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的話
台灣擁有多元的原住民族文化與多樣化的生態環境，原住民族生活

與大自然是緊密結合且息息相關。尤其在植物運用上，更滿足且豐富了

原住民族的生活及精神文化。部落族人運用植物來醫病的觀念，正如古

代神農氏嘗百草一樣，展現高度智慧，且代代相傳，歷史悠久，早已融

入族人生活的一部份，也逐漸發展成為特殊的部落醫療文化。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為瞭解原住民族藥用植物之應用狀况、效用

及做為未來加值應用之基礎，以善用原住民族傳統資源及知識，結合部

落生態觀光資源，達創造產業經濟，特委託本會執行編印台灣原住民族

藥用植物圖鑑。

台灣原住民族使用的藥用植物種類甚多，如日人山田金治「藥用

草根柀」、張永勳「台灣原住民藥用植物彙編」、許君玫譯「台灣先住

民之藥用植物」及邱年永「高山藥用植物」等。本圖鑑以現代的觀點，

重新調查彙整，數位技術拍攝，並作必要的詮釋，總共蒐錄了300餘種

台灣原住民族藥用植物，內容含：中文名、原住民語、學名、科名、屬

名、俗名、英文名、科別、分布環境、藥效/部位、使用族群及生態/性

狀描述等。

本圖鑑在台灣原住民族藥用植物的種類及應用上，因隨時代、背景

的不同或有差異，與上述各先進記載者不儘相同。族語採通用性翻譯，

尚無法滿足該族各部落用語。藥效上僅採記民間、口傳之一般性用法，

在藥理及原住民族特殊用途上，仍待後續深入考證及研究。

本書之編寫承蒙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輔導；中國醫藥大學張永

勳教授、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金石文副教授及百草谷藥用植物園區林德保

先生提供藥用植物藥效、生態性狀之意見；原住民族人Pani Kanpanena

先生、石松雄先生、杜傳先生、林再生先生、呂月花女士、馬約翰先

生、葉珠君女士及李寶珠女士等協助族語翻譯；以及原住民族人朱榮進

先生、方美珠女士、林武夫先生、柯大白先生、胡有源先生、林麗芙女

士、鄭秀春女士、徐新德先生及謝阿玉女士等提供藥用植物使用族群及

用法之相關資訊，特致誠摯謝意。

作者才疏學淺，謬漏之處，知所難免，尚祈各界先進不吝指教為

禱！

                                    賴顯松謹誌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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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茄
【學名】 Solanum melongena L. var. ovigeram
【科名】 茄科（Solanaceae）

【屬名】 茄屬

【俗名】 茄子、紅皮菜、長茄、洛蘇、茄仔、矮瓜、紫茄

【英名】 Egg plant　

【族語】 布農 Tastunglus Tu Viah、撒奇萊雅 Kiyo、魯凱 Nasebi、鄒 Kuruc Masinang、

卑南 Karuzangzang、排灣'Nasubi

【分布環境】 一口茄喜歡生長在排水良好且陽光充足的環境，台灣栽培時間為早春或初

夏，若給予的溫度太高會導致難以授粉，若成功結果後，採收期間可長達5個月左右之

久，而目前所見品種皆為雜交種居多。

【藥效/部位】 一口茄具有散風祛寒、寬腸及消腫的功能，對於血管方面的疾病非常具有幫

助。性甘且微寒的果皮可治療高血壓、血管硬化及細微血管栓塞破裂等，亦有防止血管破

裂之效，其根為利尿劑、收歛藥，外用還可用來治療凍傷，花則可治療牙齒疼痛，子則為

消腫止痛藥。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

雅、魯凱、鄒、卑南、排

灣。

【生態/性狀描述】 一口

茄為多年生灌木，株高

約100公分左右。葉子被

毛，約14-16公分長，9公

分寬。開出五瓣的紫色或

白色花。內白外紫紅的果

實，果肉內含黃褐色的種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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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黃花
【學名】 Solidago virgaurea (Benth.) A. Gray var. leiocarpa 
【科名】 菊科（Compositae）

【屬名】 一枝花屬

【俗名】 柳枝黃、大葉七星劍、老虎尿、山白菜、金邊菊、黃花草

【英名】 Golden rod

【族語】 布農 Makin Tasa Madiav Tu Puah、撒奇萊雅 Kabalo、魯凱 Yangadhadhpu、

  鄒 Vungavunga Tanavikaru

【分布環境】 常分布於台灣全島2000-4000公尺之間的崩塌地、開闊地或岩屑地，少部分出

現在排他性極強的玉山箭竹草原地區。

【藥效/部位】 性味辛、味苦且微寒，具小毒。可清熱解毒，消腫解毒。治療多種疾病，如

感冒、頭痛、黃疸、扁桃腺炎、肺結核咳血、急慢性腎炎，外用治跌打損傷、毒蛇咬傷…

等。

【使用族群】 布農、鄒、魯凱、排灣、泰雅、太魯閣

【生態/性狀描述】 一枝黃花又稱為柳枝黃、大葉七星劍、老虎尿、山白菜等，屬於菊科一

枝花屬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株高約20-70公分，該植物莖直立向上生長，不依附他物，分

枝較少。莖生葉，莖上的同一個節位，只有一個葉片生長，葉片依序一片一片排列在莖

上，嫩葉叢生具柄，成熟後形狀為近無柄的卵圓形、長圓形或披針形，長約5-9公分，寬

約2-3公分，葉全緣或近銳鋸齒。9-10月開出光滑的黃色花朵，頭狀花直徑約0.7公分左

右，聚成圓錐狀花。果期在10-11月，可結出圓柱形的近無毛瘦果，長約0.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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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暈
【學名】 Breynia officinalis Hemsley var. officinalis 
【科名】 大戟科（Euphorbiaceae） 

【屬名】 山漆莖屬

【俗名】 紅珠子、紅仔珠、山漆莖

【英名】 Officinal breynia

【族語】 布農 Talpitu Pisainunu、撒奇萊雅 Cizeyon、鄒 Karu Takuvucun、

  魯凱 Thipelrengane

【分布環境】 七日暈又稱為紅珠子、山七莖，屬於台灣特有種，具有極高定土性和抗風性

的特徵。常在低海拔地區的山坡疏林下、路旁灌木叢中、海濱、平原或原野，尤其以海邊

居多。其根會抓土，加上枝葉茂密，因此也提供其他生物良好的棲息地。

【藥效/部位】 帶點苦、酸且寒的性味，具有小毒，不僅可以清熱解毒、活血化瘀，還可以

抗過敏與止癢。主要用來治療扁桃腺炎、支氣管炎、風濕關節炎、急性胃腸炎、過敏性皮

炎等。 

【使用族群】 撒奇萊雅、鄒、魯凱、雅美、阿美

【生態/性狀描述】 七日暈為多年生、枝幹密集的小灌木，該植物株高約2公尺左右，無

毛。每片葉片都在同一平面上，葉、莖間有腋芽。莖上的同一個節位，只有一個葉片生

長，葉片依序一左一右排列在莖上，葉片形狀為卵形或寬卵形，約長4-5公分，寬3公分，

背面則呈灰白色的細點。夏季開黃綠色無花瓣的小花，單生或3朵簇生，花萼具6裂。果實

則屬於肉質的漿果，由一或多數心皮的子房發育而來，外果皮薄，中果皮和內果皮肥厚多

汁，含多粒種子柑果，成熟後的果實呈深紅色，因此又稱之為「紅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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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 Paris polyphylla Franch. var. stenophylla 
【科名】 百合科（Liliaceae）

【屬名】 七葉一枝花屬

【俗名】 重樓、金線重樓、燈台七、鐵燈台、蚤休、草河車、白河車、枝花頭、海螺七、

  螺絲七、台灣七葉一枝花、七葉蓮、青木香、七厚蓮、華七華、一枝花

【英名】 One flower with sevenleaves、Leafy Paris、Chinese Paris Rhizome

【族語】 布農 Pitulisav Tasa Puah、撒奇萊雅 Langdaway Bonac、魯凱 Takalray、

  鄒 Cuun Upitu Ranung

【分布環境】 分布於500-1200公尺間的原始森林底層、山坡林下蔭處或山谷邊的草叢陰濕

處，其具有喜肥厚腐植土及潮溼地面的特性，因此適合其生長。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苦且寒而有小毒，具有清熱解毒、平喘鎮咳和消腫止痛的

功效，主要用於治療流行性乙型腦炎、胃痛、淋巴結結核、乳腺炎、瘡瘍腫毒、癌症、蟲

蛇咬傷…等疾病。 

【使用族群】 撒奇萊雅、鄒、魯凱、排灣

【生態/性狀描述】 七葉一枝花為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又稱為金線重樓、鐵燈台、海螺七…

等，植株高度約在40-90公分之間，莖直立向上生長，不依附他物。莖上單一個節位，有

5-10片葉片同時生長，葉片呈輪狀排列，常見的形態有：長圓狀披針形、倒卵狀披針形及

倒披針形等。長約6-16公分，寬約3-4公分。在3-7月間頂生花1朵，萼片約5裂，雄蕊9-11

枚。而8-10月就會結出紅色的球形蒴果，由三心皮的子房發育而成，成熟時有多種開裂方

式。 

七葉一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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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芎
【學名】 Lagerstroemia subcostata Koehne
【科名】 千屈菜科（Lythraceae）

【屬名】 紫薇屬

【俗名】 小果紫薇、拘那花、猴難爬、苞飯花、九弓

【英名】 Subcostate Crape Myrtle

【族語】 布農 Na-Atul、撒奇萊雅 Lalidec、鄒 Karu Nucuru、卑南 Daliness、

  排灣'Daas、魯凱 Dilelre

【分布環境】 分佈於低海拔森林處，它的樹幹外表特殊，褐色的樹皮帶有白色的塊斑，外

表就好像上了一層蠟一樣，非常的光亮平滑，連善於爬樹的猴子都無法征服它，所以又俗

稱為「猴難爬」。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淡且微苦，主要具有敗毒散瘀的效用，常用於治療痢疾、鶴膝

風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卑南、排灣、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九芎為千屈菜科紫薇屬的落葉大喬木，植株高大，約可高達將近10公尺

甚至是10公尺以上。互生或對生的葉具有短柄，嫩葉為略帶紅色，葉背則為淺綠色，葉的

形狀呈長橢圓形或卵形，長約2-5公分，寬約1-2公分。開出頂生的花多數而密集，花序主

軸上再生分枝，於分枝上再著生互生的小花，整個花序呈圓錐狀，花瓣6枚，雄蕊多數，

其中有5枚的長度會特別長。而結出的果實為長橢圓形的蒴果，長約0.7公分，其種子極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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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節木
【學名】 Psychotria rubra (Lour.) Poir.
【科名】 茜草科（Rubiaceae）

【屬名】 九節木屬

【俗名】 牛屎烏、青龍吐珠、山大刀、山大顏、大傷木、大丹葉、暗山公、青龍吐霧、

  烏無常、厚肉仔

【英名】 Wild coffee

【族語】 布農 Siva Hais Tu Lukis、撒奇萊雅 Moy、鄒 Karu Usia Pu'ung

【分布環境】 九節木顧名思義是因為它枝條茂盛，加上具有明顯的環節，中國人常以九來

代替多，因而得此名。耐陰性極強、喜歡溫暖而多濕的環境，喜生長在低海拔的山區之闊

葉林下。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味苦而性寒，不只具有清熱解毒的功效，對於袪風除濕也有相

當好的作用。常常用來治療許多疾病，例如：感冒發熱、牙痛、乳蛾、痢疾、風濕骨痛、

跌打損傷、瘡瘍腫毒…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魯凱、排灣、雅美

【生態/性狀描述】 九節木係屬於茜草科九節木屬的常綠性灌木，具有耐蔭性，株高約2公

尺左右，莖在離地面不遠處就長出許多分枝，使得主幹、支幹分不清，長成一叢。葉片兩

兩成對的排列在同一個節位上，約13-18公分長、5-6公分寬的葉片，其形狀為略帶革質

的長橢圓形或倒披針狀長橢圓形，表面為深綠色。每年5-6月間開花，花序主軸上再生分

枝，於分枝上再著生互生的小花，整個花序呈圓錐狀，萼片有5裂。果實則為近球形的漿

質核果，內果皮由石細胞構成堅硬組織，保護著種子，中果皮發育成肉質，外果皮較薄，

徑約0.4公分左右，在11-12月間成熟後會慢慢轉為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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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節茶
【學名】 Sarcandra glabra (Thunb.) Nakai
【科名】 金粟蘭科（Chloranthaceae）

【屬名】 草珊瑚屬

【俗名】 紅果金粟蘭、草珊瑚、接骨木、竹節茶、觀音茶、腫節風、接骨金粟蘭、千兩、

  鴨腳節、牛膝頭、駁節茶、竹節草

【英名】 Glabrous Sarcandra

【族語】 布農 Siva Hais Tu Lisav、撒奇萊雅 Baditoh、魯凱 Baisi、鄒 Pu'ung Nangira

【分布環境】 在台灣全島低、中海拔1400公尺左右的山區闊葉林下，常發現蹤跡包括：宜

蘭、南投、屏東、蘭嶼等地區。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苦、性平，帶有小毒，具有清熱解毒、通經接骨的功效，主

要用來治療多種疾病，例如：感冒、流行性乙型腦炎、痢疾、瘡瘍腫毒、風濕關節痛…

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魯凱、鄒

【生態/性狀描述】 九節茶為金粟蘭科草珊瑚屬的多年生半木質常綠灌木，該植株高約1.5

公尺左右，全株平滑且分枝較多，有明顯的莖節。莖上的同一個節位，有兩個葉片生長，

葉片兩兩成對的排列在莖上，葉片形狀呈略帶革質的卵狀披針形或長橢圓形，長約5-15

公分，寬約3-6公分，粗鋸齒緣，齒尖具腺點。夏季開出頂生的淡黃綠色小花，花多數無

柄，排列於一不分枝的主軸上，具有雄蕊1枚。結出的果實屬魚肉質的球形漿果，徑約0.4

公分，初為綠色，而成熟後轉為深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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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 Fatsia polycarpa Hayata 
【科名】 五加科（Araliaceae）

【屬名】 八角金盤屬

【俗名】 八角盤、台灣八角金盤、八手、手樹

【英名】 Japan Fatsia

【族語】 布農 Vau Sihi Tu Ismud、撒奇萊雅 Pacyo、雅美 Vanilad'vacilad、鄒 Canapu 

'Itan

【分布環境】 八角金盤原產於台灣和日本，常生在台灣中低海拔的林地，喜歡生長在溫暖

濕潤、排水良好土壤且較耐寒的環境。

【藥效/部位】 根可祛風、行血、止痛；葉可祛痰、除濕；樹皮與葉可治風濕性關節炎，感

冒咳嗽。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

【生態/性狀描述】 八角金盤係屬於五加科八角金盤屬的常綠灌木或小喬木，株高約4-6公

尺。葉片形狀為光滑無毛的綠色掌狀葉，約有7片，徑約15-25公分，具疏淺齒緣或波浪

狀，表面為深綠色，但葉背是淡綠色，邊緣有時候是金黃色。10-11月開出白色的花，花

有柄，花梗近等長，從花序梗的頂瑞生出，形如張開的傘，整個花序呈圓錐狀。翌年4-5

月則結出紫黑色的球形漿果，果皮外表佈滿白色粉末，徑約0.7-1公分。

八角金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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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角蓮
【學名】 Dysosma pleianthum (Hance) Woodson 
【科名】 小蘗科（Berberidaceae）

【屬名】 八角蓮屬

【俗名】 金傘蓮、雙葉蓮、蛇藥王、六角蓮、獨腳蓮、鬼臼、山草蓮、八角傘、一把傘、

  八角金傘、獨葉一枝花

【族語】 布農 Vau Suzuk Tu Lisav、撒奇萊雅 Paciwlin、鄒 Aaru Patuku

【分布環境】 八角蓮俗稱為金傘蓮，原產於中國大陸華北、華中及華南的山區闊菜針葉林

下，而在台灣，大多分布於中海拔1100-2300公尺之深山林谷潤濕的闊葉林間，有時還會

以叢生的形態生長，花色豔紅，在深山中不禁讓人為之一亮，很難不去注意它，令人讚為

觀止。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苦、甘而辛，且性涼寒具毒，具有多種功效，包括清熱解

毒、祛瘀消腫、消炎抗癌等功能。常用來治療腹痛、跌打損傷、高血壓、糖尿病、子宮

癌、淋巴結硬核、疔瘡腫、皮膚癌、牙痛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泰雅

【生態/性狀描述】 八角蓮為小蘗科的多年生雙子葉肉質宿根植物，株高約30-50公分，根

莖為匍匐狀，長約9-19公分。光滑無毛，莖及葉柄皆佈滿白粉。單一株莖，頂端著生二

葉，因而被稱為「雙葉蓮」，葉片形狀呈短圓形或近圓形，長約20-25公分、寬約25公

分，通常為八裂，似蓮葉，故為「八角蓮」。4月開出6、7朵紫紅色的花，簇生於二葉柄

之連接處，萼片6枚，花瓣6-9片，雄蕊6枚，花期後結出橢圓形的漿果，由多數心皮的子

房發育而來，外果皮與中果皮形成果壁，內果皮瓣狀，內側表皮向內突出形成楔形汁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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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功勞
【學名】 Mahonia japonica (Thunb. ex Murray) DC. 
【科名】 小蘗科（Berberidaceae）

【屬名】 十大功勞屬

【俗名】 老鼠子刺、榕樣南燭、狗骨南天、山黃柏、刺黃柏、黃心樹、鐵八卦、天鼠刺、

  黃柏

【英名】 China Mahonia

【族語】 布農 Matamas Tu Ismud、撒奇萊雅 Odidal、鄒 Kaaru Savuana Tanavikaru、

  魯凱 Lravi

【分布環境】 常分布於北部海拔2000-2500公尺之山區，但由於近年來生育地的破壤，使得

數量大為減少。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全株苦且微寒，不僅可以清熱瀉火，還可以消腫解毒。主要用

於治療泄瀉、黄疸、潮熱、目赤、風濕關節痛…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魯凱、鄒、泰雅

【生態/性狀描述】 十大功勞屬於小蘗科的常綠小灌木，株高約2.5公尺左右。小葉6對叢生

於枝端，葉形為略帶革質且基部偏斜的鞘長橢圓形或卵狀披針形，長約5公分，寬約3公

分，具4、5枚齒牙狀鋸齒。早春開出黃色的花，花軸上著生小花，有花梗，由下往上開

放，長9-19公分，萼片有9枚為3列，花瓣有6枚，雌蕊亦有6枚，雄蕊則只有1枚。果實為

卵圓形的紫黑色漿果，長約0.7-0.9公分，由一或多數心皮的子房發育而來，外果皮薄，

中果皮和內果皮肥厚多汁，含多粒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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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白草
【學名】 Saururus chinensis (Lour.) Baill. 
【科名】 三白草科（Saururaceae）

【屬名】 三白草屬

【俗名】 水檳榔、水荖仔、水荖葉、水荖、水木通、三白根、三點白、五路葉白、

  五路白、塘邊藕、水茄苳、過山籠、白花蓮、白葉蓮、白舌骨、白面姑、水木通、

  白水雞、白花照水蓮、天性草、田三白、白黃腳

【英名】 Chinese Lizarbtail

【族語】 布農 Tau Maduhlas Tu Ismud、撒奇萊雅 Hingliw、雅美 Gaod No Anito、

  鄒 Cuun Uturu Tapunia、魯凱 Lasukusu

【分布環境】 喜歡生長在低海拔山區至沿海的池澤、水田、溝渠等各類濕地均有分布，在

台灣則常常分布於基隆、台北、新竹等郊野地段。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辛、甘且性小寒，具有清熱利尿、解毒消腫的功能。主要用

來治療尿路感染、腎炎水腫、黃疸、腳氣、淋病、皮膚濕疹、毒蛇咬傷…等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泰雅

【生態/性狀描述】 三白草株高約20-90公分，莖直立向上生長，不依附他物，具較粗的白

色匍匐莖，屬於地下莖的一種。莖上的同一個節位，只有一個葉片生長，葉片依序排列在

莖上，葉片形狀呈略帶紙質且全緣無毛的卵形或卵狀橢圓形，長5-14公分，寬4-5公分，

具長約2公分葉柄。每年4-7月開出多數而密集的小花，花軸上著生的小花有不明顯的小花

梗，由下往上開放，具3片乳白色的葉狀總苞，雄蕊約6枚左右，雌蕊則為1枚。8-9月結出

闊卵形的褐色蒴果，橢圓形的種子具有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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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光
【學名】 Lespedeza cuneata (Dumont d. Cours.) G. Don.
【科名】 蝶型花科 (Leguminosae)

【屬名】 胡枝子屬

【俗名】 鐵掃帚、烏蠅翼、蝴蠅翼、半天雷、夜關門、胡枝子、九里光、千里急、

  眼明草、千里明、九龍明、七里光

【族語】 布農 Pinsial Mata Tu Ismud、撒奇萊雅 Cinglikwang、雅美 Mangnem Do Aep、

  鄒 Taparo Sinang

【分布環境】 常在全島低海拔至1000多公尺的原始森林旁或平地，沙地、草叢等，是一種

非常常見的植物種類。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苦、酸、澀、辛、寒且有毒，具有多種功效，例如：清肝明

目、補腎活血、利尿解熱、散瘀破血…等。在治療疾病方面，也常用於治療胃炎、眼炎、

腎臟病、跌打損傷、諸瘡癤腫痛爛、遺精、哮喘、皮膚痒疹…等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魯凱、排灣

【生態/性狀描述】 千里光屬於多年生草本植物，株高約2-4公尺，具有細毛。三出葉，小

葉形狀呈帶有細毛的卵狀三角形成橢圓狀披針形，約1-2.5公分長，0.2-0.4公分寬，邊緣

有呈波狀或全緣。開出黃色的蝶形花，長約0.6-0.7公分。開花後結出長約0.3公分的莢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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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光
【學名】 Senecio scandens Buch.-Ham. ex D. Don. var. scandens 
【科名】 菊科（Compositae）

【屬名】 黃苑屬

【俗名】 半天雷

【族語】 布農 Pisial Mata Tu Ismud、撒奇萊雅 Cinglikwang、魯凱 Wriligiaruru

【分佈環境】 分佈於台灣中低海拔森林中，或在產業道路兩旁都可發現其蹤跡，是一種常

見的植物物種。

【藥效/部位】 千里光全株無毒，味苦、澀，性涼，有降火氣、解毒、消腫、幫助排尿之療

效，但脾胃虛者要小心服用、也可以用來消除腫毒或治療皮膚過敏。主要治療於胃炎、腫

痛、犬蛇咬傷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魯凱、魯凱、排灣

【生態/性狀描述】 千里光為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蔓生，長200-500公分，春夏季開黃

花，頂生或腋生成圓錐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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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金藤
【學名】 Stephania japonica (Thunb. ex Murray) Miers var. japonica 
【科名】 防己科（Menispermaceae）

【屬名】 千金藤屬

【俗名】 金線吊金龜、犁壁藤、倒吊癀、蓮葉葛、石黃香

【英名】 Japanese Stephania

【族語】 布農 Balivun Tu Valu、撒奇萊雅 Bila'nongay、鄒 'Uici Kunavan、

  魯凱 Likacai

【分布環境】 千金藤不太喜歡生長在具有強光的地方，常在海拔1000公尺以下的荒廢地、

山坡、灌木叢頂、透光佳的闊葉林、竹籬下等地方，經常能看到它的蹤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苦而寒，帶小毒，不僅可以清熱解毒、袪風止痛，還可以利

水消腫。主要用來治療咽喉痛、胃痛、水腫腳氣、風濕關節痛、瘡癤癰種、跌打損傷…等

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千金藤亦稱為金線吊金龜、犁壁藤、倒吊癀、蓮葉葛、石黃香等，屬於

防己科千金藤屬的多年生常綠性纏繞藤本植物。全株綠色且平滑，莖呈灌木狀。莖上的同

一個節位，只有一個葉片生長，葉片形狀呈略帶紙質且全緣的闊卵形至三角形，約4-9公

分長，4-6公分寬，葉背為粉白色，柄長約4.5公分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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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人參
【學名】 Talinum paniculatum (Jacq.) Gaertn.
【科名】 馬齒莧科（Portulacaceae）

【屬名】 假人參屬

【俗名】 假人參、土高麗、土高麗參、參仔葉、參仔草、波世蘭、台灣參、東洋參、

  參草、櫨蘭

【英名】 Panicled Fameflower

【族語】 布農 Takisilazan Tu Iiu Lamis、撒奇萊雅 Koni、鄒 'Unai Sum

【分布環境】 土人參俗稱為「假人參」，常於低海拔山野、荒地、宅第庭牆旁及有人煙的

角落。除了可做庭園觀賞植物，對於藥用也提供相當多的幫助。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甘且平，具有利尿消腫、健脾潤肺、止咳及調經等作用，主

要用來治療痢疾、溼熱性黃疸、內痔出血、小兒疳積、脾虛勞倦、月經不調、小便不利…

等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阿美

【生態/性狀描述】 土人參為馬齒莧科假人參屬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全株平滑，株高可達70

公分左右。莖上的同一個節位，只有一個葉片生長，葉片形狀呈帶有短柄的全緣肉質之倒

卵狀披針形，長約6-7公分。春夏季開出多數花梗細長的紫紅色花朵，花序主軸上再生分

枝，於分枝上再著生互生的小花，整個花序呈圓錐狀，花瓣4-6片。結出的果實為球形的

蒴果，徑約0.5公分，起初為鮮紅色，成熟後變成灰褐色，內含有數枚細小的種子，黑色

且光亮，帶有細微的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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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樟
【學名】 Cinnamomum reticulatum Hayata 
【科名】 樟科（Lauraceae）

【屬名】 樟屬

【俗名】 網脈桂、網脈樟、香桂

【英名】 Reticulate-veined Cinnamon Tree，Taiwan Camphor Tree

【族語】 布農 Dakus Tuza、撒奇萊雅 Zakes、鄒 'Unai Cakusu、卑南 'Imus、

  排灣 'Liagus

【分布環境】 土樟俗稱為網脈桂、網脈樟、香桂，為台灣特有種之一。常常分布於南台

灣，可以在台東縣、恆春半島低海拔的灌木叢林中、近海岸地區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苦、甘而辛，且性涼寒具毒，具清熱解毒、祛瘀消腫、消

炎抗癌等功能。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卑南、排灣、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土樟為樟科樟屬的小喬木，該植物高約4-6公尺，粗壯且短的樹枝。葉

多為對生亦有互生者，葉片形狀呈略帶革質且全緣的倒卵形或倒卵狀長橢圓形，長約5公

分，寬約3公分，表面呈綠色，有光澤，背面則為蒼綠色，具有1公分左右且光滑無毛的葉

柄。開花期開出約4枚腋生的淡黃綠色小花，花軸頂端著生一朵小花，兩側分枝上再形成

小花，花梗約0.3公分長，花被片約有6枚，雄蕊具9枚。結出的果實為長約0.5-1.5公分，

徑約0.5-1公分的橢圓形核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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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本七層塔
【學名】 Ocimum gratissimum L. 
【科名】 唇形花科（Labiatae）

【屬名】 零陵香屬

【俗名】 七層塔、印度零陵香、東印度羅勒、印度羅勒、丁香羅勒、美羅勒、樹羅勒、

  灌木羅勒、光明子、毛羅勒

【英名】 Sweetscented Basil

【族語】 布農 Pitu Huhu Tu Madain Lisav、撒奇萊雅 Angsicay、雅美 Angno No Takey、

  鄒 Cuun Tapunia、排灣 La'Liga

【分布環境】 原產於熱帶地區，帶有特殊的香味，藥用外，烹調可增添風味又可以開胃，

在台灣低海拔地區為非常普遍的植株之一。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辛且溫，具有清熱消炎、利尿固肝、解毒止血、消腫止痛

等效果，主要用來治療多種疾病，像是風溼背痛、感冒、腹瀉、肝病、乳癰、雙單蛾、毒

瘡腫痛、慢性氣管炎、瘡毒皮膚搔癢、尿白濁、毒蛇咬傷、小兒急驚風、日常肝火大…

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排灣

【生態/性狀描述】 大本七層塔亦稱為印度零陵香、印度羅勒、丁香羅勒…等，屬於唇形花

科零陵香屬且被白色柔毛的大型植株，株高約90-110公分。葉片形狀呈鋸齒緣而兩面被短

毛及腺點的橢圓形至卵形，長6-16公分，寬3公分，葉柄長2-3公分。花萼上側先端漸尖，

下唇則微凹。結出的果實為暗褐色長圓形的小堅果，果皮堅硬而不開裂，內含種子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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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草
【學名】 Euphorbia formosana Hayata 
【科名】 大戟科（Euphorbiaceae）

【屬名】 大戟屬

【俗名】 台灣大戟、台灣大戟、八卦草、五虎下山、黃花尾、藥虎草、滿天星、八卦黃、

  下山虎

【英名】 Taiwan Euphorbia

【族語】 布農 Katsia Batu Tu Ismud Ikit、撒奇萊雅 Tacyacaw

【分布環境】 喜歡生長在具有充足的陽光、排水系統良好的土壤之中，因此可以在全島的

原野沙地、沿海地區、平地、田野、河畔路邊、圳溝邊荒廢地等發現其蹤跡。而常分佈於

台北、新竹、苗栗、台中、南投、嘉義、西部低海拔地區，以及台東縣境內。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苦且寒，而全草皆有毒，不僅可以解毒消炎、消腫散結，

還可以利水通便等。主要用來治療舌傷、風濕、疥癬、跌打、無名腫毒、疔瘡、癰疽、皰

疹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

【生態/性狀描述】 大甲草為大戟科大戟屬的半灌木狀多年生草本植物，株高約40-140公

分，莖直立向上生長，不依附他物，折傷則會滲出白色乳汁，繖形狀的分枝集中於莖頂。

葉片形狀呈無柄且全緣為線狀披針形，長約4-7公分，寬約1公分；花序則為大戟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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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曼陀羅
【學名】 Brugmansia suaveolens (Willd.) Bercht. & Presl 
【科名】 茄科（Solanaceae）

【屬名】 曼陀羅屬

【俗名】 南洋金花、山茄子、鳳茄花、鬧洋花、風茄花

【族語】 布農 Madaing Puah Tu Mantulu、鄒 Karu Tapangana、卑南 Paka'ungaw、

  撒奇萊雅 Kilangay Bidakelong、雅美 Amyot、排灣 Gava'Ran、魯凱 Asagaw

【分佈環境】 大花曼陀羅分佈於台灣中南部中低海拔，連離島都可發現其蹤跡，常常生長

於山坡與溝邊。

【藥效/部位】 依其部位的不同，治療上也有不同，例如花與莖葉可當麻醉、止痛；葉在風

濕的治療上也有極好的效果。 

【使用族群】 布農、鄒、撒奇萊雅、雅美、卑南、排灣、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大花曼陀羅是一種常綠性灌木，最高可達500公分，葉互生，呈卵狀長

橢圓形，全緣但具有不規則波狀裂痕，花萼呈壺狀筒形，花冠漏斗狀，白色，長約9-16公

分，具有雄蕊5枚，子房2室，柱頭線狀;大花曼陀羅果實為蒴果但近於球形，外被具有短

刺，成熟後會開裂，具多數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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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返魂草
【學名】 Kalanchoe gracilis Hance  
【科名】 景天科（Crassulaceae）

【屬名】 燈籠草屬

【俗名】 小燈籠草、細葉芥藍菜、細葉白背、大還魂

【英名】 Small fire-tree kalanchoe

【族語】 布農 Musuhis Tu Ismud、魯凱 Takudredremelre、鄒 Cuun Vu'ung、

  撒奇萊雅 Sotac

【分布環境】 大返魂草原產於台灣，是台灣特有種的植株之一。主要分布於全島平野和低

海拔200-550公尺之間的山地，或是在陰濕山坡林下、林緣邊、河套岸邊及路旁濕地處也

可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該植株不僅可以止血鎮痛，還可以清熱解毒、下氣通經，主要用來治療急慢

性呼吸道感染、喘息性支氣管炎、肺炎，亦可當作止血藥、腫瘤和分娩前的鎮痛藥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大返魂草為多年生常綠肉質草本植物，屬於景天科燈籠草屬，又稱之為

小燈籠草、細葉芥藍菜、細葉白背、大還魂等，株高可達55公分，莖瘦長且直立向上生

長，不依附他物。莖上的同一個節位，有兩個葉片生長，葉片兩兩成對的排列在莖上，裂

片呈狹披針形，具有不規則粗鋸齒緣，葉片表面呈黃綠色。開出黃白色的花朵，在中央的

一朵頂生花，下面從花序梗頂生出二分枝，每枝頂上各生出一朵花，萼片為披針形，花冠

則呈壺形，具有花瓣4枚，雄蕊則有8枚。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蒴果，內含多數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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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青
【學名】 Clerodendrum cyrtophyllum Turcz.
【科名】 馬鞭草科（Verbenaceae）

【屬名】 海州常山屬

【俗名】 鴨公青、路邊青、臭葉樹、羊咪青、青心草、臭大青、馬大青、淡婆婆、

  大葉青、木本大青

【英名】 Manyflower Glorybower、Smalt、Woad

【族語】 布農 Masanglav Tu Lisavdaing、撒奇萊雅 Tacin、鄒 Cuun Takarura

【分佈環境】 大青分佈極廣，山野、產業道路旁、灌叢中都可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大青味苦性寒，有解熱涼血之療效，也可用於預防腦脊隨膜炎、感冒、肺

炎、腮腺炎、甚至可治療尿道感染。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大青為一種落葉灌木樹種，株高可至300公分，葉對生，葉片具革質，

為橢圓形、卵形，長約7-18公分，寬2-7公分，葉先端為漸尖形，基部圓形，葉全緣，葉

背、葉面具有白色短毛，夏季開花，為聚繖花序；花萼呈鐘狀，外具毛，有5裂片；花冠

管細長，雄蕊有4個，大青果實呈卵圓形，直徑約在0.5-0.7公分，成熟時變成紫紅色，且

被宿萼包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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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仙茅
【學名】 Molineria capitulata (Lour.) Herb.
【科名】 百合科（Liliaceae）

【屬名】 仙茅屬

【俗名】 仙茅、船子草、船仔草、船形草、地棕根、獨茅根、獨腳仙茅、大仙茅、

  獨腳絲茅、山棕、地棕、千年棕、番龍草

【英名】 Largeleaf Curculigo

【族語】 布農 Madain Lisav Tu Kusungai-Ia、撒奇萊雅 Taysimaw

【分布環境】 大葉仙茅原產於中國四川、馬來西亞、印度、澳洲等地，喜歡生長於山坡、

丘陵草叢中及灌木叢邊的大葉仙茅，藥用外，亦可用來當作庭園植物或是盆栽觀賞之。分

佈在全省低海拔山區林蔭下。

【藥效/部位】 具有多種功效，例如：助神明強筋骨，益肌膚培精血，明耳目填骨髓，開胃

消食，補煖腰腳…等。主要用來治療腎虛、遺精、慢性腎炎、腰膝酸痛、胃腹冷痛、更年

期高血壓病…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阿美

【生態/性狀描述】 大葉仙茅為多年生常綠草本植物，株高約60-90公分，根狀莖呈圓柱狀

直立入地，粗壯且帶肉質，外表為棕褐色，內部則呈肉白色。葉片形狀呈全緣的條狀披針

形至披針形，很像舢舨船，所以又稱之為「船仔草」，長約40-80公分，寬約6-14公分，

3-6片的葉子叢生於基部，每年6-8月開花，花無柄或近無柄，多數密集生於一短而寬，平

坦或隆起的總托上，形成一頭狀體。結出的果實為長約0.5-1公分，內藏多數具有光澤的

黑色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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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金雞納
【學名】 Cinchona succirubra Pav.
【科名】 茜草科 (Rubiaceae)

【屬名】 金雞納屬

【俗名】 金雞勒、規那樹、紅色金雞納

【英名】 Chinae

【族語】 布農 Madain Lisav Tu Tulku Ismud、卑南 Ravilu、撒奇萊雅 Taycincina、

  鄒 Kunavan Tarakuka

【分布環境】 大葉金雞納又稱之為金雞勒、規那樹、紅色金雞納等，台灣在日據時代引入

推廣種植於屏東一帶。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辛、苦且寒帶有毒，具有強壯解酒、收斂鎮靜及解熱健胃的

功效，主要用來治療瘧疾、惡性潰瘍、壞疽性創傷，亦可作為墮胎藥劑之用。

【使用族群】 布農、卑南、鄒、排灣、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大葉金雞納為茜草科金雞納屬常綠喬木植物，株高可達250-350公分。

莖上的同一個環莖位置，有兩個葉片生長，葉片兩兩成對的排列在莖上，葉片形狀呈矩圓

狀披針形或橢圓狀矩圓形，長約8-11公分。花序主軸上再生分枝，於分枝上再著生互生的

小花，整個花序呈圓錐狀，腋生或頂生，帶有強烈的味道，花冠呈白色的筒狀，長約1公

分左右，裂片呈邊緣有白色柔毛的披針形。結出的果實為長約10-13公分的橢圓形蒴果，

而種子雖小但具有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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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銀龍
【學名】 Pedilanthus tithymaloides (L.) Poit.
【科名】 大戟科（Euphorbiaceae）

【屬名】 紅雀珊瑚屬

【俗名】 銀龍、紅雀珊珊、花銀龍、龍鳳木、斑葉紅雀珊瑚

【英名】 Slipper flower、Redbird cactus.Redbird flower、Japanese poinsettia 

【族語】 布農 Madain Masanglav Tu Ismud、撒奇萊雅 Tayilong、鄒 Cuun Tavincangai

【分布環境】 大銀龍原產於熱帶美洲，喜歡生長在溫暖、高溫的地方，性耐旱，忌高溫多

濕。分佈於台灣低海拔山區。

【藥效/部位】 整株有多量的白色乳汁，可將之乳汁少量加入飲料中喝下，可當做催吐劑使

用，具有良好的催吐效果。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魯凱、排灣

【生態/性狀描述】 大銀龍為大戟科多年生的小灌木，株高約100公分左右，植株全體光滑

無毛且分枝多，莖呈淺綠色的圓筒形，其莖葉肥厚多肉且含有大量的乳汁。莖上的同一

個節位，只有一個葉片生

長，葉片形狀呈全緣波狀

的綠色卵狀長橢圓形，葉

的表面有乳白或乳黃班

塊。花期在1-5月，紅色

小花叢生簇集於枝梢，在

中央的一朵頂生花，下面

從花序梗頂生出二分枝，

每枝頂上各生出一朵花，

總苞形狀呈紅色拖鞋狀，

左右對稱。開花後結果，

果實為橢圓形的蒴果，內

含多數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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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薊
【學名】 Cirsium japonicum Kitam. var. takaoense 
【科名】 菊科（Compositae）

【屬名】 薊屬

【俗名】 雞過刺、大刺兒萊、大刺蓋、老虎刺、刺蘿蔔、牛喳口、雞母刺、大惡雞婆、

  山老鼠

【英名】 Japanese Thistle Herb or Root

【族語】 布農 Kakaunan、撒奇萊雅 Cicekaay Sama、魯凱 Dulealeace、排灣 'Sama、

  鄒 'Acipi Tarakuka、阿美 Sa Ma Nu Ru Duk

【分佈環境】 大薊分佈極廣，原生於中國沿海地帶；性喜涼爽氣候，在台灣常分佈於山

坡、產業道路、沿海肥沃土層地區。

【藥效/部位】 大薊味甘性涼，既能涼血解毒，又可散瘀消腫，主要治療肝炎、腎炎、子宮

出血等病狀。也可當作外傷用藥。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魯凱、鄒、阿美、排灣

【生態/性狀描述】 大薊為一種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株高約30-120公分。莖圓柱形，長約

0.5-1公分，粗0.4-1公分，葉有柄，呈蓮花座狀，葉片為倒披針或倒卵狀橢圓形，長約

10-35公分，葉緣齒狀，齒端有尖刺，葉面綠色，有絲狀毛物，葉背呈灰綠色，葉脈上有

毛，上部葉小。大薊為夏季開花，呈頭狀花序，總苞似鐘形，長約1-2公分，寬2-4公分，

外表皮中央有黏腺體。花為頭狀花序，呈紫紅色；裂片5片，雄蕊5個。大薊果實為瘦果長

橢圓形，長約0.3公分，暗灰色。管狀花，萎落不全，總苞枯黃，表面微紫黑色，白羽狀

冠毛外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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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貞子
【學名】 Ligustrum sinense Lour. ex Dence
【科名】 木犀科（Oleaceae）

【屬名】 女貞屬

【俗名】 冬青樹、大葉冬青、高杆冬青、女貞樹、大葉女貞、高杆女貞、楨木、萬年枝、

  蠟樹、蟲樹、冬青子、鼠梓子

【英名】 Glossy Privet

【族語】 布農 Niang Sikusia Tu Maluspingaz Ismud、撒奇萊雅 Nicence

【分布環境】 女貞子原產於中國大陸長江以南各省、朝鮮半島以及日本等地。台灣於低海

拔地區均可生長。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味甘、微苦澀且性平。不僅可以強心、滋養通便、補肝腎，還

可以益陰安神、養肝明目、利尿、興奮等，具有相當多的功能。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

【生態/性狀描述】 女貞子屬於木犀科女貞屬，屬於常綠小喬木或灌木，株高可達5公尺左

右，枝幹表面光滑帶有皮孔。葉片形狀呈略帶革質的卵形至卵狀披針形，長約8-17公分，

寬約3-5公分，葉面正面為暗綠色，上有7-10條淡綠色的葉脈，葉背則為淡綠色。在6-7月

開出多數白色帶有香氣的小花，花序主軸上再生分枝，於分枝上再著生互生的小花，整個

花序呈圓錐狀，長可達21-24公分。8-12月結出長橢圓形帶有白粉的紫藍色核果，微微彎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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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金梅葉
【學名】 Hypoxis aurea Lour. 
【科名】 仙茅科（Hypoxidaceae）

【屬名】 小金梅草屬

【俗名】 黃花參

【族語】 布農 Makuis Lisav Tu Ismud、撒奇萊雅 Papangaay、鄒 Taravungun Tanau

【分布環境】 小金梅葉原產於全省各地。喜歡生長在海拔2800公尺以下的松櫟林、針闊葉

混交林間的灌叢、草坡或荒地等地。

【藥效/部位】 功用：溫腎、壯陽、補氣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小金梅葉為仙茅科小金梅草屬，屬於多年生的草本植物，株高約3-23公

分，根狀莖為肉質的卵球形或圓柱形，長約4-6公分，粗約1公分。葉片形狀呈帶有黃褐色

疏毛的狹線形，長約8-28公釐，寬約0.5-1公分。5-7月開出黃色花，花莖高約3-9公分；

苞片小而有2枚，花被片6片，雄蕊有6枚。果實在7-9月間會成熟，棒狀的蒴果長約0.5-1

公分，果皮薄，表面有無數細小明顯的瘤狀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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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飛揚
【學名】 Chamaesyce thymifolia (L.) Millsp.
【科名】 大戟科（Euphorbiaceae）

【屬名】 大戟屬

【俗名】 千根草、紅乳草、乳草、乳仔草、紅乳仔草、細本乳仔草、扁竹、小本乳汁草、

  紅骨細本乳仔草、結尾仔草、小飛揚草

【英名】 Red Caustic Reeper、Thymeleaved Spurge

【族語】 布農 Babu Tu Ismud、撒奇萊雅 Biyang、鄒 Cuun Mingane

【分布環境】 小飛揚原產於世界各地熱帶地區，屬於常見之植物，在台灣則分布於田邊、

路旁、農田或山坡地的濕潤處都很常見。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微酸、澀且性涼，具有清熱解毒、利濕止癢、消腫毐等功效。

主要用於治療細菌性痢疾、痔瘡出血、過敏性皮炎、乳癰、蛔蟲…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小飛揚又稱為細本乳仔草、過路蜈蚣草等等，屬於一年生的草本植物，

為大戟科家族成員之一，紅色的匍匐莖，橫走在地上，全草被細毛，具有白色的汁液。莖

上的同一個節位，有兩個葉片生長，葉片兩兩成對的排列在莖上，葉片形狀呈長橢圓形或

披針形，葉緣具有細鋸齒緣。雌雄同株但異花，在中央的一朵頂生花，下面從花序梗頂生

出二分枝，每枝頂上各生出一朵花，排列成頭狀，花被紅紫色苞片所包圍。結的果實為具

有粗毛的三稜形之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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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葉桑
【學名】 Morus australis Poir. 
【科名】 桑科 (Moraceae)

【屬名】 桑屬

【俗名】 桑樹、蠶仔樹、鹽桑仔

【族語】 布農 Pakaun Ikit、撒奇萊雅 Adidem、雅美 Tanyod、鄒 Karu 'Usum、

  卑南 Talriyuz、阿美 A De Dm、排灣 'Lesu、魯凱 Taliyudru

【分佈環境】 原產於中國、韓國、日本等，台灣全島皆有分佈，尤其在中低海拔面向太陽

的地方。

【藥效/部位】 小葉桑味甘性寒，葉部對清熱解毒有極好的療效，根可退火，幫助排尿，其

枝葉可用來解熱、消炎甚至毒蛇咬傷，且也能當退火飲料消暑。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卑南、阿美、排灣、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小葉桑為一種落葉性大灌木或小喬木，株高可到300-500公分，枝幹折

斷時會流出白乳狀液汁。葉互生具柄，三出脈，葉卵圓寬卵形，長約8-16公分，寬6-14公

分，葉先端尖銳，基部近心形。小葉桑花為雌雄異株，雄花為葇夷花序，雌花花序下垂或

斜上，花柱有毛柱頭2裂，果實為多花性聚合果，由紅而變成紫黑色方成熟才有甜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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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蘭
【學名】 Rhoeo spathaceae (Sw.) Stearn
【科名】 鴨跖草科（Commelinaceae）

【屬名】 蚌蘭屬

【俗名】 紅三七、紫背鴨跖草、紫背萬年青

【英名】 Boat Lily、Oyster Rhoeo、Oyster Plant

【族語】 布農 Masanglav Madanghas Tu Ismud、撒奇萊雅 Tinpac、鄒 Cuun Tapasu

【分布環境】 蚌蘭又稱為紅三七、紫背鴨跖草、紫背萬年青等，台灣各地皆有栽種及分

布。

【藥效/部位】 全草可治瘀血、肺炎、咳嗽、打傷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蚌蘭屬於鴨跖草科蚌蘭屬，為多年生的粗壯草本植物，株高約40-50公

分，莖枝匍匐地面，接近地面的節上生根，與母莖斷絕後，能獨立生長成為新植物。莖上

的同一個環莖位置，只有一個葉片生長，葉片依序一片一片排列在莖上，葉片形狀呈質厚

且脆，長約20-35公分，寬約5公分左右。葉子表面被軟絨毛，上面為暗綠色，背面則為暗

紫色或紅紫色。夏季開出十數朵淡紫色的小花，花冠為白色或淡粉紅色，具花瓣3片，雄

蕊有6枚。開花後結果，結出的果實為蒴果，成熟後會裂成3瓣，具有6枚種子，只是結果

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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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葉黃鱔藤
【學名】 Berchemia lineata (L.) DC.
【科名】 鼠李科（Rhamnaceae） 

【屬名】 黃鱔藤屬

【俗名】 鐵包金、黑尼耐、老鼠耳

【英名】 Rhamnaceae

【族語】 布農 Acikis Lisav Tu Valu Diva、撒奇萊雅 Omoy、鄒 'Uici Vutukuru

【分布環境】 在台灣中高海拔地區的丘陵、曠野荒郊野地之灌木叢中，或是海邊比較會發

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苦且平，歸入肺、胃二經，具有理咳止血、祛痰止痛、散毒

消腫等功能，主要用來治療肺癆久咳、內傷出血、跌打損傷、風濕疼痛、蟲蛇咬傷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小葉黃鱔藤為半藤狀的濃木，屬於鼠李科，分枝佈滿柔毛。莖上的同一

個環莖位置，只有一個葉片生長，葉片依序一片一片排列在莖上，葉片形狀呈卵形或近圓

形，長6-9公厘，葉柄極短而被白毛。秋季開出2至數朵具有線狀披針形的花瓣花，簇生於

葉腋內或小枝的頂端，萼片有5枚，長約2.5公厘，雄蕊具5枚。結果的果實為長卵狀肉質

的紫黑色核果，長約1.5公厘，亦有一種果實成熟後為黃白色的品種。



35台灣原住民族藥用植物圖鑑

山芙蓉
【學名】 Hibiscus taiwanensis Hu  
【科名】 錦葵科（Malvaceae）

【屬名】 木槿屬

【俗名】 台灣山芙蓉、台灣芙蓉、狗頭芙蓉、千面美人、三醉芙蓉、酸芙蓉、千面女娘、

  拒霜花

【英名】 Taiwan Hibiscus

【族語】 布農 Takiludun Maduhlas Puah、撒奇萊雅 Debo、雅美 Anot、鄒 Vinua'u、

  魯凱 Lubu

【分布環境】 山芙蓉屬於台灣特有種的植物之一。可在全省平野至海拔1300公尺以下的山

區發現其蹤影，分布範圍非常廣泛。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微辛且平，不僅可以清熱解毒、消炎止痛，還可以消腫排

膿、清肺涼血，具有多種功效。主要用來治療療癰疽腫毒、浮癰肋膜炎、關節炎、創傷不

癒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山芙蓉屬於錦葵科木槿屬，全株佈滿毛茸，為落葉性大灌木或小喬木，

植株高約4-7公尺，分枝多。莖上的同一個節位，只有一個葉片生長，葉片形狀呈厚紙質

且具長柄的半圓形，邊緣呈鋸齒緣。9-12月為花期，清晨綻放的是白色或粉紅色的花朵，

而到晚上凋落前則轉為紫紅色或粉紅色，雌雄同株，花具長梗，萼片為鐘形具8枚。結出

的果實為徑約3公分左右的球形蒴果，外表佈滿毛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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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芹菜
【學名】 Cryptotaenia japonica Hassk. 
【科名】 繖形科（Umbelliferae）

【屬名】 鴨兒芹屬

【俗名】 鴨兒芹、鴨腳板、鵝腳板、三葉芹

【英名】 Honewort、Mitsuba

【族語】 鄒 Rurupu Rumura、撒奇萊雅 Lohbaw、魯凱 Cimeamera、阿美 Ru Hh Bou、

  布農 Takiludun Umanun Lisav Tu Sanglav、排灣 La'Ruin＆'Lighin

【分布環境】 山芹菜又稱之為鴨兒芹、鴨腳板、鵝腳板、三葉芹…等，在全省的林邊、溝

邊、田邊濕地或溝谷草叢中常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可散寒、止咳，常常用於治療一些疾病，例如食積腹痛、甲狀腺腫、氣虛食

少、風寒、感冒、尿閉…等。

【使用族群】 鄒、撒奇萊雅、魯凱、布農、阿美、排灣

【生態/性狀描述】 山芹菜係屬於繖形科鴨兒芹屬。株高約50-60公分的山芹菜，是屬於多

年生直立草本植物，全株無毛，帶有香氣。莖直立向上生長，不依附他物，具有叉狀的分

枝。三出葉，小葉無柄且邊緣有不整齊重鋸齒的菱狀倒卵形，約4-9公分長，3-5公分寬。

夏季開超白色小花，有時為紫紅色，花有柄，花梗近等長，共同從花序梗的頂瑞生出，形

如張開的傘，萼齒5裂，為5瓣花，具有雄蕊5枚，雌蕊1枚。開花後結果，結出的果實屬於

長橢圓形的雙懸果，具有5稜，其中主稜明顯，次稜較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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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苧麻
【學名】 Boehmeria nivea (Gaudich.) Miq var. tenacissima 
【科名】 蕁麻科（Urticaceae）

【屬名】 苧麻屬

【俗名】 青苧麻、苧麻、真麻、苧仔、苴、紵

【英名】 Ramie、Nuke

【族語】 布農 Takiludun Tu Liv、撒奇萊雅 Keliw、雅美 Measo、卑南 Keriw、

  排灣 Rugu、魯凱 Lrekelreke

【分布環境】 山苧麻原產於中國大陸、台灣、琉球群島、以及日本內地等。喜歡充足陽光

和溫暖濕潤氣候且耐旱及半陰的地方，常於台灣各地的低山帶、平野、道路兩旁等開闊地

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甘且寒，具有清熱利尿、止血安胎與解毒散瘀的功效，主

要用來治療血淋、蛇蟲咬傷、癰腫、散瘀止血、乳癰、創傷出血…等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卑南、排灣、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山苧麻是蕁麻科家族的一員，為常綠亞灌木，植株高可達1.5公尺左

右，莖呈灰綠色，表面佈滿柔毛，分枝多。單葉互生，葉片形狀呈厚質的卵圓形或圓形，

長約8-14公分，具有長4-7公分的葉柄，邊緣為不規則的鈍鋸齒緣，葉片表面光滑而翠

綠，背面面則佈滿白毛。花序主軸上再生分枝，於分枝上再著生互生的小花，整個花序呈

圓錐狀，雌雄同株，雄蕊有4枚。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扁卵狀的瘦果，表面佈滿細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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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桂花
【學名】 Maesa japonica (Thunb.) Moritzi ex Zoll. 
【科名】 紫金牛科（Myrsinaceae）

【屬名】 山桂花屬

【俗名】 台灣山桂花、九切茶、六角草、烏樹仔、鯽魚膽

【英名】 Taiwan Maesa

【族語】 布農 Takiludun Ma-Ansum Puah Tu Lukis、撒奇萊雅 Hingliw、排灣 'Dava、

  魯凱 Lasalreme

【分布環境】 原產於大陸南方、越南及日本，喜歡生長在森林的底層陽光充足處，或是半

遮蔭的步道旁，常常分佈於台灣中海拔以下的山區裡，尤其在宜蘭、桃園、苗栗、台中、

嘉義、屏東、蘭嶼、綠島等地，都是其分佈的範圍，皆可發現其蹤影喔。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苦且平，具有接骨消腫、去腐生肌的作用，主要用來治療赤

