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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殖溶菌酶基因至小白菜葉綠體之研究 
 

 

紀 銘 坤 1)   馮 潔 雯 2)   楊 明 德 3) 

陳 俊 麟 4)   曾 夢 蛟 5) 
 

 

關鍵字：溶菌酶、葉綠體基因轉殖 

 
摘要：小白菜為台灣重要蔬菜之一，如何控制病蟲害是小白菜生產成功的關鍵因

素。溶菌酶 (lysozyme, lys)具有水解革蘭氏陽性細菌細胞壁 N-乙酰葡糖胺(N-acetyl 

glucosamine)和 N-乙酰胞壁酸(N-acetyl muramic acid)之分子間 β-1, 4-糖苷鍵的活

性，破壞細菌細胞壁結構，進而使細菌崩解。本研究將分離自 Xanthomonas fragariae 

(草莓角斑病菌)菌株的類似噬菌體 (phage XF)的溶菌酶 (lys)，並構築到甘藍葉綠

體基因轉殖之四種載體 (pMT91-GLsA、pMT91-ELsA、pMT91F-GLsA、pMT91F-

ELsA)，利用基因槍法轉殖到'台農 3 號'小白菜之本葉的葉綠體。培植體經 1~30 

mg/L spectinomycin 漸進篩選及誘導再生，已獲得 T1 轉殖子代。T0 及 T1 葉片經

PCR 及 RT-PCR 分析之結果顯示，lys 基因已存在於轉殖之小白菜的葉綠體基因組

中，並可表現 lys mRNA。本研究初步結果顯示，利用葉綠體基因轉殖系統，轉殖

溶菌酶基因 (lys)到小白菜，是可行的。 

 

 
前   言 

台灣四面環海，且地處熱帶與亞熱帶交界，夏熱冬暖，雨水豐沛。由於每年五月到十

月間，台灣因夏季高溫高濕，且時有颱風侵襲，故病蟲害嚴重，平地蔬菜除了耐熱耐濕品

種外，多不易生產，形成蔬菜種類少且品質差的淡季。小白菜為蕓薹屬蔬菜，可全年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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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夏季 (6-10 月)時由於蔬菜種類少，故價格較其他生產季節高；除此之外，夏季颱風

過後，台灣常面臨蔬菜類 (尤其是葉菜類)遭受嚴重損失的窘境，由於小白菜在夏季時從播

種到採收僅需 23-28 天，生長速度僅次於空心菜與莧菜，可即時調節市場供需，維持農產

品市場價格的穩定 (王和林，2005)。小白菜雖然生長快速，但是由於質地幼嫩，容易發生

嚴重的病蟲害，因此培育新的小白菜抗病品種是目前小白菜育種的重要方向之一。 

溶菌酶 (lysozyme, EC3.2.1.17)又稱為胞壁質酶或 N-乙酰胞壁質肽聚醣水解酶 (N-

acetylmuram ideglycanohydrlase)，是水解酶的一種，會直接水解革蘭氏陽性細菌之細胞壁

組成單體 N-乙酰葡糖胺 (N-acetyl glucosamine)和 N-乙酰胞壁酸 (N-acetyl muramic acid)之

分子間的 β-1, 4-糖苷鍵，使細菌細胞壁肽聚醣結構被破壞，進而使細菌崩解。有研究者將

自人類溶菌酶選殖出來的 hly 基因以農桿菌基因轉殖法轉入菸草的基因組中，菸草轉殖株

表現出高度抑制細菌性斑點病  (Pseudomonas syringae)生長的抗病性；另外在馬鈴薯 

(Rivero et al., 2013)、蘋果 (Ko et al., 2002)的轉入溶菌酶基因相關研究中，也表現出顯著

抵禦病菌生長的效果。 

本試驗所使用的溶菌酶基因是由類噬菌體 XF 中所篩選而得，結合剔除篩選基因的無

篩選標誌基因之葉綠體轉殖基因系統，將溶菌酶基因轉殖載體 (pMT91-GLsA、pMT91-

ELsA)與經過修飾強化之溶菌酶基因轉殖載體 (pMT91F-GLsA、pMT91F-ELsA)轉殖到'台

農 3 號'小白菜之葉綠體基因組中，探討利用葉綠體基因工程育成抗病小白菜的可能性。 

 

