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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篩選標誌基因之轉榖氨醯胺酵素基因

轉殖水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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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轉穀氨醯胺酵素 (Transglutaminase, TGA)催化蛋白質分子內與分子間 lysine

共價鍵之生成，使蛋白濃縮液形成膠體化，因此在食品加工上有相當高的應用價

值及潛力。目前 TGA 大多自動物肝臟中分離純化取得，無法大量生產，因此限制

了其在食品加工上之應用。植物葉綠體基因轉殖具有：增加轉殖基因大量表現，

不會造成基因污染、基因靜寂及插入位置效應，較細胞核基因轉移穩定等優點。

本研究將自放線菌 Streptomyces netropsis 中篩選出的轉榖氨醯胺酵素基因(tga)，所

構築到水稻葉綠體基因轉殖之六種載體，利用基因槍法轉殖到'台農 67 號'水稻之

癒傷組織的葉綠體。培殖體經 50~100 ppm D-alanine 或 100 ppm streptomycin 持續

篩選及誘導再生。將再生植株葉片以 PCR 及 RT-PCR 分析之結果顯示，tga 基因已

存在於轉殖之水稻植株的葉綠體基因組中，並表現 tga mRNA 而篩選標誌基因

daao、AlaR 及 aada 則沒有偵測到。初步的結果顯示利用剔除標誌基因的水稻葉綠

體基因轉殖系統，以水稻葉綠體為生物反應器，生產轉穀氨醯胺酵素是可行的。 

 

 
前   言 

轉穀氨醯胺酵素(Transglutaminase，簡稱 TGase)廣泛分布於大部份的動物組織和體

液，與生命新陳代謝有關，如血液凝固、傷口癒合、表皮角質化和紅血球細胞膜變硬等

(Aeschlimann and Paulsson, 1994)。轉穀氨醯胺酵素催化蛋白質分子內與分子間 ε-(γ-gluta 

-myl) lysine 共價鍵之生成，使蛋白質分子間形成架橋而成三次元結構，使蛋白濃縮液形成

膠體化，因此在食品加工上有相當高的應用價值及潛力(江，2001)。 

 

1)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2) 國立中興大學分子生物學研究所副教授。 

3) 國立中興大學分子生物學研究所教授。 

4)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系教授，通訊作者。 



 

 

 