痢、胃病、風寒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排灣、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山桂花為紫金牛科家族的成員之一，為常綠性灌木植物，株高可達3.5

公尺，全株光滑無毛，而樹皮帶有白斑。單葉，葉片形狀呈紙質的橢圓形或長橢圓形。冬

季開多數白色的小花，花序主軸上再生分枝，於分枝上再著生互生的小花，整個花序呈圓

錐狀，其和桂花大小差不多，所以乍看之下會以為是桂花開了，但其實山桂花和桂花關係

不大。結出的果實為球形狀的，成熟後呈白色，內含多粒黑色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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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素英
【學名】 Jasminum nervosum Lour. 
【科名】 木犀科（Oleaceae）

【屬名】 素馨屬

【俗名】 白鷺鷥花、山秀英、山四英、素茶花、賜容花藤、清明花、白茉莉、白蘇英  

【英名】 Mountain Jasmine

【族語】 布農 Sansuin Tu Ismud、撒奇萊雅 Sansoin、雅美 Rai、魯凱 Vatikitikilri

【分布環境】 山素英原產於中國大陸南部、台灣及印度，在台灣全島中、低海拔平地或山

區分佈非常廣泛，從南到北都可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不僅可以用來行血理帶、補腎明目，還可以通經活絡，具有多種功效。主要

用來治療眼疾、咽喉腫痛、急性胃腸炎、風濕關節炎、生肌收斂、梅毒…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山素英屬於木犀科素馨屬的蔓性常綠灌木，全株整體平滑，分枝性柔

軟，嫩莖被毛。單葉對生，葉片形狀呈紙或近革質且具短柄的卵狀，長約3-4公分。春季

為花期，開出約3朵且具香味的白色花朵，在中央的1朵頂生花，下面從花序梗頂生出二分

枝，每枝頂上各生出1朵花，萼及花冠裂片約8-11裂，呈線狀長橢圓形，雄蕊具有2枚。結

出的果實為黑色有光澤的圓形漿果，其大小約0.5-0.7公分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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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馬茶
【學名】 Tabernaemontana subglobosa Merr. 
【科名】 夾竹桃科（Apocynaceae）

【屬名】 馬蹄花屬

【俗名】 真山馬茶、馬蹄茶、馬茶花、蘭嶼馬蹄茶、南洋山馬茶、台灣狗牙花、三友花

【英名】 Crape jasmine、Crape gardenia、Pinwheel flower

【族語】 布農 Takiludun Huhudan Tasasikis Tu Lisav、鄒 Nangira Siparipe、

  撒奇萊雅 Sanmaca、雅美 Rapanbaka

【分布環境】 分佈於台灣本島海拔約400公尺以下的山馬茶，較常出現在台灣南部地區，尤

其是恆春四重溪、牡丹至鵝鑾鼻止，墾丁公園更多。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苦、辛且性溫，具有小毒，具有清熱解毒、抗癌、止痛、

降血壓等多種功能，主要用來治療風邪、頭痛及甲狀腺腫瘤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雅美、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山馬茶為夾竹桃科馬蹄花屬的多年生常綠性落葉灌木，株高約1-4公

尺，全株光滑無毛但具有白色乳汁，而樹皮呈灰白色，上面佈滿不規則的條紋。單葉輪

生，葉片形狀呈表面光滑而略帶革質且全緣的披針或卵狀披針形，長約10-14公分。6-9月

為花期，開出花瓣為5片且帶有香味的白色盆形花，在中央的1朵頂生花，下面從花序梗頂

生出二分枝，每枝頂上各生出1朵花，花冠筒長約1.5公分左右。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有毛

的蓇葖果，成熟後呈現橘紅色，而表皮上具有明顯的腺點，內含有約3-6顆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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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棕
【學名】 Arenga tremula (Blanco) Becc. 
【科名】 棕櫚科（Palmae）

【屬名】 山棕屬

【俗名】 虎尾棕、黑棕、棕榔、棕節、桄椰子、山椰子、台灣砂糖椰子

【英名】 Formosan Sugar Palm、Taiwan Sugarpalm、Areng、Arenga

【族語】 布農 Asik、撒奇萊雅 Balidas、鄒 Taruvuku、卑南 'Atamur、排灣 'Legis、

  魯凱 Langusadre

【分佈環境】 山棕為台灣原生種，莖矮叢生，生長分布於低海拔森林底層下的陰性植物，

亦是一種常見的植物。

【藥效/部位】 種子：苦、辛、溫。種子可清血；果皮有滋養強壯之功效。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卑南、排灣、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山棕為棕櫚科莖矮叢生植物，羽狀葉長約200-300公分，葉緣齒牙狀，

葉先端切狀，具有光澤，但葉背面呈灰白色。山棕為雌雄同株，花序為肉穗花序，雄花為

黃色殼斗狀，開花時具有濃郁香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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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菅蘭
【學名】 Dianella ensifolia (L.) DC. 
【科名】 百合科（Liliaceae）

【屬名】 桔梗蘭屬

【俗名】 桔梗蘭、竹葉蘭

【英名】 Campanula Orchid、Swordleaf Dianella

【族語】 布農 Iipun Patuiia Tu Ismud、撒奇萊雅 Aepipen、鄒 Cuun 'Aripangtun、

  魯凱 Ivivigi

【分布環境】 常常可於台灣全島低海拔1400公尺以下的山區郊野，較乾燥之山壁或路旁發

現其蹤跡，在海濱亦有分布。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甘、辛而性微涼，具有拔毒、消腫的功效，主要用來治療腹

痛、癰瘡腫膿、雍癬、治毒蛇傷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山菅蘭為百合科桔梗蘭屬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株高約60-75公分，根莖

為匍伏狀，表面呈暗棕色，有明顯的結節。葉片形狀呈革質光滑且全緣的披針形或劍形，

略反卷，長約35-45公分，寬約4公分。開出多數藍紫色或白色的小花，花序主軸上再生分

枝，於分枝上再著生互生的小花，整個花序呈圓錐狀，花莖長可達90公分左右，雌雄同

株，花被具有6枚，雄蕊則為6枚。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近球形而徑約0.7-1公分的藍紫色

漿果，具有黑色的長圓形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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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黃梔
【學名】 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
【科名】 茜草科（Rubiaceae）

【屬名】 黃梔屬

【俗名】 梔子、黃枝、黃梔子、黃枝花、梔子花、木丹、山梔、山黃枝、枝子、山枝子、

  紅梔子、黃梔、恆春梔

【英名】 Cape jasmine、Gardenia

【族語】 布農 Takiludun Madiav Tu Las、撒奇萊雅 Sacengel、鄒 Mu'ucu、排灣 'Dava、

  魯凱 Bukare

【分布環境】 山黃梔在全島低海拔的平原，或是闊葉叢林中常常可以發現蹤跡。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排灣、魯凱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苦、寒，且有小毒，主要具有清熱瀉火、涼血止血、利尿及

散瘀的功效。常常用來治療口舌生瘡、瘡瘍腫毒、黃疸、乳腺炎、痔瘡…等疾病。

【生態/性狀描述】 山黃梔為茜草科黃梔屬的常綠灌木或小喬木，株高大約300公分，樹皮

呈灰白色。單葉對生，葉片形狀為深綠色且光滑無柄的橢圓形至倒卵狀披針形，6-13公分

長，4-6公分寬。4-6月為花季，開出白色具有香味的花，花謝時則變成乳黃色，花梗近等

長，共同從花序梗的頂瑞生出，形如張開的傘，以3-4朵腋生或頂生全株，花瓣5-7枚，萼

片約6片。結出內側表皮向內突出形成楔形汁囊的肉質漿果，成熟時變成紅橘色，呈兩端

尖瑞且具有6條綾線的橢圓形，長約2-4公分。



44 台灣原住民族藥用植物圖鑑

山煙草
【學名】 Solanum erianthum D. Don 
【科名】 茄科（Solanaceae）

【屬名】 茄屬

【俗名】 土煙、生毛將軍、蚊仔煙、大黃葉、樹茄、山番仔煙、山煙頭、大王葉、臭煙、

  土煙葉、假煙葉、臭鵬木、洗碗葉、茄樹

【英名】 Mountain Tobacco、Wild Tobacco、Mullein Nightshade

【族語】 布農 Takiludun Tu Tamaku Ismud、撒奇萊雅 Tatabakon、雅美 Tabakovong、

  鄒 Puucu、排灣 Da'Magu、魯凱 Bulangau

【分布環境】 山煙草屬於向陽植物的一種，原產地在熱帶亞洲、美洲和澳洲等地，分佈於

台灣全島平地至低海拔的山區，各離島亦有分佈。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有辛、平、苦且性微溫，有毒，具有消炎解毒、止痛、袪風

解表、除濕消腫…功效。因具有這些功效，所以可以用來治療胃腹痛、慢性粒細胞性白血

病、瘡毒癬疥、濕疹、小兒泄瀉、水腫痛風、跌打腫痛…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排灣、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山煙草為茄科直立的常綠性灌木植物，高可達1.5公尺左右，全株佈滿

黃褐色且呈星狀的毛茸。單葉互生，葉片形質狀呈質厚且具柄的寬卵形、短圓狀卵形或橢

圓狀卵形，約12-22公分長，4-14公分寬，葉的表面呈綠色，背面則為灰白色，裡面皆佈

滿白色星狀的柔毛。於夏秋兩季開白色的花，在中央的一朵頂生花，下面從花序梗頂生出

二分枝，每枝頂上各生出一朵花，雄蕊具有5枚，萼片為灰綠色的，長約0.2-0.6公分。開

花後結出的果實為橙黃色的球形漿果，形狀與枇杷相似，但比枇杷小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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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爪金英
【學名】 Tithonia diversifolia (Hemsl.) A.Gray
【科名】 菊科（Compositae）

【屬名】 腫柄菊屬

【俗名】 小向日葵、提湯菊、金花菊、假向日葵、腫柄菊、王爺葵、太陽花、五爪金鶯

【英名】 Tithonia、Mexican Sunflower

【族語】 布農 Ima Suzuk Tu Lisav、撒奇萊雅 Limaycincin、鄒 Cuun Urima Tavin、

  雅美 Limakamay

【分佈環境】 五爪金英在台灣主要分佈於陽光充足的低海拔沿海區。

【藥效/部位】 五爪金英味苦性涼，但有毒。可以解毒、消腫、降火氣、保肝，主要治療於

口臭、肝炎、糖尿病、調經、慢性肝炎上。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排灣、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五爪金英為菊科灌木狀的多年生草本植物，為宿根性，株高可達300公

分。莖木質化，且全株被有細毛，柄長約4-17公分，葉為單葉互生，葉卵或楔形，長約

15-35公分，寬5-10公分，葉全緣或3-5裂，先端漸尖。花為頭狀花序，大而醒目，雌雄同

株，花頂生或腋生，直徑約10公分，舌狀花一輪呈橘黃色。總梗長約9-16公分；總苞寬 

2-4公分。五爪金英果實為瘦果長橢圓形，頂端有芒刺或鱗片，長約0.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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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茄
【學名】 Solanum mammosum L.
【科名】 茄科（Solanaceae）

【屬名】 茄屬

【俗名】 角茄、牛頭茄、牛角茄、五指葫蘆、牛角花、乳茄、五代同堂、五代同堂茄

【英名】 Nipple Fruit

【族語】 布農 Ima Tanuduh Tu Viah、撒奇萊雅 Bocacay、雅美 Vosa No Kozang、

  鄒 Cuun Mumu Kuruca

【分布環境】 五指茄在台灣有少量零星的栽培，常在全島中低海拔的地區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果實：苦、澀、寒，有毒。果實可鎮痛，散瘀，消腫；治心胃氣痛，瘰癧，

瘡癤腫痛。全草有散瘀、消腫、清熱解毒之功效。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

【生態/性狀描述】 五指茄為茄科茄屬的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四季皆能開花，其株高可

達150-250公分左右，莖葉均被細茸毛且有銳刺著生。單葉互生，葉片形狀呈紙質的圓形

至廣橢圓形，邊緣呈淺缺裂。葉子或是枝條長到最後是變成花梗再使用，開出5瓣星形的

紫色花，花冠徑約1-3公分。結出的果實與甜椒相似，由淡綠色漸漸轉為金黃色，其基部

好像有5根指頭般突起，因此稱之為「五指茄」，造型十分奇特，內含黑褐色或黑色的種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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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門冬
【學名】 Asparagus cochinchinensis (Lour.) Merr.
【科名】 百合科（Liliaceae）

【屬名】 天門冬屬

【俗名】 天虋冬、天明冬、明天冬、地門冬、天冬、天門、天棘、金華、商棘、院草、

  管松蘠蘼、顛棘、顛勒、天文冬、萬歳籐、白羅杉、滿冬、筵門冬、莞草、管冬、武竹、

  菅松、大當門根、麥虋冬

【英名】 Wild  Asparagus

【族語】 布農 Tianmuntung Tu Ismud、撒奇萊雅 Tinmentong、鄒 Cuun Kinti Tammi、

  卑南 Lrulruwan、排灣 La'vida

【分布環境】 常常可在全省平原至沿海地區、野外旱地發現其蹤影，亦有栽培於庭園觀賞

用。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有苦、甘而性寒，不僅可以養陰生津、清火潤燥，還可以袪

痰止咳、利尿解熱。主要用來治療肺熱肺炎、咳嗽吐血、支氣管炎、白喉、心臟性水腫、

糖尿病、便秘、早期乳癌、風濕偏痺、瘡瘍腫癤、皮膚病…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卑南、排灣

【生態/性狀描述】 天門冬屬於百合科天門冬屬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具有橢圓形的地下根

莖，莖呈半木質化，莖長可達1.5-2.5公尺，上面具有縱槽紋，分枝多。具有2-3枚細麟狀

的葉片，1-2枚至3-4枚的假葉群生，其葉片形狀呈黃綠色有光澤的扁平線形。春夏兩季開

出1-4朵的白色帶淡桃色小花。果實為徑約1公分左右的球形漿果，成熟後變成鮮紅色，內

含有黑褐色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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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胡荽
【學名】 Hydrocotyle sibthorpioides Lam. 
【科名】 繖形花科（Umbelliferae）

【屬名】 天胡荽屬

【俗名】 破銅錢、盆上芫荽、金錢草、滿天星、明鏡草、舖地錦、星秀草

【英名】 Lawn Pennywort、Chidomegusa

【族語】 布農 Nitu Mamazav Tu Ismud、撒奇萊雅 Polecek No Lako、鄒 Cuun 'Amirina、

  卑南 Puresek、魯凱 Peseke

【分佈環境】 天胡荽在全省分佈極廣，繁衍能力非常好，就算只剩殘枝弱葉，也會生長至

非常茂盛。

【藥效/部位】 天胡荽味苦性寒，具有解毒、消腫、幫助排尿、止咳、退熱之功效，主要治

療於傳染性肝炎、頭痛、腦炎、喉嚨痛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卑南、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天胡荽為繖形花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莖細長匍匐地面，節處生根，單葉

互生，圓或腎形，直徑約0.5-2公分，具長柄。花序為繖形花序，腋生，具花梗，花白綠

色帶點粉紅色，小花無梗；花萼齒狀不顯著；花瓣為卵形。天胡荽果實為雙懸果，近圓

形，長約0.1-0.15公分，呈扁球形褐色，側面扁平，光滑且有小斑點，背稜和中稜明顯，

開花期在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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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菊
【學名】 Tagetes patula L.
【科名】 菊科（Compositae）

【屬名】 萬壽菊屬

【俗名】 細葉萬壽菊、西番菊、紅黃草、藤菊、臭菊仔、孔雀菊、小萬壽菊、千壽菊、

  臭芙蓉、花面菊、臭菊

【英名】 Michaelmas Daisy

【族語】 布農 Mahangsu Tu Puah Danghas、撒奇萊雅 Kongcyaci、卑南 Lranghi、

  鄒 Vungavung Tapinange

【分佈環境】 孔雀草適合生長於陽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台灣各地皆可栽培，耐寒性極強，

冬季以地上部乾枯的宿根方式越冬。

【藥效/部位】 葉的汁液可治頭痛及瘧疾。全草還可治小便不利，小便淋痛。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卑南

【生態/性狀描述】 孔雀菊為菊科一年宿根性草本植物，植株大多為矮性，植株約20-50公

分高。其分枝性強，主幹綠或褐色。葉對生或互生，質感似紙，中肋明顯，為羽狀裂葉，

長約2-5公分，莖與葉皆含有特殊味道的汁液，根有分泌物，且具有驅蟲作用，莖直立，

且分枝多。小花聚生為頭狀花序，花生長於莖頂或葉腋之間，花徑約2-6公分；花色黃、

橙黃、橙褐至雙色等多變化；花形則有單、重瓣之分。孔雀菊果實為瘦果，圓柱形，種子

非常細長，且一端有冠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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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蘭
【學名】 Crinum asiaticum L. 
【科名】 石蒜科（Amaryllidaceae）

【屬名】 文殊蘭屬

【俗名】 羅裙帶、水蕉、朱蘭葉、海蕉、白花石蒜

【英名】 Poison bulb

【族語】 布農 Buhul Tu Ismud、撒奇萊雅 Bakong、雅美 Vakong、鄒 Tavacin Taatia、

  卑南 'Avanu、魯凱 Lrinaenake

【分佈環境】 文殊蘭原產於熱帶亞洲，在台灣的海濱珊瑚礁岩常發現。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辛、涼，且有小毒，可以去散瘀，消腫止痛；也可以治療

喉嚨發炎、一些外傷、癰癤腫毒，而少數被蛇咬傷也有療效。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卑南、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文殊蘭是一種多年生常綠大型的草本植物，高約100-150公分，鱗莖非

常地粗壯，地上部短圓似柱，徑6-15公分。生於莖頂上的葉具多數，全緣，劍形，螺旋

狀著生，有光澤且擁有肥厚的肉質，舌狀披針形或帶狀披針形，反曲下垂，長可至100公

分，寬8-12公分，葉先端為漸尖形，呈暗綠色。花序為繖形花序，大約有12-25朵，佛焰

苞片披針形，長約7-11公分；花被管極細、呈碟狀，擁有六裂片。文殊蘭雌雄同株，花被

筒約長9-13公分，花莖直立，花冠具有6裂片，雄蕊擁有6枚為黃色，柱頭為頭狀，具有3

淺裂片，子房3室。文殊蘭果實為蒴果，扁球形，淺黃色，大小徑約4.5公分，種子大，外

種皮具有海棉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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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金粉蕨
【學名】 Onychium japonicum (Thunb.) Kunze
【科名】 鳳尾蕨科（Pteridaceae）

【屬名】 金粉蕨屬  

【俗名】 野雞尾、本黃連、土黃連、馬尾絲、小本鳳尾蓮、鳳尾連、解毒蕨、小雉尾蕨

【族語】 布農 Lipung Mahangsu Tu Ismud、鄒 Taravunga、撒奇萊雅 Lohbaw No Sawac

【分布環境】 屬於地生性的蕨類植物之一，喜歡生長在林邊遮蔭的環境，濕溝邊或村落附

近，或是偶而在牆縫間或空曠地皆可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苦且寒，不僅可以清熱解毒、收斂止血、和血利濕，還可以當

做苦胃健胃劑。主要用來治療赤痢、風熱感冒、胸痛、黃疸、咳血、尿道炎、癰瘡腫毒、

火燙傷…等。

【使用族群】 布農、鄒、撒奇萊雅

【生態/性狀描述】 日本金粉蕨為鳳尾蕨科家族的成員之一，為多年生草本植物，株高可達

40-90公分，匍匐莖佈滿褐色的鱗毛。葉片呈簇狀長出地面，通常於地面看不到莖，葉片

形狀呈略帶草質的卵圓狀披針形或三角狀披針形，長約12-32公分，寬約4-14公分，葉柄

長約16-19公分。秋、冬兩季間為孢子期，孢子囊群短，由假孢膜包被呈線形，幾乎佔滿

整個葉子背面，每一片裂葉上的假孢膜皆成對生長，而孢子開口朝向末裂片的中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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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桃
【學名】 Alpinia zerumbet (Pers.) B. L. Burtt & R. M. Smith 
【科名】 薑科（Zingiberaceae）

【屬名】 月桃屬

【俗名】 豔山薑、玉桃、良薑、草荳蔻、虎子花

【英名】 Beautiful Galangal、Shell-flower

【族語】 布農 Sizu、撒奇萊雅 Langlac、雅美 Arngas、鄒 Taapa、卑南 Rengas、

  阿美 Sa Bah Bah、排灣 Ghnat、魯凱 Sali

【分布環境】 月桃俗原產於全島各地亞熱帶低海拔山區，蘭嶼、綠島等發現其蹤跡，分佈

非常之廣泛。

【藥效/部位】 具辛、澀、苦且性微溫，具有燥熱袪寒、除痰截瘧、健脾暖胃、芳香化濕的

作用。主要用來治療心腹冷痛、胸腹脹滿、痰濕積滯、嘔吐腹瀉、月經疼痛、扁桃腺發

炎、虛汗、黃疸、十二指腸潰爛…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卑南、阿美、排灣、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月桃為薑科月桃屬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株高約2公尺左右。單葉互生，

葉片形狀呈短柄有細毛的銳尖頭披針形，長約65公分左右，寬約13公分左右。2-11月為花

期，花序主軸上再生分枝，於分枝上再著生互生的小花，整個花序呈圓錐狀，長約22-28

公分左右，唇瓣大型而帶黃色，具有紅點及條斑，花萼為管狀，具有雄蕊3枚，雌蕊則為1

枚。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深紅色的球形蒴果，具縱稜，內含多數藍黑或藍灰色的種子，其

具有白色而膜質的假種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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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橘
【學名】 Murraya paniculata (L.) Jack. 
【科名】 芸香科（Rutaceae）

【屬名】 月橘屬

【俗名】 七里香、九里香、十里香、滿山香、石松、石苓、四時橘、台灣海桐

【英名】 Common Jasmin Orange

【族語】 布農 Buan Tu Izuk、撒奇萊雅 Datay、鄒 Vuu'u Vuan、卑南 Lratray、

  魯凱 Balasisi

【分布環境】 分佈於台灣低海拔平原地區。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辛、苦且性微溫，具有諸多效用，包括麻醉、解毒消腫、

袪風活絡、行氣活血等。主要用於治療脘腹氣痛、疥瘡、風濕、跌打、濕疹、氣滯胃痛…

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卑南、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月橘為芸香科的常綠灌木或小喬木植物，株可高達2公尺左右。羽狀複

葉互生，7-11枚的革質小葉為卵形且近於無柄，形狀為倒卵狀長橢圓形或菱形，葉全緣具

微波狀，葉面因佈滿油腺點而光滑。夏、秋之際開出具有香味之白色花朵，花軸上互生

花梗長短不一的小花，花軸下部的花柄較長而上部的較短，各花散開成平面狀，花萼有5

裂，花瓣亦有5枚。在12月至1月時結出卵形或卵狀長橢圓形之漿果，剛結果時為綠色，而

後成熟時漸漸轉為紅褐色，其長約1.3公分，直徑則有約1公分，內含1粒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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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通
【學名】 Akebia longeracemosa Matsum. 
【科名】 木通科（Lardizabalaceae）

【屬名】 木通屬

【俗名】 台灣木通、五葉長穗木通、長序木通、台灣木通、台灣長穗木通、台灣野木瓜

【英名】 Taiwan Five-leaf Akebia

【族語】 布農 Baul、撒奇萊雅 Motong、鄒 Cipun Tavunvun、卑南 Velrvelr Na Lutung、

  魯凱 Kapaupaculru

【分布環境】 常常可以在全省低海拔400-700公尺的山區灌叢中發現其蹤跡，尤其是台中、

南投、花蓮、台東等地更為普遍。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有苦、平且寒，而無毒，具有袪濕解毒、清熱利尿、消炎鎮

痛及通經通乳的功效。主要用來治療風濕跌打、瘡毒、濕熱淋病、小便不利、水腫腳氣、

婦女經閉、喉痺咽痛、腎臟炎…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卑南、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木通屬於木通科木通屬的落葉性常綠藤本植物。掌狀複葉互生，葉片形

狀呈具柄略帶薄革質的長橢圓形或倒卵形，小葉有5片。每年3-5月為花期，花軸上著生的

小花有花梗。由下往上開放，雌雄同株，具有3枚紫色的花萼；多數密生的小型雄花，雄

蕊具6枚，3-5枚的大型雌花。結出的果實為長橢圓形的黃綠色漿果，長約9公分，徑約2-4

公分，為白色的果肉，具有多數黑色的種子，其徑約0.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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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棉
【學名】 Bombax malabarica DC. 
【科名】 木棉科（Bombacaceae）

【屬名】 木棉屬

【俗名】 英雄樹、攀枝花、紅棉、斑芝樹

【英名】 Cotton Tree

【族語】 布農 Lukismua、撒奇萊雅 Kopa A Kilang、卑南 Kavuk、鄒 Paturutungkuan、

  阿美 Ku Pa、排灣 Muludan、魯凱 Calrathai

【分佈環境】 木棉原產地在印度，後來傳到台灣，在台灣常生於山坡上或在村落裡，現在

亦成為都市中很普遍的一種行道樹。

【藥效/部位】 木棉最主要治療於腸胃發炎、風濕病以及瘀血腫痛。木棉花味道帶點甘甜，

性涼，常做於茶包飲用，所以利用來解暑最好不過了；而樹皮可除濕消腫；根苦但有止痛

的效果。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卑南、鄒、阿美、排灣、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木棉科為一種落葉大喬木，株高10-25公尺，樹幹直立有刺，葉為掌狀

複葉，互生、且平滑，5-7枚，有柄，葉柄長達25公分；小葉柄長約2公分，為長橢圓形，

長約9-15公分，寬3.5-6公分，先端長漸尖，葉全緣，兩面皆無毛。早春葉開花，生長於

枝端，花冠成橙紅色，直徑約15公分，具有5個花瓣；雄蕊多數，聚生成管狀；種子黑色

且卵圓形，光滑，且藏於白色毛內，帶點棉毛，直徑約0.3公分。木棉科果實為蒴果且

大，呈長圓形，約18公分，果瓣內具絲狀綿毛。木棉花花期為4-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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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槿
【學名】 Hibiscus syriacus L.
【科名】 錦葵科（Malvaceae）

【屬名】 木槿屬

【俗名】 水錦花、雞肉花、白水錦花、籬障花、清明籬、白飯花、豬油花

【英名】 Shrub Althaea、Rose of Sharon

【族語】 布農 Busungi、撒奇萊雅 Bosogi、鄒 Surasu、卑南 Pusuki、魯凱 Languavange

【分布環境】 在台灣各地均有分佈。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甘、苦而性微寒，具有清熱利濕、解毒止癢的作用，常常用

來治療黃疸、痢疾、痔瘡、陰囊濕疹、中暑、白帶、肺熱咳嗽、痰喘、偏頭痛…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卑南、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木槿屬於錦葵科木槿屬的落葉性灌木植物，株高約5公尺左右，莖直立

向上生長，不依附他物，多分枝，幼枝佈滿細毛，樹皮呈灰棕色。單葉互生，葉片形狀呈

菱狀卵形，長約5-8公分，寬約3-6公分，其葉柄長約0.5公分，邊緣有不規則的齒缺。夏

季為花季，花梗與葉柄等長，小苞6-7片，花萼鐘狀具5裂，花冠呈淺藍紫色、粉紅色或白

色，直徑6-9公分。結出的果實為佈滿茸毛及星狀毛的矩圓形蒴果，具有多數稍扁的黑色

種子，其背面佈滿白色的長絨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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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虌子
【學名】 Momordica cochinchinensis (Lour.) Spreng. 
【科名】 葫科（Cucurbitaceae）

【屬名】 苦瓜屬

【俗名】 木鼈子、臭屎瓜、木蟹、狗屎瓜、漏苓子、土木鱉、木別子、木鱉瓜、

  天草、藤桐

【英名】 Cochinchina Momordica Seed

【族語】 布農 Lukis Dauluh Tu Las、撒奇萊雅 Sokoy、鄒 Sukusu、卑南 'Umri、

  魯凱 Vaedre

【分布環境】 常可在全島中南部、東部平野以及低海拔森林中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苦、微甘且性溫，具有小毒，不僅可以解毒消腫、散結，

還可以消腫止痛。主要用來治療癰瘡、淋巴結炎、瘰癧、痔漏、乳癰、無名腫毒、疳積痞

塊、風濕痹痛…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卑南、魯凱、排灣

【生態/性狀描述】 木虌子為瓜科苦瓜屬的多年生草質大藤本，株高約5-9公尺。塊根粗壯

近圓柱形，表面呈淺棕黃色。莖無毛有稜線為卷鬚。單葉互生，葉片形狀呈膜質的三角形

或廣卵狀心形，長10-20公分，寬近於等長，葉緣為波狀三角形齒或近於全緣。5-9月為花

期，雌雄異株或單性同株，花萼具暗紫色的條紋，為5裂，花冠呈鐘狀，5裂。9-11月結出

的果實為橙黃色的寬橢圓形至卵狀球形，長11-15公分，直徑約9公分，果梗長約9公分，

具有40-70粒的黑褐色種子。外皮有一層鮮紅色且具甜味的黏滑膜，形似鱉甲狀，故名為

木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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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女貞
【學名】 Ligustrum sinense Lour. ex Dence 
【科名】 木犀科（Oleaceae）

【屬名】 女貞屬

【俗名】 小實女貞、小蠟樹、山指甲

【英名】 Little fruit privet、Chinese ligustrum、Chinese privet

【族語】 布農 Itu Maluspingaz Ma-Ngis-Ngis Tu Lukis、撒奇萊雅 Mawnicen、

  鄒 Cuun Nipokuncu

【分布環境】 在台灣中至高海拔約900-2100公尺山地的闊葉林中發現其蹤跡，尤其是在中

部及南部，分佈更為廣泛，而在開闊地或裸岩上是較少見的。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苦、微甘且性微涼，具有清熱止瀉的功能，主要用來治療頭

目暈眩、口疳、無名腫毒、水火燙傷…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毛女貞屬於木犀科女貞屬的常綠性灌木或小喬木，株高可達8-10公尺，

全株光滑分枝多，莖呈灰白色，徑約12-22公分。單葉對生，葉片形狀呈半革質且全緣的

長橢圓形至卵形，長4公分左右，寬約2公分，葉片上面呈有光澤的綠色，葉背則為淡綠

色，兩面皆光滑無毛。開出多數白色且具香味的小花，徑約0.3公分左右，花序主軸上再

生分枝，於分枝上再著生互生的小花，整個花序呈圓錐狀，花萼為長約0.15公分左右的闊

杯形，裂片呈擴展的披針形，雄蕊具有2枚。結出徑約0.3公分且光滑無毛的藍黑色球形果

實，果柄長約0.5公分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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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柿
【學名】 Diospyros blancoi A. DC.
【科名】 柿樹科（Ebenaceac）

【屬名】 柿樹屬

【俗名】 台灣黑檀、烏木、台灣柿、毛柿格、異色柿、馬把洛毛柿

【英名】 Taiwan Ebony、Taiwan Persimmon、Volvet Apple、Mabolo

【族語】 布農 Ka-Ngis-Ngis Tu Kaki、撒奇萊雅 Kamaya、阿美 Ka Ma Ya、

  雅美 Kamala、鄒 Kuncu Mungucu、卑南 Samsamekan

【分布環境】 台灣東部的蘭嶼、綠島、龜山島、恆春半島及南部森林的海岸。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乾且性寒，該植株可以消熱去煩、止渴生津、潤肺化痰、治

療熱咳，具多種功效。主要用來治療嘔吐、夜尿、咳喘、肺氣脹、便秘、喉痛咽乾、口腔

炎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阿美、雅美、鄒、卑南、排灣、噶瑪蘭

【生態/性狀描述】毛柿為長綠喬木植物，屬於柿樹科柿樹屬，主幹粗狀直立向上生長，不

依附他物，全株佈滿黃褐

色的絹毛，樹皮為黑褐

色，其木材質地堅硬，屬

於名貴的黑檀木之一，亦

為五大闊葉樹之一級木，

樹高約10-20公尺，冠幅3

公尺。單葉互生，葉片形

狀呈平滑而全緣的橢圓披

針，長約20-25公分。每

年4-6為開花期，雌雄異

株，萼與花冠具4裂，花

冠為乳黃色。7-9月則結

出暗紅色的漿果果實，外

表佈滿黃褐色的毛。



60 台灣原住民族藥用植物圖鑑

毛苦蔘
【學名】 Sophora tomentosa L. 
【科名】 豆科（Leguminosae）

【屬名】 苦參屬

【俗名】 絨毛槐、毛苦豆、嶺南苦參、嶺南槐樹

【英名】 Downy Sophora

【族語】 布農 Ma-Ngis-Ngis Mapais Tu Lamis、撒奇萊雅 Mawkosen、鄒 Sum Mami'aru

【分布環境】 原產於熱帶的海岸地區或島嶼上，喜歡生長在海邊砂地或向陽坡疏林中，常

生長在臺東、高屏、恆春半島、蘭嶼、綠島珊瑚礁岩上等地方。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苦而有毒，具有緩下及袪痰的功能，主要用來治療多種疾

病，例如：咽喉腫痛、霍亂、腹瀉、腹痛、膽汁性嘔氣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雅美、排灣、魯凱、卑南

【生態/性狀描述】 毛苦蔘屬於豆科苦參屬的小灌木，全株植物都佈有白色或是灰白色的毛

茸。羽狀複葉互生，具13-19枚的小葉，葉片形狀呈略革質的倒卵形或橢圓形，約2-5公分

長，2-3公分寬，嫩葉兩面都呈灰白色，成熟後葉面呈暗綠色且略被茸毛，葉背仍佈滿灰

白色的毛茸。開出花瓣為蝶形且佈滿茸毛的黃色花，花序主軸上再生分枝，於分枝上再著

生互生的小花，整個花序呈圓錐狀，花萼具5裂，雄蕊有10枚。結出的果實為念珠狀的莢

果，長約8-14公分，起初為灰白色，成熟後漸漸變成棕褐色且毛茸幾乎掉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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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馬齒莧
【學名】 Portulaca pilosa L.
【科名】 馬齒莧科（Portulacaceae）

【屬名】 馬齒莧屬

【俗名】 松葉牡丹、大花馬齒莧、午時花、太陽花、松葉玫瑰、羊馬齒莧、龍鬚牡丹、

  半隻蓮、半日花、金錢花、日照花、老鼠花

【英名】 Rose Moss

【族語】 布農 Ma-Ngis-Ngis Masiaupa Vali Atikis Tu Puah、撒奇萊雅 Koliya、

  鄒 Anisi Karavung、卑南 Nganun、魯凱 Yadrulamu

【分布環境】 毛馬齒莧是非常普遍的觀賞植物，該植株非常耐旱但卻不耐寒，因此常常可

以在各地低山帶、平野發現其蹤跡，而在海拔較高的山區較不易看到。

【藥效/部位】 不僅可以消腫清熱，還是民間常用的青草藥，主要用來治療跌打損傷、咽喉

腫痛、燒燙傷、皮膚爛瘡等症狀。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卑南、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毛馬齒莧為馬齒莧科馬齒莧屬的一、二年或宿根多年生之草花植物，植

株高約9-16公分，植株分枝多且帶肉質，具匍匐莖。單葉互生，葉片形狀呈肥厚而多肉

的圓柱狀線形，狀似松葉，因此又稱之為松葉牡丹。4-10月會開出3-5朵的花朵，有紅、

紫、黃、白等色，每一朵花逐一綻放，單朵花約3天的壽命，於清晨開花，下午閉合，因

而有半日花之稱號。果實為黑色的蒴果，較不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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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茛
【學名】 Ranunculus japonicus Thunb. 
【科名】 毛茛科（Ranunculaceae）

【屬名】 毛茛屬

【俗名】 大本山芹菜、金鳳草、魚疔草、鴨腳板、野芹菜、山辣椒、老虎腳爪草、

  毛芹菜、起泡草 

【英名】 Japanese Buttercup

【族語】 布農 Ma-Ngis-Ngis Mahangsu Tu Ismud、撒奇萊雅 Mawlyang、鄒 Vuravuru

【分布環境】 在台灣常可在平地至低海拔的山區或低山溝邊、水田邊、濕草地等地方發現

其芳蹤。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辛且性溫，帶有毒，具有退癀、定喘、截瘧及鎮痛之作用，

主要用來治療瘧疾、黃疸、哮喘、偏頭痛、關節痛、牙痛、跌打損傷、肚腹冷痛、外傷出

血…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毛茛為一年生的濕生草本植物，全株整體有毒，尤其花更毒，莖直立

向上生長，不依附他物，株高約40-90公分，具多分枝，被伸展的柔毛。葉片形狀變化多

端，長約5公分，寬約6公分，葉柄約16公分以上，葉片兩面皆被毛。4-5月開出數朵倒卵

形的5瓣花黃色花朵，在中央的一朵頂生花，下面從花序梗頂生出二分枝，每枝頂上各生

出一朵花，船狀橢圓形的淡綠色萼片有5片，長約0.5公分，具有多數雄蕊。開花後結出約

20-30顆的橢圓狀圓形至倒卵狀圓形瘦果，長約0.5公分，寬約0.3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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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納香
【學名】 Blumea balsamifera (L.) DC. 
【科名】 菊科（Compositae）

【屬名】 艾納香屬

【俗名】 紫蘇英、山紅鳳菜、山紅菜、細毛大艾、紫花大艾

【英名】 Big-flowered Blumea

【族語】 布農 Madian Bungu Aina Ansum Tu Ismud、鄒 Naracu、撒奇萊雅 Aynasyang、

  排灣 Banalu＆Lugalu、魯凱 Drase

【分布環境】 原產於台灣，台灣全島常見於低海拔山區、溪邊灌木叢中。

【藥效/部位】 大頭艾納香味苦，性溫，具有袪風除濕、活血調經、止血、消腫的功效，主

要治療於風濕骨痛跌打腫痛、月經不調、咽喉痛、小兒疳積、皮膚癢等。

【使用族群】 布農、鄒、撒奇萊雅、排灣、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艾納香為菊科艾納香屬家族的一員，生長在低海拔向陽山坡，多年生小

灌木或攀岩懸垂性蔓狀草本植物。莖枝條細長，蔓狀莖平滑，有縱溝之字形曲折。單葉互

生，呈長橢圓形，表面綠色，葉背淡綠色，葉緣有短刺，具疏突齒或突鋸齒緣，無毛或兩

面被疏毛。花無柄或近無柄，多數密集生於一短而寬，平坦或隆起的總托上，形成一頭狀

體，呈半球形，頂生或腋生，圓錐狀排列；總苞碩大，所以稱為大頭，先端帶紫紅色，心

花黃色。多半在秋冬之際開花。果實是瘦果，果皮與種皮不癒合，成熟時果皮不開裂，呈

黑色圓柱形，具有冠毛，長約0.6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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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麻
【學名】 Debregeasia orientalis C. J. Chen
【科名】 蕁麻科（Urticaceae）

【屬名】 冷水麻屬

【俗名】 柳莓、小號山油麻

【英名】 Edible Debregeasiaz

【族語】 布農 Danum Tu Liv、撒奇萊雅 Sikeliw、鄒 Ranginau、魯凱 Languyusangu、

  卑南 Muwa

【分布環境】 水麻為台灣的原生種植物之一，原產於全台灣島海拔2000公尺以下的山區或

森林的邊緣中，喜歡生長在中低海拔的潮濕環境，常常可以在山溝、溪谷河流兩岸的潮濕

地區，或是蔭溼的庭園、牆角、排水溝，甚至是山間石階及樹下的溪流旁等，都可發現其

成群的繁殖生長。

【藥效/部位】 枝、葉及根入藥，性涼味甘，解表清熱，活血，利濕。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卑南、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水麻又俗稱為柳莓、小號山油麻，屬於蕁麻科冷水麻屬的常綠灌木或小

喬木，幼時的嫩枝被毛。單葉互生，葉片形狀呈披針形或線狀長橢圓形，邊緣有規則的細

鋸齒，葉片表面為深綠色，背面則被白色的綿毛。花無柄或近無柄，多數密集生於一短而

寬，平坦或隆起的總托上，形成一頭狀體，最內的或中央的花最先開放後漸及於兩側，雌

雄異株，雄花上有毛，而雌花的花托呈肉質性。開花後結出橙黃色的瘦果，其嵌於花托之

上，含種子一枚，果皮與種皮不癒合，成熟時果皮不開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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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蜈蚣
【學名】 Kyllinga brevifolia Rottb. 
【科名】 莎草科（Cyperaceae）

【屬名】 水蜈蚣屬

【俗名】 短葉水蜈蚣、土頭香、白香附、金鈕草、無頭香、無頭土香、三角草

【英名】 Short-leaved Kyllinga、Water Centiped

【族語】 布農 Danum Tu Hahapis、撒奇萊雅 Sokenoy、卑南 Hawhaw、魯凱 Paulalake、

  雅美 Panoya So Vaeng、鄒 'Araripang Canumu

【分布環境】 常可在台灣全島原野、路旁、市街荒廢地、水溝邊、陰濕地、沼澤地、田畦

等地方發現其蹤跡，分布相當廣泛。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辛、平，不僅可以清熱利濕、止咳化痰，還可以散風舒

筋、活絡袪瘀及利尿消腫，具多種作用。常常用來治療風濕感冒、筋疼痛、肝炎黃疸、盲

腸炎、痢疾、瘡瘍腫毒、腎臟炎、高血壓、蛇傷等等的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卑南、雅美、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水蜈蚣屬於莎草科水蜈蚣屬，株高約15-25公分左右，其地下莖具有細

長的褐色鱗片，莖稈直立而柔軟，葉片形狀呈膜質的狹線形，花序無梗生在莖頂，花序主

軸上再生分枝，於分枝上再著生互生的小花，整個花序呈圓錐狀，由多數且密生的淡綠色

寬披針形小穗組成，每一小穗只有一朵花。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倒卵形的瘦果，長約0.2

公分，含種子一枚，果皮與種皮不癒合，成熟時果皮不開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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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雞油
【學名】 Pouzolzia elegans Wedd. 
【科名】 蕁麻科（Urticaceae）

【屬名】 霧水葛屬

【俗名】 濟把燕

【英名】 Elegant Pouzolzia、Formosan Elegant Pouzolzia

【族語】 布農 Danum Tulkuk Tu Avula、撒奇萊雅 Soyciyo、鄒 Cuun 'Urai Tarakuka

【分佈環境】 水雞油原產台灣，為台灣特有種，在中國亦有分佈，台灣中低海拔陽光充足

的溪邊或岸邊都可以發現其蹤跡。近年來因水雞油葉片小而可愛，深受人們的喜愛，常常

種植於盆栽用來觀賞或藥用。 

【藥效/部位】 水雞油莖皮裡含有豐富的黏液，人們常常把它搗碎用於消毒腫，其效果良

好。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水雞油為蕁麻科小灌木植物，枝條和葉柄具有粗毛，葉為互生卵形，長

約1.5-7公分，寬0.7-2.5公分，葉先端銳形，基部鈍楔形，除基部外，鋸齒緣，齒數約

4-8個，具三出脈，葉面有白色腺點略粗糙，葉背有短毛，花序為團繖花序，徑0.2-0.5公

分；雄花有4數。水雞油果實為瘦果橢圓或卵狀球形，具有光澤，長約0.1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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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炭母草
【學名】 Polygonum chinense L.
【科名】 蓼科（Polygonaceae）

【屬名】 蓼屬

【俗名】 冷飯藤、秤飯藤、倩飯藤、赤地利、斑鳩飯、火炭星、火炭藤、白飯草、川七、

  白飯藤、清飯藤、信飯藤、雞糞藤、早辣蓼、紅骨清飯蓼

【英名】 Rice Saartweed、Southern Smartweed、Chinese Knotweed

【族語】 布農 Sapuzlu Tu Tina Ismud、撒奇萊雅 Kalosaay、雅美 Matanoponay、

  鄒 Rintuna、卑南 'Aresemseman、魯凱 Labulu、泰雅 Kamunan、排灣 Zyaborokk

【分布環境】 喜歡生長在水分供應較充足的環境，因此常可在中海拔山區到低山帶之開闊

地、溪谷兩旁和道路附近等皆可發現其芳蹤。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酸、甘、涼、平，無毒。具有清熱解毒、利濕止癢以及明目

退翳的作用，常常用來治療多種疾病，例如：跌打閃挫、肝炎、感冒、腫毒癰疽、痢疾、

扁桃腺炎、角膜雲翳、百日咳、子宮頸炎、霉菌性陰道炎、乳腺炎、小兒膿疱瘡、毒蛇咬

傷…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卑南、魯凱、泰雅、排灣

【生態/性狀描述】 火炭母為多年生披散或攀援狀之草本植物，株高長達2公尺，莖呈淡綠

色或紫褐色的扁圓柱形，分枝多且節膨大，無毛但有細線棱，其質脆易折斷，斷面呈疏鬆

的灰黃色。單葉互生，葉基有膜，葉片形狀呈帶紙質且全緣或有小齒的卵形、卵狀長圓形

或卵狀三角形，長6-11公分，葉片上面佈有紫藍色的斑塊，葉柄長約1.3公分左右。秋季

開出多數無柄或近無柄的無瓣花，密集生於一短而寬，平坦或隆起的總托上，形成一頭狀

體，白色或淡紅色的花萼有5裂，雄蕊具有8枚。結出的果實為具有3稜的卵形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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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乳榕
【學名】 Ficus erecta (Hook. & Arn.) King var. beecheyana 
【科名】 桑科（Moraceae）

【屬名】 榕屬

【俗名】 大牛乳埔、牛乳蒲、牛乳婆、鹿飯、乳漿仔、三麴、牛乳房、牛奶榕、鹿飯、

  大丁黃、天仙果、牛乳楠、假枇杷、毛天仙果、漿乳仔

【英名】 Ｍilk Fig Tree、Beechey Fig

【族語】 布農 Hangvang Susu Tu Lukis、撒奇萊雅 Niwlolong、卑南 Trepur、

  鄒 Kaaru Mumu Karavung、魯凱 Wridena

【分布環境】 原產於台灣全島平地、蘭嶼。台灣平地的野外，牛奶榕屬於最普遍的植株之

一，因此常可在全省海拔1600公尺以下之山野村落附近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甘、淡且平，不僅可以健脾益氣、行血活血、強筋壯骨，還

可以祛風除濕、消腫解毒，極具功能。主要用來治療氣血衰微、風濕關節痛、乳汁不通、

月經閉止、脫肛、跌打損傷、痔瘡…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卑南、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牛乳榕為桑科榕屬的落葉性或半落葉性之小喬木，株高可達6公尺以

上，全株整體佈滿短毛且帶有白色乳汁。單葉互生，葉片形狀呈帶紙質且全緣或波狀緣的

廣菱形、長倒卵形、倒卵形或披針形，托葉則呈帶有膜質的紅棕色廣卵形或三角狀披針

形。無花，具有單粒或成對的球形隱花果，徑約1-2公分，表面被毛，而結出的果實含在

隱花果內，屬於卵形的瘦果，成熟後會漸漸變成橙紅或深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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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茅
【學名】 Curculigo orchioides Gaertn.
【科名】 仙茅科（Hypoxidaceae）

【屬名】 仙茅屬

【俗名】 冬蟲草、船子草、船仔草、船形草、地棕根、獨茅根、獨腳仙茅、大仙茅、

  獨腳絲茅、山棕、地棕、千年棕、番龍草、冬蟲草

【英名】 Largeleaf Curculigo

【族語】 布農 Makivaivi Tu Kusungaiia、撒奇萊雅 Tatemon、鄒 Tavancin Ka'upupang、

  魯凱 Sabibiki

【分布環境】 喜歡生長在溫暖多濕的環境，卻不耐寒，常常可在山區、丘陵、平原、山坡

的草叢中，尤其在森林底層溪流邊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辛、甘且性微溫，帶有小毒，極具功效，包括強筋骨益肌

膚、培精血明耳目、開胃消食、助益房事、溫利五臟、補煖腰腳、散寒除濕等。主要用來

治療腎虛陽痿、遺精遺尿、慢性腎炎、風濕性關節炎、胃腹冷痛、崩漏、心腹冷痛、癰疽

蛇咬…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仙茅是仙茅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根狀莖呈帶肉質性的圓柱狀，長而粗

壯直立入地，長可達9公分以上，外表呈棕褐色，而內部的肉為白色。葉片形狀呈條狀披

針形至披針形，長約12-32公分，寬約1.5公分左右，葉片兩面上有稀疏的柔毛。每年6-8

月為開花期，花梗長1.5-2公分，上部為雄花、下部為兩性花的雜性花，苞片呈披針形，

長約4公分，裂片呈披針形有6裂，長約1公分左右，具有雄蕊6枚。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長

約1公分的橢圓形蒴果，具有帶光澤的黑色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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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草
【學名】 Mesona chinensis Benth. 
【科名】 唇形科（Labiatae）

【屬名】 仙草屬

【俗名】 田草、洗草、仙草凍、仙草乾、仙草舅、涼粉草及仙人凍、仙人草

【英名】 Mesona、Chinese Mesona

【族語】 布農 Makivaivi Tu Ismud、撒奇萊雅 Sincaw、鄒 Cuun Matiricang、

  魯凱 Lalikange、排灣 Lugalu＆Laelus

【分布環境】 新竹縣關西鎮、苗栗縣三義、嘉義縣水上鄉、南投縣集集鎮、台東縣、花蓮

縣吉安鄉及羅東等地皆有栽種。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甘、淡且性微寒，具有清熱利濕、涼血解暑的功用，主要用

來治療中暑、急性風濕性關節炎、高血壓、黃疸、糖尿病、痢疾、燒燙傷、梅毒、酒風、

濕火骨痛、肌肉關節疼痛…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魯凱、鄒、排灣、泰雅、阿美

【生態/性狀描述】 仙草是夏天常吃的清涼消暑飲品，屬於唇形科的一年生草本植物，株高

約20-90公分。莖上部直立向上生長，下部則伏地，呈四稜形。單葉對生，葉片形狀呈邊

緣具鋸齒的狹卵形或寬卵圓形，長約3-4公分，寬約1-2.5公分，葉柄長約0.5-1公分，葉

片兩面佈滿細剛毛或柔毛。花期在7-10月，多數小花群生在每個葉腋，形成輪狀，花軸上

著生的小花有花梗，由下往上開放，花序長約3-9公分，苞片呈圓形或菱狀卵圓形，花萼

呈長0.3公分的鐘形，具有雄蕊4枚。果期在8-11月，結出的果實為長圓形的黑色小堅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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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美人
【學名】 Graptopetalum paraguayense (N E. Br.)Walth.
【科名】 景天科（Crassulaceae）

【屬名】 風車草屬

【俗名】 風車草、紅蓮、石蓮花、石蓮、觀音草、觀音石蓮花、石膽草、蓮座草、玉蓮、

  東美人、神明草、雷公草

【英名】 Houseleek

【族語】 布農 Hamisan Manau-Uaz Bunun Tu Ismud、鄒 Cuun Amisan、

  撒奇萊雅 Balo No Solda

【分布環境】 喜歡生長在溫暖而日照充足的環境，且性耐旱的冬美人，現今已廣泛被種為

園藝觀賞和藥用植物。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甘、平且性涼，具有清肝解毒、涼血散瘀、消腫止痛的功

效，主要用來治療肝病、高血壓、尿酸、痛風…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鄒、撒奇萊雅

【生態/性狀描述】 冬美人為景天科風車草屬，肉植莖呈銀白或灰綠色。單葉互生，葉片呈

輪狀排列在莖上，葉片肥厚多肉形狀似湯匙狀，呈淡紫或灰綠色。冬季開花，春秋兩季偶

爾會開出白色的小花，花多數且無柄，排列於一不分枝的主軸上，花冠呈淡黃色。結出的

果實為長橢圓形的蒴果，由兩個或兩個以上心皮的複子房發而成，成熟時有多種開裂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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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
【學名】  Pinellia ternata (Thunb.) Breit. 
【科名】 天南星科（Araceae）

【屬名】 土半夏屬

【俗名】 土半夏、犁頭草、甕菜癀、犁頭尖、應菜癀、芋頭草、犁頭半夏、大葉半夏、

  犁頭七、三角青、山半夏、獨腳蓮、耗子尾巴、山茨菇、三步鏢、三角蛇、小野芋、

  坡芋、觀音芋、野芋蛋、野芋荷、三不掉、地文

【英名】 Divaricate Typhonium

【族語】 布農 Padusaun Tu Talabal Ismud、撒奇萊雅 Pansya、鄒 Sikun Tan'a'a

【分布環境】 在台灣全島原野、路傍、林蔭、田頭、草地或是石隙中的陰濕處發現其蹤

跡。

【藥效/部位】 具苦、辛且性微溫，帶有毒，具有散瘀解毒、消腫止痛、燥濕化痰、消痞散

結及降逆止嘔等等的功能，常常用來治療多種疾病，包括跌打損傷、胃潰瘍、癰瘡腫毒、

毒蛇咬傷、濕痰症、痰多咳嗽、惡心嘔吐…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半夏為天南星科土半夏屬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具有塊狀褐色的地下莖，

其形狀近球形或橢圓形，徑約1.5公分。每枝葉柄只長一枚三出葉，每片葉片都不在同一

平面上，葉、莖間有腋芽，葉片形狀呈長戟形或心狀箭形，長約6-16公分，寬約4-8公

分，葉柄長約15-25公分。5-7月為開出單性花而無花被，總軸肉質肥厚，且有一佛焰苞所

包圍，淡綠色圓柱形的花序長約10公分。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極小的卵圓形漿果，外果皮

薄，中果皮和內果皮肥厚多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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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山蘇花
【學名】 Asplenium nidus L.
【科名】 鐵角蕨科（Aspleniaceae）

【屬名】 鐵角蕨屬

【俗名】 台灣巢蕨、鳥巢蕨、歪頭菜、鳥巢羊齒、雀巢羊齒、山蘇、山蘇花

【英名】 Bird's-nest fern、 Nest fern

【族語】 布農 Kancihcih、撒奇萊雅 Lokot、雅美 Omaom、鄒 Ravani、卑南 Lrukud、

  阿美 Ru Kut、排灣 Luguchi、魯凱 Lrukucu

【分布環境】 台灣山蘇花普遍分布在台灣各地中低海拔2000公尺以下的原始森林內，附生

於樹幹、岩壁上。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微苦而性涼，具有清熱解毒、利尿之功效，主要用來治療

