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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阜県博物館のスミレ科植物標本目録

後　藤　常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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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Gifu Prefectural Museum

TsuneakiGoTO

岐阜県博物館が1992年までに収蔵した植物標本のうち，スミレ科について分類整理ができたので

目録として報告する。

本目録はスミ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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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古弘之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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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などは大井（著）・北

川（改訂：1992）に基づいた。岐阜県の産地は，市・町・村と字名，あるいは山・谷などの名称で

記し，およそ南部より北部へと配した。廃村，村名・字名変更などがあった場合も産地の誤認を避

けるため標本ラベルの記述に従い，旧名を残し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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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は未登録標本。

標本の同定にあたっては，井波植物研究所の井波一雄氏と飛騨植物研究会の長瀬秀雄氏の力をお

借りした。標本寄贈者と両氏には厚く御礼申し上げる。

目　　録

CHORIPETALAE　離弁花植物

VIOLACEAE　スミレ科

Ihoh Linn．スミレ属

1．Violasieboldiana（Maxim．）Makino　ヒゴスミレ

養老町養老寺（10768），春日村伊吹山（10767），小坂町（11085）

2．Violaeizanensis（Makino）Makino　エイザンスミレ

垂井町梅谷（2234），七宗町葛屋（10972），美山町桶野（2227）（2231），美山町舟伏山（10766），

洞戸村高賀山（10765），藤橋村徳山門人（＊），藤橋村親谷（10753），美並村粥川（10761），付知

町不動（10764），板取村老洞（10763），板取村九歳奥牧谷（＊），板取村銚子谷（10751），八幡町

二間手（10756），八幡町貝付（10752），八幡町河鹿戒仏（＊），八幡町河鹿鳩畑（＊），八幡町京

塚山（10758），金山町田淵（＊），下呂町門原（10769），下呂町小川（3090），下呂町乗政（10762），

下呂町神割（10770），明方村寒水（10757），明方村畑佐（10759），明方村日出雲（10760），明方

村水沢上（10755），萩原町上村（＊），萩原町中呂（＊），萩原町山之口（10750），白鳥町石徹白

（10754），朝日村秋神（2383），高山市上江名子町（10772），清見村夏厩（12113），上宝村双六谷

（12112），神岡町東雲（1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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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ViolahondoensisW．Beckeret H．Boiss．アオイスミレ