-40- 

隨著基因改造作物的廣泛種植，其對人類建康及環境生態的衝擊，也廣受到社會大眾

關著。目前被廣泛應用於轉殖作物篩選的抗抗生素及抗除草劑標誌基因，將面臨減少或無

法使用。植物葉綠體基因轉殖具有：增加轉殖基因大量表現、不會造成基因污染、基因靜

寂及插入位置效應、較細胞核基因轉移穩定等優點；因此開發葉綠體基因轉殖技術為近代

生物技術的主力研發工作。由於葉綠體基因的大量表現轉殖之基因，如果還是採用抗抗生

素及抗除草劑為標誌基因，則其也會大量表現；因此同時建立對非抗抗生素基因的篩選標

誌基因的水稻葉綠體基因轉殖系統的需求，更具必要性及急迫性 (Liu et al, 2007; 2008)。 

大部份 D 型組態的胺基酸，不能被植物代謝，且對植物產生毒害。D 型胺基酸氧化

酵素(D-amino acid oxidase, DAAO)可以催化 D 型胺基酸的脫氨氧化反應，產生氨及 beta

型酮酸，並同時把氧還原成 H2O2。丙胺酸消旋酵素(Alanine racemase, AlaR)可將 D 型丙胺

酸轉換成 L 型丙胺酸。如果能將 daao 及 AlaR 基因作為篩選標誌基因與目標基因共同轉

殖，然後將轉殖後的細胞培養在含有 D 型丙胺酸的培養基上，轉殖細胞能夠存活並生長，

而非轉殖細胞不能生長而最終死亡。如此，daao 及 AlaR 基因可作為具安全性及便捷的植

物轉殖的篩選標誌基因。 

中興大學分生所楊明德博士的實驗室已分別由放射線菌(Streptoverticillium)及三角酵

母菌(Trigonopsis variabilis)中篩選出轉穀氨醯胺酵素基因(tga) (Yu et al., 2008)及 daao。中

興大學分生所許文輝教授的實驗室，已自麩胺酸生產菌 Corynebacterium glutamicum 

NCHU 87078 中篩選出 AlaR 基因。如能夠將 AlaR 或 daao 基因作為水稻葉綠體基因轉殖

之篩選標誌基因，將可取代傳統的抗抗生素基因 aadA，減低對自然環境危害的風險。 

本研究同時應用 Klaus 等人在 2004 年所提出的方法，利用同源重組的機制的無篩選

標誌基因轉殖系統 (transiently cointegrated selection gene)。其策略是將載體上之篩選標誌

基因置於同源序列的外側，且只有外源基因的兩端具有同源序列，於轉殖過程的短暫時間

裡即有機會發生單側之同源重組。而使整個載體嵌入葉綠體基因組中產生共整合

(cointegrated)之狀態，並在此時進行篩選以增殖已轉殖的葉綠體基因組。但此時之構造是

不穩定的，如果將篩選壓力移除將會導致第二次同源重組發生，由於目標基因(轉榖氨醯

胺酵素)的兩端具有同源序列，故可再次進行重組而穩定地嵌入於葉綠體基因組中，但篩

選基因(daao、AlaR、aadA)置於同源序列的外側，故無法與目標基因一起整合進入葉綠體

基因組，藉此方法並不需經子代分離即可與篩選標誌基因分離，導致篩選標誌基因剔除而

目標基因整合入水稻葉綠體基因組中，產生無篩選標誌基因轉殖作物。 

本研究以丙胺酸消旋酵素(AlaR)及 D 型胺基酸氧化酵素(daao)基因作為篩選標誌基

因，將轉穀氨醯胺酵素基因(tga)轉移至水稻之葉綠體中。本研究之目的為探討利用水稻葉

綠體為非抗抗生素篩選標誌基因的生物反應器，生產轉穀氨醯胺酵素的可行性，以提高水

稻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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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與 方 法 

一、試驗材料 

(1) 基因轉殖植物材料 

本實驗以水稻(Oryza sativa L. sub. Japonica)‘台農 67 號’ (TN 67) 品種為基因轉殖的材

料。將其稻穀除去外殼後，以 70%酒精滅菌 2 分鐘以無菌水漂洗 2 次，再以 2%次氯酸鈉

滅菌 35 分鐘，以無菌水漂洗 4 次。無菌播種於含有 2 mg/L 之 2,4D、3%蔗糖、300 mg/L

水解酪蛋白、400 mg/L MES hydrate 與 0.3%水晶洋菜的 N6 基本培養基(Chu et al., 1975)，

生長箱培養條件為 25℃、光期 14 小時與暗期 10 小時。培養 2 周後，將子葉盤與黃色癒

傷組織一起切下移至含有 0.2 mg/L 之 TDZ、3 mg/L 之 BA、0.5 mg/L 之 IAA、500 mg/L 

L-proline、3% maltose、3% sobitol 與 0.4%水晶洋菜之 MS 培養基的中央，隔天進行基因

槍轟。本研究之處裡，還包括將子葉盤與黃色癒傷組織一起切下移至含有 0.2 mg/L 之

TDZ、3 mg/L 之 BA、0.5 mg/L 之 IAA、1.5% maltose、1.5% sobitol 與 0.4%水晶洋菜之

MS 培養基，培養約經過 2~3 週後，癒傷組織產生綠色芽體生成時做為基因轉殖的材料。 

(2)葉綠體基因轉殖載體 

本試驗做為水稻葉綠體基因轉殖的基因共有：1. 報導基因：大腸桿菌(E. coli)篩選出

的 β-glucuronidase 基因(gusA)、水母(A. victoria)綠色螢光蛋白改造而來的加強型綠色螢光

蛋白(enhanced green fluorescence protein, EGFP)基因 (egfp)。2. 篩選基因：三角酵母菌(T. 

