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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材料與方法

(一) 研究材料與標本來源

參考各標本館之採集記錄，至臺灣各高山地區採集不同類群植株，另有學長

姊贈與者。部分新鮮材料於野外即以矽膠進行快速乾燥，而後置於超低溫冷凍櫃

備用，作為 DNA 序列研究分析之材料來源，並作成證據標本存放於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生命科學系標本館 (TNU)。形質測量部分所採用的樣本則以各標本館收

藏為主。研究中對蠅子草各類群的分類地位及學名使用依據李 (2004) 之論文，

作為分析與討論的基礎，雪山圈谷的樣本則以疑問種視之。

檢視之各標本館代號如下：

中央研究院植物標本館 (HAST)

國立臺灣大學植物標本館 (TAI)

林業試驗所標本館 (TAIF)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植物標本館 (TNM)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標本館 (T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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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

A. 形質分析：

研究中所用標本各特徵以電子游標尺測量之，以提供較為精確之數值，單位

為 mm，測量所得數值由統計分析軟體 JMP 5.0.1 (SAS Institute, 2002) 進行分

析，單一變數在變方分析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中的結果達顯著性差異

(P<0.05) 時，即進行平均值檢測 (mean test)，成對均值比較採 Tukey’s hone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HSD)，藉此了解不同的類群間是否有顯著差異。多變數分

析採主成分分析 (PCA)、區別分析 (DA) 及歸群分析 (cluster analysis) 三種不同

的方法。主成分分析由原始測值矩陣轉換為相關係數矩陣 (correlation matrix)

後，計算其特徵值 (eigenvalue)、特徵向量 (eigenvector)、成分貢獻率 (percent) 及

累計貢獻率 (cum percent)，將所得之成分分數以 X-Y 軸作圖。區別分析亦由原

始測值矩陣轉換為相關係數矩陣，計算特徵向量，將所得之 canonical scores 以

X-Y 軸作圖，為 canonical plot。歸群分析則以 average linkage 計算兩兩觀測值間

的平均距離，檢測個體間的相似性。

形質分析時所選用的各項特徵，是參考同為研究石竹科的不同學者所量取的

特徵進行取捨 (Quiroga et al., 2002 ; Choi et al., 2001)，並列入歷來形態分類時主

要採用之特徵。因本研究所量取之樣本皆以各標本館內所收藏者為主，因此可量

化之特徵也受限，尤其是花的部位。然新鮮樣本採集不易，以收藏標本為主相對

於新鮮樣本而言，它提供了大量樣本數可玆比較，且各標本之採集時期多為開花

或結果期，樣本間的生長時期較為一致，可減少因不同生長時期所造成的差別，

而為避免樣本因烘乾與否所造成的測量誤差，未將新鮮標本列入。形質測量採用

12 個外部連續性特徵及 2 個比例值，共測量 123 份標本。此外，為達量取標

準之均一，量化前對每個特徵皆下有定義，所有數值也由同一觀察者測量，避免

觀察上的誤差，為減少極端的數值所造成的干擾，使數值較為客觀，個體取平均

值以代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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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各項特徵的定義分別說明之：

(1) 莖長：以匍匐莖上長出莖節之處為起點，向上至花梗基部為止。植株若未與

匍匐莖相連者，因無法得知其莖基部是否就是與匍匐莖相連處，故不予計入。

(2) 莖寬：植株大小有時差異頗大，因而以花梗以下第一節之節間寬為主。

(3) 節間長：同 (2) 所述，以花梗以下第一節為量取對象。

(4) 葉長：以花梗以下第一節節間基部之葉片為主，蠅子草之葉片為對生，因此

隨機選取其中一片較完整的葉子作測量。

(5) 葉寬：同 (4)，以所選取之葉片同時測量其葉寬。

(6) 花梗長：植株符合 (1) 之要求，且花梗上必須有花或結果者，測量第一節節

間頂端至萼筒基部的長度。

(7) 萼筒長：植株符合 (6) 之要求者選取之，由花萼基部算起至萼齒末端為止。

(8) 萼筒寬：植株符合 (6) 之要求者選取之，量其最寬處。

(9) 雌雄蕊柄長：由雌雄蕊柄基部至子房基部的長。

(10) 萼脈被毛數：利用游標尺量取 0.5 mm 長之萼脈，計算此距離內萼脈上之柔

毛數。

(11) 花梗被毛數：利用游標尺量取 0.5 mm 長，前後取一直線，計數通過此線之

柔毛的數量記錄之。

(12) 節間被毛數：同花梗被毛數之計量方法。

(13) 葉長/葉寬：(4) 值除以 (5) 值即得。

(14) 萼筒長/萼筒寬：(7) 值除以 (8) 值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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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子資料：