滋賀県霊仙山（10987），土岐市鶴里町（＊），瑞浪市瑞浪高原（10695），各務原市鵜沼（10587）

（10592），関市下迫間迫間不動（＊），関市池尻（10590），美濃市御手洗（10591），本巣町神海（10588），

七宗町野々古屋（10992），上之保村赤銅（10589），美並村釜ヶ滝（10685）（10686）（10708），藤

橋村徳山磯谷口（＊），藤橋村徳山ヒン谷（10693），八幡町黒佐（10706），八幡町稚児山（10707），

八幡町初音（10710），八幡町京塚山（10704），八幡町貝付（10705），八幡町河鹿戒仏（＊），和良

村上土京（＊），大和町内ヶ谷（10702），大和町古道（10701），明方村二間手（10687），明方村寒

水（10703），萩原町御前山（＊），白鳥町中津屋（10462），白鳥町石徹白（10709），小坂町小黒川

（12108），小坂町大洞（11031），久々野町阿多粕（10994），朝日村秋神（10684），高山市森下町

（10689），丹生川村瓜田谷（12089），丹生川村五味原（12088），白川村大白川（10362），自川村

平瀬（＊），白川村大窪（2253）（10683）（12107），白川村芦倉（12106）（12105），白川村萩町（2477）

（10688），白川村馬狩（2545）（6733）（10694），白川村加須良（10700）（12104），国府町瓜巣（12102），

国府町三日町（10692），古III町平岩（12101），古川町高野（12100），上宝村蓑谷（12090），上宝

村鼠餅（12091），上宝村細越（12093），上宝村下佐谷（12092），河合村天生（10690），河合村羽

根（10691），神岡町東雲（12103），富川村小無雁（12099），富川村巣之内（12094）（12095＝白花），

富川村塩屋（12096）（12097），富川村ネガソレ（12098），富川村ソンボ谷（＊），神岡町茂住（11054）

4．ViolakeiskeiMiquel　マルハスミレ

久瀬村日坂（10973），洞戸村高賀山（10984），美並村釜ヶ滝（10983），付知町宮島（10985），八

幡町野々倉（＊），八幡町那比新富（10975），八幡町河鹿鳩畑（＊），金山町麻生谷（10980），金

山町植谷（10979），金山町弓掛（10978），大和町落部（10976），下呂町三原（10981），下呂町小

川（3085），小坂町小坂（10982），白鳥町阿多岐（10977），久々野町阿多粕（10974）

5．Viola rossiiHemsl．アケポノスミレ

八幡町安久田（10781），下呂町小川（3146），白鳥町阿多岐（10782），荘川村尾神（＊），久々野

町坂屋（10997），高山市西之一色町（10780），清見村大原（11084），国府町三日町（10783）

6．ViolavaginataMaxim．スミレサイシン

久瀬村白坂（2450）（10884），坂内村川上（10881），坂内村池ノ又谷（＊），美山町柿野川（2230）

（2391），美山町舟伏山（10889），藤橋村徳山馬坂（＊），藤橋村徳山西谷（＊），藤橋村徳山門人

（＊），藤橋村徳山戸入（10890），藤橋村徳山開田（＊），藤橋村徳山扇谷（10879），根尾村下大

須（10888），根尾村越原岩ノ子谷（＊），根尾村越原河内谷（＊），根尾村能郷白山温見峠（＊），

板取村蕪山（2390），板取村九歳奥牧谷（＊），板取村銚子谷（10872），八幡町貝付（10874），八

幡町大栃（10877），八幡町龍牙谷（10873），八幡町河鹿戒仏（＊），八幡町河鹿鳩畑仏（＊），大

和町内ヶ谷（10348），大和町落部（10875），馬瀬村馬瀬川（10882），白鳥町阿多岐（10876），白

鳥町上在所（10886），白鳥町石徹白（10878），高山市八日町（10887），白川村大白川（10883），

白川村長瀬（12117），白川村馬狩（6734），自川村大窪（2502），宮川村小無雁（12118），宮川村

巣之内（10887），宮川村大瀬（12114），富川村洞ニコイ（10880），富川村塩屋（12115），富川村

ネガソレ（12116），宮川村ソンボ谷（＊），神岡町土（10885）

7．ViolabissetiiMaxim．ナガパノスミレサイシン

滋賀県米原町霊仙登山道（10893），養老町養老山（2392），瑞浪市土岐町（10894），白川町下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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徳田（10896），洞戸村尾倉（10895），美並村釜ヶ滝（2501），八幡町小郡比（10897），八幡町那比