variabilis)篩選出的 D-amino acid oxidase 基因 (daao)、志賀氏桿菌(Shigella sp.)篩選出的

aminogly- coside-3’-Adenyl transferase 基因 (aada)、及麩胺酸生產菌 Corynebacterium 

glutamicum NCHU 87078 中篩選出的丙胺酸消旋酵素基因(AlaR)。(3)目標基因：由放射線

菌(Streptoverticillium)篩選出的轉麩氨醯胺酵素(TGase)基因(tga)。 

Tga 基因是由中興大學分子生物研究所楊明德所長之研究室所選殖出的(Yu et al., 

2008)，該基因是由 Streptomyces netropsis中篩選出的轉榖氨醯胺酵素基因 (Sn-tga)，996 bp 

(332 胺基酸) (Sn mature)。Pro-Sn mature tga 為攜帶 82 個胺基酸之 preproregion 的

Streptomyces netropsis tga 基因(Sn-pro-tga)，1,242bp (82 胺基酸 (a preproregion ) +332 胺基

酸)。 

各基因分別以 1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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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報導基因與目標基因構築到含有 16S 

ribosomal RNA 基因序列片段及 23S ribosomal RNA 基因序列片段之間，而篩選基因則是

構築在 16S ribosomal RNA 基因序列片段及 23S ribosomal RNA 基因序列片段之外側的水

稻葉綠體轉殖載體中，共計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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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本研究進行，分別命名為：pMT92EP-sA (圖 1A)、pMT92EP-sD (圖 1B)、

pMT92EP-sR (圖 1C)、pMT92GP-sA（圖 1D）、pMT92GP-sD (圖 1E)、pMT92GP-sR (圖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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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水稻葉綠體轉殖載體 pMT92EP-sA (A)、pMT92EP-sD (B)、pMT92EP-sR(C)、

pMT92GP-sA (D)、pMT92GP-sD (E)及 pMT92GP-sR (F)之基因圖譜。 

Fig. 1. Genetic maps of rice chloroplast transformation vectors pMT92EP-sA (A), pMT92EP- 

sD (B), pMT92EP-sR (C), pMT92GP-sA (D), pMT92GP-sD (E), and pMT92GP-sR 

(F). 

 

 

二、 試驗方法 

1.基因槍基因轉殖方法 

(1) 金粒子(0.6 μm gold particle, Bio-Rad)的滅菌與清洗 

秤取 50 mg 金粒子置於微量離心管中，加入 1 ml 無水酒精，高速震盪 3 分鐘。接著

以 12,000 rpm 離心 1 分鐘後除去上清液，重複清洗三次後，再加入 1 ml 無菌水，高速震

盪 3 分鐘。以 12,000 rpm 離心 1 分鐘後除去上清液，重複清洗三次後。最後加入 0.85 ml 的

無菌水使金粒子重新懸浮，並均勻分裝成每管 50 μl，儲存於-80℃備用。 

(2) 基因槍轟擊前金粒子與 DNA 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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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一管 50 μl 清洗過的金粒子溶液，加入 10 μl 目標 DNA (1 μg/μl)，並均勻震盪 1 分

鐘。接著一滴一滴加入 50 μl 2.5M CaCl2，均勻震盪 1 分鐘。再加入 20 μl 0.1 M spermidine，

均勻震盪 1 分鐘，放置室溫 10 分鐘。12,000 rpm 離心 10 秒後吸除上清液，加入 150 μl 無

水酒精清洗。12,000 rpm 離心 10 秒後吸除上清液，最後加入 60 μl 無水酒精，並充分混合

均勻。此時目標 DNA 已包被在金粒子上。製備完成的子彈儲存於-20℃冰桶中等候基因槍

轟擊。  

(3) 基因槍轟擊 

本試驗基因轉移所選用基因槍的機型為 Bio-Rad 公司研發的 Biolistic® -PDS-1000/He 

Particle Delivery System (Du-Pone, 1989)。轟擊前將 macrocarrier、holder、stopping screen、

