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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野生食用植物圖譜之成書經緯與內容 
張之傑 

（本會會員） 

 

 

去年（2019）3 月下旬，收拾書架時找出一本以為遺失已久的日文書《臺灣野生食

用植物圖譜》。我讀師大生物系時（1962-1966）在系圖書館見過此書。當研究生時

（1968-1970），在牯嶺街舊書攤再次看到這本書，故物重逢，當即把它買下來。 

《臺灣野生食用植物圖譜》昭和二十年（民國三十四年，1945）3 月出版，我買的

是同年 4 月的再版本。兩版共印 6,000 冊，不可謂不多。根據序文，此書昭和十八年（1943）

元月開始企劃，昭和十九年底完成。編纂目的，是為了因應糧食不足，支應｢大聖戰」。

然而出版後約五個月，日皇即宣佈無條件投降。 

 

 

 

 

 

 

 

 

 

 

 

 

 

 

 

 

《臺灣野生食用植物圖譜》，臺灣植物

同好會著，臺灣農業會發行。1945 年 4

月再版本封面。 

 

此書除了兩篇序文和凡例，由 100 幅圖及其說明構成。圖置右頁（奇數頁），說明

置左頁（雙數頁），以便左右參照。全書收 100 種植物（詳後），每種皆列日名、學名、

科名、性狀、產地、分佈、食用部、調理法、判定。有時學名後列「台灣方言」（實則

多為中文名），有時判定後列「備考」。判定，分為優、良、可三個等級。 

此書記錄日本戰敗前，因糧食徵作軍用，民食不足所做的應急措施。因迄未見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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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此書，特請葉佳娟小姐將序文、凡例及第一幅圖之說明譯出，以見其成書經緯及內

容梗概。 

 

該書序文 

《台灣野生食用植物圖譜》有兩篇序文，一篇由台灣農業會署名，一篇由台灣植物

同好會會長池田鐵作署名，譯文如下。經查中研院台研所｢台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池

田鐵作時任臺灣總督府工業研究所技師。 

 