本宮（10892），八幡町稚児山（10891），下呂町焼石（2229），下呂町小川（3093）（＊），下呂町束

上田（＊），萩原町上村（＊）

8．ViolapatriniiDC．シロバナスミレ

荘川村一色（10961）

9．ViolamandshuricaW．Becker　スミレ

瑞浪市土岐町（10865），各務原市須衛町（10849），糸貫町池島（＊），関市上迫間（10860），関市

小屋名（10851），（10861－10863），関市下倉知（10864），闇市千疋（＊），関市冨岡（＊），関市

志津野（＊），美並村釜ヶ滝（10867），八幡町初音印雀（＊），八幡町入間大洞（10856），八幡町

河鹿（10866），金山町菅田（＊），金山町中切（10859），金山町弓掛（10857），下呂町門原（10855），

大和町内ヶ谷（10351），明方村大谷（10870），小坂町鹿山（＊），白鳥町阿多岐（10868），白鳥町

長滝（10853），高鷲村蛭ヶ野（10852）（10869），萩原町古関（10858），朝日村秋神（2306）（10850），

丹生川村折敷地（＊），丹生川村五味原（12121），国府町糠塚（12119），古川町中野（12120），河

合村角川（10854）

10．Violabetonicifolia Smith

Var．albescens（Nakai）F．MaekawaetHashimoto　アリアケスミレ

関市稲口柳洞（＊），関市下倉知（10784），関市小屋名小洞（10785），関市山王通り（＊）

11．ViolayedoensisMakino　ノジスミレ

可児市光陽台（10810），瑞浪市釜戸町（＊），関市倉知（10811），関市千疋（＊），関市志津野（＊），

関市神野坊地（＊），八幡町京塚山（10809）

12．Violaminor（Makino）Makino　ヒメスミレ

関市小屋名（11005），関市小屋名百年橋（＊），関市稲口（＊），関市倉知（11002）（11003），関

市志津野（＊），富加町大平賀（＊），武芸川町高野（＊），白川町赤河（＊），板取村蕪山（11000），

八幡町上ヶ洞（11001），八幡町野々倉（＊），高山市山田町（11004）

13．ViolaphalacrocarpaMaxim．アカネスミレ

中津川市川上（2457），八幡町愛宕（10748），八幡町稚児山（10745），八幡町吉田大洞（10743），

八幡町大谷（10744），下呂町小川（＊），下呂町門原（3088）（3091）（10584），下呂町三原茂谷（10991），

明方村水沢上（10747），小坂町中黒川（12132），小坂町小坂（10742），朝日村秋神（2385）（10749）

（10990），丹生川村瓜田谷（12133），丹生川村折敷地（12135）（10585），丹生川村五味原（12134），

国府町山本（10986），河合村稲越（10586）

formaglaberrima（W．Bckr．）F．Maekawa　オカスミレ

美山町舟伏山（1387），白鳥町阿多岐（11037b）

14．Violajaponica Langsd．コスミレ

平田町野寺（10583），大垣市効外（10971），関市百年公園（＊），八百津町南戸（＊），川辺町下

麻生（＊），上之保村鳥屋市（10728），美山町田原（＊），藤橋村徳山鬼生谷（＊），根尾村下大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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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82），八幡町那比新富（11040），八幡町那比黒佐（11040），八幡町小久須見（11040），金山

