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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形態特徵 

當歸屬植物為多年生直立草本；具粗大主根，莖中空；全株不被毛至被長柔

毛；一回至三回羽狀複葉，末羽片常三出或呈具明顯下延之三出裂葉，葉柄基部

膨大特化成鞘狀；繖形花序頂生或側生，花序常由退化之囊狀葉鞘包覆；苞片多

數，常早落，最小單位花序下常具小總苞，小苞片數量缺如至多枚，線形至橢圓

形(圖 1)；萼齒缺如或 5 枚，三角形至卵形；花瓣白色至紫色，呈卵形至橢圓形，

先端漸尖且向內反折；子房卵形至長橢圓形，花柱基呈圓錐狀；果實背上果肋細

絲狀，側生木質化果肋寬大成翼，約與果實寬度相同；果實成熟分裂成分果，由

果柱相連於腹側花柱基之下；1~3 條油脂腺於分佈於背側肋間，癒合面則具 2~8

條；種子背腹向壓扁，於腹面略為內凹。 

在本屬以往的分類研究中(Liu et al., 1961; Yen et al., 1965; Liu & Kao, 1977; 

Hiroe, 1979; Kao, 1993; Pan & Watson, 2005) ，多以小葉回數、小葉葉形、葉質地、

植株大小、葉上毛被物程度及花序中小花數目等，做為種區分的主要特徵。就標

本及野外觀察，上述特徵具有連續性的變異，而部份特徵在各類群間重疊情況明

顯，不適用於全屬。另外有部份學者利用其化學成份分析法(e. g., Fujita, 1962)、

血清分類法(e. g., Shneyer et al., 2003)、染色體核型(e. g., Zhang et al., 2005a)、葉

柄維管束排列(e. g., Zhang et al., 2005b)及花粉表面紋飾(e. g., Pu et al., 2004; 

Chen, 2007)等，進行物種鑑定及探討其演化趨向。本研究中參考前人研究所使用

之分類特徵外，另就植物體各部份進行詳細觀察，比較結果發現，在植株外部特

徵中，以植株毛被類型、葉脈凹入與否、萼齒形態、小苞片形態、花藥顏色、油

脂腺之數量及果實形態等特徵，皆穩定且清楚可分，因此本研究將著重於上述特

徵作為當歸屬分類之依據。另外也觀察染色體數目及花粉紋飾作為分類之輔助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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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臺灣產當歸屬花序特徵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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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被物 

在檢視大量標本後，發現各毛被物在植物體各部位之形態大致相似，被

毛可見於植物體各部位，其中位於葉柄(petiole)、小葉柄(petiolue)、葉鞘及

莖這些部位上，被毛之有無以及毛被物類型具有種間差異，可作為區分部份

種類依據。至於花梗(peduncle)及小花梗(pedicel)上則均被毛，但毛的類型不

同，另外，在各分類群中可見長粗毛(hirsute)環狀排列於小葉軸基部；在毛

被物類型上，可分為： 

(一) 植株上毛被物 

1. 光滑(glabrous) 

本屬中 A. aleensis (圖 2A)、A. morii 及 A. tarokoensis (圖 2B)，

在植株之莖上、葉柄均無被毛，呈現光滑之情況。 

2. 柔毛(velutinous) 

柔毛由單列之多細胞所構成，在顯微鏡下可觀察到明顯細胞分

節，本屬中 A. dahurica var. formosana (圖 2C)、A. morrisonicola (圖

2D)及 A. pubescens (圖 2E) 於葉柄及小葉柄上均被有柔毛，其形態

隨著葉片年紀而改變，主要由原來之白色柔毛轉變成褐色的蜷毛，

特別的是 A. morrisonicola 在葉鞘及莖上柔毛於一開始生長時就常

呈現紫色，同樣也會隨植株年紀而出現蜷曲的情況，此外，在植株

成長過程中，毛被物易受外力折損，因此其被毛程度會逐漸減少。 

3. 短剛毛(hispid) 

短剛毛形態呈一細長錐體，在顯微鏡下觀察細胞間分節不明

顯，本屬僅 A. hirsutiflora (圖 2F)全株上被短剛毛，而毛被物在生

長過程中逐漸掉落，因此在較近基部之莖上會出現無被毛之情況。 



15 
 

 
圖 2.臺灣產當歸屬植物被毛情況 
光滑 
A. A. aleensis（屏東：阿禮） 
B. A. tarokoensis（花蓮：清水山） 
柔毛 
C. A. dahurica var. formosana（臺北：大屯山） 
D. A. morrisonicola（南投：能高） 
E. A. pubescens（南投：能高） 
短剛毛 
F. A. hirsutiflora（臺北：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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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葉表面毛被物 

