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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台灣根節蘭（ Calanthe formosana Rolfe）為台灣原生的地生蘭，分類地位屬

於蘭科根節蘭屬，而主要生育地分布在台灣南部及北部山區，海拔高度約

1500 公尺以下。8 個研究樣區之環境結構分析顯示其生育地不受地理區隔

而有明顯差異，故其生育地條件屬溫暖、潮濕及半鬱閉的環境。其中土壤

性質分析測得土壤 pH 值在 5.9~6.5 間、平均含水率為 24~38﹪及土壤有機

質含量佔 8~20﹪。林相族群分析中伴生植物種數記錄 168 種，其中有 38

種出現於各個樣區中，佔 22.619﹪。林相結構藉由群團分析與優勢樹可將

樣區林相分成六群，然而對於台灣根節蘭族群結構分析中，族群分布形式

可分成三類，其歸群結果與地形走向及坡度急緩有關，卻與林相歸群無

關。台灣根節蘭族群個體大小與分布位置之海拔高度，對於樣區相似林相

歸群的結果並無關聯。台灣根節蘭樣區在棲息地樹冠層覆蓋度及地表覆蓋

度顯示其差異並不明顯。而族群遺傳變異利用 RAPD 技術分析台灣根節蘭

132 個樣本，篩選 100 個逢機引子，以其中 9 個引子具有差異性片段，經

重複兩次，共得到 57 條可分析條帶，並且在族群內個體間可利用個體差異

性歸納出各族群具 2~8 個不等的親緣群，而這些親緣群分布的形式與族群

分布的情形相似。台灣根節蘭族群間在遺傳的相似性與生育地林相組成的

相似歸群結果具有相關性，相反地，與地理區間分布的遠近較無關。此研

究結果得知利用 RAPD 技術能清楚了解台灣根節蘭族群變異及親緣擴散的

形式與動向。 

摘

要

(英) 

Calanthe formosana Rolfe, a terrestrial and native orchid species in Taiwan, 

distributes widely in the mountain area below the 1500 m in altitude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Taiwan. The habitat characteristics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8 geographic area studied. Its habitat in Northern Taiwan is warm, humid and 

partly closed environment. The soil pH for its growth habitat ranged from 5.9 to 6.5. 

The average soil moisture content ranged between 24% to 38%, and the average soil 

organic matter content ranged from 8% to 20 %. Totally 168 plant species was 

present study area and 38 species was present in every site. Cluster analysis and 

relative dominance of species revealed that the vegetations in the studied area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6 groups. However, based on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the 

population’s distribution pattern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3 types, and the pattern 

was correlated with terrains and slope. Vegetation cluster was not correlated with the 

population size and altitude. The coverage of crown and surface ground cover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the study area. Nine of 100 10-bp random primers 

produced 57 polymorphism loci in the 132 plants collected from 8 sites. Most of the 

genetic variation was partitioned within populations. In every site, 2-8 phylogenetic 

tree clusters could be identified. The genetic relatedness among populations was 

correlated with vegetation compositions but not with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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