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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阜県博物館が1990年までに収蔵した植物標本のうち　スゲ属（カヤツリグサ科）について分類

整理ができたので目録として報告する。

本目録は岐阜県産スゲ属植物標本で館蔵のものを対象とした。これらの資料は長瀬秀雄氏、二村

延夫氏、金古弘之氏らの寄贈品および当館職員の収集品である。種の配列と学名は大井（1975）に

基づいたが，アオスゲ類，ミヤマカンスゲ類，変種，雑種の扱いにおいては筑波大学の路lii宗夫氏

の御教示に従った。産地は，市・町・村と字名あるいは山・谷などの名称で記し，南部より北部へ

と配した。産地の次の括弧内の数字は，岐阜県博物館の登録番号でGPM－Bを略したものである。

標本の分類は長瀬秀雄氏に負うところが大であり，路用宗夫氏の鑑定によるものが大部分を占め

る。標本寄贈者および両氏には厚く御礼申し上げる。

目　録

MONOCOTYLEDONEAE　単子葉植物

CYPERACEAE　カヤツリグサ科

CAREX L．スゲ属

1．Carex arenicolaFr．Schm．クロカワズスゲ

関市倉知（9690），関市小瀬（9689），美並村下田（9688）

2．C．　　albata Boott　ミノポロスゲ

白鳥町石徹白（9712），高鷲村蛭ケ野（9713）（9716），清見村上小鳥（9708），白川村別山

道（9714），白川村大白川（9718），高山市漆垣内町（9706），高山市日影平山（9709），丹

生川村乗鞍岳（9707），丹生III村大久手川（9711）（9717），上宝村平湯（9719），白川村野

谷荘司山（2410），白川村三方岩岳（9710），白川村荻町（9720）

3．C．　　stipataMuhlenb．オオカワズスケ

久ケ野町大坊谷（9732），清見村坂下（9729），上宝村安房（9731），白川村椿原（9730）

4．C．　　gibbaWahlenb．マスクサ

上石津町（9702），養老町（9697），瑞浪市（9701），金山町中滝原（9695），八幡町那比新

宮（9699），八幡町相生中山（9700），八幡町愛宕（9703），高山市花里町（9698），高山市

岩井町（9696）

5．C．　　omiana Franch．etSavat．ヤチカワズスゲ

各務原市須衛町（1850），恵那市五明（9723），中津川市（9722），高鷲村蛭ケ野（9724），

高山市西之一色町（9721），高山市赤保木町（9725），上宝村笠ケ岳（9728）

Var．mOnticoraOhwiカワズス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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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浪市日吉町（3495（9739），高根村日和田高原（9738），高山市松倉谷（9733），白川村野