本屬植物葉上毛被物之形態可分為下列三類： 

1. 光滑(glabrous) 

小葉上下表面不被毛，僅於老葉上表面基部葉脈上，被有少量

之剛毛，此類物種有 A. morii。 

2. 柔毛(velutinous) 

毛被物為單列細胞所組成，在顯微鏡下可觀察到細胞間有明顯

收縮分節的情況；小葉上下表面之葉脈上均被毛，葉下表面分佈較

多且濃密，毛被可由主脈分佈至四級脈上，在主脈上較長，長度隨

著脈的級數下降，另外在觀察中也可發現在小葉較小的植株中，毛

被程度有較密的情況發生，大部份毛被物隨著植株生長年紀而轉變

成褐色卷曲狀，此類物種有 A. dahurica var. formosana、A. 

morrisonicola 及 A. pubescens。 

3. 短剛毛(hispidulous) 

小葉上下表面葉脈被剛毛，主要分佈於主脈及二級脈上，於葉

片展開時，主脈基部即可發現短剛毛分佈，之後剛毛長度隨葉片年

紀而增加，在老葉片可長至長粗毛之形態(hirsute)，此類型態之物種

有 A. aleensis、A. hirsutiflora 及 A. tarokoensis。 



17 
 

(三)小花梗毛被物  

本屬物種在總花梗及小花梗上均具單列細胞構成之毛被物，部份類群在形態

上及密度均有差異，可分為： 

1、 柔毛(velutinous) 

肉眼可見，與莖上及葉上毛被物之形態相似，但明顯較短；在本屬物種

中僅 A. dahurica var. formosana (圖 3A3)為此一類型。 

2、 長粗毛(hirsute) 

肉眼可見，在本屬植物中僅 A. hirsutiflora (圖 3B3)為此一類型。 

3、 短粗毛(scabrescent) 

部份物種無法直接以肉眼觀察，在解剖顯微鏡下可觀察到毛被物短，外

型如錐體，表面具有條紋狀紋飾，由形態及細胞排列尚可細分成： 

(1) 基部單一細胞組成，膨大，上端細長，外形略似細長錐體，稀被於柄上，

數量稀少，本屬物種 A. aleensis (圖 3C3)及 A. tarokoensis (圖 3D3)屬於此

一類型。 

(2) 基部單一細胞組成，膨大，由基部向末端漸縮，外型略似一錐體，細胞

間略收縮成節，本屬物種 A. morii (圖 3E3)及 A. pubescens (圖 3F3)屬於此

一類型。 

(3) 基部由 4-5 細胞組成，明顯膨大，外型如扁圓錐形；本屬物種 A. 

morrisonicola (圖 3G3)屬於此一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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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子房外壁毛被 

形態類似總花梗或小花梗上毛被物，但略短；由子房外壁被毛狀態分為下列

數種類型： 

1、 光滑無毛(glabrous) 

A. aleensis (圖 3C1-C2)、A. morii (圖 3E1-E2)、A. pubescens (圖 3F1-F2)

及 A. tarokoensis (圖 3D1-D2)屬於此類型，其中 A. aleensis 偶見短粗毛。 

2、 子房外壁被毛 

在臺灣當歸屬中，A. dahurica var. formosana、A. hirsutiflora 及 A. 

morrisonicola 於子房上被毛，三者之形態各異，分述如下；隨著子房發育

成為果實，毛被物受到外力折損而脫落，前二者在之成熟果實仍可見稀疏

毛被物，但在 A. morrisonicola 之果實上則呈光滑無毛的情況。 

(1) 柔毛(velutinous) 

由單列細胞組成，細胞間略收縮分節，外型略似指狀，表面具

有點狀至線形突起，基部由三至四個細胞組成，密被於子房外壁，

隨著子房的發育而逐漸增加長度；在本屬物種中僅 A. dahurica var. 

formosana (圖 3A1-A2)為此一類型。  

(2) 長粗毛(hirsute) 

毛被物長直，由 2-3 個細胞組成，細胞拉長，彼此間收縮不明

顯，表面不具突起，密被於子房外壁；在本屬物種中僅 A. hirsutiflora 

(圖 3B1-B2)為此一類型。 

(3) 短粗毛(scabrescent) 

毛被物短，於基部明顯膨大，由 4-5 細胞組成，外型如扁圓錐

形；本屬物種 A. morrisonicola (圖 3G1-G2)屬於此一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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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當歸屬植物在子房及小花梗上之毛被類型在分類群內穩定清

楚，而在分類群間有明顯差異，可作為分類之依據，各類群毛被物類型參考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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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臺灣產當歸屬植物子房(1-2)及小花梗(3)被毛情況 SEM 圖 

