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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型胺基酸氧化酵素基因(daao)作為甘藍之農桿菌

基因轉殖法的篩選標誌基因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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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部份 D 型組態的胺基酸不能被植物所代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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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xidative deamination)。本研究探討利用 daao 基因作為轉殖植物篩選標誌基因之

應用潛力。本研究將篩選自三角酵母(Trigonopsis variabilis)中的 daao 基因及 nptII

基因為標誌基因，以 gus 及 egfp 為目標基因，利用農桿菌轉移法將攜帶上述基因

之質體 pCaPDAO-gus、pCaPDAO-egfp、pRPDAO-gus、pRPDAO-egfp 等，轉移到

'初秋'甘藍下胚軸。經 D-alanine 或 kanamycin 篩選並誘導、再生成植株。轉殖植

株以 PCR 分析之結果顯示，daao 及 nptII 等篩選標誌基因已存在於轉殖甘藍之基

因組中。GFP 綠色螢光及 GUS 活性染色分析的結果顯示 egfp 及 gus 等目標基因可

在轉殖甘藍中分別表現綠色螢光及藍色反應。本研究顯示 D-alanine 的篩選系統在

農桿菌介導的甘藍轉殖是可行的，並已初步完成建立甘藍之 D-alanine 篩選系統。

由於甘藍培殖體對 kanamycin 之忍受毒害濃度的高敏感性，因此發展 D-alanine 的

篩選系統，在植株外觀的篩選比 kanamycin 篩選的優點更顯而易見。 

 

 
前   言 

植物基因轉殖技術包含三個過程：(1)基因轉移進入植物基因組中，(2)篩選轉殖細胞，

(3)轉植株再生。而篩選標誌基因(selectable marker gene) 有助於可能的轉殖株 (putative 

transformants)或細胞於轉殖後，快速被篩選出來。目前至少有 50 種標誌基因被利用於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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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植物的學術研究中，或是進行作物生技的改良。目前常用的篩選標誌基因主要有兩大

類：抗抗生素基因和抗除草劑基因。常用的抗抗生素基因包括 neomycin phosphotransferase 

II (nptII)基因與 hygromycin phosphotransferase (hpt) 基因等；而常用的除草劑抗性酵素基

因有 phosphinothricin acetyltransferase (bar) 基因以及 5-enol- pyruvyl shikimate-3-phosphate 

synthase (epsps) 基因等。基因產品開發至今一直存在著爭議，目前被廣泛應用於轉殖作物

篩選上的抗抗生素及抗除草劑標誌基因，會因環境生態及生物安全性的考量，將面臨減少

或無法使用的命運，因此尋找新的轉殖作物標誌基因，已成為刻不容緩的重要課題。 

除了 glycine 外，胺基酸具有 D 型和 L 型兩種光學異構物。L 型組態的胺基酸被發現

與動植物組織內的胺基酸同型，L 型組態的胺基酸被認為與動植物生化反應較相容，且構

成蛋白質的胺基酸都屬於 L 型(除苯丙氨酸可以 DL-苯丙氨酸形式出現)，而 L 型胺基酸氧

化酵素只能氧化 L 型胺基酸；D 型胺基酸氧化酵素(D-amino acid oxidase)只能氧化 D 型胺

基酸。D 型胺基酸氧化酵素 (D-amino acid oxidase，簡稱 DAAO, E.C. 1.4.3.3) 能催化 D 型

胺基酸的脫胺氧化反應 (oxidative deamination)，產生胺及 β型酮酸 (β-keto acid)，並同時

把氧還原為過氧化氫 (Konno and Yasumura, 1992 )。DAAO 廣泛存在於各種生物體內，

如：動物組織、細菌、酵母菌及真菌。其中三角酵母菌 Trigonopsis variabilis 是於 1962 年

首次發現具有 DAAO 活性的微生物 (Sentheshanmuganathan and Nickerson, 1962)。 

Erikson 等人(2004)研究發現，以 DAAO 為篩選標誌，對阿拉伯芥轉殖株處理 D 型胺

基酸進行篩選，相較於目前最常使用的 kanamycin 篩選法，以 dao1 為篩選標誌基因之阿

拉伯芥，可於發芽後即進行視覺篩選且無中間型的出現，但以 kanamycin 篩選則有中間型

的產生。若將轉殖 dao1 篩選標誌基因之植物，以 50 mM 的液體 D-amino acid 作為篩選藥

劑，直接噴施於植體上，同樣有具篩選的功效。若能將 da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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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胺基酸的培養基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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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作為具安全性及便捷