谷荘司山（2411），白川村天生峠（9737），河合村天生湿原（9743），上宝村大坂峠（9744），

神岡町山之村（9740），神岡町山之村深洞湿原（9741）

6．Carex planata Franch．et Savat．タカネマスクサ

七宗町七宗国有林（9705），高山市上江名子町（9704）

7．C．　　deweyanaSchwein．var．senanensis（Ohwi）T．Koyamaホスゲ

小坂町濁河（2266），朝日村青谷長倉（9692），白）帖寸大白川（9691）

8．C．　　maackiiMaxim．ヤガミスゲ

上石津町石津川（9694），羽島市長良川（3497），岐阜市忠節（9693）

9．C．　　nemurensisFranch．ホソパオゼヌマスゲ

神岡町山之村（9633），神岡町山之村深洞湿原（9631）（9632）

10．C．　　curtaGooden．ハクサンスゲ

高根村日和田高原（9628）（9630），白川村白山（10204）

11．C．　　brunnescens（Pers．）Poir．ヒメカワズスゲ

高根村千町ケ原（9627），白川村大白川（9734），白）帖寸天生峠（9736）

12．C．　　sadoensis Franch．サドスゲ

朝日村胡桃島（9553），久々野町位山峠（9549），宮村刈安峠（9554），高山市日影平（9547），

高山市松本町（9548），丹生川村大久手川（9550），丹生川村平湯峠南（9546），白川村天生

峠（9551），神岡町山之村森茂峠（9545），神岡町山之村深洞湿原（9552）

13，C．　　shimidzensisFranch．アズマナルコ

藤橋村徳山ヒン谷（9571），下呂町小川初矢（9567），下呂町小川長洞（9568），白鳥町石徹

白（9556），荘川村海上（9557），宮村田家（9562），高根村野麦脇谷（9558），清見村巣野

俣（9563），白川村大白川（9559）（9570），丹生川村下保（9565），丹生川村折敷地（9566），

河合村下小鳥（9564），白川村馬狩（6822），白川村天生峠（9560），河合村椿峠（9561）

14．C．　incisa Boottカワラスゲ

瑞浪市（9485），藤橋村徳山ヒン谷（9486），八幡町河鹿（9484）、下呂町小川初矢（9490），

下呂町神割（9489），明方村寒水（9482），小坂町御前山（9480），小坂町落合（9488），明

方村坂本峠（9481），明方村水沢上（9483），白鳥町石徹白（9487），宮村刈安峠（9493），

高山市塩屋町麻畑（9491），高山市漆垣内町（9492）

15．C．　　thunbergiiSteud．アゼスゲ

養老町養老公園（9516），羽島市長良川（3572），瑞浪市（9518），各務原市須衛町（1843），

関市倉知（9512）（9513）、美並村釜ケ滝（9522），下呂町森出水（9515），白鳥町（9519），

宮村刈安湿原（9524），高根村日和田高原（8206）（9520），高山市西之一色町（9514）（9525），

国府町木曾垣内（9517）

Var．appendiculata（Trautv．）Ohwiオオアゼスゲ

上宝村安房湿原（9510）

16．C．　　aphyllopusKiikenth．タテヤマスゲ

藤橋村徳山ヒン谷（9500），藤橋村冠山（9499），高根村日和田高原（9507），久々野町位山

峠（9495），宮村刈安峠（9498），荘川村尾上郷（9497），荘川村三ノ峰（9501），白川村天

白lrI（9502），白川村大倉山（9503），白川村三方岩山（9496）

17．C．　　heterolepis Bungeヤマアゼスゲ

下呂町小川初矢（9537），高鷲町蛭ケ野（9538），久々野町舟山（9534），久々野町アララ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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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林（9535），久々野町位山（9533），高山市赤保木町（9532），白川村荻町（9536）