A：A. dahurica var. formosana (臺北：大屯山；H. H. Chen 367) 
B：A. hirsutiflora (臺北：富貴角；H. H. Chen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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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臺灣產當歸屬植物子房(1-2)及小花梗(3)被毛情況 SEM 圖（續） 

C：A. aleensis (屏東：阿禮；H. H. Chen 566) 
D：A. tarokoensis（花瓣未脫落）(南投：能高；H. H. Chen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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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臺灣產當歸屬植物子房(1-2)及小花梗(3)被毛情況 SEM 圖（續 1） 

E：A. morii (南投：鳶峰；H. H. Chen 38) 
F：A. pubescens (南投：能高；H. H. Chen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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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臺灣產當歸屬植物子房(1-2)及小花梗(3)被毛情況 SEM 圖（續 2） 

G：A. morrisonicola (南投：能高；H. H. Chen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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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臺灣產當歸屬花部毛被形態比較表： 

分類群 子房 小花梗 

A. aleensis 
稀被短粗毛， 

基部單一細胞，末端細長 

短粗毛， 

基部單一細胞，末端細長 

A. dahurica var. formosana 直絨毛 直絨毛 

A. hirsutiflora 長粗毛 長粗毛 

A. morii 光滑 
短粗毛， 

細胞間略收縮,基部單一細胞 

A. morrisonicola 
短粗毛， 

基部由 4-5 細胞組成 

短粗毛， 

基部由 4-5 細胞組成 

A. pubescens 光滑 
短粗毛， 

細胞間略收縮成節, 基部單一細胞 

A. tarokoensis 光滑 短粗毛，末端細長 

 

本研究發現葉片上毛被程度穩定性低，會隨植株微棲地因子或葉片年紀而改

變，生長於陽光直射環境中的植株，小葉較小，此外葉片在尚未完全生長展開前，

也會產生同樣密被毛的情況；而植株上毛被程度也會因微棲地物理環境產生改

變，以 A. dahurica var. formosana 為例，野外植株在小葉、葉柄、莖及葉鞘上密

被柔毛，但在移至溫室中栽植後，除了小葉面積減小外，小葉及葉鞘上毛被減少，

而在葉柄、莖上幾乎僅被稀毛；相反的，毛被物形態不論在乾燥本或新鮮植株均

相當穩定，且在植株上之各部位毛被相似，但在分類群間又明顯可區分，故可提

供作為分類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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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葉部特徵 

本屬植物葉互生，除了 A. tarokoensis 為一至二回羽狀複葉外，其他六個分

類群均屬於二回至三回三出羽狀裂葉至複葉，末回羽片之頂生小羽片常為橢圓形

且具明顯下延翼構造，小葉葉柄短，葉基楔形(cuneate)，小葉基生葉及莖生葉之

小葉的有明顯差異，在野外觀察中發現小葉的形態易因受環境因子之影響，而使

其在厚度、被毛程度上有明顯的改變，常在同一植株中就可觀察到變異存在。 

(一) 小葉形狀 

本屬植物小葉形狀為橢圓形、卵形至披針形，葉緣均具鋸齒，小葉形狀

可以區分為下列類型： 

1. 橢圓形 (elliptical) 

其特徵在於小葉最寬處位為中央，屬於此類之分類群有 A. dahurica 

var. formosana (圖 4A1-A4)、A. morrisonicola (圖 4C1-C8)及 A. pubescens 

(圖 4B1-B4)等三個分類群；A. dahurica var. formosana 小葉先端銳尖

(acute)，葉緣鋸齒狀(serrate)至重鋸齒(doubly serrate)，部份為微波狀

(undulate)；A. morrisonicola 之基生葉小葉先端銳尖至鈍尖(obtuse)，葉

緣細鋸齒狀(serrulate)，而莖生葉之小葉，先端漸尖(acuminate)，葉緣鋸

齒狀至缺刻狀(incised)；A. pubescens 小葉先端銳尖，葉緣鋸齒狀至重鋸

齒，其頂生小羽片之小葉中央明顯較寬，略呈菱形(rhombic)，此一特徵

可與 A. dahurica var. formosana 區分，後者之頂生小羽片略呈倒卵形。 

2. 卵形(ovate) 

此一類型小葉最寬處位於基部三分之一處，長寬比約 2/1-3/1，屬

於此一類型的有 A. hirsutiflora (圖 4E1-E4)及 A. morii (圖 4D1-D4)等二

分類群，A. hirsutiflora 小葉闊卵形(widely ovate)，先端鈍尖(obtuse)，邊

緣深波狀(sinulate)，具鈍鋸齒(crenate)，在不同族群間可觀察到波浪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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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異，三貂角族群之葉緣波浪較石門族群明顯；A. morii 之小葉變異

