. superbus
var. longicalycinus 

 S. fortunei  
 

S. fortunei 
 

S. fortunei
 

S. fortunei S. fortunei  
 S. kiiruninsularis* S. kiiruninsularis S. kiiruninsularis

 S. fortunei var. bilobata*  S. fortunei var. bilobata  S. fortunei var. bilobata 
 S. morii * S. morii     S. morii   S. morii 
 S. mushaensis* 

 
S. mushaensis   S. mushaensis  S. mushaensis 

    
 M. morrisonmontanum* M. morrisonmontanum M. morrisonmontanum M. morrisonmontanum 

var. morrisonmontanum
M. morrisonmontanum 

var. morrisonmontanum 
 M. transalpinum* M. transalpinum   M. transalpinum   
 M. vesiculiforme* M. vesiculiforme   M. vesiculiforme   
     M. glabellum* M. glabellum M. morrisonmontanum   

 var. glabellum 
M. morrisonmontanum     

 var. glabellum 
 C. baccifer C. baccifer    C. baccifer  C. baccifer 

        
D.: Dianthus; S.: Silene; M.: Melandrium; C. : Cucubalus; *表新種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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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台灣產石竹亞科分類群學名沿革一覽表(續上頁) 
Ohwi & Ohashi Ying Liu & Ying Ying Tang, Lu Ying Zhou et al., Lu & Turland Present study 
1974 1975a, b 1976 1980, 1984, 1987 1996 1996 2001 2004 
   D. palinensis*  D. palinensis D. palinensis D. palinensis 
  D. pygmaeus 

 
 D. pygmaeus 

 
D. pygmaeus   

     

     
     

    

  
    

       

  

      
        

  

   

       
 

       

D. pygmaeus
 

D. pygmaeus
D. pygmaeus 
 var. albiflorus* 

 

D. pygmaeus
  f. albiflorus 
 D. seisuimontanus

   D. superbus  
var. superbus 

 

 D. superbus  
var. taiwanensis 

 

D. superbus  
var. taiwanensis 

 

  

 D. longicalyx D. longicalyx   
 D. superbus  

var. longicalycinus 
D. superbus  

var. longicalycinus  D. superbus  
var. longicalycinus 

  S. fortunei  S. fortunei S. fortunei  
var. fortunei 
 

S. fortunei S. fortunei  
var. fortunei 

S. fortunei
var. kiiruninsularis 

 

S. fortunei 
var. kiiruninsularis

 

S. fortunei 
var. kiiruninsularis 
 

 

   S. fortunei  
var. bilobata 

  S. morii  S. morii S. morii S. aprica S. aprica 
  
 S. firma
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 
 

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

 

S. morrisonmontana 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 

 

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 

  S. morrisonmontana
 var. transalpina 

 

S. transalpina

S. morrisonmontan  
var. glabella 

S. glabella 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 

S. morrisonmontana S. glabella 
var. glabella 

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 

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 

  C. baccifer  C. baccifer C. baccifer S. baccifera 
 

S. baccifera 
S. formosamontana*

D.: Dianthus; S.: Silene; C. : Cucubalus;*表新種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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