創傷、高血壓、糖尿病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卑南、阿美、排灣、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台灣山蘇花是鐵角蕨科鐵角蕨屬的多年生常綠草本蕨類，根莖粗短，葉

片呈簇狀長出地面，通常於地面看不到莖，由中心向四方開展，葉片形狀呈全緣或波浪形

的闊披針形，長約60公分，寬約8公分，葉片上面翠綠，葉脈明顯突出葉背，葉柄短而多

肉。孢子囊群呈線形，位在中肋和葉緣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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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五葉松
【學名】 Pinus morrisonicola Hayata
【科名】 松科（Pinaceae）

【屬名】 松屬

【俗名】 山松柏、五葉松、松柏、松樹、玉山松、短毛松、台灣五針松

【英名】 Taiwan Pine、Taiwan White Pine 、Taiwan Short-leaf Pine 

【族語】 布農 Tuhun、撒奇萊雅 Komaw、鄒 Paasu Vuvurung、卑南 Ziyuran、阿美 Ma Z、

  排灣 Wug'Nai、魯凱 Lrenge

【分布環境】 台灣五葉松又俗稱為山松柏、玉山松、短毛松、台灣五針松等等，屬於台灣

的特有植物之一，原產地在台灣以及海南島等地，主要分佈於中央山脈海拔200-2500公尺

之山區，目前在全省各地皆可發現其蹤跡，極為普遍。

【藥效/部位】 治風濕關節痛；葉具止咳效用。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卑南、阿美、排灣、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台灣五葉松為松科的常綠大喬木，樹幹通直，株高可達25公尺以上，幹

徑約1.5公尺左右，幼樹樹皮呈平滑的灰褐色，老樹樹皮則呈暗灰色至黑褐色，會在樹齡

約20年後開始出現龜甲狀的裂痕。針葉5根為一束，呈微彎帶有細齒，針葉長5-10公分。

結出的果實為直立的圓錐狀橢圓形或卵狀橢圓形毬果，長約8-12公分，徑約5公分，成熟

後變成褐色，種子則呈橢圓狀卵形或長卵形，具有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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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天仙果
【學名】 Ficus formosana Maxim.
【科名】 桑科（Moraceae）

【屬名】 榕樹屬

【俗名】 羊乳頭、小號牛乳埔、細本牛奶埔、山芭樂、山拔仔、長葉牛奶樹、羊奶埔、

  長葉牛乳樹、流乳仔、山金棗、台灣榕、台灣天仙果，水牛奶、狗奶木、羊屎木、

  流乳根

【英名】 Taiwan Fig-tree

【族語】 布農 Dihanin Tu Las、撒奇萊雅 Tinsinco、鄒 Turang Tinpau、魯凱 Lamiringi

【分布環境】 常可在台灣全島低海拔至高海拔的山地疏林中或曠野、路旁、溪邊等發現其

蹤跡。

【藥效/部位】 帶點甘、澀且平，具有柔肝和脾、清熱利濕、袪風活血的功效，主要用來治

療虛勞、急或慢性肝炎、腰肌扭傷、水腫、小便淋痛…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天仙果為桑科榕樹屬的小灌木，株高約250公分，小枝、葉脈和葉柄幼

時均佈滿柔毛。單葉互生，葉片形狀呈帶膜質的倒卵狀披針形，約5-10公分長，1.5-3公

分寬，葉柄長約0.5公分，邊緣呈全緣、上部呈淺波狀或有不規則的缺齒，葉片兩面皆無

毛但具斑點。花期在4-7月，為無限花序的一種，花軸頂端膨大肉質，中央凹陷呈囊狀，

形狀為紫紅色的梨形或近球形。果實外皮呈綠色帶有白斑，成熟後漸漸變成紫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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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白及
【學名】 Bletilla formosana (Hayata) Schltr.
【科名】 蘭科（Orchidaceae）

【屬名】 白及屬

【俗名】 白及、紅頭白及、台灣白及、台灣紫蘭

【族語】 布農 Paici、撒奇萊雅 Payci、鄒 Tavacin Tapunia

【分佈環境】 台灣白及為台灣特有種，在海拔150-3500公尺都可被發現，非常喜愛在陽光

充足之道路旁，少部份也會生長在岩壁上。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苦、甘、澀且性微寒；主治於咳血吐血、外傷出血、瘡瘍腫

毒、皮膚破裂…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台灣白及為多年生草本，植株短、假球莖呈陀螺狀，通常生長在土中，

每一個球莖上具4-6片葉子，葉形為長披針狀線形矩圓形，長15-55公分，寬0.8-3.5公

分；花序為頂生，花苞很早就脫落了，花為淡粉紅，花序上的排列鬆散，不完全張開，開

花時只有1-3朵盛開；萼片

與花瓣差不多大，唇瓣具3

個小裂片，銳頭，中間有

五條黃色龍骨，無距；果

實為蒴果，橢圓形，種子

非常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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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百合
【學名】 Lilium formosanum Wallace
【科名】 百合科（Liliaceae）

【屬名】 百合屬

【俗名】 台灣百合、高砂百合、師公研、山蒜頭、野百合、百合花、百合、山蒜瓣、

  師公餅、師公餅仔花

【英名】 Taiwan Lily

【族語】 布農 Paihuhua、撒奇萊雅 Bidakelong、雅美 Vonitan、排灣 U An＆Gava'Ruan、

  卑南 Ulimuhana、鄒 Capangana、魯凱 Bariangalai、泰雅 Botuki、賽夏 Hotuhe

【分布環境】 在台灣全島各地，南至屏東，北至東北角，從海平面至海拔3200公尺的高山

都可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苦且性寒，帶有小毒，具有清涼解毒及鎮咳的功效。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卑南、排灣、魯凱、泰雅、賽夏

【生態/性狀描述】 台灣百合為多年生的草本植物，株高約40-110公分，莖直立向上生長，

不依附他物，細長而分枝少，莖軸為綠色且帶有紫斑，呈球形或廣橢圓形的地下鱗莖，具

多數貯藏養分的鱗葉，有一頂芽可發育成地上枝，徑約3.5-4公分。單葉互生，葉片形狀

呈帶厚紙質或肉質的線狀披針形，長約9-14分，寬約1.5公分。6-8月間以垂直開花的方

式，開出一朵至數朵的白色帶有紫褐色條紋之喇叭狀花，長約12-16公分，寬約6公分，帶

有淡淡的清香，花軸上著生的小花有花梗，由下往上開放，具有6瓣花瓣，雄蕊6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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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佛甲草
【學名】 Sedum formosanum N. E. Br.
【科名】 景天科（Crassulaceae）

【屬名】 佛甲草屬

【俗名】 石板菜、白豬母乳

【英名】 Stringy Stonecrop Herb

【族語】 布農 Hucia Tu Ismud、撒奇萊雅 Bocyacaw、卑南 Nganun、鄒 'Apirang Ngukau

【分佈環境】 台灣佛甲草是一種極為典型的臨海植物且具備耐鹽、抗風的基本條件，喜歡

生長在海邊的礁石上。 

【藥效/部位】 全草味苦性平。全草可用於降血糖，治療糖尿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卑南、鄒

【生態/性狀描述】 台灣佛甲草為景天科一年生的多肉草本植物。莖為直立叢生狀，主要以

「二叉或三叉分支」生長，葉互生，呈湯匙形或倒卵形，葉為淺綠色具肉質，長約0.9-

1.5公分，寬約0.6-1.2公分，葉柄極不明顯；花序為聚繖花序，花期長為金黃色，直徑約

1公分長，花萼、花瓣及心皮都是5枚，5片的花瓣內含細長的雄蕊，和五個分離的子房；

雄蕊有10枚，花藥為橢圓形黃色。台灣佛甲草的果實為蓇葖果，隨著越來越成熟，顏色由

淺綠轉為黃綠色，其種子細小而多，呈長橢圓形，棕褐色，約0.04公分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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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姑婆芋
【學名】 Alocasia cucullata (Lour.) Schott
【科名】 天南星科（Araceae）

【屬名】 姑婆芋屬

【俗名】 山芋頭、天荷、木芋頭、野芋頭、觀音蓮、細葉姑婆芋、老虎芋、大葉姑婆芋、

  海芋、台灣山芋、大麻芋、假海芋、尖尾芋、尖尾姑婆芋

【英名】 Giant Elephant's Ear

【族語】 布農 Madaing Tu Mai-Ial、撒奇萊雅 Adidiay Tabaal、卑南 Kiy'adeng、

  鄒 Con Kaaru、雅美 Rawen、泰雅 Bagaiyau、排灣 Kaiguwai

【分布環境】 喜歡生長在山谷疏林下的陰濕地，因此常可自中低海拔山區的潮濕溪澗平緩

森林內或山谷皆可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辛且性微寒，帶有毒，不僅可以清熱解毒、消腫散結，還可

以去腐生肌。主要用來治療熱病高熱、肺癆、風濕關節痛、鼻塞流涕、霍亂、疔瘡腫毒、

蟲蛇咬傷…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卑南、泰雅、排灣

【生態/性狀描述】 台灣姑婆芋為天南星科姑婆芋屬的多年生直立性草本植物，株高可達

40-70公分，具有肉質莖，其粗壯呈圓柱形。葉片形狀呈帶全緣的半盾狀或廣卵狀心形，

葉長可達90公分以上，葉柄長略包莖。春季為開花期，總軸肉質肥厚，且有一佛焰苞所包

圍，呈綠色，上為雄花，下為雌花，中間則為中性花。開花後結出球形的紅色漿果，由多

數心皮的子房發育而來，外果皮與中果皮形成果壁，內果皮瓣狀，內側表皮向內突出形成

楔形汁囊，內含少數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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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油點草
【學名】 Tricyrtis formosana Baker var. formosana 
【科名】 百合科（Liliaceae）

【屬名】 油點草屬

【俗名】 溪蕉莧、石溪蕉、溪蕉、竹葉草、黑點草、石水蓮、仙女花、油點草、金石松、

  金尾蝶

【英名】 Taiwan Toadlily 

【族語】 布農 Iiu Tin Tu Ismud、撒奇萊雅 Yotincaw、鄒 Cuun Rumai、魯凱 Laudripi

【分布環境】 屬於台灣的特有種植物之一，喜歡生長在潮濕且陰暗的環境，因此常可以在

海拔150公尺的溪谷到海拔2500公尺的高海拔山區崖壁都可發現其蹤跡，尤其是在有水滲

出的岸邊或潮濕的崖壁基腳等。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苦、辛且平，具有清熱利尿、舒肝潤肺以及解毒消腫的作

用，主要用來治療扁桃腺炎、癰疔腫毒、感冒發熱、熱入心包、痧症氣痛、膀胱炎、小便

不利、風癢、瘀血氣滯…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台灣油點草為百合科油點草屬的多年生草本植物，莖柔軟多汁，常被風

吹倒了也不會折斷，富於彈性略呈彎曲，分枝多。單葉互生，葉片形狀呈無柄且全緣的倒

披針狀，葉片上面呈光滑的亮綠色，葉背則佈滿毛。9-11月開出數朵喇叭狀的花朵，花軸

上互生花梗長短不一的小花，花軸下部的花柄較長而上部的較短，各花散開成平面狀，花

被呈白紫色且散佈斑點，具雄蕊6枚。結出的果實為長約3公分的光滑蒴果，內含多數小型

的種子。



81台灣原住民族藥用植物圖鑑

台灣金線蓮
【學名】 Anoectochilus formosanus Hayata
【科名】 蘭科（Orchidaceae）

【屬名】 金線連屬

【俗名】 藥王、藥虎、本山石鬆、金線蓮、金線蘭、虎頭蕉、戶碇草、娃雞草、雉雞草、

  黃花糯子蘭、鳥蔘

【英名】 Taiwan jewel orchid

【族語】 布農 Iupatas、撒奇萊雅 Kakanen No Tengaan、鄒 Tavari、卑南 Lilrem、

  排灣 Sa U 'Liun、魯凱 Saulriane

【分佈環境】 台灣金線蓮原產於台灣、中國。性喜陰，通風良好環境，勿陽光直射超過

20%，適合生長在中低烸拔森林15-20℃溫度中。

【藥效/部位】 金線蓮味甘帶點苦，全株可藥用，四季皆可採收，有清涼退火、解毒之療、

降壓之療效，主要治療於嚴重咳嗽、尿血、高血壓，近年來更研究出有抗癌的功能。市面

上常做於茶包販賣，由於具有潤肺保肝與降火氣之功效，深受國人喜愛。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卑南、排灣、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台灣金線蓮為蘭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株高約7-20公分，為匍匐莖，葉為

互生全緣，葉卵圓形，長約2-6公分，寬1.5-4公分，基部圓形，葉先端為盾形，葉面暗綠

色有絨毛，葉背暗紅色，有主脈5條，細脈網狀；花序頂生，花有3-5朵，深秋或早春開

花，花苞披針形，上萼片為不規則圓形，而側萼片為橢圓形，花瓣之唇瓣呈Y字形，花中

央緊縮成爪狀，兩側有鬚狀，距呈囊狀三角形，花藥呈卵形，花粉黃色，花柱短有二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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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馬桑
【學名】 Coriaria japonica (Matsum.) Huang subsp. intermedia 
【科名】 馬桑科（Coriariaceae）

【屬名】 馬桑屬

【英名】 Taiwan coriaria

【族語】 布農 Pakaun Ikit、撒奇萊雅 Masang、鄒 'Usum Karavung、阿美 Ba Dar

【分佈環境】 台灣馬桑原產於台灣，為台灣特有種，性喜陽光，常分佈於海拔700-2600公

尺之山地、河岸沙地或斷壁上。

【藥效/部位】 台灣馬桑未成熟果實與嫩葉具有毒性，可用來解毒、降血壓。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阿美

【生態/性狀描述】 台灣馬桑為一種落葉性灌木，莖具粗髓心，葉對生，長卵或長橢圓形，

長約3-5公分，寬2.5-3公分，三出脈，為雌雄同株，單性花，花為總狀花序，花冠黃綠

色，花被5個，雄蕊10個，台灣馬桑果實為蒴果扁球形，包於紅色花瓣內，徑約0.4-0.7公

分，表面縱溝5條，成熟時由紅色轉為紫黑色，種子非常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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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澤蘭
【學名】 Eupatorium formosanum Hayata 
【科名】 菊科（Compositae）

【屬名】 澤蘭屬

【俗名】 六月雪、尖尾鳳、山澤蘭、大本白花仔草、尖尾鳳、香草

【英名】 Formosanum Eupatorium

【族語】 布農 Takisilazan Mapdip Tu Puah Hansum、撒奇萊雅 Adengis、賽夏 Arakesi、

  雅美 Omlarang Do Kaneman、鄒 Cuun Masarapu、排灣 Paripan、泰雅 Kannasun、

  魯凱 Baisi

【分布環境】 台灣澤蘭屬於台灣特有種植物之一，常見於全島低海拔至高海拔3200公尺的

高山，喜歡生長在路邊或荒廢地，亦為泥岩地區之先驅植物。

【藥效/部位】 不僅可以消腫，對於防癌也有幫助，常用來治療婦女產前症產後諸症、刀傷

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魯凱、泰雅、排灣、賽夏

【生態/性狀描述】 台灣澤蘭為菊科多年生的草本植物，直立向上生長的莖，不依附他物，

株高約1.5公尺，全株佈滿柔毛。單葉互生，葉片上面粗糙，葉背則呈粉白，5-7月為花

期，在平地開出白色的花，在中高海拔山區則開出紫紅色的花，雌雄同株。秋末冬初結出

黑色的瘦果，上有白色冠毛，具5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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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葉蓮
【學名】 Chloranthus oldhami Solms.
【科名】 金粟蘭科（Chloranthaceae）

【屬名】 金粟蘭屬

【俗名】 對葉細辛、四季春、四大金剛、四大天王、四葉對、台灣及己

【英名】 Chloranthus oldhami Solms.

【族語】 布農 Pat Lisav Tu Ismud、撒奇萊雅 Syalin、卑南 Lralukur、魯凱 Lalukuru、

  雅美 Apat So Vongo、鄒 Cuun Uspatu Ranuung

【分佈環境】 原產台灣，主要生長於中低海拔森林中。

【藥效/部位】 四葉蓮主要治療於婦女病、毒瘡、咳嗽、關節炎等。還具有止痛、活血之療

效，還可以治療外傷、瘀血疼痛甚至是毒蛇咬傷。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卑南、雅美、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四葉蓮為金粟蘭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高約25-50公分；根莖橫走，側根

多，且莖節明顯。葉輪生於枝端上，具紙質感，闊卵狀近披針狀卵形，且光滑，葉長約

7-13公分，寬4-8公分，葉緣鋸齒，花序為穗形花序，生於莖端，有2-3分枝，花小呈白

色，四葉蓮開花後可結成梨形核果，花期在4-5月。



85台灣原住民族藥用植物圖鑑

奶葉藤
【學名】 Gonostegia hirta (Bl.) Miq.
【科名】 蕁麻科（Urticaceae）

【屬名】 石薯屬

【俗名】 蔓苧麻、糯米糰

【族語】 布農 Susu Lisav Tu Valu、撒奇萊雅 Kadowangay、阿美 Ka Mu Wan Gay、

  鄒 'Uici Acun

【分佈環境】 奶葉藤為台灣原生種，分佈於中低海拔地區。

【藥效/部位】 奶葉藤有解毒止血之療效，主要用來敷毒腫與治癰瘡。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阿美

【生態/性狀描述】 奶葉藤為蕁麻科多年生草本、灌木植物，具藤蔓性，莖斜往上生長，

分枝小，枝細長，著生短毛，高約25-50公分，上部著生具有短毛，葉對生全緣，為披針

形，葉先端尖形，基部為圓形，葉脈非常明顯有3-5條，葉寬約1-3公分，長4-8公分，葉

背、葉面具有散生短毛。葉柄略短。花腋生，雌雄同株或異株，雄花有梗，雌花無梗，子

房只有1室。奶葉藤果實為瘦果或核果，為卵形，長僅0.1-0.2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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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手香
【學名】 Coleus amboinicus Lour.
【科名】 唇形花科（Labiatae）

【屬名】 刺蕊草屬

【俗名】 藿香、印度薄荷、過手香

【英名】 Patchouli

【族語】 布農 Tanavili Ma-Ansum Tu Ismud、撒奇萊雅 Haka、雅美 Maangnoawana、

  鄒 Cuun Iiri、卑南 Takulikulis

【分佈環境】 性喜陽光、耐蔭、耐旱，土壤以砂質壤土或疏鬆腐植土為最好，生長極快又

具藥效也容易繁殖，一般庭院中通常都有種植，是一種極為常見的觀賞藥用植物。

【藥效/部位】 到手香具有清熱止嘔、健胃之療效，而主要治療於消炎、解毒、感冒、肺

炎、胸悶、頭痛等症狀，民間偏方亦有幾種，如採嫩葉加鹽巴放入嘴中含數分鐘，可治療

喉嚨痛與沙啞；另外一種是採取葉的汁液加生雞蛋飲用，可治療感冒發燒。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卑南

【生態/性狀描述】 到手香屬於唇形花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全株佈滿了粗毛，肉質性，莖略

蔓性，高20-85公分，且多生枝，枝葉均具強烈特殊香味；葉非常肥厚有汁液，對生，呈

廣卵形，長約3-7公分，寬3-4公分，葉先端圓或銳，基部鈍形，中肋粗明顯且葉背凸起，

葉為網狀脈，具齒狀緣且往上捲曲。大約在春-秋季開花，花序為穗狀花序，頂生或腋

生，花淡紫色，花萼5片，雄蕊4枚，柱頭有2裂；到手香果實為小堅果，長卵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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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佛甲草
【學名】 Sedum morrisonense Hayata
【科名】 景天科（Crassulaceae）

【屬名】 佛甲草屬

【俗名】 玉山景天、佛甲草

【英名】 Morrisor Stonecrop

【族語】 布農 Suzuksinka-An Madiav Puah Tu Ismud、撒奇萊雅 Bokacaw、

  鄒 Cuun Tamtasai

【分布環境】 玉山佛甲草原產於台灣，在全省中高海拔約 2000-4000公尺的裸露岩石。尤

其以西向和南向最適宜，像是南湖大山、中央尖山、奇萊山、大霸尖山、雪山、玉山、秀

姑巒山…等都有分布。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甘且平，對於皮膚有滋養的作用，常可用來治療咽喉潰

瘍、慢性支氣管炎、灼傷、昆蟲叮咬等症狀。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泰雅、太魯閣

【生態/性狀描述】 玉山佛甲草為景天科佛甲草屬的肉質草本植物，株高約9-19公分，其整

株光滑分枝較多。單葉互生，葉片形狀呈帶肉質且全緣的線形或長橢圓狀披針形，長約1

公分，寬約0.25公分，葉片表面為有光澤的綠色，葉背呈黃綠色。6-8月開出多數的黃色

花，花軸頂端著生一朵小花，兩側分枝上再形成小花，苞片似葉狀，長橢圓線形的萼片具

5枚，花瓣為5瓣，具有雄蕊10枚。7-10月結出的果實為帶有膜質的長橢圓形蓇葖果，由單

子房的一個心皮或離生心皮子房發育而成，成熟時只沿腹縫線或背縫線開裂，具有長橢圓

形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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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葉金花
【學名】 Mussaenda pubescens Ait. f.
【科名】 茜草科（Rubiaceae）

【屬名】 玉葉金花屬

【俗名】 白甘草、白頭公白紙角、、白紙扇、野白紙扇、山甘草、土甘草、白茶、白梅、

  黏滴草、涼口茶、仙甘藤、蝴蝶藤、蜻蜓翅、生肌藤、黃蜂藤、白葉子、涼藤子、

  涼茶藤、大涼藤、小涼藤

【英名】 Buddha's Lamp

【族語】 布農 Kapanun Tu Puha、撒奇萊雅 Saboysay、鄒 Ranung Kunavan、

  魯凱 Vatukutuku

【分布環境】 屬於陽性的植物，喜歡生長在陽光充足的地方，因此可以常常在山麓至低海

拔山區灌叢中、路旁發現其蹤跡，尤其以中北部地區最為常見。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甘、淡且性微涼，不僅可以消熱解暑、涼血解毒，還可以固

肺滋腎，大多用來治療肺熱咳嗽、腰骨酸痛、瘧疾發熱、支氣管炎、胃腸炎、腎火水腫、

瘡瘍膿腫、跌打毒蛇咬傷、小兒疳積、產後風、乳癰…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玉葉金花為茜草科玉葉金花屬的藤狀小灌木，在離地面不遠處就長出許

多分枝。單葉互生，葉片形狀呈帶有短柄且全緣的卵狀矩圓形或橢圓狀披針形，長約6-7

公分，寬約3公分，葉片上面無毛或被疏毛，葉背被柔毛。夏季開花，黃色的無柄花，花

序基部有一白色苞葉，上方著生，在中央的一朵頂生花，下面從花序梗頂生出二分枝，

每枝頂上各生出一朵花，雌雄同株，具雄蕊5枚。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紫黑色的橢圓形漿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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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地瓜
【學名】 Ipomoea batatas (L.) Lam. 
【科名】 旋花科（Convolvulaceae）

【屬名】 甘薯屬

【俗名】 紅薯、紅番薯、甘薯、田薯、白薯、地瓜、山芋、紅苕、玉秋藷、番薯、金薯、

  甜薯、豬菜

【英名】 Sweet Potato

【族語】 布農 Madulas Tu Utan、撒奇萊雅 Salengacay Tobah、雅美 Malavang Awakay、

  鄒 Cipun Tapunia、卑南 Makapayrang、阿美 Bu H Ja Rai A Bu Ga、排灣 U'Ladi、

  魯凱 Dawdaw、泰雅 Gahe

【分佈環境】 台灣全省皆可以種植。

【藥效/部位】 白地瓜味甘性平且無毒，具有刺激腸胃蠕動、中和體內酸鹼值、保健腸胃之

療效，也可以保持血管順暢、分解膽固醇。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卑南、阿美、排灣、魯凱、泰雅

【生態/性狀描述】 白地瓜為旋花科一年生草本植物，蔓非常細長，匍匐於地面生長，為綠

色，無毛，節間長約8公分，葉形為心臟形，葉長約13公分，寬10公分，葉形粗大，葉柄

為綠色，花冠呈紫色，長的與牽牛花非常相似，開花期10-12月間，但植株開花卻很少。

地瓜塊根無氧呼吸時會產生乳酸，肉大多為黃白色，塊根肥厚橢圓形，顏色因品種與生長

環境因素不同而有所不同。地瓜果實也有呈蒴果卵形，但非常的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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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尾蜈蚣
【學名】 Ajuga decumbens Thunb ex Murray
【科名】 唇形花科（Lamiaceae）

【屬名】 筋骨草屬

【俗名】 散血草、百症草、豬膽草、筋骨草、有苞筋骨草、九味一枝蒿、白毛夏枯草、

  金瘡小草、青魚膽草、苦草、苦地膽、、台灣筋骨草、石灰菜、八正草、白尾蜈蚣

【英名】 Manybracteole Bugle

【族語】 布農 Maduhlas Ikul Tu Hahapis、撒奇萊雅 Lakahkah、鄒 Icici 'Araripang、

  卑南 Kalravar、魯凱 Paw

【分布環境】 白尾蜈蚣常可在台灣全島平野至中低海拔山區的林緣、路旁等發現其蹤跡，

而現今已有零星的藥用栽培。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苦且性微寒，不僅可以清熱解毒，還可以涼血止血，主要

用來治療支氣管炎、扁桃腺炎、腮腺炎、赤白痢疾、外傷出血…等症狀。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卑南、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散血草為唇形花科筋骨草屬的多年生草本植物，莖直立及斜上生長，不

依附他物，株高約10-15公分。葉片呈簇狀長出地面，通常於地面看不到莖，葉片形狀呈

倒卵形至倒披針形，長約5-16公分，寬約3-6公分，邊緣呈波狀緣或略呈疏鋸齒緣，葉片

兩面皆被短毛。多數小花群生在每個葉腋，形成輪狀，花軸上著生的小花有花梗，由下往

上開放，小花梗長約0.35公分，花冠呈淡藍紫色至淡紅紫色，具有4枚雄蕊。開花後結出

的果實為4粒橢圓形的小堅果，長約0.13公分左右，表面有網紋及臍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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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茅
【學名】 Imperata cylindrica (Nees) C. E. Hubb. ex Hubb. & Vaughan var. major 
【科名】 禾本科（Poaceae）

【屬名】 白茅屬

【俗名】 毛節白茅、千茅、白茅根、白茅、茅仔草、茅萱、茅針、茅根、茅夷、茅草、

  絲茅、茅柴、紅茅公、地筋、地筋根、甜根、穿山龍

【英名】 White Cogongrass、Lalang Grass

【族語】 布農 Maduhlas Tu Lih、撒奇萊雅 Oli、雅美 Vocid、鄒 Ruu'u、卑南 Lravun、

  阿美 Aly、排灣 La'Uchi、魯凱 Igi、泰雅 Agekku

【分布環境】 常在台灣全島低海拔和中海拔開闊地、路旁及山腰，發現它成群的繁殖，但

其潔白的花，在陽光的照耀下變得更為亮眼，相對在旱地上更容易引人注意。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甘且性微寒，具有涼血止血、清熱利尿以及止血定痛的作

用，常可用來治療麻疹不發、熱病煩渴、吐血、水腫、小兒麻痺…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卑南、阿美、排灣、魯凱、泰雅

【生態/性狀描述】 白茅為禾本科白茅屬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株高約30-70公分，根莖長且

佈滿鱗片，稈直立或斜昇，不依附他物，通常具2-3節且上有長0.5公分左右的柔毛。葉片

形狀呈披針形，長約52-62公分，寬約0.3-0.9公分，葉片背面及邊緣粗糙。5-9月為花果

期，花序主軸上再生分枝，於分枝上再著生互生的小花，整個花序呈圓錐狀，長約6-19公

分，寬約2-2.5公分，具有1-2枚的雄蕊。結出的果實為穎果，其含種子一枚，成熟時果皮

與種皮癒合成皮膜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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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馬齒莧
【學名】 Portulaca oleracea L. var.alba Hong.N.v.
【科名】 馬齒莧科（Portulacaceae）

【屬名】 馬齒莧屬

【俗名】 白豬母乳、長命菜

【族語】 布農 Maduhlas Nipun Tu Ismud、卑南 Nganun、鄒 Cuun Karavung Tapunia、

  撒奇萊雅 Sanglacay Koliya

【分佈環境】 白馬齒莧是一種極為常見的藥用與食用兼備的植物，台灣全島平原、海岸

邊、產業道路、鄉間田園都可見於種植。

【藥效/部位】 白馬齒莧用途非常廣泛，具有消炎、解熱、降血壓、幫助排尿之療效，主要

治療於糖尿病、皮膚炎、腹瀉、婦女病等疾病；尤其對糖尿病有很明顯的療效，常被糖尿

病患者視為恩物。利用生葉擠出之汁液，對毒蟲咬癢具止癢效果。

【使用族群】 布農、卑南、鄒、撒奇萊雅

【生態/性狀描述】 白豬母乳馬齒莧科一或二年生草本，莖多且分枝，直立或傾臥，攀爬於

地面，葉片具豐富肉質，且有光澤匙狀，葉片在莖部形成對生，長橢圓狀倒卵形，葉先端

鈍或圓，形狀像馬齒；花為白色，集生在莖頂，白豬母乳果實為蒴果，且蓋裂，種子具多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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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匏仔
【學名】 Mallotus paniculatus (Lam.) Muell.-Arg.
【科名】 大戟科（Euphorbiaceae）

【屬名】 野桐屬

【俗名】 白麵風、白鶴葉、白麵戟、白桃葉、白帽頂、白膜樹、酒藥子樹、白葉野桐、

  白泡樹、白麵簡、白鶴樹

【英名】 Turn-in-the Wind

【族語】 布農 Ubiaz Madanghas Tu Lukis、撒奇萊雅 Liboh、鄒 Coru Masinang、

  卑南 Palratri'、魯凱 Baru

【分佈環境】 白匏仔性喜陽光，春夏季需水量較多，生性強健；台灣主要分布於土層肥沃

之低海拔樹林、排水良好之山坡樹叢中。

【藥效/部位】 白匏仔味苦性平，具解熱、止血之療效，葉可用用敷腫，根與果可治療損

傷；主要治療於濕疹、中耳炎、傷口出血、蜂窩性組織炎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卑南、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白匏仔為大戟科常綠灌木或小喬木，高約2-10公尺。嫩枝有褐色星狀

毛，樹冠成傘狀樹形。為單葉互生；葉柄長約2-8公分，葉寬卵形，長約5-23公分，寬

3-15公分，葉先端漸尖，基部略呈心形，全緣或頂部3淺裂，葉面綠色，有毛，葉背灰白

色，亦有毛，花單性異株；雄花為穗狀簇生花序，圓錐形排列，有黃褐色絨毛，雄蕊多數

花絲分離，花藥2室，雌蕊花柱3裂。雌穗狀花序不分枝，略比雄花序短，約1.5公分，雌

花單生、無柄；花萼為鐘狀，裂片卵形，長0.3-0.4公分，有毛；子房刺上具星狀柔毛，

3-4室，花柱短，基部連合。白匏仔果實為蒴果近球形，綠色，具軟刺，長約0.2-0.5公

分，其種子近球形，黑色且亮。花期在夏季4-7月，果期8-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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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鳳草
【學名】 Gynura divaricata (Kitam.) F. G. Davies subsp. formosana 
【科名】 菊科（Compositae）

【屬名】 三七草屬

【俗名】 白廣菜、台灣土三七、長柄橙黃菊、白菜、白擔當

【族語】 布農 Maduhlas Tu Sanglav Ismud、撒奇萊雅 Paybong、鄒 Tavo Tapunia

【分佈環境】 白鳳草廣泛分佈於北部低海拔沿海、山區或樹林區，因喜歡生長在肥沃的土

壤中。

【藥效/部位】 白鳳草味甘性涼，可消腫、止血、降火氣、幫助排尿，主要治療於中暑、氣

管炎、咳嗽、腸胃炎、腫毒及感冒發燒，都有不錯的效果。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白鳳草為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為台灣特有植物，主莖略帶匍匐，全體

都生有細毛，其莖稍及花梗直立，葉為互生，具薄肉質，葉身匙狀長橢圓形，常作羽狀齒

裂，春至夏季（4-9月）開花，花序為頭狀花序，為橙黃色。根黃紅色，花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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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龍船花
【學名】 Clerodendrum paniculatum L. f. albiflorum (Hemsl.) Hsieh
【科名】 馬鞭草科（Verbenaceae）

【屬名】 海州常山屬

【俗名】 白龍船、白起瘋花

【英名】 White Glorybower

【族語】 布農 Maduhlas Hatu Tu Puah、雅美 Agalaw、撒奇萊雅 Sanglacay Sinongay、

  魯凱 Avange、鄒 Vungavung 'Avang

【分布環境】 白龍船花喜歡生長在半遮蔭的樹林、果園以及灌叢間，因此常可以在台灣全

島低海拔地區的丘陵地及平原荒地間發現其蹤跡，尤其在台中以及南部地區極為常見。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苦、辛且性微寒，具有固腎調經、理氣袪風的作用，主要用

來治療月經不調、赤白帶、下消、淋病、腳氣水腫、糖尿病…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雅美、魯凱、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白龍船花是馬鞭草科海州常山屬的常綠灌木植物，株高約1.5公尺左

右，呈四稜形，其分枝在莖節處具有長毛。單葉對生，葉片形狀呈帶紙質且近全緣的闊卵

形或近心形，約6-17公分長，6-15公分寬，葉柄長約11-14公分。開花季節可從3月一直開

到10月，開出純白色的花朵，花序主軸上再生分枝，於分枝上再著生互生的小花，整個

花序呈圓錐狀，具有4枚雄蕊，長度為花冠筒的兩倍長。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近球形的核

果，直徑約0.7-1公分，內含四顆種子，成熟後漸漸變成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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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薇
【學名】 Cynanchum atratum Bunge
【科名】 蘿藦科（Asclepiadaceae）

【屬名】 牛皮消屬

【俗名】 三百根、牛角膽草、苦膽草、羊奶子、山煙、百盪草、台灣杯冠藤、羊角細辛、

  上天梯、大向砂、九根角、節節空、大百砂、雙角果、婆婆針線包、台灣牛皮消、

  台灣白薇、老龍角

【英名】 Formosan Swallowwort

【族語】 布農 Pai-Uii Tu Ismud、撒奇萊雅 Paywi、鄒 Cuun 'Ana'anivi

【分布環境】 白薇副花呈冠杯狀，故有杯冠藤之稱，常可在台灣全島低海拔的山麓灌叢中

及草生地上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微苦且性寒，不僅可以清熱涼血，還可以善退虛熱，大多用

來治療陰虛內熱、風濕灼熱多眠、肺熱咳血、產後發熱、熱淋血淋，、產虛吐逆、傷中淋

露、虛煩血厥、寒熱酸痛等症狀。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白薇屬於蘿藦科牛皮消屬的纏繞性藤本植物，全株整體光滑。單葉對

生，葉片形狀呈略帶紙質或革質的長橢圓形至橢圓形，長約3-6公分，寬約3公分，常在葉

腋處發現托葉狀的小葉。花序分枝成總狀排列，但每一分枝又為一聚繖花序，裂片為長

橢圓形，長約0.4-0.6公分。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成對或單一的披針形蓇葖果，長約5-8公

分，內含扁平瓜子狀且有膜翅的種子，尖端部位有約3-5公分長的白色纖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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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鶴靈芝
【學名】 Rhinacanthus nasutus (L.) Kurz
【科名】 爵床科（Acanthaceae）

【屬名】 仙鶴花屬

【俗名】 仙鶴草、香港仙鶴草、白鶴草、仙鶴花、癬草

【英名】 Bignose Rhinacanthus

【族語】 布農 Hang-Hang Tu Ismud、撒奇萊雅 Halana、鄒 Vungavung Urune、

  魯凱 Tavathilringi

【分布環境】 白鶴靈芝目前廣泛栽培之，在山坡叢林中、路旁、潮濕地等都可發現其蹤

跡，目前有些已擴展成企業化經營的栽培製藥，而一般民眾種植多做為泡茶用。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甘、淡、苦、平而帶有小毒，具有潤肺止咳、平肝降火、消

腫解毒及殺蟲止癢的功效，主要用來治療高血壓、糖尿病、肝病、肺結核、脾胃濕熱、濕

疹、毒蛇咬傷…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白鶴靈為芝爵床科仙鶴花屬的常綠性灌木植物，株高約110-160公分，

全株佈滿細毛，莖呈圓柱形且節膨大的現象，莖葉均帶有香氣，嫩枝呈翠綠色，老枝則

漸漸轉為灰白色。單葉對生，葉片形狀呈全緣橢圓形，兩面皆被柔毛。2-4月開花，花軸

頂端著生一朵小花，兩側分枝上再形成小花，花萼裂片5片，唇形花冠白色，上唇為披針

狀，下唇短具3裂，在一片綠地中就好像一隻隻展翅高飛的白鶴，具有2枚雄蕊。開花後結

出的果實為長橢圓形的蒴果，但結果率其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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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菖蒲
【學名】 Acorus gramineus Soland.
【科名】 天南星科（Araceae） 

【屬名】 菖蒲屬

【俗名】 石菖蒲、建菖蒲、山菖蒲、石蜈蚣、水劍草、昌陽、堯韭

【英名】 Grassleaf Sweetfalg Rhizome

【族語】 布農 Batu Taptappaz Tu Sanpizin、撒奇萊雅 Ciwcangpo、魯凱 Paripili、

  鄒 Tavacin Vatuvatua

【分佈環境】 石菖蒲主要生長於低海拔河溝、溪旁、瀑布旁岩石群等潮濕地。

【藥效/部位】 石菖蒲味辛性溫，有健胃、鎮靜、醒神、潤胃與幫助排尿等療效；主要治療

於消化不良、腹痛、脹氣、心神不寧、頭痛，腦膜炎、鬱悶、咽喉炎與聲音沙啞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石菖蒲維天南星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莖具有香氣，葉綠色線形，緊密

的排成二列，長約10-40公分，寬3-6公分，葉面具光澤，葉先端漸尖，為全緣，花為兩

性，淡黃綠色；具6個花被片；雄蕊有6個。春夏季(5-7月)為開花期，花序為佛燄花序，

約9-16公分，細圓筒形，花小而密集，黃色，花被6片；石菖蒲果實為蒴果卵球形，種子

基部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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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蓮
【學名】 Echeveria peacockii (Bak.) Croucher
【科名】 景天科（Crassulaceae）

【屬名】 風車草屬

【俗名】 風車草、神明草、石蓮、蓮座草

【英名】 Houseleek

【族語】 布農 Batu Tu Ismud、撒奇萊雅 Balo No Solda、鄒 Vungavung Vatuvatua、

  魯凱 Takudredremelre

【分佈環境】 石蓮原產於墨西哥，性喜溫暖陽光充足地，耐旱；水分過多會造成腐爛；日

照不夠則會使莖徒長，失去價值。適合用來盆栽或造園假山點綴。

【藥效/部位】 石蓮具有消炎、降火氣、生津解渴的功效，主要治療於高血壓、膽結石、痛

風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石蓮為景天科多年生多肉植物，葉片排列整齊，尤其外觀像極了玫瑰

花。長大後會開花，但不易見到其芳跡，花色為深紅色，夏秋季為開花期，日照應該在

50-70％最理想，但是夏季時高溫潮濕會影響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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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地蝙蝠草
【學名】 Christia obcordata  (Poir.) Bakh. f. ex van Meeuwen 
【科名】 豆科（Leguminosae）

【屬名】 蝙蝠草屬

【俗名】 鋪地蝙蝠草

【英名】 Leguminosae

【族語】 布農 Laninataz Tu Ismud、撒奇萊雅 Bedadaki、鄒 Cuun 'Apicira

【分佈環境】 伏地蝙蝠草生長普遍主要在珊瑚礁區與平原區容易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伏地蝙蝠草味苦性涼，有消腫、解熱、解毒之療效，主要治療於挫傷、損

傷、骨折、一般創傷等骨科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伏地蝙蝠草維蝶形花科植物，葉片為三出複葉，小葉三角形或倒卵形，

花序為總狀花序，果實為莢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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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果南蛇藤
【學名】 Celastrus punctatus Thunb.
【科名】 衛矛科（Celastraceae）

【屬名】 南蛇藤屬

【俗名】 一條龍、穿山龍、青山龍

【族語】 布農 Lukis Ivut Tu Valu、撒奇萊雅 Komadas、鄒 'Uici Vunai

【分佈環境】 光果南蛇藤原產於台灣。在台灣分佈於高海拔地區較多，在外島金門也可發

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光果南蛇藤藥用於止痛與敷瘡上有良好的效果，主要治療於腫毒與風濕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光果南蛇藤為衛矛科之落葉蔓性灌木，葉為互生，葉柄1-2公分，葉具

紙質，長約5-11公分，寬4-8公分，葉先端圓，有時鈍尖，葉基部闊或圓形，葉背、葉面

均無毛，側脈4-6條，根莖狀似蛇。花序為聚繖花序腋生，呈圓錐狀。萼、瓣皆5枚，雄蕊

5枚，花盤5裂。光果南蛇藤果實為蒴果，球形或近球形，成熟為橙黃色，直徑0.5-0.7公

分，外種皮呈瓣狀3裂，種子有橘紅色假種皮。開花期在夏天4-9月，果期8-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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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緣卷柏
【學名】 Selaginella delicatula (Desv.) Alston
【科名】 卷柏科（Selaginellaceae）

【屬名】 卷柏屬

【俗名】 還魂草、萬年青、薄葉卷柏、長菱葉卷柏、龍鱗草、田雞爪、松柏草、金扁柏、

  美葉卷柏，平葉卷柏

【族語】 布農 Luhtu、撒奇萊雅 Damay No Baeto、鄒 Cuun Ta'atipi、魯凱 Lasumusu

【分布環境】 台灣本種卷柏科植物是族群數量最多的一種，喜歡生長在林道兩旁陰濕之邊

坡、林緣，及潮濕之石壁、小溪流兩旁之石塊上，因此常常可在全省低海拔地區的林緣岩

石壁上發現其蹤跡，尤其以大凍山、烏山、崁頭山、三角南山和楠西梅嶺等為主要分布區

域。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辛且平，具有活血通經、化瘀止血的功用，主要用來治療經閉

痛經、癓瘕痞塊、跌撲損傷、吐血、脫肛…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全緣卷柏為卷柏科多年生的草本植物，主莖直立或斜上，不依附他物，

其株高約35-45公分。葉片形狀呈帶膜質且全緣的卵狀矩圓形，內緣較平直，外緣因內折

而加厚，葉背的膜質邊緣常呈棕黑色，葉片質脆易折斷，屬於二回羽狀分枝。孢子囊呈四

方柱形，長約6-29公厘，頂生於小枝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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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鐵莧
【學名】 Acalypha indica L. var. indica
【科名】 大戟科（Euphorbiaceae）

【屬名】 鐵莧草屬

【英名】 Indian copperleaf

【族語】 布農 Taptappaz Tu Sanglavhudu、撒奇萊雅 Tatakeli、鄒 Cuun Numan

【分佈環境】 常見於南部平地地區。

【藥效/部位】 性味：全草苦、澀、涼。全草可清熱解毒、利水、止痢、殺蟲、止血。治菌

痢、腸瀉、便血、吐血、咳嗽、疳積、崩漏、腹脹、創傷出血。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印度鐵莧為一種草本植物，雌雄同株，單性花，莖部上具有毛；葉長為

1.5-3.8公分，寬為1.5-2.8公分，葉基部為楔形，大部分的葉柄等或長於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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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竹草
【學名】 Zebrina pendula Schnizl
【科名】 鴨跖草科（Commelinaceae）

【屬名】 吊竹草屬

【俗名】 水竹草、紫背鴨跖草、吊竹梅、竹夾菜、紅鴨舌草

【英名】 zerbrina

【族語】 布農 Pasilaici Tu Ismud、撒奇萊雅 Sikolitay Adongcic、雅美 Kalalavcin、

  鄒 Cuun Kapani、魯凱 Lawdripi

【分佈環境】 分布於台灣低海拔山區最多，大多都已經馴化野生，性喜高溫，多濕環境，

如果生長地太過陰暗易徒長而造成葉色不良，由於台灣生長環境條件非常合適吊竹草生

長，尤其在蘆山、溪頭等地可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全草味甘性涼，有毒。全草清熱解毒，涼血利尿。治肺癆咯血、咽喉腫痛、

目赤紅腫、痢疾、水腫、淋症、帶下。外用治癰毒、燒燙傷、毒蛇咬傷。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吊竹草為鴨跖草科蔓性多年生草本植物，莖能匍匐地面生長，伸長可達

200公分，莖節上容易發根；葉形為互生，卵狀披針形，葉端為銳尖；在陰暗的環境下，

葉面光滑且帶有斑紋，但如果在陽光非常充足下，葉色漸漸的轉為紫紅色；花序頂生，開

花時花為紫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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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葵
【學名】 Helianthus annuus L.
【科名】 菊科（Compositae）

【屬名】 向日葵屬

【俗名】 日輪草、太陽花、葵花、丈菊、日車、望日葵、望日蓮、迎陽花、朝陽花、

  日輪草、日頭花、白葵子、天葵子、一丈菊、艾菊、重瓣向日葵

【英名】 Helianthus annuus

【族語】 布農 Masisaupa Vali Tu Puah、撒奇萊雅 Salahebal、雅美 Somazap So Azaw、

  鄒 Vungavung Capai Taniaru、阿美 Sa Ki Ji Dar Ji Dar

【分佈環境】 台灣分佈廣，尤以南部為最多，如：嘉義、台南、高雄、屏東。由於為菊科

植物，適應力極強，栽培亦容易。

【藥效/部位】 向日葵味淡性平，在止痛、消腫、牙痛、經痛、高血壓上具有療效，依其佈

位的不同治療症狀也不同，例如：種子治療於痲疹、透疹等；根潤滑腸胃、幫助排尿；葉

部與花托可清熱解毒、降血壓、減緩頭痛、經痛；果殼可以治療耳鳴。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阿美

【生態/性狀描述】 向日葵是一種可達300公分的大形一年生菊科植物。莖直立，且全株絨

毛非常之多。葉互生，葉緣為鋸齒，葉背、葉面均具有白色刺狀毛。向日葵為標準的頭狀

花序，黃色，邊花為舌狀花。苞片具多層，卵圓形，花托非常扁平，有膜質托片，周圍為

蛇狀花冠，中央有五冠管狀，花兩性，雄蕊有五枚，花絲分離但花藥合生，雌蕊只具一

枚。向日葵果實為瘦果，呈灰色或黑色，花朵重瓣或單瓣，有單花與多花品種。四季皆有

花期，主要以夏冬兩季為主，且花期可達兩週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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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花油柑
【學名】 Phyllanthus multiflorus Willd.
【科名】 大戟科（Euphorbiaceae）

【屬名】 葉下珠屬(油柑屬)

【俗名】 爛頭砵、龍眼睛、紅魚眼、山兵豆、多花葉下珠、白仔

【族語】 布農 Izuk Puah Tu Avuzla、撒奇萊雅 Tobayokan、鄒 'Urai Urukucu、

  魯凱 Thipelrengane

【分佈環境】 在台灣的平地或山路旁的草叢，都可以看見她的蹤跡。 

【藥效/部位】 全株具有毒性，依其植物部位的不同療效也不同，例如：根莖可治療肝炎、

腸炎、皮膚過敏，甚至梅毒亦有療效；枝葉可治療頭痛、頭痛；外用即可用於消腫毒。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多花油柑是一種高大型常綠灌木，可達到400公分，小枝條有極少的毛

且呈懸垂壯；葉型變化多，葉為橢圓狀或卵形，長約2-4公分，寬1-2公分；花為雌雄同

株，具梗；多花油柑果實為核果，扁球形，直徑有0.6-0.7公分，外觀具有縱溝，呈暗紅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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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宮木
【學名】 Sauropus androgrnus (L.) Merr.
【科名】 大戟科（Euphorbiaceae）

【屬名】 守宮木屬

【俗名】 減肥菜

【族語】 布農 Nitu Mahtu Patiduan Tu Lukis、撒奇萊雅 Diyong、鄒 Kaaru Kakiring

【分佈環境】 分布在台灣山地及較熱帶地區。

【藥效/部位】 守宮木依其部位的不同療效亦不同，根部煎汁具有熱熱、潤肺、止咳、消腫

之療效；嫩葉磨粉可讓產婦增加乳汁；花與果可加工製作成甜點，主要治療於降血壓、淋

巴結核、便血、尿血等症狀；在以前也是養顏美容的聖品，不過，過量可是會中毒。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守宮木為灌木多年生植物，葉形為卵形且漸尖、互生，小枝條為綠色且

光滑，第一側脈有9-13條；花多邊形狀，雌蕊具有三枚，其果實為暗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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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地菊
【學名】 Carpesium divaricatum Sieb. & Zucc.
【科名】 菊科 （Compositae）

【屬名】 天名精屬

【俗名】 耳挖草、立浪草、煙管草

【族語】 布農 Makanastu Tu Puah Hangsu、撒奇萊雅 Potici

【分佈環境】 朴地菊由於耐熱及耐旱性強，四處都可見其蹤跡，近年來普遍發展為盆栽植

物或用於觀賞植物。

【藥效/部位】 性味：全草：苦、辛、涼，有小毒。全草有清熱解毒、消腫止痛之效，可治

感冒發熱、咽喉痛、牙痛、泄瀉、瘰癧、小便淋濁、瘡癤腫痛、乳癰、痄腮、纏腰火丹、

毒蛇咬傷。根可治產後氣痛、牙痛、泄瀉、喉蛾。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

【生態/性狀描述】 朴地菊高大約為10-30公分，葉對生於枝條上，大部份呈卵狀橢圓形，

葉緣鋸齒狀，葉小，長與寬大約在2公分左右。花序頂生，呈藍紫色，其花冠為長筒形，

花期極長，春夏季開花，從5月開花，可以持續到秋季，可長達5個月之久；其花朵集中在

枝條的頂端，盛開時非常漂亮。



109台灣原住民族藥用植物圖鑑

朱蕉
【學名】 Cordyline fruticosa (L.) Chev.
【科名】 龍舌蘭科（Agavaceae）

【屬名】 朱蕉屬

【俗名】 紅竹、紫千年木、朱竹、鐵樹、千年木

【英名】 Common Dracena、Tree of Ings 

【族語】 布農 Bunbun Ikit、撒奇萊雅 Timyo、鄒 Tanvn Varavana

【分布環境】 朱蕉又稱為紅竹、紫千年木、鐵樹等，原生於熱帶亞洲、太平洋各島嶼、澳

洲及熱帶美洲等地，喜歡生長在光照充足的環境，在台灣常當作庭園觀葉植物。

【藥效/部位】 葉味淡性平。葉可清熱、涼血、止血、散瘀、止痛，治咳嗽，煎水服，治流

鼻水特效。花可止血、祛痰，治痰水、痔瘡出血。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朱蕉屬於龍舌蘭科朱蕉屬的多年生常綠性灌木植物，株高為1.5公尺左

右。單葉互生，葉片形狀呈帶厚紙質且全緣的平滑披針形或長橢圓形，長約9-16公分，葉

片顏色依品種不同而不同，有綠色、淡紅、暗紫或淡紅與黃色相間等等，葉柄長約10-40

公分。春季開出許多綠色、白色、微黃色、紅色或紫色的小花，花序主軸上再生分枝，於

分枝上再著生互生的小花，整個花序呈圓錐狀。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球形的紅色漿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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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節蓼
【學名】 Muehlenbeckia platyclada (F. V. Muell.) Meisn.
【科名】 蓼科（Polygonaceae）

【屬名】 亂子草屬

【俗名】 大本蜈蚣草、百足草，扁竹蓼、蜈蚣草、扁竹花、扁竹草、百腳草、觀立竹、

  斬蛇劍

【英名】 Centipede plant、Ribbon-bush、Wire vine

【族語】 布農 Pantatala Lisav Tu Ismud、撒奇萊雅 Sipil、鄒 Pu'ung To'omang

【分布環境】 竹節蓼又稱為大本蜈蚣草、百足草、扁竹花、扁竹草、觀立竹、斬蛇劍等，

原產於新幾內亞及所羅門群島，現今種植於台灣、華南、華中等醫院、學校、藥用植物

園、藥用植物研究單位或是森林遊樂園區。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味淡且性微寒，無毒，具有消腫散瘀、清熱解毒之功用，主

要用來治療癰瘡腫毒、蛇傷、跌打損傷、蜈蚣咬傷等症狀。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竹節蓼為蓼科多年生的直立草本或灌木，株高約5-9尺，散生的枝條呈

亮綠色的扁平狀，具有直條紋。葉片形狀呈三角狀披針形，長0.5-1.5公分，寬0.2公分，

生於節上，托葉退化為橫線條，變成明顯的節紋。夏秋之間開出白色小花，花被具4-5

裂，花柱有3枚。花後結出的果實為三角形的瘦果，包於肉質的花被內。



111台灣原住民族藥用植物圖鑑

老鸛草
【學名】 Geranium wilfordii Maxim
【科名】 牻牛兒苗科（Geraniaceae）

【屬名】 老鸛草屬

【俗名】 五葉草、老官草、鴨腳草、老鴰嘴

【族語】 布農 Madaingaz Tu Ismud、撒奇萊雅 Lakon、鄒 Cuun Tangngo

【分佈環境】 老鸛草分佈廣，低海拔產業道路、荒涼地、樹叢中都有分佈。

【藥效/部位】 老鸛草味苦性平，具有通經絡、消腫之療效。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老鸛草牻牛兒苗科多年生草本，莖有毛。單葉對生，為圓形，具2托

