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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棲蘭山地區位於宜蘭縣大同鄉，東臨北部橫貫公路，境內有棲蘭山森

林遊樂區、明池森林遊樂區、棲蘭山神木園遊憩據點及中途經過的 100 線

林道。同時整個生態系所包含的原生植物及林相相當完整，為目前北部地

區環境教育及遊憩極佳之場所，就整個遊憩景觀與遊憩的生物資源而言，

足可與台灣之拉拉山神木群或太平山森林遊樂區相比擬。在資源保存上主

要有檜木生態系與巨木景觀及中、低海拔的植物社會，在園區間因存在原

生的森林及次生或附生的蕨類生活其間，這些蕨類的繁殖方式及生長策

略，習性偏好各有不同，由於蕨類資源隨處可見，同時也是一個解說的好

題材，如果能有深入淺出的解說手冊，相信會帶給遊客對森林遊樂區的旅

遊有另一番新的觀感。目前區內已完成棲蘭山神木園區、明池森林遊樂區

及棲蘭森林遊樂區整體遊樂區的林間步道的設置，可供觀賞巨木景觀、低

海拔、中海拔的林相及體驗休閒遊憩，目前已有一本詳細的生物資源的解

說叢書及解說員的培訓；但對於蕨類生態習性及物候習性等蕨類資源的介

紹較少涉獵，建立蕨類植物的生態資訊做出可供野外參考之手冊，以便未

來增進遊客導覽時之對蕨類植物的認識。 

棲蘭森林遊樂區、明池森林遊樂區、棲蘭神木園及 100 線林道之蕨類植物

共計 22 科 82 種。 

 

關鍵詞：棲蘭山森林遊樂區、明池森林遊樂區、棲蘭山神木園、100 線林

道、蕨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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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棲蘭山地區位於宜蘭縣大同鄉，東臨北部橫貫公路，境內有棲蘭山森

林遊樂區、明池森林遊樂區、棲蘭山神木園遊憩據點及中途經過的 100 線

林道。同時整個生態系所包含的原生植物及林相相當完整，為目前北部地

區環境教育及遊憩極佳之場所，就整個遊憩景觀與遊憩的生物資源而言，

足可與台灣之拉拉山神木群或太平山森林遊樂區相比擬。在資源保存上主

要有檜木生態系與巨木景觀及中、低海拔的植物社會，在園區間因存在原

生的森林及次生或附生的蕨類生活其間，這些蕨類的繁殖方式及生長策

略，習性偏好各有不同，由於蕨類資源隨處可見，同時也是一個解說的好

題材，目前以棲蘭山地區植物為出版的書籍，僅有北橫雙明珠與鴛鴦湖自

然保留區植物解說手冊，其中鴛鴦湖自然保留區解說手冊，僅針對鴛鴦湖

地區植物資源進行清查，而其他地區並未進行調查。北橫雙明珠則是以介

紹棲蘭山地區各個景點及常見植物種類為主，並未針對蕨類植物做介紹。

目前棲蘭森林遊樂區尚未有一本專門針對蕨類植物做介紹的手冊。如果能

有深入淺出的解說手冊，相信會帶給遊客對森林遊樂區的旅遊有另一番新

的觀感。目前區內已完成棲蘭山神木園區、明池森林遊樂區及棲蘭森林遊

樂區整體遊樂區的林間步道的設置，可供觀賞巨木景觀、低海拔、中海拔

的林相及體驗休閒遊憩，目前已有一本詳細的生物資源的解說叢書及解說

員的培訓；但對於蕨類生態習性及物候習性等蕨類資源的介紹較少涉獵，

建立蕨類植物的生態資訊做出可供野外參考之手冊，以便未來增進遊客導

覽時之對蕨類植物的認識。因此期望藉由本計劃清查出整個棲蘭森林遊樂

區的蕨類植物名錄，並依據清查的植物名錄進行拍攝，製作一本屬於棲蘭

森林遊樂區蕨類植物的解說手冊，藉此提升區內員工及解說人員對蕨類植

物的認識及野外辨識能力，並說明蕨類植物與棲蘭森林遊樂區生態景觀之

間的關係。 

 

