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形態特徵 

歷來學者對石竹亞科的分類研究，在「屬」的階層上，主要以花柱數目、

蒴果開裂數目、花萼是否具連合縱脈、有無副花冠及種子形狀等作為區分的特

徵；「種」間的區別，蠅子草屬主要以花萼、花瓣、葉片形態、花序類型、植株

及花萼被毛類型做區分；石竹屬主要以植株大小、葉形、花萼形狀及長度、花序、

花瓣頂緣細裂情形、副萼片數、副萼片與花萼相對長度等作為區分特徵。 

以往台灣地區對這些類群的分類處理（Liu & Ying, 1976; Yang et al., 1997），

主要依據葉片大小及形狀、植株上毛的多寡及花的形態作為種間的重要區分特

徵，尤其著重花的各種特徵：如花瓣頂端裂之深淺、花瓣裂片的大小及形狀、花

色、瓣片基部是否有毛、副花冠的形狀等特徵，然而據筆者觀察，其中許多特徵

大多具有連續性變化，故以此作為主要分類依據，其結果極易造成混淆不清。 

本研究將台灣產石竹亞科植物處理成 14 分類群（表 2），分屬於 Dianthus

及 Silene 兩個屬，屬間界線清楚，不易混淆，但屬內種間則不易區分；其中石竹

屬五個分類群形態極為近似，且部分種類種內變異頗大，但在習性、植株大小及

形態、葉片形狀、花瓣裂片深淺等可比較出差異，不過，這些特徵均有一定的變

異範圍，應用上最好能綜合幾項的結果。蠅子草屬內九個分類群，依植株形態極

易區分為四群，分屬於四個不同的組，組內各分類群的區分，主要以花朵形態輔

以植株被毛情形即可區分。以下就台灣產的類群，依其習性、根、莖、葉、生殖

系統、花、果實及種子等特徵，分別加以討論： 

（一）習性： 

台灣產石竹亞科植物的習性，主要可分為兩種類型： 

1. 一年生草本：包括 S. aprica 和 S. firma，主要在秋冬時發芽，春季開花

時植株逐漸抽高至 70～130公分，五至八月果熟後隨即枯萎死亡。 

2. 多年生草本：又可區分為兩類： 

（1） 常綠性: S. baccifera為蔓性草本，S. fortunei多為直立或斜上生長，

基部多分枝，花期主要在夏至秋季；D. superbus的海拔分佈範圍極

廣，其生長、開花較無時間的限制，一年四季幾乎皆可見到其開花；

D. seisuimontanus植株粗壯、叢生，花期主要在夏至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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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台灣產石竹亞科植物學名與中名對照（依字母順序排列） 

 

Dianthus L. 石竹屬 

D. palinensis S. S. Ying 巴陵石竹 

D. pygmaeus Hayata 玉山石竹 

D. seisuimontanus Masamune 清水山石竹 

D. superbus L. var. superbus 瞿麥 

D. superbus L. var. longicalycinus (Maxim.) Will. 長萼瞿麥 

 

Silene L. 蠅子草屬 

S. aprica Turcz. 女蔞菜 

S.baccifera (L.) Roth 狗筋蔓 

S. firma Sieb. & Zucc. 堅硬女蔞菜 

S. formosamontana sp. ined. 蓬萊蠅子草 

S. fortunei Vis. var. fortunei 蠅子草 

S. fortunei Vis. var. bilobata Hosokawa 二裂蠅子草 

S. fortunei Vis. var. kiiruninsularis (Masamune) Ying 基隆蠅子草 

S. morrisonmontana (Hayata) Ohwi & Ohashi var. morrisonmontana 玉山蠅子草 

S. morrisonmontana (Hayata) Ohwi & Ohashi var. glabella (Ohwi) Ohwi & Ohashi 

禿玉山蠅子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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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落葉性 (deciduous): D. pygmaeus、  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  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 及 S. 

formosamontana為典型之高山多年生植物，春季時地下莖及頂芽

開始長新葉，夏至秋季開花，秋冬之後果熟而地上部漸枯萎。 

 

