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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胺酸消旋酵素基因(alaR)作為甘藍之 

葉綠體基因轉殖的篩選標誌基因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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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丙胺酸消旋酵素(Alanine racemase, EC5.1.1.1)是以磷酸吡哆醛(pyridoxal 5’- 

phosphate，PLP)為輔酶，藉由消旋化反應(racemization)，將 D 型丙胺酸催化形成

L 型丙胺酸。本研究以分離自麩胺酸生產菌(Corynebacterium glutamicum NCHU 

87078)中的 alaR 基因及耐抗生素之 aada 基因做為篩選標誌基因、並以 egfp 及 gus

做為報導基因，將所構築之甘藍葉綠體基因轉殖載體，藉由基因槍法導入甘藍的

葉綠體，希望建立利用 alaR 基因作為葉綠體基因轉殖之篩選標誌基因的系統。將

構築之 pMT91-RE (alaR-egfp)、pMT91-RG (alaR-gus)、pMT91-REA  (alaR-egfp- 

aada)、及 pMT91-RGA (alaR-gus-aada)等四種載體，利用基因槍法將其轟擊至`初

秋´甘藍之本葉或下胚軸癒傷組織的葉綠體，以 D-alanine 或 spectino- mycin 篩選再

生培殖體。轉殖植株葉片以 PCR 及 RT-PCR 分析之結果顯示，alaR 及 aada 篩選

標誌基因及 egfp及 gus報導基因已存在於轉殖甘藍之基因組中，並表現其mRNA。

GFP 綠色螢光及 GUS 活性染色分析的結果也顯示 egfp 及 gus 等報導基因可在轉殖

甘藍中順利表現 GFP 綠色螢光及 GUS 藍色反應。本研究結果顯示以 alaR 基因作

為甘藍之葉綠體基因轉殖的篩選標誌基因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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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轉基因作物的生產是一個相當冗長的過程。因此，為了加速基因轉殖工作的進行及便

捷獲得轉基因植株，最常使用的方法是在導入外源基因的過程中，將適當的篩選標誌基因

(selectable marker gene)連同所要轉殖的目標基因(target gene)同時送入植物細胞內，賦予受

體植物特定的特性，便於識別和鑒定轉殖細胞。目前轉基因植物中的標誌基因常用的有抗

生素抗性基因(如潮黴素磷酸轉移酶基因，hpt、新黴素磷酸轉移酶基因 II，nptII)和抗除草

劑基因(如草胺膦抗性基因，bar)。標誌基因方便了植物的基因轉殖，但一旦轉殖成功，標

誌基因便不再有用甚至有潛在危害。應用於轉基因作物中的篩選標誌基因之安全性近年來

已引發大眾的疑慮，其潛在的隱憂主要包括二大類，一是基因改造作物對生態環境平衡之

衝擊，二為基因改造作物作為食品及飼料用途時對人體及其他生物健康之影響。目前，人

們普遍認為發展正向篩選系統，使用對生物安全的非抗性標誌基因是最為有效的辦法。 

植物可以攝入 D 型胺基酸但卻無法代謝使用，部分右旋胺基酸對植物有毒性，例如

D-alanine 與 D-serine。丙胺酸消旋酵素 (Alanine racemase, EC5.1.1.1) 是以磷酸吡哆醛

(pyridoxal 5’- phosphate，PLP)為輔酶，藉由消旋化反應，將 D 型丙胺酸催化形成 L 型丙

胺酸。因此若能將丙胺酸消旋酵素基因(alaR)發展成一篩選標誌基因，其安全性不言而喻。 

甘藍是世界各地廣泛種植的一種大眾蔬菜，台灣每年的種植面積大約有八千多公頃，

是栽培面積最廣的葉菜類蔬菜，有其重要的民生及經濟地位，因此改善其品質及增加生

產，一直是蔬菜研究專家努力的目標。細胞核基因轉殖由於外源基因的隨機插入，存在著

表現不穩定等問題，且外源基因容易隨花粉擴散，其所帶來的生態安全性問題，正在全球

範圍內引起人們的關注，而葉綠體基因轉技術可避免細胞核基因轉殖造成的基因靜默和基

因汙染。本研究室多年來以甘藍進行一連串基因轉移之研究，對此作物已十分熟稔，且中

興大學分子生物學研究所許文輝博士的實驗室已自麩胺酸生產菌 Corynebacterium 

glutamicum NCHU 87078 中篩選出 alaR 基因。因此本研究以甘藍作為葉綠體基因轉殖研

究之材料，開發利用 alaR 基因作為一安全性篩選標誌基因。本研究之目的為：(一)、探討

以 alaR 基因作為甘藍葉綠體基因轉殖篩選標誌之可行性；(二)、比較 alaR 基因及 aadA 基

因作為甘藍葉綠體基因轉殖篩選標誌之優劣。 

 

 
材 料 與 方 法 

一、試驗植物材料與轉殖載體 

本試驗以十字花科蕓苔屬蔬菜中之甘藍(Brassica oleracea L. var. capitata L.)品種 '初

秋' (K-Y cross)作為葉綠體基因轉殖之試驗材料。轉殖載體皆攜帶有丙胺酸消旋酵素基因

(alaR)，並組合加強型綠色螢光白基因 (enhanced green fluorescence protein, egfp)、

β-glucuronidase 基因(gusA)或 aminoglycoside-3’-adenyl transferase 基因 (aadA)，分別以 1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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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bosomal RNA 啟動子基因(prrn)為啟動子，以光系統 Π反應中心 D1 蛋白基因(psbA)的 3’

