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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型胺基酸對水稻、甘藍、結球白菜、小白菜 
種子發芽與生長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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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探討不同 D 型胺基酸的種類及濃度對甘藍、水稻、結球白菜、小白

菜種子發芽與生長之影響。其目的為建立一個適當的 D 型胺基酸的種類及濃度，

可有效的應用在 daao (D-amino acid oxidase, D 型胺基酸氧化酵素)篩選標誌基因，

以建立一安全、完善的非抗生素藥劑(D 型胺基酸)作為篩選轉殖植株的基因轉殖系

統。試驗結果顯示 4 種 20 mM 的 D 型胺基酸中，D-alanine 及 D-methionine 強烈

抑制甘藍、結球白菜與水稻的的發芽與生長，D-asparagine 次之，D-lysine 的抑制

效果較少。完全抑制水稻、甘藍、結球白菜種子發芽與生長之 4 種 D 型胺基酸約

為 20 mM D-alanine、40 mM D-methionine (甘藍 80 mM D-methionine)、40~80 mM 
D-asparagine、125 mM D-lysine。試驗結果同時顯示在植物不同品種間之抑制效果

以 20 mM D-Ala的效果最穩定，重覆性最佳。D-alanine次致死濃度 (sub-lethal dose) 
之研究顯示甘藍在 5~10 mM、水稻在 10~15 mM、小白菜在 2.5~5 mM 之間的

D-alanine 濃度有一明顯的抑制芽梢的生長，而後再提高 D-Ala 濃度即有嚴重抑制

芽梢的生長與成活。本研究建議進行基因轉殖甘藍、水稻、小白菜培植體的初次(早
期)篩選時，D-alanine 濃度在次致死濃度之間，待轉殖培植體的組織狀態穩定後，

再逐步提高 D-alanine 濃度，獲得再生轉殖植株的機率可大幅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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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據美國 ISAAA 公佈的最新調查結果顯示，2014 年，28 個國家的 1,800 萬農民種植了

1.81 億公頃的轉基因作物，主要包括大豆、玉米、棉花、油菜等多種作物 (James, 2015)。
由於傳統育種技術往往曠日廢時，而基因轉殖技術是透過各種直接或間接方法將外源基因

轉入基因組中，能克服許多傳統育種上的常遭遇到障礙，快速育成具有優良性狀或特殊表

現的轉殖株新品種，進而推動農業的發展。 
由於外源基因不易併入到目標植物的基因組中，即使利用農桿菌轉殖法等間接基因轉

殖技術，其併入的頻率也僅在 10-4~10-5之間(Puchta and Fauser, 2013)，因此需要利用容易

區分轉殖成功與否的篩選標誌基因進行篩選，以便識別與提高擬轉殖株的同質化，這些篩

選標誌基因多為具有除草劑抗性或抗生素抗性之基因為主。當目標植物材料(體胚、癒傷

組織或葉片等)進行篩選基因與目標基因的共同轉入後，將轉殖植物材料以含有除草劑與

抗生素培養基進行培養與篩選，由於未轉入篩選基因的植物細胞會受到篩選藥劑的毒害，

藉此將已轉殖成功的細胞或植物材料部位從未轉殖植物材料中鑑別與區分開，轉殖的植物

細胞在篩選再生培養基上可正常生長，非轉殖之植物細胞則無法生長而凋亡。非轉殖之植

物細胞在受到篩選藥劑毒害而死亡的過程中，可能會分泌一些有毒物質或生長抑制劑，阻

礙轉殖細胞的正常生長與分化(Haldrup et al., 1998)。但是獲得新轉殖植物後，這些篩選標

誌基因仍留存在植物體內，產生許多潛在的危害，例如食用安全問題、環境汙染問題或影

響植物本身代謝的問題等 
目前對轉基因作物中的篩選標誌基因的疑慮主要在生態平衡和醫療安全兩方面。有學

者指出，植物轉殖株內的抗除草劑類的篩選標誌基因，有可能會經由花粉傳播到周遭相同

物種的植物中，產生超級雜草，提高雜草對除草劑的抗藥性，並對生態平衡造成干擾。另

外當人食用轉殖株植物時，植物細胞內的抗生素抗性之篩選標誌基因可能會在腸道中進行

基因的水平轉移(horizontal gene transfer)，將具有抗生素抗性的篩選基因轉移到腸道內的

微生物，使抗生素類藥劑對腸道內微生物的作用降低，影響抗生素類藥劑的治療效果(Kohli 
et al.，1999)。儘管在國際上，當帶有篩選基因的轉殖株植物品種進行商品化生產之前，