的植物轉殖的篩選標誌基因(Erikson et al., 2004)。 

本研究室的試驗結果顯示 15~20 mM 的 D-alanine 會抑制甘藍及水稻等作物的發芽

及導致幼苗與癒傷組織死亡。中興大學分子生物研究所分生所楊明德博士的實驗室已自三

角酵母菌中篩選出 daao 基因。本研究因此以甘藍為材料，探討利用 daao 基因作為轉殖植

物之篩選標誌基因之應用潛力。本研究之目的為：本研究之目的為：(一)、建立以 daao 基

因作為甘藍之農桿菌基因轉殖法的篩選標誌基因系統，(二)、比較 daao 基因及 nptII 基因

作為甘藍之農桿菌基因轉殖法的篩選標誌基因之優劣。 

 

 
材 料 與 方法 

一、 供試材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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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因轉殖之植物材料 

本試驗以'初秋'(K-Y cross)品種之甘藍(Brassica oleracea L. var. capitata L.)做為基因轉

殖之材料。將其種子以 70%酒精清洗 30 秒，再以 2.5%次氯酸鈉表面滅菌 15 分鐘後無菌

水清洗三次，無菌播種於含有 3%蔗糖與 0.8%洋菜膠(agar)的 MS 基本培養基。培養條件

為 25/20℃(D/N)，光強度 150 μE/m2· sec，16 小時光週期，培養 5 天後，取其下胚軸做為

農桿菌基因轉殖之材料。 

 (二)、轉殖之基因及載體 

本試驗轉移的 D 型胺基酸氧化酵素基因 (daao)篩選自三角酵母菌 Trigonopsis 

variabilis，daao 基因及轉殖載體均由中興大學分子生物學研究所楊明德老師的實驗室所選

殖及構築，daao 基因。四種轉移載體分別為：1. pCaPDAO-gus：同時具有以 CaMV 35S

啟動子及 nos 終結子的 daao 與 gus(β-glucuronidase)基因、2. pRPDAO-gus：同時具有以 rbcS 

(Rubisco small subunit) 啟動子及 nos 終結子的 daao 與 gus 基因、3. pCaPDAO-egfp：同時

具有以 CaMV 35S 啟動子及 nos 終結子的 daao 與 egfp (enhanced 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

基因、4. pRPDAO-egfp：同時具有以 rbcS (Rubisco small subunit)啟動子及nos終結子的daao

與 egfp 基因。 

二、 方法 

(一)、甘藍之農桿菌基因轉殖及篩選 

切取無菌播種後 5 天之甘藍下胚軸(0.3-0.5 公分)置於感染液(MS 培養基含有 3% 

sucrose、0.4 g/L 之 MES、0.5 mg/L 之 BA、0.05 mg/L 之 picloram 與 0.5 mg/L 之 AgNO3、

pH 5.8)中，加入 70-90 μl 三親交配後的農桿菌液(培養於 28℃約 18-24 小時，OD600 之值

為 0.8-1.0)，於 28℃共同避光培養 48-72 小時。經感染後的下胚軸以含有 500-1000 mg/L 

carbenicillin 的感染液清洗 20 分鐘 3-5 次，以殺死植物材料表面的農桿菌。再將植物材料

置於濾紙上吸乾殘液，最後將感染後的植物材料培養於含有 500 mg/L carbenicillin 的甘藍

再生培養基(MS 培養基含有 3% sucrose、0.4 g/L 之 MES、0.5 mg/L BA、0.05 mg/L picloram、

0.5 mg/L AgNO3、0.7-0.8% agar, pH 5.7-5.8)，培養條件為 25/20℃(D/N)，光強度為 150 

μE/m2·sec，16 小時光週期，每隔 30 天繼代培養一次，待芽體長出後將其切下並去除下胚

軸，移至含有 250 mg/L carbenicillin 的發根培養基(MS 培養基含 1.5% sucrose、0.7-0.8% 

agar, pH 5.7-5.8)，待植株高度至 3-5 公分並發根後進行篩選試驗。 

(二)、植物總 DNA 萃取 

根據 Muttler (1987) 的方法予以改良，秤取 2.5~4 g 的甘藍葉片組織，以液態氮急速

冷凍組織後，迅速研磨成粉末狀，加入 10 ml 萃取液 (0.7 M NaCl, 1% CTAB, 10 mM EDTA, 

2% β-meraptoethanol, 50 mM Tris-HCl pH8.0) 振盪混合均勻後，置於 60~65℃水浴 1-1.5 小

時。經回溫後加入等體積 phenol：chloroform：isoamylalcohol (25:24:1, pH 8.0)混合均勻，

以 4℃，12,000 rpm (Sigma 2K15, rotor 1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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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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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mM EDTA, pH 8.0)緩衝液回溶 DNA。萃取完成的植物 DNA，經分光光譜吸收儀定量，