町谷合（10969），下呂町小川（＊），大和町落部（10746），白鳥町阿多岐（11037），高鷲村蛭ヶ野

（10730），高山市西之一色町（12015），河合村角川（10729）（12014），丹生川折敷地（10995）＝

雑種？

15．ViolayezoensisMaxim．ヒカゲスミレ

八幡町貢間（10965），八幡町大滝（10963），金山町井尻（10968），金山町下沓部（11088）（12122），

和良村三庫（10966），下呂町少々野（10967），下呂町乗政（10964），萩原町中呂（＊），久々野町

大西（10962），丹生川村下保（10962）

16．ViolahirtipesS．Moore　サクラスミレ

朝日村秋神（2007），朝日村焼岩谷（＊），高山市八日町（10843）

17．Violablandaeformis Nakai　ウスパスミレ

小坂町濁河（11006）

18．ViolapumilioW．Becker　フモトスミレ

瑞浪市陶町大川（＊），瑞浪市土岐町（11028），中津川市川上（11024），各務原市須衛町（2232）

（2707），関市小屋名小洞（2542）（11025），武儀町温井（＊），七宗町上麻生（11029），坂内村池

ノ又谷（＊），美山町円原国有林（＊），白川町下佐見徳田（2388），根尾村越波河内谷（＊），根

尾村能郷白山温見峠（＊），八幡町市島（11018），和良村上土京（＊），金山町高夫良国有林（3145）

（11022），下呂町夏焼（＊），下呂町久野川（11023），下呂町神割（3086）（11086），下呂町焼石

（11027），下呂町小川長洞（＊），下呂町小川（＊），下呂町御鹿野（＊），萩原町堂洞（11021），

久々野町船山（11020），高山市越後町（11019）

19．ViolamaximowiczianaMakino　コミヤマスミレ

瑞浪市土岐町（11009）

20．ViolashikokianaMakino　シコクスミレ

川上村夕森（11007），和良村根本（11008）

21．ViolaselkirkiiPursh　ミヤマスミレ

根尾村能郷白山（＊），根尾村能郷白山温見峠（＊），高鷲村大日岳（10848），高根村日和田（12110），

白川村大白川（10844），河合村天生峠（10847），上宝村左俣谷（7519）（10845），宮川村洞ニコイ

（10846）

22．ViolatakedanaMakino　ヒナスミレ

八幡町城山（11035），金山町井尻（11030），下呂町門原（11087），下呂町小川（3875）（4234），

小坂町大洞（11031），萩原町上村（＊），久々野町長淀（11033），高山市八日町（12125），丹生川

村瓜田谷（12127），上宝村笠谷（12126），河合村天生（10988），宮川村巣之内（11032）

23．ViolaviolaceaMakino　シハイスミ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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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賀県伊吹山（＊），揖斐川町瑞岩寺足打谷（＊），富加町太平賀（＊），美濃加茂市三和町（2252）

