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六、生態及地理分佈 

石竹亞科植物大部分分佈在北半球的溫帶至暖溫帶地區，石竹屬植物全世

界約有 300種，主要分佈於歐洲、亞洲，特別以地中海地區為分佈中心，少數分

佈在非洲。蠅子草屬植物全世界約有 700種，主要分佈於歐亞大陸（約有 600種），

少數分佈在非洲（約 40種）與北美洲（約 50種）。 

台灣產石竹亞科植物 14 個類群中，D. palinensis 、D. pygmaeus、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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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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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osamontana等 8個類群為台灣特有，特有的比例極高。其餘 6個非特有的類

群，D. superbus var. superbus、D. superbus var.longicalycinus、 S. aprica、S. 

baccifera 、S. firma與 S. fortunei var. fortunei，多為北溫帶地區的泛分佈種。各

物種之生態及地理分佈，分別由低海拔地趨向高海拔地區依次介紹如下： 

（1） 海濱地區至中海拔山區分布型 

分布在此區域內有 S. fortunei var. fortunei與 S. fortunei var. kiiruninsularis 兩

個分類群。S. fortunei var. fortunei在中國大陸主要分布於長江流域和黃河流域南

部，在台灣則零星分布於北部及東部沿海地區（圖 12-5B），包括桃園、台北、

基隆、宜蘭、花蓮、台東等海濱岩壁或草坡，少數分布於桃園泰崗及新竹大鹿林

道的岩壁。分布於海濱地區者，其花瓣多為白色，分布於山區者，其花瓣則為白

色至粉紅。S. fortunei var. kiiruninsularis僅見於基隆和平島附近（圖 12-6B），其

花瓣為白色、無撕裂狀。 

（2） 低至中海拔山區分布型 

海拔高度在 2,000 公尺以下，包括 D. palinensis、S. aprica、S. firma 與 S. 

fortunei var. bilobata。其中 D. palinensis為台灣特有，主要分布於桃園北部橫貫

公路巴陵附近及南投仁愛鄉春陽地區（圖 12-1A），生育地多為林緣路旁光線充

足的環境。S. aprica 與 S. firma廣泛分布於東北亞地區，包括俄羅斯、韓國、日

本、蒙古、中國大陸等地。台灣地區 S. aprica的採集記錄並不多，主要集中在南

投霧社、屯原及卡社一帶，另外花蓮天祥、屏東霧臺、苗栗通霄則各有零星採集

紀錄（圖 12-3B）。S. firma則為台灣新紀錄種，數量極少，僅在南投屯原、台中

佳陽至德基等地區有過採集紀錄（圖 12-4B）。S. aprica 與 S. firma形態極為相

 47



似，生育環境也幾乎一樣，喜愛林緣或林道旁光線充足的環境，筆者在屯原地區

發現兩種有共域分布的情形。S. fortunei var. bilobata 分布於全省低至中海拔地

區，包括花蓮天祥、台東利稻及紅葉、台中武陵至桃山及南投東埔等地區（圖

12-6A），其生育地多為開闊、光線充足的岩屑環境。 

（3） 中海拔山區分布型 

包括 D. seisuimontanus、D. superbus var. superbus、  D. superbus var. 

longicalycinus 、S. baccifera，除了 D. seisuimontanus為台灣特有種之外，其餘皆

為東北亞地區的泛分布種。 

D. seisuimontanus自 1941 年 Masamune發表新種以來，就只有幾個採集紀

錄，是台灣產石竹屬植物分布點最少的類群，僅分布於花蓮清水山及和平林道

2,000-2,400 公尺左右山區（圖 12-2A），其生育地為開闊、陽光曝曬的石灰岩崩

壁或岩屑環境。 

S. baccifera的分布範圍極廣，包括歐洲、俄羅斯、韓國、日本及中國大陸，

是典型的北溫帶雜草，在台灣廣泛分布於全島中海拔山區（圖 12-4A），通常長

在林緣附近、登山小徑或公路旁，多偏好半陰濕，但可照到陽光的生育地。 

D. superbus var. superbus與 D. superbus var.longicalycinus屬於北溫帶廣泛

分布的種類，在台灣則廣泛分布於中、高海拔山區（圖 12-2B、12-3A），生育地

為開闊、陽光充足的環境，通常長在登山步道或林道路旁，在較高海拔地區有時

會與玉山箭竹混生。由於兩者的分布範圍極廣，生長的環境變異頗大，其形態常

隨著海拔或生長環境的改變而略有不同。 

（4）高海拔分布型 

海拔分布在 2,800公尺以上山區，分布在此範圍的物種都是台灣特有種，包

括 D. pygmaeus、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 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及 S. formosamontana四個分類群，由於分布海拔高，冬季常會

降雪冰封，故地上部會枯萎，到春天雪融後才開始長出新葉，所以花期較晚，通

常在七月之後。 

D. pygmaeus是高海拔的類群中分布範圍較廣的（圖 12-1B），全島 3,000公

尺以上的地區皆有分布，其生育地主要為強烈陽光曝曬的岩屑地（如南湖圈谷、

雪山圈谷）或玉山箭竹草叢。D. superbus var. superbus有時亦會分布到 3,000公

尺左右的地區，且容易被誤認為是 D. pygma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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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 主要分布於玉山山脈（如八通

關）、中央山脈南段（如關山、塔關山、關山嶺山）及雪山圈谷（圖 12-7A），其

生育地多在 2,800公尺以上開闊而潮濕的山壁或岩屑崩壁；分布於雪山圈谷的族

群，其植株及花朵較小，花瓣顏色為粉紅色，筆者認為有可能是圈谷地區的日照

及風勢較強，生育環境不同所造成的變異；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主要

分布於雪山山脈（如大霸尖山至雪山沿線）與中央山脈中段（如合歡山、奇萊、

能高山）（圖 12-7B），分布於奇萊群峰的 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族群數

量極大，從一號成功堡至奇萊主北沿線極多，其生育地多為開闊而潮濕的山壁或

岩屑崩壁，有些會生長於鐵杉林緣的山壁或溪谷兩側。 

S. formosamontana 僅分布於中央山脈北段的南湖大山至中央尖山一帶，海

拔 3000公尺以上的地區（圖 12-5A），其生育環境於午後大多會起霧或降雨，故

植物體雖生長於看似乾燥的岩壁裂縫，實則水氣充足，加上其具有發達而深入岩

縫的塊根，故足以適應如此惡劣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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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 台灣產石竹亞科植物之地理分布 

A. D. palinensis; B. D. pygma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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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 台灣產石竹亞科植物之地理分布 

A. D. seisuimontanus; B. D. superbus var. super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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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3 台灣產石竹亞科植物之地理分布 

A. D. superbus L. var. longicalycinus; B. S. ap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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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4 台灣產石竹亞科植物之地理分布 

A. S. baccifera; B. S. fi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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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5 台灣產石竹亞科植物之地理分布 

A. S. formosamontana; B. S. fortunei var. fortun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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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6 台灣產石竹亞科植物之地理分布 

A. S. fortunei var. bilobata; B. S. fortunei var. kiiruninsul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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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7 台灣產石竹亞科植物之地理分布 

A. 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 B. 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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