18．Carex forficula Franch．etSavat．タ二ガワスゲ

下呂町久野川（9542），下呂町小川初矢（9544），和良村土京（9539），朝日村胡桃島（9543），

高山市松倉町（9541），高山市塩屋町（9540）

19．C．　　maximowicziiMiq．ゴウソ

瑞浪市（9587），各務原市須衛町（1936），関南小屋名（1918），八幡町白谷（9595），大和

町大間見（9593），白鳥町前谷（9591），明方村寒水（9594），明方村山中峠（9589），白鳥

町石徹白（9590），高鷲村蛭ケ野（9586），久々野町位山（9588），高山市西之一色町（9583）

（9585），高山市松本町（9584），白川村馬狩（6818）

Var．levisaccus Ohwiホシナシゴウソ

瑞浪市日吉（9574），恵那市五明（9572），下呂町小川初矢（9577），下呂町小川森（3946），

朝日村秋神岩平（2069）

20．C．　　dimorphoIepisSteud．アゼナルコ

羽島市長良川（3573），岐阜市鶉（9555）

21．C．　　phacotaSpreng．ヒメゴウソ

恵那市五明（8203），下呂町中月初矢（9577）（9582），白鳥町前谷（9580），白鳥町石徹白

（9581），高根村日和田高原（9579），朝日村見座（9575），高山市西之一色町（9576），清

見村上小鳥（9578）

22．C．　　otaruensis Franch．オタルスゲ

瑞浪市日吉（8229），荘川村尾上郷（（9526），宮村刈安峠（9530），高山市西之一町（9528）

（9529），高山市松倉町（9527），高山市源氏岳（9531）

23．C．　　flabellataLev．etVan．ヤマテキリスゲ

上石津町（9610），金山町高夫良（9618），下呂町神割（9617），白鳥町前谷（9616），白鳥

町干田野（9609），高鷲村蛭ケ野（9615），高山市八日町（9611），白川村馬狩（6820），白

川村大窪（9614），白III村荻町（9612），白川村天生峠（9613）

24．C．　　kiotensisFranch．etSavat．テキリスゲ

串原村（9608），瑞浪市（9600），瑞浪市日吉町（9607），八幡町堀越峠（9603），白鳥町石

徹白（9601），小坂町濁河（2263），久々野町大坊谷（9598），荘川村尾上郷（9606），清見

村夏厩（9597），丹生川村池ノ俣川（9605），白川村白水滝（9602），白IiI村馬狩（6821），

上宝村安房平（9604），上宝村左俣谷（9599）

25．C．　　middendorffiiFr．Schm．var．kirigaminensis（Owi）Owiキリガミネスゲ

上宝村安房湿原（9494）

26．C．　　doenitziiB6cklr．コタヌキラン

上宝村笠ケ岳（7614）

27．C．　　podogyna Franch．et Savat．タヌキラン

白鳥町石徹白（9790）（9791），荘）冊寸尾上郷（9793）

28．C．　　augustinowicziiMeinsh．ヒラギシスゲ

高根村日和田高原（9835），高根村阿多野真谷（9833），高根村野麦脇谷（9831），丹生l帖寸

池ノ俣（9832），白川村牛首谷（9834）

29．C．　　curvicollis Franch．etSavat．ナルコスゲ

七宗町上麻生（9801），美山町柿野川（2831），金山町菅田黒川（9810），金山町田淵（9808），

美並村釜ケ滝（3498），八幡町安久田（9805），八幡町石原（9812），下呂町川渡（9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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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呂町下夏焼（3458），下呂町初矢（9802），大和町内ケ谷（9813），馬瀬村西村（9799），

