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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A. 形質分析

變方分析的結果顯示所量化之特徵在各類群間是可區別的。在平均值檢測

(表四) 中，植株被毛數是禿玉山蠅子草最能與其他類群區分開來的特徵，在統

計上與其他類群皆具顯著差異，此外，其他特徵如萼筒長、萼筒寬及雌雄蕊柄長

等都能與平均值最低的蓬萊蠅子草互相區別，兩者之間共有8個特徵具顯著差

異。禿玉山蠅子草的族群也有發現植株被毛的個體，但是個體數甚少，應為偶發

的變異。玉山蠅子草則與其他類群各有5-6個具顯著差異的特徵，在分類的主要

特徵上 (萼筒長、雌雄蕊柄長) 處於禿玉山蠅子草與疑問種之間，雖然各特徵之

平均值都與禿玉山蠅子草相近，但因植株的被毛數已可區分兩者，在分類處理上

不會有難以區分的情況。李 (2004) 將雪山地區之疑問種歸為玉山蠅子草，但此

疑問種與蓬萊蠅子草之間僅2個特徵 (葉寬、萼筒長) 具顯著差異，與玉山蠅子

草則有7個特徵具顯著差異，故由平均值檢測的結果，若將疑問種歸入玉山蠅子

草中甚為不合理，本研究結果支持將其歸為蓬萊蠅子草，該種之地理分布由原先

侷限於南湖大山擴展至雪山地區。

主成分分析結果 (圖一) 可將此一種複合群區分為三個類群，並顯示禿玉山

蠅子草及蓬萊蠅子草之間有很清楚的區隔，植株被毛數、萼筒長與雌雄蕊柄長是

主成分分析中區別類群較好的特徵，與歷來分類處理時所採用的特徵相當一致。

疑問種的地位大致與平均值檢測結果類似，大部分歸於蓬萊蠅子草，僅少部分歸

入玉山蠅子草的範圍中。

區別分析 (圖二) 亦支持將此種複合群區分為三群，區別時可用特徵甚多，

如莖寬、葉寬、萼筒長/萼筒寬及植株的被毛數等，疑問種仍多數歸入蓬萊蠅子

草中，與主成分分析的結果一致。錯分個體則指出此個體最可能的歸屬類群，26

個疑問種中分別有5個個體被歸入玉山蠅子草中，另4個個體被歸入蓬萊蠅子草

中，17個疑問種自成一群，然對照圖二，疑問種的分布多與蓬萊蠅子草相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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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若合併蓬萊蠅子草與疑問種兩群時，歸入蓬萊蠅子草中的個體會高達35個，被