rupture disk 浸泡 95%酒精後，將 macrocarrier 置於 macrocarrier holder 中並放置於無菌擦

手紙上，照射 UV 殺菌 10 分鐘。取 10 μl 製備完成的金粒子與目標 DNA 混合液均勻塗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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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擊時以幫浦將轟擊室內抽成部份真空 (28-29 in Hg)，植物材料與

macrocarrier 之間的距離為 6 公分，所使用氦氣壓力為 1,100 psi。每次轟擊時約含有 250-500 

μg 的金粉，並帶有 1-2 μg 之目標 DNA。等待轟擊室壓力回復，取出植物材料及所有零

件，並重複轟擊步驟直到所有試驗材料轟擊完畢。使用完畢後，關閉氦氣桶上之壓力閥，

並抽真空進行空槍射擊，直到所有壓力歸零，最後關閉電源，轟擊工作完成。 

(4) 確認 DNA 與金粒子結合 

(a) 將基因槍轟擊後剩下多餘的金粒子，離心 1 分鐘後除去上清液，室溫風乾使酒精揮發，

加入 15 μl DNA extraction buffer (50 mM Tris–HCl, pH 7.5, and 0.1% SDS )，放置置於 37

℃震盪培養半小時將 DNA 與金粒子分離，離心 1 分鐘後將上清液取 15 μl 於 1%之洋

菜膠上進行電泳分析。 

(b) 將基因槍轟擊後剩下多餘的金粒子，離心 1 分鐘後除去上清液，室溫風乾使酒精揮發，

加入 15 μl 無菌水重新懸浮金粒子，取 15 μl 於 1%之洋菜膠上進行電泳分析。 

2.植株再生與抗生素篩選 

(a) 將經由基因槍轟擊後之綠色癒傷組織在照光的環境下培養 3 天，隨後放置於再生篩選

培養基(0.2 mg/L 之 TDZ、3 mg/L 之 BA、0.5 mg/L 之 IAA、1.5% maltose、1.5% sobitol

與 0.4%水晶洋菜MS培養基)含有抗生素濃度 20 ppm spectinomycin或 50 ppm D-alanine

之條件下進行篩選，每 14 天繼代一次。待分化長出不定芽後，再移至發根培養基(0.5 

mg/L 之 NAA、1.5%蔗糖、400 mg/L MES hydrate 與 0.3%水晶洋菜的 MS(1/2)培養基) 誘

導發根四個禮拜，待其根系健全後將植株移出瓶外定植於塑膠杯並套袋健化，最後移

到溫室定植。 

(b) 將經由基因槍轟擊後之黃色癒傷組織在黑暗的環境下培養 2~3 天，隨後放置於再生篩

選培養基(0.2 mg/L 之 TDZ、3 mg/L 之 BA、0.5 mg/L 之 IAA、1.5% maltose、1.5% sobit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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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0.4%水晶洋菜 MS 培養基)含有抗生素濃度 200 ppm streptomycin 或 300 ppm 

D-alanine 之條件下進行篩選，每 14 天繼代一次。待分化長出不定芽後，再繼代再生

篩選培養基含有抗生素濃度 300 ppm streptomycin 或 300 ppm D-alanine 之條件下進行

篩選，每 14 天繼代一次。待芽體生長至 3~5 公分，再移至發根培養基(0.5 mg/L 之 NAA、

1.5%蔗糖、400 mg/L MES hydrate 與 0.3%水晶洋菜的 MS(1/2)培養基) 含有抗生素濃度

500 ppm streptomycin 或 300 ppm D-alanine 誘導發根四個禮拜，待其根系健全後將植

株移出瓶外定植於塑膠杯並套袋健化，最後移到溫室定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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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 PCR 技術複製構築基因片段，或用以偵測轉殖基因是否存在轉殖水稻與大腸桿