核酸序列為終結子，構築到含有甘藍 16S ribosomal RNA 基因序列片段及甘藍 23S 

ribosomal RNA 基因序列片段的甘藍葉綠體轉殖載體 pASCC201 中，命名為 pMT91-RE(圖

1A)、pMT91-REA(圖 1B)、pMT91-RG(圖 1C)及 pMT91-RGA(圖 1D)，共計四種轉殖載體(由

中興大學分子生物學研究所楊明德所長的研究室構築)。 

 

 
圖 1. 四種甘藍葉綠體轉殖載體之限制酵素圖譜。(A) pMT91-RE：帶有 alaR 與 egfp 基因；

(B) pMT91-REA：帶有 alaR、egfp 與 aadA 基因；(C) pMT91-RG：帶有 alaR 與 gus

基因；(D) pMT91-RGA：帶有 alaR、gus 與 aadA 基因。上述基因皆為以 prrn 啟動

子及 psbA 終結子。 

Fig. 1. Restriction maps of four plastid transformation vectors for cabbage. (A) pMT91-RE: 

plastid contains the genes of alaR and egfp; (B) pMT91-REA: plastid contains the genes 

of alaR, egfp and aadA; (C) pMT91-RG: plastid contains the genes of alaR and gus; (D) 

pMT91-RGA: plastid contains the genes of alaR, gus and aadA. All genes are driven by 

the prrn promoter and psbA termin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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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方法 

(一)、甘藍葉綠體基因轉殖之培殖體篩選再生流程 

1. 轉殖植物材料製備 

將'初秋'(K-Y cross)品種甘藍種子放入已滅菌之小空瓶中，先以 95%酒精搖晃 1 分鐘

後，以無菌水漂洗 1 次，再以商業漂白劑 6% Clorox 1/2 稀釋液震動消毒 15 分鐘，以無菌

水洗滌 3 次。最後將表面滅菌之種子播種於含有 3%蔗糖與 0.8%的 MS (Murashige and 

Skoog, 1962)基本培養基中，並培養於溫度 25±2℃，光強度 150 μE/m2．sec，及光週期 16

小時之環境。培養 4 禮拜後取其本葉作為轉殖材料培養；或培養 5 天後，取其下胚軸換至

B2 (MS + 0.04% MES + 2 ppm BA + 0.2 ppm 2,4-D + 3% sucrose + 0.8% agar + 0.5 ppm 

AgNO3, PH 5.7) 培養基誘導癒傷組織，待 14 天後取癒傷組織作為轉殖材料。 

2. 基因轉移方法－基因槍法 

(1). 金粒子(0.6 μm gold particle, Bio-Rad)的處理 

取無水酒精 1 ml 加入裝有 50mg 金粉的離心管，高速震盪 1-2 分鐘，以 10,000 rpm 離

心 1 分鐘，重複上述步驟三次。再以 1 ml 冰冷無菌水震盪數秒，10,000 rpm 離心 1 分鐘，

重複清洗兩次，再加入 1 ml 的無菌水使懸浮，再均勻分裝成每管 50 μl，儲存於-20℃備用。 

(2). 子彈製備 

將 20 μg 的 DNA 與配置好的金粒子均勻混合在 50 μl 2.5 M CaCl2 和 20 μl 0.1M 

spermidine 溶液中，震盪 10 分鐘後，加入 200 μl 無水酒精，置於冰上 20 分鐘後，再以

10,000 rpm 離心 2 分鐘，並將上清液去除。加入 200 μl 無水酒精清洗，快速離心後並吸

除上清液，重複洗滌 3 次，最後加入 70-80 μl 無水酒精，並充分混合均勻，製備完成的子

彈儲存於-20℃冰罐中等候槍擊，須於 4 小時內使用完畢。 

(3). 基因轉移 

本試驗所選用的機型為 Bio-Rad 公司研發成的 Biolistic® -PDS-1000/He Particle 

Delivery System (Du-Pone, 1989)。先將轟擊室以 70%酒精擦拭，再將 macrocarrier、holder、

stopping screen、rupture disk 浸泡在 95%酒精中，取出後晾乾備用，開啟 UV 燈照射 10 分

鐘以保持無菌狀態。將 macrocarrier 置於 macrocarrier holder 中，取 10 μl 製備完成的子彈

均勻塗佈在 macrocarrier 中間，並待酒精完全揮發至乾。接著把基因槍組件組合完畢，打

開氦氣桶上之壓力閥，調整壓力表前金色旋鈕至適當壓力，再打開抽氣馬達與基因槍開關

後，即可開始準備轟擊。轟擊時將甘藍本葉/癒傷組織置於培養皿中心半徑約兩公分的同

心圓中，調整植物材料與 macrocarrier 之間的距離，並置於槍口下方之穴隔中準備轟擊。

轟擊時以幫浦將轟擊室內抽成部份真空 (28-29 in Hg)，待氦氣累積至 900 或 1, 100 psi 時

便會擊發，每次轟擊時約含有 250-500 μg 的金粉，並帶有 1-2 μg 之目標 DNA。 

3. 轉殖培殖體再生 

轟擊完成後，將本葉放入 MS 培養基，於黑暗環境下培養 1 週，分割成 3x3 mm2 的面

積，並移到含有 5 mM Dalanine 的 BP 培養基 (MS + 0.04% MES + 0.5 ppm BA + 0.05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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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loram + 3% sucrose + 0.8% agar + 0.5 ppm AgNO3, PH 5.7) 繼代培養，每 2 週繼代培養一