大，主要以卵形為主，先端漸尖，葉緣可由鋸齒狀至深裂片狀(lacerate)，

而在深裂之小葉類型，小葉常形成不等邊五角形之形態，此一多變的小

葉形也常造成物種的錯誤鑑定。 

3. 披針形 (lanceolate) 

此一類型小葉最寬處位於葉片基部，先端漸尖，葉緣鋸齒狀，長寬

比約 3/1-6/1，此一類型之物種有 A. aleensis (圖 4F1)及 A. tarokoensis (圖

4G1-G2)等二分類群；較特別的是 A. tarokoensis 之葉緣具有明顯之軟骨

邊構造(cartilaginous–margined)，此一特徵可明顯的和臺灣產當歸屬其餘

物種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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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臺灣產當歸屬植物小葉形狀 

A1-A4：A. dahurica var. formosana：大屯山 

B1-A4：A. pubescens：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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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臺灣產當歸屬植物小葉形狀（續 1） 

C1-C8：A. morrisonicola；C1：雪山；C2-C4：南湖大山；C5-C8：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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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臺灣產當歸屬植物小葉形狀（續 2） 

D1-D12：A. morii；D1-D4：大霸尖山；D5-D9：能高；D10-D11：南橫； 

D12：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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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臺灣產當歸屬植物小葉形狀（續 3） 

E1-E4：A. hirsutiflora；E1-E2：三貂角；E3：龜山島；E4；綠島 

F1：A. aleensis 

G1-G2：A. tarokoensis：清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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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葉質 

臺灣產當歸屬植物之葉質可區分成以下幾種類型： 

1. 革質 (coriaceous) 

臺灣產當歸屬物種僅產在海濱之類群-A. hirsutiflora 屬於此一類

型。 

2. 亞革質 (subcoriaceous) 

屬於此一類型之物種有 A. morii、A. morrisonicola 及 A. tarokoensis

等三分類群，唯在少數較開闊棲地，陽光及強風均會使葉片加厚，此時

葉質較硬。 

3. 紙質 (chartaceous) 

此一類型小葉薄，而葉上下表面略粗糙，屬於此類葉質的有 A. 

aleensis、A. dahurica var. formosana 及 A. pubescens 等三分類群。 

 

(三) 葉脈突出與否 

三級脈或四級脈為突出或凹陷在本屬中為相當穩定特徵，可分為二種類型： 

1. 葉脈突出 

此類型葉脈由主脈（一級脈）至游離脈（四級脈）均突出葉面，屬

於此一類型的有 A. aleensis、A. dahurica var. formosana、A. pubescens

及 A. tarokoensis 等四個分類群。 

2. 三級脈以下凹陷 

此類型葉脈由主脈（一級脈）至側脈（二級脈）突出葉面，三級脈

以下凹陷葉肉，屬於此一類型之物種有 A. hirsutiflora、A. morii 及 A. 

morrisonicola 等三分類群。 

本屬植物之小葉形態變異大，同株個體之小葉大小即有彼大差異，加上



32 
 

不同的微棲地，使得其變化更為多端，若僅用小葉葉形不易區分，惟若加入

小葉被毛與否及小葉葉脈凹入與否等特徵，則較能區別不同類群；舉例來

說，A. morrisonicola 若生長在開闊坡地上，其莖生葉之小葉縮小，雖小葉呈

橢圓形，但先端銳尖，常易和小葉披針狀之 A. morii 造成混淆，二者在葉部

形態上的主要區分在於 A. morrisonicola 小葉上下表面被長毛，而 A. morii 僅

在老葉葉脈上具短粗毛。 

另外，毛被物密度及葉質常隨棲地不同而有變異，不易利用葉質或被毛

與否等單一特徵進行區分，但在結合多項特徵後，即可有效的區分不同分類

群。舉例來說，A. morrisonicola 及 A. pubescens 於能高越共域分佈，二者葉

質相近，且均被毛，同樣地，若以單一特徵進行比對，將無法進行區分，必

須結合葉質、葉脈凹陷或凸起始可區分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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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苞片及小苞片 