馬瀬村中切（9803），明方村寒水（9804），明方村山中峠（9814），白鳥町石徹白（9807），

清見村大原（9796），高山市前原町（9798），高山市三福寺町（9797），丹生）同寸久手（9795），

国府町木曾垣内（9811），神岡町和佐保（9800）

30．Carex mertensiiPresc．var．urostachys（Franch．）Kiikenth．キンチャクスゲ

白川村別山道（9794）

31．C．　　flavocuspis Franch．etSavat．ミヤマクロスゲ

小坂町御岳山頂（9818），丹生川村乗鞍岳（9815），高根村乗鞍岳剣ケ降下（9817），上宝村

槍ヶ岳（9822）

32．C．　　scitaMaxim．ミヤマアシポソスゲ

小坂町御岳山頂（9828）

Var．brevisquama（Koidz）Ohwiアシボソスゲ

上宝村笠ケ岳（8057）

33．C．　　pyrenaicaWahlenb．キンスゲ

丹生川村乗鞍岳（9782），白）帖寸別山道（9785），白川村白川（9786）（9788）

34．C．　　hakkodensisFranch．イトキンスゲ

白川村別山道（9784），白川村白山（10205）

35．C．　　stenantha Franch．etSavat．イワスゲ

小坂町御岳山（9824）（3532），丹生川村乗鞍岳（9823），高根村乗鞍岳剣ケ峰下（9826），

白川村白山（9827）

36．C．　　blepharicarpaFranch．ショウジョウスゲ

下呂町焼石（9676），美並村釜ケ滝（9684），高鷲村蛭ケ野（9683），宮村刈安峠（9680），

丹生川村乗鞍岳（10209），高山市西之一色町（9677），高山市松倉町（9675），高山市新宮

町原山（9678），荘川村別山（9687），白川村別山道（9682），白川村野谷荘司山（2406），

上宝村笠ケ岳（7737）

Var．StenOCarpaOhwiツクバスゲ

美並村釜ケ滝（9681），丹生川村乗鞍岳（9674）

37．C．　　reiniiFranch．etSavat．コカンスゲ

38．C．

39．C．

40．C．

41．C．

滞浪市（9664），下呂町火打（9658），下呂町長洞（9669），下呂町神割（9670），下呂町久

野川（9672），下呂町乗政（9673），馬瀬村名丸（9671），大和村万場（9667），白鳥町前谷

（9668）、小坂町若栃山（9665），小坂町御岳山（9666），高根村近城高嶺大橋（9659），高

山市越後町（9662），高山市山口町（9660），高山市江名子町（9663），上宝村クリヤ谷（9661）

pudica Hondaマメスゲ

金山町高天良国有林（9912）

mitrata Franch．var．aristataOhwiノゲヌカスゲ

瑞浪市（9906）

nervata Franch．et Savat．シバスゲ

笠松町円城寺（9907），朝日村秋神（2265），高根村日和田高原（9911），久々野町有道（9909），

高山市漆垣内町（9910），上宝村平瀬（9908）

leucochlora Bungeアオスゲ

養老町（9902），各務原市木曾川（3543），各務原市須衛町（1845），下呂町長洞（9899），

下呂町小川道添（9900），高山市越後町（9903），上宝村安房平（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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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aphanandra（Franch．etsavat．）T．Koyamaメアオスゲ