會進行縝密的田間試驗與風險評估，提供不會對人體健康與環境造成影響之安全保證，但

是一般大眾仍對轉基因植物產品有所疑慮，使轉基因植物產品的商業生產與流通受到極大

的限制。 
自然界中，絕大部份胺基酸(除甘胺酸外)具有 D 型和 L 型兩種鏡像異構物。構成植物

或動物體內蛋白質的胺基酸除 phenylalanine 外均屬於 L 型胺基酸，且組織中所發現的胺

基酸為 L 型胺基酸，因此學者認為動植物的生化反應中 L 型胺基酸扮演主要的角色。胺

基酸氧化酵素中，L 型或 D 型胺基酸類氧化酶僅能氧化同型的胺基酸。D 型胺基酸氧化酶

(D-amino acid oxidase, DAAO, EC 1.4.3.3)是一種以 FAD(flavin adenine dinucleotide)作為輔

基(prosthetic group)的黃素酵素(flavoenzyme)，將 D 型胺基酸經由脫氨作用(de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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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為 α 型酮酸(α-keto acid)和氨，並將氧轉變為過氧化氫的一種酵素(Pilone, 2000)。1962
年首次自三角酵母菌(Trigonopsis variabilis)中發現具有 D 型胺基酸氧化酶活性，且由三角

酵母菌中選殖出來的 D 型胺基酸氧化酶能將頭孢菌素 C (cephalosporin C)轉換為兩種 7-氨
基頭孢菌酸(7-aminocephalosporanic acid)，而 7-氨基頭孢菌酸在醫學上是合成頭孢菌素類

抗生素的重要前驅物，但是豬腎臟的 D 型胺基酸氧化酶沒有轉換頭孢菌素 C 的活性

(Serizawa et al., 1980; 黃，1994)。到目前為止，三角酵母菌中的 D 型胺基酸氧化酶仍是轉

換頭孢菌素 C 活性較強的酵素。 
在植物中，D 型胺基酸則須被代謝為 L 型胺基酸或其他產物才能被應用。不同 D 型

和 L 型胺基酸對植物的影響不同、例如 D-alanine 或 D-serine 會抑制阿拉伯芥和小麥生長，

但是 D-valine 卻生長沒有影響，反倒是高濃度 L-valine (3-7 mM)處理下，小麥生長受到顯

著抑制(Erikson et al., 2004; 趙等人，2007)。轉入表現 D 型胺基酸氧化酶的 daao 基因後，

阿拉伯芥與菸草生長不會受到 D-alanine 和 D-serine 的抑制，反而是處理 D-valine 會抑制

阿拉伯芥與菸草的生長(Erikson et al., 2004; Gisby et al., 2012)。 
為了發展‘daao 基因－D 型胺基酸’系統應用在植物基因轉殖系統，必須先針對標的作

物建立適當 D 型胺基酸的種類及濃度應用在篩選轉殖作物的適當性。所以，本研究探討

不同 D 型胺基酸的種類及濃度對甘藍、水稻、結球白菜、小白菜種子發芽與生長之影響。

其目的為找到一個適當的 D 型胺基酸的種類及濃，可有效的應用在 daao 篩選標誌基因，

以建立一安全、完善的非抗生素藥劑(D 型胺基酸)作為篩選轉殖植株的基因轉殖系統。 

 
 