（二）根 

所有台灣產石竹亞科類群的根都是主根系，S. aprica 與 S. firma雖為 1至 2

年生的種類，但仍具有明顯粗大的主根；S. fortunei var. fortunei、S. fortunei var. 

bilobata、 S. fortunei var.kiiruninsularis 的根更有明顯木質化的現象； S. 

formosamontana則具有圓柱形膨大的塊根；S. baccifera、S. morrisonmontana、 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與所有台灣產石竹屬植物的主根較不明顯，有時會

在莖節上長出不定根。 

 

（三）莖 

台灣產的類群莖多為圓柱形，僅 S. aprica 與 S. firma的莖近四稜形有溝；

幾乎所有種類都會在節的位置稍膨大，有時會被相連的葉子基部包圍，D. 

seisuimontanus 在節處膨大極為明顯。絕大部分種類的莖都為草綠色，比較特別

的是 S. firma的莖常帶有暗紫色，D. seisuimontanus的莖表面有白粉（farinose），

與其他類群不同。莖的生長型式如下： 

1. 直立（erect）或向上斜生（ascending）：這是最常見的類型，其中 S. aprica 與

S. firma屬於單一主軸向上生長，通常不具任何分枝或自基部葉腋長出少數分

枝；S. fortunei var. fortunei 、S. fortunei var. bilobata、S. fortunei var. 

kiiruninsularis、S. formosamontana和石竹屬所有種類，植株基部多分枝，通

常成疏至密叢狀生長，莖接近直立或斜上生長（圖 1A）。 

2. 平伏（decumbent）：包括 S. baccifera、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 

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其地上莖柔弱細長，植株常附靠於其他植物

體或懸垂於峭壁裂隙，地下具有匍匐的根莖（rhizome），冬天時地上部枯萎

後以地下部位越冬，春天時會自末端長出新芽（圖 1B）。 

台灣產石竹亞科植物莖上被毛的情況，不同分類群有相當大的差異，主要

可分成幾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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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台灣產石竹亞科植物之生長型 

A. 直立或向上斜生（erect or ascending） 

B. 平伏生長（decub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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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光滑（glabrous）：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及所有石竹屬植物莖上皆為

光滑無毛。S. firma在其他地區被分成兩個變種，S. firma var. firma為光滑無

毛，S. firma var. pubescens則在莖、葉、花梗及花萼上多少被柔毛；台灣地區

所產 S. firma的莖及萼筒，部分個體為光滑，部分則會略被疏短柔毛。 

2. 短柔毛（puberulent）：蠅子草屬中大多數種類，莖上或多或少都會被短柔毛，

S. aprica 與 S. baccifera 全株密被逆向短柔毛；S. fortunei var. fortunei、S. 

fortunei var. bilobata、S. fortunei var. kiiruninsularis 常在老枝被短柔毛，新枝

或花梗無毛且會分泌黏液；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 與 S. 

formosamontana通常在植物體上部的被毛較下部的為密。 

3. 瘤狀突起（ tuberculate）或長硬毛（ hirsute）： 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與 S. formosamontana在莖

的表皮具瘤狀突起，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的瘤狀突起有時

會形成長硬毛。 

 

（四）葉 

本亞科植物之葉均為單葉、對生、全緣，幼葉或基生葉常與典型的莖生葉不

同，通常莖生葉較小，大部分種類有穩定的基本形態，少數類群在種內就有較大

的變異，會受到不同生育環境的影響而改變。本亞科植物的葉形可分成下列三種

類型： 

1. 線形、寬線形或線狀披針形：台灣產石竹亞科植物的葉片大多屬於線形至

披針形，先端通常漸尖，基部則略縮，包括所有 Dianthus 屬植物、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

S. formosamontana （圖 2. A-E, I, M, N）；S. aprica 與 S. firma的莖生葉部

分為線形或線狀披針形，但基生葉為倒披針形至匙形。 

2. 倒披針形至匙形：S. fortunei var. fortunei 、S. fortunei var. bilobata 、S. 