菌轉殖載體中，本試驗採用 DNA 聚合連鎖反應器 (Peltier Thermal Cycle, PTC-200, MJ 

Research, INC.)進行 PCR 分析。取轉殖及未轉殖水稻葉片之 DNA (200 ng)或大腸桿菌轉殖

載體為模板，並加入 1.25 U DreamTaqTM DNA polymerase (Fermentas)、1 倍 DreamTaqTM 

buffer、0.2 mM dNTP、1 μM 核酸引子，最後再加入去離子水，使最終反應體積為 25 μl。

各基因偵測方式分述如下： 

偵測 sn mature(tga)基因：使用的核酸引子 11、12 分別為 5'-GACGAGAACAAGTACA 

AGAACG-3'、5'-TTGAGCTCCGAACCAACCGTA -3'，可產生出 800 bp 片段，反應的流程

為 95℃、30 秒，64℃、30 秒，72℃、30 秒，30 個 cycle；72℃、10 分鐘，1 個 cycle。反

應完畢後，取 5 μl 終產物於 1%之洋菜膠上進行電泳分析。 

偵測 aadA 基因：使用的核酸引子 9、10 分別為 5'-GCGGTGATCGCCG AAG TATC GA 

CTC-3'、5'-GCCGACTACCTTGGTGATCTCGCC-3'，可產生出 800 bp 片段，反應的流程

為 95℃、30 秒，60℃、30 秒，72℃、30 秒，30 個 cycle；72℃、10 分鐘，1 個 cycle。反

應完畢後，取 5 μl 終產物於 1%之洋菜膠上進行電泳分析。 

偵測 daao 基因：使用的核酸引子 7、8 分別為 5'-GCTGGATCCATGGCTAAAATCGTT 

GTTATTGG-3'、5'-CATGGATCCCTAAAGGTTTGGACGAGTAA GAG C-3'，可產生出 1.1 kb 

片段，反應的流程為 94℃、3 分鐘，1 個 cycle；94℃、45 秒，58℃、30 秒，72℃、1 分

鐘，30 個 cycle；72℃、10 分鐘，1 個 cycle。反應完畢後，取 5 μl 終產物於 1%之洋菜膠

上進行電泳分析。 

偵測 AlaR 基因之引子 5、6 分別為 5'-GCGGGATCCATGAACTTGCT GACCACC-3'及

5'-GACCCGAGCTC TTAAAC ATAT G CGCGGAC-3'，可產生出 1100 bp 片段。反應流程

為 94℃ 2 分鐘；94℃ 30 秒；58℃ 30 秒；72℃ 90 秒，共進行 30 個 cycles，最後再進行

72℃ 10 分鐘 1 個 cycle。 

偵測 egfp 基因：使用的核酸引子 3、4 分別為 5'-ACCATGGTGAGCAAGGGCGAGG- 

3'、5'-CGCGGCCGCTTTACTTGTACAGC-3'，可產生出 750 bp 片段，反應的流程為 94℃、

3 分鐘，1 個 cycle；94℃、45 秒，58℃、30 秒，72℃、1 分鐘，30 個 cycle；72℃、10 分

鐘，1 個 cycle。反應完畢後，取 5 μl 終產物於 1%之洋菜膠上進行電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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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測 gus 基因：使用的核酸引子 1、2 分別為 5'-CCCTTATGTTACGTCCTATAGAAAC 

CC-3'、5'-TTGATTGTTTGCCTCCCTGCTGCGG-3'，可產生出 1.9 kb 片段，反應的流程為

94℃、3 分鐘，1 個 cycle；94℃、45 秒，50℃、30 秒，72℃、1 分 30 秒，30 個 cycle；

72℃、10 分鐘，1 個 cycle。反應完畢後，取 5 μl 終產物於 1%之洋菜膠上進行電泳分析。 

4. 反轉錄聚合酶連鎖反應(RT-PCR) 

