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你經常造訪台灣低海拔的原始森林，可能

會留意到一種植物，幾片大大的葉子叢生在一個像

蓮花的基座上，卻遍尋不著花或果實，它就是本文

要介紹的主角的同一家族成員－「觀音座蓮」

（Angiopteris lygodiifolia Rosenst.）。

既然不開花，觀音座蓮自然不是因為花長得像

蓮花而得名，而是每片葉子的基綷有兩片肥厚的合

生托葉（stipule），這兩片托葉可保護正待萌發的幼

葉不受外界干擾破壞。隨著葉子的長大到枯萎，這

兩片托葉都不脫落，這些托葉經年累月地聚集在塊

狀的根莖上，就形成了像觀音菩薩盤坐的蓮花座，

因此人們給了它這個雅名。

「觀音座蓮屬」是霍夫曼（Hoffmann）在 1796

年發表的，全世界約有 200多種；「原始觀音座蓮

屬」則是Christ及Giesenhagen在1899年發表的，目

前已知全世界約有11種。兩屬的主要區別在於：後

者植株較小，高約 1公尺以下，孢子囊群長形，沿

著羽脈中間分布；而前者植株較大，高於 1公尺甚

至達 2公尺以上，孢子囊群短縮，分布在羽片的邊

緣。但也有其他學者認為兩者有許多共通性，分為

兩屬過於牽強，而以觀音座蓮屬統稱。

觀音座蓮屬植物的祖先在 3億年前的石炭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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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些只存在於台灣艸

個體僅有數百株甚至數十株的植物艸

我們很好奇它們往後會面臨什麼樣的命運。

知古鑑今——
原始觀音座蓮

台灣原始罌音座羹

的植株



已經出現，並且盛行於距今約 1∼ 2億年前的中生

代，其化石也出現在距今約1億8千萬年前的侏儸紀

地層中。現生的觀音座蓮廣泛分布在舊熱帶地區，

原始觀音座蓮則局限分布於中國南部（雲南至海

南）、越南北部及台灣，大多數都是該地區的特有

種。「台灣原始觀音座蓮」與「伊藤氏原始觀音座

蓮」便是台灣的特有種，換句話說，全世界只有台

灣有這兩個種。

研究證據顯示，台灣島約在 300萬年前形成，

其後經歷冰河期－間冰期海退、海進的交替，冰河

期大約是 10萬年，間冰期是 2萬年。這種冰冷與暖

溫現象，一再形成台灣和中國大陸間的陸橋和海

峽，也一再使兩地分分合合。陸橋聯結時，形成了

物種交流的管道，當海峽隔離時，則變成了物種散

播的阻礙。

原始觀音座蓮屬的祖先傳播到了台灣，被海峽

隔離，經長期演化及自然的篩選存活了下來。回頭

再與源頭的中國原始觀音座蓮比較，卻已明顯不

同，便成了台灣的特有種。這種熱帶起源的植物在

中國南方及台灣的分布，常被視為多次冰河期後進

入避難所而種化之新物種。這樣的植物代表的不只

是台灣特有的物種，更記錄了它們的演化歷史。

台灣原始觀音座蓮是日本植物學者早田文藏博

士根據一份採自烏來地區的標本，在1915年發表的

新種。至今只有北台灣的烏來及其鄰近山區和南投

蓮華池地區，有過採集這種植物的紀錄。伊藤氏原

始觀音座蓮則是在1970年，時任中興大學植物學系

的謝萬權教授，根據採集自南投縣蓮華池地區的模

式標本發表的新種，後來也在北部的烏來山區被其

他學者發現有少數植株。

台灣原始觀音座蓮在上述兩個地點僅存不到

1,000株，而伊藤氏原始觀音座蓮的生存情況更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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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座蓮不是因為花長得像蓮花而得名，而是每片葉子的基部有兩片肥厚的合生托葉，