次，待不定芽長至約 2-3 cm 後移至發根的培養基 (1/2MS + 0.5 ppm NAA + 1.5% sucrose + 

0.8% agar + 0.5 ppm AgNO3, PH 5.7) 繼代培養，每 2 週繼代培養一次，最後予以健化移至

瓶外定植，種植於混合介質中(泥炭土：蛭石=2：1)。或將槍擊完的癒傷組織放入 MS 培

養基，於黑暗環境下培養 1 週，移至含有 4 mM D-alanine 或 15 mg/L spetinomycin 的 BD

培養基 (MS + 0.04% MES + 0.5 ppm BA + 0.01 ppm 2,4-D + 3% sucrose + 0.8% agar + 0.5 

ppm AgNO3, PH 5.7) 繼代培養，每 2 週繼代培養一次，共篩選六個禮拜，接著移至無篩選

藥劑的 BD 培養基(MS + 0.04% MES + 0.5 ppm BA + 0.01 ppm 2,4-D + 3% sucrose + 0.8% 

agar + 0.5 ppm AgNO3, PH 5.7) 誘導不定芽，每 2 週繼代培養一次，待不定芽分化後，移

至發根培養基(1/2MS + 0.5 ppm NAA + 1.5% sucrose + 0.8% agar + 0.5 ppm AgNO3, PH 5.7) 

誘導發根，最後予以健化移至瓶外定植，種植於混合介質中(泥炭土：蛭石=2：1)。 

(二)、轉殖甘藍植株表現分析 

1. 植物總 DNA 萃取 

參考 CTAB(cetyltrimethylammonium bromide)法抽取植物總 DNA，修改萃取步驟而成

為較簡約且小量的萃取方式。取甘藍新鮮葉片組織，以液態氮急速冷凍組織後，迅速研磨

成粉末狀，加入 2-10 ml 萃取液 (0.7 M NaCl, 1% CTAB, 10 mM EDTA, 50 mM Tris-HCl 

pH8.0) 混合均勻後，置於 60℃水浴 1-1.5 小時。以 25℃，12,000 rpm 離心 15 分鐘後，取

其上清液至新離心管。加入等體積 phenol：chloroform：isoamyl alcohol (25：24：1, pH 8.0)

混合均勻，以 4℃，10,000 rpm 離心 15 分鐘，取上清液至新離心管。加入等體積異丙醇

(isopropanol)混合均勻，靜置於-20℃沉澱 2-3 小時。再以 10,000 rpm 於 4℃離心 15 分鐘

後去除上清液，70%酒精清洗沉澱物後，自然風乾 DNA，以 TE (10 mM Tris-HCl, 1 mM 

EDTA, pH 8.0)緩衝液回溶 DNA。萃取完成的植物 DNA，貯存於-20℃中以供之後的試驗。 

2. 轉基因植物之聚合酵素鏈鎖反應分析 

用 PCR 技術增幅目標基因片段以檢測再生植物是否帶有目標基因。以植物葉片 DNA

為模板，PCR 總反應體積為 25 μl，包含有 1 倍 DreamTaqTM buffer、0.2 mM each dNTP、

0.1 μM 核酸引子、1.25 U DreamTaqTM DNA polymerase (Fermentas)及去離子水。置於 DNA

聚合酵素鏈鎖反應器(Peltier Thermal cycler, PTC-200；MJ Research, INC)中進行 PCR 反

應。各基因偵測方式分述如下： 

偵測 alrR 基因之引子 1、2 分別為 5'-GCGGGATCCATGAACTTGCTGACCACC-3'及

5'-GACCCGAGCTCTTAAACATATGCGCGGAC-3'，可產生出 1100 bp 片段。反應流程為

94℃ 2 分鐘；94℃ 30 秒；60℃ 50 秒；72℃ 90 秒，共進行 35 個 cycles，最後再進行 72℃ 

10 分鐘 1 個 cycle。 

偵測 gus 基因之引子 3、4 分別為 5'-CCCTTATGTTACGTCCTATAGAAACCC-3'及

5'-TTGATTGTTTGCCTCCCTGCTGCGG-3'，可產生出 1900 bp 片段。反應流程為 94℃ 2

分鐘；94℃ 30 秒；58℃ 50 秒；72℃ 120 秒，共進行 35 個 cycles，最後再進行 72℃ 10 分



 

 

 

-38- 
 

鐘 1 個 cycle。 

偵測 egfp 基因之引子 5、6 分別為 5'-ACCATGGTGAGCAAGGGCGAGG-3'及 5'-CGC 

GGCCGCTTTACTTGTACAGC-3'，可產生出 750 bp 片段。反應流程為 94℃ 2 分鐘；94℃ 

30 秒；64℃ 30 秒；72℃ 60 秒，共進行 35 個 cycles，最後再進行 72℃ 10 分鐘 1 個 cycle。 

偵測 aadA 基因之引子 7、8 分別為 5'-GCGGTGATCGCCGAAGTATCGACTC-3'及

5'-GCCGACTACCTTGGTGATCTCGCC-3'，可產生出 800 bp 片段。反應流程為 94  2℃ 分

鐘；94  30℃ 秒；60  50℃ 秒；72  60℃ 秒，共進行 35 個 cycles，最後再進行 72  10℃ 分鐘

1 個 cycle。反應完畢後，取 10 μl 終產物於 1.0%的洋菜膠(agarose gel)上進行電泳分析。 

3. 植物總 RNA 的萃取 

本試驗使用 GeneMarkTM TriSolution Reagent Plus。先取甘藍新鮮葉片組織，以液態氮

急速冷凍組織後，迅速研磨成粉末狀，等退冰後再加入 1 ml 的 RNA TriSolution Reagent 

buffer 萃取。將萃取液分裝至 1.5 ml 的離心管，室溫靜置 5 分鐘，加入 0.2 ml 的 chloroform 

震盪混合均勻，靜置 3 分鐘，以 12,000 xg 於 4℃離心 15 分鐘。取上清液至新的離心管，

加入 0.5 ml 的異丙醇與 0.25 ml 的 PS＆PG 混合均勻，放置 10 分鐘，再以 12,000 xg 於 4℃

離心 5 分鐘。去上清液，室溫風乾 5 分鐘，以適當的 DEPC 水回溶後，置 65  20℃ 分鐘，

貯存於-70℃。 

4. 反轉錄 PCR (Reverse transcription-PCR, RT-PCR) 