二、環境概述 

（一）地理位置 

棲蘭山地區位於宜蘭縣大同鄉，依照行政區域的劃分，棲蘭山地區屬

於宜蘭縣、新竹縣、桃園縣等三縣市之交界處，以國有林事業區來區分的

話，分屬於大溪事業區、太平山事業區、烏來事業區以及宜蘭事業區。本

區域分屬蘭陽溪水系及大漢溪水系的源頭，屬於雪山山脈的一部分，整個

區域的平均海拔高度約為 2000 m。棲蘭山地區在交通方面，周圍有台 7線

(北部橫貫公路)及台 7甲線兩條主要道路經過，範圍內則有棲蘭神木園

區、棲蘭森林遊樂區、鴛鴦湖自然保留區及明池森林遊樂區等知名景點。

棲蘭山整體總面積約 45000 ha，其中涵蓋 800 ha 之檜木更新地以及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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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 ha  

之鴛鴦湖自然保留區。 

 

 

 

圖 1、園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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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形 

棲蘭山地區屬於台灣北部雪山山脈北稜的一部分，範圍起自喀拉業山

(3133 m)主脊稜線向東北延伸，經馬惱山(2680 m)、眉有岩山(2328 m)、

唐穗山(2090 m)、棲蘭山(1918 m)至拳頭母山(1551 m)，雪山山脈主脊稜

線兩側大片山區皆屬其範圍(北緯24°26'00〞至24°45'30〞東經121°14'00〞

至 121°33'30〞)，本地區之最高峰為品田山，海拔高 3524 m，全區之平

均海拔高度約為 2000 m。雪山山脈主稜線將棲蘭山分為東側的蘭陽溪上游

地區與西側的大漢溪上游地區。東側有多條的溪流，包括梵梵、排谷溪、

石頭溪以及埤南溪等，均為蘭陽溪上游之支流，最後均匯入蘭陽溪。西側

則是屬於大漢溪流域，由北而南分別為塔曼溪、三光溪、塔克金溪等溪流。

雪山山脈東西兩側的地形毫不對稱，東側遠較西側陡峻，也因為如此，由

北部橫貫公路翻越分水嶺下降至蘭陽溪河谷這一側的地形較為陡直，公路

不僅坡陡也十分彎曲。同時，雪山山脈東側上的溪流也普遍短小陡急，水

系多呈平行的流向。 

 

（三）氣候 

棲蘭山地區年平均降雨量約3070 mm，且多集中於7月至10月，其中以

7-9月降雨量為全年最高峰；年平均溫度為11.9 ℃，最高溫為8月的16.8 

℃，最低溫為1月的5.1 ℃，冬季時期本區偶會降雪。依照台灣地理氣候

區之劃分本研究區域屬於東北以及西北內陸區；以山地植群帶區分的話，

本區域則屬於櫟林帶，亦是一般所稱之山地盛行雲霧帶，氣候屬恆濕型氣

候，濕度大，全年無明顯乾季。 

三個園區的海拔高度以棲蘭神木園區(1600 m)最高、明池森林遊樂區(1150 

m)次之，海拔最低者為棲蘭森林遊樂區(420 m)。對照至山地植群帶的分

層，三個園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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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棲蘭生態位置圖 

 