fortunei var. kiiruninsularis的葉形變化較大，一般為倒披針形，先端銳尖，

基部則漸縮成長柄。S. aprica 與 S. firma基生葉的長度可達到 7cm，寬度

可達 3cm，為台灣產石竹亞科中最大型者，其基生葉在花期時常枯萎（圖

2. F, H, 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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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台灣產石竹亞科植物之葉形 

A: D. palinensis; B: D. pygmaeus; C: D. seisuimontanus; D: D. superbus var. 

superbus; E: D. superbus var. longicalycinus; F: S. aprica; G: S. baccifera; H: 

S. firma; I: S. formosamontana; J: S. fortunei var. fortunei; K: S. fortunei var. 

bilobata; L: S. fortunei var. kiiruninsularis; M: 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 N: 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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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披針形：僅 S. baccifera屬於此類型（圖 2. G）。 

台灣產蠅子草屬植物葉片大多在靠近基部具緣毛，表面可能為光滑、具

毛或具疣狀顆粒，種間變異度較高，一般與莖的情況類似，但不盡然相同。

S. aprica葉片兩面均密被短柔毛，而S. firma則兩面皆光滑無毛。S. fortunei var. 

fortunei、 S. fortunei var. bilobata、 S. fortunei var. kiiruninsularis、 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與 S. 

formosamontana 之葉面於烘乾後明顯有疣狀小突起。台灣產石竹屬植物的葉

表面皆為光滑無毛，葉緣通常具細鋸齒，S. seisuimontanus 葉表面有白粉

（farinose），且葉片明顯較大、質感較硬，與其他類群明顯不同。 

 

（五）生殖系統（reproductive system） 

許多的文獻指出石竹亞科植物具有複雜的生殖系統（Desfeux et al.,1996; 

Collin & Shykoff, 2003），包括雌雄異株（dioecy）、雌花兩性花異株

（ gynodioecy）、雌花雄花兩性花異株（ trioecy）、雌花兩性花同株

（gynomonoecy）及兩性花（hermaphroditism）等，許多研究亦指出雌雄異株

的 S. latifolia 具有形態上明顯可區別的 X/Y 性染色體(Westergaard, 1958; 

Monéger, 2001)。要精確地描述石竹亞科植物中一個物種的生殖系統，經常是

很困難的，因為很多種類屬於 gynomonoecious-gynodioecious (Collin & 

Shykoff, 2003)的類型，即同時具有皆為兩性花的個體（ hermaphrodite 

individuals），和在兩性花個體上摻雜比例不一的雌花（gynomonoecious 

individuals）及單純只開雌花的個體(female individuals)。在蠅子草屬中，雌花

兩性花異株是很普遍的，而真正單純兩性花的種類可能並不如想像中多

（Desfeux et al.,1996），主要原因可能是雌花出現的比例較小而沒有觀察到或

描述時未區分。根據筆者在野外及溫室的長期觀察，台灣產石竹亞科植物中，

D. palinensis 、D. superbus var. superbus與 D. superbus var. longicalycinus即是

屬於 gynomonoecious-gynodioecious的生殖系統（圖 3. A-B）；由於D. pygmaeus

屬於高山植物，於溫室栽培後不再開花，故無法進行長期觀察以確定其生殖

系統，由野外觀察僅能得知其具有雌花兩性花同株的個體（gynomonoecious 

individuals）。蠅子草屬方面， S. fortunei var. fortunei(圖 4. E)、S. fortunei var. 

bilobata 與 S. fortunei var. kiiruninsularis屬於雌花兩性花同株（gynomonoe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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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台灣產石竹亞科植物花朵解剖圖(一) 

A: D. pygmaeus; B: D. seisuimontanus; C: 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 D: S. formosamontana.  

(A: female flower, B-D: hermaphroditic f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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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台灣產石竹亞科植物花朵解剖圖（二） 

A-C: S. aprica; D: S. firma; E: S. fortunei var. fortunei. (A: cleistogamous flower; 

B, D-E: hermaphroditic flower; C: female f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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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類型，雌花通常出現在花期的中、晚期，據筆者在野外及溫室的觀察，從

不曾觀察到單純的雌株。 S. aprica與 S. firma（圖 4. D） 在開花初期大多是

閉鎖花（圖 4. A），之後陸續出現的開放花中有些是兩性花（圖 4. B），有些

是雌花（圖 4. C）。台灣產蠅子草屬高山的類群中，據筆者的觀察，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圖 3. C）與 S. formosamontana（圖 3. 

