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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06 年 2 月 28 日 

中文摘要： 

射紋陸龜 Astrochelys radiata (Shaw 1802)又名輻射龜，屬於陸龜科，原產於

非洲馬達加斯加島東南部約 200 公里長的帶狀地區，其棲地原始族群承受相當大

的捕抓壓力，被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評為極危物種（CR）。臺北市立動物

園收容中心多年來照管過的射紋陸龜已超過 200 隻，大部分都留有健檢時剩餘的

血液樣本或死亡後解剖的肌肉組織樣本，成為臺北市立動物園遺傳樣本庫的重要

典藏。本計畫運用 Paquette et al. 2007 年發表之 13 組可進行研究射紋陸龜族群研

究的微衛星引子，分析 40 隻園內圈養的射紋陸龜成年個體遺傳多樣性，具有尚

佳的多型性，但只有鑑定出 1 個管理單元，顯示園內收容過的個體可能都是來自

單一管道，基因歧異度低，可作為未來本園進行射紋陸龜族群管理的參考。同時

本計畫亦整理本園野生動物遺傳樣本庫中保存的龜鱉目物種樣本，透過實驗室操

作程序完成 38 種 64 組龜鱉目動物樣本的 DNA 萃取、PCR 增幅及粒線體 DNA  

COI 基因片段定序，協助充實生命條碼資料庫（The Barcode of Life Datasystem; 

BOLD）中龜鱉目動物的分子遺傳資訊，提供日後保育、分類、演化、走私查緝

鑑定等相關工作的重要比對依據。 

 

Abstract： 

The radiated tortoise Astrochelys radiata (Shaw 1802) is an endangered endemic 

species inhabits the semiarid spiny forest of the southern part of Madagascar. Habitat 

destruction and illegal hunting greatly threaten this species, as attested by the 

significant reduction of its distribution area in the past 30 years. In Taiwan, radiated 

tortoise is popular to pet business, and illegal trading of this animal occurs frequently. 

As a government-funded rescue center, Taipei Zoo has kept over 200 individuals 

during the last decade. In order to undertake appropriate population management 

actions, it is essential to acquire a better knowledge of its genetic structure. For this 

study, 40 blood/muscle tissue samples were extracted and analyzed with 13 

microsatellite primers from the captive radiated tortoises in Taipei Zoo. The genetic 

diversity among population had been observed, however, only one MU had been 

identified. On the other hand, we establish a reliable barcoding reference datase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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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lonian species kept in Taipei Zoo. Currently a total of 64 individuals, belonging to 

38 species within 28 genera, 8 families of Testudines and representing approximately 

10% of the recorded ray-finned fishes in the world, were PCR amplified at the barcode 

region and directionally sequenced. The mean length of the 64 barcodes is 623 bp. 

Species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the DNA sequence of a fragment of the cytochrome c 

oxidase subunit I gene (COI) in the mtDNA, DNA barcoding, is widely applied to 

assist in species identification, as well as animal conservation and the protection of 

biodiversity. The barcoding reference dataset established by this study also reveals the 

need for taxonomic revisions in addition to assist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chelonian 

populations in Taipei 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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