序文 

只要能在糧食戰上獲取勝利，這場大戰役勝利的一方必定會是我方。 

在這場重要的糧食戰中，台灣植物同好會可說是重要的關鍵助力。台灣植物同好會

從昭和十八年一月以來，針對可食用的台灣野生植物進行研究，在多位同好會成員的共

同協力研究下，取得了可觀的成果。 

研究結果發現了許多未曾在已知文獻中見過的植物，並且修正了過去文獻裡記載錯

誤的內容。 

本書就是從此項研究當中，選出一百種植物來整理完成的，書裡有植物圖繪，也有

產地與分佈區域的解說，還附上植物的食用方法等等資訊。 

我們日本帝國現正處在興亡存續的決戰之秋，最大化的運用物資是該要進行的關

鍵。本會能夠獲得此重要資料，並公諸於世，真的感到非常幸運。我相信若將此書隨身

攜帶，必定能成功獲取糧食決戰的勝利。 

昭和二十年三月 

台灣農業會 

序 

台灣植物同好會從昭和十八年一月開始研究台灣可食用的野生植物，已屆滿兩年，

期間有志會員們利用工作之餘，在島田彌市先生的指導下，進行山野採集，跋山涉水採

集到的植物種類高達一百五十八種。在研究過程中，首先針對植物種類做嚴密的鑑定，

然後將植物各個部位以不同烹調方法進行試驗：由採集者自行試吃後評量，分出「優、

良、可、不可」四種程度的評比；接下來再以此研究資料為基礎，從採集到的一百五十

八種植物中，挑選出一百種在台灣島中隨處可見、容易採集、且品質優良的植物，再由

島田先生附上植物學說明，載明可食用部位與烹調方法，並加上植物圖繪。如此一來，

只要有了此書，即使沒有專業植物學知識的人，也可輕易分辨。 

此書所整理的採集、鑑定、烹調、試吃、審查、繪圖等資料，都是同好會會員身體

力行所得，因此我可以自豪的說，此書絕對跟坊間常見僅僅是收錄文獻的書籍完全不同。 

台灣植物同好會創始於昭和三年十二月，我們生存在植物環繞的環境裡，孕育於植

物無限廣大的恩惠之中，但令人遺憾的是，我們對植物卻幾乎是毫不關心、完全不了解。

因此號召有志一同的同好們成立同好會，貼近觀察植物，知其種類，究其習性，藉此更

瞭解大自然的偉大，體會大自然與人的一生之間有著如何緊密巧妙的關聯。如此對植物

的無限愛好，最終昇華為期望透過享用由日光和水滋潤而生的山野植物，來品味天地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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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恩惠，這就是本會調查野生食用植物的動機，這也是我們品食野菜的根本意義。 

現在正是決定祖國興亡的大聖戰，我軍的將士官兵無一不在陸海空勇敢奮戰；此

時，亦正值此研究調查所得出的結果出版之際，我念著此書能為前線戰力增強做出貢

獻，因此寫下此序。 

昭和十九年十一月 堅信神州不滅 

台灣植物同好會會長 池田鐵作 

 

序文中提到的島田彌市，據張文亮臉書文〈發現台灣小草的先鋒——島田彌市〉，

島田 1903 年畢業於熊本農校，留校擔任植物病理學老師川上瀧彌助理。同年，川上

奉派來台，將島田帶到台灣。島田起初擔任總督府農業雇員，1910 年代，曾發現長

葉茅膏菜、台灣萍蓬草等多種植物。1921 年升任新竹農業課股長，引進木麻黃作防

風林，對改善新竹濱海地區農耕環境貢獻甚大。1933 年，到台北擔任台北帝大熱帶

藥用植物的調查員。日本戰敗後遣返。該書凡例 8 製作分工，島田為台灣農業會技

師，其時可能已離開台北帝大。 

 

該書凡例 

凡例說明編排順序、圖譜繪製、試吃、判定、調理法、備考、參考文獻、製作分工

等，譯文如下。 

 

凡例 

1．編排順序依植物分類表（依正宗嚴敬先生所著最新台灣植物總目錄）。 

2．圖譜全部根據實物繪製，因是在短時間內大量採集，且急於完成繪製，故無法保持

一致的精密度。另一個繪圖重點是，著重在描繪出植物在山野的模樣，因此特意不描繪

詳細的植物器官解剖圖，而是以植物學的說明來補充描述，考量使用此書的讀者類型，

特別著重植物在山野的分布上。 

3．收錄的植物全是本會的會員親自試吃過的，沒有一個是引用文獻或傳聞而得的，因

嚴守此原則，故書中的植物當然皆可食用。若無接受試驗的植物，自然不在此書中，其

中還附加了數種至今尚未發現可食用的栽培植物。 

4．此書的一大特點在於備註了從未在其他書籍中見過的試吃判定—— 

優：不遜色於市售的蔬菜。 

良：雖有些缺點但可成為替代蔬菜。 

可：不得已時可拿來食用。 

以上可能因個人口味喜好不同，或採集時期／採集場所（特別是土壤肥脊）而有顯著差

異，這部分需特別留意。 

5．書中的調理方法可惜太簡單劃一；但也有一說，最簡單的烹調方式就是最好的。食

用時不受烹調方法所限，可將各種野菜混拌、或混合其他食材，都是很理想的。 

6．備註欄中加註了成分還有食用的研究紀錄以供參考，其中有註明可作為草藥、煎煮

服用，但重點不在於可做藥用，主要還是在於強調吃了不需擔心會中毒。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5 期（2020 年 12 月） 

 

92 

 