這兩片托葉可保護正待萌發的幼葉不受外界干擾致壞。

隨著葉子的長大到枯萎，這兩片托葉都不脫落，

這些托葉經年累月地聚集在塊狀的根莖上，就形成了像觀音菩薩盤坐的蓮花座。

伊藤氏原始觀音座蓮的植株



移轉。

另一方面，蓮華地區由於隸屬於林業試驗所試

驗地，目前已先就台灣原始觀音座蓮的生育地範圍

加以監控管理，使其野外族群不受外力的干擾破

壞，待有更多研究結果後，再評估保育政策。

遷地保育須有適宜的培育方式與管理來配合，

全株的移植須考慮移地後的適應性，以及新生育地

的管理措施。由於野外族群如此稀少，在移植技術

尚未發展成熟和生育地尚未覓妥管理方式前，全株

的遷移不宜冒然實施，這時須另覓其他方法來進

行。

一般植物的繁殖可分有性及無性兩種，前者透

過基因的組合可獲得較多變異的子代，也因此常導

致某些性狀的流失或無法固定。後者雖可保留母株

的遺傳基因，子代卻缺乏基因多樣性的變化。

蕨類植物一般以孢子來繁殖。在實驗室中，經

過長期的研究發現，台灣原始觀音座蓮的孢子，只

有取自原生育地的土壤上才能發芽。目前雖然可使

孢子在灑播 2周後開始發芽成為配子體，但配子體

的生長相當緩慢，至10及12個月後才會分別產生藏

精器和藏卵器，培養13個月後才可成功受精並產生

孢子體。而且孢子體產生的成功率非常低，即使經

過3年的培養，也只有3％的配子體會產生新的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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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始觀音座蓮」與「伊藤氏原始觀音座蓮」是台灣的特有種，

目前已知的台灣原始觀音座蓮僅存不到1,000株，而伊藤氏原始觀音座蓮的生存情況更是危急，

在台北烏來雲仙山區的野生族群剩下不到100株。換句話說，兩者都面臨嚴重瀕臨滅絕的危機。

急，已經屢次在蓮華池地區調查未能再次尋獲，在

台北烏來雲仙山區的野生族群也剩下不到 100株。

換句話說，兩者都面臨嚴重瀕臨滅絕的危機。

對於這種分布極為局限、族群數量極為稀少的

植物，保育措施實在刻不容緩。一般保育策略包括

就地保育（in situ conservation）及遷地保育（ex situ

conservation）。所謂就地保育又稱區內保育，是指把

保育對象保留於原生育地，使其能世世代代留存下

來，這是最不干擾生物的一種保育方法。

但有時候受保育的生物在原生育地可能因競爭

的能力較差，或原生育地的生態環境有所改變而不

再適合它們生存，使其無法繼續繁衍後代而導至絕

滅，這時遷地保育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謂遷地

保育又稱區外保育，是使受保育的對象在其他適合

而安全的環境繁殖保存，使其能繼續生存下去。

在就地保育方面，由於烏來的族群生育地是私

有土地，屬於烏來雲仙樂園娛樂公司所有，無法以

傳統劃設國家公園或自然保留區的模式來達到就地

保育的效果。因此，林業試驗所和雲仙樂園娛樂公

司直接接觸並達成共識，共同合作保護原生育地，

並探討其遺傳基因多樣性和繁殖方法。雲仙樂園娛

樂公司方面負責現生野外族群和棲地的保存維護，

林業試驗所研究團隊則負責保育研究和往後的技術

台灣原始觀音座蓮的長形孢子囊群縉左縊緗每一孢子囊群由許多孢子囊聚集而成緗當孢子成熟時緗孢子囊會裂開緗其內的孢子則自開口釋出縉右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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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分布極為局限、族群數量極為稀少的植物，保育措施實在刻不容緩。