材 料 與 方 法 

一、試驗材料 
本試驗以十字花科蕓薹屬蔬菜中的'初秋'(K-Y cross)與'高峰'(Summer Summit)甘藍

(Brassica oleracea L. var. capitate L.)品種、 '濱綠 '(Tropical Pride)結球白菜 (Brassica 
campestris spp. Pekinensis)品種、'台農 3 號'(Tainung 3)小白菜(Brassica campestris L. spp. 
chinensis (L.) Makino)和'台農 67 號'(Tainung 67)、'台梗 8 號' (Taikeng 8)、'台梗 9 號' (Taikeng 
9)水稻(Oryza sativa L. sub. Japonica)品種為試驗材料。 

蕓薹屬蔬菜種子的表面消毒操作方式是將甘藍、結球白菜和小白菜種子，先以 70%
酒精振盪 1 分鐘，以無菌水清洗 1 次後，再以 Clorox® 2%次氯酸鈉分別施用在甘藍 15 分

鐘、結球白菜與小白菜 10 分鐘，進行劇烈振盪，之後以無菌水清洗 3 次，並將多餘的水

以濾紙吸除。將表面滅菌後之種子播種於含 3%蔗糖和 0.8%瓊脂凝膠(agar)的 1/2 MS 
(Murashing and Skoog, 1962)基本培養基上(pH 5.7)。培養條件為 25/20℃(D/N)，光強度為

150 μE/m2‧sec，16 小時光週期。 
水稻無菌播種的操作方法是將水稻種子先以 70%酒精振盪 1 分鐘後，再以無菌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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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 1 次，再以 Clorox® 3%次氯酸鈉劇烈振盪 30 分鐘，以無菌水清洗 3 次，並將多餘的水

以濾紙吸除。滅菌後之水稻種子播種於含 3%蔗糖和 0.8%瓊脂凝膠 (agar)的 1/2 
MS(Murashing and Skoog, 1962)基本培養基上(pH 5.7)。培養條件為 25/20℃(D/N)，光強度

為 150 μE/m2‧sec，16 小時光週期。 
二、試驗方法 
(一) 不同 D 型胺基酸對水稻、甘藍、結球白菜種子發芽與生長之影響 

將水稻、甘藍、結球白菜種子以無菌播種方式分別播於含有 0、5、10、20、40 和 80 
mM D-alanine、D-asparagine、D-methionine、D-lysine 的 1/2MS 培養基上，進行 3 重複試

驗。種子在培養基上生長 30 天後，紀錄植物的成活率。並比較'初秋'甘藍與'台農 67 號'水
稻播種於含有 20mM D-arginine、30 mM D-alanine、100 mM 和 125 mM D-lysine 之 1/2 培

養基 28 天後的成活率、地上部高度、地上部鮮重與根鮮重。 
(二) D-alanine 對水稻、甘藍、小白菜之影響 
1. D-alanine 對水稻、甘藍發芽與生長之影響 
 將經表面滅菌處理的種子分別播於含有 0、1、3、5、10、15 和 20 mM D-alanine 的

1/2MS 培養基上，進行 3 重複試驗，觀察不同 D-alanine 濃度對水稻與甘藍發芽的影響。 
2. D-alanine 對水稻癒傷組織再生的影響 
 水稻經次氯酸鈉滅菌後，將種子播於含 3%蔗糖、2 mg/L 2,4-D、500 mg/L L-proline、
500 mg/L glutamine、300 mg/L casein hydrolysate 和 2.8 g/L 水晶洋菜(gelrite)的 NB 基本培

養基上(pH 5.8)誘導癒傷組織形成。培養條件為 28±2℃黑暗下培養，每二週繼代一次。選

取生長時間相同且大小相似的水稻癒傷組織，將之放置於含有 0、20、40、60、80 mM 
D-alanine 之 NB 培養基上進行組織培養，觀察癒傷組織再生狀況。 
3. D-alanine 對小白菜生長的影響 
 將經表面滅菌處理的小白菜種子分別播於含有 0、2.5、5、7.5 和 10 mM D-alanine 的

1/2MS 培養基上，進行 3 重複試驗，觀察小白菜的生長狀況。 

 
 