葉，具有3-5深裂，有長柄。花為兩性簇生，且呈放射對稱，近頂生；花瓣有5片；萼片5

個；有10個雄蕊，花絲與基部合生，心皮有5。老鸛草果實為蒴果，具5瓣，每瓣都會裂

開，裂片由下往上反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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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當歸
【學名】 Limonium sinense (Girard) Kuntze
【科名】 藍雪科（Plumbaginaceae）

【屬名】 補血草屬

【俗名】 海赤芍、匙葉草、紅毛茶、海金花、海蘿蔔、魴仔草、補血草、石蓯蓉、

  芙蓉、華磯松、鹽雲草

【族語】 布農 Samahpais、撒奇萊雅 Samao、鄒 Cuun Ta'ensu、卑南 Timtimay、

  阿美 Sa Mah Nu Ru Duk、魯凱 Lawruru

【分佈環境】 海當歸主要分布於金門、台灣南部及蘭嶼等地，是一種濱海植物，廣泛生長

於海邊沙灘、礁岩上或鹽田附近。

【藥效/部位】 海當歸具有清熱袪濕、止血之療效，主要治療於血淋、便血、痛經、白帶。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卑南、阿美、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海當歸為藍雪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株高約25-60公分；根具肉質，肥厚

而白，莖部呈紅色，基生葉簇生，呈蓮座狀，葉全緣，匙形，長約5-12公分；葉基、葉脈

及花下部均呈紅色；花序為聚繖花序，具4個縱稜，兩歧分枝，苞片2枚，為披針形，淡棕

色；花側生，密集生長成穗狀，花萼為漏斗狀，白色，具有5淺裂；花冠亦呈漏斗狀，具

有5裂，呈淡黃色；雄蕊5個，生長於花冠基部。海當歸果實為蒴果圓柱形；開花期在2-5

月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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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藤
【學名】 Mucuna macrocarpa Wall.
【科名】 豆科（Leguminosae）

【屬名】 血藤屬

【俗名】 大血藤、烏血藤、串天癀、入骨丹、青山龍、大果禾雀花、大果油麻藤

【英名】 Rusty-leaf Muuna、Large-fruit Mucuna

【族語】 布農 Haidang Tu Valu、撒奇萊雅 Kalaykay、鄒 Cuun Nupai、魯凱 Alrilace、

  卑南 Kalram、排灣 Wuain、雅美 Ipeh

【分佈環境】 血藤原產中國大陸南方、台灣、馬來西亞、琉球和印度。分布中低海拔山區

溼生空曠處、林緣及溪邊。血藤攀附生長於大樹上，漸漸形成粗壯的莖幹，直到樹冠最上

層，在樹梢佔據大樹的地盤來享受陽光，因為血藤只有這樣才能開花結果，想要在野外觀

察到它美麗的花朵，是很不容易的，因為花高高在上。

【藥效/部位】 血藤味苦性溫，具有活絡經血、清肺潤喉、調理經期，主要治療於風濕關節

痛、月經不調、咳血、手足麻木、癱瘓等疾病。血藤含有豐富的水分，為以前原住民在深

山中缺水時的救命水壺。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卑南、排灣、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血藤為蝶形花科常綠蔓性木質大藤本植物，莖蔓延可達2000公分以上，

為木質且多分枝，莖汁為紅色。葉背面淺綠，葉全緣橢圓形，葉先端突尖，為3出複葉，

葉面綠色。總狀花序大又長，從蔓莖中懸垂，淺黃綠色的花萼，呈杯形且無毛；花瓣為紫

色，近圓形，約5公分；為大蝶形花冠，雌雄異株。血藤果實為莢果，劍形扁平，長約40

公分左右，寬5公分，密被短柔毛，種子間呈緊縮狀，種子扁平黑色且呈緊縮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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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手柑
【學名】 Citrus medica var. sarcodactylis Hort.
【科名】 芸香科（Rutaceae）

【屬名】 柑橘屬

【俗名】 佛手、花柑、香圓、香柚、香緣佛手、佛手香柑、五指香櫞、五指柑

【英名】 Bergamot、Fingered Citron、Buddha's Hand Citron

【族語】 布農 Akia Ima Tu Izuk、撒奇萊雅 Talodo、雅美 Aralap、鄒 Vuu'u Ramucu

【分布環境】 喜歡生長在熱帶及亞熱帶，尤其在陽光充足且排水良好之砂質土壤更適合其

生長，而現今台灣大多栽培為藥用及觀賞植物，其柑果形狀似人的手指，所以俗稱為佛手

柑。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辛、苦、酸且性微溫，不僅可以行氣止痛、健骨化痰，還

可以疏肝理氣、和胃止痛。主要用來治療多種疾病，包括胃痛、嘔吐、噎膈、咳嗽、肝氣

鬱結、痰多、噯氣少食、消化不良、月經不調、癲癇…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

【生態/性狀描述】 芸香科柑橘屬的佛手柑，屬於常綠小喬木或灌木，其分枝上佈滿刺。單

葉複葉，互生，葉片形狀呈略帶革質且具透明油點的長橢圓形或倒卵狀長橢圓形，其葉柄

短，邊緣有規則的淺波狀鉅鋸齒。花有柄，花軸上著生的小花有花梗，由下往上開放，花

瓣外呈紫色，內呈白色。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卵形或橢圓形的柑果，頂端分裂形狀似拳頭

或手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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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清草
【學名】 Elatostema lineolatum Wedd. var. majus 
【科名】 蕁麻科 (Urticaceae)

【屬名】 樓梯草屬

【俗名】 蔣草、心草、樓梯草

【英名】 Large lineolate Elatostema

【族語】 布農 Makazav Tu Ismud、撒奇萊雅 Widiyo、鄒 Acun、魯凱 Languberebere、

  阿美 Ji Hak

【分佈環境】 冷清草分佈廣，性喜涼、潮溼等地。台灣中低海拔之潮濕地、瀑布旁、山谷

溝等等。

【藥效/部位】 冷清草味苦性寒，有消炎止痛、解熱、活血通絡等療效，主要治療於風濕

痛、骨頭損傷、出血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阿美、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冷清草為蕁麻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莖為圓柱形，整株有毛。單葉，葉長

約7-15公分左右，寬2-3公分，葉幾乎無柄，先端尖銳，葉基窄縮，為綠色或暗綠色，葉

上緣齒狀明顯，下緣全緣，葉下具纖柔毛；托葉脫落性。花為單性異株，雄花腋出，頭狀

聚繖花序幾乎無柄生於葉腋，花小不明顯，雄花有4，雄蕊亦4，雌花被4，為典型的子房

上位，開花期在秋冬12-2月，冷清草果實為卵狀瘦果，具8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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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飯藤
【學名】 Tournefortia sarmentosa Lam.
【科名】 紫草科（Boraginaceae）

【屬名】 藤紫丹屬

【俗名】 冷飯藤、倒爬麒麟、拍拍藤、蛇藤

【英名】 Chinsese  knotweed

【族語】 布農 Makazav Haisin Tu Valu、撒奇萊雅 Basaway、鄒族 'Uici Uuru Makung、

  魯凱 Balangaw

【分佈環境】 冷飯藤主要於南部低海拔之荒野、產業道路、灌叢或丘陵中最常見，分布極

廣。

【藥效/部位】 冷飯藤有涼血、止癢、明目之療效，根部可治療頭昏、耳鳴、白帶、損傷

等，值得一提的是冷飯藤為一種很好用的轉骨藥材，小朋友到了青春期，與瘦肉合燉食

用，有促進生長發育的效果。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族、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冷飯藤為紫草科多年生木質狀蔓性草本植物，葉為長橢圓形，長約8-12

公分，寬3-6公分，單葉互生全緣，質感似紙，表面粗糙，脈凹下，葉先端漸尖，聚繖花

序頂生，直徑約10公分或低，花無柄，為淡綠色。冷飯藤果實為核果，初綠，成熟時轉為

淺黃白色，果無柄，徑約0.4-0.5公分，光滑，且具4個小核，各個核都具1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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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羞草
【學名】 Mimosa pudica L.
【科名】 豆科（Leguminosea）

【屬名】 含羞草屬

【俗名】 羞誚草、見笑草、見羞草、見誚草、見嘯草、知羞草、怕羞草、怕醜草、

  指佞草、怕癢花、懼內草、愛睏草、假死草、感應草、喝呼草

【英名】 Humble-plant、Sensitive Plant、Common Sensitiveplant、Ojigiso 

【族語】 布農 Mazav Tu Ismud、撒奇萊雅 Kadebitay、排灣 La A Lun、魯凱 Kekenepe、

  雅美 Masnesnek'rekereket、鄒 Cuun Arapucu、卑南 Lrepelrepe'an

【分布環境】 喜歡生長在溫暖濕潤和陽光充足環境的含羞草，常常可於全省路旁、空地、

草生地、山坡叢林中、路旁潮濕地等開闊場所，或是河邊及海邊等皆可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甘、澀且性寒，帶有小毒，不僅可以鎮靜安神、化痰止咳，

還可以清熱利尿、解毒消積等，常常用來治療多種疾病，例如：腸炎、失眠、小兒疳積、

目赤腫痛、帶狀皰診、支氣管炎、風濕、急性結膜炎、水腫、勞傷咳血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排灣、雅美、鄒、卑南、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含羞草係屬於豆科含羞草屬的披散半灌木狀草本植物，株高可達90公分

以上，莖上被散生且下彎的鉤刺及倒生剛毛，分枝呈綠紫色的蔓狀。莖上的同一個環莖位

置，有兩個葉片生長，葉片兩兩成對的排列在莖上，葉片形狀呈線狀長橢圓形，長約0.5-

1.5公分，葉柄長約2-3.5公分，披針形的托葉被剛毛。於夏、秋之際開出淡紅色的小花，

花無柄但具長梗，多數密集生於一短而寬，平坦或隆起的總托上，形成一頭狀體，萼片為

漏斗狀，花冠則為鐘形，具有10枚雄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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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虹花
【學名】 Callicarpa formosana Rolfe var. formosana 
【科名】 馬鞭草科（Verbenaceae）

【屬名】 紫珠屬

【俗名】 粗糠仔、毛將軍、大丁黃、台灣紫珠、白粗糠仔、白粗糠樹、燈黃、螃蟹花

【英名】 Formosan Beautyberry

【族語】 布農 Tuhung Puah Tu Lukis、撒奇萊雅 Colahakay、鄒 Tanaripi、

  魯凱 Langudarai

【分布環境】 原產於熱帶亞洲、台灣、中國大陸南部、日本及菲律賓，常常可以在台灣全

島各地低海拔1750公尺以下亞熱帶次生林的山區、平地及原野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苦、澀、涼、平，不僅可以止血鎮痛、散瘀消腫，還可以清

熱解毒、補腎滋水。主要用來治療多種疾病，包括風濕、手腳酸軟無力、白帶、神經痛、

眼疾、支氣管炎、衄血、崩露、皮膚紫癜、外傷出血、癰疽腫毒、毒蛇咬傷、燒傷…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杜虹花屬於馬鞭草科紫珠屬的常綠性灌木植物，植株高約200-450公

分，其分枝及葉片皆佈滿星狀的毛茸。單葉對生，葉片形狀呈鋸齒緣的卵形至長橢圓形。

每年4月時會開出多數密集的粉紅或紫紅色小花，在中央的一朵頂生花，下面從花序梗頂

生出二分枝，每枝頂上各生出一朵花，花萼具4裂，花冠呈管狀，具有4枚雄蕊。初夏結出

的果實為球形的漿質核果，直徑約0.25公分，初為淡紫色，成熟後會漸漸變成深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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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明子
【學名】 Senna tora (L.) Roxb. 
【科名】 豆科（Leguminosae）

【屬名】 決明屬

【俗名】 大號山土豆、草決明、馬蹄決明、小決明、大本羊角豆

【英名】 Sickle Senna、Sickle Pod  

【族語】 布農 Pisal Mata Tu Las、撒奇萊雅 Dankace、卑南 Lrupeng、雅美 Makyokyon、

  鄒 Cuun Taparo

【分布環境】 原產於北美洲熱帶至亞熱帶地區，喜歡生長在砂地或丘陵地，常可在台灣南

部之南投、高雄、屏東、綠島等砂坡或山坡、河邊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苦、甘、鹹而性微涼，具有緩下通便、清肝明目、利水通

便及袪風熱的作用，主要用來治療目痛淚澀、急性結膜炎、黃疸、肝硬化、尿道炎、癰腫

瘡毒、香港腳、頭痛眩暈、高血壓、習慣性便秘…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卑南、雅美、鄒

【生態/性狀描述】 決明子為豆科決明屬的一年生灌木狀草本植物，全株近無毛且分枝多，

株高約50-110公分，。羽狀複葉互生，葉片形狀呈全緣幾無柄的倒卵形或卵狀長橢圓形，

長約3-6公分、寬約0.5-2公分，葉背佈滿柔毛，托葉呈線形。7-9月開出5瓣有柄的黃色花

朵，花軸上著生的小花有花梗，由下往上開放，花萼呈長卵形，具有7枚雄蕊。9-10月則

結出圓柱形的莢果，長約14-16公分，寬約0.5公分左右，內含有約25粒灰綠色且帶有光澤

的菱形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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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蒿
【學名】 Artemisia japonica Thunb.
【科名】 菊科（Compositae）

【屬名】 蒿屬

【族語】 布農 Hu-Nungaz、撒奇萊雅 Kalaysi、鄒 Cuun Cana、卑南 'Ulrunng、

  魯凱 Alalenge

【分佈環境】 牡蒿主要分佈於臨海至低海拔山區灌叢中。

【藥效/部位】 性味：全草：苦、甘、平、香。全草可清熱涼血、解暑，治感冒發熱、中

暑、瘧疾、肺癆潮熱、高血壓症、創傷出血、疔癤腫毒。根治風濕痹、寒濕浮腫。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卑南、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牡蒿為菊科草本植物，莖伸長，葉簇生莖頂，莖高約45-110公分左右，

上部分歧；葉楔形或匙形，羽狀中至深裂，葉先端片為裂狀，花序為頭狀花序，呈卵橢圓

形。牡蒿果實為瘦果，成熟時果色成褐色，冠毛為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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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炎草
【學名】 Murdannia keisak (Hassk.) Hand.-Mazz.
【科名】 鴨跖草科（Commelinaceae）

【屬名】 水竹葉屬

【俗名】 水竹葉、竹頭草、肺炎草、圍夾草、癌草，青竹殼菜、青鴨跖草

【族語】 布農 Madahpa Hataz Tu Ismud、撒奇萊雅 Sahala、鄒 Cuun Civuin

【分佈環境】 人為栽培較多，幾乎種植於田園溼地。

【藥效/部位】 肝炎草味甘性涼，有化痰、解熱之功效，有如其名的是主要治療於肝功能問

題，如肝癌、肝硬化、肝指數過高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肝炎草為鴨跖草科匍匐草本植物。鬚根極多且細，莖上有毛。葉線形

或闊線形，長約9-25公分左右，寬1-2公分；莖生葉且互生，先端尖銳，葉基呈鞘狀且有

毛，葉面無毛，葉背被短柔毛。花為頭狀花序，生長於枝端，；花梗粗短長約2-5公分，

總苞片長約1-3公分，寬0.6-0.8公分呈披針形；萼片有3片，長圓形，長約0.4公分；花瓣

3片，為藍紫色；雄蕊共有6個，發育雄蕊3個，退化雄蕊3個，花絲有毛；子房為橢圓形。

肝炎草果實為蒴果卵形，每室有種子2顆，具3稜。種子有皺紋。開花期在夏季5月，結果

期在夏秋季8-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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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菜
【學名】 Artemisia lactiflora Wall.
【科名】 菊科（Compositae）

【屬名】 艾屬

【俗名】 珍珠菜、真珠菜、香芹菜、四季菜、乳白艾、甜菜、香甜菜、皇帝菜、納艾香、

  鴨掌艾

【英名】 White Mugwort

【族語】 布農 Haudanghas Tu Sanglav、撒奇萊雅 Kadamat、鄒 Natung Rupurupu

【分布環境】 原產於中國大陸，喜歡生長在濕度較高的環境，因此常可在台灣北部、中

部，尤其是新竹、苗栗一帶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甘、苦、平，具有理氣活血、調經利濕及解毒消腫的功

用。主要用來治療月經不調、慢性肝炎、水腫、帶下、癮疹、疝氣…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角菜為菊科艾屬的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莖直立向上生長，不依附他

物，幼株時株高約25公分左右，老株可高達110-130公分，全株無毛但帶有微刺，目前有

綠莖及赤莖兩種顏色的莖種，莖部老化後呈半木質化。莖上的同一個環莖位置，只有一個

葉片生長，葉片依序一片一片排列在莖上，葉片為綠色，其邊緣為粗鋸齒狀。秋季開出乳

白色的小型頭狀花，為兩性花帶有香味。開花後則結出瘦果果實，含種子一枚，果皮與種

皮不癒合，成熟時果皮不開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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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前草
【學名】 Peucedanum japonicum Thunb. 
【科名】 車前草科（Plantaginaceae）

【屬名】 車前草屬

【俗名】 當道、台灣車前、車前、大車前、車前草、車過路、車輪菜、車牯轤菜、魚草、

  五斤草、五筋草、五根草、牛舌草、牛舌、牛遺、豬耳朵草、蝦蟆衣、路霸草、地衣、

  前貫草、錢貫草、野甜菜、飯匙草、日本前胡

【英名】 Asiatic plantain、broadleaf plantain、greater plantain、large plantain、

obako

【族語】 布農 Saipuk Lumah Tu Ismud、撒奇萊雅 Bitoka、雅美 Raan No Aleleh、

  鄒 Cuun Taruru

【分布環境】 車前草為台灣固有種，其台灣全島山野路旁、庭園、野外荒地，從平地到高

海拔陽光充足的開闊地皆可見其蹤影。

【藥效/部位】 車前草味甘，具有清熱利尿、袪痰、鎮心、止瀉、退肝火、幫助排尿、清肝

肺風熱、保建眼睛，主要治療於水腫、澀痛、泄瀉、咳嗽、吐血、瘡毒、腎炎、痛風、頭

痛、腫毒、心臟病、除濕痺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

【生態/性狀描述】 車前草為車前草科多年生草本，沒有莖，具多數細長之鬚根，株高約

10-30公分，光滑或稍有毛，叢生，直立或展開，葉柄與葉片等長，長柄約5公分，葉具薄

紙質，呈卵橢圓形，有5-7條明顯的葉脈，全緣或不規則的波狀淺齒。夏秋季開花為淡綠

色，無柄，排列於一不分枝的主軸上，長可達20公分，雌雄同株。花萼基部合生，萼片4

枚。花冠管呈卵形，先端有4裂，三角形，向外反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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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葵
【學名】 Peucedanum japonicum Thunb.
【科名】 繖形花科（Umbelliferae）

【屬名】 前胡屬

【俗名】 防風、日本前胡、牡丹防風

【族語】 布農 Masisaupa Vali Atikis Tu Ismud、撒奇萊雅 Salobaw、魯凱 Cimeamera

【分佈環境】 防葵主要分布於北部海岸、野柳、蘭嶼等地，喜歡生長於低海拔砂礫攤、沿

海地等。

【藥效/部位】 防葵味辛性寒，主要治療於風濕痛風、感冒、咳嗽、膀胱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防葵為繖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株高約30-90公分，根極肥。葉為1-3回

的3出複葉，小葉為倒卵狀楔形。莖部分枝，多數葉生長於根上叢生，少數葉生於莖上。

常在夏季5-7月開白色花，為複繖形花序，防葵果實為扁平狀的離果也為雙懸果，為長橢

圓狀卵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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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仔草
【學名】 Euphorbia hirta L.
【科名】 大戟科（Euphorbiaceae）

【屬名】 地錦草屬

【俗名】 大飛揚草、飛揚草、大飛揚、大本乳仔草、紅骨大本乳仔草、羊母奶、奶子草、

  大地錦草

【英名】 Garden Euphorbia、Centiped Euphorbia 

【族語】 布農 Tihus Tu Ismud、撒奇萊雅 Sakipodas、鄒 Cuun Nipucu Mumu

【分布環境】 台灣全島低海拔之荒野、路旁、空地等十分常見，一般皆成群繁生於向陽處

所。

【藥效/部位】 味苦性涼，具有清熱解毒，利濕止癢之療效；主要治療於消化不良，痢疾，

泄瀉，咳嗽；外用治濕疹，皮膚搔癢；其葉泡茶可治哮喘，白色乳汁可去疣。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乳仔草為大戟科地錦草屬，是一年生草本，葉形就像是一對對的翅膀，

像是隨風展翅飛翔，這就是為什麼會有大飛揚草之稱的由來。全草具有豐沛乳汁，莖斜上

或直立，高約10-40公分，帶淡紅色或紫紅色，有毛。單葉對生，卵形至橢圓形，基部偏

斜，葉緣微鋸齒，長橢圓形披針狀，2-4公分長。兩面被毛。聚繖花序排列成頂狀，花密

而小，雌雄同株異花。腋出，花單性同株，綠色或紫紅色，雄花無花被，雌花子房3室。

果實為蒴果，被毛，約0.12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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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君子
【學名】 Quisqualis indica L.
【科名】 使君子科（Combretaceae）

【屬名】 使君子屬

【俗名】 留求子、史君子、五稜子、冬均子、病柑子、杜蒺藜子、水君木葉、山羊屎、

  色干子、色乾子、色干根

【英名】 Rangoon Creeper

【族語】 布農 Sidi Tu Isah、撒奇萊雅 Atipelec、鄒 Vungavung Mitatin

【分布環境】 喜歡生長在溫暖、向陽背風的環境，因此常可在山野、林間、庭園間發現其

蹤跡，而目前台灣各地皆有栽培供觀賞，廣泛種為庭園綠廊。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甘且性微溫，具有小毒，可以殺蟲消積及健脾去濕，主要

用來治療回重腹痛、小兒疳積、咳嗽、蛔蟲病、呃逆、腸胃虛弱、風濕症…等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使君子為使君子科使君子屬的落葉性藤本攀緣性灌木，起初為直立莖向

上生長，而後因為葉柄變成刺狀而能攀延，幼時全株整體佈滿銹色的柔毛。單葉對生，葉

片形狀呈全緣有短柄的卵形或長橢圓形，長約8-11公分，寬約5公分。於5-10月開出帶有

香氣的5瓣花，花瓣由白色漸漸轉為紅色，花多數且無柄，排列於一不分枝的主軸上，各

花散開成平面狀，三角形的花萼具5裂，雄蕊具有10枚。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橄欖狀的黑

褐色核果，具有5稜，內含1粒的白色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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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仔菜
【學名】 Ixeris chinensis (Thunb.) Nakai
【科名】 菊科 (Compositae)

【屬名】 兔仔菜屬

【俗名】 兔兒菜、鵝仔菜、苦尾菜、小金英、蒲公英

【英名】 Rabbit Milk Weed

【族語】 布農 Takulis Tu Ismud、撒奇萊雅 Samao、鄒 Natung Rituka、卑南 Timtimay、

  雅美 Yakan No Osagi、排灣 Lasamasama、魯凱 Tanguriva

【分佈環境】 兔仔菜原產於中國，性喜陽光，普遍於全台中低海拔乾燥的草叢、石頭邊生

長。為一種適應力極強的常見植物。

【藥效/部位】 兔仔菜味苦，屬性涼，有消炎鎮痛、止血、調經、解毒之療效，主要治療於

感冒咳嗽、結膜炎，在鼻癌上也有療效。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雅美、卑南、排灣、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兔仔菜為一種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葉互生披針形、具鋸齒形、頂端

之葉抱莖、全株無毛、有

白色乳汁，基生葉蓮花座

狀，葉長約8-12公分，寬

2-3公分，葉先端鈍，全

緣或呈不規則羽裂；花為

黃色，主要花序為聚繖狀

圓錐花序之混成花序，小

花序則為頭狀花序，全為

舌狀花，花為黃色，花序

細長，花藥為黑色，柱頭

反卷亦呈黑色；總苞長約

0.7-1.2公分，外層總苞片

卵形，條狀披針形，先端

有5齒裂。兔仔菜果實為瘦

果狹披針形、有白冠毛，

稍扁平，紅棕色，長0.4-

0.5公分，乾燥而不開裂，

成熟後便由花萼變化成的

冠毛帶著飛行，種子因此

可以飛得更久、更遠，分

佈的範圍也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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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五加
【學名】 Eleutherococcus senticosus (Ruper.et Maxim.)Maxim.
【科名】 五加科（Araliaceae）

【屬名】 五加屬

【俗名】 西伯利亞人蔘、五加蔘、蝦夷五加木、刺拐棒、Eleuterokoku、五加、

  老虎獠子、刺木棒、刺五加參、五加皮、坎拐棒子

【英名】 Manyprickle Acathopanax Root

【族語】 布農 Ima Lisav Azaz Duli Tu Ismud、鄒 Cuun Kinti Makarima、

  撒奇萊雅 Cengoka

【分布環境】 刺五加主要在寒溫帶生長，常見於山地林邊及林下，原產於俄國的西伯利亞

以及大陸的東北地區，引入台灣後常種於高海拔山地。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辛、微苦且性微溫，歸於脾、腎、心經。常見多種功效，包

含補中鎮靜、抗炎益精、活血去瘀、健胃利尿、降血壓等作用。用在筋骨攣急、陽痿、食

慾不振、糖尿病性周圍神經病變、慢性支氣管炎以及腫瘤等都有一定療效。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刺五加為五加科的灌木植物，植株約有100多公分高。莖枝具有濃密的

刺毛，根莖呈不規則的圓柱形，直徑大約2-4公分，表面為黑褐色，剝落之後變成灰黃

色，質地較硬。單一葉柄長出2枚以上的小葉，每片小葉都在同一平面上，小葉與葉柄間

沒有腋芽，約3-5枚，呈橢圓狀倒卵形，大約5-10厘米長，有雙重銳尖鋸齒狀的邊緣，嫩

葉之時下面沿著葉脈具有褐色的細毛，上面的細毛則為散生狀。紫黃色的花從花序梗的

頂瑞生出，形如張開的傘，有單1個頂生，亦有3個聚生，花梗長約2厘米，單性異株或雜

株。在9-10月間結出的果實，直徑大約7-9毫米，屬於球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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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芫荽
【學名】 Eryngium foetidum L.
【科名】 繖形花科（Umbelliferae）

【屬名】 刺芫荽屬

【俗名】 莞荽、胡荽、香菜、香荽、延荽

【英名】 Erynyium

【族語】 布農 Azaz Duli Pa-Nunutu Tu Ismud、撒奇萊雅 Bonacoco

【分佈環境】 刺芫荽原產於歐洲，性喜溫暖潮濕，台灣各地都有栽培，且整株具有濃郁的

氣味，種植於庭院外可用來防蟲與驅蛇。

【藥效/部位】 刺芫荽味辛性溫，具有增強食慾和保健心臟之療效，主要治療於腹脹、消化

不良、感冒、麻疹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

【生態/性狀描述】 芫荽為繖形花科二年生草本植物，葉互生，濃綠色，葉緣呈鋸齒狀，生

長於基部的葉與莖下的葉具有長柄，葉片為羽狀複葉，葉片為寬卵狀楔形。上部葉細裂條

形。開白或粉紅色小花，為複繖形花序頂生，無總苞；小花梗很短，生長密集成團；花萼

具有5裂，花瓣不等大且有5片，屬於子房下位，具有2室，芫荽果實為雙懸果，有稜近球

形，且具有光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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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婆芋
【學名】 Alocasia odora (Lodd.) Spach 
【科名】 天南星科（Araceae）

【屬名】 海芋屬

【俗名】 野芋、觀音蓮、山芋、海芋、天荷

【英名】 Yam

【族語】 布農 Bai-Ial Tu Tai、撒奇萊雅 Tabayal、雅美 Rawen、鄒 Coon、

  卑南 Kiya'deng、阿美 Da Ba Ya Ru、排灣 Ai'Wai、魯凱 Thiyagenge

【分佈環境】 姑婆芋原產地為台灣、東南亞；主要廣泛生長於2000公尺中海拔的溪邊、潮

濕、土壤肥厚的地區，所以其葉片十分大片。

【藥效/部位】 姑婆芋全株汁液都具有毒，在台灣因大多數國人因容易誤食其嫩葉、塊莖導

致，誤食或觸摸到對身體都會造成極大的傷害，但是也可以成為良藥，尤其在野外，成為

最便宜又最有用的藥劑，搗碎可以治療毒腫與消除痛癢。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卑南、阿美、排灣、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姑婆芋為一種大型多年草本觀葉植物，莖粗壯且具肉質，株高可達250-

500公尺，塊莖與汁液具有毒性。葉呈心形，全緣又帶點波浪形，葉長竟可達到100公分，

其葉柄長，葉鞘基部會積水，常成為野外動物主要的水資源。花序為佛焰花序，佛焰苞長

橢圓狀且為單性花，雄花位於花序之上，雌花則位於下。姑婆芋為漿果球形，成熟的時候

果實成為深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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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藍根
【學名】 Baphicacanthus cusia(Nees) Bremek.
【科名】 爵床科（Acanthaceae）

【俗名】 北板藍根、藍根、板藍、大靛、山藍、土龍根、大蘭根、蘭龍根、馬藍

【英名】 Isatidis Radix

【族語】 布農 Panlan Lamis Tu Ismud、撒奇萊雅 Panlanken、鄒 Tavo

【分布環境】 板藍根喜生於山地林緣較潮濕的地方。在台灣中低海拔區域常見其踪跡。

【藥效/部位】 板藍根味苦性寒，有解熱、止血、潤喉之療效，主要治療於頭痛、喉嚨痛、

斑疹、毒腫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板藍根為十字花科二年生草本植物。主根極長，莖直立，高約40-100公

分，分枝多且無毛。葉為互生，基部具柄，葉全緣，長圓狀橢圓形，有齒裂；葉生長於莖

上，為長圓狀披針形，基部垂耳卵形。花序為複總狀花序，花黃色；花萼4片，花瓣4片。

板藍根果實為長角果，為圓形扁平，邊緣帶點翅狀，呈紫色，開花期在夏季4-5月，結果

期於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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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葉蕨
【學名】 Psilotum nudum (L.) Beauv. 
【科名】 松葉蕨科（Psilotaceae）

【屬名】 松葉蕨屬　

【俗名】 松葉蘭、鐵掃把、楔葉蕨

【英名】 Whisk Fern

【族語】 布農 Tuhun Tu Lili Ismud、撒奇萊雅 Banoh No Waco、鄒 Tariri Takuripa

【分布環境】 松葉蕨又稱為松葉蘭、鐵掃把、楔葉蕨，喜歡生長在潮濕溫暖的環境，常常

可以在台灣全島低海拔400-1600公尺的森林裡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性味甘、辛、溫。全草可活血通經、祛風濕、利關節，可治風濕痹痛、坐骨

神經痛、婦女閉經、吐血、跌打損傷。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松葉蕨是松葉蕨科家族成員之一，莖以二叉分枝的方式生長，分地上與

地下兩部分，具由莖變態形成且多分枝的假根，長約15-45公分，節與節間為中空，從節

上可以延伸出新的枝條，枝的節上又可輪生小枝，表皮含有矽質，摸起來有粗糙感。葉片

形狀呈帶膜質的鱗片狀假葉，其鱗片大約0.1公分左右而已。黃色的孢子囊呈3裂，看起來

似三顆柳橙（孢子囊）結合的連體嬰，白粉狀的孢子具有4條帶狀的彈絲，主要用來包裹

孢子，等帶成熟之際再彈開，以利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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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羅蜜
【學名】 Artocarpus heterophyllus Lam. 
【科名】 桑科（Moraceae）

【屬名】 波羅蜜屬

【俗名】 天波羅、婆那娑、波羅密樹、優珠曇、阿蔀嚲、將軍木、囊加結、優珠縣、

  牛肚子果、樹波蘿、木波羅、婆羅蜜、天羅、密冬瓜、包密

【英名】 Jack Fruit

【族語】 布農 Polomi、撒奇萊雅 Tabakiay Apalo、雅美 Cipoo No Maataw、

  卑南 Paramits

【分布環境】 原產地於印度、爪哇、馬來西亞、巴西及我國南部，為熱帶地區重要的糧食

之一，其喜歡生長在溫暖潮濕、雨量分佈均勻的氣候之環境，現今全島已普遍栽培。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甘、酸而平，具有強健行氣、止咳利尿、袪火消炎、解煩止

渴、醒酒益氣等功能，主要用來治療痢疾、瘍瘡、瘀血、創傷、毒蛇咬傷…等症狀。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卑南、雅美

【生態/性狀描述】 波羅蜜為桑科波羅蜜屬的常綠喬木植物，株高約10-20公尺，全株具有

乳汁，樹皮呈灰褐色。葉片形狀呈濃綠色且全緣的長卵形、倒卵形或長圓形，長約9-16公

分。春夏兩季為花期，雌雄同株，花屬於單性的聚合花。夏秋兩季則結出卵狀橢圓形的複

合果，表皮有六角形的龜狀突起，重達約9-16公斤，甚至可達50公斤以上，具富含香氣的

白色果仁，內含約50-170粒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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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階草
【學名】 Ophiopogon japonicus (L.f.) Ker Gawl.
【科名】 百合科（Liliaceae）

【屬名】 沿階草屬

【俗名】 玉龍草、地龍、短葉書帶草、短葉沿階草、書帶草、鐵韭菜

【英名】 Shortleaf Lilyturf ，Dwarf Lili-turf ，Mondo Grass，Blue Grass

【族語】 布農 Pasilautu Tu Ismud、撒奇萊雅 Kitodongay、鄒 Vuravu

【分布環境】 沿階草俗稱玉龍草、書帶草。原產於中國西部與南部地區，常常可在台灣全

島海拔900公尺以下之村落附近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塊根味甘、微苦，性寒。塊根可養陰潤肺、益胃生津，治肺燥乾咳、吐血、

喀血、肺痛、消渴、咽乾口燥、便秘。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沿階草屬於百合科沿階草屬多年生草本植物，具有塊根，根長可達19公

分左右，但其植株矮小幾乎無莖，珠高大約9-11公分。每枝葉柄只長一枚葉片，每片葉片

都不在同一平面上，葉、莖間有腋芽。葉片呈簇狀長出地面，通常於地面看不到莖；葉片

形狀呈表面光滑的墨綠色狹線形，長約9-19公分，寬約0.1-0.4公分，葉片下表帶點白粉

狀。開出約9-11朵左右的淡紫色至白色小花，花軸上著生的小花有花梗，由下往上開放。

結出徑約0.4公分左右的蒴果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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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肝菜
【學名】 Dicliptera chinensis (L.) Juss.
【科名】 爵床科（Acanthaceae）

【屬名】 華九頭獅子草屬

【俗名】 獅子花、金龍柄、華九頭獅子草、六角英. 、野辣椒、羊肝菜、本鈴羊、青蛇、

  金龍棒、豬肝菜、路邊青、麥穗紅、青蛇仔、土羚羊、假米針、紫燕草、假紅藍、小青、

  野青仔、六角英、獅子草、九頭獅子草、天青菜、大青

【英名】 Chinese Dicliptera

【族語】 布農 Asu Hataz Tu Sanglav、撒奇萊雅 Ataywaco、鄒 Civuin Tacau、

  魯凱 Amici

【分布環境】 分布於低海拔溫暖潮濕的地區，尤其是苗栗縣卓蘭鎮、台中縣東勢鎮及新社

鄉更可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甘且苦，而性微寒，具有清熱涼血、利濕解毒、生津利尿

的作用。主要用來治療感冒發熱、暑熱煩渴、便血尿血、咽喉腫痛、眼結膜炎、小兒驚

風、帶狀疱疹、癰腫疔癤、蛇犬咬傷…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魯凱、泰雅

【生態/性狀描述】 狗肝菜為一年或二年生草本植物，株高約40-90公分，莖直立向上生長

或外傾，節膨大呈膝狀，全株佈滿疏毛。單葉對生，葉片形狀呈帶紙質且全緣或微波狀的

卵形或卵狀披針形，長約4-9公分，寬約2.5公分，葉柄長約6-26公分。8-12月為開花期，

花軸頂端著生一朵小花，兩側分枝上再形成小花，苞片呈闊倒卵形、近圓形或披針形，花

萼具5裂，淡紫紅色的花冠其長約1公分，上唇為全緣的闊卵狀，帶有紫紅色斑點，下唇為

長圓形，具2枚雄蕊。翌年1-4月結出果實為蒴果，長約0.5公分，內含扁圓的褐色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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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尾蘭
【學名】 Sansevieria trifasciata Prain
【科名】 龍舌蘭科（Agavaceae）

【屬名】 虎尾蘭屬

【俗名】 老虎尾、千歲蘭、弓弦麻

【英名】 Snake Plant、Mother-in-low's Tongue 

【族語】 布農 Tula Ikul Tu Ismud、撒奇萊雅 Kikol No Tomay、鄒 Icici Ukun

【分布環境】 分佈於台灣低海拔地區。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甘、苦且性微寒，帶有小毒，不僅可以清熱解毒，還有去腐

生肌的作用。主要用來治療感冒、咳嗽、支氣管炎、肝脾腫大、癰瘡腫毒、毒蛇咬傷、跌

打損傷…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虎尾蘭屬於龍舌蘭科家族，多年生肉質植物，莖枝匍匐地面，接近地面

的節上生根，長約30-90公分，粗約2公分左右。葉片呈簇狀長出地面，通常於地面看不到

莖，葉片形狀呈肉質的劍形直立狀或現狀披針形，長約30-90公分，葉子兩面有淡綠色與

濃綠色之橫斑。夏季開淡綠色或白色小花，花序主軸上再生分枝，於分枝上再著生互生的

小花，整個花序呈圓錐狀。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球狀的橘紅色漿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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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杖
【學名】 Polygonum cuspidatum Sieb. & Zucc.
【科名】 蓼科（Polygonaceae）

【屬名】 蓼屬

【俗名】 假川七、土川七、紅川七、紅三七、三七、黃肉川七、粉川七、黃藥子

【英名】 Tiger Stick、Japan Fleeceflower、Giant Knotweed 

【族語】 布農 Tula Liskut、撒奇萊雅 Hocang、鄒 Urukucu Ukun、卑南 'Aresemseman、

  阿美 Ji R Min Niy、魯凱 Dridrari

【分布環境】 虎杖常可在台灣全島2500-3900公尺的山地、裸露地、崩壞地或公路兩旁看到

它的踪跡，尤其以南向及西南向的山坡地居多。

【藥效/部位】 不僅可以用來祛風利濕、散風定痛，還具有止咳化痰的作用，因此常用來治

療關節痺痛、濕熱黃疸經閉、癥瘕、咳嗽痰多、水火燙傷、跌撲損傷、癰腫瘡毒…等症

狀。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卑南、阿美、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虎杖為蓼科蓼屬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其莖粗壯帶有細柔毛而直立向上

生長，不依附他物，株高可達1.5公尺左右。單葉互生，葉基有透明膜狀拖葉，葉片形狀

呈帶膜質且光滑有毛的卵形或闊卵形，長約5-16公分，寬約5公分，邊緣無鋸齒或淺波浪

狀，葉柄長約1.5公分。5-7月為花期，花序主軸上再生分枝，於分枝上再著生互生的小

花，整個花序呈圓錐狀，雌雄異株，具有8枚雄蕊。7-9月結出的果實為有光澤的三角形瘦

果，長約0.3公分，成熟後變成黑色或黑褐色，由紅色或粉紅色的花被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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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婆刺
【學名】 Rubus croceacanthus Levl. var. croceacanthus 
【科名】 薔薇科（Rosaceae）

【屬名】 懸鉤子屬

【俗名】 台灣懸鉤子、虎梅刺、虎刺莓、刺波、野草莓、腺斑懸鉤子、蘭嶼懸鉤子、

  和平懸鉤子、空心泡、刺梅

【英名】 Taiwan Raspberry

【族語】 布農 Mumulas Ikit、撒奇萊雅 Kamacal、卑南 Rungirung、魯凱 Tuwku、

  鄒 'Annang Tapinange、阿美 Ka Ma Zar

【分布環境】 虎婆刺在台灣本島中低海拔的地區。四季皆開花結果的虎婆刺，常生在台灣

全島平地、山地之路邊、原野、荒地等處。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澀且微苦，而性平，無毒，具有清熱、止咳、止血、袪風

濕的作用，主要用來治療倒經、喘咳、汗等症狀。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卑南、鄒、阿美、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刺莓屬薔薇科懸鉤子屬的半直立灌木植物，莖直立向上生長，不依附他

物，分枝多，全株被透明的腺點且密生絨毛及倒鉤刺，株高可達80公分以上。羽狀複葉互

生，3-5枚之小葉形狀呈卵形或卵狀橢圓形，邊緣具有不規則的鋸齒緣，葉片兩面均有被

毛。花期開出白色的大花，花軸上著生的小花有花梗，由下往上開放，頂生或腋生，萼具

5裂呈綠色，為圓形的花瓣，具有多數的雄蕊。結出的果實為圓形或橢圓形，其直徑可達

1.5-2.5公分，成熟後味甘具甜味，是可以直接吃的野生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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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不換
【學名】 Huperzia serrata (Thunb. ex Murr.) Trevisan 
【科名】 石松科（Lycopodiaceae）
【俗名】 千層塔、不換

【族語】 布農 Uka Mahtu Is-Uvaiv、撒奇萊雅 Cinpohwan、鄒 Kunavan 'Anpuirin、

  雅美 Jiyablis、卑南 Rungrungan、阿美 Zin Dan、魯凱 Larekese

【分佈環境】 金不換原產於印度，在台灣主要生長於中海拔樹林中，在以前是一種非常昂

貴的藥用植物，它的名稱來自傳說再多的黃金也換不到，可見其價值。所以常遭盜採、濫

採，野外數量逐漸減少。

【藥效/部位】 金不換常用於外傷藥用，是傷科聖藥；且具止血的效果，金不換之療效非常

多，例如：消瘀止血、跌打損傷、月經失調及婦科症狀…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卑南、阿美、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金不換為一種小型蕨類，可以生長至25-55公分，主莖可以達到9-23公

分，葉螺旋狀排列，長約為0.1-0.3公分，寬為0.03-0.0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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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銀花
【學名】 Lonicera japonica Thunb.
【科名】 忍冬科（Caprifoliaceae）

【屬名】 忍冬屬

【俗名】 銀花、金花、忍冬花、鷺鷥花、蘇花、金藤花、雙花、雙苞花、二花、二寶花、

  忍冬藤、忍冬葉、銀花子、金銀花露、毛金銀花、金銀花

【英名】 Japanese Honeysuckle

【族語】 布農 Kin Puah Tu Ismud、撒奇萊雅 Kawayna、鄒 Vungavung Kunavan

【分布環境】 它原產於台灣、中國大陸及日本等亞洲地區，常常可以在台灣南北各地的中

低海拔及平地發現它的蹤跡。

【藥效/部位】 金銀花不僅可以生血、止渴，還可以清熱、散風及解表，更是不可多得的消

夏解渴良藥，而其曬乾後的花苞可用來泡茶或炒用，是具有解毒、退火等奇特功效的中藥

材之一。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魯凱、排灣

【生態/性狀描述】 多年生

纏繞性木質藤本植物的忍

冬科之金銀花，莖上無特

殊攀緣機構，僅莖上表皮

生出刺或勾，以附著他物

生長，其莖可長達數公

尺，嫩莖被毛，粗糙的老

莖為灰白色。葉片形狀為

長桃形或圓桃形，葉背為

白綠色，而葉面則呈深綠

色。在夏秋之際間開白色

花，而後漸漸轉為黃色，

因此在白色及黃色混雜期

間，稱之為金銀花。開花

而後結果，果實為球形的

漿果，起初為綠色，成熟

時漸漸轉為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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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行天南星
【學名】 Arisaema consanguineum Schott
【科名】 天南星科（Araceae）

【屬名】 天南星屬

【俗名】 長尾葉天南星、雷公統

【英名】 Dragon arum

【族語】 布農 Antanbah Madaulu Tu Bintuhan、撒奇萊雅 Tinasin、鄒 Cuun Vi'i

【分佈環境】 分佈於台灣全島1100-2000公尺中高海拔地區，尤其在太平山的翠峰湖是生長

最密集的地方。

【藥效/部位】 長行天南星根莖含有劇毒，但是卻有清熱利濕的功效。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長行天南星假莖有30-80公分高，葉單生，全裂成掌狀複葉形態，葉尖

呈線形，小葉呈橢圓形，大約在4-6月開花，為佛焰花序又有點像棍棒，較胖，佛焰苞呈

綠色；長行天南星為雌雄同株，雄蕊與雌蕊都是穗狀花序，佛燄苞長鬚和單枝獨立的長炳

葉是最大的辨認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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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果月橘
【學名】 Murraya paniculata (Hayata) Swingle var. omphalocarpa
【科名】 芸香科（Rutaceae）

【屬名】 月橘屬

【俗名】 蘭嶼月橘

【英名】 Lanyu Jasmin Orange, Long Fruit Jasmin Orange

【族語】 布農 Madaulu Las Tu Lukis、卑南 Lratray、雅美 Vanai、撒奇萊雅 Kamocay

【分布環境】 長果月橘原產於台灣蘭嶼、綠島，屬於台灣特有種的植物之一，喜歡生長在

溫暖、日照充足的環境，其性耐旱、寒、鹽風，是植物學家眼中的抗滷素植物。

【藥效/部位】 不僅可以行氣活血、祛風除濕，還具有止痛消腫的功能，主要用來治療跌打

腫痛、風濕骨痛、胃痛、牙痛、破傷風、流行性乙型腦炎、蟲蛇咬傷…等。 

【使用族群】 布農、卑南、雅美、撒奇萊雅

【生態/性狀描述】 長果月橘屬於芸香科月橘屬的常綠小灌木或小喬木，全株整體平滑。羽

狀複葉互生，小葉形狀呈帶革質且全緣的圓卵形，長約5-8公分，葉柄長約0.35公分。開

花期開出較大的5瓣花，具有長短各5枚的雄蕊，花梗長約1.5公分左右。開花後結出的果

實為橢圓形，長約1-3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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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花九頭獅子草
【學名】 Peristrophe roxburghiana (Schult.) Bremek.
【科名】 爵床科（Acanthaceae）

【屬名】 九頭獅子草屬

【族語】 布農 Lai-Iung Bungu Tu Ismud、撒奇萊雅 Siwasay、鄒 'Avasu Ukun

【分佈環境】 原產地為中國大陸與南洋四周島嶼，在台灣生長分佈為中南部海拔1000公尺

以下山區與恆春臨海地方。

【藥效/部位】 性味：全草：辛、微溫、甘、涼。全草可發汗解表、解毒消腫、涼肝定驚，

治感冒發熱、肺熱咳喘、肝熱目赤、咽喉腫痛、白喉、小兒消化不良、小兒高熱驚風。外

用治癰癤腫毒、毒蛇咬傷、跌打損傷。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排灣、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由於爵床科為典型的單葉對生，長花九頭獅子草當然為單葉對生，無托

葉，莖方形，花冠1.5-5公分，且花冠合生，具有五裂片，二唇形具有明顯的苞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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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花
【學名】 Vinca rosea L.
【科名】 夾竹桃科（Apocynaceae）

【屬名】 蔓長春花屬

【俗名】 長春花、日春花、日月草、四時春、時鐘花、日日春

【英名】 Old mail、Periwinkle

【族語】 布農 Nitu Mamataz Tu Puah、撒奇萊雅 Kakanos、雅美 Tomandai、

  鄒 Vungavung Ka'an Mururang

【分佈環境】 長春花原產於馬達加斯加與印度，性喜陽光，耐旱，喜歡生長於排水良好的

土質中，非常容易栽培，台灣各地皆可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全株味微苦性涼。有抗癌、降血壓、鎮靜安神之功效。現代藥理研究可治急

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淋巴肉瘤、肺癌、絨毛膜上皮癌、子宮癌、巨濾泡性淋巴瘤。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

【生態/性狀描述】 長春花為夾竹桃科多年生草本或亞灌木植物，株高約20-60公分，其莖

枝非常細長且強健，分枝多；葉對生，為長橢圓形，濃綠色，具有光澤；花冠為5瓣星形

花，為玫瑰紅、粉紅或白色，花序為聚繖狀，大多頂生，幾乎全年皆可開花，具雄蕊5

枚，生長於冠筒中；長春花果實為蓇葖果，細長且直立，其種子具顆粒狀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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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穗木
【學名】 Stachytarpheta jamaicensis (L.) Vahl.
【科名】 馬鞭草科（Verbenaceae）

【屬名】 長穗木屬

【俗名】 久佳草、耳鉤草、玉龍鞭、木馬鞭、假敗醬、馬鞭草、假馬鞭、藍蝶猿尾木

【英名】 Jamaica False-valerian

【族語】 布農 Madaulu Zuszus Tu Ismud、撒奇萊雅 Cangsoymo、魯凱 Laliyalikange、

  鄒 Cuun Nupu'u

【分布環境】 長穗木原產於熱帶美洲，屬於陽性植物之一，喜歡生長在具有充足日照而多

濕的環境，因此常可在台灣低海拔新竹以南之荒地、路旁或海邊等地方發現它的蹤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甘、苦且性微寒，不僅可以利濕化瘀、清熱解毒，還可以

舒筋活血，主要用來治療肝病、淋病、白濁、痢疾、風濕關節痛、牙齦炎、膽囊炎、癰癤

痔瘡、跌打瘀腫、耳疾…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長穗木為馬鞭草科長穗木屬的成員之一，屬於常綠性的小灌木，株高可

達1.5公尺左右，全株整體光滑無毛，二分叉的分枝呈四方形，其莖的基部會木質化。單

葉對生，葉片形狀呈帶紙質且粗鋸齒緣的綠色卵狀長橢圓形，長4-9公分，葉面摸起來粗

糙具有羽狀脈。5-11個月開出多數而無柄的深藍色花，一次只開3-5朵，由下往上開花，

排列於一不分枝的主軸上，雌雄同株，花冠呈筒狀，花長約1公分。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

長橢圓形的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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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穗馬藍
【學名】 Strobilanthes longespicatus Hayata
【科名】 爵床科（Acanthaceae）

【屬名】 長穗馬藍屬

【俗名】 穗花山藍、黎氏山藍

【英名】 Semnostachya

【族語】 布農 Madaulu Zuszus Tasasikis Tu Ismud、撒奇萊雅 Cangsoy Malan

【分布環境】 長穗馬藍又稱之為穗花山藍、黎氏山藍，屬於台灣特有種的植物之一，其喜

歡生長在溫暖多濕而光照適量的環境之下，略耐蔭蔽，生命力極強，因此常可在台灣東及

南部低海拔山區、南仁山及里龍山發現它的蹤跡。

【藥效/部位】 全草有清熱、解毒、涼血、止血、生肌、消腫之功效，用於治療感冒發燒、

口腔炎、咽喉腫痛、肝炎黃疸、小便黃赤、疔瘡腫毒。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

【生態/性狀描述】 長穗馬藍屬於爵床科長穗馬藍屬的多年生亞灌木草本植物，其莖直立向

上生長，不依附他物，莖節的部分有明顯的膨大。單葉對生，葉片形狀呈疏鋸齒緣的長

橢圓狀披針形，長約15-25公分，寬約4-8公分。開花期開出淡紫色至白色的花朵，長約

2-3.5公分，具有5裂花萼，每一裂略不等形。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線狀的蒴果，長約1.5-

2.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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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十大功勞
【學名】 Mahonia oiwakensis Hayata
【科名】 小檗科（Berberidaceae）

【屬名】 十大功勞屬

【俗名】 黃柏

【族語】 布農 Alisan Matamas Tu Ismud、撒奇萊雅 Odidal、鄒 Savuana Tanavikaru

【分佈環境】 阿里山十大功勞主要生長於台灣海拔中高海拔間的山區森林。

【藥效/部位】 阿里山十大功勞根葉具有消炎、解毒、健脾胃、退虛勞等功效，主要治療於

酸痛、腸炎、水腫、膀胱炎、消化不良、黃疸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阿里山十大功勞為小櫱科常綠灌木植物，羽狀複葉，小葉齒緣，小葉有

3-14枚，葉生長於枝條前端，長約45公分，葉形卵狀披針形，葉基圓形，小葉披針形。

花序為總狀花序，黃色，萼有6-9片；花瓣6；雄蕊6，阿里山十大功勞果實為漿果，橢圓

形，成熟時轉為暗紫色，果實為鳥類喜愛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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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苧麻
【學名】 Boehmeria nivea (Gaudich.) Miq var. tenacissima
【科名】 蕁麻科（Urticaceae）

【屬名】 苧麻屬

【俗名】 青苧麻、山苧麻、苧麻、真麻、苧仔、苴、紵

【英名】 Ramie，Nuke

【族語】 布農 Masanglav Tu Liv、撒奇萊雅 Hinakeliw、鄒 Rapi'i Munguru

【分布環境】 喜歡生長在陽光充足和溫暖濕潤的環境之下，不過也耐旱及半陰，因此常可

在台灣各地低山帶、平野、道路兩旁等開闊地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甘且寒，不僅可以清熱利尿、止血安胎，還具有解毒散瘀的

功效，主要用來治療熱並大渴、血淋、跌打、蛇蟲咬傷、帶下、癰腫丹毒、小便淋痛、咯

血、乳癰、創傷出血…等症狀。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青苧麻為蕁麻科苧麻屬的常綠性亞灌木，株高約3公尺，莖呈灰綠色，

分枝多，全株整體具有柔毛。單葉互生，葉片形狀呈帶厚質且鈍鋸齒緣的卵圓形或圓形，

長約8-14公分，葉片上面翠綠而光滑，葉背則佈滿白毛，葉柄長約4-7公分，托葉呈披針

形。開花期開出多數的小花，簇生成球狀，花序主軸上再生分枝，於分枝上再著生互生的

小花，整個花序呈圓錐狀，雌雄同株，具4枚雄蕊。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扁卵狀且被有細

毛的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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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脆枝
【學名】 Nothapodytes nimmoniana (Graham) Mabberley
【科名】 茶茱萸科（Icacinaceae）

