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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爾摩沙自然史探索─植物篇」特展導讀 
 
文․圖╱楊宗愈 

摘要 

遠在南歐的葡萄牙人為什麼會乘船到亞洲來？又這麼「湊巧」地經過臺灣海

峽，因其鬱鬱蔥蔥的森林而驚嘆：「福爾摩沙」！明神宗萬曆 31年（1603年）陳

第就已經記錄當時臺灣西拉雅族的各種生活習慣、文化諸事；之後荷蘭人、鄭成

功及其後的清康熙對臺灣的記錄主要都在經濟作物上；清乾隆時才有第一本「實

物繪圖」的書籍！臺灣植物標本首次正式被採集、記錄是在 1854 年。這期間西

方人主要在臺灣平地採集，偶而才有機會上山地。在 19 世紀結束前，英國人亨

利氏首先在屏東萬金庄附近採到「武威山茶」，他更在 1896 年發表了這段期間

在臺灣採集到的維管束植物 1,428 種。目前知道上述植物標本幾乎散佚在歐洲各

大植物標本館裡。日本領臺後（1895 年）才真正對臺灣植物資源進行普查及採

集，在這 50 年間發表的新種及條列名錄的維管束植物共約 3,265∼3,841 種，武

威山茶就是在這段期間被命名（1931 年），之後就沒有人再看過這種植物。臺

灣光復後（1945年），國人與國際植物學家合作編寫兩版的「臺灣植物誌」（Flora 

of Taiwan），第一版編輯將近 10年（1969∼1979年），第二版花了將近 20年（1984

∼2003 年）的時間完成！到底什麼是「植物誌」？「植物誌」有什麼重要性？

武威山茶又再出現了！武威山茶在臺灣植物誌第二版完成後終於戲劇性地出

現，這個出現又代表什麼意義呢？請讓我們一同進入時光隧道，細細品嚐臺灣植

物自然史的各種酸甜苦辣！ 

關鍵詞：自然史、武威山茶、植物誌、福爾摩沙、臺灣 

  1



歐洲海權時代始於 15 世紀末的西班牙，16 世紀起葡萄牙也開始加入，船隻

幾乎遍及全球，進行掠奪或貿易活動。在明朝嘉靖年間（約 1557年），葡萄牙就

和當時的廣東政府簽約取得了澳門的付費居住權，這也是為何葡萄牙人的船隻有

許多機會經過臺灣海峽，而讚嘆森林鬱鬱蔥蔥的臺灣島為「福爾摩沙」！依據歷

史記載，臺灣曾被荷蘭人統治過（1624∼1662 年），之後鄭成功「趕走」荷蘭人

開始了鄭氏領臺時期（1662年），直到清朝康熙用施琅大敗明鄭將領而收復臺灣

（1683 年），才在臺灣正式設置行政單位（1684 年）。臺灣島上的漢人及原住民

其實在各個政權轉變中，安份守己地過自己的生活，偶而有些不大不小的衝突，

但是平地多是漢人活動區域，山地則屬於原住民的範圍大致是不變的。隨著通商

口岸的開放，越來越多「藍眼金髮大鬍子」的「西洋人」進入臺灣，甚至有少數

開始在山地建造教堂，宣揚福音，也有的僱請原住民進入山地去採一些不知名或

常見的動、植物。 

我們是生長在「萬金庄」附近的一種植物，在人類進入前就已經生活在島上

已經不知道經過多少世代了，每年春天及秋天開著白色的花，順利的話果實成千

上萬，有時候因為人類要蓋房子而被砍掉一些，不過因為族群數量龐大，這些小

小的砍伐及採集，倒也不構成什麼影響。記得在 1892 或 1893年吧，有位英國人

亨利氏(Augustine Henry)還採了一些族人去做標本，標號為：Henry 123, 503 及

832。百年就在彈指間過去了，皇帝換來換去，對於臺灣島上人們的生活並沒太

大影響，倒是漢人與原住民的活動與交流越來越頻繁，甚至通婚也越來越普遍，

除了日常的工作，「西洋人」的頻繁進出山林，倒也為原住民賺進外快。此後，