（四）園區簡介 

1. 棲蘭森林遊樂區 

棲蘭森林遊樂區海拔高約420 m，遊樂區內的原生植被分布在小泰山

步道附近，保存上尚稱完整，大致以分布低海拔的常綠闊葉林為主，由於

地形上本區內有溪谷與中坡，因此在優勢植物上，主要可分成溪谷植群與

中坡植群。在景觀上，由於不屬於霧林帶，因此樹上附生之苔蘚植物並不

像明池森林遊樂區或棲蘭神木園那麼多，但一些低海拔常見的附生蕨類，

如山蘇花（Asplenium antiquum）、崖薑蕨（Pseudodrynaria coronans）、

伏石蕨（Lemmaphyllum microphyllum）等在遊樂區內則是隨處可見。棲

蘭森林遊樂區則屬於楠櫧林帶的植群型，此植群型在台灣主要分佈於海拔

50-1500 m之間之森林，氣候溼潤且溫暖，年均溫約介於17-23 ℃之間，

物種組成以樟科之楨楠屬及殼斗科之櫧屬等常綠闊葉樹為主，組成包括香

楠 、 白 校 欑 (Castanopsis stipitata) 、 青 剛 櫟 (Cyclobalanopsis 

glauca)、台灣山香圓(Turpinia formosana)、九芎及烏心石等樹種，下

層最常見的蕨類則為山蘇花、崖薑蕨、伏石蕨、廣葉鋸齒雙蓋蕨、筆筒樹

(Cyathea lepifera)、海金沙 (Lygodium japonicum)、熱帶鱗蓋蕨

(Microlepia speluncae)、傅氏鳳尾蕨(Pteris fauriei)、天草鳳尾蕨

(Pteris dispar)及車前蕨(Antrophyum obovatum)等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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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棲蘭森林遊樂區位置圖（摘自北橫雙明珠：棲蘭明池神木遊） 

 

2.明池森林遊樂區 

明池原名池端，海拔高 1150 m，園區內的樹種主要是過去種植的柳

杉(Cryptomeria japonica)純林，整體林相優美，因此極具觀賞的價值。

林內以柳杉為優勢種，附生植物有台灣水龍骨（Polypodium formosanum）、

垂葉書帶蕨（Vittaria zosterifolia）、台灣崖爬藤（Tetrastigma 

umbellatum）、山蘇花(Asplenium antiquum)等植物；至於下層之草本層

則以蕁麻科植物及蕨類植物為主；主要有日本鳳了蕨（Coniogramme 

japonica）、廣葉鋸齒雙蓋蕨（Diplazium dilatatum）、斜方複葉耳蕨

（Arachniodes rhomboides var. rhomboides）、栗蕨（Histiopteris 

incisa）、疏葉卷柏(Selaginella remotifolia)、波氏星蕨（Microsorium 

buergerianum）及筆筒樹（Cyathea lepifera）等。明池森林遊樂區介於

櫟林帶的上層及下層之間，森林組成以柳杉佔最大優勢，另外尚有部分湖

濱植群及附近地區的原生植群，以假長葉楠(Machilus japonica)、九芎

(Lagerstroemia subcostata)、霧社木薑子(Litsea elongata var. 

mushaensis)及長葉木薑子(Litsea acuminata)等樹種為主，森林中的蕨

類以台灣水龍骨(Polypodium formosanum)、廣葉鋸齒雙蓋蕨(Diplazium 

dilatatum)、山蘇花(Asplenium antiquum)、垂葉書帶蕨(Vittaria 

zosterifolia)、疏葉卷柏(Selaginella remotifolia)、日本鳳了蕨

（Coniogramme japonica）、斜方複葉耳蕨（Arachniodes rhomboides 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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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omboides）、栗蕨（Histiopteris incisa）、波氏星蕨（Microsorium 

buergerianum）、筆筒樹（Cyathea lepifera）、 

 

圖 4、明池森林遊樂區位置圖（摘自北橫雙明珠：棲蘭明池神木遊） 

 

稀子蕨(Monachosorum henryi)及生芽鐵角蕨(Asplenium normale)等種類

為主。 

 

3.棲蘭神木園區 

棲蘭神木園區位於棲蘭山地區的中部，緊鄰新竹縣尖石鄉，由 100 線

林道進入至 12 km 處，海拔高約 1600 m。園區內孕育了 51 棵樹齡超過 400

年以上的原始紅繪（Chamaecyparis formosensis）及台灣扁柏

（Chamaecyparis obtusa var. formosana）巨木，並依照樹齡與中國歷

代各期之著名人物的姓名對巨木命名，使得觀賞時更添樂趣。棲蘭神木園

區內主要樹種為紅檜、扁柏、香杉（Cunninghamia konishii）等以及樟

楠類、櫧櫟類、烏心石（Michelia formosana），林下也生長多種蕨類植

物，例如廬山石葦(Pyrrosia sheareri)、肢節蕨(Arthromeris lehmannii)

及異葉卷柏(Selaginella moellendorffii)等等闊葉樹種之針闊葉樹混淆

林，物種組成豐富，相當適合作為休閒旅遊及生態教學的行程。



 10

 