美並村釜ケ滝（9885），下呂町長洞（9882），下呂町初矢（9883），小坂町御岳山（9884）

Var．filicumiskitagawaイトアオスゲ

17

下呂町焼石（9892），下呂町久野川（9890），小坂町濁河山（9887），久々野町小屋名（9886），

高山市西之一色町（9893），高山市山口町（9895），高山市前原町（9894），高山市上切町（9891），

丹生川村大久手（9888），国府町木曾垣内（9889）

Var．lonchophoraT．Koyamaオオアオスゲ

笠松町円城寺（10060）

42．Carex jacensC．B．Clarkeハガクレスゲ

小坂町濁河（9897），高山市日影平（9896），丹生川村大久手（9898）

43．C．　　rugataOhwiクサスゲ

関市小屋名（9918），関市倉知（9914），美並村板谷（9916），金山町高夫良（9917），下呂

町久野川（9915），下呂町初矢（9919）（9920），久々野町山梨（9923），高山市松本町（9921），

高山市赤保木町（9922），丹生川町新張（9913）

44．C．　　stenostachysFranch．etSavat．二シノホンモンジスゲ

養老町（9960），養老町白石山（9958），上石津町多良（9950），美山町舟伏山（9951），美

並村板谷（9954），八幡町鬼谷（9962），八幡町堀越（9953），大和村落部（9952），明方村

寒水（9956），白鳥町石徹白（9955），清見村牧ケ洞（9945），白川村大白川（9961），高山

市前原町（9947），高山市五名（9948），高山市生井谷（9942），丹生川村折敷地（9946），

国府町手淫江（9959），白川村馬狩（6824），河合村角川（9949），上宝村クリヤ谷（9944）

45．C．　　clivorumOhwiヤマオオイトスゲ

関市倉知台所山（10208）

46．C．　　sachalinensis Fr．Schm．var．alterniflora（Franch．）Ohwiオオイトスゲ

金山町菅田貝洞（9938），下呂町小川（9936）（9937），明方村寒水（9939）

Var．fulva（Ohwi）Ohwiキイトスゲ

高根村野麦脇谷（9928），丹生川村乗鞍岳（9930），上宝村安房平谷（9931），上宝村平湯峠

（9927）

47．C．　　fernaldianaLev．etVan．イトスゲ

金山町横谷（9935），美並村釜ケ滝（9940），下呂町神割（9941），萩原町御前山（9933），

上宝村平湯（9934）

48．C．　　tristachyaThunb．モエギスゲ

各務原市（2619），各務原市須衛町（9904）

49．C．　　mutifoliaOhwiミヤマカンスゲ

藤橋村冠峠（10003），小坂町湯屋（9992），白鳥町石徹白（10001），高鷲村蛭ケ野（10002），

荘川村山中峠（8214），清見村栖谷（9997），久々野町舟山（9991），高山市山口町（9999），

高山市岩井町（9995），高山市八日町（9998），国府町宇津江（9990），上宝村平湯（9986），

河合村栗ケ谷（9996），河合村ニコイ湿原（8213），上宝村中尾（2605），上宝村佐俣谷（9993），

上宝村クリヤ谷（9988），神岡町伊西（10000），神岡町山之村深洞湿原（8207）（9987）

Var．tOriianaT．Koyamaコミヤマカンスゲ

金山町高天良（9964），下呂町久野川（9966），下呂町神割（9965），

Var．StOloniferaOhwiツルミヤマカンスゲ

白川村大白川（9982），白川村大倉山（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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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C．　　conica Boottヒメカンスゲ