D）皆為兩性花，僅觀察到 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具有雌花的個體，

且數量極少。 

 

（六）花序 

台灣產石竹亞科植物花序的基本類型為聚繖花序（cyme）（圖 5. A），但

隨種類不同而有許多變化，至於花序大小及花朵數目之多寡，除因種類而異

外，氣候條件及微棲地的養分供應亦是影響因素。可分成下列四種類型： 

1.複聚繖花序（compound dichasium）：花軸頂生一花，其下兩側各有對

生分枝，每一分枝再分出聚繖花序（圖 5. B），包括 S. aprica、S. firma、S. fortunei 

var. fortunei、S. fortunei var. bilobata 與 S. fortunei var. kiiruninsularis。S. aprica

與 S. firma的形態極為相似，但其花序明顯不同，S. aprica的花序較大而疏

鬆，小聚繖花序具有長短不一的小花梗，而 S. firma 因不具小花梗或小花梗

極短，故其小聚繖花序常密集簇生於葉腋及頂端。S. fortunei var. fortunei、S. 

fortunei var. bilobata 與 S. fortunei var. kiiruninsularis屬於較大型的密錐花序

（thyrse），其花軸分生出之小花梗，越接近下部者越長，每一小花梗再分生

成聚繖花序。 

2.單生花：包括 S. baccifera 及高海拔的 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與 S. formosamontana皆屬

於此類型（圖 5. C）， 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有時會在同一

花軸上出現 3至 8朵花。 

3.單歧聚繖花序（monochasium）：台灣產的類群大多屬於這種類型，有

時其花序軸分支一至數次成為複單歧聚繖花序（compound monochasium），有

時花數較少，僅餘兩朵成為單一單歧聚繖花序（simple monochasium），石竹

屬各類群皆屬於此類型。（圖 5.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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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台灣產石竹亞科植物之花序類型 

A. 聚繖花序 

B. 二歧複聚繖花序 

C. 單生花 

D. 單歧聚繖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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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苞片 

蠅子草屬與石竹屬植物皆具有一對披針形或線形的苞片；石竹屬植物另外

具有 2至數對副萼片（epicalyx），一般緊密排列於萼筒基部，其功能為保護萼筒，

防止花蜜被竊（Bittrich, 1993）。台灣產石竹屬類群的副萼片約二至五對，依種類

不同而異，D. pygmaeus多為兩對，其餘種類多為 2-4對，D. palinensis最多可達

五對，有些學者將副萼片數目列為種間的分類特徵之一，然據筆者觀察，台灣產

的種類副萼片數目並不穩定，如 D. palinensis之副萼片數為 2-5對，變異頗大。

副萼片形狀及大小亦為石竹屬內的一項重要分類特徵，有些種類外層副萼片和內

層副萼片會有差異，但台灣產各類群的內、外副萼片則差異並不大，多為卵形或

長圓形，頂端具長尖或短凸尖。 

 

（八）萼片 

石竹科花部的基本類型由外向內依序為：萼片（5）、花瓣（5）、外輪雄蕊

（3+2, 與萼片對生）、內輪雄蕊（5, 與花瓣對生）、雌蕊（5）。Decreane et al. (1998)