【屬名】 鷹紫花樹屬

【俗名】 臭馬比木、臭假柴龍樹

【英名】 Icacinaceae

【族語】 布農 Masanglav Mazaubum Tu Ismud、撒奇萊雅 Sasabo、鄒 Cuun Patungana、

  雅美 Kamanvoaga

【分佈環境】 青脆枝在印度、錫蘭、中國、琉球等地都有分佈，在台灣以綠島蘭嶼島嶼及

南部較常見。

【藥效/部位】 青脆枝味辛性溫具有小毒，有除濕、袪寒、抗癌之功效，主要治療於疝氣、

風濕、關節、坐骨神經痛等疾病，近年來也被研發成抗癌原料，對結腸直腸癌有明顯的療

效。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雅美

【生態/性狀描述】 青脆枝為茶茱萸科多年生喬木狀植物，株高約300-350公分，主幹直立

但分枝多易折斷，葉為互生或近於對生，具葉柄。葉為橢圓狀卵形或披針形，長約8-25公

分，寬6-13公分，葉先端漸尖，葉背葉面帶點柔毛。花為兩性，花序為聚繖花序，頂生，

花萼與花瓣互生；為子房上位，具粗毛，花為白色；青脆枝果實為核果，橢圓形，成熟時

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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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葙子
【學名】 Celosia argentea L.
【科名】 莧科（Amaranthaceae）

【屬名】 青葙屬

【俗名】 野雞冠花，狗尾花、狗尾莧、草決明

【英名】 Cockscomb

【族語】 布農 Madanghas Tu Samah、撒奇萊雅 Adiping、鄒 Cuun Rapi'i Patunanga

【分佈環境】 青箱子生長於台灣低海拔區，在路邊、產業道路、農墾旱地、村落裡常常可

以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苦，性寒，有降血壓、清肝之療效，由於性寒微苦，可當

作清涼藥，主要治療於高血壓、角膜炎上，尤其在眼睛上的疾病有清肝明目的作用，為台

灣中醫眼科的常用藥物。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青箱子為莧科一年生草本植物，植株高約30-110公分左右，莖有分枝且

直立，整株光滑無毛，葉

互生為披針或卵形，質感

似紙，全緣，葉長約5-18

公分，寬1.5-3公分，花

頂生或腋生，先端尖或

長尖，基部狹隘且往下延

伸。青箱子為夏天開花，

一開始為淡紅色，後來轉

變為銀白色，花為穗狀花

序生長於莖頂或枝頂，苞

片、小苞片和花被片都具

有乾膜質且光亮。花序約

長6-9公分左右，其果實

為卵狀橢圓形，外觀有裂

痕，上部脫落，且頂端上

有宿存的花柱。青箱子種

子為腎狀圓形，種黑色且

光亮；仔細觀察可見網狀

花紋，呈同心環狀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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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嶺蕘花
【學名】 Wikstroemia indica (L.) C. A. Mey.
【科名】 瑞香科（Thymelaeaceae）

【屬名】 蕘花屬

【俗名】 了哥王、蒲崙、山埔崙、山埔銀、九信藥、賊仔褲帶、埔銀、山黃皮、九倍藥、

  雞仔麻

【英名】 Indian Stringbush

【族語】 布農 Nanlinzau Tu Puah、撒奇萊雅 Nalinlin

【分佈環境】 南嶺蕘花原產於中國、東南亞與台灣，主要分布於台灣低海拔地區。

【藥效/部位】 南嶺蕘花味苦性寒具毒，整株具有幫助排尿、通瘀、消腫獨、止痛、治療腮

腺炎等療效；依其部位的不同其療效也有不同，莖與葉主要用於消腫、解毒、跌打損傷；

根可幫助排尿、治肺病；果實可治療關節炎、結核病；葉以外用最多，通常搗爛後加少量

米酒，可敷腫痛。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

【生態/性狀描述】 南嶺蕘花為瑞香科半常綠灌木植物，株高常不超過200公分，莖直立，

但分枝多。根皮和莖皮含豐富綿狀纖維，不容易折斷。為單葉對生，全緣，長橢圓形，長

約2-7公分，寬約1公分，葉先端鈍或短尖，葉基楔形，側脈5-10對，非常的纖細。花為黃

帶點綠色，總狀花序，頂生，花梗極短約0.5-1公分；花萼呈管狀，長約1公分；花絲短；

子房為橢圓形，頂部帶點柔毛，柱頭極短球形；南嶺蕘花果實為核果漿狀，呈卵形，長約

0.6公分，成熟時暗紅色。開花、結果期以夏、秋季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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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薑
【學名】 Alpinia galanga (L.) Sw.
【科名】 薑科（Zingiberaceae）

【屬名】 山姜屬

【俗名】 良姜、佛手根、小良薑、良薑、豆蔻、南薑、紅荳蔻、大良薑、大高良薑、

  良薑子

【英名】 Galanga

【族語】 布農 Takibah Tu Duduk、撒奇萊雅 Nancyang、鄒 Namnam Kaaru

【分佈環境】 南薑原產於中國南方，主要分佈於亞洲熱帶地區，台灣南部山區亦非常普

遍，是一種非常容易栽培的物種。

【藥效/部位】 南薑味辛性熱，具有止痛、保健腸胃、止嘔等療效；主要治療於腹痛、胃

寒、嘔吐等症狀。在冬天是一種進補的常見物種。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南薑為薑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其地下根莖約有150-200公分高。葉具

毛，葉緣呈咖啡色，葉先端為圓狀，且具有小小的突尖。花白色，為圓錐花序，其每一個

分枝上都具有2-6朵花；小苞片呈披針形，長約0.7公分。南薑果實為圓柱形，成熟的時侯

呈現暗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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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皮香
【學名】 Ternstroemia gymnanthera (Wight & Arn.) Sprague
【科名】 茶科（Theaceae）

【屬名】 厚皮香屬

【俗名】 紅柴、紅淡比、紅樹

【英名】 Japanese ternstroemia

【族語】 布農 Ma-Ansum Tu Makaspal Kalkal、鄒 Rapatu Makicumuru、

  撒奇萊雅 Hopisyang

【分佈環境】 亞洲副熱帶地區為厚皮香的主要產地，台灣主要分佈於低海拔平地，更適合

栽種在空氣較不好的都市中，因為厚皮香性喜陽光，耐乾又耐濕，更重要的是，它不怕空

氣污染，只是生長有點慢。

【藥效/部位】 厚皮香在花的部份可用來治療皮膚上的癬，皮治腸炎，果與葉可治療腫瘡、

感冒，而根治療於關節炎較多。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厚皮香為一種常綠灌木植物，葉為互生且厚，生長於枝端，長橢圓或倒

披針形，長約7公分，寬約3公分，葉全綠，圓頭，但是側脈不明顯，生在莖條的上方，葉

柄和葉片底部帶點紅色，葉質厚且有光澤；花瓣白色有5片，花單獨腋生，雄蕊多數，花

徑約2公分，花梗約2.5公分，厚皮香果實為乾燥的漿果，呈球形，成熟的時後會自動裂

開，內有紅色種子3-4粒，果實小巧可愛，像一顆迷你型的蘋果，果皮極厚，萼片宿存，

2-5月會開花，蜜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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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靈仙
【學名】 Clematis chinensis Osbeck
【科名】 毛茛科（Ranuculaceae）

【屬名】 鐵線蓮屬

【俗名】 靈仙、鐵腳威靈仙

【英名】 Clematidis Radix

【族語】 布農 Mama-Ngan Tu Ismud、撒奇萊雅 Katokato

【分佈環境】 威靈仙主要產於中國東南方，在台灣分佈普遍。

【藥效/部位】 威靈仙味辛性溫，具有通經絡、解熱、抗菌、麻醉、幫助排尿等功效，主要

治療於痛風、破傷風、腳氣病、手腳發麻疼痛、神經痛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

【生態/性狀描述】 威靈仙為毛茛科鐵線蓮屬植物，為藤木，羽狀複葉對生，小葉5-15枚，

狹羽狀或挾披針形，3-5出脈，生於中低海拔之林緣；花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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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草
【學名】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Benth.) S. Moore
【科名】 菊科（Compositae）

【屬名】 昭和草屬

【俗名】 神仙菜、野木耳、飛機草、滿天飛

【英名】 Nodding burnweed

【族語】 布農 Sanglav Taulu、撒奇萊雅 Colal、雅美 Sikoki、卑南 Zemlralengan

【分佈環境】 昭和草原產於亞洲國家，據日時代引入台灣，適應力與存活率極高，是一種

極為普遍的植物，也可以當作野菜食用，在田野、產業道路上或者是偏僻荒涼之處都可發

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昭和草具有消除腫痛、健胃以及幫助排尿之療效，主要治療於腸胃炎與高血

壓，全株都可藥用。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卑南

【生態/性狀描述】 昭和草為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莖為直立性，高約30-100公分，其莖葉

柔軟多汁，基部葉常呈羽狀的深裂，葉緣不規則的鋸齒型，葉子中間暗紅色，花序為頭狀

花序呈紅褐色，全部都由細又瘦的管狀花組成，開花時頭狀花序朝上，授粉後垂下，昭和

草果實為瘦果，有白色冠毛呈球狀且極輕，利用風力繁衍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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柿
【學名】 Diospyros kaki Thunb.
【科名】 柿樹科（Ebenaceae）

【屬名】 柿屬

【俗名】 紅柿、柿子

【英名】 Persimmon

【族語】 布農 Kaki、撒奇萊雅 Alopal、鄒 Cuun Mavuca'u、卑南 'Adupar

【分佈環境】 柿分佈廣，在菲律賓、台灣東部各島嶼及台灣南部都有其蹤跡，而台灣的柿

產地大部分都在苗栗及嘉義。

【藥效/部位】 柿子是一種非常營養的水果，含有鉀、單寧、維他命及酵素，也可當作藥用

植物，通常治療於咳嗽、高血壓、夜尿症、清腸胃等症狀。果實還可以健胃消食。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卑南、雅美

【生態/性狀描述】 柿樹為一種常見的常綠大喬木。樹皮呈褐色且粗糙，枝葉稠密。葉互

生，革質，全緣，長約18-35公分。花黃白色為單性花，為總狀花序。柿果實為球形，直

徑約7公分，成熟時會變成紅色，樹冠圓大，樹身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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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杞
【學名】 Lycium chinense Mill.
【科名】 茄科（Solanaceae）

【屬名】 枸杞屬

【俗名】 枸棘、天精、地精、青精、明眼草、羊乳、仙杖、仙人杖、卻老、卻暑、地骨、

  地骨皮、苦杞、甜菜、地仙、地仙公、枸繼、西王母杖、杞棘、地節、三青蔓、象柴、

  雪裏珊瑚、赤寶、托廬等、枸棘子、枸繼子、甜菜子

【英名】 Matrimony Vine，Boxthorn

【族語】 布農 Madanghas Tu Las、撒奇萊雅 Kalimotoc、鄒 Koki

【分布環境】 枸杞常常可在低海拔地區的山坡、路旁、河邊或溝旁等都可發現它的蹤跡，

尤其在新竹、台中、台東、澎湖、蘭嶼更為普遍。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甘、平且性微寒，具有滋腎潤肺、補肝明目及清熱涼血的

功能，主要用來治療肝腎陰虛、腰膝痠軟、目眩、消渴、遺精、高血壓…等疾病，還可以

促進肝細胞的新生。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雅美

【生態/性狀描述】 枸杞乃是茄科枸杞屬的落葉小灌木或籐本，株高約2公尺左右，其分枝

多。單葉互生，葉片形狀呈質柔軟無毛的長橢圓形，長約3公分，寬約1.5公分。8-10月為

花期，開出淡紫色的小花，鐘形花冠具5裂，直徑約0.5-1.5公分。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橢

圓形的紅色漿果，長約0.5-1.5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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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樹
【學名】 Viburnum odoratissimum Ker
【科名】 忍冬科（Caprifoliaceae）

【屬名】 莢迷屬

【俗名】 山豬肉、早禾樹、燒公樹、著生珊瑚樹、高攀珊瑚樹、香莢迷、外國冬青、

  沙糖木、鴨屎樹

【英名】 Sweet Viburnum、Tree-inhabiting Viburnum

【族語】 布農 Sanhu Tu Ismud、撒奇萊雅 Kalemet

【分布環境】 珊瑚樹屬於台灣原生種植株之一，常分佈於台灣中南部中高海拔地區之闊葉

林中，尤其以南部山區、恆春半島、南仁山區分布最為廣泛。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辛、涼且性微溫，不僅可以清熱袪濕、通經活絡，還具有拔

毒生肌之功能。主要用來治療感冒、跌打損傷、風濕…等症狀。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排灣、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珊瑚樹為長綠小喬木或灌木，隸屬於忍冬科莢迷屬，樹皮平滑，分枝

呈紅色且佈滿微毛。單葉互生，葉片形狀呈帶革質且光亮平滑的倒卵狀橢圓形，長約5-9

公分，寬約4公分，邊緣為全緣或前半部有疏刻狀鋸齒，葉片深綠而茂密，葉背則被星狀

毛。2-4月為花期，花序主軸上再生分枝，於分枝上再著生互生的小花，整個花序呈圓錐

狀，披針形的苞片長約0.5公分，壺狀筒形的萼片長約0.3公分，具5枚雄蕊。4-7月結出有

光澤的果實，長約1.5公分，徑約0.4公分，起初為紅色，成熟後漸漸變成黑色，內含有紡

錘形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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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鼠麴草
【學名】 Gnaphalium hypoleucum DC. var. hypoleucum
【科名】 菊科（Compositae）

【屬名】 鼠麴草屬

【俗名】 清明草、米麴、鼠麴、鼠耳、佛耳草、黃蒿、母子草、黃花艾、毛耳朵

【英名】 China-spiranthes

【族語】 布農 Pasimihi Tu Aluaz Ismud、撒奇萊雅 Padadiw、鄒 Cuun Sikapa'ici

【分佈環境】 秋鼠麴草產於台灣各中低海拔地區，喜歡生長在鬆鬆軟軟的土壤中。常常被

農人當作雜草的一種，亦是一種常見的校園植物。

【藥效/部位】 秋鼠麴草藥用利用上較少，其嫩葉及幼苗可製成各種調味料，也可以製成爽

口的糯米粿。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秋鼠麴草為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株高約25-85公分，全株具有白毛，

莖基部分枝。葉為匙狀或倒披針形，葉互生且柔軟；葉背葉面顏色皆有所不同，上表面無

毛，下表面密披白色綿毛。為非常典型的頭狀花序再密集排列成繖房狀，由管狀花組成，

花淡黃色。秋鼠麴草果實為瘦果，長橢圓形，有黃白色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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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心蓮
【學名】 Andrographis paniculata (Burm.f.) Nees.
【科名】 爵床科（Acanthaceae）

【屬名】 穿心蓮屬

【俗名】 苦心蓮、一見喜、四方蓮、欖核蓮、一葉茶、春蓮秋柳、欖核蓮、春蓮夏柳、  

斬蛇劍、圓錐鬚藥草、印度草、金香草、金耳鉤、苦草、雄膽草、蛇草、苦膽草、蛇草、

  百勞利、指天花、日行千里

【英名】 Common Andrographis、Green Chiretta

【族語】 布農 Latasban Isang Tu Ismud、撒奇萊雅 Sakiatay、鄒 Cuun Ciurun Tukun、

  魯凱 Lalukuru

【分布環境】 穿心蓮原產於亞洲熱帶地區，台灣各地均可栽培。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苦而寒，帶有小毒，不僅可以清熱解毒，還可以消腫止痛，主

要用來治療多種疾病，包括扁桃腺炎、流行性腮腺炎、細菌性痢疾、鉤端螺旋體病、眼結

膜炎、支氣管炎、肺結核、泌尿系統感染、高血壓、瘡療癰腫、膿疤瘡、毒蛇咬傷…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穿心蓮為一年生草本，株高約40-70公分，莖直立向上生長，不依附他

物，呈四稜形，分枝多，節有明顯的膨大。單葉對生，葉片全緣具短柄的卵狀矩圓形至矩

圓狀披針形，長約7公分，寬約2公分。9-10月為花期，花序主軸上再生分枝，於分枝上再

著生互生的小花，整個花序呈圓錐狀，條狀披針形的花萼裂片長約2.5公分，花冠上唇浅2

裂，下唇深3裂，並有紫黑色斑紋，具有2枚雄蕊。10-11月結出的果實為條形而扁的直立

蒴果，長約1.3公分，寬約0.25公分，果梗長約0.4公分，內含有黃色至深棕色的近四方形

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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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心芭樂
【學名】 Psidium guajava L.
【科名】 桃金孃科（Myrtaceae）

【屬名】 番石榴屬

【俗名】 番石榴、番稔、那拔、那拔仔、拔仔、芭樂、番桃、雞屎果

【英名】 Guava

【族語】 布農 Madanghas Tu Lapat、撒奇萊雅 Somanahay Kayabes、卑南 Kulriyaves、

  鄒 Navatu Masinang、阿美 Kiy Bs、排灣 Vana、魯凱 Navate

【分布環境】 紅心芭樂原產於熱帶美洲，全世界熱帶及亞熱帶均有分佈，分佈於台灣全島

各地。

【藥效/部位】 不僅可以收斂止瀉，還可以止血驅蟲及解熱，主要用來治療痢疾、小兒消花

不良、跌打損傷、瘡久不收口、驅蟲、糖尿病、制慾、風濕…等症狀。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卑南、阿美、排灣、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紅心芭樂屬於桃金孃科番石榴屬的常綠小喬木，株高約1-11公尺，分枝

呈四稜形，幼時嫩枝佈滿柔毛，樹皮脫落呈光滑狀。單葉對生，葉片形狀呈具短柄帶革質

且全緣的橢圓形或卵形，葉片表面被白色柔毛。開出的花朵具有強烈的香氣，在中央的一

朵頂生花，下面從花序梗頂生出二分枝，每枝頂上各生出一朵花，4-5瓣的花瓣呈白色，

具有多數的雄蕊。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黃綠色的漿果，其形態大小依品種的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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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冇骨消
【學名】 Sambucus chinensis Lindl.
【科名】 忍冬（Caprifoliaceae）

【屬名】 蒴藋屬

【俗名】 台灣蒴藋、蒴藋、七葉蓮、七珊瑚花、珊瑚花、陸英、接骨草

【英名】 Formosanum Elderberry、Chinese Elder

【族語】 布農 Dahpa Tuhnaz Tu Ismud、撒奇萊雅 Alabiwbiw、鄒 Cuun Sapangtan

【分佈環境】 紅冇骨消原產於台灣、中國大陸。普遍分布於台灣中低海拔的平野、土層肥

厚、水分充足的地區。

【藥效/部位】 紅冇骨消味甘性溫有小毒，具有幫助排尿、止痛、解毒、消腫之功效，主要

治療於風濕關節炎、腳氣病、咳嗽、腫毒等疾病；也可以當作外用藥，常見用於骨折、損

傷。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紅冇骨消為忍冬科多年生矮灌木植物，莖髓軟，且直立而多分歧，全株

光滑，但有濃郁腥臭味，高約100-300公分。葉為對生，羽狀複葉，小葉有3-7枚，為橢圓

狀披針形，長約10-15公分，葉緣鋸齒，無柄。花序為複繖房花序，頂生，花白色細小且

多，有五裂瓣，花序與花序間有黃色杯狀蜜腺。開花期在夏季6-8月，其果實成熟時為橙

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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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地瓜
【學名】 Ipomoea batatas (L.) Lam.
【科名】 旋花科（Convolvulaceae）

【屬名】 牽牛花屬

【俗名】 紅薯、紅番薯、甘薯、田薯、白薯、地瓜、山芋、紅苕、玉秋藷、番薯、金薯、

  甜薯、豬菜

【英名】 Sweet Potato 

【族語】 布農 Madanghas Tu Utan、雅美 Mabarangbang A Wakay、鄒 Tammi Masinang、

  撒奇萊雅 Somanahay Tobah、阿美 La H Ga Gai A Bug A、卑南 Angsima、魯凱 Dawdaw、

  排灣 U'Ladi

【分布環境】 紅地瓜俗稱為紅薯、玉秋藷、豬菜…等，原產於熱帶美洲，在17世紀由福建

傳入台灣，現今已成為世界各地的主要糧食作物之一，在台灣則可以常在全島平原及丘陵

地發現它的蹤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甘且平，不僅可以益氣生津、補中和血，還具有寬腸胃、導便

秘之功能。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卑南、阿美、排灣、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紅地瓜為旋花科牽牛花屬的一年生草木植物，其肉質的塊根肥厚，具有

圓形、橢圓形或紡錘形等，內含豐富的澱粉質。莖枝橫臥地面生長，但節上不生根，藉螺

旋狀纏繞他物而攀附生長的莖，呈綠色無茸毛，莖長約260公分左右，徑約0.5公分，節與

節之間相差約8公分。單葉互生，葉片形狀呈綠色的寬卵形或心臟形，長約14-15公分，寬

約15-16公分，綠色的葉柄長約30-31公分，無茸毛。10-12月間開出紫色與牽牛花相似的

花朵，結出的果實為卵形的蒴果，但該植株開花結果較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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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刺蔥
【學名】 Zanthoxylum ailanthoides Sieb. & Zucc.
【科名】 芸香科（Rutaceae）

【屬名】 花椒屬

【俗名】 食茱萸、鳥不踏、越椒、刺江某、大葉刺楤、刺江某、刺楤、紅刺楤、越椒、

  鳥不踏、毛越椒、茱萸、辣子

【英名】 Alianthus Prickly Ash

【族語】 布農 Madanghas Tu Tana、撒奇萊雅 Somanahay Tana、排灣 Dana、魯凱 Tana、

  鄒 Tana'u、卑南 Tana'、雅美 Katana

【分布環境】 在台灣低地及中高地森林邊緣地區、道路兩側、新生地及崩落裸地等發現其

蹤跡，尤其在台北、台中、屏東、蘭嶼等山麓至海拔1500公尺的山區，分布更為普遍。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甘、辛、平且性微溫，帶有小毒，具有袪風通絡、活血散瘀

的功效，主要用來治療多種疾病，像是跌打損傷、風溼痹痛、蛇腫、心腹冷痛、帶下、齒

痛、小便不利、感冒…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卑南、排灣、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紅刺蔥屬芸香科花椒屬的落葉大喬木，樹幹佈滿短硬的瘤刺，幼枝則

佈滿銳尖的刺。羽狀複葉互生，小葉形狀呈帶厚紙質具油腺且細鋸齒緣的披針狀長橢圓

形，長約5-10公分，寬3-4公分，葉柄長約0.2-0.4公分，在10月至翌年2月有季節性落葉

現象。而後開出5瓣花瓣的黃白色花朵，雌花雄花生長於不同植株上，花軸頂端著生一朵

小花，兩側分枝上再形成小花。授粉成功後結出的果實為硬殼的球形蓇葖果，徑約0.5公

分，內含有光澤的卵形黑色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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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香茅
【學名】 Cymbopogon nardus (L.) Rendle 
【科名】 禾本科（Poaceae）

【屬名】 香茅屬

【俗名】 香茅

【族語】 布農 Madanghas Tu Kusungai-Ia、撒奇萊雅 Kosoy、魯凱 Thalipukupuku、

  雅美 Mabarangbang A Kosoy、鄒 Vataku、卑南 Kusui、阿美 Ku Su Yi

【分佈環境】 屬於熱帶性植物，繁殖力非常強，性喜陽光充足、高溫多雨地區，耐旱，但

抗風力極弱。

【藥效/部位】 紅香茅味辛性溫，具有消腫、祛濕、止痛等功能；主要治療於頭痛、腹瀉、

婦女病、淤血腫痛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卑南、阿美、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紅香茅為禾本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全株具濃郁香味，稈粗壯，可達200

公分，葉鞘基部暗紅色，葉舌呈卵形，葉簇生條形，葉緣粗糙，葉背葉面呈淡綠色或灰白

色，基部斷斷續續，分枝細弱而下形成彎弓，節間生有長柔毛，於夏秋季開花，由多節成

對的總狀花序組成圓錐花序；每對總狀花序承托以舟形、鞘狀的總苞；小穗無芒，無柄小

穗為兩性，有柄小穗呈紫色，開花、節果期秋冬季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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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莖九層塔
【學名】 Ocimum basilicum L. 
【科名】 唇形花科（Labiatae）

【屬名】 羅勒屬

【俗名】 九層塔、聖約瑟夫草、甜羅勒、雜冷菜、零陵香、蔡板草、七層塔、千層塔、

  佩蘭、香草、魚香、薰尊、光明子、蘭香子

【英名】 Basil、Sweet Basil

【族語】 撒奇萊雅 Somanahay Banglay、鄒 Cuun Pakasa'o'o、卑南 Kamangmangulr、

  布農 Madanghas Siva Tapha Tu Ispi-Ansum、魯凱 Lalikange、排灣 La'Legun

【分布環境】 台灣全島各地皆普遍栽培之，甚至在一般家庭的庭院或陽台亦有種植之。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甘、辛且性微溫，具有獨特香味，不僅可以袪風利濕、發

汗解表，還可以健脾化濕、散瘀止痛，主要用來治療小兒黃爛瘡、風寒感冒、胃脹腹滿、

月經不調、跌打損傷、濕疹皮炎、目赤腫痛…等症狀。

【使用族群】 撒奇萊雅、鄒、布農卑南、排灣、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紅莖九層塔是唇形花科零陵香屬的一年或二年生草本植物，株高約40-

100公分，具有強烈而刺激的味道，莖呈木質化，而幼莖呈綠色的四稜形。單葉對生，葉

片形狀呈光澤具長柄且被毛之縱切面，約1-2公分長、2-3公分寬，葉子邊緣呈全緣或粗鋸

齒狀。開花期開出多數唇形白色或淺粉紅色的小花，群生在每個葉腋，形成輪狀花序，其

葉子或是枝條長到最後是變花梗用的。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長圓形暗褐色的小堅果，內含

有似黑芝麻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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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莧草
【學名】 Alternanthera bettzickiana (Regel) Nicholson
【科名】 莧科（Amaranthaceae）

【屬名】 蓮子草屬

【俗名】 法國莧、紅地毯草

【英名】 Gynura's deux couleurs

【族語】 布農 Ismud Danghas、撒奇萊雅 Somanahay Halana、鄒 Cuun Kamasinang、

  卑南 Ri'enum

【分佈環境】 紅莧草原產於巴西，性喜高溫，生性健旺，在台灣多分布於彽海拔地區，栽

培容易，全日照或半日照均佳。 

【藥效/部位】 全草可涼血解毒、止痢、通利兩便，治痢疾、兩便不通、吐血、血崩、目

翳、蛇蟲螫傷。種子清肝明目、通利兩便，治青盲翳障、角膜雲翳、目赤腫痛、白濁血

尿、兩便不利。根可清熱解毒、散瘀止痛，治痢疾、泄瀉、痔瘡、牙痛、陰囊腫痛、跌打

損傷。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卑南

【生態/性狀描述】 紅莧草為莧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植株低矮，約10-15公分左右。葉對生

長披針形，葉面帶點捲曲，葉脈明顯。葉面呈淡綠色，葉背呈紅色。色澤會隨季節變化而

改變，花非常不明顯，主要是以觀賞葉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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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象草
【學名】 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ach.
【科名】 禾本科（Poaceae）

【屬名】 狼尾草屬

【俗名】 狼尾草

【英名】 Napiergrass、Elephantgrass

【族語】 布農 Padan Danghas、撒奇萊雅 Somanahay Bokso、鄒 Capuku Masinang、

  卑南 Ravun、魯凱 Thalra

【分佈環境】 紅象草原產於非洲，主要生長在低於1500公尺的中海拔耕地、產業道路旁等

地，生長非常普遍，極易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降低膽固醇，預防心臟血管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卑南、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紅象草為禾本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可以長到300公分高，莖稈直立扁

平，葉片非常大，長約70公分，葉舌上佈滿了纖毛，且葉鞘光滑。花序為圓錐花序，頂

生，且為雌雄同株，花序黃褐色長約13公分，花莖長，每一小穗有2朵小花，雄蕊有3枚，

其花藥最上端具有毛。開花期在秋季10-12月，紅象草果實為穎果，呈橢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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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鳳菜
【學名】 Gynura bicolor (Willd.) DC.
【科名】 菊科（Compositae）

【屬名】 三七草屬

【俗名】 觀音莧、地黃菜、腳目草、紫背天葵、紅蕹菜、木耳菜、紅背三七、天青地紅、

  紅菜、補血菜、水三七、血匹菜、紅番莧、紅毛番、紅莧菜、當歸菜、紅玉菜、紫背菜、

  血皮菜、觀音菜、葉下紅、紅背菜、紅冬楓、紅風菜

【英名】 Gynura's Deux Couleurs

【族語】 布農 Sanglav Danghas、撒奇萊雅 Angcay、雅美 Yakan No Moehd、

  鄒 Natung Masinang

【分布環境】 台灣低海拔各地均有生長。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甘、辛、平且性微溫，具有行氣活血、消腫解毒的功效，

主要用來治療多種疾病，包括產後停瘀腹痛、血崩、瘧疾、爛瘡久不收口…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

【生態/性狀描述】 紅鳳菜為菊科三七草屬的多年生宿根肉質性草本植物，株高約45-55公

分，莖直立向上生長，不依附他物，多分枝具細稜，嫩莖被毛。單葉互生，葉片形狀呈粗

鋸齒緣的橢圓形或卵形，長5-11公分，寬1.5-3.5公分，葉片上面被毛呈綠色，葉背則無

毛呈紅紫色。開花期開出黃色的管狀花，花無柄或近無柄，多數密集生於一短而寬，平坦

或隆起的總托上，形成一頭狀體，具有雄蕊與雌蕊。開花結出的果實為長圓形的瘦果，外

表具有縱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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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蕉
【學名】 Canna indica
【科名】 美人蕉科（Cannaceae）

【屬名】 美人蕉屬

【俗名】 蓮召花、蓮招花、連招花(台灣)、鳳尾花、小芭蕉、五筋草、破血紅

【英名】 Cannaceae 

【族語】 布農 Bunbun Nau-Uaz、撒奇萊雅 Dangacyaw Tayo、雅美 Avino、鄒 Cuun Tavun

【分佈環境】 美人蕉原產於印度、非洲、南美洲等國家，目前在台灣普遍栽植，野生種多

生長於濕潤林地。

【藥效/部位】 美人蕉味甘性涼，具有解熱、降血壓、幫助排尿等功效。主治於傳染性肝

炎、高血壓、外傷出血、神經官能症等疾病；外用可用於損傷與敷腫毒。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

【生態/性狀描述】 美人蕉為曇華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綠色無毛，高達150公分。葉為互

生， 葉大如蕉葉，呈長橢圓形，長10-30公分，寬8-15公分，葉先端短漸尖，全緣，葉背

呈紫色，柄為鞘狀，綠色或紅紫色。花序為總狀花序，頂生，有一大苞鞘。花冠為管狀，

有3裂，呈綠色或紅色；雄蕊5個，鮮紅色或乳黃色，其中一個具花藥，最外3個為退化雄

蕊，為倒披針形。苞片為長橢圓形，萼片小，與花瓣都呈綠色，花基部為筒狀，呈橙紅色

的假雄蕊具有主瓣和唇瓣。一年四季開花綿延不絕。美人蕉果實為蒴果，綠色，為長卵

形，具刺，長約1-2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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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頹子
【學名】 Elaeagnus oldhamii Maxim
【科名】 胡頹子科（Elaeagnaceae）

【屬名】 胡頹子屬

【俗名】 台灣胡頹子、蓬萊胡頹子、藤胡頹子、蒲頹、柿糊、椬梧、能高胡頹子、宜梧、

  俄氏胡頹子、福建胡頹子、鍋底刺

【英名】 Oldham Elaeagnus

【族語】 布農 Istanda Handas、撒奇萊雅 Taol、雅美 Aronok

【分布環境】 胡頹子原產於大陸東南部及台灣海濱、河床等平地的胡頹子，最常分布於低

海拔的山區或平野。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酸、澀且平，不僅可以袪風理濕、行瘀止血、止咳平喘、

消食止痢的效果。主要用來治療疲倦乏力、泄瀉胃痛、風濕關節痛、腎虧腰痛、跌打損

傷…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

【生態/性狀描述】 胡頹子屬於胡頹子科的常綠性的蔓性灌木或小喬木植物，其株高約100-

400公分，分枝具刺。葉片依序一片一片排列在莖上，葉片背面具有淡褐色或銀白色的斑

點，兩面佈滿銀灰色或褐色的鱗片，但老葉略有光澤，形狀呈厚革質的橢圓形或闊橢圓

形，長約6-9公分。花期在11至翌年1月，銀白至淡黃色的花約3朵簇生於葉掖，長4公厘，

花萼外面具鱗片，裡面則具毛，裂片4片，不具花瓣。翌年4-5月為果期，結出由肉質的宿

萼筒所包裹的橢圓形肉質核果，成熟時變成紅色，是可食用的野外求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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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林盤
【學名】 Clerodendrum inerme (L.) Gaertn.
【科名】 馬鞭草科（Verbenaceae）

【屬名】 海州常山屬

【俗名】 苦藍盤、白花苦林盤、許樹、苦樹

【族語】 布農 Mapais Tu Valu、撒奇萊雅 Acicimay、雅美 Pazang A Pang、

  鄒 Kaaru Mami'aru

【分佈環境】 苦林盤常與紅樹林伴生，同時耐濕、耐鹽又耐水，為防風定砂的優良樹種。

【藥效/部位】 性味：根、葉：苦、微辛、寒，有毒。根、葉：有清熱解毒、散瘀除濕、舒

筋活絡之功效，可治跌打、血瘀腫痛、內傷吐血、外傷出血、濕疹、瘡疥、濕疹搔癢、風

濕骨痛、瘧疾。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

【生態/性狀描述】 苦林盤為馬鞭草科半水生植物。葉對生，全緣，橢圓至卵形，葉先端

鈍，葉基楔形，葉背葉面皆無毛，但有腺點，花序頂生或腋生，花冠筒白色，長約3公

分，裂片有5片，花絲細長為紫紅色。苦林盤果實為核果，倒卵形，直徑約1.5公分，花萼

宿存，結果期在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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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冬
【學名】 Bischofia javanica Blume
【科名】 大戟科（Euphorbiaceae）

【屬名】 重陽木屬

【俗名】 重陽木、加冬、紅桐、秋楓樹、烏陽、胡楊

【英名】 Autummn Maple Tree、Red Cedar、Toog tree

【族語】 布農 Katang、撒奇萊雅 Toel、雅美 Teey、鄒 Suuru、卑南 Tu'ez、魯凱 Seve、

  阿美 Sa Kur、泰雅 Kavumin、排灣 Touru

【分布環境】 原產於中國華南、印度、馬來西亞及台灣，現今常可在低海拔1600公尺以下

的山野、海邊發現其蹤跡，甚至是種植為行道樹，與榕樹、樟樹和楓香併稱為老樹四大天

王。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辛、澀且性微涼，具有行氣活血、消腫解毒之功效，主要

用來治療風溼骨痛、食道癌、胃癌、傳染性肝炎、小兒疳積、咽喉痛、癰疽瘡瘍…等症

狀。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卑南、阿美、魯凱、泰雅、排灣

【生態/性狀描述】 茄冬為大戟科重陽木屬的大型喬木，樹幹粗糙不平具有瘤狀突起，赤竭

色的樹皮會有層狀剝落。三出複葉互生，嫩葉呈紅色，其緣帶鋸齒，葉片表面平滑具柄。

開花期開出黃色的小花，花序主軸上再生分枝，於分枝上再著生互生的小花，整個花序呈

圓錐狀。結出的果實起初為青綠色，成熟後漸漸轉為褐色，形似一串串的葡萄掛於枝頂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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韭蘭
【學名】 Zephyranthes carinata (Spreng.) Herb. 
【科名】 石蒜科（Amaryllidaceae）

【屬名】 玉簾屬

【俗名】 紅玉簾、風雨花、花韭、紅菖蒲、假番紅花

【英名】 Red zephyr lily、Red rain lily

【族語】 布農 Ta-Ngavaz Puha、撒奇萊雅 Lalitlitten Balo、鄒 Taravungun Rumura、

  魯凱 Livawvakungu

【分佈環境】 韭蘭原產於古巴、墨西哥等中南美洲國中。在台灣已很普遍的栽培，外觀似

韭菜所以取名為「韭蘭」，為多年生的球根植物。

【藥效/部位】 韭蘭性溫，具有解毒、解熱、涼血之功效，主要治療於吐血、跌打損傷、血

崩、腫毒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韭蘭為石蒜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株高約15-30公分左右，鱗莖球形，直

徑約3公分；葉有5-10片，單葉扁平狀線形，有如韭菜葉，所以稱為「韭蘭」。春末-秋初

皆會開花，開花期往往在夏季高溫時、久旱逢甘霖後。花莖長15-30公分，花被有6片，

花為粉紅，徑約7-13公分；雄蕊有6枚，花藥為黃色，子房下位；韭蘭果實為蒴果，卵球

形，成熟時會有3瓣裂，而露出黑色扁平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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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林投
【學名】 Pandanus odorus Ridl.
【科名】 露兜樹科（Pandanaceae）

【屬名】 露兜樹屬

【俗名】 林投、華露兜、榮蘭、阿檀、野波蘿、黃霸刺、黃霸頭

【族語】 布農 Hudan Tu Ismud、撒奇萊雅 Hakhak、鄒 Sapangtan、卑南 Kusui、

  阿美 R Bus

【分佈環境】 香林投主要分布於熱帶地區，在台灣生長於村落、產業道路、溪邊低海拔地

區。

【藥效/部位】 香林投味甘性涼，有解熱、消腫、化痰之功效，主要治療於傷寒、甲狀腺

腫、眼熱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卑南、阿美

【生態/性狀描述】 香林投露兜樹科常綠大型灌木植物，可達300-500公分高，莖幹基部長

出具支持作用的氣生根，且容易產生小植株。為單葉，狹長形，葉緣及葉背具銳刺，硬革

質，簇生於莖幹上部。為雌雄異株，雄花乳黃色，密集成圓錐花序，雌花密生成頭狀，多

花成為聚合果球形，花序為佛焰花序，單一或分枝，包在葉狀的苞片中。香林投果實為聚

合果，合生成球狀橢圓形，由多數核果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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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椿
【學名】 Cedrela sinensis Juss.
【科名】 楝科（Meliaceae）

【屬名】 香椿屬

【俗名】 椿、椿樹、紅椿、白椿、大眼桐、春陽樹、椿甜樹、椿芽

【英名】 Chinese Toona、Chinese Cedar、Chinese Mahogany

【族語】 布農 Ma-Ansum Tu Tana、撒奇萊雅 Tana、鄒 Vai Tana'u、阿美 Da Na、

  排灣 Dana、魯凱 Banguru

【分布環境】 在台灣中低海拔山區的雜木林或疏林中發現其蹤跡，亦廣泛於一般的庭園栽

培。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苦、澀、平且性微溫，無毒，具有除熱澀腸、止血殺蟲的

作用。主要常常用來治療某些疾病，像是痢疾、小便淋痛、血崩、帶下、風濕腰腿痛、痔

瘡、胃痛、小兒疳痢…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阿美、排灣、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香椿為楝科香椿屬的多年生落葉性喬木，樹幹直立向上生長，株高最高

可達52公尺，分枝少，全株具特殊香味。羽狀複葉互生，葉片形狀呈細鋸齒緣或全緣的

卵狀披針形，長約10-19公分，葉柄為紅色。5-6月為開花期，開出長橢圓形的5瓣白色花

朵，花序主軸上再生分枝，於分枝上再著生互生的小花，整個花序呈圓錐狀，具有5裂的

花萼。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長橢圓形或倒卵形的蒴果，長約3公分，種子具翅上方，果實

開裂後像似一朵乾燥花，翅果會隨風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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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樹
【學名】 Cinnamomum camphora (L.) Presl.
【科名】 樟科（Lauraceae）

【屬名】 樟屬

【俗名】 木樟、烏樟、芳樟、番樟、香蕊、栳樟、栳樹、樟腦樹、山烏樟、本樟、油樟、

  紅樟、樟木子

【英名】 Comphor Tree、Comphor Wood

【族語】 布農 Ma-Ansum Tu Dakus、撒奇萊雅 Imoc、雅美 Sakkusi、魯凱 Drakese、

  阿美 Ra Ks、卑南 'Imus、鄒 Cakusu

【分布環境】 常在台灣平野及山區發現其蹤跡，或是廣泛被種為行道樹及庭園樹。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辛且性微溫，具香氣，不僅可以袪風散寒、溫中健胃，還

可以止癢止痛。主要用來治療心腹賬痛、牙痛、跌打、疥癬…等症狀。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卑南、阿美、魯凱、雅美

【生態/性狀描述】 樟樹因灰褐色的樹皮有細緻的深溝縱裂紋，其紋路分明。枝幹高大，株

高可達22公尺以上。單葉互生，葉片形狀呈帶革質具柄的闊卵圓形或橢圓形，長約8-11

公分、寬約2-5公分，搓揉之後會散發出樟腦的香味，葉子表面呈深綠色，葉背則呈粉白

色。每年2-4月開多數的黃綠色小花，花序主軸上再生分枝，於分枝上再著生互生的小

花，整個花序呈圓錐狀，具有12枚雄蕊。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紫黑色的球形核果，直徑約

1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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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鹽
【學名】 Rhus javanica (DC.) Rehd. & illson var. roxburghiana
【科名】 漆樹科（Anacardiaceae）

【屬名】 漆樹屬

【俗名】 羅氏鹽膚木、山鹽青、鹽巴樹

【族語】 布農 Halus、撒奇萊雅 Lebos、鄒 Ravau、卑南 Treriyaktrik、魯凱 Busu

【分佈環境】 埔鹽性喜陽光，常於土石區與產業道路旁發現其蹤跡，是一種極為常見的物

種。

【藥效/部位】 性味：果實：酸、澀、涼。根可消炎解毒、活血散瘀、收斂止血，可治咽喉

炎、咳血、胃痛、痔瘡出血。葉及根皮外用治毒蛇咬傷、濕疹。樹皮治痢疾。莖治糖尿

病。果治咳嗽痰多、盜汗。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卑南、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埔鹽為漆樹科落葉性喬木植物，全株佈滿了褐色毛，且有皮孔。葉為羽

狀複葉，有小葉9-17枚，為卵狀橢圓形，葉互生且鋸齒緣。為雌雄異株，在秋季開花，小

花黃白色且多數密生，在枝頂上形成了一個圓錐花序。埔鹽果實為核果，扁球形，成熟時

呈深橘色，外部具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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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枯草
【學名】 Prunella vulgaris L.
【科名】 唇形花科（Lamiaceae）

【屬名】 夏枯草屬

【俗名】 棒槌草、鐵色草、鐵包草、大頭花、夏枯頭、四牛鬥草、血見愁、筋骨草、

  下枯草、夏枯花、六月乾、枯草穗

【英名】 Common Selfheal

【族語】 布農 Talabal Mataz Tu Ismud、撒奇萊雅 Syakocaw、鄒 Cuun Marisumuru

【分布環境】 植株原產於台灣、中國大陸、日本及韓國等地，常常可以在台灣北部中高海

拔1,500 公尺以下的山路旁、草地、林邊…等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苦、辛且性微寒，具有清肝明目、清熱散結、降壓的功

效，主要用來治療淋巴結結核、甲狀腺腫、高血壓病、頭痛眩暈、目赤腫痛、急性乳腺

炎、腮腺炎、癰癤腫毒…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屬於唇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的夏枯草，株高約20-45公分，莖直立或斜

向上生長，全株佈滿白色的細毛，呈四稜形。單葉對生，葉片形狀呈全緣或有疏鋸齒的橢

圓狀披針形或菱狀窄卵形，長約3-4.5公分，寬約2公分，葉片兩面均被毛。5-6月開多數

紫色或白色的小花，群生在每個葉腋，形成輪狀，6花一輪，形似棒槌，具有4枚雄蕊。

7-8月結出的果實為略扁穗棒狀的淡棕色至棕紅色小堅果，長約2-7公分，徑約1.2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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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干
【學名】 Belamcanda chinensis (L.) DC.
【科名】 鳶尾科（Iridaceae）

【屬名】 射干屬

【俗名】 開喉箭、老君扇、烏扇、紅蝴蝶花、鐵扁擔、烏吹、烏蒲、鬼扇、扁竹、草姜、

  紫金牛、野萱花、黃遠、山蒲扇、麻虎扇子、蝴蝶蘭

【英名】 Blackberry Lily、Leopard Lily

【族語】 布農 Tahdung Las Tu Ismud、撒奇萊雅 Topiyaay、鄒 Cuun Mopana'u

【分布環境】 植株喜歡生長在陽光充足的環境，因此常見於山坡地、田邊、海邊或是林園

等，尤其在東北角海岸，從山到海，甚至是礫石堆到野草地都可找到該植株。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苦且寒，不僅具有清熱解毒、降氣袪痰的功能，還能降火散血

及消腫等。主要用於治療咽喉腫痛、咳嗽氣喘、關節炎、肝昏迷、癰瘡…等症。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射干為鳶尾科家族的一員，屬於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其莖柔軟多汁，常

被風吹倒了也不會折斷，富於彈性，但生長時間較短。植株高達0.5-1公尺，莖直立向上

生長，不依附他物。根狀莖呈結節狀，有多數鬚根，外皮呈現黃色，單葉二側互生，葉為

扁平綠色的寬劍形，具有平行脈。每年7-9月開橘黃色且具有暗紅色斑點的花，總花序頂

生，二叉狀分枝，花軸上互生花梗長短不一的小花，各花散開成平面狀，具長約70-90公

分的花莖。在9-10月則結出球形、橢圓形或倒卵形的蒴果，其子黑色，具有光澤，質地較

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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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
【學名】 Osmanthus fragrans Lour. 
【科名】 木犀科（Oleaceae）

【屬名】 木犀屬

【俗名】 木犀、銀桂、九里香 、巖桂、銀桂、丹桂、四季桂

【英名】 Sweet Osmanthus

【族語】 布農 Kuihua Tu Lukis、撒奇萊雅 Angsis、撒奇萊雅 Ciken、排灣 Dava

【分布環境】 原產於中國大陸南方一帶，其生命力強健，適合台灣風土氣候，現今已被廣

泛種植為庭園樹。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辛、甘且性微溫，具有化痰散瘀、暖胃平肝及益腎散寒的

功效，主要用來治療胃痛、牙痛、風濕麻木、筋骨疼痛、痰飲咳喘、腸風血痢、疝瘕、肝

胃氣痛…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撒奇萊雅、排灣

【生態/性狀描述】 桂花為木犀科木犀屬的常綠灌木或小喬木，株高可達3.5公尺，全株整

體平滑，淡灰褐色的分枝多具木質莖，樹皮呈灰白色。單葉對生，葉片形狀呈略帶革質細

鋸齒的狹長橢圓形或長橢圓狀披針形，長約5-11公分，寬約3.5公分，葉柄長約1公分，葉

片上面濃綠而平滑無毛，葉背綠色而粗糙。秋季盛開許多顏色且帶有香氣的小花，有白

色、金黃色及橙黃色，花軸上著生的小花有花梗，由下往上開放，花徑約0.7公分，具長

細弱花梗。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長橢圓形的黑色核果，長約0.5-1.5公分，內含有1枚種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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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梗
【學名】 Platycodon grandiflorum (Jacq.) A. DC.
【科名】 桔梗科（Campanulaceae）

【屬名】 桔梗屬

【俗名】 包袱花、鈴鐺花、僧帽花、符蔰、白藥、利如、梗草、盧如、房圖、薺苨、

  苦梗、苦桔梗、大藥

【英名】 P. grandiflorus、Platycodi Radix

【族語】 布農 Buhtung Tu Ismud、撒奇萊雅 Ciken

【分布環境】 喜歡生長在涼爽而日光充足的環境，因此常常可以在山地林中發現之。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辛、苦且平，具有開宣肺氣、袪痰排膿、鎮咳保肝、消炎

解熱、抗氧化、抗發炎等功效，主要用來治療多種疾病，例如：支氣管炎、扁桃腺炎、膿

痰癰瘡、口瘡、聲音嘶啞、氣滯胸悶、小便不利、大便秘結…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

【生態/性狀描述】 桔梗屬於桔梗科桔梗屬的多年生草本植物，莖直立向上生長，不依附他

物，株高約50-100公分，全株光滑無毛，莖柔軟多汁，常被風吹倒了也不會折斷，富於彈

性，長圓錐形或圓柱形的根粗大而肉質，外皮呈黃褐色或灰褐色。單葉對生，葉片形狀呈

無柄且銳鋸齒緣的長卵形或披針形。在7-9月開出藍紫色、白色或黃色的大花，花軸上著

生的小花有花梗，由下往上開放，鐘狀的花萼具5裂，雄蕊有5枚。8-10月結出的果實為倒

卵形的蒴果，內含黑色且具光澤的卵形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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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樹
【學名】 Morus alba L.
【科名】 桑科（Moraceae） 

【屬名】 桑屬

【俗名】 白桑、蠶桑、蠶仔樹、鹽桑仔、娘仔桑、桑材仔、蠶仔葉樹、冬桑葉、蠶仔桑、

  桑葉、家桑

【英名】 Mulberry

【族語】 布農 Pakaun、撒奇萊雅 Adidem、魯凱 Taliwdru、鄒 Taniucu、卑南 Talriyuz、

  排灣 Lisu、雅美 Pasek、泰雅 Kiriyutu

【分布環境】 原產地在中國大陸、台灣及琉球的桑樹，其枝、葉、果、樹皮都有其作用，

這樣子功能性極高的植物大部分都分布於中低海拔的山地及平原，在此可常常發現其蹤

影。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苦、平、甘、略酸且小寒性涼。具有瀉肺平喘、利水消

腫、袪風清熱的功效。主要用於治療肩臂關節酸痛麻木、風熱感冒、肺熱燥咳、心悸失

眠、精神衰弱等、利尿水腫…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卑南、排灣、魯凱、泰雅

【生態/性狀描述】 桑樹為桑科桑屬的落葉大灌木或小喬木，其枝幹佈滿皮孔。單葉互生，

葉片形狀呈闊卵形及掌狀裂葉形，葉緣為銳鋸齒狀。新葉與花同時在初春綻放，雌雄異株

或同株，異花序，雄花由單性花組成的一種穗狀花序，但總軸纖弱下垂，花(或果)成熟後

與花序軸一起脫落。雌花多數密集生於一短而寬，平坦或隆起的總托上，形成一頭狀體。

只有雌株會結橢圓球形的肉質聚花果，每年4-5月成熟，熟後變成紫黑色且長約1-3公分的

桑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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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金孃
【學名】 Rhodomyrtus tomentosa (Ait.) Hassk.
【科名】 桃金孃科（Myrtaceae）

【屬名】 桃金孃屬

【俗名】 山稔、崗稔、當梨、稔子、山乳、豆稔、山旦仔、多蓮。水刀蓮、紅棯、哖仔

【英名】 Downy Rosemyrtle

【族語】 布農 Maluspingaz Tu Halup、撒奇萊雅 Tawcinyang、鄒 Mamiriki Kunavan

【分布環境】 桃金孃常可以在台灣中低海拔地區的森林、山麓較乾燥丘陵、坡地、山路旁

等發現其蹤跡，尤其是宜蘭、台北、台東、綠島等地區分布更為廣泛。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甘、澀且平，不僅可以活血通絡、收斂止瀉、袪風除濕，

還可以補血安神、止痛止血等等。主要用來治療風濕骨痛、消化不良、肝炎、痢疾、崩

漏、脫肛、燒燙傷、頭痛、病後體虛、遺精、耳鳴、跌打瘀血..等症狀。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雅美

【生態/性狀描述】 桃金孃屬於桃金孃科桃金孃屬的常綠性灌木植物，株高可達2.5公尺以

上，具多分枝，單葉對生，葉片形狀呈帶厚革質且全緣光滑的橢圓形或倒卵形，長約6公

分，寬約3公分左右，葉背佈滿灰白色的毛茸。夏季開出廣倒卵形且為粉紅色的5瓣花，花

軸頂端著生一朵小花，兩側分枝上再形成小花，具5片花萼，多數雄蕊，1枚雌蕊。開花後

結出的果實為橢圓形的漿果，初為綠色，成熟後漸漸變成紅色或紫黑色，內含種子數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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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渴草
【學名】 Ruellia tuberosa L.
【科名】 爵床科（Acanthaceae）

【屬名】 蘆莉草屬

【俗名】 塊莖蘆莉、球根蘆莉、翠蘆莉、紫花蘆利草、蘆莉草

【英名】 Britton's Wild Petunia、Britton Ruellia

【族語】 布農 Pisuka Madihu Tu Ismud、鄒 Cuun Para 'Akia Mecu'u、雅美 Kazaskas、

  撒奇萊雅 Ngaloh

【分布環境】 原產於墨西哥，其生性強健，適合種植在台灣平地上，因此常拿來當作園藝

作物。

【藥效/部位】 性味：葉：微苦、辛、寒，有小毒。全草可治療糖尿病，故名消渴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

【生態/性狀描述】 消渴草屬於爵床科蘆莉草屬，品種有高性及矮性之分，植株高約30-70

公分，莖呈紅褐色的四方形。單葉對生，葉片形狀呈線狀披針形。花期極長，遍及春至秋

每日皆花謝花開，開出藍紫色的花朵。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長條形的黑色蒴果，長約1-3

公分，由兩個或兩個以上心皮的複子房發而成，成熟時常3瓣裂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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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州常山
【學名】 Clerodendrum trichotomum Thunb. 
【科名】 馬鞭草科（Verbenaceae）