 
材 料 與 方 法 

一、試驗材料 

(一)、基因轉移的植物材料 

本試驗以'台農 3 號'小白菜 (Brassica campestris L. spp. chinensis (L.) Makino)為試驗材

料，利用基因槍法進行葉綠體基因之直接基因轉殖。小白菜之無菌播種是先以 70％酒精

振盪 1 分鐘，以無菌水清洗後，再以 Clorox® 2 ％次氯酸鈉以震盪 10 分鐘的條件進行表

面滅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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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小白菜 1 週苗齡的子葉或 2 週苗齡的本葉為材料進行葉綠體基因槍轉殖。 

(二)、轉移基因種類 

本試驗作為小白菜葉綠體基因轉殖的基因共有 4 種，包括:1. 由 E. coli 篩選出的 β-

glucuronidase 基因 (gusA)；2. 由志賀氏桿菌 (Shigella spp.)篩選出的 aminoglycoside-3’-

adenyl transferase (aadA)基因；3. 從具有生物螢光的水母 (Aequorea victoria)篩選得到的綠

色螢光蛋白基因並加以改造的加強型綠色螢光蛋白質表現基因  (enhanced green 

fluorescence protein, egfp)；4. 由草莓角斑病菌 (Xanthomonas fragarice)篩選出的溶菌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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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lysozyme, lys)。共計有 pMT91F-GLsA、pMT91F-ELsA、pMT91-GLsA 和 pMT91-ELsA

等 4 種轉殖載體 (圖 1)。 

 

 

 
 

圖 1. 葉綠體轉殖載體 pMT91-GL-sA (A)、pMT91-EL-sA (B)、pMT91F-GL-sA (C)、pMT91F-

EL-sA (D)之基因圖譜。 

Fig. 1. Genetic maps of transplastomic vectors pMT91-GL-sA (A), pMT91-EL-sA (B), pMT91F-

GL-sA (C), and pMT91F-EL-sA (D). 

 

 

二、試驗方法 

(一)葉綠體基因轉殖法 

1.基因槍轉殖法 

本試驗之葉綠體基因轉移方式是利用直接基因轉移的基因槍法，所選用的機型為 Bio-

Rad 公司研發成的 Biolistic®–PDS 1000/He Particle Delivery System。基因槍轉殖法參照紀

等 (2016)之方法。 

2.植物的再生與篩選 

將經轟擊後的小白菜子葉或本葉培植體，暗培養 3 日後，移至含篩選藥劑之 W1 再生

培養基 (MS salt, 1 mg/L BA, 0.5 mg/L NAA, 0.25 mg/L GA3, 0.1 mg/L ABA, 3 mg/L AgNO3, 

5 mg/L putrescine, 2 % sucrose, 0.8 % agar, pH 5.7) (許，2006)中進行再生。剛轟擊之小白菜

培植體先以 1 mg/L spectinomycin 篩選，每 10 天繼代一次，每繼代兩次提升篩選藥劑濃

度，到 30 mg/L spectinomycin 濃度為止。當小白菜抽芽後，將小白菜移至含 1 mg/L NAA

之 MS 培養基中，約 1-2 週發根，待根部生長健全後，將小白菜移出瓶外，種植於泥炭苔:

蛭石:真珠石＝2:1:1 之混合介質中。 

(二)聚合酵素鏈鎖反應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為了檢測小白菜基因轉殖是否成功，利用 PCR 技術以聚合連鎖反應器  (Peltier 

Thermal Cycle, PTC-200, MJ Research, INC.)進行 PCR 增幅。取轉殖與未轉殖小白菜之 0.2 

μg DNA 或 E. coli 葉綠體轉殖載體為模版，並加入 1.25 U DreamTaqTM DNA polymerase 

(Fermentas)、1 倍 DreamTaqTM Buffer、0.2 mM dNTP、0.4 μM 核酸引子，最後加入去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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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使最終反應體積為 25 μl。各基因偵測方式分述如下： 