利用 SEM研究石竹科花部構造之發育，並與相近的商陸科（Phytolaccaceae）及

粟米草科（Molluginaceae）比較後，推測目前的五數排列實際上是由三數的原始

型衍生而來，原始兩輪萼片各一枚癒合而成五數，原始四輪三數的雄蕊則變形為

三輪五數的類型，雌蕊數亦由六變成五，而不同的種類在演化過程中各自有不同

的變化，這樣的變化在探討本科植物演化上具有重要的意義。石竹亞科植物皆為

五枚等大的萼片合生成筒狀-萼筒（calyx tube）；萼筒通常為淡綠色，但有少數種

類，如 D. pygmaeus、D. superbus var. superbus.、S. fortune var. fortunei 、S. fortunei 

var. bilobata、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 在向陽的一側常會呈現紫

紅色。蠅子草屬植物在萼片合生處具有明顯連合縱脈，而石竹屬植物則無，此為

兩屬間極大的區分特徵。在萼筒上端具有五萼齒，石竹屬植物通常為披針形，蠅

子草屬植物多為三角狀卵形或狹三角形， 所有種類萼齒均具有膜質，近乎透明

而具緣毛之邊緣。 

萼筒上被毛情形，一般與莖上情況類似，石竹屬植物皆為光滑無毛；蠅子

草屬植物中，S. aprica、S. baccifera與 S. formosamontana之萼筒皆密被短柔毛；

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在十條脈上具有硬毛，脈間則被稀疏短

柔毛；S. firma有時會被短柔毛；其餘種類則皆為光滑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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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產石竹亞科植物之萼筒依其形狀可分成三類： 

1. 圓管形：所有台灣產石竹屬植物皆屬於這一類型（圖 6. A-E），其中 D. 

pygmaeus之萼筒最短， D. superbus var. longicalycinus之萼筒較細長，此為

其學名之由來及與 D. superbus var. superbus之主要差異。 

2.棒狀長筒形：包括 S. fortunei var. fortunei、S. fortunei var. bilobata 、S. fortunei 

var. kiiruninsularis等三分類群（圖 6. J-L）。 

3.鐘形或倒圓錐形：包括 S. aprica 、S. beccifera、S. firma、S. formosamontana、

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與 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

等分類群（圖 6. F-I, M-N）。 

 

（九）雌雄蕊柄（androgynophore） 

大部分石竹亞科植物，尤其是萼筒較長的類群，在萼片和子房、花瓣、雄

蕊之間會有明顯的雌雄蕊柄，台灣的類群中以 S. fortunei var. fortunei、S. fortunei 

var. bilobata與 S. fortunei var. kiiruninsularis三者最長，約 2.2 cm；石竹屬及 S. 

aprica 、S. firma的雌雄蕊柄通常極短或近無。S. aprica的雌雄蕊柄略被柔毛，

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與 S. 

formosamontana則密被柔毛，其餘類群為光滑無毛。 

 

（十）花瓣 

石竹科植物之花瓣在發育上可視為一輪假雄蕊（Decreane et al., 1998），其

發育較雄蕊緩慢許多，石竹亞科植物皆具有五枚花瓣，位於雌雄蕊柄上端，花瓣

具長爪，有些種類在爪的兩側會延伸成翼（wings）的構造，花瓣頂緣通常二裂

或絲狀裂，稀全緣。花瓣形態是石竹亞科植物中在種階層的一項重要分類特徵，

台灣產石竹屬的種類中，花瓣頂緣大多深裂成細絲狀，僅 D. palinensis之花瓣為

淺裂；蠅子草屬的種類，花瓣頂緣多為二裂，而 S. fortunei var. fortunei的花瓣除

深二裂外，每個裂片更進一步呈撕裂狀條裂（參見圖 7）。 

蠅子草屬植物在花瓣變成爪或在收縮的基部具有兩片副花冠（coronal 

scales），副花冠之形狀依種類不同而異，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

與 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的副花冠大而明顯，約 2 mm寬，長橢圓狀四

邊形，頂端鋸齒緣，S. formosamontana的副花冠較小，約 1 mm寬，長橢圓形或 

 23



 
圖 6. 台灣產石竹亞科植物之萼筒形態 

A: D. palinensis ; B: D. pygmaeus ; C: D. seisuimontanus ; D:D. superbus var. 

superbus ; E: D. superbus var. longicalycinus ; F: S. aprica ; G: S.baccifera ; H: 

S. firma ; I: S. formosamontana ; J: S. fortunei var. fortunei ; K: S. fortunei var. 

bilobata ; L: S. fortunei var. kiiruninsularis ; M: 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 ; N: 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 