圖 5、棲蘭神木園位置圖（摘自北橫雙明珠：棲蘭明池神木遊）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蕨類植物調查與監測 

本計畫在植物環境資源上採用半定量調查法進行，同時針對棲蘭森林

遊樂區、明池森林遊樂區及神木園區及棲蘭山 100 線林道兩側蕨類的生態

及蕨類資源進行調查。 

 

(二)蕨類植物環境教育解說手冊之撰寫 

藉由實地調查清楚了解園區內的蕨類資源，並針對棲蘭森林遊樂區、

明池森林遊樂區及神木園區的蕨類生態及進行蕨類植物環境教育解說手

冊之撰寫。 

 

(三)重要工作項目與實施步驟 

1.蕨類植物的調查 

配合前人的調查，再深入做蕨類植物的調查，同時並至標本館

或報告中清查棲蘭山蕨類植物的資料以供解說手冊之編撰。 

2.野外蕨類植物及生態景觀的拍攝 

以數位相機拍攝各個蕨類生態的景觀及特性，並對當地原生的

蕨類植物做詳實拍攝與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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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棲蘭山蕨類植物手冊之編寫： 

配合數位相片、文字與圖片完成蕨類植物解說手冊之編寫，供

遊客對蕨類植物的認識。 

 

四、預定進度 

1.完成蕨類植物的清單調查與列舉。 

2.進行野外蕨類植物及生態景觀的拍攝與記錄 

3.協助完成棲蘭山珍貴植物解說手冊。 

 

五、調查結果 

（一）植物相調查與監測 

經調查棲蘭森林遊樂區、明池森林遊樂區、棲蘭神木園及 100 線林道

之蕨類植物共計 22 科 82 種（附件一）。 

1.棲蘭森林遊樂區 

本區共紀錄到蕨類植物58種。由於不屬於霧林帶，因此樹上附生之苔

蘚植物並不像明池森林遊樂區或棲蘭神木園那麼多，但一些低海拔常見的

附生蕨類，如山蘇花（Asplenium antiquum）、崖薑蕨（Pseudodrynaria 

coronans）、伏石蕨（Lemmaphyllum microphyllum）等在遊樂區內則是隨

處可見。棲蘭森林遊樂區則屬於楠櫧林帶的植群型，此植群型在台灣主要

分佈於海拔50-1500 m之間之森林，氣候溼潤且溫暖，年均溫約介於17-23 

℃之間，下層最常見的蕨類則為山蘇花、崖薑蕨、伏石蕨、廣葉鋸齒雙蓋

蕨、筆筒樹(Cyathea lepifera)、海金沙(Lygodium japonicum)、熱帶鱗

蓋蕨(Microlepia speluncae)、傅氏鳳尾蕨(Pteris fauriei)、天草鳳尾

蕨(Pteris dispar)及車前蕨(Antrophyum obovatum)等物種。 

 

2.棲蘭神木園 

本區共紀錄到蕨類植物 54 種，棲蘭神木園區屬於櫟林帶上層，林相

組成以檜木類及樟科、殼斗科等闊葉樹混生為主。林下也生長多種蕨類

植物，例如廬山石葦(Pyrrosia sheareri)、肢節蕨(Arthromeris 

lehmannii)及異葉卷柏(Selaginella moellendorffii)等。 

 

3.明池森林遊樂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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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共紀錄到蕨類植物 62 種，林內以柳杉為優勢種，附生植物有台

灣水龍骨（Polypodium formosanum）、垂葉書帶蕨（Vittaria 

zosterifolia）、台灣崖爬藤（Tetrastigma umbellatum）、山蘇花

(Asplenium antiquum)等植物；至於下層之草本層則以蕁麻科植物及蕨

類植物為主；主要有日本鳳了蕨（Coniogramme japonica）、廣葉鋸齒雙

蓋蕨（Diplazium dilatatum）、斜方複葉耳蕨（Arachniodes rhomboides 

var. rhomboides）、栗蕨（Histiopteris incisa）、疏葉卷柏(Selaginella 

remotifolia)、波氏星蕨（Microsorium buergerianum）及筆筒樹

（Cyathea lepifera）等。 

明池森林遊樂區介於櫟林帶的上層及下層之間，森林中的蕨類以台

灣水龍骨(Polypodium formosanum)、廣葉鋸齒雙蓋蕨(Diplazium 

dilatatum)、山蘇花(Asplenium antiquum)、垂葉書帶蕨(Vittaria 

zosterifolia)、疏葉卷柏(Selaginella remotifolia)、日本鳳了蕨

（Coniogramme japonica）、斜方複葉耳蕨（Arachniodes rhomboides var. 

