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前言 

(1) 分類歷史 

附地草屬 (Trigonotis) 植物全球約有 57 種，大多分佈在亞洲，中國大陸產

31 種 (王文采等人, 1990)，台灣產 4 種 (Wang & Shen, 2001)。臺灣產附地草屬

植物初期之記載為新種的發表，包括台灣附地草 (T. formosana Hayata) (Hayata, 

1908) 與台北附地草 (T. elevatovenosa Hayata) (Hayata, 1916)。而 Masamune 

(1930)之 Omphalodes formosana 與 Sasaki (1931) 之 Myosotis nankotaizanensis 後

來由 Masamune (1933) 合併轉移至附地草屬，即南湖附地草 (T. nankotaizanensis 

(Sasaki) Masamume & Ohwi ex Masamume)。此三個分類群均為台灣所特有。除了

原始發表的文獻之外，Wang & Shen (2001) 曾研究過台灣產附地草屬，並將台北

附地草降為變種的階級，其學名為 T. formosana var. elevatovenosa (Hayata) S. D. 

Shen & J. C. Wang。於同一篇文獻中 (Wang & Shen, 2001) 另發表附地菜 (T. 

peduncularis (Trev.) Bentham ex Baker & S. Moore) 為新記錄種，後種在台灣最早

的採集記錄可追溯至 1970 年，當時被錯誤鑑定成 Bothriospermum tenellum。 

 

(2) 研究背景 

台灣產附地草屬植物皆為二至多年生草本 (沈淑端, 1999)。台灣附地草及台

北附地草多分佈在 1600 公尺左右的中海拔山區，極少分佈在低海拔。南湖附地

草則分佈在 3000 公尺以上的山區。而附地菜是分佈很廣泛的物種，整個中國大

陸、歐洲東部到溫帶亞洲皆有 (王文采等人, 1990)，但在台灣只分布在阿里山一

帶山區 (Wang & Shen, 2001)。 

根據沈淑端 (1999) 於論文中的描述及我們的觀察，台灣產附地草屬植物皆

為主根系 。然而，台灣附地草及台北附地草由於會在匍匐莖上長出不定根並且

發育成新的植株。因此，此二分類群會有較明顯的不定根。附地菜及南湖附地草

的莖會在基部呈叢生狀，無匍匐莖。台灣附地草及台北附地草則是單一的直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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莖，並且會長出匍匐莖。附地菜及南湖附地草葉形均為橢圓形，不具明顯側脈。

台灣附地草葉形為橢圓形至長橢圓形，具有閉鎖脈；台北附地草為近圓形至橢圓

形，也具閉鎖脈。台灣產分類群皆為蠍尾狀花序 (helicoid cyme)。附地菜為單一

花序，僅基部少數小花具有小苞片，花冠淡藍色。南湖附地草為頂端單一至二分

枝的花序，基部數朵小花具小苞片，花冠白色。台灣附地草為頂端二至六分枝的

花序，不具小苞片，花冠白色至淡藍色；台北附地草為頂端單一至三分枝的花序，

不具小苞片，花冠白色。 

小堅果形態為區分台灣產紫草科植物有效的特徵。若干學者曾提出科內小堅

果的演化方向，其形態差異也足以區分至種的階級 (Johnston, 1924; Lawrence, 

1937; Britton, 1951; 王文采等人, 1990)。王慶瑞 (1982) 以小堅果的形態作為附

地草屬屬內歸群的特徵。王文采等人 (1990) 依據小堅果形態的演變提出紫草科

植物演化方向的假說：小堅果果皮表面平滑無附屬物演化成具芒狀刺或碗狀突起

等附屬物，以及小堅果著生面位於小堅果的基部演化成位於小堅果腹面中部再演

化成位於小堅果腹面近頂部。根據 Wang & Shen (2001) 的研究顯示，附地菜為

背面凸出具柄的三角錐狀小堅果。南湖附地草為中軸邊較長的斜三角錐形，不具

果柄。台灣附地草及台北附地草皆為不具果柄，近正三角錐形的小堅果，此二類

群於小堅果的形態上無法明確區分。除了小堅果的形態特徵以外，沈淑端 (1999) 

的論文研究亦顯示台灣附地草與台北附地草的染色體數目以及花粉表面的構造

均無法用以區分二者。同功酵素 (isozyme) 電泳分析亦顯示二者遺傳組成極為相

似，其相似度高達種內族群間的變異範圍。 

    在 Wang & Shen (2001) 的研究之前，歷位學者 (e.g. Hsiao, 1978; Liu, 1998; 

Hsiao & Liu, 1998) 均將台灣附地草與台北附地草處理為不同種。沈淑端 (1999) 