苞片及小苞片在繖形科中是相當重要的分類特徵，其數量及形態在分屬或分

種上都是一重要的依據。可分為在繖形花序下總苞(involucres)的苞片(bract)，及

在最小單位花序下小總苞(involucel)中的小苞片(bracteole)(圖 1)；在臺灣產當歸

屬植物中，總苞苞片多缺如或早落，且包覆於退化的囊狀葉鞘中，不易觀察，因

此分類上主要著重於小苞片之數量及形狀（表 5）。 

本屬植物小苞片之數量可分為： 

1. 0-4 枚 

屬於此一類型的有 A. dahurica var. formosana (圖 5A，1 – 4 枚)、A. morii

（圖 5B，0 – 4 枚)及 A. pubescens (圖 5C，0 – 2 枚)。 

2. 5-6 枚 

本屬中僅 A. aleensis (圖 5G，約 6 枚)屬於此一類型。 

3. 10 枚以上 

屬於此一類型的有 A. hirsutiflora (圖 5F，約 12 枚)、A. morrisonicola 

(圖 5D，約 10 枚)及 A. tarokoensis (圖 5E，約 10 枚)等三類群。 

 

由外形上可分為： 

1. 線形(linear) 

小苞片外形細長，長寬比約在 6/1-12/1，其主脈不明顯，屬於此一

類型之分類群有 A. dahurica var. formosana (圖 5A)、A. morii（圖 5B)、

A. pubescens (圖 5C)及 A. morrisonicola (圖 5D)等四類群，其中 A. morii

光滑不被毛；而 A. dahurica var. formosana 小苞片末端會出現類似小羽

片之片狀構造，並具有多條脈，形態特殊。 

2. 狹長三角形(narrowly-triangular) 

此類型小苞片長寬比約在 3/1-6/1，被毛，具明顯主的主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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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ensis (圖 5E)及 A. tarokoensis (圖 5F)屬於此一類型，前者小苞片具白

色的毛緣，後者光滑無毛被；另外，A. tarokoensis 之小苞片尖端常呈紫

色。 

3. 橢圓形(elliptical) 

此類型小苞片長寬比約在 2/1-3/1，被毛，且具有明顯的主脈狀及

側脈構造，小苞片具白色的毛緣，僅 A. hirsutiflora (圖 5G)屬於此一類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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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臺灣產當歸屬植物小苞片形態 
線形： 
A. A. dahurica var. formosana（臺北：大屯山） 
B. A. morii（南投：鳶峰） 
C. A. pubescens（南投：能高） 
D. A. morrisonicola（南投：能高） 
橢圓形： 
E. A. hirsutiflora（臺北：富貴角） 
窄長三角形： 
F. A. aleensis（屏東：阿禮） 
G. A. tarokoensis（花蓮：清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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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臺灣產當歸屬植物小苞片數目及形狀： 

分類群 小苞片數量 小苞片形狀 被毛與否 

A. aleensis 4 - 6 narrowly-triangular velutinous 
A. dahurica var. formosana 1 - 4 linear velutinous 
A. hirsutiflora ca. 12 elliptical velutinous 
A. morii 0 - 4 linear glabrous 
A. morrisonicola ca. 10 linear glabrous 
A. pubescens 0 ~ 2 linear velutinous 
A. tarokoensis ca. 10 narrowly-triangular glabr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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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花部特徵 

本屬物種之花部形態相似，均具 5 枚卵形至橢圓形花瓣，花瓣先端漸尖

且向內反折，顏色由黃綠至白；萼齒 5 枚；子房光滑至被有短剛毛；而花柱

基及柱頭長度會隨果實發育而有所改變(圖 6)，因此在以往的臺灣產本屬植

物分類研究中很少使用花部特徵，然而在本研究中發現在花部上仍有部份特

徵相當穩定且明顯，此類特徵分別為萼齒、花藥及花柱基變色與否。 

 

 
圖 6.臺灣產當歸屬之花朵解剖圖與果實構造圖 

A. 花朵構造圖(A. dahurica var. formosana) (已摘除 3 枚雄蕊和 2 片花瓣) 
B. 果實構造圖(A. dahurica var. formos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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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萼齒(calyx-tooth) 

萼齒在繖形科中經常使用做為區分種之特徵(Pan & Watson, 2005)。而在

臺灣產當歸屬植物中，萼齒相當微小甚至缺如，以肉眼不易觀察；萼齒在開

花時常被花瓣覆蓋不易觀察，在授粉後隨著果實的發育成熟，萼齒則相對出

現萎縮的情況，在成熟果實上常無法分辨。臺灣產當歸屬之萼齒形態可區分

成三種類型： 

1. 無萼齒 (圖 7A) 

屬於此一形態出現於 A. aleensis、A. dahurica var. formosana 及 A. 

morrisonicola。 

2. 三角形(triangular) (圖 7B) 

屬於此一形態的有 A. hirsutiflora、A. morii 及 A. pubescens 等三種，

但可能因觀察時期影響，萼齒尚未發育完全，因此出現無萼齒或卵形的

情況。 

3. 三叉形(trifurcate) (圖 7C) 