本試驗使用 RevertAidTM H Minus First strand cDNA synthesis kit，先取 X μl RNA 

(0.01-5 μg)、1 μl oligo (dT) primer solution 及 RNase-free water 加至 20 μl，充分混合後，於

65℃作用 5 分鐘，然後冷卻 5 分鐘後加入 4 μl 5 倍 Reaction buffer, 1 μl RNase Inhibitor, 2 μl 

10 mM dNTP mix, 與 1 μl reverse transcriptase，充分混合後，於 42℃作用 1 小時，接著 70℃

作用 5 分鐘，此為 cDNA (first-stand reaction)，可貯存於-20℃長期保存。之後，進行 PCR 

增幅工作。 

5. GUS 活性染色分析試驗 

經基因槍槍擊後再生之植株，取其葉片組織，浸漬於 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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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成三個試驗組，一為加入 0.2 g 海砂，無需震盪；二為加入 0.2 g 

海砂，震盪 1 分鐘；三為對照組 (傳統染色方法)，即無添加海砂，其後進行真空抽氣，

每次抽氣 10 分鐘洩壓一次，共重複三次。之後置於 37℃，黑暗處理 12~16 小時後，以 95% 

酒精退去組織葉綠素，若經基因槍法轉殖成功之組織，便會有 GUS 活性之藍色反應。 

6. GFP 綠色螢光分析 

選取轉殖以及未轉殖(CK)之甘藍葉片，利用冷光螢光數位影像系統(Kodak Image 

Station 4000 MM)，經藍光 430~500 nm 照射並曝光 30 秒後，偵測綠色螢光發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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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一、甘藍葉綠體基因轉殖之培殖體篩選再生流程 

本研究首先採用無菌播種四週之甘藍本葉進行葉綠體基因轉殖(圖 2A)。先將無菌播種

四週後之甘藍本葉切下排列在 2cm 的圓周內(圖 2 B)，以氦氣壓力 1100 psi、9 cm 距離，

進行基因槍之轟擊。轟擊完畢的甘藍葉片經暗處理一個禮拜後，隨即將葉片切割成 3×3mm2 

(圖 2C)，並更換至含有 5 mM D-alanine 或 50 ppm spectinomycin 篩選藥劑的再生培養基

中，且放置生長箱培養 (25℃，16 小時光週期)。篩選兩週後轉殖成功的細胞會迅速生長，

(圖 2D)，二星期更換一次再生培養基，培養大約四周後會有癒傷組織產生(圖 2E)。將成

活培殖體再置於含 5 mM D-alanine 之再生培養基中篩選，繼代培養誘導再生，有經過轉殖

的培殖體則會繼續生長存活下來，而未轉殖培殖體則會死亡(圖 2F-K)。經兩個月篩選後存

活的培殖體更換至抽芽培養基誘導抽芽(圖 2L)。 

本研究同時採用無菌播種 5 天後之甘藍幼苗(圖 3A)，取其下胚軸培養在 B2 培養基(2 

ppm BA 及 0.2 ppm 2,4-D)誘導癒傷組織(圖 3B)，待 14 天後取癒傷組織進行葉綠體基因轉

殖。將甘藍癒傷組織排列在 2cm 的圓周內(圖 3C)，以氦氣壓力 900 psi 或 1100 psi、9 cm

距離，進行基因槍之轟擊。轟擊完畢的甘藍癒傷組織經暗處理一個禮拜後(圖 3D)，更換至

含有 4 mM D-alanine (圖六 E-G) 或 15 ppm spectinomycin(圖 3H-J)篩選藥劑的再生培養基

中；且放置生長箱培養 (25℃，16 小時光週期)。二星期更換一次再生培養基，培養大約

四週後會有芽梢產生，經 42 天篩選後存活的芽梢更換至發根培養基(圖 3K)，將發根完全

的植株移出盆外後套袋馴化，之後移至室外定植(圖 3L)。 

將甘藍癒傷組織進行基因槍基因轟擊，再放置於添加 4 mM D-alanine 之甘藍再生培養

基，篩選 42 天後平均存活率分別為 22.55% (pMT91-RE)、28.59% (pMT91-RG)、24.91% 

(pMT91-REA)及 31.37% (pMT91-RGA)，以 pMT91-RGA 為最高之篩選存活率，pMT91-RE

為最低之篩選存活率(表 1)。置於添加 15 ppm spetinomycin 之甘藍再生培養基，篩選 42

天後之平均存活率分別為 39.76% (pMT91-REA) 及 23.52% (pMT91-RGA)，以 pMT91REA

之存活率較高(表 1)。以 4 mM D-alanine 篩選 42 天後，將培殖體置於無篩選藥劑之培養基

誘導抽芽，再生後將其定植於溫室，平均出瓶數 (定植植株) 分別為 0.13%(pMT91-RE)、

0% (pMT91-RG)、4.91% (pMT91-REA)及 0.71% (pMT91-RGA) (表 1)；以 15 ppm 

spectinomycin 篩選 42 天後，將培殖體置於無篩選藥劑之培養基誘導抽芽，再生後將其定

植於溫室，平均出瓶數 (定植植株) 皆為 0% (pMT91-REA、pMT91-RGA) (表 1)。此結果

顯示篩選藥劑處理完後，誘導芽體生長、芽體抽出及伸長、誘導發根等的階段可能是甘藍

葉綠體基因轉殖的最重要關鍵及瓶頸，且經 spectinomycin 篩選後，甘藍培殖體的再生則

更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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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甘藍本葉經葉綠體基因轉殖之植株再生情形。(A)無菌播種後四週之甘藍；(B) 切取