rhomboides）、栗蕨（Histiopteris incisa）、波氏星蕨（Microsorium 

buergerianum）、筆筒樹（Cyathea lepifera）、稀子蕨(Monachosorum 

henryi)及生芽鐵角蕨(Asplenium normale)等種類為主。 

 

4.100 線林道 

本區共紀錄到蕨類植物 57 種，森林中的蕨類以全緣卷柏

（Selaginella delicatula）、密葉卷柏（Selaginella involvens）、觀

音座蓮（Angiopteris lygodiifolia）、台灣桫欏（Cyathea spinulosa）、

書帶蕨（Vittaria flexuosa）、山蘇花（Asplenium antiquum Makino）、

波氏星蕨（Microsorium buergerianum）、木賊葉石松（Lycopodium 

casuarinoides）、地刷子（Lycopodium complanatum）、擬水龍骨

（Goniophlebium mengtzeense）、細葉蕗蕨（Mecodium polyanthos）、

台灣瘤足蕨（Plagiogyria formosana）、台灣兩面複葉耳蕨（Arachniodes 

festina）、斜方複葉耳蕨（Arachniodes rhomboides）、擬芨瓦葦

（Lepisorus monilisorus）、異葉卷柏（Selaginella moellendorffii）、

縮羽副金星蕨（Parathelypteris beddomei）、肢節蕨（Arthromeris 

lehmannii）、盧山石葦（Pyrrosia sheareri）、烏毛蕨（Blechnum 

orientale）、崖薑蕨（Pseudodrynaria coron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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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建議事項 

1.園區內有豐富的蕨類資源，在未來可舉辦一系列的蕨類之生態旅遊；此

種遊程可由辦理解說訓練開始，先行培訓義工或解說員。 

2.在園區的步道上有些蕨類在重度除草之下會消失殆盡，因此一些重要的

蕨類資源地區如棲蘭神木園區、小泰山步道、明池森林遊樂區園區之步

道宜設法保留幾個區域或進行輕度的除草以保留解說之資源。 

3.蕨類的解說有許多需仰賴微細的放大鏡，建議未來可由處內或解說員添

購以增加解說之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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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研究人力配置 

計畫執行機關 單位名稱   主持人  職稱 

國立宜蘭大學  自然資源學系  陳子英  教授 

 

              共同主持人 職稱 

              張錫鈞  助理教授 

                協同主持人 職稱 

                許秀英  講師 

 

九、研究人員學經歷 

計畫主持人 

姓名 陳子英 

性別 男 

身份證統一編號 E121082249 

住址 宜蘭市神農路 1號 

最高學歷及肄業科

系 
國立台灣大學森林所博士 

經歷 

國立宜蘭農工專科學校森林科副教授    1994.8

國立宜蘭農工專科學校森林科專任講師   1992.8

國立宜蘭農工專科學校森林科兼任講師 

1991.9-1992

.6 

台大建教合作計劃研究助理     

1988.7-1990.1 

台 灣 省 茶 業 改 良 場 台 東 分 場 助 理 研 究 員

1984.8-1985

.7 

七十一年建設人員林業科高等考試及格 

七十一年林業技師考試及格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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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研究經費 

機關名稱：國立宜蘭大學自然資源學系         （單位：千元） 

經費來源 

農委會 

預算科

目代號 

 