7．進行研究調查時，參考了以下書籍與雜誌等，作者於此特表達對各位的敬意與謝意。 

．牧野富太郎：牧野  日本植物圖鑑。 

．牧野富太郎、根本莞彌：日本植物總覽。 

．正宗嚴敬：屋久島植物誌、海南島植物誌、婆羅洲群島的植物。 

．金平亮三：增訂改版 台灣樹木誌。 

．北村四郎：台灣菊科植物。 

．東方籌：非常食糧の研究。 

．陸軍獸醫學校研究部：可食用野草。 

．白井光太郎：本草學論考  第二卷。 

．伊藤敬次郎：日本林產食物類。 

．岩本熊吉：食用野生植物。 

．刈米達夫、木村雄四郎：和漢藥用植物。 

．大村重光：綜合藥用植物。 

．佐々木舜一：台灣民間藥用植物誌。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高砂族調查書  第 6 篇 藥用草根木皮。 

．田中長三郎：荷屬東印度的蔬菜。 

．島田彌市：泰雅族利用植物。 

．山田金治：排灣族利用植物。 

．植物分類地理。台灣藥學會誌。熱帶農學會誌。台灣博物學會會報。台灣植物同好會

會報。 

8．本書的製作分工如下： 

編輯 台灣總督府工業研究所技師 藤田安二 

原圖 台北州立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教諭 筱原德之助 

植物學的記載 台灣農業會技師 島田彌市 

調理法其他 熱帶醫學研究所所員 安江政一 

（作者按：凡例 8，悉依原書漢字，未作更動。）  

 

該書第一圖說明文字 

アヤへゴ 

學名  Alsophila pustulosa H. Chr.，桫欏科 

台灣方言  筆筒樹 

性狀  森林中普遍常見的常綠喬本狀蕨類，樹幹高三十尺，樹徑可達約七寸，樹幹內部

為柔軟度好的髓心，老葉會依序自然脫落，葉痕是清楚的橢圓形。樹幹從根部到整棵樹

莖的一半，幾乎被如同樹的氣根的維管束群所披覆，故呈黑褐色。樹葉集中生長在莖頂，

樹梢多會有一層銀白色的鱗毛，這是在其他樹種上沒有的特徵。葉片最長可長達一丈，

為兩回羽狀複葉，總葉柄剛硬呈褐黃色，嫩葉時期葉柄上長有鱗毛，隨著葉片生長成熟

鱗毛脫落，脫落處有小隆起，形成密布的短刺。羽片長一尺以上，兩側著生有數十對小

羽片，小羽片長二至三寸，線形銳尖頭。中脈的兩側生著約二十對的全裂片葉，美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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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列著；每片裂葉為長三分、寬六厘的線狀銳頭，孢子囊大，無孢被，於羽片中脈旁兩

列著生。 

產地  全島距平地海拔三千尺附近的林地 

分布  沖繩 

食用部  樹髓、新芽、嫩葉 

料理法  （1）髓可如山藥般生食，磨碎後會有些草腥味，可加醋、淺草海苔、或生薑

等香料食用。（2）新芽長有鱗毛，接觸皮膚會引起皮膚搔癢過敏，故應先用水洗淨去除

鱗毛後再食用。去皮後薄片川燙，加醋或味噌調味，或可橫切片燉煮。（3）嫩葉作法同

蕨葉般，將捲起部分去掉，將表面鱗毛以火燒去除，加上醋調味即可。 

判定  （1）良，（2）（3）優 

 

 

 

討論 

該書於 1943 年元月開始企劃，這時經過中途島海戰（1942 年 6 月 4-7 日）、瓜達

康納爾島海戰（1942 年 11 月 15 日），日本的制海權已完全喪失。島內方面，根據《台

灣全記錄》（錦繡，1990），1942 年元月 9 日開始嚴控全台米穀；1943 年 2 月 27 日全台

青果會議決定將芭蕉、鳳梨耕地，改種蕃薯、花生；10 月 1 日總督府強制農民交出米穀。 

該書於 1944 年底完成，這時美軍已突破日本太平洋內防衛圈，在西太平洋獲得海

空優勢。島內方面，8 月 22 日宣佈台灣進入戰爭狀態。該書 1945 年 3 月出版，4 月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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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這時美軍大舉轟炸日本本土，攻下硫磺島，登陸琉球，直逼日本。島內方面，元月