結   果 

一、不同 D 型胺基酸對水稻、甘藍、結球白菜種子發芽與生長之影響 
 分別將初秋'甘藍、'高峰'甘藍、'濱綠'結球白菜之種子播種於含有 20 mM 的 D-alanine、
D-asparagine、D-methionine 和 D-lysine 等 4 種 D 型胺基酸的 1/2 MS 培養基上，觀察植物

生長狀況。圖 1結果顯示，與對照組相比，甘藍與結球白菜品種的幼苗在 20 mM之D-alanine
培養基上，生長明顯受到強烈抑制，致使植物剛發芽即死亡，這在三個水稻品種的播種試

驗上也有相同的結果(圖 2)。 
另外三種 D 型胺基酸中，20 mM 的 D-methionine 對植物生長抑制的效果與 D-alanine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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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但是抑制效果依植物種類而有所不同；對'初秋'甘藍、'濱綠'結球白菜和'台梗 8 號'水稻

而言，D-methionine 有強烈抑制生長而致死的效果；但是對'台農 67 號'和'台梗 9 號'水稻、

'高峰'甘藍而言，D-methionine 的抑制效果明顯較 D-alanine 弱；對這兩種水稻而言，播種

30 天後，葉片雖無法生長，根仍能生長；對'高峰'甘藍而言抑制效果更弱，雖然生長仍受

抑制，但不會致死(圖 1、圖 2)。D-asparagine 對 6 種不同的植物種類而言，對'濱綠'結球白

菜、'台梗 8 號'和'台梗 9 號'水稻的抑制效果最強，播種 3 週後均已死亡；對'高峰'甘藍的影

響較弱，雖仍有強烈生長抑制致使植株黃化，但仍能緩慢生長；與對照組相比，D-asparagine
處理組的'初秋'甘藍與'台農 67 號'水稻的生長僅受到輕微抑制，仍可正常生長。在含有 20 
mM D-lysine 的 1/2MS 培養基上，'台農 67 號'生長不受影響，對'高峰'甘藍、'台梗 8 號'和'

台梗 9 號'水稻而言，雖受到抑制，但仍可正常，但是對'濱綠'結球白菜有強烈抑制生長的

效果。總體而言 D-alanine 對這 6 種植物品種抑制效果最強也最一致，其他三種胺基酸對

植物生長的抑制效果依植物種類不同而有所差異(圖 1、圖 2)。 

 
 

 (A) '初秋'甘藍－ 20 mM    (B) '高峰'甘藍－ 20 mM    (C) '濱綠'結球白菜－ 20 mM 

 
 
圖 1. 甘藍與結球白菜種子分別在 20 mM 之 D-Ala、D-Asn、D-Met 及 D-Lys 的 1/2MS 培

養基中生長 3 週後的情形。(A) '初秋'甘藍、(B) '高峰'甘藍、(C) '濱綠'結球白菜。 
Fig. 1. Representative appearances of cabbage and Chinese cabbage after germination in 1/2 MS 

medium containing 20 mM of D-Ala, D-Asn, D-Met, and D-Lys for 3 weeks. (A) 'K-Y 
cross' cabbage, (B) 'Summer Summit' cabbage, (C). 'Tropical Pride' Chinese cabbage. 

 
 

由於本實驗室主要以'初秋'甘藍和'台農 67 號'水稻兩種植物品種作為農桿菌基因轉殖

與葉綠體基因轉殖的植物材料，因此對這兩種材料在不同 D 型胺基酸濃度下的生長反應

進行試驗。比較 0、5、10、20 和 80 mM 的 D-asparagine、D-methionine 和 D-lysine 對'初

秋'甘藍和'台農 67 號'水稻致死率的影響，結果顯示甘藍在播下 30 天後，在含 20 mM 之

D-methionine-1/2MS 培養基上甘藍存活率僅剩 5%，但 D-asparagine 迄 80 mM 才有類似的

效果，顯示'初秋'甘藍對 D-asparagine 的忍受度顯著較 D-methionine 高，而 D-lysine 對'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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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甘藍無顯著影響(圖 3)。對'台農 67 號'水稻而言，D-lysine 同樣對水稻無顯著影響，但