（10792），久瀬村白坂（10791），美山町神崎（1994），美山町柿野川（10790），美並村釜ヶ滝（11012），

藤橋村徳山扇谷（10793），藤橋村徳山冠峠（10989）（＊），根尾村奥（＊），根尾村越波岩ノ子谷

（＊），板取村銚子谷（10786）（10787），板取村九歳奥牧谷（＊），板取村蕪山（2387），板取村島

口（11089），八幡町足瀬（11010），八幡町那比本宮（11011），八幡町黒佐（10795），八幡町河鹿

鳩畑（＊），八幡町龍牙谷（10794），大和町内ヶ谷（10788），萩原町和田（11036），高根村日和田

（12123），高山市八日町（10789），上宝村双六谷（12124），河合村天生（10789b）

24．VioIamakinoiH．Boiss．マキノスミレ

養老町養老山（10807），各務原市蘇原伊吹（1992），各務原市須衛町（2010），関市下迫間多賀坂

（＊），関市下迫間（＊），関市小屋名小洞（1712）（2543）（10993）（10801）（10804），関市倉知

向山（10796），関市倉知台所山（10802），関市志津野小坂（＊），富加町太平賀（＊），武儀町温

井（＊），白川町黒川（＊），洞戸村出戸（10803），金山町麻生谷（10799），下呂町門原深谷（10798），

下呂町焼石（10808），下呂町小川（3147）（3260），大和町内ヶ谷（10805），明方村二間手（11034），

白鳥町阿多岐（10806），小坂町松尾（12128），小坂町小坂（10742b），久々野町長淀（10996），

久々野町坂屋（2503），高山市上切町（10800），国府町瓜巣（12131），古川町信包（12130），上宝

村蓑谷（12129），白川村馬狩（6735）

25．Violaacuminata Ledeb．エゾノタチッポスミレ

朝日町胡桃島（10773）（10774），朝日村秋神（2389）（2070）（10777）（10778）（2478）（12109），

久々野町久須母（10998）（10999），高根村阿多野（10775），高山市漆垣内町（10776）

26．ViolakusanoanaMakino　オオタチッポスミレ

関市小瀬鮎之瀬（＊），関市神野上日立（＊），揖斐川町瑞岩寺（＊），揖斐川町瑞岩寺足打谷（＊），

本巣町金原（10713），美山町柿野川（10736），美山町円原（＊），藤橋村徳山鬼生岩（＊），藤橋

村徳山門人（＊），藤橋村徳山磯谷口（＊），藤橋村徳山（10737），藤橋村徳山西谷（＊），根尾村

樽見（10714），根尾村能郷白山温見峠（＊），根尾村大河原（＊），板取村保木口（10712），板取

村杉島（10716），板取村島口（10715），八幡町野々倉（＊），八幡町美山（10721），八幡町入間（10720），

八幡町市島（10722），八幡町河鹿戒仏（＊），和良村上土京（＊），大和町内ヶ谷（10739），大和

町上栗巣（10738），白鳥町中津屋（10463），白鳥町石徹白（10741），高鷲村向鷲見（10260），高

鷲村中洞（10255），馬瀬村川上国有林（＊），馬瀬村黒石（＊），馬瀬村中切（10256）（＊），小坂

町落合（＊），萩原町山之口（3864）（10735），朝日村秋神（2005）（2047）（2384）（2544），高根

村阿多野（10257），高根村野麦脇谷（10258），高根村中洞（10265），清見村西ウレ峠（12083），

清見村森茂（10261），清見村上小鳥（12084），荘川村寺河戸（12081），荘川村三谷（12082），久々

野町長淀（11017），久々野町大坊（11016），宮村宮川上流（12086）（12087），高山市塩屋町（10259）

（11264），高山市八日町（10263），高山市上切町（10725），高山市赤保木町（10724），丹生川村

呂瀬金山（11015），丹生川村下保（11014），丹生川村瓜田谷（12078），丹生川村古滝（11013），

丹生川村折敷地（12080），丹生川村久手大州谷（12079），丹生川村五味原（12076）（12077），国

府町村山（12073），国府町瓜巣（12017）（12074）（12075），国府町鶴巣（10734），古川町平岩（12072），

古川町笹ヶ洞（12071），古川町谷（12070），古川町中野（12069），古川町高野（12068），白川村

大白川（10731）（10733），白川村平瀬（10364），白川村加須良（10740），白川村馬狩（6732），白

川村長瀬（2251）（10711），白川村萩町（2476），自川村芦倉（12085），河合村稲越（10262）（1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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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合村角川（12065），上宝村平湯