本葉排列在 2 cm 的圓周內準備轟擊；(C) 轟擊後暗培養一週後，將本葉切成 3×3 mm2

置於含有篩選試劑的再生培養基中培養；(D)置於 5 mM D-alanine 篩選兩週後之情

形；(E) 置於 5 mM D-alanine 篩選四週後之情形；(F)~ (K)成活培殖體再置於 5 mM 

D-alanine 篩選，繼代培養誘導再生之情形；(L) 篩選後存活之培殖體移至抽芽培養

基內進行誘導芽梢再生。  

Fig. 2. Regeneration of transplastomic cabbage from leaves. (A) Cabbage seeds were 

germinated in vitro for four weeks. (B) Leaves were placed in the circle within a 2 cm 

radius for biolistic bombardment. (C) After biolistic bombardment, leaves were cut into 

small pieces (3×3 mm2) and cultivated in the regeneration medium. (D) Appearances of 

transplastomic explants after selection with 5 mM D-alanine for two weeks. (E) 

Appearances of transplastomic explants after selection with 5 mM D-alanine for four 

weeks. (F~K) Survival explants were subcultured for regener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5 

mM D-alanine. (L) Induction of shoot formation was performed in the shoot-inducing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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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甘藍下胚軸誘導之癒傷組織經葉綠體基因轉殖的植株再生情形。(A)無菌播種後 5 天

後之甘藍；(B) 切取下胚軸誘導癒傷組織；(C) 癒傷組織排列在 2 cm 的圓周內準備

轟擊；(D)轟擊後暗培養1週後，將癒傷組織置於含有篩選藥劑的再生培養基中培養；

(E)~(G) 癒傷組織置於 4 mM D-alanine 篩選，繼代培養誘導再生之情形；(H)~(J)癒

傷組織置於 15 ppm spectinomycine 篩選，繼代培養誘導再生之情形；(K)篩選後存活

之芽梢移至發根培養基內進行誘導發根；(L)定植於溫室之植株。 

Fig. 3. Regeneration of transplastomic cabbage from hypocotyl-induced callus. (A) Cabbage 

seeds were germinated in vitro for five days. (B) Hypocotyls were excised and induction 

of callus formation for 2 weeks. (C) Calli were placed in the circle within a 2 cm radius 

for biolistic bombardment. (D) After biolistic bombardment, calli were cultivated in 

dark for one week, and then transferred to the regeneration medium supplied with 

selective agents. (E)~(G) Selection of transplastomic explants was performed in the 

regeneration medium supplied with 4 mM D-alanine. (H)~(J) Selection of 

transplastomic explants were performed in the regeneration medium supplied with 15 

ppm spectinomycine. (K) Induction of root formation was performed in root-inducing 

medium. (L) Transplastomic cabbages were grown in the green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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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經基因槍轉殖 pMT91-RE、pMT91-REA、pMT91-RG、pMT91-RGA 之'初秋'甘藍下

胚軸癒傷組織培養在含有 4 mM D-alanine 或 15 ppm spectinomycin 篩選藥劑的再生

培養基之存活率及出瓶率的統計表。 

Table 1. Percentages of survivors and regenerated plantlets of biolistic bombarded hypocotyl- 

induced callus of 'K-Y cross' cabbage with pMT91-RE, pMT91-REA, pMT91-RG, 

pMT91-RGA plasmids and followed by grown in regeneration medium supplied with 

4 mM D-alanine or15 ppm spectinomycin. 
 

 

 

三、轉殖甘藍植株之基因及表現分析 

(一)、聚合酵素連鎖反應(PCR)分析轉殖再生植株 

選取轉殖 pMT91-REA、pMT91-RE 及 pMT91-RGA 且經由 4 mM D-alanine 篩選存活

的轉殖甘藍 17 株，分別萃取其再生植株的葉片基因組 DNA，以特定單一引子(一對/兩條

引子)或多重引子(二對/四條引子)，分別偵測轉殖株是否含有 alaR、egfp、gus 及 aadA 基

因。試驗結果顯示經電泳膠片分離 PCR 產物後，顯示編號 REA-1、2、3、4、5、6、8、

12、13 等 9 株，同時帶有三個基因(alaR、egfp、aadA)(圖 4 A、B)；REA-9 只有 aadA 及

egfp 二個基因(圖 4A、4B)；REA-10 只有 aadA 及 alaR 二個基因(圖 4A、4B)；REA-11 及

REA-14 則分別只有 alaR 或 aadA 一個基因(圖 4 A、4B)。編號 RE-1 同時具有 alaR 及 egfp

二個基因(圖 4C)。編號 RGA-1 及 RGA-2 同時帶有三個基因(alaR、gus、aadA)，但 RGA-3

則無法偵測到任何基因的存在(圖 4 D、4E、4F)。未轉殖植株 (CK) 則無特定條帶出現。 

 

篩選藥劑 轉殖載體 培植體數 存活數 存活率(%) 再生出瓶 出瓶率(%)

Selective 
Agent 

 

Vector 
 
 

No. of 
 Explants

 

No. of 
Survivors

 

% of 
Survivors 

 

No. of 
Regenerated 

plantlets 

% of 
Regenerated 

plantlets 

4 mM 
D-alanine 

RE 745 168 22.55% 1 0.13% 

RG 647 185 28.59% 0 0% 

REA 265 66 24.91% 13 4.91% 

RGA 424 133 31.37% 3 0.71% 

15 ppm 
Spectinomycin 

REA 415 165 39.76% 0 0% 

RGA 438 103 23.5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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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經轉殖質體 pMT91-REA (A、B)、pMT91-RE (C)、pMT91-RGA (D、E、F)的`初秋´

