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貳、研究材料與方法 

(1) 研究材料 

    參考標本館之採集記錄及相關文獻資料後，至台灣全島各地採集新鮮材料，

部分由同學所贈。部份新鮮材料栽植於溫室，部份新鮮材料用矽膠乾燥，其餘材

料製成證據標本，存放於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標本館 (TNU) 中。 

除了採集新鮮材料以外，並檢視國內各大植物標本館館藏的臘葉標本，做為

形質測量的材料，所檢視之證據標本列於附錄一。檢視之標本館及其代號如下：

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標本館 (HAST)、林業試驗所標本館 (TAIF)、國立台灣大

學植物系標本館 (TAI)、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標本館 (TNU)。 

 

(2) 研究方法 

A. 倒稜錐果組 (Sect. Elongatae) 之形態譜系建構： 

    中國大陸所產附地草屬植物共有 31 種。王文采等人 (1990) 依據小堅果形

態將附地草屬分為三個組 (section)，分別為半球果組 (Sect. 

Hemisphaerocarpae)、倒稜錐果組 (Sect. Elongatae) 及附地菜組 (Sect. 

Trigonotis)，而半球果組又分為半球果亞組 (Subsect. Hemisphaerocarpae)、瘤果

亞組 (Subsect. Compressae) 以及毛花亞組 (Subsect. Heliotropifoliae)。台灣所產

的南湖附地草、台灣附地草及台北附地草皆為倒稜錐果組的成員。因此，本研究

以台灣及大陸所產之倒稜錐果組的所有物種作為對象進行形態系統演化分析。內

群共有 8 種，分別是西南附地草 (T. cavaleriei)、峨嵋附地草 (T. omeiensis)、台

灣附地草、台北附地草、南湖附地草、秦嶺附地草 (T. giraldii)、多花附地草 (T. 

floribunda) 及南川附地草 (T. laxa)。外群則從其他組或亞組中各選取一種，共 4

種，分別是半球果組中半球果亞組的金川附地草 (T. barkamensis)、瘤果亞組的

狹葉附地草 (T. compressa)、毛花亞組的毛花附地草 (T. heliotropifolia) 以及附地

菜組的附地菜 (T. peduncularis)。根據中國植物誌的描述以及手繪圖以及對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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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類的實際觀察，我們對各部特徵進行編碼： 

1. 一年生草本編 0，二至多年生草本編 1。 

2. 莖單一編 0，莖叢生編 1。 

3. 莖直立編 0，莖鋪散編 1。 

4. 不具匍匐莖編 0，具匍匐莖編 1。 

5. 莖長超過 20 cm 編 0，莖長短於 20 cm 編 1。 

6. 莖分枝編 0，莖不分枝編 1。 

7. 莖生葉無柄編 0，莖生葉具柄編 1。 

8. 花序頂生編 0，花序腋生編 1。 

9. 花序具小苞片編 0，不具小苞片編 1。 

10. 花冠淡藍色至深藍色編 0，花冠白色編 1。 

11. 小堅果半球形編 0，小堅果倒三稜編 1，小堅果斜三稜編 2。 

12. 小堅果無毛編 0，小堅果有毛編 1。 

13. 小堅果無瘤狀編 0，小堅果有瘤狀編 1。 

14. 小堅果背凸編 0，小堅果背平編 1。 

15. 小堅果有柄編 0，小堅果無柄編 1。 

16. 小堅果背具一稜編 0，小堅果背具三稜編 1。 

17. 小堅果腹部不等大編 0，小堅果腹部等大編 1。 

18. 小堅果腹部具一縱稜編 0，小堅果腹部無縱稜編 1。 

 

    除了以上的編碼之外，由於上述某些特徵具有多型性的現象，因此我們進行

多重特徵編碼 (multistate)，並將特徵設成無序的特徵變換系列 (unordered 

transformation series)。把檔案寫成 NEXUS 格式，利用 PAUP* v.4.0b (Swofford, 

2002) 建構 maximum parsimony tree (MP tree)。設定方面，我們將多重特徵編碼

設定為多型性 (polymorphism)，其餘依照軟體的預先設定。定義外群後，以窮盡

搜尋法 (exhaustive search) 找尋最短的樹型圖。各部特徵的編碼列於附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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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形質分析： 