本試驗使用 Fermentas 公司 RevertAidTM H Minus First Strand cDNA Synthesis Kit。反

轉錄反應 (First strand reaction) 的反應步驟：加入 0.01~5 μg RNA 及 1μL oligo (dT) primer 

solution，最後加入 DEPC 水至 12μL，充分混合於 65℃作用 5 分鐘後置於冰上冷卻。再

依序加入 4 μL reaction buffer、1 μL RNase Inhibitor、2 μL 10 mM dNTP mix、1 μL Reverse 

Transcriptase，充分混合於 42℃ 作用 1 小時，之後再移到 70℃作用 5 分鐘，即為 cDNA，

保存於-20℃。PCR 增幅採用 Thermo Hybaid 儀器來進行，PCR 反應液之總體積為 25 μL，

內含有 2 μL (1:1000 dilution) cDNA、1 μL primer solution、4 μL 2.5 mM dNTP mix、2.5 μL 

PCR buffer、Taq DNA polymerase，加入 DEPC 水至 25 μL，充分混合後進行 PCR 反應。

偵測 tag 基因的 PCR 反應條件為：94.0℃(5 分鐘)，1 個 cycle、再進行 94.0℃ (50 秒)，

58.0℃(50 秒)，72.0℃(1 分鐘)，共 35 個 cycle，最後進行 72.0℃(10 分鐘)，1 個 cycle。

終產物以 0.8%之洋菜膠進行電泳分析。 

 

 
結   果 

一、誘導水稻癒傷組織、基因槍轉殖、篩選及再生水稻植株 

將‘台農 67 號’水稻(Oryza sativa L. sub. Japonica)的成熟種子去除稻穀後，無菌播種培

養誘導癒傷組織(圖 2A)，培養 2~3 週後子葉盤誘導出的癒傷組織(圖 2B)，切下癒傷組織

置於播種培養基 1 週增殖癒傷組織(圖 2C)，此即為基因槍轟擊的水稻癒傷組織材料。基因

槍轟擊時，將水稻癒傷組織置於再生培養基，將其集中於培養皿中心直徑 2 公分的同心圓

範圍內(圖 2D)，隔天以 Biolistic® -PDS-1000/He Particle Delivery System 的基因槍於 28 in 

Hg、1,100 psi 的條件下，將轉殖載體轟擊到水稻癒傷組織表面。依照轉殖載體所攜帶的篩

選藥劑基因，癒傷組織轟擊後置於含有 50~100 ppm D-alanine 之再生培養基下進行篩選

2~3 個月(圖 2E)，未轉殖成功之培殖體逐漸褐化(圖 2F)；或癒傷組織轟擊後置於含有 100 

ppm streptomycin 之再生培養基下進行篩選 2~3 個月(圖 2G)，未轉殖成功之培殖體逐漸白

化(圖 2H)。未白化或褐化的植株生長到 4 公分左右，置入含有 100 ppm streptomycin 或 75 

ppm D-alanine 發根培養基，誘導發根(圖 2I)。根系生長正常之植株移出瓶外定植於塑膠杯

並套袋健化，健化完成之植株移入溫室種植(圖 2J)。 

 



 

 

 

-46- 

 

圖 2. 台農 67 號’水稻之成熟種子誘導癒傷組織、經基因槍轉移基因、篩選及誘導再生植

株之情形。(A ) 水稻種子無菌播種；(B) 種子發芽二週後，子葉盤誘導出癒傷組織；

(C) 癒傷組織增生；(D) 癒傷組織置於於培養皿中心 (2 cm)，進行基因槍轟擊；(E) 

轟擊後，以含 50~100 ppm D-alanine 的再生培養基進行篩選 (2~3 個月)；(F) 未轉

殖成功之培殖體逐漸褐化；(G) 轟擊後，以含 100 ppm streptomycin 的再生培養基

進行篩選 (2~3 個月)；(H) 未轉殖成功之培殖體逐漸白化；(I) 成活芽梢生長到約 4

公分，置入含有 100 ppm streptomycin 或 75 ppm D-alanine 發根培養基誘導發根；(J) 

發根後，移出瓶外定植及健化，移入溫室種植。 

Fig. 2. Regeneration of transplastomic rice (Oryza sativa L. ssp japonica, TNG 67) from callus. 