甘藍，以引子 1、2 分析 alaR 及引子 5、6 分析 egfp 基因(A、C)，以引子 1、2 分析

alaR 及引子 7、8 分析 aadA 基因(B)，以引子 1、2 分析 alaR 基因(D)、引子 3、4 分

析 gus 基因(E)，以引子 7、8 分析 aadA 基因(F)，經 PCR 反應之產物在電泳膠片上

分離之情形。CK：未經轉殖的甘藍植株。 

Fig. 4. PCR analysis of alaR and egfp (A, C), alaR and aada (B), alaR (D), gus (E) and aada 

(F) genes genes in regenerated `K-Y cross´ cabbage after transformed with pMT91-REA 

(A, B), pMT91-RE (C), and pMT91-RGA (D, E, F) plasmid. Partial alaR (1.1 kb), egfp 

(0.80 kb), and aadA (0.75 kb) gene sequences were amplified from plant DNAs using 

primers 1/2, 5/6, and 7/8, respectively, and analyzed by electrophoresis. CK: 

un-transformed cabbage.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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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RT-PCR 分析轉殖植物 

為進一步確認轉殖基因是否有成功轉錄為 RNA，分別萃取其再生植株的葉片總 RNA

進行反轉錄，依照 alaR、egfp、gus 及 aadA 基因所設計的特定引子進行 PCR 反應。分析

結 果 顯 示 編 號 pMT91-REA5 、 pMT91-REA6 、 pMT91-REA14 、 pMT91-RGA1 及

pMT91-RGA3 可獲得預期 alaR 條帶者(1.1 kb)(圖 5A)；編號 pMT91-REA2、pMT91-REA9、

pMT91-REA12 及 pMT91-REA13 可獲得預期 egfp 條帶者 (0.75 kb)(圖 5B)；編號

pMT91-RGA1 及  pMT91-RGA2 可獲得預期 gus 條帶者 (1.9 kb)( 圖 5C) ；編號

pMT91-REA1、pMT91-REA4、pMT91-REA6、pMT91-REA8、pMT91-REA10、pMT91- 

REA11、pMT91-REA12、pMT91-RGA1、pMT91-RGA2 及 pMT91-RGA3 可獲得預期 aadA

條帶者(0.8 kb)(圖 5D)；未轉殖植株 (CK) 則無特定條帶出現。 

(四)、轉殖植株 GUS 活性分析 

本研究初步選取 pMT91-RGA 轉殖甘藍再生植株，進行 GUS 染色分析。依

Jefferson(1987)與 Hu(1990)等人發表的傳統 GUS 染色方法，發現供試的四個轉殖葉片樣品

(RGA-1、RGA-2、RGA-3)只較未轉殖葉片稍呈藍色(圖 6 對照組)。本研究嘗試在進行 GUS

活性染色時，在抽真空操作過程之前加入約 0.2 g 海砂 (圖 6 海砂組)，或/及激烈震盪(圖

6 海砂/震盪組)的處理。試驗結果顯示海砂或/及激烈震盪處理對未轉殖葉片之顏色均無改

變，但顯著增加 RGA-2 轉殖植株之 GUS 活性的藍色反應，對 RGA-1、RGA-3 的葉片顏

色改變影響不大。 

(五)、轉殖植株 GFP 綠色螢光分析 

選取 RCR 檢驗呈現正反應的 1 株 pMT91-RE 及 10 株 pMT91-REA 轉殖甘藍葉片，以

冷光螢光數位影像系統(Kodak Image Station 4000MM)偵測 GFP 綠色螢光發散的情形。試

驗結果顯示有 11 株轉殖甘藍，照射藍光(430-500 nm)後可觀察到發散強烈綠色螢光(圖

7 )，未轉殖植株 (CK) 則無發散綠色螢光的現象。 

 
 

討   論 

一、甘藍葉綠體基因轉殖之培殖體篩選及誘導再生 

本研究室曾利用甘藍本葉進行葉綠體基因槍轉殖，並已獲得不錯的結果 (Liu et al., 

2007; Liu et al., 2008)。因此本研究也利用'初秋'甘藍的本葉進行轉殖再生的工作，期望獲

得更高的轉殖率。由於本葉葉綠體數較多，可增加轉殖載體進入到葉綠體中之機率，且本

葉葉片又大，幾乎只需要 3-5 片甘藍本葉就可排列成環狀，節省轟擊試材準備的時間。但

本葉原本逆分化能力就已較差，加上轟擊後又直接置於含有篩選藥劑的培養基中，導致逆

分化能力更不佳，大大影響實驗的進行。因為本研究室過去也對甘藍下胚軸組織培養再生

系統建立出高效率的再生，因而嘗試將下胚軸誘導癒傷組織後，再以癒傷組織進行轉殖的 



 

 

 

-45- 
 

 
 

(A) alaR 基因 

  
 

(B) egfp 基因                                    (C) gus 基因 

  
 

(D) aadA 基因 

  
 
圖 5. 經轉殖質體 pMT91-REA 與 pMT91-RGA 的`初秋´甘藍，以 RT-PCR 分析 alaR (A)、

egfp (B)、gus (C) 及 aada (D) mRNA，其產物在電泳膠片上分離之情形。CK：未經

轉殖的甘藍植株。 

Fig. 5. RT-PCR analysis of alaR (A), egfp (B), gus (C), and aada (D) mRNA in regenerated 

`K-Y cross´cabbage after transformed with pMT91-REA and pMT91-RGA plasmid. 