預算科目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說明 

10-00 人事費 20  20  

12-00 保險費 20 20臨時工勞健保費 

20-00 業務費 480 480  

24-10 按日按件

計資酬金 

320 320樣區林木調查 1,000 元*260 工 

美工設計編輯 6萬元 

26-00 材料費 40 40野外調查資料處理所需材料 

27-10 雜支 40 40資料檢索、意外險、紙張、影印、

軟片、郵電費與野外資料處理所

需耗材 

27-20 行政管理

費 

30 30學校行政管理費用 

29-10 國內旅費 50 50陳子英及助理工作人員林哲榮、

卓子右之旅費依執行規定支給 

合計  5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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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植物名錄 

PTERIDOPHYTA 蕨類植物門 

1.LYCOPODIACEAE 石松科 

1.Lycopodium casuarinoides Spring 木賊葉石松 

2.Lycopodium cernuum L. 過山龍 

3.Lycopodium clavatum L. 石松 

4.Lycopodium complanatum L. 地刷子 

 

2.SELAGINELLACEAE 卷柏科 

5.Selaginella delicatula (Desv.) Alston 全緣卷柏 

6.Selaginella doederleinii Hieron. 生根卷柏 

7.Selaginella involvens (Sw.) Spring 密葉卷柏 

8.Selaginella moellendorffii Hieron.  異葉卷柏 

9.Selaginella remotifolia Spring 疏葉卷柏 

 

3.EQUISETACEAE 木賊科 

10.Equisetum ramosissimum Desf. subsp. ramosissimum 木賊 

 

4.OPHIOGLOSSACEAE 瓶爾小草科 

11.Ophioderma pendula (L.) Presl 帶狀瓶爾小草 

 

5.MARATTIACEAE 觀音座蓮科 

12.Angiopteris lygodiifolia Rosenst. 觀音座蓮 

 

6.SCHIZAEACEAE 莎草蕨科 

13.Lygodium japonicum (Thunb.) Sw. 海金沙 

 

7.GLEICHENIACEAE 裏白科 

14.Dicranopteris linearis (Burm. f.) Underw. 芒萁 

15.Diplopterygium glaucum (Houtt.) Nakai 裏白 

 

8.HYMENOPHYLLACEAE 膜蕨科 

16.Mecodium polyanthos (Sw.) Copel. 細葉蕗蕨 

 

9.PLAGIOGYRIACEAE 瘤足蕨科 

17.Plagiogyria dunnii Copel. 倒葉瘤足蕨 

18.Plagiogyria formosana Nakai 台灣瘤足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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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CYATHEACEAE 桫欏科 

19.Cyathea lepifera (J. Sm. ex Hook.) Copel. 筆筒樹 

20.Cyathea spinulosa Wall. ex Hook. 台灣桫欏 

 

11.DENNSTAEDTIACEAE 碗蕨科 

21.Histiopteris incisa (Thunb.) J. Sm. 栗蕨 

22.Hypolepis punctata (Thunb.) Mett. 姬蕨 

23.Microlepia speluncae (L.) Moore 熱帶鱗蓋蕨 

24.Microlepia strigosa (Thunb.) Presl 粗毛鱗蓋蕨 

25.Monachosorum henryi Christ 稀子蕨 

26.Pteridium aquilinum (L.) Kuhn subsp. wightianum (Wall.) Shieh

 巒大蕨 

12.DAVALLIACEAE 骨碎補科 

 

27.Araiostegia parvipinnata (Hayata) Copel. 台灣小膜蓋蕨 

28.Davallia mariesii Moore ex Bak. 海州骨碎補 

 

13.OLEANDRACEAE 蓧蕨科 

29.Nephrolepis auriculata (L.) Trimen 腎蕨 

30.Nephrolepis biserrata (Sw.) Schott. 長葉腎蕨 

 

14.PTERIDACEAE 鳳尾蕨科 

31.Coniogramme intermedia Heiron. 華鳳了蕨 

32.Pteris dispar Kunze 天草鳳尾蕨 

33.Pteris ensiformis Burm. 箭葉鳳尾蕨 

34.Pteris semipinnata L. 半邊羽裂鳳尾蕨 

35.Pteris setuloso-costulata Hayata 有刺鳳尾蕨 

36.Pteris wallichiana Ag. 瓦氏鳳尾蕨 

 