政權又更替了，換成黃皮膚的「日本人」治理臺灣，這次的改變卻是全面性的，

不只平地，還包括山區、離島全都要「調查」清楚，一些不曾去過的地方漸漸因

路的整修而可以到達，一些祖先認為的「禁地」也都被開發了，一些祖靈保佑的

參天巨樹也一一被砍倒了！這段期間內，有位日本人佐佐木舜一(S. Sasaki)在「武

威山」附近採到我們的族人，因為原住民會拔我們的葉子去煮水來喝，據說和漢

人喝的「茶葉」蠻像的，他更進一步地在 1931 年將我們昭告全世界且給了我們

一個名字─武威山茶(Camellia buisanensis Sasaki)，自此之後，也不知道為什麼族

人的數量開始減少。又不知道過了多久，再換了一批人來管理臺灣，據說是和前

一批人是一樣的，對祖先的「禁地」也是繼續開發，剩下的參天巨樹也是繼續砍

伐，族人的數量更少了！據說在 2003年「臺灣植物誌」（Flora of Taiwan）完成時，

已經昭告世人沒有任何族人存在這個世界上了！？ 

人類的來來去去，原本不會真正影響到原生在臺灣島上的植物或動物，換句

話說對人類暫時沒有「經濟作用」的物種是不會被記錄下來的。目前知道最早記

載臺灣地區風貌文化的報告（書籍）是明神宗萬曆 31年（1603年） 陳第的「東

番記」。陳第在萬曆 30年隨沈有容軍隊攻擊倭寇因遇颱風而停船於東番（臺灣），

留臺期間，其記述南臺灣西拉雅族的各種生活習慣、文化諸事，報告中與植物相

關的描述並不多，主要記載當時栽植的種類及食物。將近百年後清康熙36年（1697

年）郁永河來臺灣的記錄「裨海紀遊」，書中描述了一些生物（例如：臺灣竹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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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十二首之第六首的「番花」（圖 1））；清乾隆 9 年（1744 年）巡臺御史六十七

製好「番社采風圖」及「臺海采風圖」，對臺灣的自然物才有進一步的畫圖描述

（例如波羅蜜（圖 2）、黃梨、莿桐（圖 3）、番花等等）！接下來的記錄又是百

年以後了，在 1854年英國人福穹氏(R. Fortune)在淡水採得蓪脫木（圖 4）及臺灣 

 

 

 

 

 

 

 

 

 

 

圖 1. 緬梔又名雞蛋花、番花，荷蘭人引

進臺灣，是早期臺灣非常普遍的植

栽。 

 

 

 

 

 

 

 

 

 

 

 

 

 

圖 2. 波羅蜜也是荷蘭人引入，清

乾隆時就是一種常見的果樹

了。 

 

 

 

 

圖 3. 鮮紅花朵的莿桐，是許多原

住民族用來辨識春天到來

或祭祀活動的一種原生植

物。 

 

圖 4. 蓪脫木是臺灣最早被採集記錄的物種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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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臺灣百合也是最早在臺灣北部淡

水被採集到的物種之一。 

 

百合（圖 5），而這是採自臺灣最早的植物標本。1855 年來自美國的船隻曾在基

隆登陸（日本所謂「黑船事件」）、英國人韋爾福氏(C. Wilford)、史溫侯氏(R. 

Swinhoe)、奧得漢氏(R. Oldham)、康拜爾氏(Rev.W. Campbell)、漢科克氏(W. Hancock)