(A) rice seeds were germinated in vitro. (B) Calli were induced from scutellum. (C) 

Multiplication of the calli. (D) Calli were placed in the circle within a 2 cm radius for 

biolistic bombardment. (E) After biolistic bombardment, calli were cultivated in 

regeneration medium supplied with 50~100 ppm D-alanine (up to 2~3 month). (F) 

Non-transgenic explants gradually turned brown. (G) After biolistic bombardment, calli 

were cultivated in regeneration medium supplied with 100 ppm streptomycin (up to 2~3 

month). (H) Non-transgenic explants gradually turned bleaching. (I) Induction of root 

formation was performed in root-inducing medium supplied with 50~100 ppm D-alanine 

or 100 ppm streptomycin. (J) Transplastomic rice was grown in the green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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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轉殖再生水稻植株之基因及表現分析 

轉殖含有 AlaR、egfp、daao、gus、tga 及 aadA 基因的水稻植株 之 PCR 方法分析是

以 CTAB 法萃取甘藍轉殖株的總 DNA，經 PCR 方式，以引子 1、2，引子 3、4，引子 5、

6，引子 7、8，引子 9、10 或引子 11、12，分別偵測轉殖株是否含有 gus、egfp 及 AlaR、

daao、aada、tga 等基因。試驗結果顯示，經電泳膠片分離 PCR 產物後，共有 12 株轉殖

水稻可檢測到 tga 基因(圖 3A)，其餘 egfp (圖 3B)、gus (圖 3C)、aadA (圖 3D)、daao (圖

3E)及 AlaR (圖 3F)基因都沒有檢測到 DNA 產物。 

轉殖水稻植株之 RT-PCR 分析方法，是以 GeneMarkTM TriSolution Reagent Plus 萃取水

稻轉殖株的總 RNA。再使用 RevertAidTM HMinus First Strand cDNA Synthesis Kit 合成

cDNA，經 PCR 方式以引子 1、2，引子 3、4，引子 5、6，引子 7、8，引子 9、10 或引

子 11、12，分別偵測轉殖株是否含有 gus、gfp、AlaR、daao、aada、 tga 等基因之 mRNA。

試驗結果顯示經電泳膠片分離 PCR 產物後，只在轉殖水稻檢測到 tga mRNA (圖 4)，其餘 

egfp、gus、aadA、AlaR 及 daao 基因都沒有檢測到 mRNA 產物。 

 

 

討   論 

一、誘導水稻癒傷組織、基因槍轉殖、篩選及再生水稻植株 

本研究用來轉殖之培殖體為水稻癒傷組織，因為不是綠色組織所以葉綠體含量較葉

片少，大部分以原質體(proplastid)的形式存在。原質體體積較葉綠體小，在基因槍轟擊時

容易破裂死亡，進而降低轉殖成功的機率。不過 Maliga (1998)等人進行基因槍轟擊水稻

癒傷組織證實原質體能夠表現葉綠體啟動子基因(prrn)，與本試驗基因槍轟擊水稻癒傷組

織 gus 基因短暫表現(資料未顯示) 也有類似的結果，能夠偵測到帶有 rrn 啟動子之 gus

基因表現。 

經由基因槍轟擊後之癒傷組織使用 streptomycin 篩選濃度是參考 Maliga 等人報導

(2003, 2004)使用 100 ppm 於水稻再生植株，根部細胞的轉殖成功的質體(plastid)也會表現

轉殖基因，所以發根時也使用 100 ppm streptomycin 篩選。使用 streptomycin 篩選專一

性殺死植物細胞葉綠體，產生大量白化芽體與白化癒傷組織，少部分綠色芽體。將少部

分綠色芽體進行發根篩選，結果與水稻種子處理篩選藥劑試驗符合，根系對篩選藥劑較

為敏感少部分綠色芽體發根受抑制而死亡。使用 streptomycin 篩選最後獲得 14 株擬轉殖

株。使用 D-alanine 50~100 ppm 篩選大量癒傷組織褐化死亡，產生少部分綠色芽體，將

綠色芽體進一步發根篩選 75 ppm D-alanine 少部分芽體葉面與根部褐化死亡。使用

D-alanine 篩選最後獲得 28 株擬轉殖株。經過發根篩選的植株健化後移到溫室種植，此

時不再給予篩選壓力(D-alanine 或 streptomycin)，藉此誘發第二次同源重組使篩選基因剔

除，獲得不含篩選基因的轉殖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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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以擬轉殖水稻的葉片 DNA 為模板，使用獨特核酸引子進行聚合酵素鏈鎖反應之產

