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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臺灣梅花鹿為東亞梅花鹿的一個亞種，原始棲地局限於臺灣本島。臺灣梅花

鹿的野外族群在 1969 年絕滅，爾後復育計畫中使用的個體皆來自人工圈養族群，

在臺灣民間養鹿場可能長年引入日本亞種個體混種的前提下，復育計畫中現存的個

體其基因結構組成是否為純種的臺灣梅花鹿亞種實有疑問。目前臺灣梅花鹿的族群

除了人工復育成功，已在野外自行繁殖的墾丁、綠島兩處族群外，在國內外動物園

中尚有多個圈養族群，包括臺北市立動物園、美國波士頓 Franklin Park 動物園、美

國紐約 Bronx 動物園、韓國首爾動物園以及法國 Haute Touche 動物園等等。其中

不乏早年即被引渡至國外動物園的族群，極可能保有臺灣梅花鹿原生亞種的遺傳特

性。本計畫希望透過兩個研究主軸，探討臺灣梅花鹿現生族群的遺傳結構、親緣地

位以及日後再進行個體引入野外族群復育的建議。首先是利用現生臺灣梅花鹿族群

及先民生活遺跡中的梅花鹿骨骸樣本，建立不同的時間軸上的臺灣梅花鹿遺傳結

構，並藉由與其他梅花鹿亞種基因的比較，找出臺灣原生梅花鹿亞種的遺傳結構特

徵，建立不受當代人工育種干擾的東亞梅花鹿親緣樹，進而確定臺灣梅花鹿的親緣

地位。其次將比較國內外現有族群間的遺傳差異，探討不同族群基因的結構狀態，

討論是否有亞種間的基因交流存在，並且依據新建立的東亞梅花鹿親緣樹找出最有

可能是純種臺灣梅花鹿的族群。本研究希望能重建臺灣梅花鹿的自然發生史，並重

新檢視現階段梅花鹿復育計畫的操作在其遺傳多樣性上是否有所助益，落實族群復

育計畫的經營管理。

Abstract： 

The Formosan sika deer, a subspecies of sika deer in Eastern Asia, was an 

important member of the native fauna in Taiwan. They were found mainly at low 

elevation habitats around the island, and reached greatest abundance on the w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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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st plain about three hundred years ago. Formosan sika deer was heavily exploited 

during the European colonial period, serving as currency and export items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Later exploitation for subsistence and velvet antler for the Chinese 

medicine market continued on the remote remnant pockets of survivors until the last 

known sika deer in the wild was killed in 1969. Today, establishment of captive 

breeding facility at Kenting National Park, stocked mainly with individuals from the 

Taipei Zoo and private ownership on Green Island. These two captive stocks thought to 

be genetically pure Taiwanese sika deer. However, because sika deers have been 

traded, brought and sold as a commodity over a thousand years in Chinese societies, 

the genetic provenance of Taiwanese private stocks are always suspect. In this study, 

we adopt the DNA sequencing technique and microsatellites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phylogeagraphy of Formosan sika deer, with modern and ancient specimens. 

Microsatellites analysis using the blood samples of Formosan sika deer collected from 

several zoos worldwide and populations from Kenting and Green Island will reveal the 

genetic structure of modern Formosan sika deer populations, which are pure Taiwan 

subspecies genetically or hybrid with other subspecies. Furthermore, several ancient 

specimens were collected from southern Taiwan will be sequenced for their mtDNA 

data, which will reveal the true phylogeny of Formosan sika deer without disturbance 

from modern human activities. Clear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 and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Formosan sika deer will be helpful to reconstruct 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pulations and subspecies, and support valuable suggestion on 

the recovery program of Formosan sika deer.  

關鍵詞 Keywords：古代DNA（ancient DNA），臺灣梅花鹿（Cervus Nippon tai- 
ouanus; Formosan sika deer），親緣地理（phylogeography），粒線體 DNA（mtDNA） 
，微衛星DNA（microsatellite DNA），動物園（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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