及亨利氏等人，在臺灣長短不等地停留，或多或少都做了一些植物採集工作，而

幸運的是這許多標本（包括乾燥標本及活體）甚至是通信或記錄文件，現今還可

以在歐洲一些植物標本館看到（美國也有少數標本）。在甲午戰爭爆發臺灣主權

易手前，亨利氏整理自 1854年以來採自臺灣的標本（主要是低海拔地區），發表

「福爾摩沙植物名錄」(A List of Plants from Formosa)，記錄了 1,428 種維管束植

物；同時在 1886∼1905年間，福拜斯氏及漢姆斯萊氏（F.B. Forbes & W.B. Hemsley）

在其著作「中國植物誌目錄」(Index Flora Sinensis)裡，憑藉上述人等採自亞洲的

標本，其中臺灣一地就記錄了約 2,000 種維管束植物。換句話說，上述植物資訊

記錄了該時段臺灣低海拔植物的種類，或者是說，我們可以藉著當時歐洲人所採

集的物種約略地勾勒出 1854∼1895年臺灣一些低海拔地區的植物相。1895∼1945

年是日本領臺時期，在 1896年帝國大學植物學者牧野富太郎(T. Makino)來臺，開

始進行全臺植物資源普查，其後歷經多位採集者（大渡忠太郎(C. Owatari)、三宅

驥一(K. Miyake)等等）及植物學家（川上瀧彌(T. Kawakami)、森丑之助(U. Mori)、

田代安定(A.Tashiro)等等）記錄，其中早田文藏(B. Hayata)發表「臺灣植物圖譜」

十卷（1911∼1921年）（圖 6、7）、金平亮三(R. Kanehira)的「臺灣樹木誌」（1917、

1936年）、山本由松(Y. Yamamoto)的「續臺灣植物圖譜」五卷（1925∼1931年）、

佐佐木舜一的「臺灣植物名錄」（1928年）及正宗嚴敬(G. Masamune)的「臺灣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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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目錄」（1936、1954 年）等，共記錄了臺灣維管束植物 3,265∼3,841 種。雖僅

是一段文字描述，但此時期先由東京大學（帝國大學）主導，繼之為臺灣總督府

中央研究所林業部，最後是臺北帝國大學接手，其調查研究範圍已由歐洲人時期

的低海拔擴展到臺灣高山。因為有這些名錄的出版，奠定了光復後「臺灣植物誌」

第一版的主要內容。在上述時期，仍有一些西方人到臺灣採集植物標本，比較知

名的三位：法國籍神父佛荷里氏(Père U. Faurie)、英國植物採集學家普萊斯氏(W. 

R. Price)及美國阿諾德樹木園的威爾森氏(E. H. Wilson)等。 

 

 

 

 

 

 

 

 

 

 

 

 

 

 

圖 7. 「山檳榔」是早田博士以田

代安定採自蘭嶼所發表的

新特有種。 

 圖 6. 臺灣杉是早田文藏博士以「臺

灣」為屬名（Taiwania）發

表的新物種。 

 

 

 

臺灣光復（1945 年）後，「臺北帝國大學」更名為「臺灣大學」，在機緣巧

合下，由李惠林教授任召集人，邀集了劉棠瑞教授、黃增泉教授、小山鐵夫教授

(T. Koyama)及棣慕華(C.E. DeVol)教授等共 5位為編輯，開始「臺灣植物誌」第一

版的編纂 (1969∼1979年)，共記載了臺灣 3,577 餘種維管束植物。由於植物調查

與植物研究的持續進行，開始訂正與發表一些臺灣既有的科屬與新發現的分類

群。黃增泉教授自 1984 年起開始著手籌劃「臺灣植物誌」第二版的編輯前置工

作，最後出版「臺灣植物誌」第二版，自 1993年第三卷到 2003年第六卷前後共

11年始告一段落，共有 4,077 種維管束植物被記載。六卷「臺灣植物誌」的出版，

獲得 2004年國際植物學會頒發的「恩格勒銀質獎章」，這是國際植物科學界最高

榮譽，也是對參與編纂「臺灣植物誌」的臺灣及國際植物學者的肯定。可能有許

多人想問：什麼是「植物誌」？為什麼是「植物誌」？如何才能夠完成一部「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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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誌」？ 