物，以電泳膠片分析 tga (A)、egfp (B)、gus (C)、aadA(D)、daao (E)、AlaR (F)基因

的情形。CK：未轉殖水稻。 

Fig. 3. PCR analysis of tga (A), egfp (B), gus (C), aadA(D), daao (E), and AlaR (F) genes in 

putative transplastomic rice. CK: untransformed rice.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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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以擬轉殖植株的葉片 RNA反轉錄之cDNA 為模板，使用的核酸引子 11、12，進行

聚合酵素鏈鎖反應之產物以電泳膠片分析 tga mRNA的情形。CK：未轉殖水稻。 

Fig. 4. RT-PCR analysis of tga mRNA in putative transplastomic rice. The parts of tga mRNA 

(0.8 kb) were amplified from plant RNAs by RT-PCR, and analyzed by electrophoresis. 

CK: untransformed rice. 

 

 

二、轉殖再生水稻植株之基因及表現分析 

PCR 分析結果顯示，以 streptomycin 篩選獲得 14 株擬轉殖株，有 4 株再生植株(EA6-1, 

GA3-2, GA5-5, GA5-7)，可偵測到轉殖的 tga 基因，未轉殖對照組(CK)則無 (圖 3)。

D-alanine篩選獲得28株擬轉殖株，有10株再生植株 (ED1-1, ED4-1, ER4-1, ED4-2, ED2-1, 

GR5-4, GR5-2, GR731, GD7-5, GR832)可偵測到轉殖的 tga 基因，未轉殖對照組(CK)則

無。幾乎所有可偵測到 tga 基因的轉殖再生水稻，都無法以 PCR 技術偵測到 daao、aadA

及 AlaR 等篩選基因，也無法偵測到 gus、egfp 等報導基因。PCR 分析可偵測到 tga 基因

的轉殖再生水稻，也大多可偵測的到 tga mRNA，但同樣的也無法以 RT-PCR 技術偵測

到 daao、aadA、AlaR、gus、egfp 等基因之 mRNA。 

推測可能原因為：(1)葉綠體同質率低，導致不是每次進行 PCR 的 DNA 樣本都含有

等量的轉殖葉綠體基因，(2)引子設計不良導致檢測的靈敏度降低，(3)發生啟動子(rrn)之

間同源重組，由於目標基因(tga)、報導基因(gus 或 eGFP)與篩選基因(aada、daao 或 AlaR)

都有獨立且相同的啟動子(rrn)，可能引發啟動子之間同源重組，導致基因缺失(Iamtham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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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00)。此有待進一步繁殖大量之同質轉殖葉綠體水稻後裔，設計引子，分析轉殖葉

綠體水稻的葉綠體基因組成，調查其轉穀氨醯胺酵素活性及特性，方能確認這些 tga 轉

殖葉綠體水稻的特性與身份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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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ransglutaminase (TGA) catalyses an acyl-transfer reaction in which the γ-carboxamide 

groups of peptide-bound glutaminyl residues are the acyl donors. Up to now, commercial TGA 

has been merely obtained from animal tissues. The complicated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procedure results in an extremely high price for the enzyme, which hampers a wide application 

in food processing.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the selective maker gene-free 

transplastomic rice as bioreactor to overproduce transglutaminase. In this study, the tga genes 

isolated from Streptomyces netropsis and construced transplastomic vectors were transferred 

into the rice (Oryza sativa L. cv. Tinung 67) plastids via particle gun mediated transformation. 

The results of PCR and RT-PCR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the tga gene is present in the 

chloroplast genome of transplastomic rice and expressed tga mRNA, while selective marker 

genes, daao, AlaR, and aada, were not detectable in the transplastomic rice.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it’s possible to overproduce the transglutaminase through the art of 

biotechnology of transplastomic rice with selective maker gene-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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