偵測 lys 基因：使用之核酸引子分別為 LYS-1: 5’- TAA ACACCACGCCATTTCGC -3’、

LYS-2: 5’- CCGCACCTCGCCCTATCAGT-3’，可增幅出 370 bp 大小的條帶片段，反應流程

為 95℃ 5 分鐘 1 個 cycle；95℃ 30 秒、58℃ 30 秒、72℃ 30 秒進行 35 個 cycle；72℃ 10

分鐘 1 個 cycle。反應完成後，取最終產物 8 μl 於 1.2 %瓊脂凝膠(agarose gel)上進行電泳

分析。 

偵測 aadA 基因：使用之核酸引子分別為 AADA-1: 5’- GCGGTGATCGCCGAAGTATC 

GACTC-3’、AADA-2: 5’- GCCGACTACCTTGGTGATCTCGCC -3’，可增幅出 800 bp 大小

的條帶片段，反應流程為 95℃ 5 分鐘 1 個 cycle；95℃ 30 秒、60℃ 30 秒、72℃ 30 秒進行

35 個 cycle；72℃ 10 分鐘 1 個 cycle。反應完成後，取最終產物 8 μl 於 1.2 %瓊脂凝膠

(agarose gel)上進行電泳分析。 

(三) 植物總 RNA 的萃取 

利用 GeneMarkTM RNA kit 進行萃取，首先秤取 0.1 克的轉殖植物成熟葉組織，以液態

氮冷凍後研磨成粉末狀，稍回溫後再加入 1 ml 的 RNA TriSolution Reagent buffer 繼續研

磨，將混合液置入 1.5 ml 的離心管，加入 0.3 ml 的 phenol (pH 4.1)震盪混合均勻，以 12,000 

rpm 在 4℃下離心 15 分鐘，取上清液到新的離心管，加入 0.25 ml 的異丙醇與 0.25 ml 的

PS 和 PG 混合均勻，置於冰上反應 10 分鐘，在 4℃下以 12,000 rpm 離心 10 分鐘，保留沉

澱物，以 75 %的酒精清洗沉澱物後，風乾 10 分鐘，以適量的 DEPC 水回溶，保存於-80℃。 

(四)、反轉錄 PCR (Reverse transcription-PCR；RT-PCR) 

本試驗使用 Stratagene Two Step RT-PCR kit，First-stand cDNA 反應總體積為 20 μl，

內含有 0.01-5 μg RNA，1μl oligo (dT) primer solution，BT 特定引子濃度 1 μM，0.8 μl 100 

mM dNTP mix，2 mM 10X AccuScript RT buffer，加入 RNase-free water 至 17 μl，充分混

合後，於 65℃作用 5 分鐘，冷卻後加入 1 μl reverse transcriptase 與 2 μl 100 mM DTT，充

分混合後，於 42℃作用 1小時，再於 70℃作用 15分鐘，完後得到 cDNA (first-stand reaction)，

存於-20℃保存。再以 PCR 進行分析。 

(五)、GUS 活性染色分析試驗 

取葉綠體基因轉植株之成熟葉片，將其切割成小條狀後，浸漬於 GUS 染色分析緩衝

溶液[100 mM Na2HPO4 (sodium hydrogen phosphate)、100 mM KH2PO4 (potassium dihydrogen 

phosphate)、10 mM Na2EDTA、0.5 mM K3Fe(CN)6 (potassium ferrocyanide)、0.5 mM K4Fe(CN)6 

(potassium ferrocyanide)、10% MeOH、0.3% X-gluc (5-bromo-4-Chloro-3- indoyglucuronid)、

0.1 % Tritone X-100]。其後進行真空抽氣，每次抽氣 5 分鐘，共重複三次，之後置於 37℃

的黑暗環境中放置 12-16 小時，最後以 95%酒精除去組織葉綠素，若成功轉殖表現 GUS

酵素的基因，組織材料上會有藍色產物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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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一、小白菜葉綠體基因轉殖之培植體篩選、再生與後續子代繁殖 

