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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分類歷史及地理分布

蠅子草屬 (Silene) 為石竹科 (Caryophyllaceae) 石竹亞科 (subfam.

Silenoideae) 多年生草本植物，全世界約有 700 種，主要分布在北半球溫帶地

區，如歐亞大陸約有 600 種；少數則分布在非洲與北美洲，歧異度中心在地中

海沿岸及中東一帶 (Oxelman and Lidén, 1995)。

根據近年臺灣產石竹科石竹亞科最新的分類研究 (李，2004)，臺灣地區的

蠅子草屬植物共有九個類群，包括六種三變種，從海濱、低海拔至高海拔山區皆

可發現其分布。其中高山的類群皆為臺灣特有，分布於海拔 3000 公尺以上，由

於在形態上的相似而造成分類地位經常變動，因此將其定義為玉山蠅子草種複合

群 (Silene morrisonmontana species complex)。

玉山蠅子草種複合群的分類最早為 Hayata (1913) 在臺灣植物圖譜 (Icones

Plantarum Formosanarum) 發 表 的 三 個 新 種 ， 分 別 為 Melandrium

morrisonmontanum、M. transalpinum 及 M. vesiculiforme，其屬名與現今相異是

因早期學者將蠅子草列入女蔞草屬 (Melandrium) 內。Kudo 和 Masamune (1932)

接受並沿用 Hayata (1913) 發表的這些學名。Ohwi (1934)另發表兩個新種 M.

glabellum 及 M. nubigena，但後者在往後的所有分類文獻中均未列出。Ohwi

(1943) 將 M. transalpinum 及 M. vesiculiforme 合併為 M. morrisonmontanum 之

異 名 ， 另 將 他 先 前 發 表 的 M. glabellum 處 理 為 其 下 之 變 種 － M.

morrisonmontanum var. glabellum ，但文中卻未列出他先前所發表的 M.

nubigena，這樣的分類處理沿用了一段時間，Masamune (1954) 的名錄中僅列出

M. morrisonmontanum var. glabellum 。

Ohwi and Ohashi (1974) 把臺灣產女蔞菜屬 (Melandrium) 移入蠅子草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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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ene) 內，但維持 Ohwi (1934) 所提之分類處理 (兩種一變種)。Ying (1975a)

於其高山植物名錄中記載兩變種 (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另於「Alpine plants of Taiwan in color」一書 (Ying,

1975b) 一書中將 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 提昇至種的位階。Liu and Ying

(1976) 在臺灣植物誌 (Flora of Taiwan) 第一版中接受 Ohwi & Ohashi (1974) 的

分類方式，並將 S. glabella 再次變更為 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但未

列出 S. nubigena。Ying (1984) 年再度將之前被 Ohwi (1943) 併入 M.

morrisonmontanum var. morrisonmontanum 中之 M. transalpinum 獨立出來改為

S. morrisonmontana var. transalpina，而在 1996 年時在第二版臺灣植物誌 (Flora

of Taiwan) 中又將 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 及 S. morrisonmontana var.

transalpine 提升至種的位階 (Ying, 1996)。

中國植物誌 (Tang, 1996) 沿襲臺灣植物誌的處理，將分布於臺灣高山的蠅

子草屬植物區分為 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 及 S. morrisonmontana var. transalpina。Zhou et al. (2001) 接受 Liu

and Ying (1976) 的處理，另將 S. transalpina 處理為 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 的異名。李祖文 (2004) 綜合外部形態、微細構造、細胞學及

生態與地理分布等資料，將分布於高海拔的類群整理分為玉山蠅子草 (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禿玉山蠅子草 (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 及蓬萊蠅子草 ( S. nubigena) (as S. formosamontana)。

地理分布方面，依據李 (2004) 及各標本館之採集記錄可知，玉山蠅子草主

要分布在雪山山脈、玉山山脈及中央山脈南段，禿玉山蠅子草分布於雪山山脈北

段及中央山脈北段，蓬萊蠅子草則僅有分布於南湖大山與中央尖山的記錄，三類

群生育地都在山壁或岩屑崩壁上，生長之處土壤多濕，水氣充足。檢視雪山圈谷

所採集之樣本發現有形似蓬萊蠅子草 (S. nubigena) 的類群存在，其萼筒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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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花瓣的顏色等皆不同於典型之玉山蠅子草，但皆被歸於玉山蠅子草中，李