【屬名】 海州常山屬

【俗名】 山豬枷、臭牡丹、八角梧桐、臭梧桐、芙蓉根、臭桐、臭芙蓉、地梧桐、大青、

  楸葉常山、矮桐子、楸茶葉、百日紅、臭桐柴、臭牡丹樹

【英名】 Harlequin glorybower

【族語】 布農 Lukis Sampat、撒奇萊雅 Haycocangsan、卑南 Valrane'、排灣 Ribaroku

【分布環境】 海州常山常常可以在全境山麓至中低海拔地區的荒野、闊葉林邊緣、灌叢中

及疏林內發現其蹤跡，屬於中性的植物之一。

【藥效/部位】 性味：嫩枝、葉、花、果實、根：苦、辛、平。可祛風除濕、平肝降壓、解

毒殺蟲，治風濕痹痛、半身不遂、高血壓症、偏頭痛、瘧疾、痢疾、癰疽瘡毒、濕疹疥

癬。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卑南、排灣

【生態/性狀描述】 海州常山為馬鞭草科海州常山屬的落葉灌木或小喬木，其株高可達9公

尺以上，莖直立向上生長，不依附他物，分枝佈滿白或銹褐色的毛，老枝則呈灰白色帶有

皮孔。單葉對生，葉片形狀呈略帶紙質且全緣或疏齒緣的披針形至長橢圓形，長約9-19公

分，寬約4-10公分，葉柄長3-7公分，葉片兩面皆被毛，具有臭味。6-11月為花果期，開

出3至多朵的白色花朵，花軸頂端著生一朵小花，兩側分枝上再形成小花，具有4枚的雄

蕊。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藍色的球形蒴果，由兩個或兩個以上心皮的複子房發而成，成熟

時有多種開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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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
【學名】 Crossostemphium chinense (L.) Makino
【科名】 菊科（Compositae）

【屬名】 蘄艾屬

【俗名】 玉芙蓉、千年艾、蘄艾、白芙蓉、香菊、白香菊、白石艾、白艾

【族語】 布農 Sisila Ninav Tu Ismud、撒奇萊雅 Kalapa、雅美 Koyong、卑南 Puyung、

  魯凱 Langwdhadhipu

【分佈環境】 芙蓉於亞熱帶、熱帶島嶼與海岸礁石皆有分佈，因性喜陽光、乾燥之環境，

且又具有耐寒、耐旱、耐陰、耐鹽又抗風，是一種適應力、繁殖力都非常良好的一種物

種，四處都可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芙蓉具有消腫、止痰、去寒、解毒之療效，主要治療於風濕性關節痛、跌打

損傷、百日咳、胃痛、氣管炎、腫毒等疾病；也可以外用於損傷與皮膚病。整株都可以入

藥，為一種運用性極廣的藥用植物。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卑南、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芙蓉為菊科常綠多年生亞灌木植物，約30-70公分高，莖直立，但多分

枝，且佈滿了灰色毛，因枝葉盛多，而使植株外觀成帽狀，且具有香氣；葉全緣，互生於

枝端，倒披針形，葉柔軟具有革質，長約3-5公分，寬0.5-2公分。在秋冬季開花淡黃色，

花序為頭狀花序，頂生，呈半球形，直徑約0.3-0.7公分，絨毛多，為兩性花，周圍一列

是雌花，雄花雌花花均為黃色且呈管狀；芙蓉果實為瘦果，長橢圓形，有五稜，先端有麟

片，冠毛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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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金沙
【學名】 Lygodium japonicum (Thunb.) Sw.
【科名】 海金沙科（Schizaeaceae）

【屬名】 海金沙屬

【俗名】 鼎炊藤、玎璫髦、鬚鬚藥、鐵絲草、羅網藤、吐絲草、鳳尾草、蛤蟆藤、苦藤、

  珍中芼仔、珍中毛、藤中毛仔、金沙藤

【英名】 Japanese Climbing Fern

【族語】 布農 Lisavkuis Sia Sisila Ninav、撒奇萊雅 Kiwit、鄒 Tariri Morapurapu、

  阿美 A Ly Lu Lu、排灣 Sas、魯凱 Saisi、泰雅 Kanawaru、排灣 Sasuru

【分布環境】 台灣常在全境海拔600公尺以下林緣、山麓、路旁等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甘而性微寒，具有清熱解毒、通淋利水的功效，主要用來

治療熱淋尿熱、尿道結石、溼熱黃疸、咽喉腫痛、燙傷、感冒、牙痛、肝炎、帶狀疱疹…

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阿美、排灣、魯凱、泰雅、排灣

【生態/性狀描述】 海金沙為海金沙科海金沙屬的多年生攀援常綠草本蕨類，長約5公尺左

右，分枝多，具有白色的微毛。葉軸可無限生長，葉片形狀呈略帶紙質的闊線形，長約

3-5公分，寬約0.5公分，邊緣有鋸齒或不規則的分裂。卵形的孢子生於葉背，排列成穗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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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毛蕨
【學名】 Blechnum orientale L.
【科名】 烏毛蕨科(Blechnaceae)

【屬名】 烏毛蕨屬

【俗名】 山蕨貓、蜈蚣樹、赤蕨子

【英名】 Oriental blechnum

【族語】 布農 Lilidaing、撒奇萊雅 Sitinpako、魯凱 Talisabange、鄒 Tariri Tan'a'a

【分佈環境】 烏毛蕨主要分佈於亞、澳洲、馬來西亞等亞熱帶地區，在台灣常在中低海拔

以下山區發現其蹤跡，性喜陽光，非常耐光又耐旱，最適合生長在向陽坡地。

【藥效/部位】 根莖味苦性涼。根莖有清熱解毒、殺蟲、止血之功效，可治流行性感冒、B

型肝炎、腮腺炎、斑疹、傷寒、腸道寄生蟲、衂血、吐血、血崩。嫩葉可消炎，搗敷腫

毒。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魯凱、鄒

【生態/性狀描述】 烏毛蕨為烏毛蕨科中大型直立蕨類，莖幹雖短但植株可生長至100公分

高，具有鱗片且為線狀披針形，深褐色，基部較闊可達0.5公分以上。烏毛蕨整株皆無

毛，為一回羽狀複葉，小羽片呈線狀披針形，長約10-15公分，基部羽片緊緊的縮成耳

狀，葉脈平行。其孢子囊群著生在中脈的兩側。孢膜沿羽狀複葉邊緣生長，形成一個長線

形，單邊開裂朝向羽軸，剛生出的幼葉呈捲曲狀且為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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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面馬
【學名】 Plumbago zeylanica L.
【科名】 藍雪科（Plumbaginaceae）

【屬名】 烏面馬屬

【俗名】 白花丹、白花藤、白雪花、白皂藥、山波苓、照藥根子、一見消、烏面馬、

  火靈丹、假茉莉、猛老虎、白花岩陀、錫蘭藍雪、小雞髻

【英名】 Ceylon Leadword

【族語】 布農 Tasasikis Tu Dahis、撒奇萊雅 Omima、鄒 Karavung Capai Tan'a'a

【分布環境】 在台灣全島低海拔的灌叢及草原中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辛、苦且性微溫，帶有小毒，具有祛風止痛、活血散瘀、

通經殺蟲之功效，主要用來治療風濕性關節炎、經閉、心胃氣痛、肝脾腫大；跌打損傷、

惡毒腫瘡、疥癬、扭挫傷…等症狀。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烏面馬屬於藍雪科家族成員之一，為多年生的半蔓性亞灌木，株高約

2-4公尺，全株整體光滑

無毛，其分枝多具有細

稜，節呈紅色。單葉互

生，葉片形狀呈略帶紙

質且全緣或微波狀而無毛

的矩圓狀卵形至卵形，長

約5-11公分，寬約2-4公

分。花期在夏季，花多數

無柄，排列於一不分枝的

主軸上，長約0.8公分的

管狀花萼具5稜，雄蕊具

有5枚。秋冬兩季結出的

果實為膜質的長橢圓形蒴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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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桕
【學名】 Sapium sebiferum (L.) Roxb.
【科名】 大戟科（Euphorbiaceae）

【屬名】 烏桕屬

【俗名】 烏果樹、蠟油樹、木梓樹、瓊仔樹、卷子樹、木蠟樹、木油樹、木樟樹、虹樹、

  蠟燭樹

【英名】 Chinese Tallow Tree

【族語】 布農 Panduan Hazam Tu Lukis、撒奇萊雅 Alilolo、鄒 Capai Tan'a'a、

  卑南 Palratri'、魯凱 Alragu

【分布環境】 在台灣宜蘭、桃園、台中、台南的山坡、路旁或堤岸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甘、涼且性微溫，帶有毒，具有利水消積、殺蟲解毒、拔

毒消腫等功效，主要用來治療臌脹、癥瘕機聚、二便不通、濕疹疥癬、疔毒瘡疥、濕疹、

蛇傷、陰道炎、皮膚皺裂、水腫…等等症狀。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卑南、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烏桕為大戟科烏桕屬的落葉性大喬木，其樹皮呈灰褐色，上有深縱裂

紋，老時會有剝落的現象。單葉互生，葉片形狀呈略帶紙質而平滑的菱形，長約7公分，

寬約4公分，葉柄約為2公分，有兩腺體分泌蜜汁，與螞蟻有共生的現象，葉片上面呈濃綠

色，葉背面則為蒼色，到了秋季樹葉轉為鮮紅色。3-6月開黃綠色的小花，花有柄，花軸

上著生的小花有花梗，由下往上開放，花序頂部為雄花，基部為雌花。9-11月結出的果實

為近球形的蒴果，徑約0.5-1.5公分，由青綠色漸漸轉成黑色，內有3粒的白色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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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瓣八仙花
【學名】 Hydrangea angustipetala Hayata
【科名】 虎耳草科（Saxifragaceae）

【屬名】 八仙花屬

【俗名】 常山、窄瓣繡球

【英名】 Hydrangea angustipetala hayata

【族語】 布農 Vavau Makuis Tu Puah、撒奇萊雅 Palongacay、鄒 Vungavung Aaru Rapi'i

【分佈環境】 在台灣主要分布於中高海拔地區，狹瓣八仙花性喜陽光，耐陰、耐潮濕，非

常適合當作景觀設計、庭院造景之物種。

【藥效/部位】 性味：根、葉：辛、酸、涼，有小毒。根可用於解毒、祛痰、截瘧，治療瘧

疾、胸腹脹滿、瘰癧；外用治癬癩。葉可治消渴症、高血壓症。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狹瓣八仙花為八仙花科灌木植物，株高約200-400公分，分枝甚多，幼

嫩部分皆具有柔毛。葉對生，冬季時會落葉，具有薄革質，葉長約5-12公分，寬2-4公

分，為披針形，呈腺狀鋸齒緣，葉為黃綠色，有毛。花小形，為子房半下位。花序為聚繖

花序，頂生，外緣花無繁衍功能，瓣狀萼片有3-4枚，大小和形狀都不一樣。狹瓣八仙花

果實為蒴果，球形，直徑約0.3-0.4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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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布子
【學名】 Cordia aspera G. Forst. 
【科名】 紫草科（Boraginaceae）

【屬名】 破布子屬

【俗名】 布渣葉、簑衣子、破布葉、麻布葉、爛布渣、布包木、破布樹、蘚寶葉、破子、

  破布木、樹子仔、破果子

【英名】 Cummingcordia，Sebastan Plum Cordia

【族語】 布農 Pa-Naza、撒奇萊雅 Adawas、泰雅 Tatugatun、鄒族 'unnang、排灣 Vale、

  卑南族 'alrulrang、雅美 Kaniket、魯凱 Kulavase

【分布環境】 原產於中國大陸華南地區之廣東、福建、海南島一帶及台灣等地，現今在台

灣常分布於南部地區較多，尤其是台南縣左鎮、玉井、大內；嘉義縣大埔、義竹等分布較

為廣泛。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甘、辛且平，具有毒，不僅可以行氣止痛、鎮咳緩下，還

具有化痰止咳、解毒整腸的功效在，因此常用來治療心胃氣痛、子宮炎、跌打、緩下、久

年傷、肺出血、高血壓…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族、卑南族、排灣、魯凱、泰雅

【生態/性狀描述】 破布子是紫草科破布子屬的落葉小喬木，樹皮呈灰白色，老莖上會有明

顯的裂痕，新長的枝幹佈滿白點。單葉互生，葉片形狀呈波狀緣的卵形。開花期開出淡紫

色或淺黃色的小花，具有5枚雄蕊。開花後隨即結果，結出橢圓形的核果，由綠色漸漸轉

為金黃色，期果皮含乳白色的粘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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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靨花
【學名】 Spiraea prunifolia (Hayata) Li var. pseudoprunifolia
【科名】 薔薇科（Rosaceae）

【屬名】 繡線菊屬

【俗名】 假李葉繡線菊

【英名】 Taiwan bridal wreath spiraea

【族語】 布農 Mahahainan Tu Puah、撒奇萊雅 Balobalo、鄒 Vungavung Macaca

【分佈環境】 原產於台灣，為台灣特有種，主要分布於台灣中低海拔的森林中。

【藥效/部位】 性味：根：辛、微溫。根可以退熱、解毒，治發燒、咽喉腫痛。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笑靨花為薔薇科落葉灌木植物，小枝細弱具稜，毛光滑。葉為橢圓形，

前端有鋸齒狀，長約2-6公分，葉表面有毛或光滑，葉背面具毛且密集。花為雌雄同花，

無柄之繖形花序，有5個花瓣，圓形，為白色，大小约在0.5-1公分左右，花萼有五裂，呈

三角狀。笑靨花果實為蓇葖果，表面光滑且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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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茉莉
【學名】 Clerodendrum chinense (Osbeck) Mabberley
【科名】 馬鞭草科（Verbenaceae）

【屬名】 海州常山屬

【俗名】 臭梧桐、重瓣臭茉莉、大髻婆、臭牡丹、屎茉莉、白靈藥

【英名】 Philippine Glorybower

【族語】 布農 Mahangsu Tu Ismud、撒奇萊雅 Comoli、魯凱 Pakalringulringulu、

  鄒 Cuun Sasovu

【分布環境】 常分布於台灣北部地區、嘉義村落附近及山野。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苦、辛且平，具有袪風利濕、化痰止咳、活血消腫的功

效，主要用來治療風溼關結痛、腳氣水腫、跌打扭傷、痔瘡脫肛、慢性骨髓炎、帶下、咳

嗽、癰瘡腫毒、高血壓…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臭茉莉為馬鞭草科海州常山屬的常綠性灌木，株高可達3公尺以上，莖

直立或斜上生長，具多數四方形的分枝。單葉對生，葉片形狀呈略帶紙質且全緣或不齊波

狀齒牙緣的卵圓形，長約15-20公分，寬約13-19公分，葉片上面為光澤的綠色，葉背則為

淡綠色，幼時兩面皆佈滿白色的綿毛，葉柄長4.3公分。開花期開出許多白色或先端略帶

淡紫色的重瓣花，花軸頂端著生一朵小花，兩側分枝上再形成小花，長約1.2公分的倒圓

錐形花萼具5深裂。開花後結出球形的果實，但其實結果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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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草
【學名】 Salvia plebeia R. Brown
【科名】 唇形科（Labiatae）

【屬名】 蒿屬

【俗名】 七層塔、雪見草、土荊芥、賴斷頭草、小本七層塔、織理仔草、蝦蟆草、

  節毛鼠尾草、薺薴蛤蟆草

【英名】 Salvia plebeia

【族語】 布農 Ismud Linkin、撒奇萊雅 Calahcah、鄒 Cuun Karingking

【分佈環境】 荔枝草分佈極廣，喜歡生長於溫暖地區，繁殖容易，在台灣四處都可發現，

現在都普遍於人工栽植。

【藥效/部位】 荔枝草味辛性涼，具有解熱、消腫、止血與幫助排尿等療效，主要治療於肝

病、喉嚨腫痛、治水腫、便血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荔枝草為唇形花科的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生長非常迅速，約20-70公

分高，且具有毛。葉基圓或楔形、先端尖、葉緣為齒緣；葉具柄，且對生，為長卵或披針

形，長約3-7公分，寬約4公分；花序為總狀花序，頂生，由層層集成穗狀形成。花萼外觀

似鐘，花冠呈紫色、先端有上唇2裂，下唇3裂。發育雄蕊有2枚，且伸出花冠外。開花期

在1-5月，大多為一年生長2次。荔枝草果實非常小，為堅果，倒卵圓形，顏色為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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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陳蒿
【學名】 Artemisia capillaris Thunb.
【科名】 菊科（Compositae）

【屬名】 艾屬

【俗名】 龍艾、青蒿草、綿茵陳、蚊仔菸草、茵陳、草蒿草、茵蔯蒿、環保蚊香青

【英名】 Mosquito wormwood 

【族語】 布農 Hu-Nungaz、撒奇萊雅 Alangdis、排灣 Taraozyon、魯凱 Alalenge、

  卑南 'Ulrung

【分布環境】 在台灣全島平地至中海拔地區的砂地、路旁、海濱、溪谷、及河床地等發現

它的蹤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苦、辛且性微涼，具有清熱消炎及利尿的功效，主要用來

治療感冒、黃疸、胃炎、腰扭傷、小便不利、風癢瘡疥、傳染性肝炎、跌打新傷、頭痛、

腹痛、治身體風痛…等症狀。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卑南、魯凱、排灣

【生態/性狀描述】 茵陳蒿為多年生草本植物，屬於菊科艾屬的一員，植株高約50-110公

分，其莖直立向上生長或略呈傾臥狀，紫紅色的分枝多且表面具有縱條紋，老莖木質化無

毛。單葉互生，根生葉具柄，莖生葉無柄且基部抱莖。夏秋兩季開出綠白中帶點微紫的花

朵，徑約0.15公分，花序主軸上再生分枝，於分枝上再著生互生的小花，整個花序呈圓錐

狀。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長橢圓形的瘦果，內含1枚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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茴香
【學名】 Foeniculum vulgare Gaertn.
【科名】 繖形科（Umbelliferae）

【屬名】 茴香屬

【俗名】 香絲菜、蘹香、客人芫荽、臭芫荽、茴香八角珠、小茴香、土小茴、南茴香

【英名】 Fennel

【族語】 布農 Ma-Ansum Tu Ismud、撒奇萊雅 Yamso、鄒 Cuun 'Iciuru、

  雅美 Angno So Yakan

【分佈環境】 茴香原產地中海國家沿岸，性喜冷涼氣候，台灣大部份分布於充足的日照與

排水好的土壤的低海拔山坡與產業道路中。

【藥效/部位】 茴香味辛性溫，對於消化不良與食慾不振有很好的療效，而且它對毛細孔粗

大與防皺有很好的幫助，是女生的美容聖品。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雅美

【生態/性狀描述】 茴香為繖形花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植株高約90-200公分，具有強烈香氣

所以耐蟲害，易栽培。莖生葉且互生，葉藍綠色，纖細，葉片3-4回羽狀分裂，線形，葉

基部為鞘狀且抱莖；花序為複繖形花序頂生，花黃色，具有5個花瓣。果實是由二分果合

成，為雙懸果，長約0.6公分，褐色，長橢圓形，具縱稜數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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釘地蜈蚣
【學名】 Torenia concolor Lindl.
【科名】 玄參科（Scrophulariaceae）

【屬名】 倒地蜈蚣屬

【俗名】 地娛蜙、過路蜈蜙、倒地蜈蜙、四角銅鐘、蜈蚣草

【英名】 Formosan Torenia

【族語】 布農 Takisia Dalah Tu Hahapis、雅美 Kadowanovalino'zikaralilipwan、

  鄒 Cuun 'Araripang 'Unai、撒奇萊雅 Alsalap

【分佈環境】 原產於台灣、中國、印度等中低海拔地區，終年都會開花，喜歡生長於潮濕

的林緣、岩壁與產業道路上。

【藥效/部位】 釘地蜈蚣具有清熱、消炎等療效，主要治療於痢疾、中暑、燙傷、腫痛與外

傷腫痛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

【生態/性狀描述】 倒地蜈蚣屬於玄參科一年或二年生匍匐性草本植物，莖非常纖細，且方

形有四稜，長可達40公分以上；葉為對生，卵或心形，具有短柄，葉緣鋸齒狀，葉先端

銳形。一年四季都可以開花，花極大且為藍紫色，生長在斜坡草地上，非常明顯也非常

漂亮。花序為總狀花序，腋出或頂生，花梗比葉還要長。花萼呈筒狀，5條縱稜，花冠唇

形，上、下唇經常半開半張。倒地蜈蚣果實為蒴果，長橢圓形，果實成熟時會自動裂開，

其種子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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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醉草
【學名】 Hippobroma longiflora (L.) G. Don
【科名】 桔梗科（Campanulaceae）

【屬名】 馬醉草屬

【俗名】 許氏草、長冠花、同瓣草、長星花、麻辣草

【英名】 Star of Bethlehem、Long-flowered Laurentia、Shrub Hare-bell、Madamfate

【族語】 布農 Mapisbusuk Tu Ismud、撒奇萊雅 Pamacoy、鄒 Cuun Pakanava

【分布環境】 在台灣則可在台灣高雄縣六龜、美濃、旗山一帶常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效用：全草：具有有麻痹、止痛、解毒、消腫之效。全株具強烈麻辣味，對

於黏膜或皮膚會起強烈刺激反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馬醉草屬於桔梗科同瓣草屬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株高約14-34公分，莖

直立向上生長，不依附他物，全株整體佈毛。單葉對生，葉片形狀呈刻缺狀緣或粗鋸齒緣

且具柄的長披針形至長橢圓形，長4-9公分，寬2-3公分。夏秋兩季為花期，線條形的裂片

長約1.1公分；長細管狀的花冠其長約5-9公分。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甕形具縱稜的蒴果，

長約0.5-1公分，內含多數細小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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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蹄金
【學名】 Dichondra micrantha Urban
【科名】 旋花科（Convolvulaceae）

【屬名】 馬蹄金屬

【俗名】 小金錢草、荷包、肉錕飩草、金鎖匙、黃疸草、小馬蹄草、螺丕草、小銅錢草、

  酒杯窩、小蛤蟆碗、雞眼草、小燈盞菜、小迎風草、小碗碗草、小元寶草、落地金錢、

  金挖耳、九連環

【英名】 Dumbell dichondra

【族語】 布農 Tasasikis Tu Bantas、撒奇萊雅 Dapdap、鄒 Cuun 'Anuku Karavung

【分佈環境】 馬蹄金原產於台灣，為台灣特有種植物，性喜潮濕、陽光不需太多；通常在

產業道路、草叢中等可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馬蹄金味苦性涼，所以有降火氣、解毒、活血之功效。主要治療於痢疾、腫

痛、損傷等症狀。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馬蹄金為旋花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莖匍伏細長，可至35公分左右，單葉

互生，為簇生狀，腎形葉，葉背帶點毛，有7個出掌狀脈但不明顯，葉先端圓形微凹，葉

全緣基部為心形，葉面綠色且光滑，葉背淺綠色，有疏毛，花單生白色，生長於葉腋，寬

鐘形，具5深裂。小花會由葉下麵開出，綠中帶點黃，形狀像極了鈴鐺，花梗比葉柄短；

馬蹄金果實為蒴果，由2個分果構成，所以種子有兩粒且為球形黃褐色，有宿存花冠。開

花期在4月，大約在暑假(7-8月)為結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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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纓丹
【學名】 Lantana camara L.
【科名】 馬鞭草科（Verbenaceae）

【屬名】 馬纓丹屬

【俗名】 五色梅、五龍蘭、如意草、五彩花、臭草、臭金鳳、五雷丹、五色繡球、

  變色草、臭草花、七變花、頭暈花

【英名】 Common Lantana

【族語】 布農 Mahazumu Tu Puah、撒奇萊雅 Maintan、雅美 Masaang、鄒 Sama'u

【分布環境】 三百多年前由荷蘭人引進台灣進行栽培，現今以野生化於全灣各低海拔的山

野及海邊地區。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有甘、淡、涼且苦，並具有毒。不僅具有袪風止癢、解毒消

腫的功能，甚至還可以活血止血。常用來治療跌打、肺癆、風濕、敷治蛇傷及瘀腫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

【生態/性狀描述】 馬纓丹為常綠半蔓性灌木植物，屬於馬鞭草科的一員，株高1.5-3公

尺，全株佈滿逆向的銳刺並散發出一種刺激性異味。單葉對生，葉片形狀呈紙質且有柄的

綠色廣卵形。四季都開近無柄的花，多數密集生於一短而寬，平坦或隆起的總托上，形成

一頭狀體作繖房狀排列，花冠的顏色豐富，有黃、橙黃、淡紅、白…等色彩，雄蕊具有4

枚。結出成串的果實，其為球形肉質的核果，成熟時變成藍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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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木豆
【學名】 Desmodium heterocarpon (L.) DC.
【科名】 豆科（Leguminosae）

【屬名】 山螞蝗屬

【俗名】 山豆根、假土豆、千斤拔、木莢豆、野螞蝗、千金不換藤

【英名】 Leguminosae

【族語】 布農 Taptappaz Tu Lukis Bianu

【分佈環境】 在台灣低海拔、南部都也可發現，人工栽植也有漸漸增多的趨勢。

【藥效/部位】 假木豆味苦性平，具有解熱、保健脾臟、舒筋等療效，主要治療於骨折、風

濕痛、喉嚨痛、腹瀉與內傷出血。其整株都可入藥，利用性極高。

【使用族群】 布農

【生態/性狀描述】 假木豆為蝶形花科多年生灌木植物，幼枝佈滿了柔毛。葉為互生且全

緣，葉柄上具凹溝，小葉三枚，長橢圓或倒卵形，長約2-6公分，寬1-2.5公分，葉基楔形

或鈍圓形，葉先端漸尖，其側脈非常明顯，上表面被毛，葉背脈上有非常明顯的長毛。花

序為圓錐花序，紫色，腋生，且成對著生，長約0.5公分，總花梗短，花簇生呈頭狀，開

花期於夏秋季6-10月。假木豆果實為線形莢果，長約1.5-3公分，具4-9莢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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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酸漿
【學名】 Trichodesma calycosum Collett & Hemsl.
【科名】 紫草科（Boraginaceae）

【屬名】 碧果草屬

【俗名】 碧果草、琉璃酸漿

【族語】 布農 Taptappaz Mahaizu Tu Ismud、撒奇萊雅 Celinga、鄒 Ru'uvu Tamako、

  卑南 Lravilru、魯凱 Alabulru

【分佈環境】 假酸漿生長廣泛，主要分佈於中低海拔的山坡、樹叢、溪谷等地。

【藥效/部位】 常用來包裹傳統食物的材料，口感香嫩滑口，具生津、助消化功效。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卑南、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假酸漿為紫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株高約150-300公分。有多數分枝，

小枝有粗毛。葉單生或對生，全緣，為卵狀橢圓形，長約10-30公分，寬6-13公分，葉先

端銳尖，基部楔形，葉表面有光澤但粗糙，葉背為淡綠色且有毛；葉柄長約1.5-3公分，

有毛茸。花序為圓錐花序，頂生，白色或粉紅色花，花軸上佈滿了粗毛，苞片呈卵狀披針

形，花萼呈鐘形，具有5裂，裂片為卵狀三角形，雄蕊花藥背面有捲毛，花冠為圓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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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刀股
【學名】 Ixeris japonica (Burm.f.)Nakai var. litoralis(Kitamura)
【科名】 菊科（Compositae）

【屬名】 剪刀股屬

【俗名】 濱苦菜、沙苦苣

【族語】 布農 Halcis Tuhu、撒奇萊雅 Kawaitay、鄒 Cuun Siparapici

【分佈環境】 剪刀股主要分佈於海岸旁，是很典型亦最進化的濱海植物，喜歡生長在多沙

的環境中。 

【藥效/部位】 莖葉煮茶水飲用，可清涼解熱。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剪刀股為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莖匍匐於沙中，僅伸出葉片至地面。葉

互生，全緣且具長柄，線形至湯匙形，為鋸齒或具羽狀裂片，葉柄約2公分長。花莖腋出

約15-30公分高，具1-5朵頭花，且具長梗，直徑約2-4公分，花序為頭狀花序，黃色，由

15-24枚舌形花組成。剪刀股果實為瘦果，紡錘形，具白色冠毛，約0.6-0.8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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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爬藤
【學名】 Tetrastigma dentatum (Hayata) Li
【科名】 葡萄科（Vitaceae）

【屬名】 崖爬藤屬

【俗名】 三葉崖爬藤 、三葉青、毒葡萄、三腳虎、三葉葡萄

【英名】 Hemsley's Rockvine

【族語】 布農 Tungkalapat Tu Valu、撒奇萊雅 Sakipoces、雅美 Komalat、

  鄒 'Uici 'Itan、卑南 Pilr Na Marenum、魯凱 Vaedre、排灣 Barsiada

【分布環境】 原產於台灣、琉球，屬於台灣特有種的植株之一，常常可以在本島低海拔地

區的灌木叢及平地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苦、澀且性平，具有生肌斂瘡的功效，因此常常用來治療

瘡傷。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卑南、魯凱、排灣

【生態/性狀描述】 崖爬藤為葡萄科崖爬藤屬的木質藤本植物，以卷鬚纏繞他物而爬升。單

葉互生，葉片形狀呈略帶紙質或革質且鋸齒緣的卵形至披針形，長約5公分，葉面呈帶有

臘光的深綠色，葉柄長約0.4公分。開花期開出十字型的淡綠色4瓣小花，在中央的一朵頂

生花，下面從花序梗頂生出二分枝，每枝頂上各生出一朵花。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綠色的

葡萄狀漿果，長約0.5公分，成熟後會漸漸變成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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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力
【學名】 Symphytum officinale L.
【科名】 紫草科（Boraginaceae）

【屬名】 康復力屬

【俗名】 康富力、康固力、康復利、康副利

【英名】 Comfrey

【族語】 布農 Pinsuma Tamasaz Tu Ismud、撒奇萊雅 Kangboli、魯凱 Tamaumaku、

  鄒 Cuun Ravuku、雅美 Mangapya

【分布環境】 康復力又稱為康固力，其原產於歐洲，而後引進台灣，分布於全台低海拔

處。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苦且性微涼，帶有毒性，具有補血、止瀉及防癌的功效，

主要用來治療高血壓、出血、止痢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康復力為紫草科康復力屬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株高約50-100公分，全株

佈滿白色的粗毛，莖具稜翼。單葉互生，葉片形狀呈為卵狀披針形，長約25-45公分，寬

約8-11公分，葉柄上部呈翼狀。開花期開出的花為廣筒形，有白、黃、紫等色，淺鐘形花

冠其先端5裂，具有5裂的萼片及5枚的雄蕊。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四分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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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蕨
【學名】 Nephrolepis auriculata (L.) Trimen
【科名】 蓧蕨科（Oleandraceae）

【屬名】 腎蕨屬

【俗名】 腎蕨、鳳凰蛋、山豬腎子、山雞蛋、羊齒、鐵雞蛋、山豬蘭弗、天鵝抱蛋、

  雉雞蛋、鹽雞蛋、山檳榔、玉羊齒、圓羊齒、蜈蚣草、篦子草、石黃皮、野雞蛋、

  石蛋果、蛇蛋參、馬騮卵

【族語】 布農 Mahazumu Tu Lili、撒奇萊雅 Kabotolay、鄒 Tariri 'Iciuru、卑南 

Triyatriyaran、阿美 Bu Dor Nu E Du、魯凱 Kavuvuthuru

【分布環境】 屬於台灣原生種的植株之一，常常可以在山林下的石隙中或溪旁發現其蹤

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甘、淡、澀且性涼，無毒，具有清熱利濕、解毒消腫、止

咳消積、清涼止渴的功用，主要用來治療多種疾病，包括咳嗽、痢疾、腎炎、高血壓、乳

腺炎、小便不利、跌打內傷、泌尿系統感染、刀傷、眼病、蜈蚣咬傷、頸部慢性淋巴結

炎、疝氣、黃疸、乳房腫痛…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卑南、阿美、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球蕨為骨碎補科的多年生附生及土生植物，株高約35-55公分，下部有

葡匐莖向四方橫展呈粗鐵絲狀，而上面生有無數卵狀球形的半透明塊莖，外被黃棕色絨

毛。葉片呈簇狀長出地面，葉片形狀呈光滑且圓齒狀的披針形，長約1-3公分，寬約0.5公

分，葉柄長約5-10，葉面無毛。群圓形的孢子囊群著生於邊緣內小脈的頂端，沿著中脈兩

旁各有1行，具有圓腎形的苞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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硃砂根
【學名】 Ardisia crenata Sims
【科名】 紫金牛科（Myrsinaceae）

【屬名】 紫金牛屬

【俗名】 萬兩金、紅銅盤、大羅傘、走馬胎、平地木、雨傘子、火龍珠、鐵雨傘、水龍珠

【英名】 Coral Ardisia、Hilo Holly

【族語】 布農 Madanghas Tu Lamis、撒奇萊雅 Kapocoay、鄒 Parina

【分布環境】 在台灣則常在全省海拔600-1900公尺的山野、闊葉林及林緣中發現它的蹤

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苦、辛且性微涼，具有清熱解毒、消炎散瘀、活血止痛及

抗菌消腫的功效，主要用來治療上呼吸道感染、咽喉腫痛、黃疸、痢疾、林巴結炎、勞傷

吐血、心胃氣痛、跌打損傷、睪丸炎、丹毒…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硃砂根屬於紫金牛科紫金牛屬的常綠性小灌木，株高可達50-130公分。

全株整體平滑，小枝纖細

呈灰褐色，枝與莖有明顯

的節。單葉互生，葉片形

狀呈略帶厚紙質且波浪狀

的橢圓形或橢圓狀披針

形，葉片上面呈深綠色，

葉背則呈灰綠色或紫紅

色並帶有腺點。初夏之際

開出白色且具有紫色小點

的花朵，萼片呈三角狀卵

形，花冠有淡紅色或白色

之分。冬季結出的果實為

鮮紅色的橢圓漿果，徑約

0.6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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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葉饅頭果
【學名】 Glochidion rubrum Blume
【科名】 大戟科（Euphorbiaceae）

【屬名】 饅頭果屬

【俗名】 光葉饅頭果、細葉饅頭果、饅頭果、細葉赤血仔

【族語】 布農 Makuis Lisaz Mantu Tu Las、撒奇萊雅 Mantoko

【分佈環境】 原產地在台灣、馬來西亞，所以為台灣原生種，且遍及台灣中低海拔，尤其

在八卦山最容易發現。

【藥效/部位】 民間常使用細葉饅頭果的嫩葉來治療風濕痛與神經痛。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

【生態/性狀描述】 細葉饅頭果為一種常綠小喬木植物，少數幼小時有毛，長大後全株無

毛；葉互生且形倒卵或長橢圓狀卵形狀，葉全緣，葉長約4-7公分，寬2-4公分；花為雌雄

同株，為黃綠色，聚繖花序長於葉炳基部上，所以細小又不起眼；可是其果實非常大，外

觀像極了小南瓜，為蒴果，成熟的種子為紅色，具有短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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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蓮豆草
【學名】 Drymaria diandra Bl.
【科名】 石竹科（Caryophyllaceae）

【屬名】 荷蓮豆草屬

【俗名】 菁芳草、水藍草、對葉蓮、荷蓮豆草、河乳豆草、荷蓮豆舅

【英名】 cordata drymary

【族語】 布農 Holian Bainu Tu Ismud、撒奇萊雅 Holintaw、鄒 Cuun Horentau

【分佈環境】 目前生長全省中低海拔陰涼潮濕地，如沼澤、池塘中、溪流旁，是一種環境

適應性極好的植物。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苦，性涼，可幫助排尿、解毒，甚至可抗癌，主要治療小

兒胎毒、肝病、腸炎…等，治感冒發燒也有極好的療效。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荷蓮豆草為一年生的草本植物，莖細長且分枝多，最長約30公分，全株

綠色，葉為對生，長約1.2-2.3公分，寬0.5-2.6公分，且無毛，又具短柄、圓形、全緣。

花非常小，花淡綠色，為聚繖花序，花瓣有5枚，花徑0.5公分，萼片中具腺毛，花瓣深裂

至中部，荷蓮豆草果實為蒴果，且呈卵圓形。種子非常細小，扁平圓形，有乳狀突起，開

花期在3-9月。一般都利用種子繁殖但是繁殖率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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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苺
【學名】 Duchesnea indica (Andr.) Focke
【科名】 薔薇科（Rosaceae）

【屬名】 李屬

【俗名】 蛇盤草、龍吐珠、寶珠草、三匹風、地楊梅、三爪風、紅頂果、地梅

【英名】 Snake mockstrawberry

【族語】 布農 Mumulas Ivud、撒奇萊雅 Homhom、雅美 Paliget、鄒 'Unang Tan'a'a、

  卑南 Rungirung、魯凱 Tuku

【分佈環境】 蛇苺喜愛潮濕的環境，常生長於山坡草叢中、產業道路旁以及草原地。

【藥效/部位】 蛇苺在某些動物上會呈興奮作用、也有明顯的抗凝作用；在性味方面，帶點

甘、酸、寒但有小毒。主要治療於感冒發熱、咳嗽、白喉、阿米巴痢疾、月經過多…等；

外用可治療腮腺炎、毒蛇咬傷、眼結膜炎、疔瘡腫毒、帶狀皰疹、濕疹上都有極好的療

效。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卑南、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蛇苺為多年生草本，匍匐莖最長可達100公分，每個節都會發根。葉互

生，擁有長柄約4-8公分，基部有2枚托葉披針形，葉緣粗鋸齒，小葉長約2.5公分，全身

都覆蓋著軟毛。於春天結束前開花，花梗非常長，約6.2公分；花冠為黃色，直徑約1-2公

分，花瓣5片，為卵形，多雄蕊。蛇苺果實為聚合果約0.7公分，而果實上面的一粒紅紅的

是瘦果，而整個聚合果都著生於膨大的花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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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天草
【學名】 Uraria crinita (L.) Desv. ex DC.
【科名】 豆科（Leguminosae）

【屬名】 兔尾草屬

【俗名】 大本山青、狐狸尾、貓尾草、狗尾草、狗尾帶、狗尾射、狐狸尾、虎尾輪、

  山貓尾、兔尾草、貓尾草、牛春花、貓仔尾

【英名】 Hairy Uraria

【族語】 布農 Natuh、撒奇萊雅 Beko、鄒 Cuun Karacu Tacau、魯凱 Taevele

【分佈環境】 通天草就是俗稱的狗尾草，主要生長於台灣中南地區，分佈極為普遍，在路

邊、產業道路旁、山區中都可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通天草味甘性溫且無毒，具有止咳、止血、解毒、解熱、潤喉之療效，主要

治療於小朋友發育不良、幫助排尿、腫毒、外傷出血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通天草為蝶形花科一年生草木植物，株高約25-55公分；葉互生且有柄

為羽狀複葉，小葉3-7片，葉形為橢圓形，長約15-25公分，寬5-10公分，葉全緣，先端短

短的尖銳，葉基圓或心形，葉面無毛，背面帶點柔毛。花序為總狀花序，頂生，形成穗

狀，達25公分以上，形似狗尾，所以俗稱為狗尾草。通天草花生長的非常密集；但其萼管

短；花冠為蝶形，紫色；雄蕊二體，為子房上位。開花期在夏季5-7月，結果期於夏秋季

7-9月。通天草果實為莢果，廣卵形，有2-4節，且重疊，帶點短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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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脫木
【學名】 Tetrapanax papyriferus (Hook.) K. Koch
【科名】 五加科（Araliaceae）

【屬名】 通脫木屬

【俗名】 通草、花草、蓪草

【英名】 Pith plant、Rice paper-plant

【族語】 布農 Natuh Tu Lukis、撒奇萊雅 Badetoh、鄒 Canapo、魯凱 Taungu

【分佈環境】 常分佈於台灣各地中海拔500-1800公尺的向陽灌叢中。

【藥效/部位】 通脫木性味帶點甘，性涼。主要治療於排尿不便，也有清涼、熱解、紓解鼻

塞、刺激乳汁之功效，也用於治療淋病上。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通脫木為一種灌木植物，株高大約200-400公分，樹幹具不規則的條

裂，小枝條具有葉痕，葉大、生長於樹頂，單葉、具長柄，柄長約55公分；葉片長40-70

公分，寬20-55公分，葉呈卵狀橢圓形，葉緣為鋸齒緣，掌狀分裂，嫩葉具星狀毛；葉柄

非常光滑，長約50公分，花序呈繖形花序作圓錐狀排列；花軸呈被放射狀絨毛，花綠白

色，為4倍數，花瓣橢圓形4-5瓣；雄蕊4-5個；柱頭亦2個，花軸密被，通脫木果實為核

果，似球形，成熟的時候會變成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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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木瓜
【學名】 Stauntonia obovatifoliola Hayata
【科名】 木通科（Lardizabalaceae）

【屬名】 野木瓜屬

【俗名】 木通葉、六葉野木瓜、心基六葉野木瓜、七姊妹藤、橢圓葉石月、溪頭野木瓜、

  那藤、石月、牛藤、心葉石月、野人瓜、七葉蓮

【英名】 Sixleaves Stauntonvine

【族語】 布農 Maikitmazav Tu Salitung、泰雅 Gokkohu Yungai、鄒 Seritung Rumura、

  排灣 Mu'Kui、撒奇萊雅 Kakowa

【分布環境】 台灣常在全省及蘭嶼低中海拔的山坡灌叢、闊葉林內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苦且性微寒，不僅可以袪風散瘀、利尿消腫，還可以強心

鎮靜及止痛。主要用來治療風濕痹痛、跌打損傷、術後疼痛、神經性疼痛、小便不利、蛔

蟲病…等症狀。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排灣、泰雅

【生態/性狀描述】 野木瓜為木通科野木瓜屬的常綠性木質藤本植物，株高可達10公尺，圓

柱形的莖為灰褐色，全株整體光滑無毛。掌狀複葉對生，小葉形狀呈全緣且稍革質的長圓

形或長卵圓形，長約5-10公分，寬約3公分，葉柄長約6-9公分，葉片上面平滑，葉背呈粉

白色帶有斑點。5月開出白色或淡紅色有綠色暈的花朵，花有柄，花梗近等長，共同從花

序梗的頂瑞生出，形如張開的傘，雌花雄花皆生長於同株直物，具有6枚雄蕊。9-10月結

出的果實為卵形或長卵形的菊黃色漿果，長約5-9公分，果肉為白色，內含多數黑色的種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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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牡丹
【學名】 Melastoma candidum D. Don
【科名】 野牡丹科（Melastomataceae）

【屬名】 野牡丹屬

【俗名】 王不留行、九螺仔花、大金香爐、山石榴、金石榴、金榭榴、埔筆仔、不留行、

  狗力仔頭、豬母草、地茄、豹牙郎木、活血丹、高腳山落蘇、吞口巴、氈子桿、毛足桿、

  野石榴、金石榴、金雞腿

【英名】 Common Melastoma

【族語】 布農 Takisilazan Tina Tu Puah、撒奇萊雅 Adipongpong、雅美 Anoyoy、

  鄒 Nipunavatu、泰雅 Kahbatuka、排灣 Katuru

【分布環境】 常出現在低海拔的山坡下，或是開闊的灌草叢中。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苦、澀及平，全草具有多種功效，像是清熱利濕、消腫止

痛、散瘀止血等。主要用來治療泄瀉、肝炎、產後腹痛、血栓性脈管炎、風濕跌打、食積

腹痛、跌打損傷…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泰雅、排灣

【生態/性狀描述】 野牡丹為野牡丹科的常綠性小灌木植物，植株高約1公尺，莖以鈍四稜

形或近圓柱形的形狀出現，單葉對生，葉片形狀呈堅紙質的卵形或廣卵形，長5-9公分，

寬3-5公分，葉片兩面被毛，葉柄約1-14公分長。5-7月開出約五朵玫瑰紅色或粉紅色的

花，花軸上互生花梗長短不一的小花，花軸下部的花柄較長而上部的較短，各花散開成平

面狀，花梗長0.5-1.5公分，花萼長約2公分，花瓣呈長3.5公分左右的倒卵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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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苦瓜
【學名】 Momordica charantia L. var. abbreviate Ser.
【科名】 葫蘆科（Cucurbitaceae）

【屬名】 苦瓜屬

【俗名】 小苦瓜、土苦瓜、野生苦瓜

【英名】 Kakorot、balsampear

【族語】 布農 Maikitmazav Mapais Tu Las、撒奇萊雅 Kakolot、鄒 Kuia Mami'aru、

  雅美 Akopad、卑南 La'ula'usan、阿美 Ka Ku Rut

【分佈環境】 原產地為亞洲，在台灣已經變成一種可以吃的野生植物了，主要生長在中、

南部低海拔的山區和荒蕪的空曠地。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甘，性寒，且無毒，有消暑解毒、降火氣、幫助排尿…等等

的功效，但是主要還是治療於國人常見的糖尿病與高血壓；由於野苦瓜果實中的「苦瓜

鹼」可以促進食慾，可以利用在一些正在發育而缺乏食慾的小朋友幫助進食。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卑南、阿美

【生態/性狀描述】 野苦瓜為葫蘆科一至二年生草質藤本，其植株蔓延約100-200公分，莖

細，且易斷，葉互生，長約2-7公分，寬1.5-3公分，腎圓形、葉緣為鋸齒狀、花單生於葉

腋，野苦瓜雌雄同株異花，雄蕊有三枚，雌蕊子房下位，花柱細長，擁有三枚柱頭，開花

後結成長卵形的瓜果，果體約一般苦瓜的1/11-1/15大，外表面有疣狀突起，內有4-6顆成

熟紅種子以及濃綠色未成熟果皮，成熟後的種子會自己彈跳出去，幫助繁殖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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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鞘薑
【學名】 Costus speciosus (Koenig) Smith
【科名】 薑科（Zingiberaceae）

【屬名】 鞘薑屬

【俗名】 樟柳頭、攀龍草、山蕉花、伯公拐、假黃梨、絹毛鳶尾

【英名】 Crepe Ginger、Wild Ginger

【族語】 布農 Nitu Tinsulpak Tu Duduk、撒奇萊雅 Tokona、鄒 Turang Namnam

【分佈環境】 主要分佈於中南部的平野或山區。

【藥效/部位】 閉鞘薑味辛性溫，全年都可以採收，但具有毒性，在消腫毒、止癢、退熱上

極有療效，主要治療於排尿不順、痲疹、損傷等症狀。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閉鞘薑為薑荷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株高可達100-500公分，有地下塊

根莖。莖為綠色有節且生長彎曲，莖與葉的交接處為紅色，葉為橢圓形或披針形，具鞘無

柄，緊抱莖部，且肥厚質軟，兩面光滑，中肋分明，葉背具白柔絨毛，全緣，先端尖銳，

基部鈍形，葉呈不對稱多齒狀。花序為穗狀花序，頂生，覆瓦排列；苞片為淡紅色；夏秋

開白色花，頂生，呈倒卵形，頂端具裂齒，呈波狀，花徑約6公分寬，像極了喇叭，也有

呈短穗狀花，外紅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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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腥草
【學名】 Houttuynia cordata Thunb.
【科名】 三白草科（Saururaceae）

【屬名】 蕺菜屬

【俗名】 臭嗟草、臭臊草、坪岑草、紫蕺、菹菜、紫背魚腥草、臭豬巢、蕺兒根、菹子、

  側耳根、豬鼻孔、九節蓮、折耳根、肺形草、臭腥草、蕺、蕺菜、狗貼耳、摘兒根

【英名】 Pig Thigh

【族語】 布農 Tuiskan Tu Ismud、撒奇萊雅 Smanoayam、鄒 Nototoi、雅美 Kanangot、

  泰雅 Katusan

【分布環境】 常見它分布在溝邊、溪邊或是潮濕的疏林之下。

【藥效/部位】 可以清熱解毒、消癰排膿、利尿通淋、抗菌等。主要用於治療肺熱咳嗽、小

便淋痛，外用可治療癰腫瘡毒或毒蛇咬傷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雅美、泰雅

【生態/性狀描述】 魚腥草為三白草科蕺菜屬的多年生草本植物，俗稱為豬鼻孔。該植株矮

小，高只約50公分左右，莖下部伏地呈白色，上部則直立無毛，長約25公分，節明顯且具

有縱稜，質地脆弱易折斷。單葉互生，葉片形狀呈紙質有腺點的卵形或闊卵形，約5-9公

分長，4-5公分寬的大小，上面是綠色，下面則常為紫紅色，兩面皆佈滿柔毛，葉柄細長

約2-3公分。在5-6月為開花季，花小而密不具柄，排列於一不分枝的主軸上，生於莖頂，

長約1-3公分，寬約1公分左右，雄蕊3枚，雌蕊1枚。在10-11月之時結出細小的球形蒴

果，裡面包含大量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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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葉莎草
【學名】 Cyperus alternifolius (Rottb.) K. subsp. flabelliformis
【科名】 莎草科（Cyperaceae）

【屬名】 莎草屬

【俗名】 輪傘草、傘草、雨傘草、破雨傘草、破雨傘、輪傘草、車輪草、傘莎草、風車草

【英名】 Umbrella Plant、Umbrella Sedge

【族語】 布農 Talulung Lisav Tu Ismud、撒奇萊雅 Lalapi、鄒 Cuun Tarucung、

  阿美 Samador、魯凱 Palralrawgu

【分布環境】 喜歡生長陰暗潮濕的環境，因此常可以在恆春半島的沼澤、溼地、河畔，或

是庭園、水生植物池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酸、甘、苦且性微涼，具有行氣活血及解毒之功效，因此

常用來治療瘀血作痛、蛇蟲咬傷等症狀。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阿美、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傘葉莎草為莎草科莎草屬的多年生常綠挺水性草本植物，株高約60-160

公分，圓柱形的莖直立向上生長，根莖粗壯而木質化。莖上的同一個環莖位置，只有一個

葉片生長，葉片依序一片一片排列在莖上，多數線形的葉苞片，於頂端螺旋排列成圓傘

狀。花由總苞葉間開出，由綠色變成紅褐色，花多數無柄，排列於一不分枝的主軸上，雌

雄同株或異株，具有3枚雄蕊，1枚雌蕊。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矩形或倒卵狀矩形的褐色瘦

果，長約0.1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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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樹
【學名】 Camptotheca acuminata Decne.
【科名】 珙桐科（Nyssaceae）

【屬名】 喜樹屬

【俗名】 旱蓮、水栗子、野芭蕉、千張樹、天梓樹、水桐樹

【英名】 Campthotheca Acuminata Tree

【族語】 布農 Manaskal Tu Lukis、撒奇萊雅 Siso、鄒 'Anvava

【分布環境】 在台灣南部地區有人將之栽種為藥用植物，也有少數種為行道園藝樹。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苦、澀且性為涼。不僅可以抗癌、清熱，亦可殺蟲及止癢。主

要用於治療胃癌、直腸癌、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等；外用則可用於治療牛皮癬。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喜樹是旱蓮/喜樹科或珙桐科的溫帶落葉大喬木，莖幹通直，但具有淺

縱裂呈現淺溝狀，樹皮則為淺灰色，幼枝條被柔毛且呈紫綠色。單葉互生，葉片形狀為紙

質的長橢圓形，長約15-25公分，寬約7-11公分，表面為亮綠色，葉柄長2-3公分。單性花

同株，近無柄，多數密集於平坦或隆起的總托上，形成一頭狀體，近球形，雌花為頂生，

雄花則為腋生。果實成熟後呈現黃褐色的線形翅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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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波
【學名】 Buddleja asiatica Lour.
【科名】 馬錢科（Loganiaceae）

【屬名】 揚波屬

【俗名】 海洋波、白埔姜、山埔姜、水楊柳、溪桃、野桃、白背楓、狹葉醉魚草、

  駁骨丹、獨葉埔姜、白魚號、白花洋泡

【英名】 Asiatic butterfly bush

【族語】 布農 Iangpo Tu Ismud、撒奇萊雅 Tatotoin

【分佈環境】 生於村邊、溪旁或山坡灌木叢中。

【藥效/部位】 揚波味苦性溫，帶點小毒，具有活血、殺蟲、去風等功效，主要治療於風濕

關節痛、骨折、婦女病、胃痛與腫毒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

【生態/性狀描】 揚波為馬錢科植物，約有100-200公分，葉全緣，對生且具短柄，披針

形，紙質，長約6-13公分，寬1-3公分。葉先端銳尖，基部銳形，葉背葉面有淡黃色毛，

托葉狹窄。全年四季都可以開花結果，花序為穗狀花序且瘦長，約8-15公分長，花序及

萼都具有褐色星狀短毛，腋生或頂生，花生長密集；小苞片呈線形，比萼長一點；萼為

鐘形，長0.3-0.5公分，有4裂，為三角狀長橢圓形。花冠筒形白色，長約1公分，略形彎

曲。雄蕊具4枚，著生於冠筒上，沒有花絲。為子房上位，具胚珠多顆。揚波果實為蒴

果，卵形，長約0.7-0.8公分，胞間開裂且具有宿存之萼與花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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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馬兜鈴
【學名】 Aristolochia zollingeriana Miq.
【科名】 馬兜鈴科（Aristolochiaceae）

【屬名】 馬兜鈴屬

【俗名】 卵葉馬兜鈴、耳葉馬兜鈴

【英名】 Zollinger Dutchmanspipe

【族語】 布農 Mataulin Tu Ismud、撒奇萊雅 Kalitobah、雅美 Kaneno Karkaringcing

【分布環境】 分布於全省低海拔200公尺以下之路旁、灌木、草叢、低地森林及林緣等，尤

其在恆春、香蕉灣、鵝鑾鼻、蘭嶼港口一帶更為廣泛。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苦、辛且性微寒，具有袪風止痛、止痰化咳、清熱下氣、

行氣利水、利濕消腫及平喘解毒等功能，因此常用來治療小便淋痛、水腫、風濕關節痛、

疔瘡癰腫、痢疾、肝炎、高血壓、疝氣、支氣管炎、癌症…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排灣

【生態/性狀描述】 港口馬兜鈴為馬兜鈴科馬兜鈴屬的常綠性藤本多年生植物，莖呈灰白

色，分枝為青綠色，老莖具有栓皮層，有縱形深裂出現。葉片形狀呈全緣至微波緣的闊卵

或腎形，長約6公分，寬約5公分，葉片上面光滑，葉背則有毛。3-5月開出3-4朵的淡紫色

的舌狀花，花有柄，花軸上著生的小花有花梗，由下往上開放。開花之後結出的果實為長

橢圓形具6稜的蒴果，長約5.5公分，寬約1.5公分，具有多數桃心形且具膜翅的種子，長

約0.6公分，徑約0.4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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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
【學名】 Lycopersicon esculeutum Mill. 
【科名】 茄科（Solanaceae）