Partial alaR (1.1 kb) (A), egfp (0.75 kb) (B), gus (1.8 kb) (C), and (D) aada (0.80 kb) 

mRNA were amplified from plant RNAs by RT-PCR, and analyzed by electrophoresis. 

CK: un-transformed cabb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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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經基因槍法轉殖轉殖 pMT91-RGA 質體之`初秋´甘藍葉片，進行 GUS 活性染色分析

之情形。CK：未轉殖`初秋´甘藍。 

Fig. 6. Gus histochemical staining of the regenerated ‘K-Y cross’ cabbage after biolistic 
bombardment with pMT91-GD. CK: nontransformed cabbage. 

 

 
圖 7. 以冷光螢光數位影像系統 (Kodak Image Station 4000MM)檢測經基因槍法轉殖

pMT91-RE 及 pMT91-REA 質體之`初秋´甘藍葉片。轉殖甘藍照射藍光發散綠色螢

光(右)及照射一般白光(左)之比較，對照組(CK)則無發散綠色螢光。 

Fig. 7. Comparison of fluorescence (left) and bright field (right) images of regenerated `K-Y 
cross´ cabbage after transformation with pMT91-RE and pMT91-REA plasmids via 
biolistic bombardment. CK: un-transformed cabb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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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因下胚軸逆分化能力較本葉好，且選取五天大之下胚軸誘導癒傷組織，是因細胞有

旺盛的逆分化能力，縮短逆分化等待的時間，比起利用本葉作為甘藍葉綠體之基因轉殖可

節省更多時間，且於 BD 培養基(0.5 ppm BA and 0.1 ppm 2,4-D)中再分化的能力較本葉高，

亦增加了抽芽率，可較快速獲得許多轉基因植物。 

經過藥劑篩選後之存活率與出瓶率極大的落差，推測可能的原因為篩選時間不足，使

得非轉殖之細胞仍可存活，容易產生嵌合(chimera)的轉基因植物。而在篩選過後移至無篩

選藥劑培養基中，又因培殖體尚未代謝完體內之篩選藥劑，故於誘導抽芽時仍有篩選之效

果，如此便造成篩選存活率高而出瓶率極低之結果。為解決此問題，可增加篩選之時間，

降低篩選的存活率，但篩選之時間不可太長，因先前預備試驗發現，若將培殖體持續放置

含有篩選藥劑的培養基中，雖可使轉殖之細胞增生，但可能因篩選藥劑阻礙了培殖體分化

的能力。最後就算移置無篩選藥劑的培養基中，仍是無法誘導抽芽；或先以低濃度篩選，

待轉殖之細胞增生夠多時，再逐漸增加篩選之濃度使非轉殖之細胞量減少，降低篩選的存

活率，但篩選濃度不可一下子增加太多，否則可能因增生之細胞還不足以抵抗較高之篩選

濃度而導致死亡。本研究也顯示經 spectinomycin 篩選後，甘藍培殖體的再生則更不易。

因此開發 D-alanine 作為葉綠體基因轉殖的篩選藥劑，有其必要性。 

二、轉殖甘藍植株之基因及表現分析 

(一)、聚合酵素連鎖反應分析轉殖植株 

本研究結果顯示，大多數甘藍植株，都具同時包含在同源重組區域內的 2-3 組基因。

轉殖 pMT91-REA 有 13 株再生植株，其中有 9 株都具有 3 個目標基因(alaR、egfp、aadA)，

共同基因轉殖率約為 69%；轉殖 pMT91-RGA 有 3 株再生植株，這 3 株中有 2 株都具有 3

個目標基因 (alaR、gus、aadA)，共同基因轉殖率為 67%；轉殖 pMT91-RE 有 1 株再生植

株，這 1 株都具有 2 個目標基因(alaR、egfp)，共同基因轉殖率為 100%。因此本研究所建

立的篩選系統，雖然獲得再生植株不多，但是所得的植株大多是共同攜帶所欲轉移的目標

基因，而且這些轉殖植株都是以 D-alanine 篩選獲得的。 

此外 PCR 檢測時亦發現植株僅出現微弱的訊號，而且重覆試驗間會不穩定的結果。

因此本研究嘗試發展在一個 DNA 樣品同時以多對引子來偵測多種基因的技術。以三對引

子(6 條)同時偵測轉殖甘藍的 alaR、egfp 及 aadA 基因，產生的非獨特性 DNA 條帶太多，

不具意義；同時偵測 egfp (0.75 kb)及 aadA(0.8 kb)基因，因為 DNA 大小相近不易區分；同

時偵測 alaR (1.1 kb)及 egfp (0.75 kb)或 alaR (1.1 kb)及 aadA(0.8 kb)基因，都可獲得清析可

辨識的 DNA 條帶、而其優點也可在偵測 alaR (1.1 kb)時可顯示出，有時在一次分析時未

顯現之條帶(圖 4 B)，在另一組分析卻可偵測到(圖 4 A)，如此可增加資訊的正確性。 

(二)、RT-PCR 分析轉殖植物 

利用RT-PCR的方式，進一步確認轉殖基因是否有成功轉錄為mRNA。分析結果顯示，

轉殖植株僅出現微弱的訊號，甚至利用 PCR 檢測帶有目標基因者，無檢測到 mRNA 的存

在，抑或是利用 PCR 檢測無帶有目標基因者，確可檢測到 mRNA 的存在。因葉綠體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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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是利用同源重組實現定點整合，導入的外源基因穩定性高，可避免基因插入後的位置