(2004) 的論文中提到，雪山圈谷的族群可能是因日照及風勢較強的生育環境而

產生的變異。

(二) 形態特徵

玉山蠅子草種複合群為典型之高山多年生落葉性植物。依據標本採集的時間

可知花期主要在夏至秋季 (約在七至九月間)，但也有冬天十二月間仍在開花的

記錄，在高山植物中屬於較晚開花的一群。歷來有關蠅子草屬的分類索引，如臺

灣植物圖譜 (1913)、臺灣植物誌 (1976、1996) 至李 (2004) 等，皆以植株及花

萼是否被毛、葉形、花萼形狀、花瓣形態及花序類型等做為區分的重要特徵。同

一類群內可能因環境或是植物本身遺傳上的影響而導致少許外觀上的差異，但不

影響其分類地位，以下就分類之主要外部形態分別描述之，花部特徵如花色，因

受限於乾燥標本，以野外觀察為主。

(1) 莖

蓬萊蠅子草為三個類群中最為矮小的，植株基部呈叢狀生長，莖上密被毛。

玉山蠅子草及禿玉山蠅子草之地上部常直立伸長，植株較高大。玉山蠅子草莖上

被毛，禿玉山蠅子草則是全株光滑無毛，毛的有無是重要的鑑別特徵。

(2) 葉

葉均為單葉對生，葉片形狀多為長線形，先端銳尖，葉緣均有小鋸齒，基生

葉會抽長。

(3) 花

皆屬單生花序，具有一對披針形或線形的苞片，萼筒為鐘形，上部具有五枚

萼齒，玉山蠅子草與禿玉山蠅子草的萼筒較長，蓬萊蠅子草萼筒短。萼筒較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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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群，雌雄蕊柄也較長，雌雄蕊柄皆密被柔毛。玉山蠅子草的花瓣為紅色，有時

會深至紫紅色，禿玉山蠅子草多為白色，蓬萊蠅子草則為淺粉紅色。在每片花瓣

的基部皆有兩片副花冠，玉山蠅子草及禿玉山蠅子草的副花冠較大，呈長橢圓狀

的四邊形，頂端有鋸齒，蓬萊蠅子草的副花冠較小，呈長橢圓形或倒披針形。

形態特徵是分類上最主要的依據，其他微細構造及細胞學的觀察也可作為分

類時的輔助工具。據李 (2004) 之研究，玉山蠅子草種複合群的花粉屬多孔型，

孔數約有 35 至 40 個左右，是蠅子草屬中孔數最多的。玉山蠅子草與禿玉山蠅子

草花粉表面的紋飾為穿孔紋 (foveolate) ，蓬萊蠅子草則為網紋 (reticulate)，凡

此形態皆可作為分類時的參考。蠅子草屬的染色體基數為 X = 12，少數 X = 10，

以 2n=24 最為普遍。而臺灣地區多倍體化的類群比例極高，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 (2n=72)、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 (n=36) 及 S.

nubigena (2n=72)，多倍體化的現象在植物演化中很普遍 (Popp and Oxelman,

2001) 且常與種化有關 (Sharbel and Mitchellolds, 2001)。

(三) 研究背景

臺灣是特殊的島嶼，經菲律賓板塊與歐亞板塊擠壓上升而成，地質年代新，

海拔 3000 公尺以上的高山達百座以上，玉山蠅子草種複合群之地理分布，類似

E. O. Wilson (1967) 所提之島嶼理論，各類群在分布上有地理隔離，而形態上的

相近，則可能描述著過去共同演化生活的歷史。現今的地理分布使類群間不容易

發生基因交流，然擁有相似的形態，應與冰河期溫度下降有關。物種在過去可能

有一段共同生活的時期，而後才分據各高山，就此一種複合群而言，雖然已有多

位學者進行過研究，且提出類群間的區分特徵，但仍無法完全釐清類群間的分類

問題。在檢視標本時亦發現有形似中間型的個體，歴 來 的文獻並沒有對此一類型

進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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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地區，蠅子草屬是低海拔常見的植物，因此針對蠅子草屬所作的研究

相當廣泛，加上屬內某些雌雄異株的類群 (如 S. latifolia) 具有特化之 XY 染色

體，利用核、葉綠體及性染色體等基因片段來探討其分類問題、族群遺傳結構或

是冰河期後的遷移路徑等文章為數甚多。學者可以透過對其遺傳結構的分析探討

影響植物演化的歷程，推測其起源中心、物種間的基因交流、生物地理及遷移的

路徑等。

大部分的系統學都是以形態上的相似性為依據而將個體歸類分群，雖然它也

能提供進一步探討物種親緣關係等問題的資訊 (Jensen, 2003)，但由於傳統形態

分類多憑學者主觀意見對特徵加權，並依此來定位各物種之階層，此法易因各家

分類觀點之差異，而產生分類地位變動的問題。玉山蠅子草種複合群在不同分類

學者的處理中，有的處理為四種 (Masamune, 1936)，有的則處理為兩個變種

(Ohwi, 1943)，顯然他們在形態上相似，但因分類學者為將形態上的差異具體化

分類地位時所強調的特徵不一而造成分類觀點上的差異，又未能得知類群間關係

的遠近，因此分類地位隨不同學者之主觀認定而不斷改變，也造成標本學名認定

困難。在臺灣，此一種複合群經眾多學者的研究，目前暫時區分為三個類群，但

對其分類階層仍有不同的觀點存在，且未有進一步探討其遺傳結構者。

數值分類學 (numerical taxonomy) 以生物的形質或特徵 (characters)，整理

成數值予以分析，並可利用如多變數分析 (multivariate analysis) 來進行物種分

群。形質分析 (morphometrics) 測定個體生物間的差異，再將之運用來比較不同

個體或族群間因各種不同因素，如遺傳、突變及環境等所造成之外形或特殊形態

之差異。以所選取的各部特徵進行測量，用於測量的特徵包括營養器官及生殖構

造。營養器官特徵如植株高、葉長、葉寬、葉片數等；生殖構造特徵如花瓣長、

萼筒寬、花藥數等；也有為消除因生長時期不同或環境因素的影響而造成的差

異，以比例的方式來呈現者，如以葉長/葉寬的比值來表現葉子生長的特性

(Marhold et al., 2002)，同時表現出葉子的形態，是單一數值無法比擬的。形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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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一直是解決種或種下階層分類的方法之一 (Jensen, 2003)，應用多變數分析辨