【屬名】 番茄屬

【俗名】 柑仔蜜、甘阿蜜、草柿、臭柿、大粒柑仔蜜、西紅柿、小金瓜、番柿、六月柿、

  洋茄子、紅茄、毛臘果、洋海椒、紅柿、柑仔蜜

【英名】 Tomato

【族語】 布農 Matumatu、撒奇萊雅 Kamolaw、雅美 Tamato、鄒 'Arukariki Taatia、

  卑南 Kanavit、排灣 Damuni'Muni、魯凱 Takiyange

【分布環境】 在台灣全省各地都有的栽種。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甘、酸且性寒，具有多種功效，包括止渴生津、健胃消

食、淨化腎臟、涼血平肝、清熱解毒、降低血壓、增進食慾、防止肥胖、潤肌美膚等等，

常用來治療高血壓、夜盲症、牙齦出血、胃熱口苦、發熱煩渴、中暑、口渴、食欲不振、

眼底出血…等等症狀。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卑南、排灣、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番茄係屬茄科番茄屬的一至二年生草本植物，莖附有剛毛及油腺。單葉

互生，葉片深裂或羽裂，一枝葉柄長出兩枚或兩枚以上淺綠或深綠色的羽狀小葉。開花期

開出筒形且黃色的完全花，花序分枝成總狀排列，但每一分枝又為一聚繖花序，在中央的

一朵頂生花，下面從花序梗頂生出二分枝，每枝頂上各生出一朵花。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

球形、圓形或長橢圓形的紅或黃漿果，內含扁腎形的種子，覆灰色短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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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花酢漿草
【學名】 Oxalis corymbosa DC.
【科名】 酢漿草科（Oxalidaceae）

【屬名】 酢漿草屬

【俗名】 紫酢漿草、紅花酢漿草、大本鹽酸仔草、紅花鹽酸仔草、銅錘草

【英名】 Lavender Sorrel、Violet Wood-sorrel Oxalis

【族語】 布農 Madanghas Puah Tu Ismud、撒奇萊雅 Polecek、鄒 Purutu

【分布環境】 原產於南美洲熱帶地區，本省常常可以在耕地邊、路邊、荒地、庭園、安全

島、花盆、花圃中發現其成群的生長。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酸且性微寒，具有散瘀消腫及清熱解毒的作用，主要用來

治療疔瘡腫毒、咽喉腫痛、痢疾、跌打、毒蛇咬傷、小兒肝熱、驚風、肺炎、皮膚炎、香

港腳…等症。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紫花酢漿草為酢漿草科酢漿草屬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肥厚且地下麟莖

發達。葉片呈簇生狀，小葉形狀呈全緣平滑的綠色倒心型，由三片小葉所組成，有睡眠運

動，夜間會閉合下垂。全年開花，開出粉紅或紫紅色的喇叭花，花有柄，花梗近等長，共

同從花序梗的頂瑞生出，形如張開的傘。其開花但不結果，因此沒有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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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花蔓陀羅
【學名】 Datura metel L.
【科名】 茄科（Solanaceae）

【屬名】 曼陀羅屬

【俗名】 南洋金花、山茄子、鳳茄花、鬧洋花、風茄花

【英名】 Purple Datura

【族語】 布農 Madanghas Puah Tu Mantulu、撒奇萊雅 Mantolo、雅美 Alapa、

  鄒 Tapasu Tapangana、卑南 Paka'ungaw、阿美 Ka Dawn Gay

【分佈環境】 主要分布於低海拔的田野、濱海或溪谷地區。

【藥效/部位】 紫花蔓陀羅把花乾燥後具有鎮痛、止咳、麻醉、去風之療效，主要治療於驚

癇、支氣管炎、哮喘、牙痛、腳氣病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卑南、阿美

【生態/性狀描述】 紫花蔓為陀羅為茄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株高約65-150公分，且分枝多，

莖枝非常粗肥，枝皮灰白色；葉互生且全緣，具長柄，葉為長橢圓形，長約15-30公分，

寬5-10公分，葉基尖形，先端銳尖形，葉背葉面都光滑，葉面凹陷，葉背突起；花下垂

腋生。花萼筒形，長約7-11公分，先端有5裂，每個裂片先端都尖尖細細的。花冠為喇叭

狀，白色，佈滿了細毛。雄蕊有五枚，花絲與冠筒生長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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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背草
【學名】 Emilia sonchifolia (Burm. f.) Mattfeld var. javanica 
【科名】 菊科（Compositae）

【屬名】 紫背草屬

【俗名】 葉下紅、紅背草、一點紅、羊蹄草

【英名】 Sowthistle tasselflower、Red tasselflower

【族語】 布農 Sanglav Taulu-Ikit、撒奇萊雅 Kamowangay、雅美 Apoapo No Tamek、

  鄒 Sama'u Ma'ura、魯凱 Tamusu

【分佈環境】 紫背草為常見的野花，大多分佈於中低海拔，在田野、產業道路、學校都有

分佈。

【藥效/部位】 紫背草除可食用外，也是一種非常普遍的中醫藥品，紫背草具有降火氣、解

毒、消炎、幫助排尿等功效，主要治療於腸胃炎、肝炎甚至淋病，也可當作外用藥，可以

消腫與治療傷口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紫背草為菊科一年生草本，株高約25-60公分高，莖直立呈圓柱形，葉

為披針形，葉羽狀深裂或匙形，葉背呈紫紅色，花為頭狀花序，由管狀花組成，紫背草果

實為瘦果，當種子成熟時，會變成白色球形的放射狀，當微風徐徐的吹來，瘦果的白色冠

毛搭便車，四處旅行也可以完成繁衍任務，所以紫背草分佈多又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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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茉莉
【學名】 Mirabilis jalapa L.
【科名】 紫茉莉科（Nyctaginaceae）

【屬名】 紫茉莉屬

【俗名】 煮飯花、煙脂花、胭脂花、煙粉豆、水粉花、粉子頭、夜嬌嬌、入地老鼠、

  夜晚花

【英名】 Four- o'clock、Marvel-of-Peru

【族語】 布農 Matahdung Las Tu Puha、撒奇萊雅 Cemoli、雅美 Sibizo、

  鄒 Tutu Ta'urum

【分佈環境】 紫茉莉普通分佈於全省低海拔地區。

【藥效/部位】 紫茉莉味甘，性涼。有活血調經、清熱解毒之療效。依其部位的不同療效也

不同，例如：根治療月經不順、關節酸痛、胃出血、泌尿系統感染；葉片與種子亦可解

毒。主要治療於糖尿病、關節痛、腸炎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

【生態/性狀描述】 紫茉莉為一種紫茉莉科草本植物，株高約70-110公分，根非常粗壯，莖

直立，多分枝。為單葉對生，下葉具柄，上葉無柄；葉片呈卵形，長約5-11公分，寬4公

分。葉基寬楔或心形，葉緣微波狀。於夏秋季開花，常生長於總苞內，萼管呈圓柱形，上

部擴大成喇叭狀。花色非常豐富，有紫、黃、橙、白、雜色等，紫茉莉果實為圓形核果，

具稜，成熟時為黑色，包在綠葉包中。果皮具革質，有橫點紋。種子為白色，內部充滿白

粉狀胚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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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莖牛膝
【學名】 Achyranthes aspera Hook. f. var. rubro-fusca
【科名】 莧科（Amaranthaceae）

【屬名】 牛膝屬

【俗名】 土牛膝、印度牛膝、擦鼻草、撮鼻草、牛掇草、鈍葉土牛膝、台灣牛膝、牛膝、

  和牛膝、白啜鼻草、牛膝頭、蔡鼻草、土牛七、倒扣草、倒扣筋、倒鉤(勾)草、雞掇鼻、

  粗毛牛膝、雞骨黃、戀愛草、昆明土牛膝

【英名】 Common Achyranthes、Twotooth Achyranthes Root

【族語】 布農 Hangvang Malung Tu Lukis、鄒 'Uracu Karavung、魯凱 Tavathilringi、

  撒奇萊雅 Cecin Niwci

【分布環境】 原產於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台灣和琉球等地，常常可以在原野、路旁

或荒廢地發現它的蹤跡，屬於木麻黃海岸林的重要林下植物之一。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苦、辛且性微寒，具有祛瘀止痛、強筋骨、活血通經、解

痙利尿的作用，主要用來治療風濕痺腫、腰腿疼痛、跌打損傷、齒齦腫痛、淋疾、經痛、

高血壓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紫莖牛膝為莧科牛膝屬的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株高可達110公分，莖

直立向上生長或披散，分枝被柔毛，節明顯膨大如膝狀。莖上的同一個環莖位置，有兩個

葉片生長，葉片兩兩成對的排列在莖上，葉片形狀呈全緣略帶紙質具柄的卵圓形、倒卵形

或長橢圓形，約5-9公分長，4.5公分寬，先端急尖或鈍，基部漸窄，葉片兩面佈滿柔毛。

夏、秋兩季開出淡綠色的小花，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卵形的胞果，長約0.5公分，其種子

具剛毛，以利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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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蘇
【學名】 Perilla frutescens (L.) Britton
【科名】 唇形科（Labiatae）

【屬名】 紫蘇屬

【俗名】 蘇草、紅紫蘇、蘇葉、赤蘇、香蘇、桂蘇、水蘇、桂荏、山魚蘇、白魚蘇、荏

【英名】 Perillae Herba、Zisu

【族語】 布農 Sanglav Danghas、撒奇萊雅 Binglay、鄒 Cuun Tasin、卑南 Rukudtr、

  雅美 Kaareng A Vongo、泰雅 Rayan

【分布環境】 喜歡生長在溫暖濕潤且陽光充足的環境之下，全省均有分佈。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辛且性微溫，無毒，具有發汗解熱、祛痰鎮咳、健胃利

尿、解毒鎮痛、止嘔安胎、行氣寬中…等的功用，主要用來治療風寒胸悶、腹瀉、妊娠嘔

吐、魚蟹中毒、陰囊濕疹、感冒、脾胃氣滯…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雅美、卑南、泰雅

【生態/性狀描述】 紫蘇係唇形科紫蘇屬之草本植物，高約為50-160公分，莖直立地上，不

依附他物，分枝多，呈紫色或綠紫色的鈍四稜形，具有香氣。葉片兩兩成對的排列在同一

個環莖位置上，葉片形狀呈圓鋸齒緣的卵形，約5-10公分長、3-8公分寬。每年7-9月為開

花期，花軸上互生多朵有梗的小花，由下往上開放，管狀的花冠呈紅色或淡紅色，花萼則

呈鐘狀。到了9-11月則結出堅果的果實，果皮堅硬而不開裂，內含種子4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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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瓜
【學名】 Luffa cylindrica (L.) M. Roem.
【科名】 葫蘆科（Cucurbitaceae）

【屬名】 絲瓜屬（Luffa）

【俗名】 菜瓜、天羅、布瓜、水瓜、角瓜、彎瓜、絲夾、勝瓜

【英名】 Vegetable sponge、Suakwa Vegetablesponge

【族語】 布農 Laingzas、撒奇萊雅 Loni、鄒 Tapapin、泰雅 Takkuwai、排灣 Luni、

  卑南 Runi

【分布環境】 台灣也早在三百多年前就引進作栽培，用竹竿搭起棚架，瓜藤就會迅速攀延

成熟，現在已經成為台灣常見的食物之一全省低海拔處均有分佈。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有微甘、平、苦、酸且性小涼，具有活血、通絡、消腫、止

血及消炎的功能。由於絲瓜具多種功能，因此在治療各種疾病上也有相當大的益處，像是

平喘化痰、便秘、牙齦腫脹、小便刺痛，還有筋骨酸痛、乳腺炎、利尿消腫、癰腫、痔

漏、小兒痘疹…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

雅、鄒、卑南、排灣、泰

雅

【生態/性狀描述】 絲瓜本

身屬一年生的蔓性草本植

物，係於葫蘆科絲瓜屬，

嫩莖為綠色，老莖則轉為

黃綠色，達數十多公尺的

盤捲莖為絲瓜用來攀爬瓜

棚，避免受到地表濕氣的

接觸而造成腐爛的重要構

造。單葉互生，葉片形狀

呈光滑無毛且有柄的掌狀

心形，長約10-30公分，

有波浪狀的淺齒緣。夏季

開單性花，雌雄同株，雄

花花軸上著生的小花有花

梗，由下往上開放，雌花

則是單生具長柄，寬倒卵

形的花瓣有5辦。果實形狀

為長圓柱形的瓤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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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草
【學名】  Nicotiana tabacum L.
【科名】 茄科(Solanaceae)

【屬名】 煙草屬(Nicotiana)

【俗名】 煙葉、姻草、菸草、相思草

【英名】 Tobacco

【族語】 布農 Tamaku Ismud、撒奇萊雅 Tabako、雅美 Tabako、鄒 Ranng Ara'uvu'uvua、

  卑南 Tamaku、排灣 Da'Maku、魯凱 Tamaku

【分佈環境】 菸草原產於南美洲，在台灣因為菸業的發展而成為人工栽培，可分為屏東、

花蓮、嘉義、台東四大菸區。

【藥效/部位】 菸草大部分作為香煙材料，由於葉片上含有生物鹼，常製作於天然農用殺蟲

劑，在藥用方面，具有消炎、止痛、治療皮膚病的效果。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卑南、排灣、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菸草為一年生草本植物，莖高約85-200公分；整株生有腺毛。葉為互

生，葉長卵披針形或橢圓披針形，長約20-55公分，寬10-25公分，變異的性狀有葉形、葉

片著生於植株上、葉尖形狀、有無葉柄、葉著生方式、葉不對稱之程度。花序為頂生圓

錐狀；花冠似漏斗，花萼圓筒狀，淡紅色。秋季開花。蒴果卵形或長圓形。種子多數、褐

色。圓形，徑約0.0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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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八仙
【學名】 Hydrangea chinensis Maxim.
【科名】 虎耳草科（Saxifragaceae）

【屬名】 八仙花屬

【俗名】 蝴蝶花、土常山、常山尼、玉山衛矛、長葉溲疏、粉團繡球、蜀七葉、輕柴仔、

  常山

【英名】 Chinese Hydrangea

【族語】 布農 Huapasin Tu Lukis、撒奇萊雅 Balosin、泰雅 Raruha、排灣 Marutsokorat

【分布環境】 華八仙在台灣十分常見，尤其以台灣的山區居多，常分布於台灣全境。

【藥效/部位】 該植株性味具辛、酸且性涼，帶點毒，但對於利尿、抗瘧、袪瘀止痛、活血

生辛極具功效。因此常用來治療感冒、膀胱炎、跌打損傷、瘧疾寒熱、淋病等疾病。在外

用方面則可作洗劑或膏劑。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泰雅、排灣、雅美

【生態/性狀描述】 華八仙為常綠灌木植物，隸屬廣義的虎耳草科或八仙花科，株高約2-4

公尺，多分枝且呈綠色的華八仙，幼嫩枝葉佈滿柔毛，單葉對生，葉片形狀呈平滑紙質且

具鋸齒緣的卵形到披針形或為長橢圓形，葉長9-11公分，寬4.5公分，葉柄則約0.5-1.5公

分長。在1-6月會開出黃綠色的花，花軸上互生花梗長短不一的小花，花軸下部的花柄較

長而上部的較短，各花散開成平面狀，雌雄同株，兩性花的萼片大約有4-6齒裂，花瓣具

4-6枚。花後結球形的蒴果果實，果實具有三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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稜果榕
【學名】 Ficus septica Burm. f.
【科名】 桑科（Moraceae）

【屬名】 榕屬

【俗名】 常綠榕、豬母乳、大冇樹、大葉冇、大冇榕、豬母乳舅、大葉榕、蜊仔葉、樠樹

【英名】 Angular fruit fig Hauil Fig Tree

【族語】 布農 Pis-Ngu-Ngu-Sul Tu Lukis、撒奇萊雅 Kamodo、雅美 Labnyo、

  鄒 Kaaru 'Ucen

【分布環境】 常分布於低海拔的地區，或是靠近山邊或溪邊的地區。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苦且寒，其樹皮具有解食物中毒或是海產魚貝類咬傷的毒

等功能。因此主要用於治療毒魚咬傷或癌症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

【生態/性狀描述】 稜果榕株高4-6公尺，屬於桑科家族之一。其莖小枝光滑且粗壯，樹皮

為灰白色，具有乳黃色的汁液。單葉互生具拖葉，葉片形狀為厚紙質且光滑的橢圓形至闊

卵形，長約12-23公分。無限花序的一種，花軸頂端膨大肉質，中央凹陷呈囊狀，小花著

生於囊狀內壁，雄花與雌花皆有長柄。結果為隱花果近扁球形，葉腋間生長，成熟時為黃

綠色，外表具有白色的斑點，因為外表具稜，所以稱之為稜果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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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水茄
【學名】 Solanum undulatum  Lam.
【科名】 茄科（Solanaceae）

【屬名】 茄屬

【俗名】 凝固茄、黃刺茄、野茄、洋苦茄、黃果珊瑚、狗茄子、野茄、黃天茄、衫鈕果、

  丁茄、牛茄子、顛茄樹

【英名】 Solani herba cum fructus

【族語】 布農 Masuduli Tu Lasdiav、撒奇萊雅 Takoliway Kiyo、雅美 Vosa No Korang、

  鄒 Kuruca、卑南 Karulranglrang、魯凱 Ratheathe

【分佈環境】 全台分佈極廣，現在都以田園人工栽培為主。

【藥效/部位】 黃水茄味道帶點苦、辛，屬性涼，含有毒。它具有解毒、止痛的效能，而主

要治療於止咳、關節炎、牙痛、肝硬化等，近年來也用於治療鼻咽癌上。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卑南、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黃水茄為一種多年生草本植物，高約0.8-3公分，葉柄花序上具有毛

刺，葉柄約有4-10公分長，葉為卵狀橢圓形，長約4-9公分，寬3-6公分，花序為蠍尾狀花

序，花單獨著生於花序的基部，雌蕊退化，雄蕊有5個，著生於花冠筒；子房擁有多數胚

珠。萼鐘形，直徑約1-1.5公分，外觀具絨毛及刺，星形，為紫藍色，長寬均約1.5公分，

以薄而無毛的花瓣間膜連接；黃水茄果實為漿果球狀，直徑約1.5-3公分，成熟時呈黃

色，基部有宿存萼片；種子扁圓形。花期春夏季，果期秋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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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花酢漿草
【學名】 Oxalis corniculata L.
【科名】 酢漿草科（Oxalidaceae）

【屬名】 酢漿草屬

【俗名】 酸漿草、酸迷迷草、三葉酸草、酸味草、酸梅草、鹹酸草、幸運草

【族語】 布農 Madiav Puah Tu Ismud、鄒 Cn Katupuku、

  撒奇萊雅 Takoliway Balo A Polecek

【分佈環境】 遍及於全島平地，如：路邊、荒地、潮濕的花壇中；少部分在高海拔闊葉林

地區

【藥效/部位】 助於排尿、也能止咳、部分毒蛇咬傷的治療…等，治療方面上非常廣泛，也

可以食用。

【使用族群】 布農、鄒、撒奇萊雅

【生態/性狀描述】 黃花酢漿草多年生匍匐性草本，節間具根，常成群繁衍，葉柄非常細長

且三出複葉通常在1-3公分，葉呈倒心形；葉的兩面毛非常少，葉正面為綠色，葉背面為

淺綠色，花序為繖形花序，約１-5數朵生長在花梗的頂端，花為鵝黃色，夏季開花，擁有

5個花瓣，10個雄蕊，特別的是雄蕊5長5短，我們稱為五強五弱雄蕊，黃花酢漿草通常以

種子或鱗莖匍匐的方式來擴大族群、繼續繁衍不斷，有五個柱頭。黃花酢漿草果實為蒴

果，果皮具彈力，成熟者輕輕碰會立即彈開，將種子播撒到遠方，完成繁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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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荊
【學名】 Vitex negundo L.
【科名】 馬鞭草科（Verbenaceae）

【屬名】 牡荊屬

【俗名】 埔姜仔、埔荊茶、不驚茶、牡荊、埔姜、埔姜仔、台灣牡荊、聖潔莓、聖潔樹、

  黃肉埔姜、七葉埔姜

【英名】 Negundo Chastetree

【族語】 布農 Da-Ngian Duli Madiav Tu Ismud、撒奇萊雅 Hwangsin

【分佈環境】 主要分佈於低海拔山地、海岸等乾燥及陽光充足地生長。

【藥效/部位】 黃荊味苦性平，具有解熱、止核、止痛、化痰之療效，主要治療於感冒、神

經痛、胃痛、痔瘡等疾病，且全株都可以入藥，是一種極好利用的藥用植物。亦可以泡茶

飲用，是很好的發汗劑。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

【生態/性狀描述】 黃荊為馬鞭草科半落葉灌木植物，高達400公分，葉為掌狀複葉，對

生；小葉全緣或帶點淺齒，呈橢圓狀披針形，葉背、葉面長滿了白色絨毛，有特殊濃郁香

味。花小，花序為圓錐狀聚繖花序；花萼為鐘形；花冠為淡紫色，呈漏斗狀；有4個雄蕊

4。黃荊果實為核果，倒卵形，果實成熟時會呈現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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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楊
【學名】 Buxus microphylla (Rehd. & Wils.) Hatusima subsp. sinica
【科名】 黃楊科（Buxaceae）

【屬名】 黃楊屬

【俗名】 台灣黃楊、錦熟黃楊

【英名】 Taiwan Littleleaf Box

【族語】 布農 Huangian Tu Lukis、撒奇萊雅 Hwangyang、雅美 Vanai

【分布環境】 分布於全島低、中海拔森林中，是常見的植物之一。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其苦且澀，但卻具有麻醉、鎮靜之效用。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

【生態/性狀描述】 黃楊為黃楊科的小喬木或灌木植物，分枝為黃灰色且平滑的四方形，單

葉對生，葉片呈現披針形或倒卵形的革質，約3公分長，1公分寬，葉面光滑；葉柄只有

0.2公分。4-7月為開花期，雌雄同株，雄花無柄且圍生在花序基部，萼片為卵形4片；雌

花亦無柄且緊貼於於花序頂端，萼片為黃綠色6片。開花後結果，果實屬於球形的蒴果，

直徑大約1-2公分，具有光澤且為黑色的種子。



239台灣原住民族藥用植物圖鑑 239台灣原住民族藥用植物圖鑑

黃鵪草
【學名】 Youngia japonica (L.) DC. subsp. japonica
【科名】 菊科（Compositae）

【屬名】 黃鵪草屬

【俗名】 山根龍、黃瓜菜、罩壁黃、一枝香

【族語】 布農 Samahdaing Tu Sanglav、撒奇萊雅 Hnalomay、阿美 Hi Na Ru Mai

【分佈環境】 黃鵪草原產於熱帶東亞地區，在台灣常分佈於草叢、水溝旁、溪邊、校園等

陰暗潮濕的地方。

【藥效/部位】 黃鵪草味苦帶點甘、性涼，有降火氣、解毒、幫助排尿等功效，主要治療於

結膜炎、牙痛、感冒、肝硬化、關節炎或一些跌打損傷。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阿美

【生態/性狀描述】 黃鵪草為菊科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高15-70公分。莖直立，基生

葉叢生，葉呈倒披針形，長約7-15公分，寬2-4公分，葉柄上有不明顯的翅；莖生葉互

生，通常1-5片；葉片為羽狀深裂且有柄，生長於莖上，莖梢開黃色的頭狀花序，花序小

而窄，由17-19朵黃色舌狀小花所組成，具長梗，排成聚傘狀圓錐花叢；總苞長0.4-1公

分，外層苞片有5片，呈三角形或卵形，內層苞片有8片，呈披針形；花冠管長0.2-3公

分，具細短毛。黃鵪草果實為瘦果，呈紅棕色或褐色，長約0.3公分，稍扁平，具縱稜

1-13條；冠毛為白色與瘦果差不多長。花果期為夏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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菖蒲
【學名】 Typha orientalis Presl
【科名】 香蒲科（Typhaceae）

【屬名】 菖蒲屬

【俗名】 劍草、水菖蒲、白菖蒲、泥菖蒲、臭菖、大葉菖蒲

【族語】 布農 Ciangpu Tu Ismud、撒奇萊雅 Cangpo

【分佈環境】 菖蒲性喜陽光且又耐寒冷，以潮濕並富含腐植質的土壤較好，沼澤、水溝、

池塘等低濕地方皆可栽種。

【藥效/部位】 菖蒲味辛性溫，主要治療於神智不清、悸癲、風寒、氣管炎、腸炎..等症

狀，菖蒲也可以用來刺激食慾。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

【生態/性狀描述】 菖蒲為一種多年生水生草本。根莖肥大，橫生地下，且有分枝，呈淡紅

色，有特殊臭味。單葉，二行排列，葉型為劍形，長約55-155公分，寬0.7-1.5公分，葉

先端尖銳，中脈非常明顯。花莖皆扁平，圓柱狀；菖蒲為佛焰苞葉狀，長約25-40公分，

寬0.5-1公分；花具兩性、呈淡黃綠色；有六片內彎之花被片；雄蕊有6枚，花絲白色，花

藥為黃色；但雌蕊只有1枚，子房上位且為白色，呈橢圓形，有2-4室，無花柱。菖蒲果實

為漿果長橢圓形，成熟時變赤色，皆聚集於肉穗花序上。開花在夏天，結果期在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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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香
【學名】 Liquidambar formosana Hance
【科名】 金縷梅科（Hamamelidaceae）

【屬名】 楓香屬

【俗名】 楓樹、楓仔樹

【英名】 Formosan sweet gum

【族語】 布農 Dala、撒奇萊雅 Alingol、鄒 Vungre、魯凱 Rara

【分佈環境】 楓香原產地在台灣與中國南方，生長分佈於中低海拔1600公尺下，秋冬時常

見，是一種非常喜愛陽光的陽性樹種；常常在私人庭院與校園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楓香新葉可敷腫毒，樹幹中的樹蠟有解毒和止痛的功能，主要治療於腹瀉、

關節痛、結核病…等，而且果實曬乾後也可以當作止痛藥。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楓香為一種落葉喬木植物，樹幹有裂溝紋，葉互生，葉具柄，多生長在

枝條端，葉緣有三裂，葉基部呈心形或圓形，葉與花幾乎同時一起長出，雌雄同株但異

花，雄花為穗狀或葇荑花序，雌花聚成球形呈頭狀花序，雌雄花序都有黑鱗片保護，且無

花瓣，果為複合果，球形，由許多緊密相連的蒴果聚合而成。果實由多數蒴果而成頭狀聚

生果，近圓形，表面長滿了星狀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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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壽菊
【學名】 Tagetes patula L.
【科名】 菊科（Compositae）

【屬名】 萬壽菊屬

【俗名】 臭菊、臭芙蓉、金菊、黃菊、紅花、柏花、里苦艾、蜂窩菊、金花菊、金雞菊、

  蜂窩菊、萬盞燈

【英名】 African Marigold

【族語】 布農 Sauhapashpas Tu Puah、撒奇萊雅 Wangsoci、雅美 Maidcyo、

  鄒 Vungavung Me'i Ngisa、排灣 Rabakasu

【分布環境】 喜歡生長在陽光充足及冷涼的環境，其生性強健。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苦、辛且性微涼，具有平肝清熱、袪風降火、化痰止咳、

補血通經、鎮靜降壓的作用。主要用來治療頭暈目眩、風火眼痛、小兒驚風、感冒、百日

咳、乳癰、痄腮、牙疼…等症狀。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排灣

【生態/性狀描述】 萬壽菊為一年生的菊科草本植物，株高約50-70公分，莖粗壯直立向上

生長，分枝多，全體具有腐敗氣味。單葉互生，葉片形狀呈鋸齒緣的矩圓形或披針形，長

約1.5-2.3公分。秋、冬兩季開出黃色至橙色的舌狀花，花無柄或近無柄，多數密集生於

一短而寬，平坦或隆起的總托上，形成一頭狀體。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線形的瘦果，具冠

毛與鱗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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稜軸土人參
【學名】 Talinum paniculatum (Jacq.) Gaertn.
【科名】 馬齒莧科（Portulacaceae）

【屬名】 土人參屬

【俗名】 假人參、土高麗、土高麗參、參仔葉、參仔草、波世蘭、台灣參、櫨蘭、參草、

  東洋參

【英名】 Panicled Fameflower

【族語】 布農 Makitvaivi Mama-Ngan Tu Lamis、撒奇萊雅 Lintosen

【分布環境】 在台灣全島低海拔的山野或荒地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甘且平，具有利尿消腫、健脾潤肺、止咳調經的功效，主

要用來治療痢疾、溼熱性黃疸、內痔出血、乳汁不足、小兒疳積、黃水瘡、脾虛勞倦、肺

痨咳血、月經不調、痔瘡瘍腫毒…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

【生態/性狀描述】 土人參為馬齒莧科假人參屬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株高可達65公分，全株

平滑無毛，莖葉柔軟多汁，分枝多。單葉互生，葉片形狀呈具柄且全緣的倒卵狀披針形，

長約6-9公分。開花期開出紫紅色的5瓣花，花序主軸上再生分枝，於分枝上再著生互生的

小花，整個花序呈圓錐狀，具有多數雄蕊。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球形的蒴果球形，徑約

0.5公分，內含細小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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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生根
【學名】 Bryophyllum pinnatum (Lam.) Kurz
【科名】 景天科（Crassulaceae）

【屬名】 落地生根屬

【俗名】 倒吊蓮、土三七、葉生根、葉爆芽、天燈籠、槍刀草、厚面皮、複葉落地生根、

  著生藥、傷藥、打不死、生刀藥、生刀草、腳母草、青刀草、曬不死、古仔燈、新娘燈、

  大疔黃、大還魂、燈籠花、燈籠草、辣慶草、番鬼牡丹

【英名】 Air plant、Life plant、Floppers

【族語】 布農 Muhalhal Kalamis、撒奇萊雅 Tampoko、鄒 Ranung Taramisi、

  卑南 Pupukan、排灣 A 'Lan Nav

【分布環境】 常見於台灣全島海邊、低地岩石地，或是山坡、溝谷、路旁濕潤的草地上

等。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酸、澀且寒，具有解毒止血、生肌、活血消腫等功用。在主治

方面則用於高血壓、腸胃出血、咽喉腫痛等。外用則可用於癰腫瘡毒、丹毒、跌打損傷、

刀傷和皮膚病…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卑南、鄒、排灣

【生態/性狀描述】 落地生根屬多年生肉質草本植物，植株高約50-140公分，莖直立向上生

長，不依附他物，多分枝且節明顯，上部呈現紫紅色，佈滿橢圓形的皮孔，下部稍有木質

化，其堅固內可能含木材。葉對生，葉片形狀為長5-9公分，寬4-5公分的橢圓形或長橢圓

形，邊緣具有圓形齒狀，落地後該齒狀底部易生新芽，即成新的植株；葉柄為基部寬扁的

紫色，長3-4公分。3-5月先開出紫綠色的花，成熟後漸轉為黃褐色。花萼為長約3公分的

膜質鐘狀，花冠為長約4公分的管狀。在4-6月會結出蓇葖果，內含多數微小的條紋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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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新婦
【學名】 Astilbe longicarpa (Hayata) Hayata
【科名】 虎耳草科（Saxifragaceae）

【屬名】 落新婦屬

【俗名】 紅升麻、虎麻、金貓兒、升麻、金毛、毛三七、長果落新婦、泡盛草

【英名】 Astilbe 

【族語】 布農 Madanghas Tu Ismud Duli、撒奇萊雅 Hizamasay、泰雅 He-Rao、

  鄒 Cuun Tapari'i Nanaku

【分布環境】 屬於中海拔常見的植物之一，常常成群出現於草生地或森林邊緣。 

【藥效/部位】 有祛風、清熱、止咳之功效。治療風熱感冒、頭身疼痛、咳嗽。台灣以根莖

充升麻之代用品，有解熱、鎮痛、消炎之功效，用於治頭痛、咽喉痛。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泰雅

【生態/性狀描述】 落新婦屬於虎耳草科，為一種多年生的冬枯型宿根草本植物，其莖柔軟

多汁，常被風吹倒了也不會折斷，富於彈性，但生長時間較短。植株大約40-100公分左

右，莖直立向上生長，不依附他物。葉片簇生於地面，一枝葉柄長出2枚以上的小葉，小

葉與葉柄間沒有腋芽，具有長柄。花期約在4-6月，花序密布腺毛及鱗片，花瓣約1-2公

厘長。花頂生，且小而密集，會長出形狀有如蓬鬆泡沫的花穗，所以落新婦亦有泡盛草之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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萱草
【學名】 Hemerocallis aurantiaca Baker
【科名】 百合科（Liliaceae）

【屬名】 萱草屬

【俗名】 黃花萱草、金針花、宜男草、忘憂草、黃花菜、一日百合、諼草、丹棘、萱萼、

  川草花、療愁、單棘、鹿劍、遺忘花、本忘草

【英名】 Orange Daylily、Fulvous Daylily

【族語】 布農 Tina Tu Puah、撒奇萊雅 Cyamcyam

【分布環境】 主要是分布在東部的台東大武、太麻里及花蓮玉里等地。 

【藥效/部位】 根清涼利尿、涼血止血，治水腫、小便不利、淋濁、帶下、黃疸、衂血、便

血、崩漏、乳癰。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

【生態/性狀描述】 萱草屬於百合科家族之一，株高約50-90公分，地下根部具肉質性。葉

自根部簇生，葉片形狀呈狹長的劍狀線形，長可達90公分。3-10月為開花期，每日開一

朵，花莖至葉叢中抽出，長可達90-110公分，由頂部開始分二叉或三叉，每枝著花數朵，

花色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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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山香
【學名】 Clausena excavata Burm. f.
【科名】 芸香科（Rutaceae）

【屬名】 黃皮屬

【俗名】 山黃皮、小葉臭黃皮、蕃仔香草、龜裡椹、凹葉黃皮、假樟仔

【英名】 Taiwan Wampee ，Curved-leaf Wampee

【族語】 布農 Tasban Ludun Tu Mansum、撒奇萊雅 Awasyang、雅美 Kaangno So Takey、

  鄒 Sovu Moracen、魯凱 Tana、排灣 Kyaromatya

【分布環境】 原產地在印度、馬來西亞及爪哇等地，常可在台灣恆春半島的叢林、中南部

的平野中發現其自生，亦有栽培作為景觀使用。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辛、苦且性微溫，具有疏風解表、行氣止痛、除痰散瘀及

殺蟲的作用，主要用來治療感冒、毒蛇咬傷、跌打損傷、風濕骨痛、胃痛、疝氣痛…等症

狀。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魯凱、排灣

【生態/性狀描述】 過山香形態為落葉性灌木或小喬木，屬於芸香科黃皮屬，株高可達5公

尺，莖具有香味，幼嫩被毛，樹皮呈灰褐色。羽狀複葉互生，小葉形狀呈全緣的歪批針形

或近新月形。春末夏初為開花的時期，開出約4朵黃綠色的花朵，花序主軸上再生分枝，

於分枝上再著生互生的小花，整個花序呈圓錐狀。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紡錘狀長橢圓形的

紅色核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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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山龍
【學名】 Lycopodium cernuum L.
【科名】 石松科（Lycopodiaceae）

【屬名】 石松屬 

【族語】 布農 Tasban Ludun Tu Ismud、撒奇萊雅 Ngawa'no Ngbol、泰雅 Karungisun、

  鄒 Cipun Tavincangai、魯凱 Laulaungu

【分布環境】 生長環境在中低海拔林緣、路邊。

【藥效/部位】 應用：祛封解表，舒筋活血。治感冒，瘧疾，風濕痹痛，跌打損傷，喉痛，

牙痛。治受傷：將新芽捶碎後敷於患部並以布包紮之。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魯凱、泰雅

【生態/性狀描述】 過山龍為多年生攀緣性的石松科植物，株高可達50公分，嫩莖上密生針

狀葉，孢子葉集生枝條末端，枝條末端灣區向下，常見在低海拔林緣，或裸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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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公根
【學名】 Centella asiatica (L.) Urban
【科名】 繖形花科（Apiaceae）

【屬名】 雷公根屬

【俗名】 蚶殼草、雷公草、雷公藤、積雪草、老公根、地棠草、破銅錢、燈盞草、

  崩大碗、落得打、蚋仔草、含殼草

【英名】 Asiatic Pennywort，Tsubokusa

【族語】 布農 Tamahudas Tu Lamis、撒奇萊雅 Lenglengaw、排灣 Tyaboryaryai、

  鄒 Ramisi 'Urucan、魯凱 Langubeteke、泰雅 Pakkaitu、雅美 Sapid

【分布環境】 在台灣全境及澎湖、蘭嶼1200公尺以下的山區、溝邊、平地、田邊、路旁等

地方發現它的蹤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苦、辛且性微寒，具有毒，不僅可以消炎解毒、涼血生

津，還可以清熱利濕。主要用來治療傳染性肝炎、麻疹、扁桃腺發炎、支氣管炎、尿路敢

染、結石、蚊蟲叮咬…等症狀。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魯凱、泰雅、排灣

【生態/性狀描述】 雷公根屬於繖形花科雷公根屬的匍匐性草本植物，莖細長匍匐於地面，

常呈紫紅色具有微毛，節間長，在節上不僅長葉、開花還結果，甚至還長出不定根以吸收

營養、固定植株。葉片形狀呈具長柄且鈍鋸齒緣的圓腎形。一年四季皆為花期，開出淡紅

色的細小花朵，由2-6朵密集排列，花有柄，花梗近等長，共同從花序梗的頂瑞生出，形

如張開的傘。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扁圓形紅褐色的離果，由3個併排合生。



250 台灣原住民族藥用植物圖鑑250 台灣原住民族藥用植物圖鑑

漢氏山葡萄
【學名】 Ampelopsis brevipedunculata (Planch.) Rehder var. hancei 
【科名】 葡萄科（Vitaceae）

【屬名】 山葡萄屬

【俗名】 冷飯藤、大本山葡萄、大葡萄、山葡萄、耳空仔藤、蛇白蘞、假葡萄、野葡萄、

  畚箕藤、綠葡萄、見毒消、粉藤、蛇葡萄、小葉蛇葡萄

【英名】 Taiwan wild grape

【族語】 布農 Takiludun Tu Buzu、撒奇萊雅 Boyoay Bodo、雅美 Kamanraratne、

  鄒 Rituna

【分布環境】 在台灣全島低海拔山地的平野、山區灌叢中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辛、苦且性微涼，不僅可以清熱解毒、袪風活絡，還可以止

痛止血、散瘀破結以及利尿消炎等，功效極多，現今大多用來治療風濕關節痛、嘔吐、泄

瀉、跌打損傷、瘡瘍腫毒、腎炎、肝炎、眼疾…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

【生態/性狀描述】 漢氏山葡萄為葡萄科山葡萄屬的落葉性木質藤本植物，具有二叉狀的卷

鬚，其枝條粗壯表面佈滿皮孔，嫩枝則佈滿柔毛。單葉互生，葉片形狀呈帶紙質的心形或

心狀圓形至三角狀卵形，長與寬約5-10公分，具小銳尖的粗鋸齒緣，葉片上面呈光滑的深

綠色，葉背被鏽色絨毛。春夏兩季開出黃綠色的小花，花軸頂端著生一朵小花，兩側分枝

上再形成小花，具有5片萼片，5瓣花瓣，5枚雄蕊。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球形的漿果，徑

約0.5公分，由綠白色變淡紫色再轉為碧藍色，其表面具有斑點，內含有1-3粒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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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吊竹
【學名】 Rohdea japonica (Thunb.) Roth et Kunth
【科名】 百合科（Liliaceae）

【屬名】 萬年青屬

【俗名】 白河車、萬年青、綠吊竹、鐵扁擔、冬不淍草

【英名】 Chinese evergreen

【族語】 布農 Masanglav Malkavilis Tu Talum Ismud、撒奇萊雅 Lompac

【分佈環境】 綠吊竹原產於中國與日本，因生長容易，在台灣各地都已很普遍的栽培，四

處都可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綠吊竹現都用於觀賞較多，但亦可當藥用，如根莖可以當排尿之藥劑，根汁

可以用於敷蛇傷。但誤食過量會腹痛、四肢發冷、心跳減慢，逐漸昏迷，直到死亡。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

【生態/性狀描述】 綠吊竹為鴨拓草科多年生常綠草本植物，無地上莖；葉叢生生長於根

部，全緣互生，莖幹直立，帶點革質，通常有3-10枚，為深綠色，呈橢圓狀披針形。大部

份於春夏季自葉叢中生出花莖，花極多數，呈穗狀，花淡綠白色；綠吊竹果實為漿果球

形，呈橘紅色，種子只有一粒。開花期在夏季4-7月，結果期在夏秋8-11月，近年來綠吊

竹都以觀葉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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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珊瑚
【學名】 Euphorbia tirucalli L.
【科名】 大戟科（Euphorbiaceae）

【屬名】 大戟屬

【俗名】 青珊瑚、鐵羅、珊瑚瑞、綠玉樹、乳蔥樹、白蟻樹、光棍樹

【英名】 Milk bush、Malabar-tree

【族語】 布農 Masanglav Tu Sanhu、撒奇萊雅 Iangdaway Okac、魯凱 Ratulungu、

  鄒 Ratunu'a

【分布環境】 綠珊瑚原產於非洲，十七世紀間由荷蘭人引進台灣，小琉球、澎湖一帶已歸

化為野生植物，分布於台南、高雄、屏東、澎湖，海濱沙地等地。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全草具辛、微酸且涼，有毒性，不僅可以催乳、殺蟲，還具有

解毒的功效。主治於缺乳、癬疾、關節腫痛及跌打損傷等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綠珊瑚株高約100-300公分，屬於大戟科的無刺灌木或小喬木植物，全

株所含的白色乳汁有劇毒。對生或輪生的分枝呈圓柱狀，其小枝細長稍肉質且光滑呈綠

色。葉無托葉也無柄，呈線形，散生於小枝頂部。在中央的一朵頂生花，下面從花序梗頂

生出二分枝，每枝頂上各生出一朵花，總苞為直徑約0.1-0.3公分的陀螺狀，雄花少數，

雌花為淡黃白色。結出的果實為直徑約0.5公分且暗黑色的蒴果，由兩個或兩個以上心皮

的複子房發而成，成熟時有多種開裂方式；種子則為平滑的卵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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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山菊
【學名】 Farfugium japonicum (Hayata) Kitam. var. formosanum
【科名】 菊科（Compositae）

【屬名】 山菊屬

【俗名】 款冬、款乃、八角烏、向天盞

【族語】 布農 Takilibus Tu Puah Hangsu、撒奇萊雅 Sanci

【分布環境】 原產於綠島、蘭嶼，喜歡生長在溪澗等陰溼的地面，因此常可在全島低至中

海拔200-1900公尺的地區，發現其大片積聚的生長。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苦且微辣，有解熱、止血活血的功用，主要用來治療流行性

感冒、內痔、便血等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

【生態/性狀描述】 台灣山菊為菊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株高約35-65公分，莖橫走地面，

節上生不定根和新芽，可發育成子珠。葉片形狀呈帶厚質具長柄的卵形、心形或腎形，寬

約5-14公分，長約13-18公分，葉片邊緣為牙齒狀。開花期開出多數黃色的舌狀花，徑約5

公分，總梗長約2-6公分，花冠長約3.5公分。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被毛的長橢圓形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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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葵
【學名】 Livistona chinensis (Mart.) Becc. var. subglobosa
【科名】 棕櫚科（Palmae）

【屬名】 蒲葵屬

【俗名】 扇葉蒲葵、散葉蒲葵、近球蒲葵、球蒲葵、鐵力木、扇椰子、葵扇子、蓬扇樹、

  木葵、箑

【英名】 Fan Palm 

【族語】 布農 Asikdai-Ngaz、撒奇萊雅 Tangsoy、鄒 Taruvuku Kaaru

【分布環境】 分佈於台灣低海拔地區。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甘、澀且性微寒，具有小毒，有止痛定喘之效用，主要用

來治療哮喘、崩漏、帶下、難產、盜汗、白血病、慢性肝炎…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蒲葵為棕櫚科蒲葵屬的常綠性喬木，樹幹通直向上生長，不具分枝，株

高最高可達16公尺，整株為灰褐色。葉片形狀呈扇形深裂，葉柄具刺，葉柄為三角形帶有

刺，葉子邊緣為鋸齒狀，而裂片為線形，葉端分裂的地方會成弧形而下垂。春季末開出黃

色的小花，花多數無柄，排列於一不分枝的主軸，整個花序呈圓錐狀，雌雄同株。開花後

結出長橢圓形的果實，長約2公分左右，起初為藍綠色，成熟後漸漸變成黑褐色，內含有1

粒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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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抱蛋
【學名】 Aspidistra elatior (Hayata) S. S. Ying var. attenuata
【科名】 百合科（Liliaceae）

【屬名】 蜘蛛抱蛋屬

【俗名】 大葉萬年青、竹葉盤、九龍盤、竹節伸筋、趕山鞭、斬龍劍、單葉白枝、葉蘭、

  飛天蜈蚣、一葉蘭

【英名】 Common Aspidistra，Cast Iron Plant，Barroom Plant  

【族語】 布農 Katukatu Maliba Lulubunun、撒奇萊雅 Bakong、鄒 Ta'avasu Paatu

【分布環境】 台灣有許多原生種，包括霧社、大武、銳葉等，分佈於全島山野地區。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辛、溫且澀，具有活血通絡及瀉熱利尿的功效，主要用來

治療跌打損傷、風濕筋骨痛、經閉腹痛、頭痛、泄瀉…等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蜘蛛抱蛋是百合科家族成員之一，莖枝匍匐地面，接近地面的節上生

根。葉片從根部長出並直立向上，葉片形狀呈略帶革質的倒披針形，35-75公分，寬5-16

公分，具長且硬的葉柄，葉色全綠帶有光澤，依品種的不同葉面會帶不同的黃、白色斑

點。花開的型態就像是八腳蜘蛛在抱蛋，具有8枚花被且反捲，花被中央著生球形的子

房。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綠色的球形漿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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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模
【學名】 Rumex acetosa L.
【科名】 蓼科（Polygonaceae）

【屬名】 酸模屬

【俗名】 山羊蹄、酸不溜、酸姜、山菠菜、野菠菜、酸木通、水牛舌頭

【族語】 布農 Samah Haizu、撒奇萊雅 Saytaw

【分佈環境】 酸模在台灣分布廣泛，遍生於田野、不缺水及土壤肥沃地區。

【藥效/部位】 酸模根具有止血、保健腸胃、殺蟲與解熱，主要治療於胃炎、皮膚病的應

用、便血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

【生態/性狀描述】 酸模為蓼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株高約70-125公分，其分枝少。葉生於根

部上且具有柄，少部份葉生長於莖部上則無柄。花序為圓錐花序，頂生，為雌雄異株，花

被有6片，雌花柱頭有3枚。酸模果實為堅果橢圓形，具有三稜狀，開花期與結果期皆於春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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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藤
【學名】 Ecdysanthera rosea Hook. & Arn. 
【科名】 夾竹桃科（Apocynaceae）

【屬名】 酸藤屬

【俗名】 鹽酸仔藤、白椿根、白漿藤、石酸藤、細葉榕藤、紅背酸藤、黑風藤、斑鴣藤、

  十八症、風藤、酸藤木、三酸藤、螞蝗藤、牛捲藤、乳藤、酸葉藤、麻骨風、頭林心、

  斑鳩藤、厚皮藤、酸葉膠藤、緬榕、橡皮樹

【英名】 Sour Creeper

【族語】 布農 Mahaizu Tu Valu、撒奇萊雅 Swantin、鄒 Cipun Mapa'ici、

  魯凱 Languakece

【分布環境】 酸藤原產於印度及馬來西亞，喜歡生長在較濕潤的環境，因此常可以在台灣

各地中低海拔的山林中或水溝旁等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酸、澀且性微涼，具有清熱解毒、利詩化滯、活血消腫及止痛

的功效，主要用來治多種疾病，例如：咽喉痛、牙齦炎、慢性腎炎、食滯脹滿、癰腫瘡

毒、水腫、泄瀉、風濕骨痛、跌打瘀腫…等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酸藤為夾竹桃科酸藤屬的常綠木質藤本植物，分枝細長，長可達11公

尺，以纏繞的方式來進行攀爬，全株具有乳汁。單葉對生，葉片形狀呈橢圓形或橢圓狀倒

卵形，長約4.5公分，寬約1.5-2.5公分，葉片表面呈濃綠色而帶有光澤，葉背則為綠白

色。開花期開出多數淡紅色的花，花序主軸上再生分枝，於分枝上再著生互生的小花，整

個花序呈圓錐狀，闊鐘形的花冠具深4-5裂，具有5枚雄蕊。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2枚銳尖

的蓇葖果，其外皮有明顯的斑點，內含長圓形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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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杏
【學名】 Ginkgo biloba L.
【科名】 銀杏科（Ginkgoaceae）

【屬名】 銀杏屬

【俗名】 白果樹、公孫樹、鴨掌樹、鴨腳子

【英名】 Maidenhair Tree、Ginkgo

【族語】 布農 Insin Tu Lukis、撒奇萊雅 Insin

【分布環境】 台灣各地有栽培，包括溪頭、鹿谷鄉大倫山等等。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甘、苦且性平，帶有小毒，其不僅可以潤肺止咳、強化血

管，還可以改善腦功能和細胞活力。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

【生態/性狀描述】 銀杏為銀杏科銀杏屬的落葉性大喬木，株高可達42公尺，樹皮呈淡灰

色。枝條有長枝及短枝，長枝上葉為互生，短枝為開花枝，葉片簇生，葉片形狀呈扇形或

倒三角形，寬約6-9公分，秋季漸漸轉為金黃色。春季為開花期，雌雄異株，通常雄株長

枝斜上伸展，由雄花組成的一種穗狀花序，但總軸纖弱下垂，花成熟後與花序軸一起脫

落，而雌株短枝較雄株開展和下垂。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金黃色橢圓形的果實，徑約1.5

公分，具有白色的種子，就是其有名的中藥「白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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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尾草
【學名】 Pteris multifida Poir.
【科名】 鳳尾蕨科（Pteridaceae）

【屬名】 鳳尾蕨屬

【俗名】 井欄茜、小鳳尾草、劍葉鳳尾草、井邊草、井口邊草、小金星鳳尾草、鐵腳雞、

  山雞尾、井茜，井闌草、石長生、鳳凰草、井邊茜、旋雞頭、野雞尾、烏腳雞、線雞尾、

  雙鳳尾、金雞尾，小鳳尾草、九把連環劍、雞爪蓮、背陰草、井欄邊草、小葉鳳尾草、

  蜈蚣蕨、鳳尾藤、五葉靈芝

【英名】 Pteridis Multifidae Herba

【族語】 布農 Takihutun Tu Ismud、撒奇萊雅 Bongwi、魯凱 Wredasa、

  雅美 Ipos No Manok、鄒 Icici Tariri

【分佈環境】 鳳尾草是一種非常常見的植物，生長於低海拔的岩縫、水溝邊、產業道路上

等皆可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鳳尾草味苦性寒，具有止血、止瀉、解毒與消炎等療效，主要治療於療瘡腫

毒，淋巴結核、傷風、痢疾、淋病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魯凱、雅美、鄒

【生態/性狀描述】 鳳尾草為鳳尾蕨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株高約在20-75公分左右，莖直立

或斜生，表面具有有深褐色鱗片，葉為草質，葉子可分為兩類，一是能繁衍後代的孢子

葉，在羽片邊緣的邊脈上長出許多孢子囊群，囊群線形，具有膜質，為灰白色。葉身較狹

長，大約20-5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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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梨
【學名】 Ananas comosus (L.) Merr.
【科名】 鳳梨科（Bromeliaceae）

【屬名】 鳳梨屬

【俗名】 波羅、菠蘿、旺來、地菠蘿、黃萊、黃梨、王梨、千肚子果、茥菜

【英名】 Pineapple

【族語】 布農 Bunglai、撒奇萊雅 Padingad、鄒 Pangtan、排灣 Ban Ulan、雅美 Pinapo、

  卑南 Rea'、魯凱 Pangudrale

【分布環境】 常分佈在中南部及東部的丘陵地和山坡地，像是屏東縣、台南縣、高雄縣及

南投縣等都是發展鳳梨栽培的最佳產區。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酸、甘且平，具有利濕助消化、解毒止咳、抗氧化及利尿止

痢的功能，常用來治療痢疾、咽喉腫痛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卑南、雅美、排灣、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鳳梨屬於鳳梨科家族成員之一，植株高度最高可達1公尺左右，短縮的

莖幹由葉片一層一層包裹

著，由下向上、由外向內

逐漸收斂，愈接近中央的

葉子愈偏筒狀，在沙礫岩

石地或是較乾旱的地方可

做為儲水之用。花穗成熟

時間費時較久，著生數朵

至數十朵小花。其果實是

由母株的葉心由下往上吐

生出來，因此整個果實是

頭下尾上挺立，因頭端接

近母株地面的根部，水分

與養分最多，所以整顆鳳

梨一定是頭部最甜，越往

尾部就越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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蓖麻
【學名】 Ricinus communis L.
【科名】 大戟科（Euphorbiaceae）

【屬名】 蓖麻屬

【俗名】 肚篦、紅篦麻、天麻子果、篦麻子、金豆、八麻子、洋麻子

【族語】 布農 Sikul、撒奇萊雅 Katawaay、雅美 Pima、鄒 Takai、卑南 Hima、

  魯凱 Lrangeba

【分佈環境】 台灣全島平地乾旱地常見，但目前也有人為栽培。

【藥效/部位】 性味中帶點甘、辛，主要用來治療於消腫去毒、止癢、止痛…等。對人體細

胞具凝集作用。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卑南、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蓖麻是一種大型的一年生草本植物高約200-400公分，葉片為掌狀且約

有6-10中裂，深達葉片的一半以上，葉緣鋸齒狀，莖直立，無毛具白粉，節莖非常明顯；

在秋前開花，總狀花序頂生，長約15-35公分或更長。雄花5枚，具膜質，且雄蕊多數，

雌花亦5枚；蓖麻果實為蒴果，球形，有3個縱槽，外觀有刺狀物，成熟分化為3裂，帶有

刺；種子橢圓形，長約1-2公分，寬0.7-1.2公分，且非常光滑，有白、黑、黃、紅等顏色

交錯，種子另外一端具有突起的種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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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筋藤
【學名】 Tinospora sinensis (Lour.) Merr.
【科名】 防己科（Menispermaceae）