此一形態之萼齒最明顯，可直接由肉眼觀察於前端 1/2 處分叉，屬

於此一形態之分類群僅有 A. taroko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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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臺灣產當歸屬植物萼齒形態 
A. 無萼齒 

A. aleensis 
A. dahurica var. formosana 
A. morrisonicola 

B. 三角形 
A. hirsutiflora 
A. morii 
A. pubescens 

C. 三叉形 
A. tarokoensi 

箭頭處為萼齒 

A 
B C 

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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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花藥 

本屬植物花藥與花瓣互生，花藥由二花藥囊(pollen sac)組成，為背著葯

(dorsifixed)；花藥囊在未成熟時為黃綠色，成熟時轉變為黃色或紫色，研究

發現成熟花藥的顏色在各分類群間有差異，此特徵相當穩定且明顯，且在花

期時相當容易觀察；可作為一分類依據。 

1. 黃色 

此類型花藥均為黃色，在臺灣屬於這一類型之物種為 A. hirsutiflora 

(圖 8A)、A. morrisonicola (圖 8B)及 A. tarokoensis (圖 8C)等三個分類群。 

2. 紫色 

此類型花藥囊外壁為深紫色，屬於此一類型之物種為 A. aleensis (圖

8D)及 A. morii (圖 8E)等二個分類群。 

3. 紫色及黃色混合 

此類花藥囊壁混合有紫色及黃色之區域，整體以紫色為主，黃色僅

分佈於花藥向軸面凹陷處及背軸面連著處，屬於此一類型之物種為 A. 

dahurica var. formosana (圖 8F)及 A. pubescens (圖 8G)等二分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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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臺灣產當歸屬植物花藥（上列為向軸面，下列為側面，左側為先端，bar =1mm） 
花藥黃色： 
A. A. hirsutiflora 
B. A. morrisonicola  
C. A. tarokoensis  
花藥紫色 
D. A. aleensis 
E. A. morii 
二色混合 
F. A. dahurica var. formosana  
G. A. pubescens 

G F E D C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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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花柱基(stylopodium)  

本屬物種花柱基在開花初期均呈白色至黃綠色，在花藥開裂後，花柱開

始伸長，約在花瓣掉落時，到達最長的程度，此時約為花柱基之二倍長度，

若授粉成功，則子房開始發育膨大，少數分類群花柱基顏色在此時期開始

轉變，臺灣產當歸屬植物可根據花柱基顏色是否轉變分為二類型： 

1. 花柱基不變色 

花柱基無由花瓣打開後一直到果實發育均呈白色或黃綠色，直

到果實成熟時，花柱基逐漸萎縮並轉成黑褐色，此類型之分類群有

A. aleensis、A. dahurica var. formosana (圖 14-6)、A. hirsutiflora (圖

14-8)、A. morii (圖 14-10)、A. pubescens (圖 14-14)及 A. tarokoensis

等六個分類群。 

2. 花柱基變粉紫色  

在花瓣掉落後，整個花序的花柱基快速轉變成粉紫色，和開花

時期的黃色明顯不同，僅 A. morrisonicola (圖 14-12)具有此一現

象，但在 A. morii 也偶可見到花柱基轉變成深紫色的情況，惟其子

房外壁的顏色也會同時改變，與 A. morrisonicola 僅有花柱基顏色

改變不同；此外 A. morii 在單一個體上即可觀察到不會整個花序變

色的情況，其變色反應之原因應和 A. morrisonicola 不同，是相當

有趣的現象，值得深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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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果實特徵 

果實之外部形態在繖形科中是一相當重要的分類依據(Drude, 1898; Jackson, 

1933; Liu, et al., 2006)，本科物種屬於二心皮合生的離果（分生果、離果合生）

(schizocarp)，成熟時分裂，心皮間柱（果柄）(carpophore)懸吊著二分果，在各分

果（半生果）(mericarp)上具有油脂腺(vitta)分佈。在當歸屬物種中，果實為背腹

向的扁縮，分果之腹面具有二至數條油脂腺，各類群之背面果肋數量均為 3，在

果肋間則具一至三條油脂腺，油脂腺的數目在各類群間有差異存在；在果實成熟

過程中，分果上側肋會持續生長並木質化，於成熟時形成約與種子等寬之二木質

果翅。果實外型具有種間差異，以下依不同果實特徵進行說明。 

 

(一) 果實外形 

臺灣產當歸屬物種在果實外形上差異大，依照成熟果實外形，可分為： 

1. 長橢圓形(oblong) 

果實長略大於寬，二側近平直，長寬比約 2/1-3/2，果翅表略有波

狀，屬於此形態物種為 A. dahurica var. formosana (圖 9A)及 A. pubescens 

(圖 9B)。 

2. 倒卵形(obovate) 