以電子游標尺測量標本各部特徵，單位為 mm。定性的特徵編碼成 0 和 1。

測量所得數據由統計分析軟體 JMP 5.0.1 (Sall et al., 2001) 進行主成分分析 

(PCA)、區別分析 (DA) 以及歸群分析 (cluster analysis)。歸群分析需使用連續性

的變數 (continuous variables)，因此，定性的特徵不用於歸群分析中。形質分析

所選用的特徵，主要參考 Wang & Shen (2001) 所使用的區別特徵，並加上其他

部位的特徵。並且以 Wang & Shen 的區別特徵做初步的分群。南湖附地草則是以

採集地點做為分群依據。研究材料的證據標本列於附錄一。選用的特徵有： 

1. 頂端花序數：記錄頂端花序分枝的數目。 

2. 總花序數：記錄單一直立莖上的所有花序數目。 

3. 小花梗長：測量第二朵小花的花梗。 

4. 花萼裂片長：測量基部成熟小花的花萼裂片長度。 

5. 小花間距：測量第二朵至第四朵小花的距離 (花序長度)。 

6. 苞片長：測量頂端花序的苞片長度。為了避免與苞片長/寬 (第 16 項) 有高度

相關，此測量值不計入分析。 

7. 苞片寬：測量頂端花序的苞片寬度。 

8. 基生葉長：由於不同時期長出的基生葉會有很大的變異，且許多標本難以判

斷葉子的生長順序，因此我們測量較成熟大片的葉子長度。為了避免與基生葉長

/葉寬 (第 17 項) 及基生葉長/葉柄長 (第 18 項) 有高度相關，此測量值不計入分

析。 

9. 基生葉寬：測量第 8 項所選用的葉子寬度。 

10. 基生葉柄長：測量第 8 項所選用的葉子之葉柄長度。 

11. 基生葉全長：第 8 項的值加上第 10 項的值。 

12. 匍匐莖葉長：測量匍匐莖上第三片葉子的長度。為了避免與匍匐莖葉片的葉

長/葉寬 (第 19 項) 及匍匐莖葉長/葉柄長 (第 20 項) 有高度相關，此測量值不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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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分析。南湖附地草無此特徵。 

13. 匍匐莖葉寬：測量第 12 項所選用的葉子寬度。南湖附地草無此特徵。 

14. 匍匐莖葉柄長：測量第 12 項所選用的葉子之葉柄長。南湖附地草無此特徵。 

15. 匍匐莖葉全長：第 12 項的值加上第 14 項的值。南湖附地草無此特徵。 

16. 總苞片長/寬：第 6 項的值除以第 7 項的值。 

17. 基生葉長/葉寬：第 8 項的值除以第 9 項的值。 

18. 基生葉長/葉柄長：第 8 項的值除以第 10 項的值。 

19. 匍匐莖葉長/葉寬：第 12 項的值除以第 13 項的值。南湖附地草無此特徵。 

20. 匍匐莖葉長/葉柄長：第 12 項的值除以第 14 項的值。南湖附地草無此特徵。 

21. 匍匐莖之有無：具有匍匐莖編成 1；不具匍匐莖編成 0。 

22. 小苞片之有無：具有小苞片編成 1；不具小苞片編成 0。 

 

 

C. 分子資料： 

1. 取樣： 

至全省各地採集新鮮材料，每個族群內，約 5-10 公尺取一個植株。取得的

新鮮材料帶回種植於溫室，待其長出新葉後再採取並進行 DNA 的萃取，或者將

野外帶回的新鮮材料用矽膠乾燥後供做萃取 DNA 之用。使用的樣本編號與採集

地列於表一，一個樣本編號代表一個樣本。並將台灣附地草與台北附地草的樣本

依據 Wang & Shen (2001) 的區別特徵作歸群。分佈於阿里山區的附地菜為我們

的外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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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DNA 抽取樣本及其編號 