指出實際觀察鑑定時可發現學者用以區分二者的分類特徵其變異範圍重疊度頗

高，且同一分類群在不同地區間的差異有時會大於與另一分類群的差異。是以各

標本館之館藏在鑑定上極為混亂。 

根據歷位學者的處理，Hsiao (1978) 以基生葉之葉形較圓、先端呈現微凹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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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類群歸為台北附地草；葉形橢圓、先端截平的類群歸為台灣附地草。Hsiao & Liu 

(1998) 則以葉脈隆起、先端呈現微凹頭的類群歸為台北附地草；葉面平、先端

截平的類群歸為台灣附地草。然而，根據沈淑端 (1999) 的描述，以基生葉的葉

形而言，台北附地草為圓形至橢圓形、先端常呈微凹頭；台灣附地草為橢圓形至

倒披針形、先端近平截至略凹頭。匍匐莖上的葉，台北附地草的葉形為穩定近圓

形；台灣附地草則由披針狀橢圓到近圓形，葉先端的差異不一定明顯。而葉脈隆

起的特徵，台北附地草在個體間有程度不等的變異；且台灣附地草有時也會出現

側脈隆起，但不如台北附地草明顯。由於歷位學者處理此二分類群的區別特徵在

不同族群間具有連續性的變異，而小堅果及花粉形態亦無法區分二者。因此，

Wang & Shen (2001) 將台灣附地草及台北附地草降為變種的階級，即為 T. 

formosana Hayata var. formosana 與 T. formosana var. elevatovenosa (Hayata) S. D. 

Shen & J. C. Wang。並指出台灣附地草的區別特徵為基生葉橢圓至披針狀橢圓，

長寬比大於 2，頂端花序 2-5 個分枝；台北附地草的區別特徵為基生葉近圓形至

橢圓，長寬比小於 2，頂端花序 1-3 個分枝。 

 

(3) 研究目的 

根據我們的觀察，Wang & Shen (2001) 區別台灣附地草與台北附地草的特徵

仍無法明確區分二者，因此將利用形質分析以及分子資料進行研究，以釐清此二

分類群的親緣關係並作為分類之參考。 

首先利用系統演化學的方法 (phylogenetic systematics)，針對各部特徵進行

編碼，對大陸及台灣產附地草屬之倒稜錐果組建構親緣關係譜系圖，以釐清台灣

的類群及大陸所產類群之親緣關係。 

沈淑端 (1999) 指出台灣附地草及台北附地草具有複雜的連續性變異及相

近的特徵，各標本館之館藏於鑑定上極為混亂。本研究將利用形質分析方法 

(morphometrics) 針對前人研究之區別特徵測定個體生物間的差異。另外，我們

觀察標本時發現，南湖附地草具有兩種形態 (圖二十四)。一為基生葉小且極密

 3



地叢生，整棵植株密被白伏毛，此形態多分布在南湖大山及奇萊山的族群；另一

型為基生葉較大且鬆散地叢生在莖的基部，植株上的白伏毛明顯少於前者，此形

態多分布在雪山及大霸尖山的族群。本研究也將利用形質分析方法比較南湖附地

草不同族群間的差異。 

形質分析可將特徵量化，並經由統計分析作為個體分群的依據。如此可避免

傳統形態分類學因主觀的判斷，而決定物種分群的問題。而形質分析也一直是解

決種間及種下階層分類的方法之一 (Jensen, 2003)。形質分析常用者有主成分分

析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PCA)、區別分析 (discriminant analysis, DA) 以

及歸群分析 (cluster analysis)。主成分分析會從我們所給的多種量化特徵 (多變

數資料) 中找出數個軸，利用這些主軸解釋我們所給定的數據。而分析軟體所給

我們的第一軸與第二軸會是最能解釋我們的資料的 (Sall et al., 2001; Jensen, 

2003)。然而，實際研究中，若使用不超過 5 或 6 個主成分 (軸) 就能解釋 70-80%

的變異，已算令人滿意 (趙民德，謝邦昌, 2000)。區別分析的分析方法類似 logistic 

regression。區別分析是利用連續性的變數 (continuous variables) 預測我們所給定

的分類群，以達到如我們所區分的情況 (Sall et al., 2001)，而我們可以從它找到

的軸得知此分群結果主要依據的是哪幾個特徵。歸群分析則是計算兩兩樣本之間

的距離，再依此距離比較各樣本的相似度，以達到歸群的目的 (Sall et al., 2001)。 

除了形質分析之外，本研究亦利用 DNA 序列分析台灣附地草、台北附地草、

南湖附地草以及附地菜的親緣譜系關係，並釐清台灣附地草與台北附地草各族群

間的親緣關係。我們分別選用 nrDNA 及 cpDNA 的片段，利用不同的片段探討

台灣產附地草屬之親緣關係以相互印證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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