20 mM 的 D-methionine 和 D-asparagine 會抑制水稻生長，使之存活率僅達 3.3 與 13.3%。

與圖 4 的結果相比較，顯示 D-asparagine 對'台農 67 號'水稻的生長抑制效果相對於甘藍而

言較為顯著。 
 

(A) '初秋'甘藍－ 20 mM    (B) '高峰'甘藍－ 20 mM   (C) '濱綠'結球白菜－ 20 mM 

    
 
圖 2. 水稻種子分別在 20 mM 之 D-Ala、D-Asn、D-Met 及 D-Lys 的 1/2MS 培養基中生長

2 週後的情形。(A) '台農 67 號'水稻、(B) '台梗 8 號'水稻、(C) '台梗 9 號'水稻。 
Fig. 2. Representative appearances of rice after germination in 1/2 MS medium containing 20 

mM of D-Ala, D-Asn, D-Met, and D-Lys for 3 weeks. (A) 'Tainung 67' rice, (B) 'Taikeng 
8' rice, (C). 'Taikeng 9' rice. 

 
比較幾種對'初秋'甘藍與'台農 67 號'水稻產生抑制生長效果的 D 型胺基酸，在 30 mM 

D-alanine 的培養基上，甘藍(圖 5A)與水稻(圖 6A)皆受到抑制而死亡。在另外幾種較不會

對甘藍與水稻產生抑制效果的胺基酸(D-arginine 和 D-lysine)之研究結果，發現在 20 mM 
D-arginine 作用下，作物的成活率、地上部高度、地上部與根部鮮重均與對照組無顯著差

異(圖 5、圖 6)。另外在高濃度(100 mM 和 125 mM)的 D-lysine 處理下，雖然甘藍與水稻

的成活率均無受到顯著影響，但是對甘藍而言，高濃度的 D-lysine 會抑制植物整體生長，

造成植物的地上部高度、地上部鮮重與根部鮮重均顯著低於對照組，且濃度越高越顯著(圖
5、圖 6)。水稻與甘藍對高濃度 D-lysine 忍受程度相近，與甘藍不同的地方在於水稻在 100 
mM D-lysine 培養基上，地上部高度與對照組無顯著差異，但是地上部鮮重與根鮮重明顯

較少，顯示水稻對高濃度 D-lysine 的忍受度較甘藍高(圖 5、圖 6)。 
比較 D-alanine、D-asparagine、D-methionine 和 D-lysine 這四種 D 型胺基酸對甘藍、

水稻和結球白菜產生顯著抑制效果的濃度，最低的是 D-alanine，在 20 mM 即可造成毒害

作用，其次是 D-asparagine 和 D-methionine。抑制植物的效果依植物種類而不同，例如'

台梗 8 號'水稻與'高峰'甘藍對 D-asparagine 的忍受度較高，兩甘藍品種較能耐受高濃度

D-methionine 等。這六種植物的抑制效果最小的是 D-lysine，除結球白菜外，需要到 125 mM
才有抑制效果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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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初秋'甘藍種子無菌播種於含不同濃度的 D-Met、D-Asn、D-Lys 之 1/2 MS 培養基中，

30 天後之幼苗成活率。 
Fig. 3. Seedling survival rate of 'K-Y cross' cabbage after germination in vitro in 1/2 MS 

medium containing various concentrations of D-Met, D-Asn, D-Met, and D-Lys for 30 
days.   

 

 
 

圖 4. '台農 67 號'水稻無菌播種於含不同濃度的 D-Met、D-Asn、D-Lys 之 1/2 MS 培養基中，

30 天後之幼苗成活率。 
Fig. 4. Seedling survival rate of 'Tainung 67' rice after germination in vitro in 1/2 MS medium 

containing various concentrations of D-Met, D-Asn, D-Met, and D-Lys for 30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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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初秋'甘藍種子無菌播種於含不同的胺基酸之 1/2 MS 培養基中，28 天後之幼苗成活

率 (A)、地上部高度(B)、地上部鮮重(C)、根鮮重(D)。胺基酸後的數字代表濃度 
(mM)。 

Fig. 5. Seedling survival rate (A), shoot length (B), shoot fresh weight (C), and root fresh 
weight (D) of 'K-Y cross' cabbage after germination in vitro in 1/2 MS medium 
containing various amino acids for 28 days.  The number following the individual amino 
acid indicated the concentration (mM). 