類群 採集地 樣本編號 

台北附地草 110 林道 (宜蘭) 110、110-12 
  710 林道 (宜蘭) 710 
  明池 (宜蘭) minchi (nrITS 無此樣本) 
  思源啞口 (宜蘭) s1~6 (nrITS 無 s4) 
  太平山 (宜蘭) tai1~2 (trnT 無 tai2) 
  霞喀羅 (新竹) c1~8 (nrITS 無 c1) 
  新白楊 (花蓮) hua1~9 
 福巴越嶺 (桃園) fuba1a、lb、2a、2b (trnT 無 fuba2a) 
台灣附地草 明月窟 (嘉義) moon1~5 
  大凍山 (嘉義) d1、3、6、11~15 (nrITS 無 d3) 
  交力坪 (嘉義) jau1~4 (nrITS 無 jau1) 
  杉林溪 (南投) shanlin1~5 
  瓦拉米 (花蓮) wala 
  松山 (台東) gin、shon、taitung 
  萬榮林道 (花蓮) wan1~2、6 
  瑞穗林道 (花蓮) zua1~6 
  獅頭山 (台北) lion1~8 
 和平林道 (花蓮) hop1、3、5、9、10、13、16、18、20、21 
南湖附地草 南湖大山 (宜蘭) nan1~10 
  雪山 (台中) she1~3 
附地菜 阿里山 (嘉義) ped1、3~4、6、10~11 

 

2. DNA 萃取： 

以 Viogene®的 Plant Genomic DNA Miniprep System Kit 進行 DNA 萃取。 

a. 取約 0.5 g 的植物葉片，加入液態氮後研磨至細粉末狀，並移至 1.5 ml 之離

心管中。 

b. 加 400 μl 的 PX1 溶液及 4 μl 的 Rnase (100 mg/ml)，經振盪均勻混合後，置

於 65℃乾浴機 20 分鐘。 

c. 加入 130 μl 的 PX2 溶液至離心管中，經振盪均勻混合後，置於冰塊中冰浴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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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將離心管中的黏稠混合物移至過濾管 (Shearing tube) 內，下置收集管。經轉

速 13,000 rpm 離心 2 分鐘，將混合物過濾至收集管中。 

e. 加入 1/2 體積的 PX3 溶劑與等體積的無水酒精至步驟 d 之收集管內，緩慢混

合均勻。 

f. 取步驟 e 的混合液 650 μl，移至離心管柱 (Plant Genomic DNA Mini Column) 

內，下置收集管，以轉速 10,000 rpm 離心 1 分鐘。此時葉片所有的 DNA 已

吸附於離心管柱的濾膜上，將收集管內之液體丟棄。 

g. 再取步驟 e 的剩餘樣品至離心管柱中，重複步驟 f。 

h. 加入 650 μl 的清洗緩衝液，以轉速 13,000 rpm 離心 30 秒，之後將收集管內

之液體丟棄。 

i. 再加入 500 μl 的清洗緩衝液，以轉速 13,000 rpm 離心 30 秒，之後將收集管

內之液體丟棄。 

j. 將離心管柱高速離心 2 分鐘，完全去除殘留的清洗緩衝液。 

k. 將離心管柱置於新的微量離心管 (1.5 ml) 上，加入 200 μl (65℃) 的二次蒸

餾水於離心管柱之濾膜上，以轉速 13,000 rpm 離心 1 分鐘，微量離心管中的

溶液即為萃取出的 DNA。 

l. 將 DNA 置於 -20°C 中保存。 

將萃取所得之 DNA 溶液，以 1× TBE buffer 所配製的 1% agarose gel (內含 0.25 

μg/ml 之 Ethidium Bromide, EtBr 染劑)，電壓 120 伏特，進行電泳約 15 分鐘。

利用已知濃度的 DNA marker (molecular weight marker, 100 bp DNA ladder, 

MDBio Inc.) 與所萃取出的 DNA 比對，藉以檢測萃取出的 DNA 之品質與濃

度。 

 

3. PCR 反應： 

a. 引子的選擇： 

在核 nrITS 的部分，參考 Moller & Cronk (1997)，利用其設計的 primer ITS 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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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primer ITS 8P，進行 nrITS region (18S~26S rDNA + 5.8S rDNA) 的擴增。 