上宝村下佐谷（12062）（12063），

ヤ谷（7658），上宝村鍋平（7656），

（12067），富川村小豆沢（12066），

後　藤　常　明

（10732）（10719），上宝村蓑谷（12061），上宝村細越（12064），

上宝村左俣谷（＊），上宝村中尾（2504）（10727），上宝村クリ

上宝村双六谷（12060），富川村ソンボ谷（＊），富川村巣之内

神岡町東雲（12018），神岡町阿曽保（12059），神岡町土（10717）

27．ViolafaurieanaW．Becker

Var．rhizomata（Nakai）F．Maek．et Hashimoto　ツルタチッポスミレ

坂内村夜叉ヶ池（＊），河合村ニッ屋（10581），富山県利賀村シラコエ（10254）

28．ViolagrypocerasA．Gray　タチッポスミレ

愛知県小牧市甘原口（10569），滋賀県伊吹山山頂（10649），養老町養老公園（10642）（10646）（10647），

羽島市正木町（10567），瑞浪市瑞浪高原（10578）（10579）（10645）瑞浪市日吉町田高戸（＊），

揖斐川町瑞岩寺（＊），揖斐川町足打谷（＊），各務原市下中屋町（1831），各務原市鵜沼（10568）

（10570）（10527），各務原市須衛町（1991）（2608）（10527），各務原市蘇原伊吹町（1993），可児

市光陽台（10559），中津lII市川上（10555），中津川市恵那山麓（10644），岐阜市木田（10577），

関市上迫間（10558），関市小屋名小洞（1532）（10563），関市倉知台所山（10557）（10562），関市

小瀬鮎之瀬（＊），関市志津野小坂（＊），関市志津野三羽尻（＊），関市下迫間多賀坂（＊），関

市神野坊地（＊），関市神野上日立（＊），武芸川町高野（＊），本巣町神海（10565）（10566），久

瀬村白坂（10650），坂内村池ノ又谷（＊），美濃市上河和（10534），武儀町多良木（10535），武儀

町温井（＊），美山町神崎（10538）（10638）（10639）（＊），美山町円原三尾（＊），七宗町七宗国

有林（10654），七宗町葛屋川（10653），白川町切井石木（＊），上之保村赤銅上（10528），上之保

村宮脇（10531），上之保村鳥屋市（10529），付知町不動滝（10636），美並村羽佐古口（10561），

藤橋村徳山戸入（10651），徳山村塚（10572）（10779），藤橋村徳山馬坂（＊），藤橋村徳山磯谷口

（＊），藤橋村徳山鬼生谷（＊），藤橋村徳山冠峠（10656），根尾村松田（10564），根尾村下大須

（10533），根尾村岩ノ子谷（＊），根尾村河内谷（＊）（＊＝アカフタチッボスミレ型），根尾村温

見峠（＊），板取村保木口（10574），板取村島口（10573），板取村九倉（＊），板取村ウチバミ谷

（10575），板取村鈍子谷（10576），八幡町上生屋（10530），八幡町野々倉（＊），八幡町那比新宮

（10675），八幡町鬼谷（10394），八幡町京塚山（10678），八幡町市島大洞（10660），八幡町川佐

（11057），八幡町安久田（10677），八幡町大栃（10682），八幡町初音（10679），八幡町吉田川（10671），

八幡町成仏（＊），八幡町鳩畑（＊），和良村上土京（＊），金山町井尻（＊＝アカフタチッボスミ

レ型）（10397）（10398）（10547），金山町南天良（10553），金山町菅田（＊），金山町麻生谷（10551），

金山町田淵（＊），下呂町夏焼（＊），下呂町御厩野（＊），下呂町久野川（10556），下呂町神割（10552），

下呂町門原（10554），大和町内ヶ谷（10339）（10350）（10560），大和町落部（10680），大和町万

場（10672），明方村林（10661），馬瀬村川上国有林（＊），馬瀬村中切（＊），白鳥町阿多岐（10676），

（10681），白鳥町石徹白（10673），高鷲村穴洞（10450），高鷲村吠谷（10648），荘川村六厩（12058），

荘川村寺河戸（12019）（12025），小坂町郷石原（10421），小坂町小黒川（12028），小坂町松原（12027），

小坂町松尾（12026），小坂町大平山（10403），小坂町下島（10643），萩原町堂洞（10655），久々

野町阿多粕（10663），久々野町中組（10662），久々野町柳島（10658），久々野町大西（10659），

久々野町小屋名（10664），朝日町秋神（2382）（10641）（10652）（10696）（10697＝雑種？），高根

村千間樽国有林（12033），高根村日和田（10395）（12032），宮村温谷（12031），宮村富川上部餅

谷（12030），高山市山口町（10541），高山市漆垣内町（10664），高山市松倉町（10396），高山市

岩井町（10540），高山市三福寺町（10539），高山市小梨乎（10405），高山市上切町（10545），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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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市中切町（12029），清見村大原（10908），清見村椿谷（10542），国府町瓜州谷（12038）（12039），