什麼是「植物誌」？  

「植物誌」是告訴我們一個區域內每種植物的正確名字，並提供最詳盡的資

料，就像一把鑰匙一樣，讓我們去開啟、探索一個區域的植物世界。沒有「植物

誌」這基礎名錄，農林漁牧是不能夠進一步的開發與有系統發展，因為我們不知

道在該區域是否有重要、珍貴或瀕危的物種。 

為什麼是「植物誌」？「植物誌」有這麼重要嗎？ 

因為有了「植物誌」後，我們未來才能在這個地區做各種的研究，像鑑定、

醫學、藥物學、民俗植物、分子生物學等。物種不對，特徵不對，其用途、結果

自然有異。不依據植物誌去確認比對，產生的研究成果是經不起挑戰的，更不用

說國際上發表的研究，若是與「臺灣植物誌」記載的同一種植物做材料，我們是

否也可以更進一步研究開發呢？若沒有「植物誌」，則一切都不用提！ 

如何才能夠完成一部「植物誌」？需要多少時間、人力、金錢呢？ 

如本文一開始所言，從沒有文字記載到有文字記載，初期階段都是非常簡

單。以維管束植物植物誌言，亨利氏名錄的 1,428 種（1896 年），福拜斯氏及漢

姆斯萊氏的目錄中的 2,000 種（1886∼1905年），早田氏（1911∼1921年）、佐佐

木氏（1928、1930年）、正宗氏（1936、1954年）等的名錄記載則有 3,265∼3,841

種。依據上述資料編寫成「臺灣植物誌」第一版及第二版共花費了幾十年的時間，

金錢更不用說。更且上述植物學家或採集者，川上瀧彌、佛荷里氏、山本由松等

人因為進行植物採集或植物學研究，意外或病故於臺灣！所以完成一部植物誌需

要投入多少時間、人力及金錢呢？以臺灣植物誌為例，單就「時間」一項來看，

十多年到數十年是必須的！ 

「臺灣植物誌」二版都已經完成了，但是自1931年以來還是沒有人看過「武

威山茶」！？武威山茶真是「絕種」了嗎？我們戲劇性地在2003年底於屏東發現

「兩株」「類似」的植物，在2004年被證實就是「武威山茶」。在此同時亨利氏在

萬金庄採的Henry 123標本在美國國家標本館(United States National Herbarium, 

Smithsonian Institution)被比對出來，仔細看這標本的個個特徵，就是「武威山茶」

沒錯！根據植物標本、活體材料及一些文獻資料的比對，最後終於正式訂名為「武

威山烏皮茶（圖8）：Pyrenaria buisanensis (Sasaki) C.F. Hsieh, S.Z. Yang and M.H. 

 

 

 

 

 

 

 

 

 

圖 8. 原本碩大族群的武威山烏

皮茶，到 2003年僅剩下兩

株老樹孤零零地站在山脊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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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之後更多好消息傳來，附近山區也發現一些武威山烏皮茶存在，希望大家

能更「愛惜」、「珍惜」武威山烏皮茶生存的環境。原本是非常大的族群，如今稀

稀疏疏，希望有一天能再度看到南臺灣武威山烏皮茶繼續盛開亮麗的花、結豐盛

的果實，能與大家分享臺灣「生態環境」逐漸恢復「自然」的這個喜訊。 

故事已經接近尾聲，但似乎又還沒結束，我們真的能體會先民到臺灣時「篳

路藍縷」的意思嗎？我們知道當初西方人來臺灣所抱持的心態嗎？我們能理解他

們到臺灣採集要準備槍彈保護自己嗎？甚至能想像出淡水某些地區長滿了臺灣

百合、金毛杜鵑？或在萬金教堂做完禮拜後可以採些武威山烏皮茶煮來喝喝嗎？

還有那些為我們這塊土地找尋發掘出這麼多植物寶貝的西方人、日本人、先人，

我們真的認識了他們嗎？真的記住了他們嗎？時間是一條長河，沒有過去就不可

能有現在及未來。臺灣還有許多許多植物、動物、自然生態的故事，我只能說故

事還沒完，歷史的軌跡還是在向前走，而我相信大家想知道的方向、故事與答案，

也會陸陸續續地被解開來，只是新聞性已經沒那麼強了，你還會記得他們或持續

地注意嗎？ 

註：粗黑體字代表本特展有物件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