 

二、D-alanine 對水稻、甘藍、小白菜生長與發育之影響 
1. 甘藍 
 以含有 0 mM、1 mM、3 mM、5 mM、10 mM、15 mM 和 20 mM 等 7 種不同 D-alanine
濃度的 1/2 MS 培養基進行發芽試驗。'初秋'甘藍種子的發芽表現與水稻不盡相同。播種後

第 5 天，每個處理濃度的甘藍幾乎都已發芽，但是 3 mM 以上的處理組，甘藍子葉顏色明

顯偏向紅褐色；當播種後第 28 天時，以 1 mM D-alanine 的處理組甘藍與對照組在生長上

沒有顯著差異，以 3 mM 或 5mM 濃度處理之甘藍，根系生長明顯受到抑制，但對於地上

部生長沒有顯著效果，以 10 mM 處理之甘藍其根部與地上部生長均受到明顯抑制，以 15 
mM 濃度處理時甘藍幾乎全部褐化枯死(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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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台農 67 號'水稻種子無菌播種於含不同的胺基酸之 1/2 MS 培養基中，28 天後之幼苗

成活率 (A)、地上部高度(B)、地上部鮮重(C)、根鮮重 (D)。胺基酸後的數字代表濃

度 (mM)。 

Fig. 6. Seedling survival rate (A), shoot length (B), shoot fresh weight (C), and root fresh 
weight (D) of ꞌTainung 67ꞌ rice after germination in vitro in 1/2 MS medium containing 
various amino acids for 28 days.  The number following the individual amino acid 
indicated the concentration (mM).  

 
2. 水稻 
 播種後第 5 天，'台農 67 號'水稻種子受 D-alanine 影響，所有處理組的發芽均受到抑

制，而且 D-alanine 濃度越高抑制效果越顯著；當播種後第 28 天時，以 1-5 mM D-alanine
濃度處理的水稻種子生長狀況與對照組沒有顯著差異，以 10 mM 濃度處理之水稻其根系

生長明顯受到抑制，但是地上部仍可正常生長，若處理濃度提高到 15 mM 以上，水稻生

長明顯受到抑制，甚至在發芽初期就褐化枯死（圖 8）。將水稻癒傷組織培養於含有 0、20、
40、60 和 80 mM D-alanine 之 NB 再生培養基，培養 30 天後再生結果顯示與對照組相比，

在 20 mM D-alanine 之培養基培養之癒傷組織仍正常增生，與對照組無顯著差異，但在 40、
60、80 mM D-alanine 培養基上癒傷組織的增生顯著受到抑制(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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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白菜 
播種後第 5 天，與對照組相比，播種於含有 2.5、5、7.5 和 10 mM 濃度 D-alanine 培

養基的'台農 3 號'小白菜生長势明顯受到抑制，尤其是 5 mM D-alanine 濃度以上處理組的

小白菜根部的生長幾乎停滯。當播種後第 15 天時，2.5 mM D-alanine 處理組的小白菜地上

部與對照組相比，生長較遲緩，但是仍能抽芽長出新葉，但是根部明顯較短而少鬚根；5 mM 
D-alanine 處理組以上的小白菜地上部明顯黃化，節間短縮，幾乎不長新葉，根部長度較

2.5 mM D-alanine 濃度處理組更短，幾乎沒有鬚根，但是即使 10 mM D-alanine 處理組的

小白菜仍未死亡(圖 10)。 

 
表 1. 抑制水稻、甘藍、結球白菜種子發芽與生長之的 D 型胺基酸種類及其濃度。 

Table 1. Types and concentrations(mM) of D-amino acids inhibited seed germination and 
growth of rice, cabbage, and Chinese cabbage. 