国府町糠塚（12020），国府町広瀬町（10674），古川町平岩（12044），古川町谷（12043），古川町

笹ヶ洞（12042），古川町高野（12041），古川町中野（12040），丹生川村町方（10667），丹生川村

下保（10669），丹生川村大萱（10668），丹生川村法力（10402），丹生川村呂瀬金山（10666），丹

生川村折敷地（10665）（10670）（12034），丹生川村久手（10404），丹生川村五味原（12036）（12037），

丹生川村大州谷（12035），白川村平瀬（10363），白川村大窪（10580），白川村大窪大杉（10635）

（10726），白川村荻町（10640），白川村馬狩（6731），白川村加須良谷（10399）（10400），上宝村

平湯（10419），上宝村蓑谷（12046），上宝村栃尾（10637），上宝村クリヤ谷（7657），上宝村神坂

（7702），上宝村蒲田（7701），上宝村下佐合（12048），上宝村双六谷（12045），上宝村細越（12050），

上宝村鼠餅（12047），上宝村笠谷（12049），宮川村中沢上（12056），富川村塩屋（12055）（12057），

富川村大瀬（12054），富川村巣之内（12053），宮川村打保（10420），河合村保木林（10544），河

合村羽根（10543），神岡町土（10550）（10549），神岡町漆山（10546），神岡町東雲（12018），神

岡町梨ヶ根（12051），神岡町上小萱（12052）（＊）

Var．eXilis（Miq．）Nakai　コタチッボスミレ

［愛知県小牧市甘原口（10536），土岐市鶴里町（11055），久々野町坂屋（10657）］＝タチッボ？

Var．pubescens Nakai　ケタチッポスミレ

串原村上矢作ダム北（11056）

Var．imberbis（A．Gray）Ohwi　イソタチッポスミレ

高知県室戸市鹿岡（10217）

29．Violaobtusa（Makino）Makino　二オイタチツポスミレ

坂下町椛の湖（10918），各務原市須衛町（2008）（10919），関市上迫間（10905），関市倉知庄中（10909），

関市小屋名小洞（1714）（2188）（10911），関市新田（＊），関市小瀬大洞山（10698）（10910），関

市下迫間（＊），関市志津野（10906）（＊），八百津町南戸（＊），武儀町温井（＊），白川町黒川

（＊），金山町井尻（＊），金山町坂梨（10900），金山町麻生谷（10901），金山町福来奥洞（10902），

下呂町門原（10903），下呂町小川（3020），小坂町松尾（12024），久々野町長淀（10913），久々野

町坂屋（10916），清見村椿谷（10904），荘川村三分（12022），高山市八日町（12016），高山市三

福寺町（10914），国府町糠塚（12020）（12021），丹生川村法力（10402），丹生川村折敷地（10670），

丹生川村瓜田谷（12023），上宝村中尾（10917）

30．Violaobat0－Oblonga（Miq．）Makino　ナガバタチッポスミレ

坂祝町勝山（10899），各務原市須衛町（1833）（2157），関市倉知桐谷（10907），七宗町神淵閲見

（10898）

31．ViolaverecundaA．Gray　ツポスミレ

平田町野寺（10930），土岐市鶴里町柿野（＊），笠松町江lii（10821）．＝短小型，笠松町円城寺（10949），

岐阜市日野（10947）（10948），各務原市須衛町（1983）（2009）（10957），瑞浪市稲澤町小里（＊），

瑞浪市土岐町（＊），関市倉知桐谷（10931），関市倉知庄中坂（10938），関市小屋名小洞（1713）

（2162）（10935－10937），武芸川町高野（＊），揖斐川町瑞岩寺（＊），久瀬村日坂（10953）（10956），

本巣町神海（10932），武儀町温井（＊），美山町舟伏山（10958），美山町円原（＊），美並村釜ヶ

滝（10943），七宗町分郷（10922），美並村羽佐古口（10943），藤橋村徳山門人（＊），藤橋村下開

田（＊），藤橋村徳山上原（＊），藤橋村徳山冠峠（10941）（＊），根尾村舟伏山（＊），根尾村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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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根尾村河内谷（＊），根尾村温見峠（＊），板取村保木口（10934），板取村島口（10940），