各務原市木曾川（10017），関市小屋名，（10013），下呂町焼石（10006），下呂町川渡（10015），

下呂町深谷（10009），下呂町初矢（10016），明方村寒水（10014），高山市山口町（10007）

（10010）国府町安国寺（10008），河合村大谷（10012），上宝村クリヤ谷（10005），神岡町

茂住（10004）

Var．rubens Kiikenth．ベニカンスゲ

高鷲村蛭ケ野（9963）

51．Carex temnolepisFranch．ホソバカンスゲ

下呂町小川長洞（9979），小坂町御前山（9977），小坂町御岳山6合目（9978），明方村山中

峠（9981），朝日村万石（2839），高根村高嶺大橋（9976），久々野町舟山（9975），久々野

町アララギ湖（9967），高山市赤保木町（9974），白川村大白川（9971），白川村野谷荘司山

（2407）（9980）河合村天生（9972），上宝村クリヤ谷（9970）．神岡町茂住峠（9968）

52．CaI・eX foliosissimaFr．Schm．オクノカンスゲ

上石津町多良（10032），中津）I旧神坂（10035），関市倉知，（10018），坂内村（10046），美

並村釜ケ滝（10038），八幡町小野（10045），大和村落部（10049），明方村寒水（10043），

小坂町御前山（10047），小坂町御岳山6合目（10048），明方村水沢上（10041），明方村山

中峠（10040），白鳥町石徹白（10039），高鷲村蛭ケ野（10033），清見村栖谷（10025），清

見村巣野俣（10027），清見村藤瀬（10026），高山市山口町（10029），高山市江名子町（10028），

高山市岩井町（10030），高山市生井町（10019），丹生川村久手（10022），白川村大白川（10044）

（10202），河合村大谷（10031），上宝村福地（10034），上宝村右俣谷（10036），上宝村左

俣谷（10023），上宝村クリヤ谷（9988），神岡町茂住峠（10020），神岡町土（10037）

53．C．　insaniaeKoidz．ヒロバスゲ

清見村森茂（9926），白川村馬狩（6819），河合村ニコイ湿原（9925）

Var．papillaticulmis（Ohwi）Ohwiアオバスゲ

霊仙山（9905）

54．C．　　hashimotoiOhwiサヤマスゲ

金山町高天良（9878），下呂町久野川（9880），下呂町小川長洞（9879）（9881）

55．C．　lanceolata Boottヒカケスゲ

下呂町焼石（9860），高山市西之一色町（9862），高山市漆垣内町（9861），高山市赤保木町

（9855），丹生川村新張（9858），国府町木曾垣内（9863），上宝村保木山（9859），上宝村

平瀬（9857），上宝村左俣谷（9856）

56．C．　　grallatoriaMaxim．ヒナスゲ

金山町黒川（9866），金山町田淵（9865），八幡町那比新宮（9868），八幡町鬼谷（9869），

八幡町京塚山（9867），下呂町小川長洞（9871），馬瀬村（9870），高山市岩井町（9864）

Var．heteroclita（Franch．）Ktikenth．サナギスゲ

金山町高天良（9876），下呂町久野川（9874），下呂町深谷（9875），下呂町小川長洞（9877）

57．C．　　gifuensis Franch．クロヒナスゲ

岐阜市金華山（9873）

58．C．　　0Ⅹyandra（Franch．etSavat．）Kudoヒメスゲ

小坂町濁河山（9852），高根村留野原（9840），久々野町アララギ湖（9839），高根村野麦脇

谷（9847），高根村野麦峠（9838），清見村夏厩（9850），白lII村別山道（9851），白川村大

白川（9841），白川村白山（10203），高山市山口町（9849），高山市漆垣内町（9848），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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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上切町（9842），丹生川村乗鞍岳（9844）（9845），丹生川村大久手lII（9853），上宝村安

房平（9854），上宝村荒原（9843）

59．Carex limosaLinn．ヤチスゲ

白川村天生峠（9779），河合村天生湿原（9778）

60．C．　　pauperculaMichx．ダケスゲ

白lii村別山道（9776），白川村野谷荘司山（2412）（9775），上宝村笠ケ岳鏡平（9777）

61．C．　　filipes Franch．etSavat．タマツIJスゲ

久々野町大坊（9774），朝日村青畳岩井谷（9830）

Var．arakiana（Ohwi）Ohwiヒロハノオオタマツリスゲ

朝日村青屋長倉谷（9771），高山市日影平山（9772），上宝村平湯（9770）

62．C．　　parcifloraBoottグレーンスゲ

白鳥町石徹白（9746），高鷲村蛭ケ野（8230），久々野町舟山（9747），白川村天生峠（9745），

河合村天生湿原（9750），神岡町山之村深洞湿原（9749）

Var．maCrOglossa（Franch．etSavat．）Ohwiコジュズスゲ

各務原市須衛町（2703），高山市松倉谷（9780），上宝村平瀬（9781）

formasubscessilisOhwiムギスゲ

上石津町多良（9752）

Var．Vaniotii（Lev．）Ohwiナガポノコジュズスゲ

白川村大白川（9762），白川村大倉山（9765），白川村白山（9768），白川村野谷荘司山（2409）

（9767）

63．C．　　siderosticta Hance夕方ネソウ

金山町高夫良（9755），八幡町滝山（9754），八幡町石原（9757），下呂町（9756），小坂町

御前山（9753），白鳥町向小駄良（9758），高山市西之一色町（9759），国府町木曾垣内（9761）、

上宝村クリヤ谷（9760）

64．C．　　ciliato一marginataNakaiケ夕方ネソウ

金山町高夫良（9751）

65．C．　ischnostachyaSteud．ジュズスゲ

養老山（10196），美並村枝村（10195），八幡町内ケ谷（10200），加子母村乙女渓谷（10201），

下呂町初矢（10197），萩原町古関（10198），高鷲村蛭ケ野（10199），久々野町有道（10192），

消見村上小鳥（10191），高山市上江名子町（10193），高山市松本町（10194）

66．C．　　hakonensis Franch．etSavat．コハlJスゲ

瑞浪市（10083），金山町高天良（10089），下呂町久野川（10088），小坂町濁河（10084），

小坂町御岳山頂（10085），高山市松倉谷（10077），丹生川村乗鞍岳（10079）（10080），高

根村阿多野（10076）（10082），白川村白山（10086），上宝村クリヤ谷（10081），上宝村笠

ケ岳（7710）

67．C．　　onoeiFranch．etSavat．ヒカゲハリスゲ

白川村天生峠（10099）

68．C．　　biwensis Franch．マツバスゲ

上石津町多良（10065），各務原市須衛町（1846），関市倉知（10063），金山町坂梨（10066），

下呂町初矢（10068），高鷲村蛭ケ野（10064），久々野町上組（10062）

69．C．　　capillacea BoottハIJガネスゲ

瑞浪市日吉町（8228），各務原市須衛町（1851），白鳥町石徹白（10096），高鷲村蛭ケ野（8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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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目村秋神（1450），高根村日和田高原（10093），高山市松倉町（10090）（10091），高山市