 
 

 

圖 7. '初秋'甘藍種子無菌播種於含不同濃度的 D-alanine 之 1/2 MS 培養基中，28 天後之生

長情形。 
Fig. 7. Appearances of 'K-Y cross' cabbage after germination in vitro in 1/2 MS medium 

containing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alanine for 28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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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台農 67 號'水稻種子無菌播種於含不同濃度的 D-alanine 之 1/2 MS 培養基中，28 天

後之生長情形。 
Fig. 8. Appearances of 'Tainung 67' rice after germination in vitro in 1/2 MS medium containing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D-alanine for 28 days.  
 
 

 
 
圖 9. '台農 67 號'水稻癒傷組織在含不同濃度的 D-Ala 之 NB 培養基中，30 天後之生長情

形。 
Fig. 9. Appearances of 'Tainung 67' rice callus after cultivation in NB medium containing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D-alanine for 30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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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台農 3 號'小白菜種子無菌播種於含不同濃度的 D-alanine 之 1/2 MS 培養基中，15

天後之生長情形。 
Fig. 10. Appearances of 'Tainung 3' Pak-choi after germination in vitro in 1/2 MS medium 

containing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alanine for 15 days. 
 
 

討   論 

目前在植物基因轉殖技術中，篩選標誌基因的安全性是影響轉基因植物產品能否商業

生產的關鍵因素之一，發展新的安全篩選標誌基因及剔除篩選標誌基因的技術，對轉基因

作物的發展與推廣，有極其正面的助益。2004 年時，有學者因為大部分原核與真核生物

中，僅植物細胞不具有 D 型胺基酸氧化酶的活性，因而發表以表現 dao1 基因作為正向與

負向的篩選基因(Erikson et al., 2004)。研究結果顯示 D-alanine 和 D-serine 強烈抑制阿拉伯

芥的生長，但是 D-isoleucine 和 D-valine 則無影響。轉入 dao1 基因後，D-alanine 和 D-serine
對阿拉伯芥轉殖株無影響，D-isoleucine 和 D-valine 反而會對轉殖株產生毒害。當進行基

因轉殖時，以 D-alanine 篩選可以獲得轉殖株；基因轉殖後，以 D-valine 處理可以獲得沒

有篩選基因的轉殖株。由此可說明 daao 基因具有取代傳統篩選標誌基因的潛力，解決轉

基因植物因篩選基因而造成的疑慮。 
為了發展“daao 基因－D 型胺基酸”系統應用在植物基因轉殖系統，必須先針對標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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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建立適當 D 型胺基酸的種類及濃度應用在篩選轉殖作物的適切性。本研究結果顯示 20 
mM 的 D-alanine、D-asparagine、D-methionine、D-lysine 等 4 種不同 D 型胺基酸中，D-alanine
及 D-methionine 強烈抑制甘藍、結球白菜與水稻的的發芽與生長，D-asparagine 次之，

D-lysine 的抑制效果較少 (圖 1~2)，另外'台農 3 號'小白菜在 5 mM D-alanine 處理下同樣有

受到強烈抑制生長的效果(圖 10)。調查'初秋'甘藍和'台農 67 號'水稻之幼苗成活率、地上部

高度、地上部鮮重、根鮮重也再度確認 D- alanine 及 D- methionine 強烈抑制甘藍與水稻的

生長與發育。完全抑制水稻、甘藍、結球白菜種子發芽與生長之 4 種 D 型胺基酸約為 20 
mM D- alanine、 40 mM D- methionine (甘藍 80 mM D-methionine)、 40~80 mM 
D-asparagine、125 mM D-lysine (表 1)。試驗結果同時顯示在植物不同品種間之抑制效果以

20 mM D-alanine 的效果最穩定，重複性最佳。 
 考量到篩選標誌基因在轉殖培植體的表現強度及高濃度 D 型胺基酸對轉殖培植體分

化及再生的影響，本研究繼續探討 D-alanine 次致死濃度 (sub-lethal dose) 對甘藍、水稻

與小白菜的種子發芽與生長的影響。試驗結果顯示甘藍在 5~10 mM (圖 2~7)、水稻在 10~15 
mM(圖 2~8)、小白菜在 2.5~5 mM(圖 2~10)之間的 D-alanine 濃度有一明顯的抑制芽梢的生