 24



 
圖 7. 台灣產石竹亞科植物之花瓣形態 

A: D. palinensis; B: D. pygmaeus; C: D. seisuimontanus; D: D. superbus var. 

superbus;E: D. superbus var. longicalycinus; F: S. aprica; G: S.baccifera; H: S. 

firma; I: S. formosamontana; J: S. fortunei var. fortunei; K: S. fortunei var. 

bilobata; L: S. fortunei var. kiiruninsularis; M: 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 N: 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 

 
 

 25



倒披針形；S. aprica 、S. firma 、S. fortunei var. fortunei、S. fortunei var. bilobata 

與 S. fortunei var. kiiruninsularis的副花冠則極小或不明顯。石竹屬植物無副花冠  

的構造，但在花瓣瓣片基部具有絲狀毛，Ying （1996）與 Yang et al.（1997）認

為絲狀毛之有無為區分 D. superbus var. longicalycinus 與 D. superbus var. 

taiwanensis的重要特徵之一，Ying（1987, 1996）並認為花瓣瓣片基部無絲狀毛

為 D. palinensis之重要特徵，然據筆者觀察發現，花瓣瓣片基部是否有絲狀毛的

特徵並不穩定，同一族群中有些個體明顯具有絲狀毛，有些則極少或無。 

台灣產石竹亞科植物的花瓣大多大而明顯，僅 S. aprica、S. firma 與 S. 

formosamontana花瓣較小，S. aprica、S. firma 的花瓣有時會不露出花萼，甚至

形成閉鎖花。花色方面，石竹屬植物的花瓣多為粉紅色，其中 D. pygmaeus通常

顏色較深，有時會到紅紫色，但偶而也會出現花瓣純白的個體，Ying（1975）曾

將開白花的 D. pygmaeus發表為新變種 D. pygmaeus var. albiflorus，但筆者認為此

為偶發性的變異，在野外並不會形成穩定的族群，而其他石竹屬植物亦可發現此

現象。蠅子草屬植物的花瓣大多為白色至紅色：S. aprica 、S. firma與 S. fortunei 

var. fortunei為白色或粉紅；S. fortunei var. bilobata主要為粉紅色，少數會變淡而

成白色；S. baccifera 與 S. fortunei var. kiiruninsularis 則單純為白色；S. 

formosamontana 為粉紅色，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 以紅色為

主，有時顏色會深到紅紫色，而 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以白色為主，僅

少數個體會略帶粉紅。 

台灣產的許多類群偶而或經常會出現雌花，有些雌花的形態與兩性花無

異，有些則會與兩性花不同，如 D. pygmaeus、D. superbus 與 D. superbus var. 

longicalycinus等有時雌花花瓣頂緣的絲狀裂會較淺；S. fortunei var. fortunei、S. 

fortunei var. bilobata與 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的雌花有時會較小，花瓣

也會較短。 

 

（十一）雄蕊 

石竹科植物的雄蕊數與花瓣數相同或為花瓣數之兩倍，若雄蕊數為花瓣數

之兩倍，則雄蕊的發育會分成內、外兩輪，外輪雄蕊通常較內輪高，也較早成熟，

若雄蕊數與花瓣數相同，則通常其內輪的五枚雄蕊會退化或完全喪失。 

石竹亞科植物多為雄先熟（protandry），可避免自花授粉；本亞科植物之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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蕊數皆為花瓣數之兩倍，但許多種類會有雄蕊退化或發育不完全的現象。台灣產

石竹屬植物的雄蕊發育，大部分皆可明顯分為內、外兩輪，每輪之五枚雄蕊有時

會出現高度不一的現象，反應其發育的先後順序，各枚雄蕊的成熟時間最大可間

隔一天之久。繁縷亞科植物雄蕊退化的情形極為常見（Decreane et al., 1998; 劉, 

2001），石竹亞科也有許多例子，Ying（1987）發表 D. palinensis 時即描述其具

有完全雄蕊 4-5枚，退化雄蕊 5-6枚。台灣產蠅子草屬植物雄蕊的發育，皆可分

為內、外兩輪，同一輪雄蕊的成熟時間皆相同，而兩輪之間則相差約一天左右。 

台灣產石竹亞科植物的花絲均細長，有些種類基部具有疏毛（如 S. aprica）；

花藥多為橢圓形，丁字著藥（versatile），兩室，內向縱裂，顏色為深淺不一的黃

色、粉紅色或紅紫色。 

 