本試驗以 pMT91-GLsA、pMT91-ELsA、pMT91F-GLsA 和 pMT91F-ELsA 等四種載體

為葉綠體基因轉殖載體進行基因槍基因轉殖。小白菜播種 14 天後，取完全展開的本葉進

行基因槍轟擊。轟擊後暗培養 3 天，使其葉綠體癒合後，移至生長箱中以 1 mg/L 

spectinomycin 開始篩選再生。隨著 spectinomycin 濃度的提升至 30 mg/L，轉入四種基因的

小白菜培植體分別出現白化徵狀，大部分因而生長停滯，僅有少部分仍維持綠色正常生長 

(圖 2A、E、G、K)。當篩選三到四次後，小白菜培植體逐漸開始抽芽 (圖 2B、F、H、L)。

雖然自基因轉殖後即開始進行不同濃度的抗生素 spectinomycin 篩選，轉殖株的苗具有一

定的抗力來抵禦，但仍有不少培植體在抽芽即葉片白化而死亡，最後，僅有 pMT91-GLsA、

pMT91F-GLsA和 pMT91F-ELsA等三種基因的轉殖株移至發根培養基中促進發根 (圖 2C、

I、M)。待根部發展健全後，即將轉殖株移出瓶定植，並正常生長與開花 (圖 2D、J、N)。 

二、小白菜擬轉殖植株之基因及表現分析 

以 PCR 技術分析 6 株 pMT91-GLsA 轉殖株中是否有溶菌酶基因 (lys)的存在，結果顯

示 GLsA-2、GLsA-5、GLsA-6 有 370 bp 的條帶出現，顯示這 3 株擬轉殖株中可能具有溶

菌酶基因 (圖 3)。 

另外檢測 pMT91F-GLsA 和 pMT91F-ELsA 各 5 株 T1 轉殖株的基因表現。以 PCR 技

術偵測 10 株 T1 植株的篩選基因 (aadA)和溶菌酶基因 (lys)，結果顯示 91F-GLsA1-1、91F-

GLsA1-2、91F-GLsA1-4、91F-ELsA1-1、91F-ELsA1-2、91F-ELsA1-3、91F-ELsA1-4、91F-

ELsA1-5 等 8 株 T1 轉殖株有在 AADA 引子增幅下，得到約 800bp 大小的條帶，顯示這 8

株 T1 轉殖株中有 aadA 基因的存在 (圖 4)，但是以 LYS 引子增幅，結果顯示 91F-GLsA1-

1、91F-GLsA1-2、91F-GLsA1-3、91F-GLsA1-5、91F-ELsA1-1、91F-ELsA1-2、91F-ELsA1-

3、91F-ELsA1-4、91F-ELsA1-5 等 9 株轉殖株均有溶菌酶基因 (lys)的存在 (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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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台農 3 號'小白菜本葉經葉綠體基因轉殖 pMT91-GL-sA (A~D)、pMT91-EL-sA (E~F)、

pMT91F-GL-sA (G~J)、pMT91F-EL-sA (K~N)之植株再生情形。(A、E、G、K)：轟

擊後置於 spectinomycin 篩選兩~三個月後之情形；(B、F、H、L)：芽梢再生；(C、

I、M)：成活芽梢，誘導發根；(D、J、N)：定植。 

Fig. 2. Regeneration of transplastomic 'Tainung 3' Pak-choi from leaves after bombarded with 

pMT91-GL-sA (A~D), pMT91-EL-sA (E~F), pMT91F-GL-sA (G~J), pMT91F-EL-sA 

(K~N). (A, E, G, K): Appearances of transplastomic explants after selection with 

spectinomycin for two to three months. (B, F, H, L): Shoots formation. (C, I, M): Survival 

of putative transgenic plantlets and induction of root. (D, J, N) Putative transgenic plants 

were transferred to the soil and grown in the greenhouse. 

 

 

 

 
 

 

 

 

 

 

 

圖 3. 經轉殖質體 pMT91-GL-sA 之'台農 3 號'小

白菜植株，以引子 LYS-1、LYS-2 分析 lys

基因，經 PCR 反應之產物在電泳膠片上

分離之情形。CK：未經轉殖的'台農 3 號'

小白菜。 

Fig. 3. PCR analysis of lys gene in putative 

transplastomic 'Tainung 3' Pak-choi plants 

after transformed pMT91-GL-sA plas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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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 與圖 5 兩張 PCR 電泳圖做比較，發現 91F-GLsA-3 和 91F-GLsA-5 兩株小白菜