15.VITTARIACEAE 書帶蕨科 

37.Antrophyum obovatum Bak. 車前蕨 

38.Vittaria anguste-elongata Hayata 姬書帶蕨 

39.Vittaria flexuosa Fée  書帶蕨 

40.Vittaria zosterifolia Willd. 垂葉書帶蕨 

 

16.BLECHNACEAE 烏毛蕨科 

41.Blechnum orientale L. 烏毛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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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Woodwardia orientalis Sw. var. formosana Rosenst. 台灣狗脊

蕨 

43.Woodwardia unigemmata (Makino) Nakai 生芽狗脊蕨 

 

17.ASPIDIACEAE 三叉蕨科 

44.Ctenitis eatonii (Bak.) Ching 愛德氏肋毛蕨 

 

18.DRYOPTERIDACEAE 鱗毛蕨科 

45.Acrophorus stipellatus (Wall.) Moore 魚鱗蕨 

46.Arachniodes festina (Hance) Ching 台灣兩面複葉耳蕨 

47.Arachniodes rhomboides (Wall. ex Mett.) Ching 斜方複葉耳蕨 

48.Cyrtomium hookerianum (Presl) C. Chr. 狹葉貫眾蕨 

49.Dryopteris formosana (H. Christ) C. Chr. 台灣鱗毛蕨 

50.Peranema cyatheoides D.Don 柄囊蕨 

51.Polystichum hancockii (Hance) Diels 韓氏耳蕨 

52.Polystichum parvipinnulum Tagawa 尖葉耳蕨 

 

19.THELYPTERIDACEAE 金星蕨科 

53.Thelypteris esquirolii (Christ) Ching 假毛蕨 

54.Cyclosorus dentatus (Forssk.) Ching 野小毛蕨 

55. Cyclosorus acuminata (Houtt.) Nakai ex H. Ito 小毛蕨 

56.Cyclosorus parasiticus (L.) Farw. 密毛小毛蕨 

57.Cyclosorus truncatus (Poir.) Farw. 稀毛蕨 

58.Macrothelypteris torresiana (Gaud.) Ching 大金星蕨 

59.Parathelypteris beddomei (Bak.) Ching 縮羽副金星蕨 

60.Pronephrium triphyllum (Sw.) Holtt. 新月蕨(三葉新月蕨) 

61.Pseudophegopteris subaurita (Tagawa) Ching 光囊紫柄蕨 

 

20.ATHYRIACEAE 蹄蓋蕨科 

62.Athyrium japonicum (Thunb.) Copel. 東洋蹄蓋蕨 

63.Diplazium amamianum Tagawa 奄美雙蓋蕨 

64.Diplazium dilatatum Blume 廣葉鋸齒雙蓋蕨 

65.Diplazium esculentum (Retz.) Sw. 過溝菜蕨 

66.Diplazium pseudo-doederleinii Hayata 擬德氏雙蓋蕨 

 

21.ASPLENIACEAE 鐵角蕨科 

67.Asplenium antiquum Makino 山蘇花 

68.Asplenium australasicum (J. Sm.) Hook. 南洋巢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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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Asplenium neolaserpitiifolium Tard.-Blot & Ching 大黑柄鐵角

蕨 

70.Asplenium nidus L. 台灣山蘇花 

 

22.POLYPODIACEAE 水龍骨科 

71.Arthromeris lehmannii (Mett.) Ching 肢節蕨 

72.Colysis pothifolia (Don) Presl 大線蕨 

73.Goniophlebium mengtzeense (Christ) Rodl-Linder 擬水龍骨 

74.Lemmaphyllum microphyllum Presl 抱樹蕨(伏石蕨) 

75.Lepisorus monilisorus (Hayata) Tagawa 擬芨瓦葦 

76.Lepisorus thunbergianus (Kaulf.) Ching 瓦葦 

77.Microsorium buergerianum (Miq.) Ching 波氏星蕨 

78.Microsorium fortunei (Moore) Ching 大星蕨 

79.Polypodium formosanum Bak. 台灣水龍骨 

80.Pseudodrynaria coronans (Wall.) Ching 崖薑蕨 

81.Pyrrosia linga (Thunb.) Farw. 石葦 

82.Pyrrosia sheareri (Bak.) Ching 盧山石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