別一組 OTUs (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 的變異形式，可概括特徵變異的資

訊，且展現出其間細微的變化。

形質分析中常用者如主成分分析法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PCA)，目

的在由多變數資料中選出可解釋大部分變異的變數組合，藉此找出造成最後歸群

結果的重要因素。每一個主成分可以解釋的僅是所有資訊的一部分，樣本在分析

前不須先行歸群 (Puorto et al., 2001)。實際研究中，使用者若用不超過 5 或 6 個

主成分，就能解釋變異的 70-80%，已算令人滿意 (趙民德，謝邦昌, 2000)。區別

分析 ( discriminant analysis, DA) 則是在已知的分類中找出區別的規則 (rules)，

這些規則可將樣本歸入合適的類群中，並且提供樣本內諸多測量值中最能加以區

別的有用資訊，最簡易的區別規則即是將樣本分配入它們最可能的歸屬類群，並

將分類中的錯分率減到最低 (Fowler et al., 1998)。歸群分析 (cluster analysis) 是

將樣本單位類別為一小群同質群 (homogenous clusters) 的方法，分析有兩個階

段，一是推衍出每兩個樣本間距離之單一測量值；二為利用此距離測量值來辨別

相似樣本的歸群。因此，形質分析即是以生物之計數形質及非計數形質來表現生

物之生長特性，再以統計方法顯示各個不同個體或族群間之差異，並對樣本進行

歸群 (cluster) 或區別 (discriminant) 分析，直接利用這些數據來輔助分類，將來

遇到存疑的個體時，除特徵描述外，亦可應用此法算出未知個體歸入哪一群是最

適當的，可減少樣本的複雜度，並辨別何種變異數組合最能綜合樣本的資訊，既

快速又簡便。

分子分類學 (molecular taxonomy) 則是利用 DNA 之序列進行比較，ITS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為 nrDNA 間的序列，演化速率較快，廣泛的被應用

在研究種及屬階層的分子親緣關係。cpDNA 多為母系遺傳，不會有分子重組事

件，cpDNA 非轉譯序列中的變異在種內及種間的階級常可顯現出來，因此常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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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在植物的系統學及族群遺傳學的研究中 (如 Olson and McCauley, 2000)。

cpDNA 是母系遺傳，它的演化可能與 nrDNA 大不相同，且個體內的不同基因片

段記錄的可能是不同的演化歷程，結果亦可互相印證 (Oxelman et al., 1997；

McCauley, 1994)。

近年多有利用分子技術重新探討分類界定問題的研究，分子技術的蓬勃發

展，使得分子標記對於系統分類與生物演化等許多過去難以用傳統方法解決的相

關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分子資料也可以量化，利用軟體來計算各種數值。

研究中統合分子與形態特徵來確認未知類群的分類地位者甚多 (eg. Choi et al.,

2001；Nielsen et al., 2003；Quiroga et al., 2002；Puorto et al., 2001；Marhold et al.,

2002；Bernardos et al., 2005)，分子資料僅提供分類上的輔助。初期有關物種演

化與物種間親緣關係的研究，端賴形態特徵或直接的化石證據，近年分類學家進

一步結合了分子生物學及形態分類等相關研究，提出了互有異同的結論 (Hansen

et al., 2000 ; Fjellheim et al., 2001; Shipnov et al., 2005)。先前所述 (例如 Hayata,

1913; Ohwi, 1934; Liu and Ying, 1976; 李, 2004) 有關蠅子草屬的分類已有多位

學者研究，近來分子相關之資料在歐洲也已相當充足，唯臺灣仍甚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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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問題

玉山蠅子草種複合群目前處理為三個類群。雪山圈谷的疑問種被歸入玉山蠅

子草中，但許多外部形態都顯示它的部分特徵相當類似蓬萊蠅子草而不同於典型

之玉山蠅子草，雪山圈谷的生育環境造成的變異若以較精確之數據來表現時，是

否能使此地的族群特性表現出來？本研究嘗試觀察並測量歷年來於全臺各高山

採集之標本，應用形質之單變數與多變數分析比較，以數值統計的方法呈現各類

群的特徵變異，檢視結果是否能與昔日之分類處理相對應，並藉此探討疑問種的

分類地位，找出複合群中主要的區分特徵。另外，也利用分子標記來探討此種複

合群間基因型的分化情形，分子資料的歸群是否得如外部形態所預期。最後綜合

分子和形態的資料，探究此種複合群內的分類問題，並與傳統之分類結果作比

較，討論其間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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