T1 轉殖株僅有目標基因之溶菌酶基因 (lys)的存在，沒有篩選基因 (aadA)的存在；以 RT-

PCR 分析轉殖株的 RNA 表現，也發現 91F-GLsA-1、91F-GLsA-5、91F-ELsA-1、91F-ELsA-

2、GLsA-1、GLsA-3 和 GLsA-5 溶菌酶基因正常表現生成 RNA (圖 6、圖 7)。依此結果初

步判定 91F-GLsA-3 和 91F-GLsA-5 這兩株基因轉殖株可能是已剔除篩選基因的無篩選基

因轉殖株。以 GUS 染色法分析小白菜葉片擬轉殖株葉片是否正常表現 GUS 酵素活性，結

果顯示 91FGLsA-1 和 GLsA-1 呈現藍色反應，推測 GLsA 和 91FGLsA 成功轉入小白菜葉

綠體中，並能正常表現蛋白質活性 (圖 8)。 

 

圖 4. 經轉 殖質 體 pMT91F-GL-sA 及

MT91F-EL-sA 之 T1 的'台農 3 號'小白

菜植株，以引子 AADA-1、AADA-2 分

析 aadA 基因，經 PCR 反應之產物在

電泳膠片上分離之情形。CK：未經轉

殖的'台農 3 號'小白菜。 

Fig. 4. PCR analysis of aadA gene in putative 

T1 transplastomic 'Tainung 3' Pak-choi 

plants after transformed pMT91F-GL-

sA and MT91F-EL-sA plasmids.  

圖 5. 經轉 殖質 體 pMT91F-GL-sA 及

MT91F-EL-sA 之 T1 的'台農 3 號'小

白菜植株，以引子 LYS-1、LYS-2 分

析 lys 基因，經 PCR 反應之產物在電

泳膠片上分離之情形。CK：未經轉殖

的'台農 3 號'小白菜。 

Fig. 5. PCR analysis of lys gene in putative T1 

transplastomic 'Tainung 3' Pak-choi 

plants after transformed pMT91F-

GL-sA and MT91F-EL-sA plasm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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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經轉殖質體 pMT91F-GL-sA、pMT91F-

EL-sA 及 pMT91-GL-sA 之 T0 的'台農 3

號'小白菜植株，以引子 LYS-1、LYS-2

分析 lys mRNA，經 RT-PCR 反應之產

物在電泳膠片上分離之情形。CK：未經

轉殖的'台農 3 號'小白菜。 

Fig. 6. RT-PCR analysis of lys gene in putative T0 transplastomic 'Tainung 3' Pak-choi plants

after transformed pMT91F-GL-sA, MT91F-EL-sA, and pMT91-GL-sA plasmids. 

圖 7. 經轉殖質體 pMT91-GL-sA 及 pMT91F-GL-sA 之 T0

的'台農 3 號'小白菜植株，以引子 LYS-1、LYS-2 分析

lys mRNA，經 RT-PCR 反應之產物在電泳膠片上分離

之情形。CK：未經轉殖的'台農 3 號'小白菜。 

Fig. 7. RT-PCR analysis of lys gene in putative T0

transplastomic 'Tainung 3' Pak-choi plants after

transformed pMT91-GL-sA and pMT91F-GL-sA

plasmids. 

圖 8. 經轉殖 pMT91FGL-sA 或 pMT91GL-sA 質體之'台農 3 號'小白菜 T0 擬轉殖株葉片進

行 GUS 活性染色分析之情形 。CK: 未轉殖之'台農 3 號'小白菜。 

Fig. 8. GUS histochemical staining putative transgenic 'Tainung 3' Pak-choi T0 plants after

transformed with pMT91FGL-sA or pMT91GL-sA plasm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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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論 