至 4 月，至少遭轟炸 10 次，遍及全島。因此，該書於企劃時已預見戰局不利（否則不

致有此舉），出版時已窮途末路，民食嚴重不足，汲汲於推出此書應急。 

日本據有台灣時，制定「工業日本，農業台灣」政策。日本稻米不能自給自足，台

灣負有將稻米送交日本的任務。戰時台灣雖屢遭轟炸，對農業的影響其實不大。戰前台

灣農民還可吃到自己種的稻米，自從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及太平洋戰爭，開始厲行配給

制，台灣產的稻米大部份供作軍需及島內日本人食用，農民只能配給少量稻米，平時以

蕃薯等為食。 

本會原始會員劉昭民先生光復時已讀小一，對日本警察控制糧食的情形仍有記憶。

他說：「種的米都被日本人拿走了！台灣農民只能吃地瓜，不夠的話只好吃野菜。」《臺

灣野生食用植物圖譜》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兩個月內出版了 6,000 冊！ 

該書出版時日本已日薄西山，但條理嚴整，100 幅圖譜之後，附有學名索引、食用

部別索引、和名索引，總之一部書所應有的項目一應俱全。或許急於出版，校對有些問

題，我不諳日文，只能看出種名常誤作大寫，譬如第 14 圖愛玉子，學名 Ficus awkeotsang，

誤為 Ficus Awkeotsang，類似的失誤有 10 處之多！至於字跡（特別是拉丁字母）常不清

楚，是紙質不佳所致，與編者與印刷無關。 

造紙界耆宿、本會會員陳大川先生看到我在本會臉書上貼出的該書封面及幾頁書

影，他留言道： 

之傑兄存留了一本有紙故事的書。一、序中說大戰中糧食決定勝負，出版那一年昭

和二十年三月，正是日本連續吃敗仗無條件投降前五個月，連再版發行了六千冊，可見

當時只有六百萬人的台灣，食物配給中，對野生食用植物需求之殷。二、書本用紙，請

注意看，灰灰的，很明顯有許多小黑點，還可見到一些纖維薄片。說明那個時台灣鹼業

公司被炸後還未復工生產，漂白粉與鹼都缺乏。造紙原料可能是糖廠被炸後，燒鍋爐剩

下的甘蔗渣。我們後來知道，投降前兩年大的紙漿工廠早己被美機轟炸，停工未修，可

見這本戰時缺糧的野生植物書，是用小紙廠殘存原材料做的。三、它不是手工紙印的，

最壊的手工紙表面也不會呈現如此像貌。四，這是一本戰爭禍害的見證讀物。 

陳先生於民國三十五年（1946）奉派來台，參與接收台中大肚紙廠，對於日據後期

台灣的造紙業知之甚詳。 

日據時代，殖民者不培養台灣人。該書凡列 8，製作分工列出 4 人，都是日本人。

根據《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台大出版中心，2007）頁 175〈接收臺北帝國大學

報告書〉，接收前台北帝大的教授、助教授、講師幾乎都是日本人。以理學部來說，只

有一名台籍助手（助教）、四名囑託（約聘人員）、一名雇員、十二名傭員（雇工）。根

據《台灣全記錄》，日據時期只有四人當到郡守（區長）；至 1943 年，總督府共有員工

1,444 名，台人不過 30 人左右。凡列 8 所列，沒有一位台灣人也就不難理解了。 

 

附記 

1976 年春，我請家兄（張之俊）將《台灣野生食用植物圖譜》譯出，圖版全部重

新描繪，並請柴惠珍女士校訂，1977 年 10 月出版，這是該書的第一個中譯本。家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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諳日文，他是根據書中的漢字，和自己的植物學知識譯出來的。緊接著我又企劃「寶島