長，而後再提高 D-alanine 濃度即有嚴重抑制芽梢的生長與成活。因此考量轉殖培植體的

化及再生，本研究建議以 D-alanine 進行初次(早期)轉殖培植體的篩選時，甘藍在 5~10 mM 
(廖，2011)、水稻在 10~15 mM (傅，2012)、小白菜在 2.5~5 mM 之間 (廖，2013)，待轉

殖培植體的組織狀態較穩定、培植體的組織呈高同質化或進入分化器官期再逐步提高

D-alanine 濃度，獲得再生轉殖植株的機率可大幅提昇。然而轉殖標的植物之培植體的種

類、生長狀態、基因轉殖的方法，培植體篩選與再生培養基等因素，都有可能影響 D-alanine
濃度的篩選成效。Erikson et al (2004)是以 3 mM D-alanine 或 3 mM D-serine 來篩選 daao
之轉殖阿拉伯芥種子。趙等(2007)報導 3 mM D-alanine 及 3 mM D-serine 強烈抑制小麥胚

試管苗的生長。此與我們建議的篩選轉殖小白菜培植體的 D-alanine 濃度相似，篩選轉殖

甘藍及水稻培植體的 D-alanine 濃度則比其使用濃度高。 
目前認為高濃度的L型或D型胺基酸抑制植物的生長發育是由於回饋抑制 (feedback 

inhibition) (Erikson et al, 2004)。蛋白質中的胺基酸有 20 種，除少數胺基酸外，大部分胺

基酸合成代謝都有回饋抑制機制，亦即終產物抑制合成過程中的關鍵酵素。大多數的回饋

抑制對 L 型或 D 型胺基酸都有效。若某一 D 型胺基酸在體內持續處於高濃度，與該 L 型

胺基酸代謝有關的途徑則長時間處於抑制狀態，這時的植物組織就會受到不同程度的生長

抑制，這可能是胺基酸抑制植株生長的機制(趙等，2007)。回饋抑制有一個常重要的特性，

亦即抑制的可逆性，即若一個胺基酸具有回饋抑制特性，那麼，當細胞內該胺基酸產物過

剩，它便會抑制合成途徑某些關鍵酶使合成減緩；但若終產物被消耗或移除，回饋抑制作

用解除，合成重新加快。因此使用 D 型胺基酸做為篩選轉殖植物的藥劑，如果後續的篩

選不徹底，則有可能獲得“偽陽性”的轉殖植株；但如果早期使用太高濃度的 D 型胺基酸，

造成胺基酸代謝紊亂，則嚴重影響植物組織再生成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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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Amino Acids on Seed Germination and Growth of 
Rice, Cabbage, Chinese Cabbage, and Pak-Ch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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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As a first step toward to manipulating the “daao-D-amino acids” system in plant gene 
transformation, the effects of D-amino acids on seed germination and growth of rice, cabbage, 
Chinese cabbage, and Pak-Choi were investigated.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establish 
the types and concentration of D-amino acids for daao gene as an antibiotic-free selectable 
marker in plant transform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highest inhibition of seed germination 
and seedling growth of rice, cabbage, Chinese cabbage, and Pak-Choi was found in D-alanine 
and D-methionine inhibit seed germination and seedling growth of rice, cabbage, Chinese 
cabbage, and Pak-Cho was found in D-alanine and D-methionine treatments, followed by 
D-asparagine, and D-lysine was the lowest. In general, lethal concentrations for four kinds of 
D-amino acids were 20 mM D-alanine, 40 mM D-methionine, 40~80 mM D-asparagine, and 
125 mM D-lysine. The consistent and reproducible results were obtained from applications of 
20 mM D-alanine. The sub-lethal concentrations of D-alanine for rice, cabbage, and Pak-Choi 
were 5~10 mM, 10~15 mM, and 2.5~5 mM, respectively. We suggest that the sub-lethal 
concentrations of D-alanine should be employed in the initial selection of putative transgenic 
explants, and followed by a gradual increase in D-alanine concent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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