上切町（10094），高山市松本町（10095），上宝村平瀬（10092）

70．Carex rhizopodaMaxim．シラコスゲ

金山町高天良（10075），金山町坂梨（10074），八幡町白谷（10073），下呂町久野川（10071），

下呂町初矢（10072），下呂町小川長洞（10070），高山市塩屋町（10069）

71．C．　　dissitifloraFranch．ミヤマジュズスゲ

白鳥町石徹白（10188），朝日村胡桃島（10187），上宝村安房湿原（10189）

72．C．　　japonicaThunb．ヒゴクサ

養老町（10159），各務原市木曾川（10158），七宗町（10151），洞戸村飛瀬（10152），八幡

町犬鳴（10164），八幡町那比本宮（10163），八幡町那比新宮（10162），八幡町石原（10165），

八幡町内ケ谷（10161），加子母村乙女渓谷（10156），下呂町小川（10155），下呂町小川長

洞（10153），下呂町神割（10154），小坂町御前山（10150），明方村坂本峠（10160），朝日

村秋神（2254），清見村巣野俣（10145），高山市前原谷（10148），高山市瀧町滝谷（10149），

高山市上江名子町（10146），白川村大白川（10143），上宝村平湯（10157），上宝村クリヤ

谷（10144），上宝村笠ケ岳（8002），河合村角川（10147）

73．C．　　aphanolepisFranch．etSavat．ェナシヒゴクサ

各務原市木曾川（3544）

74．C．　　donianaSpreng．シラスゲ

各務原市木曾川（3545）

75．C．　　planiculmisKomar．ヒカゲシラスゲ

小坂町濁河（10101），高根村野麦脇谷（10102）

76．C．　　mollicula Boottヒメシラスゲ

藤橋村徳山ヒン谷（10122），藤橋村冠山（10117），下呂町小川長洞（10120），下呂町初矢

（10123），小坂町濁河（10119），白鳥町石徹白（10115），高鷲村蛭ケ野（10116），朝日村

秋神（1438）、久々野町アララギ潮（10109），久々野町舟山（10108）（10110），白川村大白

川（10103），高山市八日町（10118），高山市上江名子町（10107），高山市赤保木町（10106），

丹生川村新張（10104），白川村天生峠（10121），上宝村左俣谷（10111），河合村椿峠（10105）

77．C．　　satzumensisFranch．etSavat．アブラシバ

中津川市川上（9620），明方村水沢上（9619），上宝村平湯（9621）

78．C．　lentaD．Donナキリスゲ

各務原市（2625），池田町池田山（9651），岐阜市三輪（9650），七宗町袋坂峠（9649），金

山町岩屋ダム下（9648），下呂町茂谷（9654），下呂町梅山（9653），高鷲町向鷲見（9652）

Var．Sendaica（Franch，）T．Koyamaセンダイスゲ

金山町細越（9657），下呂町森（9656）

80．C．　　hondoensisOhwiアイズスゲ

大和町大間見（10179），小坂町御前山（10181），明方村大洞峠（10180），明方村水沢上（10183），

白鳥町石徹石（10177），朝日村胡桃島（10182），朝日村秋神（2067），清見村二本木（10173）、

白川村大白川（10167），高山市日影平（10176），高山市上切町（10175），丹生川村下保（10172），

丹生川村久手（10166），国府町桜野公園（10169），上宝村福地（10168），古川町上気多（10170），

河合村角川（10171），神岡町山ノ村伊西（10174）

81．C．　idzuroeiFranch．et Savat．ウマスゲ

羽島市長良川堤（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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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Carex olivacea Boottvar．angustiorKiikenth．ミヤマシラスゲ