    葉綠體基因組部份，參考Taberlet et al. (1991) 設計的引子，進行葉綠體基

因trnT - trnL spacer及trnL ~ trnF spacer的擴增。此外，根據trnT - trnL spacer所定

序出來的序列，我們再自行設計一段靠近trnL 5’exon的引子，其序列為：

5’-AGGATCCTCATTGTGGTGTCC-3’，並利用此引子進行trnT - trnL spacer的擴

增。 

b. PCR 反應試藥與濃度： 

每個PCR反應試劑體積為 10 μ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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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mM MgCl2, 
Tris-HCl pH 8.0, 0.1mM EDTA,  
1mM DTT, 1% Triton X-100,  
50% glycerol) 

  1 μl   1× 

10mM dNTP mixture   0.5 μl   0.25 mM 
Primer mix (10μM each)   0.2 μl   0.5 μM each 
Template DNA   1 μl  
VioTag DNA polymerase   0.1 μl   2.5 units 
BSA 0.1 μl  
Adjust distilled water to   10 μl  

 

c. PCR 反應條件： 

PCR 反應以溫度循環器進行，採用之溫度週期及流程如下： 

 先以 94 °C 處理 5 分鐘，使雙股 DNA 變性。 

 再以 94°C (變性溫度) 一分鐘、鏈合溫度 (nrITS: 60℃，trnL~trnF: 58℃，

trnT~trnL: 60℃) 一分鐘、72°C (延長溫度) 一分鐘，進行 35 次的擴增循環。 

 最後保持 72°C 處理 7 分鐘。 

 反應產物溫度降至室溫或 4°C 保存。 

d. PCR 結果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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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20 V 條件下，進行電泳約 10 分鐘後，隨即於紫外燈上觀察及記錄 PCR 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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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子量、濃度及產物條帶是否單一。每次電泳中並加入分子量參考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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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DNA 定序與整理： 

DNA 片段經 PCR 擴增之產物，以自動定序儀進行直接定序。將定序所得到

的檔案以 Sequencher 4.2 軟體進行人工判讀，並將序列比對排序。由於 nrITS 序

列之部分位點常具有 double peaks 的現象，因此我們針對多型性的位點進行多重

特徵編碼 (附錄三)。cpDNA spacer 之序列具有許多長片段的 insertion 或 deletion 

(附錄四)，我們將這些變異視為一次的改變，因此，於一段 insertion 或 deletion

的變異中只保留一個位點的變異，其餘位點則刪除掉。最後將排序結果存成

NEXUS 檔案格式供後續分析之用。 

 

5. 序列分析： 

    利用 PAUP* 4.0b 軟體，針對 nrITS 及 cpDNA spacer 建構 maximum parsimony 

tree (MP tree) 及 neighbor-joining tree (NJ tree)。建構 MP tree 時，將 gap 設成 new 

state，nrITS 之 multistate character 設為 uncertainty，其餘依照軟體的預先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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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ition 找尋，所得樹型圖每個分枝的信賴程度 (bootstrap) 以 1000 次特徵重取

進行評估。建構 NJ tree 時，我們將 gap 設成 missing data，以 HKY85 model 進行

substitution 分析，所得樹型圖每個分枝的信賴程度 (bootstrap) 以 1000 次特徵重

取進行評估，其餘依照軟體的預先設定。定義外群後，進行 NJ tree 的建構。除

了使用PAUP* 4.0b軟體建構樹型圖以外，另外也利用MrBayes 3.1軟體 (Ronquist 

& Huelsenbeck, 2003) 建構親緣關係樹。設定方面，number of generations 設

500000 次，sample frequency 設 1000，heating parameter 設 0.2，burnin 設 100，

分別針對 nrITS 及 cpDNA spacer 進行樹型圖的建構及 Bayesian inference 的計算。 

    將 nrITS 及 cpDNA spacer 序列進行連接，合併後的序列再利用 PAUP* 4.0b

軟體建構 maximum parsimony tree (MP tree) 及 neighbor-joining tree (NJ tree)。 

 

6. 基因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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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 nrITS 的序列使用多重特徵編碼，無法用於基因型的分析。因此只分析

cpDNA spacer的基因型。將 cpDNA序列之NEXUS檔案利用 DnaSP (version 4.00) 

(Rozas et al., 2003) 開啟，並找出所有的基因型。計算各基因型之間的遺傳距離，

並寫成遺傳距離矩陣。再使用 MINSPNET (Excoffier & Smouse, 1994) 軟體進行

最小關聯網狀圖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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