（十二）雌蕊 

石竹亞科植物的心皮數目主要為 2、3或 5，Decreane et al.（1998）推測是

由 5心皮先退化成為 3心皮後，再進一步變成 2心皮；花柱的數目與心皮數相同，

花柱或長或短，先端通常捲曲或螺旋狀，內面為柱頭，具有毛狀小突起，部分種

類在幼果時宿存，花柱數目在分類上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但在某些類群存在屬

內變異，如蠅子草屬花柱數為 3或 5，故不能僅依賴這一個特徵作屬級的分類。

台灣產石竹亞科中，石竹屬花柱數為 2，蠅子草屬均為 3，Hayata（1913）在 M. 

transalpinum與 M. vesiculiforme的發表文獻中指出兩者的花柱數為 4，筆者亦曾

觀察到花柱數為四的 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及花柱數為 5的 S. 

aprica個體，其數量極少，猜測僅為偶發的變異。 

 

（十三）果實 

台灣產石竹亞科的果實以 S. baccifera最為特殊，成熟時為圓球形的黑色假

漿果，果皮為薄殼質，不規則開裂，本種自被發表以來，即以其特殊的果實形態

而將之獨立為狗筋蔓屬（Cucubalus），然而根據以分子資料所做的親緣關係研究

（Oxelman & Lidén, 1995; Desfeux et al., 1996; Oxelman et al., 1997）顯示，S. 

baccifera應併入蠅子草屬中較為合理。其餘種類皆為蒴果，通常在天氣乾燥時於

頂端開裂，雨天或潮濕情況下其裂齒會關閉；蒴果的裂齒數一般為花柱數（亦即

心皮數）之兩倍，但部分蠅子草屬種類會與花柱同數。台灣產的類群，裂齒數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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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花柱數之兩倍，石竹屬的蒴果皆為長圓柱形，蠅子草屬中 S. fortunei var. 

fortunei 、S. fortunei var. bilobata與 S. fortunei var. kiiruninsularis為長卵形，其餘 

的種類皆為卵形或近錐形（參見圖 8）。 

（十四）種子 

種子外部形態特徵在早期的分類研究經常不被重視，即使這項特徵通常具

有變異，而且相當穩定；1970 年代開始有一些學者在這方面投入研究，並獲得

具體成效，如今利用 SEM觀察種子形態已成為傳統分類研究不可或缺的部分，

而台灣地區以往則從未對石竹亞科植物的種子做過相關的研究。 

蠅子草屬的種子形狀一般為兩側稍扁的腎形或圓腎形，通常不對稱，種皮

細胞的基本形狀為長方形、橢圓形或不規則狀，邊緣與相鄰細胞相接處呈多分叉

狀或呈放射狀，分支長短不一，通常超過細胞寬度的一半，種皮表面具紋飾或小

瘤，稀具棘凸，有時平滑。台灣產本屬植物的種子形態變異極大，其表面紋飾各

具特色，可輕易區分大部分類群(參見表 3及圖 9-2～4)。種子形態最特異者為 S. 

baccifera，種子黑色、表面平滑並具光澤，僅約略可看出長方形的細胞形狀。S. 

fortunei var. fortunei、S. fortunei var. bilobata與 S. fortunei var. kiiruninsularis的種

子表面無突起，種脊平或具槽，與其他類群極容易區分，但三者在大小及紋飾上

幾無差異。S. aprica 與 S. firma 的種子圓腎形，屬於小型的種子，S. aprica的種

子，表面為瘤狀突起，長約 1.0-1.1 mm，而 S. firma 的種子略小，表面為棘突，

長約 0.8-1.1 mm。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 與 S. formosamontana 種子背脊具長棘突，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 為管狀長棘突，而 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 與 S. 