果實在上三分之一處最寬，向下逐漸窄縮，長寬比約 2/1-3/2，此

形態僅包含 A. hirsutiflora (圖 9C)一分類群，而果實長度在單一植株常

可發現差異，因此也可發現長度較短而外形近似圓形的果實。 

3. 狹長橢圓形(narrowly oblong) 

果實長寬比約 3/1，二側邊緣平直，果翅下緣明顯長於種子，僅有

A. tarokoensis (圖 9D)屬於此一形態。 

4. 倒披針形 (oblanceo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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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果實上三分之一處為最寬區域，果實逐漸向下窄縮，長寬比約

2/1-3/1，而下緣具有長於種子之果翅，因此形成較細長的倒披針形，屬

於此一形態僅有 A. aleensis (圖 9E)。 

5. 橢圓形(elliptical) 

果實中央處最寬，長寬比約 2/1-3/2，臺灣產當歸屬物種中有 A. morii 

(圖 9F)及 A. morrisonicola (圖 9G)二種屬於此形態。 

 

(二) 果翅上緣相較花柱基位置 

果翅上端與花柱基相對位置可分為以下三種情況： 

1. 果翅上緣高於花柱基 

果翅明顯的高出花柱基，因此在果實先端出現內凹的形態，屬於此形

態的有 A. hirsutiflora (圖 9C)及 A. pubescens (圖 9B)。 

2. 果翅上緣齊平花柱基 

屬於此形態的有 A. dahurica var. formosana (圖 9A)及 A. tarokoensis 

(圖 9D)。 

3. 果翅上緣低於花柱基 

屬於此形態的有 A. aleensis (圖 9E)、A. morii (圖 9F)及 A. 

morrisonicola (圖 9G)。 

 

(三) 果翅厚度 

果翅之厚度相對於種子之厚度可以分為下列二種形態： 

1. 果翅等厚於種子 

本屬物種僅 A. hirsutiflora (圖 10C)一種屬於此形態，果翅內組織膨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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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果翅薄於種子 

臺灣產當歸屬物種除 A. hirsutiflora 外均屬於此一類型，木質化之

果翅內組織乾扁緊密，壓縮成片狀 (圖 10A、B、D、E、F、G)。 

 

(四) 油脂腺(vitta)數量及分佈 

油脂腺之數量及位置為繖形科分屬重要特徵(Drude, 1898; Jackson, 

1933)，在當歸屬之油脂腺分佈於果實背肋間以及腹面(癒合面)，於臺灣

產當歸屬內可發現油脂腺數量有種間差異存在，因此可做為一區分特

徵，以下分為果實背面及腹面二部位進行說明。 

1. 背面 

臺灣產本屬植物中，A. dahurica var. formosana(圖 10A)及 A. 

pubescens(圖 10B)等二種，背面油脂腺數量約為 12，各肋間油脂腺

數量約為 3，但在果實先端及末端會因擠壓收縮而出現不易分辨的

情況，其餘類群於背面油脂腺數量為 4，於各果肋間僅有 1 油脂腺

分佈(圖 10C、D、E、F、G)，且於果實各部位均相當穩定。 

 

2. 腹面（癒合面） 

(1) 油脂腺數量二： 

屬於此一類型有 A. aleensis (圖 10C)、A. morii (圖 10E)、A. 

morrisonicola (圖 10F)及 A. tarokoensis (圖 10G)等四個分類群，在

果實之腹面有時可觀察到 2 條明顯黑色縱紋。 

(2) 油脂腺數量四 

臺灣產當歸僅有 A. hirsutiflora 屬於此一分類型，在果實腹面

有時可觀察到 2 ~ 4 條黑色縱紋(圖 10D)。 

(3) 油脂腺數量六~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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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此類型的有 A. dahurica var. formosana 及 A. pubescens，此

類型之油脂腺數量約為 6 ~ 8，於不同部位之切面上會觀察到不同

數量，在果實腹面可觀察到 2 條明顯黑白相間的縱紋(圖 10A 及 B)。 

 

上述各分類群主要之分類特徵，經整理後列於表 6，對於形態變異較大

的特徵或微小的構造，應同時配合其他特徵進行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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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臺灣產當歸屬植物果實背面（上列）與腹面（下列）： 
A. A. dahurica var. formosana （臺北：大屯山） 
B. A. pubescens （南投：能高） 
C. A. hirsutiflora（臺北：石門） 
D. A. tarokoensis （花蓮：清水山） 