瑞浪市（10142），各務原市須衛（2702），関市小屋名（1715），金山町室洞（10135），下呂

町初矢（10137），下呂町森（10136），大和町上乗巣（10134），高鷲村蛭ケ野（10132），清

見村大原松谷（10126），高根村日和田高原（10139）久々野町位山峠（10125），清見村巣野

俣（10127），白川村大白川（10133），高山市下之切町（10130），高山市日影平（10128），

白川村馬狩（6823），白川村天生峠（10124），河合村椿峠（10129），神岡町山之村（10138），

神岡町深洞（10140）

83．C．　　transversa Boottヤワラスゲ

瑞浪市（10186），各務原市木曾川（3537），伊吹山（10185），白鳥町石徹白（10184）

84．C．　　dispalata Boottカサスゲ

各務原市須衛（1847），藤橋村徳山ヒン谷（10057），大和町神路（10059），高山市八日町

（10054），高山市松本町（10055），高山市漆垣内町（10056），上宝村大坂峠（10058）

Var．takeuchi（Ohwi）Ohwiキンキカサスゲ

清見村巣野俣（10051），清見村二本木（10052），高山市大島町（10050）

85．C．　　michauxiana BOcklr．var．asiatica（Hult．）Ohwiミタケスゲ

高鷲村夫婦滝（8197），高鷲村蛭ケ野（9624），河合村天生湿原（9623）

86．C．　　dickinsiiFranch．etSavat．オニスゲ

養老町（9647），各務原市（9646），関市小屋名（9645），美並村大矢元（9643），高鷲村切

立（9641），高鷲村蛭ケ野（9644），高山市原山（9640）

87．C．　　rhynchophysaC．A．Mey．オオカサスゲ

白川村馬狩（6825）

88．C．　　fediaNeesvar．miyabei（Franch．）T．Koyamaビロードスゲ

下呂町初矢（9638），大和町大間見（9639），高山市松本町（9637），高山市塩屋町（9634），

高山市西之一色町（9635）（9636）

89．C．　　×Shinanoana Nakaiミヤマテキリスゲ

恵那市五明湿原（8205）

90．C．　　sadoensis x C．　　flabellata　　サドスゲ×ヤマテキリスゲ

下呂町初矢（10206）

91．C．　leucochloravar．filiculmis x C．　　ragataイトアオスゲ×クサスゲ

白川村荻町（10061）

92．C．　　×mihashiiT．Koyamaアイノコナルコ

高山市八日町（10207）

93，C．　　×hosoiiT．Koyamaタヌキナルコ

高鷲村蛭ケ野（9789）

岐阜県博物館のスゲ属植物標本

開館以前より収集されてきた植物標本は，その大半が岐阜県産のさく葉標本である。これらのう

ちスゲ属植物標本は未登録の資料も多く，今回，分類整理の対象として730点を登録することができ

た。実際，分類整理をしてみると産地の重複しているものを除いても600点以上になり，種数にする

と90種程になる。これは，これまでの岐阜県産スゲ属植物に関する文献，金古（1980）・岐阜県高等

学校生物教育研究会編（1966）の種数をかなり上回る。

これらの標本の産地と数（図表）を見ると，飛騨地方（県北部）の産地や数が多いことが分か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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ちなみに，その数

は全体の70％に及

ぶ。その中で高山

市，下呂町が圧倒

的に多いのは，ス

ゲ属植物標本をは

じめとする植物標

本の大口寄贈者が

高山市の長瀬秀雄

氏，下呂町の二村

延夫氏であるから

である。白川村は

歴代の本館の植物

担当職員の調査対

象地域であったた

め，標本数が多い

と言える。

その点で言えば

後　藤　常　明

岐阜　県　市　町村　区　画　地　図

●　は標本数5点にあたる

小坂町，高根村，

丹生川村，上宝村，　滋賀県

神岡町についても

同様なことが言え

る。八幡町，白鳥

町等は，金古弘之

氏の標本が多い。

こうして図表を

作ってみると，ス

ゲ属植物標本が収　　　　　　　　　　　　　図表　スゲ属植物標本の産地と数

集されていない地域は，99市町村中，飛騨地方で1村，美濃地方で53市町村に上る。これは全体の

54．5％で，今後さらに調査収集を続けなければ岐阜県内のスゲ属植物の分布解明の資料としては，

心もとないと言える。特に，美濃地方の未調査地域における標本の収集が急務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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