一般保育策略包括就地保育及遷地保育。所謂就地保育又稱區內保育，

是指把保育對象保留於原生育地，使其能世世代代留存下來，這是最不干擾生物的一種保育方法。

物，伊藤氏原始觀音座蓮每一片葉子的基部都有兩

枚近乎合抱的托葉。當葉片脫落之後，這些托葉會

殘存並布滿在整個莖上，托葉的基部有一個不定

芽，平時在母株上是非常不易萌芽的。在園藝上，

其他種類的觀音座蓮的這一個保護構造，曾被用來

做為無性繁殖的繁殖體，這個方法是否也可應用在

伊藤氏原始觀音座蓮的繁殖上，是個值得嘗試與探

討的課題。

由於伊藤氏原始觀音座蓮目前只在烏來雲仙樂

園內發現，在獲得雲仙樂園娛樂公司的同意與協

助，並在不危及原生母株生存的條件下，林試所研

究團隊自該生育地切取少量伊藤氏原始觀音座蓮的

托葉，經清洗後放置在土壤中培養。約在 3 個月

內，這些托葉的側邊開始生根抽葉長出新的孢子體

體小苗。

這種經由配子體產生孢子體的生殖方式屬於有

性生殖，台灣原始觀音座蓮的有性生殖所需時間

長，生成孢子體的比率低，這可能是它們野外族群

擴增極為緩慢且困難的原因之一。雖然費時，生殖

率也低，但至少台灣原始觀音座蓮還可用孢子來繁

殖下一代。反觀伊藤氏原始觀音座蓮就沒那麼幸運

了，伊藤氏原始觀音座蓮的孢子發芽，到目前為

止，尚無法在人工培養的條件下進行。也就是說其

有性生殖尚無法成功進行，要繁殖後代必須另尋其

他方法。

除了有性生殖之外，如同其他開花植物，許多

蕨類植物也可透過如不定芽、塊莖等各式各樣的營

養器官進行無性繁殖。如同許多觀音座蓮屬的植

蕨類植物的生活史（以台灣原始觀音座蓮為例）：1、孢

子；2、剛發芽的幼配子體；3、成熟配子體，最初是心

形，隨後漸長為分叉的形狀；4、自配子體上長出的幼孢

子體；5、成熟的孢子體，具產生孢子的能力。當孢子脫

落散播到適當的生育地時，便發芽而開始另一階段的生

活史，蕨類植物就以如此的方式世世代代生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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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高了它們的繁殖率。然而以無性

繁殖方式得到的子代基因與母代一

致，長久以後其基因會缺乏多樣性，

並不利於它們對環境的適應及長期的

生存和演化。

其實一個分布狹窄，族群個體數

量少的種類，一般來說它們的基因通

常也缺乏多樣性。但台灣原始觀音座

蓮和伊藤氏原始觀音座蓮的基因多樣

性，卻出乎意料地高，在基因的研究

中，幾乎每一取樣單株都有它的獨特性基因。研究

人員推測可能因為它們起源於古老的年代，在長期

的演化過程中累積了許多的變異。也因此即使以無

性繁殖來增殖，如果使用的母株夠多，其族群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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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始觀音座蓮及伊藤氏原始觀音座蓮的保育竿在研究團隊的合作努力之下竿

目前雖已有些成果竿但對於這些特有物種的起源、演化的歷程、生長面臨的挑戰等問題竿

所知仍然有限。唯有在釐清這些基本問題後竿才能建立最佳的保育策略。

幼苗，經過 1年的培養，發現伊藤氏原始觀音座蓮

的繁殖成功率可高達90 ％。

這種繁殖方

式解決了先前伊

藤氏原始觀音座

蓮無法以孢子繁

殖的困境，成功

複製了伊藤氏原

始觀音座蓮的個

體，可快速增加

其植株數量。另

外，利用台灣原

始觀音座蓮的托

葉進行繁殖， 1

年內孢子體的發

芽成功率可達

40 ％，這也縮

短了台灣原始觀

音座蓮以孢子繁

殖所需的時間，

托葉是觀音座蓮屬植物的一個保護構造羛當幼葉還未長出時羛就被兩枚托葉

蓋住羛可避免幼葉受到傷害。

伊藤氏原始觀音座蓮的托葉繁殖羛依序自左上、左中、左下至右。右圖是培育12個月的植株。



因多樣性也可因此

留傳下來。

經過長期的觀

察和試驗研究，目

前這兩種稀有植物

野外族群的原生育

地，受到雲仙樂園

園方和林業試驗所

蓮華池研究中心的

良好保護，進行所

謂的就地保育。而

經人為繁殖出來的幼苗，除了部分植株移植於林業

試驗所台北植物園的蕨類展示區中，做為教育展示

外，另有部分植株送回烏來雲仙樂園，選取一生態

環境類似的生育地栽植培育，增加該地的植株數

量，並供園方做解說教育之用。

保育是一條漫長的道路，亟需我們全力投入。

台灣原始觀音座蓮及伊藤氏原始觀音座蓮的保育，

在研究團隊的合作努力之下，目前雖已有些成果，但

對於這些特有物種的起源、演化的歷程、生長面臨

的挑戰等問題，所知仍然有限。唯有在釐清這些基

本問題後，才能建立最佳的保育策略。希望在未來

的努力下，這兩種物種能世世代代永續生存下來。□

陳俊銘　黃曜謀　邱文良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生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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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出的伊藤氏原始觀音座蓮植株祔移植於林業試驗所台北植物

園的蕨類展示區祔除了保育的目的外祔也做為解說教育之用。

繁殖出的伊藤氏原始觀音

座蓮植株祔被移植回原生

育地－烏來雲仙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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