【屬名】 青牛膽屬

【俗名】 苦藤、佛珠藤、伸筋藤、舒筋藤 

【英名】 Caulis tinosporae

【族語】 布農 Mahulpih Tu Valu、撒奇萊雅 Asakaw、鄒 'Uici Mavakan

【分佈環境】 寬筋藤原產於印尼，生長容易，現已廣泛栽培全省各地。

【藥效/部位】 寬筋藤味苦性涼，具有除濕、活絡筋骨之療效，主要治療於骨折損傷，風濕

痛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寬筋藤為防己科落葉高大藤木植物，莖極長且肥厚，剛長出的嫩枝為綠

色，具有條紋和柔毛，老枝條呈黃色，表皮具有覆膜質。葉為圓心形，長約8-14公分，寬

6-12公分，基部呈心形，葉背葉面都具有短柔毛，尤其葉背毛甚密；有5條的掌狀脈；花

序為總狀花序，雄花序單生或簇生，雌花序單生；6片萼片，排成2輪，外輪小，內輪為

闊卵形，長達0.5公分；花瓣有6片，形狀接近菱形，且有爪，雄花中有6枚雄蕊，長於花

瓣；其雌花具有3心皮。寬筋藤果實為核果，球形，為紅色，內果皮背部有許多小凸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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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蔓
【學名】 Tylophora ovata (Lindl.) Hook. ex Steud.
【科名】 蘿藦科（Asclepiadaceae）

【屬名】 鷗蔓屬

【俗名】 多鬚公、卵葉娃兒藤

【英名】 Tylophora taiwanensis

【族語】 布農 Auman Tu Ismud、撒奇萊雅 Oman

【分佈環境】 分佈廣泛，台灣全島及離島低海拔林緣都有生長。

【藥效/部位】 根及全株性溫味辛，有小毒。全株有祛風濕、化痰止咳、散瘀止痛、解蛇毒

之功效，可治風濕痹痛、咳喘痰多、跌打腫痛、毒蛇咬傷。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

【生態/性狀描述】 歐蔓為蘿藦科植物，葉為披針狀卵形，佈滿了毛或僅在脈上有毛，成熟

葉先端具突尖，葉基心形或近心形。花序為短總狀花序，且呈聚繖狀排列。花萼有裂片，

為線狀三角形；花冠在還沒開放的時候呈現卵狀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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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葉桐
【學名】 Hernandia nymphiifolia (C. Presl) Kubitzki
【科名】 蓮葉桐科（Hernandiaceae）

【屬名】 蓮葉桐屬

【俗名】 蠟樹、濱桐

【英名】 Sea Cups、Sea Hearse

【族語】 布農 Avulakili Ikit、撒奇萊雅 Liniytong、鄒 'Urei Kaaru、排灣 Zaagasan、

  魯凱 Makathalape

【分布環境】 為一種優良的防風樹種之一，常在屏東恆春半島、台東、蘭嶼、綠島和澎湖

的近海岸地區發現它的蹤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具澀且平，不僅可以抗癌，還可以治療神經系統及心血管方面

的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魯凱、排灣

【生態/性狀描述】 蓮葉桐係為蓮葉桐科或蠟樹科的常綠性大喬木，樹高可達14公尺以上，

樹皮表面平滑。單葉互

生，葉片形狀呈有光澤且

全緣的心形，長約25-35

公分，寬約20-25公分，

無托葉但具長柄，葉柄

與葉身等長。1年開兩次

花，一次在11-12月，另

一次則在翌年2-3月，開

出白或乳白色的花朵，花

序主軸上再生分枝，於分

枝上再著生互生的小花，

整個花序呈圓錐狀，雌雄

同株，雌花位於中央，

雄花則在兩側具有3枚雄

蕊。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

核果，徑約3.5公分，藏

在肉質的圓形總苞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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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澤蘭
【學名】 Mikania cordata (Burm. f.) B. L. Rob.
【科名】 菊科（Compositae）

【屬名】 蔓澤蘭屬

【俗名】 山瑞香、蔓菊、假澤蘭、心形薇甘菊、米甘草、薇甘菊

【英名】 Mile-a-minute weed

【族語】 布農 Manculan Tu Ismud、撒奇萊雅 Tatakol、鄒 'Uici Mopucu、排灣 Kagadao

【分布環境】 在台灣全省平地、山野、山區發現其蹤跡，尤其在台北、台中、南投日月

潭、新竹、台東大武山、屏東等分布更為普遍。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甘、寒，不僅可以解熱利尿、清熱解毒，還可以消腫止

痛。主要用來治療感冒發熱、肺熱咳嗽、腫瘍、肺炎、支氣管炎、水腫、白血球過多症、

腦中風、小兒驚風、骨折筋斷等症狀。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排灣

【生態/性狀描述】 蔓澤蘭屬菊科攀緣性草本植物，分枝多，莖細長，無法直立，利用卷

鬚、氣根、葉柄等攀附他物向上生長，單葉對生，葉片形狀呈三角狀長橢圓形或披針形，

長5-7公分，寬2公分，葉柄長約3-5公分，葉子全緣、微波緣或疏低鋸齒緣，葉片兩面佈

滿柔毛。夏季開出多數白色或淡紅色的管狀花，花無柄或近無柄，多數密集生於一短而

寬，平坦或隆起的總托上，形成一頭狀體。秋季結出狹長圓錐形的黑色瘦果，具赤褐色的

冠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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蔥蘭
【學名】 Zephyranthes candida (Lindl.) Herb.
【科名】 石蒜科（Amaryllidaceae）

【屬名】 菖蒲蓮屬

【俗名】 玉廉、風雨蘭、白菖蒲

【英名】 Zephyr lily、Rain lily 

【族語】 布農 Salu Puah、撒奇萊雅 Balo A Kenaw、阿美 E Da Rin Gai A K Now、

  鄒 Cangun Cuun

【分佈環境】 蔥蘭原產於南美洲等地，在台灣各地亦常見，現以栽培種為多，在景觀設計

與造景上，利用極廣又美觀。 

【藥效/部位】 全草性平味甘。有平肝熄風、散熱解毒之功效，可治小兒急驚風。外用治癰

瘡、紅腫。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阿美

【生態/性狀描述】 蔥蘭為石蒜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植株矮小，為地下鱗莖，徑約3公分。

葉叢生，呈細線形，具有厚肉質，長約25-35公分；有6片花被，白色，雄蕊有6枚，花藥

為黃色；蔥蘭果實為為蒴果，球形，成熟後有3瓣裂，種子為黑色，扁平如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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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母乳
【學名】 Portulaca oleracea L.
【科名】 馬齒莧科（Portulacaceae）

【屬名】 馬齒莧屬

【俗名】 豬母乳、長命菜、五行草、馬莧、瓜子菜

【英名】 Purslane

【族語】 布農 Babu Tu Susu、撒奇萊雅 Koliya、鄒 Mumu Tutui、阿美 Ku Ri Yahr

【分佈環境】 豬母乳原產地為熱帶及溫帶區，適合生長於溪谷地形，在陽光充足的空地與

田野容易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豬母草整株都可以利用，通常用於消炎、消腫、涼血上，主要治療糖尿病、

水腫、皮膚炎…等，亦會幫助排尿，對毒蟲咬癢具止癢效果。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阿美

【生態/性狀描述】 豬母乳為一種1-2年生草本，植株匍匐狀生長，莖部對生，攀爬地面，

葉片具有肉質匙狀，有光澤，葉互或對生，長為橢圓形，先端鈍或圓，形狀像馬的牙齒。

莖直立，除了葉腋植株光滑無毛。夏天的時候會開黃色小花，花頂生，有5個花瓣。豬母

乳果實為黑色球形的蒴果，種子也呈黑色。熟果為橙紅色、茶褐色，生長於老幹及其分枝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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銳葉山柑
【學名】 Capparis acutifolia Sweet
【科名】 山柑科（Capparidaceae）

【屬名】 山柑屬

【俗名】 毛瓣蝴蝶木、山柑仔、細葉風蝶木、細葉蝴蝶木、烏殼仔、薄葉山柑、獨行千里

【英名】 Acuteleaf Caper

【族語】 布農 Takiludun Lisav Daing Tu Izuk、撒奇萊雅 Sankan、鄒 Kaaru Savu'u

【分布環境】 在台灣中部及南部的中低海拔900公尺以下的山區、森林邊緣半陰的闊葉林

下、路旁或開闊的坡地發現其蹤跡，尤其以台中、南投、高雄、屏東等地分布最為廣泛。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苦、澀且性微溫，而有毒，具有破血散瘀、消腫止痛及舒筋

活絡的功用，主要用來治療跌打損傷、風濕、咽喉痛、腹痛、牙痛、經閉等症狀。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銳葉山柑為山柑科山柑屬的小灌木或略帶藤本，株高最高只達3公尺，

莖斜上或呈偃臥狀，具有多數光滑無毛的細長枝條，長約1-7公尺。葉片依序一片一片排

列在莖上，形狀呈帶硬紙質或近似革質且全緣的披針形、卵形至卵狀披針形，長約5-22

公分，寬約3-4.5公分。花期開出1至數枚具香味呈白色或略帶淡黃色的花朵，花柄長約

3-4.5，具有4枚萼片，4枚披針形花瓣，雄蕊多數。開花後結出球形或橢圓形的橘紅色果

實，長約1-2.5公分，內含有多數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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曇花
【學名】 Epiphyllum oxypetalum (DC.) Haw.
【科名】 仙人掌科（Cactaceae）

【屬名】 曇花屬

【俗名】 月下美人、瓊花、葉下蓮、金鉤蓮、鳳花

【英名】 the Epiphyllum、Night-blooming Cereus

【族語】 布農 Muiav Tu Puah、撒奇萊雅 Tanhwa、雅美 Katolaw、鄒 Vungavung Ngucu

【分布環境】 廣泛分布在台灣低海拔地區。

【藥效/部位】 不僅可以清熱解毒、止血，還具有清肺止咳、化痰的功效，主要用來治療氣

喘、肺癆、咯血、高血壓、崩漏、咽喉痛、疥癤…等等症狀。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

【生態/性狀描述】 曇花為仙人掌科曇花屬的多年生肉質性灌木植物，株高約1.5-3公尺，

嫩枝為綠色扁平狀，老枝則呈圓柱形，枝條葉片邊緣呈波狀淺鋸齒狀。初夏或深秋開出純

白色的大型花朵，在晚上9-12點間開放，凌晨前即凋謝，結蕾後就不再抽枝，抽枝即不

再結蕾，筒狀的花長約25-35公分，開放時下垂翹起，筒外具有紫色的線裂，多數雄蕊成

束。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紅色漿果，長約1-2公分，徑約0.5-1.5公分，內含小型的黑色種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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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豎杇
【學名】 Elephantopus scaber L.
【科名】 菊科 （Compositae）

【屬名】 地膽草屬

【俗名】 紅豎杇、地膽頭、紅花地草、塹頭

【英名】 Elephantopi Herba 

【族語】 布農 Lisav Dinki、撒奇萊雅 Tingso、鄒 Cuun Karavung、魯凱 Palakeve

【分布環境】 全台灣之平地至低海拔山區均可見。

【藥效/部位】 燈豎杇味苦性寒，可退火、消腫、止痛，可治療於腳氣病或為腸胃藥。主要

治療於胃痛、呼吸道炎、咳嗽、頭痛、腎臟方面疾病，台灣民俗中常用於保肝及治療胸悶

痛；現在也可以治療梅毒。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燈豎杇為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株高50-100公分，葉片全緣呈披針形，

長約20-30公分，寬約5-10公分。



271台灣原住民族藥用植物圖鑑 271台灣原住民族藥用植物圖鑑

獨腳烏臼
【學名】 Cissus repens Lam.
【科名】 葡萄科（Vitaceae）

【屬名】 粉藤屬

【俗名】 粉藤、粉藤薯(台灣)、白粉藤、夜牽牛、白面水雞、青龍跌、白薯藤、接骨藤、

  青龍跌打、山葫蘆、山雞蛋、飛龍接骨

【英名】 Creeping Treebine

【族語】 布農 Tasa Bantas Hazam Tu Ismud、撒奇萊雅 Tocyawociw

【分布環境】 在全島平野至低海拔山區、林邊、樹上、屋旁、籬笆發現其成群的自生。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甘、辛、平且性微寒，具有活血通路、清熱涼血及解毒消腫

的作用，主要用來治療腫毒、皮膚病、骨蒸勞熱、小腸氣痛、疝氣、濕疹、跌打損傷，風

濕痹痛、毒蛇咬傷、痰火瘰癧、水腫、痢疾…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

【生態/性狀描述】 獨腳烏臼屬於葡萄科粉藤屬的多年生攀緣性藤本植物，莖光滑無毛呈粉

綠色，具肥大的鈍四稜形地下根塊，長約4公尺，富含水分，表面呈淺綠色，分枝上的節

有明顯的膨大。單葉互生，葉片形狀呈帶膜質且淺紅色刺狀齒的心狀卵形，長6-13公分，

寬6-11公分，葉柄長約3-5公分。秋季開淡綠色的小花，花軸頂端著生一朵小花，兩側分

枝上再形成小花，具有4瓣卵狀三角形的花瓣。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紫紅色的倒卵形漿

果，內含有1-2粒的種子。



272 台灣原住民族藥用植物圖鑑272 台灣原住民族藥用植物圖鑑

磚子苗
【學名】 Cyperus cyperinus (Retz.) Valck.
【科名】 莎草科（Cyperaceae）

【屬名】 莎草屬

【俗名】 台灣磚子草

【族語】 布農 Salaz Tu Ismud、撒奇萊雅 Ponelay Lalapi、鄒 'Ucang Pusiam、

  阿美 Sa De Kai、魯凱 Paulalake

【分佈環境】 分佈於全台低海拔山區，尤其在潮濕地，如：沼澤；與荒涼地都可以發現其

蹤跡，是一種非常普遍的植物。

【藥效/部位】 頭痛、葉治眼疾及瘧疾。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阿美、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磚子苗為一種莎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莖短具木質，直立，株高約在

15-75公分左右，葉基生，寬約0.8-1.2公分。葉數叢生、葉片呈細線形、具平褶紋、葉先

端且尖銳，葉鞘呈灰綠色且有紫色斑點。磚子苗為繖房花序頂生，每花具外穎4-7片，內

穎2-3枚，且直立，小花序呈穗狀具多數個，葉基部具有多枚葉形拖葉，雄蕊有3個。磚子

苗果實為瘦果且暗褐色，為橢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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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鬚草
【學名】 Orthosiphon aristatus (Blume) Miq.
【科名】 唇形科（Labiatae）

【屬名】 貓鬚草屬

【俗名】 化石草、腰只草、腎草、腎茶、貓鬚公、圓錐直管草

【英名】 Java Tea、Cat's-whiskers 

【族語】 布農 Naung Ngis-Ngis Tu Ismud、撒奇萊雅 Anekak、雅美 Aming No Koza、

  鄒 Ngisingisi Ngiau

【分布環境】 原產於東南亞、澳洲，屬於台灣原生種植物之一，常分布於平地。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甘、淡、苦且性微涼，具有清熱、利尿、排石的作用，主

要用來治療急性腎炎、膀胱炎、尿路結石、風濕性關節炎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

【生態/性狀描述】 貓鬚草為脣形花科家族的一員，係為多年生直立草本植物，株高可達90

公分，淡紫色的莖呈方形有稜，其分枝多，基部木質化。單葉對生，葉片形狀呈鋸齒緣且

兩面被毛的菱形，長約6-13公分，寬約3-6公分，葉柄長約1-2.5公分。花軸頂端著生一朵

小花，兩側分枝上再形成小花，白色至淡紫色的花冠呈筒狀，具4枚雄蕊。開花後結出的

果實為球形堅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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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幣草
【學名】 Hydrocotyle verticillata Thunb.
【科名】 繖形花科（Umbelliferae）

【屬名】 天胡荽屬

【俗名】 圓幣草、銅錢草、香菇草、蚶殼草、香菇錢

【英名】 Asiatic centella、water pemywort

【族語】 布農 Sui Ismud、魯凱 Langubeteke、雅美 Katoy A Nizipi、鄒 Cuun Kinpara、

  撒奇萊雅 Payso

【分布環境】 原產於熱帶南美洲，喜歡生長在高溫濕潤、陽光充足的環境，適於水盆、水

池、水族箱、濕地或吊盆栽培，屬於中性植物的一種。

【藥效/部位】 袪風、固腸、明目、退燒、清暑。在野外被蚊蟲叮咬，可以找錢幣草，把葉

子揉爛，抹在被叮的地方，可以止癢。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錢幣草為繖形花科的多年生挺水性水生植物，地下部橫生的走莖發達，

節上生不定根和新芽，可發育成子珠，莖細長匍匐於地面，節明顯，每一節各長一枚葉，

可一直延伸。葉片形狀呈油亮翠綠且鈍圓鋸齒緣的圓傘形或圓腎形，長寬約3-6公分，葉

柄長。春秋兩季間開出黃綠色的小花，花有柄，花梗近等長，共同從花序梗的頂瑞生出，

形如張開的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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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花藿香薊
【學名】 Ageratum houstonianum Mill.
【科名】 菊科（Compositae）

【屬名】 藿香薊屬

【俗名】 紫花毛麝香、墨西哥藍薊、牛屎草

【英名】 Mexican Ageratum、Blue Billygoatweed、Blue Maudlin、Ookakkoazami

【族語】 布農 Ma-Ansum Tu Ismud、撒奇萊雅 Tatimtim、鄒 Cn Samavuca'u、

  魯凱 Ngiyapapalai

【分布環境】 喜歡生長在比較潮濕而肥沃的土壤中，常常可以在台灣中低海拔的山地、平

原、原野荒地、田埂及旱田發現其蹤跡，屬於一種常見的雜草。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苦且涼，具有清熱解毒的作用，主要用來治療中耳炎、各種

切割傷、蛇蟲咬傷、小兒胎熱、淋疾…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紫花藿香薊屬於菊科紫花藿香薊薊屬的陸生草本植物，植株約20-100公

分，莖直立向上生長，不依附他物，全株整體佈滿軟毛。單葉互生，偶有對生，葉片形狀

呈質地厚具有柄的卵形或三角形，長約5-8公分，邊緣具有規則的圓鋸齒緣，葉片兩面被

柔毛。9月至翌年5月為花期，花無柄多數密集生於一短而寬，平坦或隆起的總托上，形成

一頭狀體，各花散開成平面狀，雌花雄花皆生長於同株植物。開花後結出的果實為黑色的

長圓柱形瘦果，具有4稜，而稜上有毛，內含細小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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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牙草
【學名】 Agrimonia pilosa Ledeb.
【科名】 薔薇科（Rosaceae）

【屬名】 龍牙草屬

【俗名】 仙鶴草、馬尾絲、石打穿、黃龍牙、牛尾草、仙鶴蓮、脫力草、子母草

【族語】 布農 Nipun Tu Ismud、撒奇萊雅 Dasay、鄒 'Ucan Kupiri、魯凱 Lalradre

【分佈環境】 龍牙草原產於歐洲，性喜溫暖，在台灣主要分布於中北部之田野、產業道路

旁，極易栽培，極分佈亦廣。

【藥效/部位】 龍牙草全草都可入藥，其利用性極廣，具有止血、保健常謂之療效，主要治

療於吐血、尿血、便血、子宮出血等疾病，且具有強心的作用。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龍牙草為薔薇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株高約45-70公分，全草皆披有粗

毛。葉互生，為羽狀複葉，小葉有3對，呈長橢圓狀披針形，葉緣為粗齒緣，葉背葉面都

有毛；其托葉為半心形。花序似總狀花序，長約3-5公分。其花梗極短，黃色。萼片為綠

色、五裂且銳尖，裂片基部有鉤狀毛，有5片花瓣，雄蕊10枚，開花期在夏季5-7月開花，

龍牙草果實為瘦果，宿存於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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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眼
【學名】 Euphoria longana Lam.
【科名】 無患子科（Sapindaceae）

【屬名】 龍眼屬

【俗名】 桂圓、亞荔枝、燕卵、圓眼

【英名】 Longan

【族語】 布農 Linkin、撒奇萊雅 Kowawi、卑南 Hinghing、雅美 Cyai、鄒 Ringking、

  阿美 Ga Ba La An、排灣 'Gi Gni、魯凱 Gingging

【分佈環境】 台灣中南部氣候、土壤適合栽培龍眼，是一種極為容易栽培的果樹。

【藥效/部位】 龍眼也可以藥用，依其部位的不同其療效也不同，例如：根苦，但對關節痛

有療效；種子苦澀，但可止血止痛，治療胃痛或燙傷也有之功效；葉可解毒、補血，作為

壯陽藥成分，也可以預防感冒、腸炎等。主要治療於貧血、心悸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卑南、雅美、鄒、阿美、排灣、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龍眼為無患子科是一種多年生常綠大喬木植物，高約500-1000公分，

樹皮為棕褐色，且極粗糙。葉互生，為偶數羽狀複葉，加柄長為15-35公分，長為橢圓

形，長約5-20公分，寬2-5公分，葉基傾斜，葉全緣或波狀，葉面暗綠色，有光澤，葉背

淡綠。春夏季開黃白花，花為圓錐花序頂生，有星狀柔毛；花萼有5裂；花瓣5片；雄蕊

8個；子房呈心形。龍眼果實為核果球形，不開裂，外皮為黃褐色粗糙，假種皮呈白色透

明，肉質多汁又甘甜；種子為球形，黑褐色，光滑極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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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船花
【學名】 Clerodendrum kaempferi (Jacq.) Siebold ex Steud.
【科名】 馬鞭草科（Verbenaceae）

【屬名】 海州常山屬

【俗名】 瘋婆花、鼓子花、貞桐花、發瘋花

【英名】 Scarlet glorybower、Pagoda flower

【族語】 布農 Hatu Tu Puah、撒奇萊雅 Sinongay、魯凱 Avange、鄒 Vungavung 'Avang

【分佈環境】 性喜生活在有遮陰有陽光的地方，在台灣全省低海拔地區的樹林、灌叢中最

為常見。 

【藥效/部位】 龍船花味苦性溫，全草都可以入藥，有調節經期、清熱解毒之功效，主要藥

用部位為根，在消炎、肝病、婦女病、甚至是淋病都可治療，也常外用於皮膚炎上。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魯凱、鄒

【生態/性狀描述】 龍船花為一種常綠灌木植物，高有100-160公分左右，葉對生，廣卵形

或心形，掌狀3-5裂，葉緣為全緣，葉具長柄，葉長約14-22公分、寬13-19公分，花序為

大形圓錐花序頂生，台灣

四季都會開花，花為橘紅

色，為一種觀花植物。花

梗基部有苞片；花萼深

裂，花冠不規則；雄蕊有

四枚，約為花冠筒的兩倍

長，這種特別長的雄蕊，

在花卉上很少見，也成為

龍船花的最大特色；龍船

花為核果且近乎球形，直

徑約0.7公分，果實成熟

後成為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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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瓏冷水花
【學名】 Pilea elliptifolia Shih & Yang
【科名】 蕁麻科（Urticaceae）

【屬名】 冷水花屬

【俗名】 嬰兒眼淚、橢圓葉冷水麻

【英名】 Depressed clearweed、Miniature peporomia、Baby's fears

【族語】 布農 Ubuh Tu Bahbah、撒奇萊雅 Salosa、雅美 Kaoonospa、

  鄒 Cuun 'A'ai U'usu

【分佈環境】 玲瓏冷水花是一種蔓性植物，生性強健，栽培容易，性喜潮濕，為耐陰植

物，過多的陽光會造成生長緩慢。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

【生態/性狀描述】 玲瓏冷水花為蕁麻科植物，莖呈匍匐性，葉為互生，倒卵形，葉先端有

鈍鋸齒，葉色為翠綠色，小巧可愛，長著生在淺山陰涼潮濕徑岩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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檄樹
【學名】 Morinda citrifolia L.
【科名】 茜草科（Rubiaceae）

【屬名】 羊角藤屬

【俗名】 海巴戟天、諾麗果、紅珠樹、水冬瓜、椿根、鬼頭果

【英名】 Indian Mulberry、Noni、Great Morinda

【族語】 布農 Hangsulas Tu Lukis、撒奇萊雅 Ciso、雅美 Kamannonoka'apatot

【分布環境】 台灣的恆春半島、鄰近島嶼海濱、蘭嶼的海岸森林內，太平洋熱帶島嶼皆見

分佈。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甘且性微涼，具有解熱強壯、解毒抗腫瘤及免疫調節之效

用，目前可用來治療感冒、哮喘、赤痢、肺結核、熱症、濕疹、跌打損傷、炎症、高血

壓、血糖過高、視力減退…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排灣

【生態/性狀描述】 檄樹為茜草科羊角藤屬的常綠小喬木，株高可達10公尺以上，全株光

滑無毛，分枝具有4稜角。單葉對生，葉片形狀呈帶厚紙質具短柄全緣的橢圓形或長橢圓

形，長10-30公分，寬5-15公分，葉面呈光亮的深綠色。6-8月開出白色的花朵，花無柄或

近無柄，多數密集生於一短而寬，平坦或隆起的總托上，形成一頭狀體，圓筒形的花冠長

約1公分，具有5枚的雄。結出的果實為球形的漿質聚合果，由綠色轉為黃色熟後幾乎變為

白色，內含多數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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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姜木
【學名】 Vitex quinata (Lour.) F. N. Williams
【科名】 馬鞭草科（Verbenaceae）

【屬名】 牡荊屬

【俗名】 烏甜仔、山埔姜

【族語】 布農 Pocian Tu Lukis、撒奇萊雅 Kowa、鄒 Kaaru Manipi、魯凱 Deaw

【分佈環境】 薄姜木分佈廣，於中國、菲律賓及印度皆有分佈，在台灣主要生長於低海拔

樹林與灌叢中。

【藥效/部位】 薄姜木其根具有止咳、鎮靜之療效，葉有去寒、清肺之效果。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薄姜木為馬鞭草科半落葉喬木植物。葉對生且全緣，為掌狀複葉，無托

葉，葉脈上具有短毛，具柄；小葉有3-5片，為長橢圓形。花為兩性，花序為聚繖花序，

頂生，且長滿了毛及腺點，花為淡紫色或淡黃色。花萼為壺狀，宿存；花冠筒呈漏斗狀；

雄蕊有4枚，花絲無毛，著生於花冠筒上，且與花冠裂片互生；屬於子房上位；共有4室，

每一室都具有1胚珠，花柱為絲狀，柱頭有二裂。薄姜木果實為核果，倒卵形，於宿存花

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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薊罌粟
【學名】 Argemone mexicana L.
【科名】 罌粟科（Papaveraceae）

【屬名】 薊罌粟屬

【俗名】 老鼠芀

【英名】 Prickly poppy

【族語】 布農 Kakaunan Tamakuazu、撒奇萊雅 Sicekaay Sama、鄒 Ru'uvu Sama'u、

  魯凱 Delalace

【分佈環境】 性喜高溫、耐旱，而且生性強健，易栽培，目前在南部沙地及澎湖常見。

【藥效/部位】 薊罌粟具有止瀉、止痛、消腫、去痰之療效，主要治療於牙痛、淋病、發炎

等疾病，其種子可以當瀉藥，其汁液可治療皮膚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薊罌粟為罌粟科一年生草本植物，株高約為65-95公分。整株皆無毛但

佈滿了白粉，莖具多刺，莖與葉均有黃色汁液，葉為互生，且無柄，為羽狀深裂，花色為

黃色，單生於枝梢，萼片

有3片，很早就脫落了，

花瓣有4- 6片，為倒卵

形。薊罌粟果實為蒴果，

橢圓形，果表面具有刺，

內含有多數種子。種子為

黑色，種皮瘤狀；開花期

在夏季7-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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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山藍
【學名】 Blechum pyramidatum  (Lam.) Urban.
【科名】 爵床科（Acanthaceae）

【屬名】 賽山藍屬

【英名】 Browne's Blechum 

【族語】 布農 Masuzuk Lisav Tu Ismud、撒奇萊雅 Saysanian

【分佈環境】 賽山藍原產於熱帶美洲。在台灣主要分布於南部的校園、灌叢、產業道路

上，近年來已越來越多人工栽培。

【藥效/部位】 主養陰血，散積毒，消暑清濕、解熱、消炎藥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

【生態/性狀描述】 賽山藍為爵床科直立半匍匐性草本植物，全年都會開花，莖上可節節生

根，葉薄，葉為苞卵形，花序為穗狀花序，白色花冠，賽山藍果實為朔果，卵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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薏苡
【學名】 Coix lacryma-jobi L.
【科名】 禾本科（Poaceae）

【屬名】 薏苡屬

【俗名】 薏仁、苡米、草珠兒、薏珠子、薏苡仁、苡仁、白薏仁

【英名】 Adlay、Job's Tears

【族語】 布農 Maduhlas Tu Salaz、撒奇萊雅 Babokelo、雅美 Agegey、鄒 Viaru Uuru、

  阿美 Ba Bu K Ru、魯凱 Medai

【分布環境】 喜歡生長在河邊、溪流邊或陰濕河谷中等較潮濕的環境。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甘、淡且性微寒，具有健脾利濕、清熱補肺以及驅蟲鎮痛

的作用，主要用來治療風濕性關節炎、夜盲症、消化不良、輔助抑制腫瘤…等症狀。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阿美、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薏苡係為禾本科黍亞科薏苡屬的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莖桿直立向

上生長，不依附他物，株高約2公尺左右。單葉互生，葉片形狀呈線狀披針形，葉子邊緣

粗糙。花軸上著生的小花有花梗，由下往上開放，花序分雌雄兩種小穗，雄性生在頂端，

開花後即凋謝；雌性生在花序基部。果實成熟時，卵狀或卵狀球形的總苞光滑而堅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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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榔
【學名】 Areca catechu Linn.
【科名】 棕櫚科=椰子科（Arecaceae）

【屬名】 檳榔屬

【俗名】 菁仔、菁仔子、菁仔叢、檳榔子、檳榔王、大腹檳榔、仁頻、賓門、賓門藥餞、

  白檳榔、橄欖子、洗瘴丹、寧極、大白檳、花檳榔、青仔、雞心檳榔、檳榔玉、榔玉、

  大白、檳榔仁、大腹子

【英名】 betel  palm、Areca Nut 

【族語】 布農 Saviki、撒奇萊雅 Daedac、雅美 Avowa、鄒 'Aviki、卑南 Puran、

  阿美 『樹』E Zp 『花』Bu Za Jin、排灣 Sa'Vigi、魯凱 Sabiki

【分布環境】 是台灣中南東部特有農作物之一，常種於山坡地。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苦、辛且微溫，可以殺蟲消積，也可以降氣、行氣或是截瘧。

主要用於治療蛔蟲、脘腹脹痛、腳氣…等，也是眼科常用的縮朣藥。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卑南、阿美、排灣、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檳榔屬於喬木植物，植株高約13-17公尺，其莖不分枝，莖上的葉片脫

落後會有明顯的環紋，莖約24-26公分粗。葉為羽狀複葉，葉面光滑，小葉為披針狀線

形，長約40-60公分，寬3-6公分。花軸肥厚，周圍著生無花柄之小花，花序外側為一大型

苞片，稱佛焰苞的肉穗花序，屬於為雌雄同株的單性花，通常單生的雄花無柄，多數但小

朵，著生於分枝上部；雌花少數而大朵，亦為無柄，緊貼於分枝基部，花萼具有2-4片，

花瓣屬卵狀長圓，也具有2-4瓣，長約0.1-5公分。3-8月為花期，果期則至翌年的6月。屬

於堅果的檳榔，果皮由綠色轉為黃或橙黃色，果實呈卵圓形或長圓形，約5.5公分長，內

部具有1粒檳榔子，含有豐富的纖維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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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面刺
【學名】 Zanthoxylum nitidum (Roxb.) DC.
【科名】 芸香科（Rutaceae）

【屬名】 花椒屬

【俗名】 崖椒、兩面針、花椒、黃根、鳥不宿、鳥踏刺、上山虎、崖根、鱟殼刺、碌碡藤

【英名】 Glittering Prickly-ash

【族語】 布農 Lisav Duli、撒奇萊雅 Cadam、鄒 Capai Nipokinti、排灣 Zyabansaru

【分布環境】 常在全省闊葉林下找尋其蹤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辛、苦且平，帶有毒，不僅可以袪風消炎、消腫止痛，還

可以鎮咳解毒、舒經活血，主要用來治療風濕、跌打腫痛、腰肌勞損、胃痛、咽喉痛、毒

蛇咬傷、支氣管炎、咳嗽發燒、痧病、神經痛、腸絞痛、十二指腸及胃潰瘍…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排灣

【生態/性狀描述】 雙面刺屬於芸香科花椒屬的攀緣性藤本灌木，分枝具有三角刺，老莖

則有脊骨突起。小葉3-7枚，葉片形狀呈光澤的卵至橢圓形，長約7公分，寬約2.5公分，

葉質地略厚且有光澤帶

刺，葉子邊緣呈鈍齒牙

緣，葉柄長0.3公分。

開花期開出淡黃白色而

帶有清香的花朵，花軸

上著生的小花有花梗，

由下往上開放，花梗為

暗紅色。開花後結出球

形的果實，徑約0.45公

分，成熟時變成黑色帶

有麻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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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母珠
【學名】 Abrus precatorius L.
【科名】 豆科（Leguminosae）

【屬名】 雞母珠屬

【俗名】 相思子、紅珠木、雞母子、雞母真珠

【英名】 Rosary pea、Love pea、Crabs eye

【族語】 布農 Tulkuk Tu Las、撒奇萊雅 Cimoco、鄒 Cuun Moruvun、魯凱 Sangea

【分佈環境】 雞母珠主要分布於亞洲熱帶地區，喜歡生長在低海拔灌叢中，在台灣中南部

溪邊、河岸、產業道路上都可以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雞母珠雖具有毒性，但是也可以用於醫療上，在治療肝炎、支氣管炎上都有

很好的療效，其根與乾燥葉亦可泡茶飲用。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雞母珠為蝶形花科落葉性多年生纏繞性藤本植物，通常纏繞於灌木上附

生生長，莖長約200-500公分，多分枝，嫩莖上佈滿了毛。葉為偶數羽狀複葉，小葉8-12

對，先端有一芒尖，具有膜質，葉為長橢圓形或近長方形。花多數，一開始淡紫色，後來

轉為紅色，叢生於節上，花序為總狀花序，腋生。萼有4裂；花冠為蝶形；有雄蕊9個。

雞母珠種子3-6枚，為寬橢圓形，堅硬，具有光澤，呈紅色，沿著白色的種臍有一黑色斑

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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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屎藤
【學名】 Paederia cavaleriei H. Lev.
【科名】 茜草科（Rubiaceae）

【屬名】 雞屎藤屬

【俗名】 五德藤、五香藤、雞矢藤、牛皮凍、解暑藤、狗屁藤、臭藤、皆治藤、清風藤、

  紅骨蛇、臭腥藤、雞香藤、雞糞藤、仁骨蛇、女青、白雞屎藤、紅雞屎藤

【英名】 Chinese fevervine、skunk-vine

【族語】 布農 Tulkuk Taki Tu Valu、撒奇萊雅 Polahik、卑南 Vai、排灣 A Li Light、

  鄒 'Uici Iivu Tarakuka、雅美 Aryaw

【分布環境】 屬於陽性植物之一，因此常常可以在台灣全島低、中海拔郊野山麓、丘陵、

平地、林邊、灌叢及荒山草地等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甘、苦且平，具有鎮咳收斂、袪風活血、消食導滯、止痛解

毒以及除濕消腫的作用，主要用來治療風濕疼痛、跌打損傷、無名腫毒、痢疾、腎臟疾

病、氣鬱胸悶、胃腸絞痛、黃疸型肝炎、小兒疳積、支氣管炎、農藥中毒…等。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卑南、雅美、鄒、排灣

【生態/性狀描述】 雞屎藤為茜草科雞屎藤屬的多年生纏繞性草質藤本，株高約3-5公尺，

全株具有臭屎味，其分枝纖弱但節稍有膨大。單葉對生，葉片形狀呈帶膜質具葉柄且全緣

的雞蛋縱切面、長橢圓形、披針形或劍形。夏、秋季開出筒形合瓣花，外側呈白色，內側

中央呈粉紅或深紫紅色，花序主軸上再生分枝，於分枝上再著生互生的小花，整個花序呈

圓錐狀，具5枚雄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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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蛋花
【學名】 Plumeria rubra L. var. acutifolia (Poir. ex Lam.) Bailey
【科名】 夾竹桃科（Apocynaceae）

【屬名】 雞蛋花屬

【俗名】 緬梔、鹿角樹、番仔花、印度素馨

【英名】 Temple tree

【族語】 布農 Lulubunun Tu Puha、撒奇萊雅 Tikokay、鄒 Vungavung 'Iciuru

【分佈環境】 喜溫暖氣候也喜愛光，不耐於寒冷，但卻可耐蔭。

【藥效/部位】 雞蛋花味帶點甘，性屬涼，所以在夏天是個很好解暑植物、也有止咳上的效

果。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雞蛋花為灌木至小喬木，高300-700公分，枝條折斷後有白色乳汁流出

具有毒性，葉互生，生長於枝條頂端，呈倒卵披針形或長橢圓形，長約25-40公分，寬達6

公分，葉全緣或帶點微波狀，葉背、葉面均無毛；雞蛋花極香，大又美，花白色帶點紅，

花頂生，為聚繖花序，花冠有五裂，外白內黃，長約5-7公分，具芳香，果實為蓇葖果，

為條狀矩圓形，雄蕊有5個，花絲極短與花冠基部合生，全年都會開花但卻很少結果，種

子有翅，有助於利用風力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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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勒
【學名】 Ocimum basilicum L.
【科名】 唇形花科（Labiatae）

【屬名】 羅勒屬

【俗名】 西洋九層塔

【英名】 Basil

【族語】 布農 Lolau Tu Ismud、撒奇萊雅 Lole、鄒 Pakasa'o'o Cuun Masinang

【分佈環境】 原產於熱帶印度、埃及地區，羅勒就是俗稱的「九層塔」，廣泛分布，庭園

栽種已經非常普遍。

【藥效/部位】 可以促進血液循環、健胃、幫助消化、消除脹氣、減輕噁心的症狀、具鎮定

效果。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羅勒為唇形花科二年生草本植物，具有濃郁、刺鼻之氣味，株高約

50-90公分，莖質地堅硬，而幼莖呈綠色四稜形。單葉對生，葉形似卵，基部較寬，愈近

先端愈狹細，表面有光澤或皺摺，且具有長葉柄，葉全緣或粗鋸齒狀，花為淺粉紅色，花

小，花序為輪狀花序，多數小花群生在每個葉腋上，當花凋謝時，花莖會發黃變乾，這時

才能採收種子，比芝麻還要細小。種子沾到水時，會因吸水而表皮產生一層膠質，羅勒果

實為暗褐色的小堅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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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三七
【學名】 Anredera cordifolia (Tenore) van Steenis
【科名】 落葵科（Basellaceae）

【屬名】 洛葵薯屬

【俗名】 藤子三七、藤三七、雲南白藥、洋落葵

【英名】 Madeira vine

【族語】 布農 Tau Pitu Tu Valu、撒奇萊雅 Liklon、鄒 Cuun Cimseng

【分佈環境】 藤三七原產於熱帶地區，台灣各地都有做為經濟栽培，且現在以野生為主。

【藥效/部位】 具有補腎強腰、散瘀消腫之療效。主治於腰膝痺痛，病後體弱，跌打損傷，

骨折。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藤三七為落葵科肉質藤本植物，葉互生、光滑無毛、葉柄短，肉質肥厚

且呈心型，長約3-7公分，寬2-4公分，葉先端漸尖，基部心形。綠色珠芽生於葉腋上，直

徑約為0.3-0.4公分。花序為長穗狀花序，生長於葉腋生上，花多數且密生，每年夏季4、

5月間開花，花序長，可達21公分，花小而下垂，花冠有5瓣為白綠色，一起開放時有清淡

香味，開花期長，可達3個月。藤三七果實為漿果，珠形，成熟時呈暗黑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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蠅子草
【學名】 Silene fortunei Vis. var. fortunei 
【科名】 石竹科（Caryophyllaceae）

【屬名】 蠅子草屬

【英名】 Silene morrisonmontana

【族語】 布農 Liliu Tu Ismud、撒奇萊雅 Babodbod、鄒 Cuun 'Aniura

【分佈環境】 蠅子草分佈在台灣海岸旁。

【藥效/部位】 性味：帶根全草：辛、澀、涼。帶根全草有清熱利濕、補虛活血之功效，可

治尿道感染、小便淋痛、帶下、痢疾、泄瀉、病後體虛。外用可治蝮蛇咬傷、扭挫傷、關

節肌肉酸痛。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蠅子草為石竹科多年生直立草本植物，株高約30-70分公，基部木質

化。葉為線狀倒披針形，葉緣具毛，表面凸起，萼筒長約3公分；花為粉紅色，具有二

裂，先端有條裂；花梗上有腺毛，蠅子草果實為蒴果，為長橢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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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薈
【學名】 Aloe barbadensis Mill
【科名】 百合科（Liliaceae）

【屬名】 蘆薈屬

【俗名】 訥會、象膽、奴會、勞偉、油蔥、羅帷草、象鼻蓮、蘆會

【英名】 Aloe、Barbados Aloe、True Aloe

【族語】 布農 Luhui Tu Ismud、撒奇萊雅 Mohoy、鄒 Savuana Pangtan

【分布環境】 性喜高溫、乾燥和陽光充足或半陰的環境，其抗強風、耐寒、耐陰、耐鹽性

佳、台灣分佈廣。

【藥效/部位】 味苦性寒，有小毒，具有清肝熱，通便，殺蟲之療效，主要治療於小兒疳

積、淋症、通經、解毒、尿血、痔瘡痛腫等疾病。蘆薈的種類雖高達三百多種，但具有藥

效成份的只有數種。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蘆薈為百合科多年生肉質草本植物。莖短，木質，葉常綠，肉質，肥厚

多汁，含粘滑汁液，劍狀，具白斑，有疏刺齒緣，葉片長漸尖，長達15-45公分，厚有約

1.5公分，夏秋開花，花序為總狀花序，高達50-95公分，其中花序長達25公分，上有的橙

紅色小花，種類有橙紅色、白花、黃花等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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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嶼肉豆蔻
【學名】 Myristica ceylanica (Merr.) J. Sinclair var. cagayanensis
【科名】 肉豆蔻科（Myristicaceae）

【屬名】 肉豆蔻屬

【俗名】 台灣肉豆蔻、卵豆肉豆蔻、黃肉肉豆蔻

【英名】 Cagayan nutmeg

【族語】 雅美 gago

【分佈環境】 在台灣的蘭嶼地區樹林中與較平坦之坡面上生長的最多。

【藥效/部位】 蘭嶼肉豆蔻的果實含有豐富的脂肪，可作為染劑，但有毒不能直接食用，因

含有精油，經過萃取，可作為香料；假果皮有芳香，具健胃功能。

【使用族群】 雅美

【生態/性狀描述】 蘭嶼肉豆蔻為一種常綠大喬木，樹幹通直且枝條非常濃密，葉生長在高

高的頂端上，呈橢圓形且互生、全緣、擁有極厚革質，長約14-26公分，寬5-7公分，葉背

有點粉白，側脈約15-18對；花期大約在暑假7-9月，且花序有毛，具小型聚繖、繖形或圓

錐三種花序，蘭嶼肉豆蔻植株為雌雄異株，果為橢圓形，長約6公分，外具褐色絨毛，也

具有鮮紅色之假種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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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嶼秋海棠
【學名】 Begonia fenicis Merr.
【科名】 秋海棠科（Begoniaceae）

【屬名】 秋海棠屬

【俗名】 秋海棠

【族語】 雅美 Esem

【分佈環境】 原產地為菲律賓巴丹群島、恆春、蘭嶼、綠島等地。

【藥效/部位】 蘭嶼秋海棠全株含水量極高，給在野外的人們解渴是最好的水資源的來源，

也可以促進小孩與婦女的食慾。

【使用族群】 雅美

【生態/性狀描述】 蘭嶼秋海棠通常栽植於蘭嶼肉豆蔻樹下，非常喜歡陰涼濕潤的石壁生長

環境，偶爾也會生長在空曠的地方。蘭嶼秋海棠為草本狀或灌木狀兩種，雖為雌雄同株但

為單性花。依根系可分為鬚根系(有明顯地上莖)、根莖系(匍匐地表的走莖)、塊莖系(有

明顯地下塊莖)。當植物面對生長逆境時，就會使其演化，由於蘭嶼屬於海島，蘭嶼秋海

棠必須面對抗鹽與抗旱，所以葉片經演化逐漸變大，以用來貯存養分來對抗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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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鞭
【學名】 Euphorbia neriifolia L.
【科名】 大戟科（Euphorbiaceae）

【屬名】 大戟屬

【俗名】 火巷心、番花、三角柱仙人掌、劍花、量天尺、三角火旺、七星劍花

【英名】 Ancienta Euphorbia、Fleshy Spurge

【族語】 布農 Matamasaz Tu Ikul、撒奇萊雅 Pongaypin、阿美 Ma Sai Nu Ly Yar

【分佈環境】 喜歡生長在溫暖乾燥和陽光充足的環境，但不耐寒也不耐高溫，生長宜在排

水性良好、疏鬆的沙質壤土上。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帶點甘、淡，性微寒。主要治療於肺結核，肺熱咳嗽、支氣管

炎、止氣痛、小兒臭頭等，依其植株不同部分要有不同的療效，例如：花部位可治療咳

嗽、莖可使舒筋活絡、葉可用來敷腫毒。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阿美

【生態/性狀描述】 霸王鞭是一種喬木狀多年生肉質植物，植株高大挺拔，能以氣生根攀附

於它物上，枝條中含有肉質，植株高約為30-8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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欒樨
【學名】 Pluchea indica (L.) Less.
【科名】 菊科（Compositae）

【屬名】 闊苞菊屬

【俗名】 臭加錠、鯽魚膽、五香香、闊苞菊、格雜樹。

【族語】 布農 Laspang、撒奇萊雅 Kalakala、鄒 'Avirungai

【分佈環境】 生長於台灣中、南、東部原野與低海拔山區，在一些臨海空礦沙地上也有被

發現。

【藥效/部位】 在性味方面，上帶點苦，但性溫，通常幫助小孩暖身去寒，也可當作驅蟲

藥，依其不同部位也有不同的療效，例如：根可解熱、祛風，葉可消腫與解毒。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鄒

【生態/性狀描述】 欒樨是一種直立灌木，株高20-30公分，徑0.5-0.8公分，枝條多分枝，

幼枝變短柔毛後即脫落；下部葉無柄或近無柄，葉緣為倒卵形或闊倒卵形，長約6-7公

分，寬2-3公分。花序為頭狀花序，在莖枝頂組成傘房狀，花梗纖細，長3-6公分；苞片共

有5-6層；花冠為絲狀，長約0.4公分，中間管狀花在少數，兩性花，長約0.5-0.6公分，

頂端具有5淺裂。欒樨果實為瘦果，圓柱形，為兩性花，終年為花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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欖仁樹
【學名】 Terminalia catappa L.
【科名】 使君子科（Combretaceae）

【屬名】 欖仁屬

【俗名】 枇杷樹、雨傘樹、枇杷樹、楠仁樹

【英名】 Indian Almond

【族語】 布農 Indiun Lisav Tu Lukis、撒奇萊雅 Ahpalay Papah Kadop、雅美 Savilog、

  鄒 Kaaru Cakuran、阿美 Da La Zai、魯凱 Talibitibi

【分佈環境】 原產地為熱帶亞洲、台灣；欖仁樹為台灣平地少數有季節變化之優良綠化樹

種，日照需良好，喜高溫多濕。

【藥效/部位】 老葉含有鞣質，性溫和，能退化；在台灣，治療肝病上有不錯的療效，而欖

仁樹種仁也可製作為食用油。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雅美、鄒、阿美、魯凱

【生態/性狀描述】 為台灣固有種，落葉大喬木，高150-260公分，樹枝輪生往上生長，葉

生長於枝條頂端，全緣互生，葉基背面有一對腺體；欖仁樹為雌雄同株，雄花著生於穗狀

花序頂端，雌花著生於下方，欖仁樹果實為扁橢圓形之核果，外觀像極了橄欖，所以取名

為「欖仁樹」；果皮中含有豐富纖維質，內果皮堅硬但是質非常輕且具有海漂植物的特

性，可漂浮於海面上，遇適合生長環境即可落地生根，適應性非常強，且耐旱又抗風，樹

冠傘狀形。葉形大，夏季可乘涼用，而冬季時落葉前葉會轉為紫紅色，非常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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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蓮菜
【學名】 Elephantopus mollis Kunth
【科名】 菊科（Compositae）

【屬名】 毛蓮菜屬

【俗名】 地膽草、白花燈豎杇、丁豎杇、地膽頭、地斬頭

【英名】 Hairy elephantopus

【族語】 布農 Ma-Ngis-Ngis Tu Sanglav、撒奇萊雅 Mawlin

【分佈環境】 毛蓮菜生長廣泛主要分布於低海拔山區、產業道路、荒地等地，是一種相當

常見的物種。 

【藥效/部位】 毛蓮菜具有消腫、清熱、解毒、幫助排尿等療效，主要治療於感冒、肝炎、

水腫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

【生態/性狀描述】 毛蓮菜為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整株披有白毛，株高約30-100公分；葉

互生，有柄且粗糙，葉背有絨毛，白色頭狀花，且呈總狀排列，於夏、秋間開花，外圍有

葉狀苞片，總苞長橢圓形，苞片排成2列，花謝後總苞轉變為褐色。毛蓮菜果實為瘦果，

長約0.3公分，具有剛毛狀的硬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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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苣菜
【學名】 Sonchus arvensis Linn.
【科名】 菊科（Compositae）

【屬名】 苦苣菜屬

【俗名】 大乳仔草、大號乳仔菜、山鵝仔菜、苦蕒菜、苦菜、取麻菜、老鶴菜、天香菜、

  牛舌片、天賈、甜苣、苣蕒菜、山苦蕒、滇苦菜

【英名】 Field Sowthisle

【族語】 布農 Samah Pais、撒奇萊雅 Sama

【分佈環境】 苦苣菜主要分布於中低海拔的熱帶地區，於荒地、產業道路上、闊地、沿海

地區都容易發現其蹤跡。

【藥效/部位】 苦苣菜味苦性涼，具有消炎、解熱、解毒、抗癌之療效，主要治療於闌尾

炎、痔瘡、腫毒、乳癌等疾病。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

【生態/性狀描述】 苦苣菜為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株高50-150公分，地下莖為匍匐狀，地

上莖直立平滑，莖柔軟而中空。莖葉與花序均具有白色乳液，葉全緣，基生葉為長橢圓形

或倒披針形；莖生葉為基耳狀且抱莖，莖呈紫色。為舌狀頭花，直徑約3-6公分，花冠為

黃色。苦苣菜果實為瘦果窄，長圓形，有八條稜，具有冠毛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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蕗藤
【學名】 Millettia pachycarpa Benth.
【科名】 豆科（Leguminosae）

【屬名】 老荊藤屬

【俗名】 魚藤、蕾藤、毒藤、台灣蕾藤、台灣魚藤、台灣崖豆藤、台灣雞血藤、華魚藤

【英名】 Taiwan Millettia、Tubaroot Jewelvine、Tuba

【族語】 布農 Valu Hulpih、撒奇萊雅 Loten

【分佈環境】 蕗藤主要分布於台灣低海拔山坡、樹林、產業道路等陽光充足地，是一種相

當常見的物種。

【藥效/部位】 蕗藤味苦性辛，且有毒，具有止痛、止癢、殺蟲之功效，主要治療於皮膚

癢、關節痛、跌打損傷等症狀。

【使用族群】 布農、撒奇萊雅

【生態/性狀描述】 蕗藤為豆科攀緣灌木植物；葉為奇數羽狀複葉，小葉有7-13對，全緣，

為倒披針形，具革質，且對生，葉先端突尖，基部鈍，葉背有軟毛。花腋生直立，花序為

總狀花序，佈滿了柔毛；花初為淡紫紅色，後來漸漸的轉為白色，為橢圓形，先端凹缺，

具短瓣柄；蕗藤果實為莢果，為球形或長橢圓形，木質，有小瘤粒，內含種子1-3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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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嶼裸實
【學名】 Maytenus emarginata (Willd.) Ding Hou
【科名】 衛矛科（Celastraceae）

【屬名】 美登木屬

【俗名】 紅頭裸實、台灣美登木

【英名】 Lanyu Ardisia

【族語】 雅美nonok

【分佈環境】 分佈於台灣恆春半島與蘭嶼路旁礁岩處。

【藥效/部位】 生物鹼，具抗癌活性。

【使用族群】 雅美

【生態/性狀描述】 蘭嶼裸實產於蘭嶼海岸，是一種常綠性的小灌木，枝條略成匍匐狀，葉

子互生，形態如倒卵形狀，約約3-6公分長，寬約1-3公分，葉子前端呈圓形，邊緣為鈍鋸

齒狀。花萼、花瓣及雄蕊都是5數。蒴果，剛結果時是青綠色，繼而轉為褐色，成熟時是

暗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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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木
【學名】 Decaspermum gracilentum (Hance)Merr. & L. M. Perry
【科名】 桃金孃科（Myrtaceae）

【屬名】 十子木屬

【俗名】 加入舅、番仔掃帚、子楝樹、米碎木、十子木

【英名】 Slender Decaspermum

【族語】 排灣 Karusu

【分佈環境】 常分佈於台灣南部如恆春半島與蘭嶼島等森內處。

【藥效/部位】 葉和果實有甘、辛、溫效果；根能治外傷出血。

【使用族群】 雅美、排灣

【生態/性狀描述】 株高約2-3公尺，枝密，小枝有細毛。葉細密，枝與葉均對生，葉片呈

橢圓狀，長約3-6公分，寬1-3公分。果實色彩呈紫色，開白花，季節約春季至初夏，徑約

3公厘，有香氣，花瓣3瓣或4瓣雄蕊多數。子房下位，4室，花柱4枚。結果期約在夏、秋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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