收集三個類群不同地區之族群進行試驗，所使用之樣本編號與採集地列如表

一，雪山圈谷的玉山蠅子草之族群，經仔細觀察後發現形態類似蓬萊蠅子草，分

類地位不明，暫以疑問種稱之。外群選擇臺灣中低海拔特有的二裂蠅子草 (S.

fortunei var. bilobata) 及全世界泛分布之狗筋蔓 (S. baccifera)，採集植株間約相

隔 1 公尺以上。

表一、DNA 抽取樣本及其編號

學名 採集地及

代號

樣本編號 證據標本

八通關

(MB)

MB1-2、4-7 Z. W. Lee 919 (TNU)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

關山嶺

(MK)

MK2-4、6-7、9-16 Z. W. Lee 290 (TNU)

奇萊

(GC)
GC1-18 Z. W. Lee 909 (TNU)

合歡山

(GH)

GH1-12、15-17 Y. F. Lin s. n. (TNU)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

大霸尖山

(GD)
GD1-3 Z. W. Lee 168 (TNU)

S. nubigena 南湖大山

(NN)
NN1-13 Z. W. Lee 802 (TNU)

疑問種 雪山圈谷

(TS)

TS1、3、5-8、10-19 Z. W. Lee 832 (TNU)

S. baccifera 觀霧

(BK)
BK Y. F. Lin s. n. (TNU)

S. fortunei var.
bilobata

天祥、利稻

(FT、FL)
FT、FL Y. F. Lin s. n. (T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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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操作步驟如下：

1. DNA萃取：以Viogene® 的 Plant Genomic DNA Miniprep System Kit 進行DNA

萃取。

(1) 取約 100 mg 的植物材料，以液態氮研磨至粉末狀，並移至一離心管中。

(2) 加 400 L 的 PX1 溶劑及 4 L 的 RNase (100 mg/ml)，經振盪均勻混合後，置

65℃水浴 10 分鐘。

(3) 回室溫後，再加 130 L 的 PX2 溶劑至管中，經振盪均勻後，置冰浴 5 分鐘。

(4) 將反應完後之黏稠混合物移至過濾管 (shearing tube) 內，再置於回收管上，

經高速離心 (10,000 rpm) 後，將液狀物質過濾至收集管中。

(5) 加 0.5 體積的 PX3 溶劑與等體積的純酒精，至步驟 4 所收集之回收管內，並

以吸管充分混合。

(6) 取步驟 5 的混合液 650L，移至離心柱 (spin column) 內，再置於回收管上，

經高速離心 1 分鐘後，將濾液丟棄。

(7) 重複步驟 (6)，至步驟 (5) 的樣品全部處理完。

(8) 用 0.7 mL 的清洗劑，以 30 秒高速離心的方式清洗離心柱 2 次，將濾液丟棄。

(9) 高速離心 2 分鐘，去除殘留的清洗劑。

(10) 將過濾管 (2) 移至新的離心管 (1.5 mL) 中，加 200 L的 1×TE 緩衝液 (事

先預熱至 65℃)，以高速離心的方式將 DNA 溶至離心管中。

(11) 將 DNA 保存於 -20℃。

將以上兩種萃取方法所得之 DNA 溶液，保存於 4C 備用。

2. PCR 反應：

(1) 引子 (primer) 的選擇：

參考同為蠅子草屬植物之研究，使用與 Oxelman et al. (1995,1997)、

Ingvarsson et al. (2003) 相同的引子，擴增 cpDNA (rps16、psbA-trnH) 之片段，

nrDNA (ITS) 則以 ITS5P -ITS8P (Möller and Cronk, 1997) 進行測試，反應條件列

如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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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各 DNA 片段反應條件