formosamontana 則為扁平長棘突；種子在發育時，常由於蒴果內空間不足的關

係，大部分種子背脊的棘突常被擠壓變形。 

石竹屬植物種子形態相較之下差異極小，並無法用以作為分類依據，其形

態為黑色，圓形或盾狀，兩面扁平，表面平滑，先端有尖突(參見表 3 及圖 9-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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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台灣產石竹亞科植物之蒴果形態 

A: D. palinensis; B: D. pygmaeus; C: D. seisuimontanus; D:D. superbus var. 

superbus; E: D. superbus var. longicalycinus; F: S. aprica; G: S.baccifera; H: S. 

firma; I: S. formosamontana; J: S. fortunei var. fortunei; K: S. fortunei var. 

bilobata; L: S. fortunei var. kiiruninsularis; M: 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 N: 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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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台灣產石竹亞科植物種子形態研究材料及證據標本資料 

 

分類群 長（mm） 寬（mm） 形狀 採集地點 證據標本 圖 

D. palinensis 2.3～3.0   1.4～2.0 ovoid 桃園：巴陵 Z.W.Lee 009 (TNU) 9-1. A, B

D. pygmaeus 1.9～2.7 

 

 

 

 

 

 

 

 

 

   

   

 

1.2～1.9 ovoid 台中：南湖大山 Z.W.Lee 798 (TNU) 9-1. C, D 

D. seisuimontanus 2.0～2.7 1.2～2.1 ovoid 花蓮：和平林道 Z.W.Lee 492 (TNU) 9-1. E, F 

D. superbus var. superbus 1.7～2.6 1.1～1.9 ovoid 南投：屯原 Z.W.Lee 489 (TNU) 9-1. G, H 

D. superbus var. longicalycinus 2.0～2.7 1.4～2.3 ovoid 高雄：天池 Z.W.Lee 462 (TNU) 9-2. A, B 

S. aprica 1.0～1.1 0.8～0.9 reniform 南投：屯原 Z.W.Lee 123 (TNU) 9-2. C, D 

S. baccifera 1.4～1.6 1.2～1.3 reniform 苗栗：大鹿林道 Z.W.Lee 126 (TNU) 9-2. E, F  

S. firma 0.8～1.1 0.7～0.9 reniform 南投：屯原 Z.W.Lee 488 (TNU) 9-2. G, H 

S. fortunei var. fortunei 1.5～1.8 1.2～1.3 reniform 新竹：泰崗 Z.W.Lee 910 (TNU) 9-3. A, B 

S. fortunei var. bilobata 1.0～1.2 0.8～1.0 reniform 台東：利稻 Z.W.Lee 212 (TNU) 9-3. C, D 

S. fortunei var. kiiruninsularis 1.1～1.3 0.9～1.1 reniform 基隆：和平島 Z.W.Lee 006 (TNU) 9-3. E, F  

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 

1.4～2.1 1.1～1.7 reniform 台東：關山嶺 Z.W.Lee 465 (TNU) 9-4. A, B 

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 

1.2～2.0 1.1～1.5 reniform 花蓮：武嶺 Z.W.Lee 356 (TNU) 9-4. C, D 

S. formosamontana 1.1～1.5 0.9～1.2 reniform 台中：南湖大山 Z.W.Lee 802 (TNU) 9-4.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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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  台灣產石竹亞科植物之種子形態 

A.B. D. palinensis;  
C.D. D. pygmaeus;  
E.F. D. seisuimontanus;  
G.H. D. superbus var. super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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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  台灣產石竹亞科植物之種子形態 

A.B. D. superbus var. longicalycinus;  
C.D. S. aprica;  
E.F. S. baccifera;  
G.H. S. fi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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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3  台灣產石竹亞科植物之種子形態 

A.B. S. fortunei var. bilobata;  

C.D. S. fortunei var. fortunei;  

E.F. S. fortunei var. kiiruninsul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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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4  台灣產石竹亞科植物之種子形態 

A.B. 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 ;  

C.D. 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 ;  

E.F. S. formosamont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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