E. A. aleensis （屏東：阿禮 A. morrisonicola （南投：能高） 
F. A. morii（南投：鳶峰）  
G. A. morrisonicola （臺中：南湖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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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臺灣產當歸屬植物果實油脂腺分佈圖(上方為果實背面)： 

A. A. dahurica var. formosana  
（臺北：大屯山） 

B. A. pubescens （南投：天池） 
C. A. aleensis （屏東：阿禮 A.） 
D. hirsutiflora（臺北：石門） 

E. A. morii（南投：鳶峰） 
F. A. morrisonicola （南投：天池）  
G. A. tarokoensis （花蓮：清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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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臺灣產當歸屬植物特徵一覽表 
 A. aleensis A. dahurica var. formosana A. hirsutiflora A. morii A. morrisonicola A. pubescens A. tarokoensis 

莖及葉柄 光滑 柔毛 短剛毛 光滑 柔毛 柔毛 光滑 

葉 
上表面被主脈被

短剛毛 

上下表面脈上被直絨毛 上表面主脈被短剛毛 光滑或僅於上表面

主脈被短剛毛 

上下表面脈上被植

絨毛 

上下表面脈上被長

絨毛 

上表面脈主脈

被短剛毛 

子房 光滑至被短剛毛 被直絨毛 被長粗毛 無毛被 被短粗毛 被直絨毛 無毛被 

毛

被

情

況 
小花梗 短粗毛， 長絨毛 長粗毛 短粗毛， 短粗毛， 短粗毛， 短粗毛， 

小葉形狀 披針形 橢圓形-倒卵形 闊卵形 卵形 橢圓形 橢圓形-菱形 披針形 

葉質 紙質 紙質 革質 亞革質 亞革質 紙質 亞革質 

葉脈突出葉肉 葉脈突出 葉脈突出 三級脈以下凹陷 三級脈以下凹陷 三級脈以下凹陷 葉脈突出 葉脈突出 

葉緣鋸齒 鋸齒狀 鋸齒狀至重鋸齒 鈍鋸齒 細鋸齒狀至缺刻狀 鋸齒狀至深裂片狀 鋸齒狀至重鋸齒 鋸齒狀 

葉

部

特

徵 
軟骨邊 無 無 不明顯 不明顯 不明顯 無 明顯 

花瓣背面被刺 具短剛毛 具長剛毛 無 無 無 無 無 

小苞片形態 窄長三角形 線形 橢圓形 線形 線形 線形 窄長三角形 

小苞片數量 約 6 1-4 約 12 0-4 約 10 0-2 約 10 

萼齒 無 無 三角形至卵形 三角形至卵形 無 三角形至卵形 三叉形 

花柱基顏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轉紫紅色 白色 白色 

花

部

特

徵 

花藥顏色 紫色 紫色混黃色 黃色 紫色 黃色 紫色混黃色 黃色 

長×寬(mm) 6-7 × 3-4  6-10 × 4-8 5-8 × 5-6 5-7 × -5 5-7 × 4-5 5-9 × 4-6  7-8 × 3-4 

外形 倒披針形 長橢圓形 倒卵形 橢圓形 橢圓形 橢圓形 長橢圓 

果翅寬度 窄於種子 等寬於種子 等寬於種子 窄於種子 窄於種子 寬於種子 等寬於種子 

果翅上緣 低於花柱基 平齊花柱基 高於花柱基 低於花柱基 低於花柱基 高於花柱基 平齊花柱基 

果翅厚度 薄於種子 薄於種子 等厚於種子 薄於種子 薄於種子 薄於種子 薄於種子 

肋間油脂腺數 1 3 1 1 1 1 一 

果

實 

癒合面油脂腺數 2 6-8 4 2 2 4-8 2 

較重要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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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物候 

臺灣產當歸屬植物均為多年生植物，根據野外觀察，植株由種子萌發至

開花約要二至三年，植株以地下部渡冬，此一現象在高海拔分類群 (A. 

morii、A. morrisonicola、A. morrisonicola var. nanhutashanensis 及 A. 

pubescens)尤其明顯，而在中低海拔之物種除了 A. hirsutiflora 冬季地上部枯

萎外，其他中低海拔之物種 (A. aleensis、A. dahurica var. formosana 及 A. 

tarokoensis)於四季均觀察到常綠之地上部；而本屬植物之花期由低海拔物種

開始，隨海拔分佈由低至高依序開花，最早為 A. hirsutiflora，花期於四月開

始，一個月後即可發現成熟果實，花期大約可持續二個月，由於花序相當大，

加上同一植株會有不同時期抽出之花序，因此在同一植株上常可觀察到花果

共存的情況。高海拔分類群花期在七月開始，果期可以持續到十月，十月之

後植株開始枯黃，果實開始成熟掉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