錯分的疑問種僅佔少數，結果亦支持將疑問種歸入蓬萊蠅子草中。疑問種中被錯

分的個體多介於玉山蠅子草與蓬萊蠅子草之間，但以花粉可染率測試其花粉之可

孕性後，發現在各類群間均達九成以上，由此推測疑問種應非雜交後代。

歸群分析的樹形圖所表現的是外部形態特徵的相似性，不能代表類群間的親

緣關係，玉山蠅子草彼此間會聚集成一小群，分散在禿玉山蠅子草間，顯示兩者

間僅有些微差異，而疑問種多與蓬萊蠅子草相近，此結果可將疑問種與蓬萊蠅子

草之間整體相似性表現出來，說明疑問種被歸在玉山蠅子草中並不適宜，與歷來

的分類處理不同。但歸群分析的結果將玉山蠅子草與禿玉山蠅子草歸為一大群，

也與前段之歸群結果相異，並不支持將此種複合群分成三群，可能是數值經轉換

後所導致的誤差，許多分類時可應用的特徵如花色或基生葉的生長型式等受限於

乾燥標本未能列入，也可能是主要的原因。

在形質分析的研究中，雖盡量將標本上所能得到的資訊呈現出來，但仍有未

列出者，如上段所述花色的差異，基生葉生長的型式等。花色是區別這些類群主

要的區別特徵，玉山蠅子草花色以紅色為主，禿玉山蠅子草為白色，蓬萊蠅子草

則為粉紅色，疑問種的花色亦為粉紅色，與蓬萊蠅子草一致，但由於乾燥標本之

花色無法判別，故在形質分析時未能納入；基生葉的生長形式在蓬萊蠅子草為叢

生，在玉山蠅子草及禿玉山蠅子草則較為稀疏，疑問種的基生葉生長型式較類似

蓬萊蠅子草，然該特徵無法量化，所以並未列入。綜合三種不同的形質分析方法，

圖中皆有少數個體被歸入其他類群中，這些個體在重新檢視標本後發現並非鑑定

錯誤，而是族群中變異較大的個體，分析若是採用新鮮的植株，每個特徵的測量

誤差可避免因乾燥時的擠壓而減至最小，應可大幅避免這種情況。本研究主要想

了解複合群內歸群的趨勢，因各群之間相差距離並不遠，雖發生少數重疊的情

況，但並不對這些個體加以探討。

同種植物因生育環境不同，形態上有些微差異是可以容許的，分類處理時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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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將它們歸為一群。此疑問種在雪山圈谷一帶一直有採集紀錄，實地觀察也發現

其具有穩定的族群。分類處理時學者最重視的通常是花、果的特徵，因為它們在

形態上的穩定性高，最能代表類群的特色，量的改變 (如長或寬) 則很有可能是

因不同的棲地環境所造成的生態型 (ecotype)。疑問種在形態上僅與蓬萊蠅子草

有少量差異，其花色與蓬萊蠅子草同為粉紅色，與紅色或紫紅色的玉山蠅子草相

異。蓬萊蠅子草在過去的採集地僅限於中央山脈之南湖大山與中央尖山，未有於

其他地區發現者，其特徵可與互為變種關係之玉山蠅子草與禿玉山蠅子草清楚區

別，是一個較特殊而獨有的類群，因此，由形質分析的結果認為，應將可與玉山

蠅子草具明顯差異的疑問種歸入形態相似之蓬萊蠅子草中較為合理。

綜合形質分析的結果，花色為玉山蠅子草種複合群中主要的區分特徵 (表

十)，植株各部位的長短可作為檢索時的輔助。

表十、玉山蠅子草種複合群內主要區別特徵

分類群 S. morrisonmontana
var.

morrisonmontana

S. morrisonmontana
var. glabella

S. nubigena

莖 根莖匍匐

10 cm 以上

被短毛

根莖匍匐

10 cm 以上

光滑無毛

基生葉簇生

5-10 cm 高

密被短柔毛

花 1 至數朵

紫紅色

1 至數朵

白色

單一頂生

粉紅色

雌雄蕊柄 長 3 mm 以上 長 3 mm 以上 長 1.5-2 mm

花萼 長 1.5 cm 左右

寬 0.7 cm
被短柔毛

長 1.5 cm 左右

寬 0.7 cm
光滑無毛

長 1-1.2cm
寬 0.6-0.7 cm
密被短柔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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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子資料

Oxelman and Lidén (1995) 的研究中，作者提出 ITS 屬快速演化之區域，對

低階分類群的解析力尚佳，但於本研究中 ITS 序列在不同類群間完全一致，可能

核內的變異位點並不在所選用的片段上。ITS 序列完全一致者不乏其他物種，最

早在 Nicotiana、Atropa 的雜交種中發現，多倍體之 Microseris 也因重組後的一致

性演化 (concerted evolution)，使它具相同的 ITS 序列。近來亦有學者在蠅子草屬

中發現，ITS 基因座間有一致性演化會使其同質化 (homogenized) (Popp et al.,

2005)，因而衍生出相同的序列。其他種類如 Soliva et al. (2001) 利用 nr DNA (ITS)