叢書」（共 6 冊），特請植物學家鄭元春先生與家兄參考此書（包括採用家兄譯本全部線

描圖），擴充為 204 種，配上彩色圖片，書名《台灣的野生食用植物》，列為其中一冊。

整部叢書於 1978 年出版。 

家兄翻譯此書時，將該書所列 100 種植物查出其中文名和科名，用鉛筆寫在書上。

茲臚列 100 種植物之科名及中文名如下，供有興趣者參考： 

蕨類 1 筆筒樹、2 烏毛蕨、3 過溝菜蕨、4 大葉雙蓋蕨、5 鳥巢蕨、6 米蕨草、7 水

蕨；蘋科 8 南國田字草；三白草科 9 蕺菜；楊梅科 10 楊梅；榆科 11 山黃麻；桑科 12

小構樹、13 愛玉子、14 牛奶榕、15 台灣天仙果、16 澀葉榕、17 常綠榕、18 小葉桑；

蕁麻科 19 木苧麻、20 苧麻、21 水麻、22 闊葉赤車使者、23 冷水花；蓼科 24 火炭母草、

25 羊蹄；莧科 26 節節花、27 滿天星、28 刺莧、29 野莧菜、30 青葙、31 雞冠花；番杏

科 32 番杏；馬齒莧科 33 馬齒莧；落葵科 34 落葵；石竹科 35 鵝兒腸、36 繁縷；睡蓮科

37 紅睡蓮；毛茛科 38 毛茛；木通科 39 六葉野木瓜；十字花科 40 薺菜、41 野芹菜、42

西洋菜、43 山芥菜、44 海濱蘿蔔；薔薇科 45 龍牙草、46 紅刺梅、47 台灣懸鉤子；豆

科 48 白鳳豆；酢醬草科 49 酢醬草；清風藤科 50 山豬肉；錦葵科 51 扶桑花、52 裂瓣朱

槿、53 木槿；獼猴桃科 54 台灣獼猴桃；水冬瓜科 55 水冬瓜；菫菜科 56 戟葉紫花地丁；

仙人掌科 57 曇花；胡頹子科 58 柿糊、59 鄧氏胡穨子；紅樹科 60 水筆仔；桃金孃科 61

桃金孃；繖形科 62 地棠草、63 槭葉止血草、64 遍地錦、65 水芹；睡菜科 66 銀蓮花；

紫草科 67 破布子；馬鞭草科 68 海州常山；唇形科 69 夏枯草；茄科 70 龍葵；玄參科 71

紫蘇草；車前科 72 大車前草；茜草科 73 梔子花、74 重瓣黃梔子；忍冬科 75 冇骨消；

瓜科 76 茅瓜；菊科 77 鬼針草、78 咸豐草、79 南國薊、80 黃鵪菜、81 土伏苓、82 田烏

草、83 昭和草、84 毛蓮菜、85 一點紅、86 兔兒菜、87 雞兒腸、88 大吳風草、89 假吐

金菊、90 苦賈菜、91 台灣蒲公英、92 蒼耳；澤瀉科 93 野茨菰；禾本科 94 芒草、95 包

籜箭竹；鴨跖草科 96 波緣竹子菜；雨久花科 97 鴨舌草；天門冬科 98 天門冬；99百合

科台灣野百合；薑科 100 野薑花。 

鄭元春與家兄所著《台灣的野生食用植物》，收錄 75 科、204 種。〈編者序〉中說：

「編排植物的順序時，我們曾遭遇到困難，如按照學術上哈欽遜氏的分類法各科秩序分

別列出，雖然很正統，卻有失其普遍性。最後只好採取實用卻較不嚴謹的分法：首先把

蕨類植物及容易分辨的蔓性、籐本植物分別出來，再將剩餘的依其分佈的地區性分為海

濱、水生及濕生、低海拔及高山植物等類，因野生食用植物多分佈於低海拔地區，所以

再將低海拔地區植物依其莖的性質分成草本（莖為草質）、木本（莖為木質）兩類，因

此本書將 204 種植物分成七大類。」因此《台灣的野生食用植物》是在《台灣野生食用

植物圖譜》的基礎上所做的創新與發展，編纂目是為了供人踏青時採摘野菜調劑生活，

或登山遇難時應急，而不是為了救荒。 

 

 

收件日期：2020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