Primer pairs (5’-3’) Primer name Number

of PCR

cycles

Annealing

temp. (℃)

CGAAGCTCCATCTACAAATGG

ACTGCCTTGATCCACTTGGC

psbA-trnH 35 52.5

GTGGTAGAAAGCAACGTGCGACTT

TCGGGATCGAACATCAATTGCAAC

rps16 35 59.0

GGAAGGAGAAGTCGTAACAAGG

CACGCTTCTCCAGACTACA

ITS5P-ITS8P 35 51.0

(2) PCR 反應試藥與濃度：

每個 PCR 反應試劑體積為 20 L，各試藥之濃度、所需體積及最終之反應

試劑濃度如下 (參考 Viogene Biotek® 之濃度配方)：

試藥 所需體積 反應試劑最終濃度

10×PCR buffer (with 15 mM MgCl2,

Tris-HCl pH 8.0, 0.1mM EDTA,

1mM DTT, 1% Triton X-100,

50% glycerol)

5 L 1×

10 mM dNTP mixture 1 L 0.2 mM each

Primer mix(10 M each) 2.5 L 0.5 M each

Template DNA 1-5 L

VioTag DNA polymerase 0.5 L 2.5 units

Adjust dH2O to 20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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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CR 反應條件：

PCR 反應採用之溫度週期及流程如下：(因應引子之不同而有所調整)

a. 先以 94 C 處理 5 分鐘，使雙股 DNA 變性。

b. 再以 94 C (變性溫度) 1 分鐘、51/52.5/59 C (鏈合溫度) 1 分鐘、72 C (延長

溫度) 兩分鐘，進行 35 次的擴增循環。

c. 最後保持 72 C 處理 5-10 分鐘。

d. 反應產物溫度降至 4C 保存。

(4) PCR 結果檢測：

以 1× TBE buffer 所配製成之 1% agarose gel (內含 0.25 g/mL 之 EtBr 染劑)

在 110 mA 條件下，進行電泳約 20 分鐘後，隨即於紫外燈下觀察及記錄 PCR 產

物的長度、濃度及產物是否為單一條帶。每次電泳中並加入長度參考標記

(molecular weight marker, 100 bp DNA ladder, MDBio Inc.)，以標示 PCR 產物條帶

的分子量並當作 PCR 產物之 DNA 濃度的參考。

3. DNA 定序與整理：

DNA 片段經 PCR 擴增之產物，經定序後，將所得之檔案以 Sequencher 軟體

進行人工判讀，並至 NCBI 資料庫 (http://www.ncbi.nih.gov/index.html) 進行序列

比對，以確認其是為同一屬植物。於 BioEdit 中刪除前後混淆分析之部分片段，

使達最大相似性，並將排列完成之序列以 Fasta 檔案格式儲存之，再利用 DnaSP

(version 4.00) (Rozas et al., 2003) 軟體存成 MEGA 檔及 NEXUS 檔供後續分析之

用。

4. 資料分析：

(1) 遺傳變異度與遺傳分化分析：

以 DnaSP 程式計算下列數值

variable sites

parsimony informative sites

haplotype number

haplotype diversity 樹形圖之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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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小關聯網狀圖 (minimum spanning network)

將單基因型序列變異資料，利用 MEGA 軟體轉換成遺傳距離矩陣，再使用

MINSPNET (Excoffier and Smouse, 1994) 軟體進行最小關聯網狀圖的建構。

(3) 以特徵法 (character-based approach) 及距離法 (distance-based approach) 進

行分析。特徵法利用 PAUP v.4.0 (Swofford, 1998) 建構 maximum parsimony tree

(MP tree)，最大儉約分析法(maximum parsimony method, MP) 循分析軟體之預先

設定，在定義外群後，以啟發式搜尋 (heuristic search) 法，100 次重複的 random

stepwise addition 找尋，所得樹形圖每個分支的信賴程度以 1000 次特徵重取進行

評估。

距 離 法 之 neighbor joining tree (NJ tree) 使 用 MEGA (Molecular

EvolutionaryGenetics Analysis, ver.2.1) (Kumar et al., 2001) 軟體，gap 的處理為

pairwise deletion，以 Kimura-2-parameter 計算兩兩序列間的距離矩陣，並以 1000

次重複取樣確認系統樹分支之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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