2003 年 Klaus 等人首先提出利用單邊同源重組剔除篩選基因的相關理論，他們利用

葉綠體基因轉殖過程中，在篩選壓力下，轉殖載體可能經由單邊同源重組使位於側翼序列

內側的目標基因與外側的篩選基因同時併入葉綠體中，移除篩選藥劑後，篩選基因會因為

葉綠體基因組的二次同源重組而被置換，這部分在菸草葉綠體中已被證實是可行的 

(Klaus et al., 2003; 2004)。本研究所使用的葉綠體轉殖載體將篩選基因 aadA 構築在甘藍葉

綠體核醣體 23S 次單元體基因 (C23S)序列的外側 (圖 1A~D)。在 spectinomycin 篩選壓力

下，這 4 支轉殖載體可能發生單邊側翼序列的同源重組，使目標基因 (lys)和篩選基因 

(aadA)基因均併入到小白菜葉綠體中，但是由於這是不穩定的狀態，在移除篩選藥劑後，

葉綠體基因組可能會發生二次同源重組，移除篩選基因，使小白菜成為無篩選基因之轉殖

株。 

本研究以小白菜完全展開的本葉為材料，利用基因槍葉綠體轉殖法將 pMT91-GLsA、

pMT91-ELsA、pMT91F-GLsA 和 pMT91F-ELsA 等四種載體轉入小白菜葉綠體中。隨著

spectinomycin 濃度的提升至 30 mg/L，轉入四種轉殖載體的小白菜培植體分別出現白化徵

狀 (圖 2)。雖然自基因轉殖後即開始進行不同濃度的抗生素 spectinomycin 篩選，轉殖株

的苗具有一定的抗力來抵禦，但仍有不少培植體在抽芽即葉片白化而死亡，最後，僅有

pMT91-GLsA、pMT91F-GLsA 和 pMT91F-ELsA 等三種基因的轉殖株移至發根培養基中促

進發根 (圖 2C、I、M)。 

以 PCR 方法偵測小白菜轉殖株是否有外源基因的存在，發現在 pMT91-GL-sA 之之

T0 轉殖植株可見到符合預期的 370bp 之 lys 基因片段 (圖 3)。檢測 pMT91F-GL-sA 及

MT91F-EL-sA 之 T1 轉殖植株的 aadA (圖 4)及 lys 基因 (圖 5)片段時，分別 800 bp 及 370 

bp 可見符合的條帶。選取 pMT91-GL-sA、pMT91F-GL-sA 及 pMT91F-EL-sA 之 T0 擬轉

殖植株植株，萃取其基因組 RNA，以 lys 基因特定的引子進行 RT-PCR 反應分析，結果顯

示 pMT91F-GL-sA、pMT91F-EL-sA 和 GLsA 之 T0 擬轉殖植株共有 8 株偵測到 370 bp 的

lys 基因條帶，代表葉綠體轉殖質體順利併入到小白菜葉綠體中，並能表現 RNA (圖 6~7)，

而且在蛋白質分析上，FGLsA 和 GLsA 之 T0擬轉殖株葉片都顯現代表 GUS 酵素活性的藍

色反應，表示外源基因在小白菜葉綠體中能生成具生物活性的酵素蛋白，由此可推測獲得

小白菜的 lys 基因轉殖株(圖 8)。 

本研究初步結果顯示轉殖溶菌酶基因 (lys)已存在於轉殖小白菜植株上，並表現其

mRNA。這些轉殖小白菜之轉殖基因的穩定性、抗病性的效果等問題，都有待繁殖與分析

大量葉綠體轉殖小白菜之後裔，選育穩定及大量表現 lys 基因的轉殖小白菜品系，進行深

入研究，才能對上述問題有進一步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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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Pak-choi (Brassica campestris L. ssp. chinensis (L.) Makino)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vegetable in Taiwan, how to control plant diseases and pests become a key factor in the success 

of vegetable production. In this study, four chloroplast transformation vectors (pMT91-GLsA, 

pMT91-ELsA, pMT91F-GLsA, pMT91F-ELsA) harboring the aadA as selectable marker genes 

and lys as target genes were transferred into Pak-choi chloroplast via biolistic bombardment. The 

regenerated plants were selected by 1-30 mg/L spectinomycin and further confirmed by PCR and 

RT-PCR. The results of PCR and RT-PCR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ransformed genes lys was 

integrated into the plastid genome of transplastomic plants, and its mRNA was expressed. 

Preliminary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ossibility of production of lys gene transplastomic Pak-Choi 

with marker gene-free system. 

 

 

 

 

 

 

 

1) Student in Ph.D. program, Department of Horticul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2) Student in Ph.D. Program, Institute of Molecular Biolog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3)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Molecular Biolog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4)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hung C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orticul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