八幡町河鹿成仏（＊），和良村上土京（＊），金山町菅田（10925），下呂町小川長洞（10924），馬

瀬村川上（3867），馬瀬村中切（10267），萩原町大ヶ洞（10927），萩原町御前山（10942），小坂町

鹿山（10270），小坂町松尾（11998），小坂町落合（10923），小坂町濁河（10954），明方村寒水（10945），

白鳥町中津屋（10950），白鳥町阿多岐（10946），白鳥町石徹白（10944），朝日村焼岩谷（1881），

朝日村青屋（10955），高根村阿多野（10269），高根村日和田（10952）（11999），荘川村尾上郷（10933），

荘川村三谷（12004），荘川村寺河戸（12003），宮村餅谷（12005），高山市西之一色町（10928），

高山市赤保木町（10272），高山市塩屋町（10271），丹生川村五味原（12000），丹生川村瓜田谷（12001），

清見村大原（10908），清見村小烏山峠（12002），国府町糠塚（12012），国府町村山（12011），国

府町瓜巣（12013），国府町広瀬町（10951），古川町中野（12009），古川町高野（12008），古川町

猪臥山（11996），白川村大白川（10959），白川村馬狩（6730），上宝村安房湿原（10268）（10926）

（10960），上宝村細越（12007），上宝村下佐谷（12006），河合村稲越（10929），河合村ニッ屋（11997），

家川村万波（11995），神岡町茂住（10273），神岡町梨ヶ根（12010）

Var．fibrillosa（W．Becker）Ohwi　ミヤマツポスミレ

白川村大倉山（10921），白川村油坂ノ頭（10920）

Var．Semilunaris Maxim．アキスミレ

瑞浪市土岐町（10823），瑞浪市陶町（＊），関市百年公園（2726）（10819）（10820）（10826），富

加町太平賀（＊），洞戸村田戸（10818），藤橋村徳山植原（＊），美並村大矢（10825），金山町四ッ

滝（10827），金山町横谷川（＊），金山町高天良（10812）（10813），和良村沢（10822），大和町島

（10828），下呂町久野川（10814），下呂町小川（3021），下呂町森（10815），高山市上野町（10817），

高山市城山公園（10816），国府町字津江（10824）

Var．eXCisa（Hance）Maxim．ヒメアキスミレ

関市下迫間（＊）

32．ViolabifloraLinn．キパナノコマノツメ

小坂町濁河（2386）（10842），小坂町御嶽山（2006），石川県白峰村白山（＊），白川村油坂ノ頭（10841），

上宝村笠ヶ岳（7547）

33．ViolacrassaMakino　タカネスミレ

上宝村笠ヶ岳（7466）（8176）

34．Violabrevistipulata（Franch．etSavat．）W．Becker　オオバキスミレ

藤橋村徳山冠峠（10829），自川村油坂ノ頭（10832）（10833＝鋸歯が強い型），白川村野谷荘司山

（10830）（10831）

Var．aCuminata Nakai　ミヤマキスミレ

坂内村池ノ又谷（＊），根尾村能郷白山（＊），荘川村尾上郷（10838），白川村野谷荘司山（10836）

（10840），自川村天生峠（10835），河合村ニッ屋（10837），上宝村左俣谷（10834）（10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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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Viola x wittrockianaHort．タフテッド・パンジー（HelenMount）

関市倉知（10699）

9

岐阜県博物館所蔵のスミレ科植物標本

岐阜県博物館所蔵のこの科の標本は，産地が重複しないもので900点を超える。そのうち約500点

が長瀬秀雄氏，二村延夫氏，金古弘之氏の寄贈品，残り400余点は当館職員の採集品で　岐阜県産の

スミレ科植物の大半が含まれている。

金古（1980）は郡上郡内にヒゴスミレおよびフジスミレを記録している。そして，その大部分の

標本が当博物館に寄贈されている。標本調査の結果，筆者は前者の標本をいずれもエイサンスミレ

の葉の細い型，後

者の標本をシハイ

スミレの葉派に

沿って白斑のある

型とした。また，

金古氏寄贈標本の

ノジスミレは，京

塚山産を除いて，

残り全てをコスミ

レとした。

白川村地内にあ

る白山別山道油坂

ノ頭付近のオオバ

キスミ　レについ

て，後藤（1990）

ではミヤマキスミ

レ　と　なっている

が，後に採集，収

蔵した標本は葉が

厚く葉柄も長いこ

とから，原名亜種

オオバキスミレの

範疇に入れた。中

には，別亜種のナ

エバキスミレ（ダ

イセンキスミレ）

に近いものもあ

り，生育地によっ

て変異が見られ

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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コタチッボスミレは，タチッボスミレの川岸や岩場などの痩せ地に生える矯化型と区別が困難な

点があり，疑問符をつけた。

なお，本稿では分類を種・変種の段階にとどめ，型・品種以下は区別しなかった。

岐阜県における市町村別の標本数は上図のようになる。これによると，市町村によって標本数に

偏りが見られ，岐阜県中部より北の奥美濃から飛騨地方に比べて，美濃地方南部の標本が少ない。

スミレ科標本が全く無いのは，99ある市町村のうち，海津・南濃・上石津・関ヶ原・春日・輪之内・

安八・墨俣・柳津・岐南・川島・穂積・巣南・神戸・真正・北方・池田・大野・谷汲・伊自良・高

富・兼山・御嵩・多治見・笠原・明智・上矢作・山岡・岩村・恵那・蛭川・福岡・東白川・加子母

の34市町村に上る。今後は，美濃地方南部の資料収集が必要であ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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