及 cpDNA (trnL-trnF) 研究 Ophrys 屬內的分子親緣關係，結果也發現其 ITS

在屬內的不同類群間出現相同的序列。

本研究另與其他研究結果較為不同的是 ITS (nrDNA) 無變異位點，cpDNA

上卻找到少量的變異位點，ITS 為 nrDNA，推測可能是核內基因的改變容易影響

到族群的生存，因此沒有發生變異。葉綠體中 (psbA-trnH, rps16) 雖能找到少量

的變異，但由於不同類群之間的變異位點不多，合併兩片段僅得到 10 個 variable

sites，5 個 parsimony informative sites，因此以基因型討論之。

合併兩基因片段 (psbA-trnH、rps16)，可獲得 15 種不同的基因型，由表九

可見，以不同的地理區區分時，雪山圈谷 (TS)、南湖大山 (NN) 與奇萊 (GC) 的

族群特有的基因型最多，若以類群區分之，以禿玉山蠅子草與蓬萊蠅子草的基因

型最多樣。雪山圈谷與南湖大山的蓬萊蠅子草共享 2 種基因型 (E、M)，且另與

大霸尖山之禿玉山蠅子草共享基因型 E。奇萊與合歡山的禿玉山蠅子草中基因型

F 所佔比例最多，也是此區特有者。八通關與關山嶺皆位於中央山脈的南段，但

兩區之玉山蠅子草卻有截然不同的基因型，其中基因型 D 也可於合歡山的族群

中發現，但比例已經不多。大霸尖山的禿玉山蠅子草與雪山圈谷、南湖大山的蓬

萊蠅子草以基因型 E 相連結，合歡山的禿玉山蠅子草與關山嶺的玉山蠅子草以

基因型 D 相連結，唯獨八通關之玉山蠅子草阻斷了這樣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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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同的基因型建構樹形圖時，在 MP tree 中歸為一大群，支持度高達 100

﹪，對類群間的關係無解析力。在 NJ tree 中，每個基因型的遺傳距離則都很相

近，顯示此種複合群的分化應相當近期。MP tree 與 NJ tree 的樹形圖皆未能與形

態分類的處理一致，遺傳上的分化至今仍相當有限，但也有可能所選用的片段並

不適合用來解釋類群間的關係，分析之基因片段所建構之樹形圖可能僅為 gene

tree，且從許多片段上僅發現少量的變異位點推測此種複合群是形態上變化相當

快速而遺傳變異累積很緩慢的物種。由於禿玉山蠅子草是基因型最多樣者，其族

群數量也是相當龐大，由最小關聯網狀樹狀圖的資訊推測最早的族群應該是發生

在中央山脈，建立起族群後再不斷往外擴張。

若族群階層的種化完全，新的分類單元 (taxa) 應具有不連續性的形態特徵

及分子上特有的基因型，反之則是尚處於種化的過程中 (Whang et al., 2002)，而

隨著越來越多有關基因滲入 (introgression) 及雜交種化事件的報導，證明了若只

依賴形態特徵很容易低估物種間基因交流的情形 (Marhold et al., 2002)。不同的

基因型未必能反應出不同的譜系 (lineage) (Puorto et al., 2001)。不同山系在現今

地理上看來已無基因交流的可能，而在雪山圈谷共域分布之禿玉山蠅子草與蓬萊

蠅子草也仍能維持不同的形態特徵，表示這樣的特徵變異應是在類群中固定下來

了。玉山蠅子草種複合群的生育環境都在海拔 3000 公尺的高山，在冰河期時，

溫度下降，此種複合群的分布海拔應該比現在低，範圍也應較現今之地理分布為

廣，由樹形圖推測此時基因交流應該是相當頻繁的，而產生交流障礙 (barrier) 的

時間應是在近期，因此在網狀圖上才會發現不同物種之間有相同的基因型。同一

物種卻可發現相當不同的基因型 (如八通關與關山嶺之玉山蠅子草)，推論此種

複合群屬於譜系分化不完全 (incomplete lineage sorting) 的物種，形態上的多樣

性未能表現在基因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