效應和基因靜默，故可排除是因基因靜默的關係導致無法檢測到 RNA 的存在。因此推測

可能的原因為進行 PCR 或 RT-PCR 的過程中，過高的 DNA 或 cDNA 濃度，導致加熱階

段時無法將其順利變性，影響偵測的結果。或是因為人為因素，像是萃取葉片總 DNA 或

RNA 的技術不夠熟練，導致 DNA 或 RNA 萃取率極低，或是在萃取過程中即降解，亦或

是操作過程中是否有汙染，而使得 PCR 和 RT-PCR 相應的結果不如預期。 

(三)、轉殖植株 GFP 綠色螢光及 GUS 活性分析 

轉殖 pMT91-REA 的 13 株再生植株中，經 PCR 分析有 9 株均可偵測到 egfp 基因的存

在(圖 4 A)。而經冷光螢光數位影像系統照射藍光(430-500 nM)後，此 11 株轉殖植株均可

偵測到發散綠色螢光(圖 6)。但經 RT-PCR 分析，可偵測到 egfp mRNA 者，只有四株(圖 5 

B)。推測原因可能是以萃取葉片總 RNA 的技術不夠熟練，導致 RNA 萃取率極低或萃取

過程中 RNA 即降解，才會在 RT-PCR 偵測時無法偵測到目標基因，卻在藍光照射下出現

螢光反應。由於葉片的老幼程度也會影響影像系統的判定結果，因此，這個部分需增加各

轉殖株的觀察樣品，才能做出合理的結論。 

在 GUS 活性染色部分，初步依傳統 GUS 染色方法進行分析時(Jefferson, 1987; Hu, 

1990)，發現供試的三個轉殖 PM91-RGA 轉殖再生葉片只較未轉殖葉片稍呈藍色，差異不

大 (圖 6)。若在進行 GUS 活性染色時，在抽真空操作過程之前，葉片浸漬於 GUS 分析緩

衝溶液並添加海砂，進行震盪，重複此步驟三次，其藍色呈色較無添加海砂及添加海砂但

無震盪者更為明顯。推測此可能為震盪時海砂之顆粒加大葉片之傷口或於摩擦時將葉片表

面之蠟質減少，促使抽真空階段，GUS 分析緩衝溶液更易進入組織內，而使得藍色沉澱

反應更為明顯。經 GUS 活性染色結果和 PCR 分析 gus 基因之情形，兩者結果無明顯差異，

顯示 gus 基因成功轉殖進甘藍葉綠體基因，且葉綠體基因無基因靜默之現象，故可順利轉

錄、轉譯，形成蛋白表現。 

三、結論 

以PCR檢測以D-alanine 篩選成活的所有再生植株，82% (14/17)都有攜帶alaR 基因，

顯示“逃避篩選”成活的植株率是很低的。本研究所獲得的轉植植株大多是共同攜帶所欲轉

移的目標基因，共同轉殖同源重組區間基因的效率達 67~100%。 

以 4 mM D-alanine 及 15 ppm spectinomycin 篩選癒傷組織，篩選 42 天後，4 mM 

D-alanine 及 15 ppm spectinomycin 篩選之培殖體，平均存活率分別為 27%及 32%。隨後移

到無篩選藥劑之培養基誘導再生，以4 mM D-alanine 篩選者獲得17株再生植株，以15 ppm 

spectinomycin 篩選者則無法獲得再生植株。4 mM D-alanine 篩選，未轉殖芽體最終褐化

死亡；15 ppm spectinomycin 篩選，未轉殖的芽體白化，但不會死亡，移到無篩選藥劑之

培養基，最終無法抽芽發根死亡。顯然以 D-alanine 作為甘藍葉綠體基因轉殖的篩選藥劑，

更優於傳統使用的 spectinomycin。從分析轉殖再生甘藍之轉殖基因、基因表現、GUS 活

性及 EGFP 綠色螢光反應之結果顯示，以 alaR 基因來作為甘藍之葉綠體基因轉殖的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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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誌基因是可行的且顯然優於 aadA 基因。 

往後要克服的是改善 D-alanine 篩選後，甘藍培殖體移到無篩選藥劑之培養基的誘導

再生成活，使獲得更多轉殖植株，俾讓 alaR 基因作為甘藍葉綠體基因轉殖系統的篩選標

誌基因，更趨實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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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Alanine Racemase Gene (alaR) as the Selectable Marker 
Gene for Cabbage (Brassica oleracea L. var. capitata L.) 

Chloroplast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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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Alanine racemase (AlaR) catalyzes the racemization of D-alanine to produce L-alanine.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are to establish the alaR gene as the antibiotic-free selectable 

marker for cabbage plastid transformation, and to compare the selection efficiency between 

using aadA (aminoglycoside-3’-adenyl transferase) and alaR genes as the selectable marker. 

A set of plasmid vectors that contain alaR or aadA gene as selectable marker was 

constructed, one of the two plant reporter genes, egfp and gus, was chosen as target gene in the 

constructed vectors. Four cabbage plastid transformation vectors, pMT91-RE (alaR:egfp), 

pMT91-RG (alaR:gus), pMT91-REA (alaR:egfp:aadA), and pMT91-RGA (alaR:gus: aadA) 

were bombarded into the hypocotyls-induced calli or leaves of cabbage. The explants were 

selected by 4 mM D-alanine or 15 ppm spectinomycin.  

The results of PCR and RT-PCR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ransformed genes (alaR, aada, gus, 

and egfp) were integrated into the plastid genome of transplastomic cabbage plants, and 

expressed its mRNA. GFP fluorescence and GUS histochemical staining analyses showed the 

emission of green fluorescence and blue-color reaction were presented in the egfp or gus gene 

transformed transplastomic cabbage plants.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system of using alaR 

gene as selection marker for plastid transformation, which has several advantages over the 

conventional used aada gene, offers new possibilities for non-antibiotics selectable marker in 

commercially important cr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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