貯存於-20℃中以供之後的試驗。 

(三)、轉基因植物之聚合酵素鏈鎖反應分析 

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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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ng)為模板，PCR 總反應體積為 25 μl，包含有 1 倍 reaction buffer、dNTPs (0.2 mM 

each)、引子(1 μM)及 0.5U ExtagTM DNA polymerase(Toyobo, Japan)，反應時置於 DNA 聚

合酵素鏈鎖反應器(Peltier Thermal cycler, PTC-200; MJ Research, INC)中。 

偵測 npt II 基因之引子為 5’-TCAGAAGAACACGTCAAGAAGAAGG-3’ (NPTII R)及

5’-ATGATTGAACAAGATTGCCAC-3’ (NPTII F)，可增幅 795 bp 之 npt II 基因片段。反應

流程為 94℃ 5 分鐘; 94℃ 30 秒; 58℃ 30 秒; 72℃ 90 秒，共進行 35 個 cycles，最後再進行

72℃ 10 分鐘 1 個 cycle。 

偵測 daao 基因之引子為 5'-ATGGCTAAAATCGTTGTTATTGGTGCC-3' (DAAO-1)及

5'-CTAAAGGTTTGGACGAGTAAGAGCCTC-3' (DAAO-2)，可增幅 1,071 bp 之 daao 基因

片段。反應流程為 94℃ 5 分鐘; 94℃ 30 秒; 58℃ 30 秒; 72℃ 90 秒，共進行 35 個 cycles，

最後再進行 72℃ 10 分鐘 1 個 cycle。 

(四) GFP 綠色螢光及 GUS 活性染色分析 

選取 CaDAO-egf 及 RDAO-egfp 轉殖甘藍葉片，利用冷光螢光數位影像系統(Kodak 

Image Station 4000MM)，經藍光 430~500 nm 照射並曝光 20 秒後，偵測 GFP 綠色螢光發

散的情形。 

選取 CaDAO-gus 及 RDAO-gus 轉殖甘藍，進行 GUS 活性染色分析。將欲分析之材料

浸漬於 GUS 分析緩衝液中 [2mM XGluc (5-bromo-4-Chloro-3-indoyglucuronid);100mM 

sodium phosphate (pH 7.0);10mM EDTA;0.5mM K3Fe(CN)6 (Potassium ferrocyanide); 

0.5mM K4Fe(CN)6 (Potassium ferrocyanide); 0.1% Tritone X-100]，真空抽氣 30 分鐘後，靜

置於 37℃黑暗處理 12-16 小時，再以 70%酒精褪去組織葉綠素數次，並觀察 GUS 活性之

藍色反應。 

 

 
結   果 

一、pCaPDAO-gus、pCaPDAO-egfp、pRPDAO-gus、pRPDAO-egfp 質體轉殖到`初秋´甘藍 

(一)、以未發根再生芽梢進行`初秋´甘藍轉植株之篩選 

統計轉殖四種質體之未發根再生芽梢培養在含有 20 ppm kanamycin 的再生培養基，

生長 30 天後，芽梢成活的百分率為 12~25%，平均為 20.6% (表 1)；而培養在含有 5 mM 

D-alanine 者，則平均為 48.8%。若以 25ppm kanamycin 來篩選，則所有再生芽梢均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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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6 mM D-alanine 來篩選，則芽梢成活的百分率為 24~53%，平均為 30.6%。此結果顯示

kanamycin 及 D-alanine 對殺死甘藍再生芽梢的絕對濃度是在極狹窄的範圍，特別是

kanamycin，增加少量濃度，甘藍培殖體極可能完全被它殺死；而甘藍培殖體對 D-alanine

之忍受殺傷濃度則不是那麼敏感。但也可能獲得耐 D-alanine 之甘藍再生芽梢未有轉殖目

標基因的機率也增加 (escape plants)。 

 

表 1. 經農桿菌轉殖 pCaPDAO-egfp、pRPDAO-egfp、pCaPDAO-gus、pRPDAO-gus 等質體

之'初秋'甘藍下胚軸的未發根再生芽梢，培養在含有 20 及 25 ppm kanamycin 或 5

及 6 mM D-alanine 的再生培養基，生長 30 天後，芽梢成活的百分率。 

Table 1. Survival percentages of regenerated shoots without rooting of 'K-Y cross' cabbage via 

Agrobacterium-mediated transformation grown on the regeneration medium containing 

20 and 25 ppm kanamycin or 5 and 6 mM D-alanine for 30 days. The transferred 

plasmids included pCaPDAO-egfp, pRPDAO-egfp, pCaPDAO-gus, and pRPDAO-gus. 

Plasmids 
20 ppm kanamycin 25 ppm kanamycin 

篩選 
總數 

死亡 
數目 

芽梢成 
活率(%) 

篩選 
總數 

死亡 
數目 

芽梢成 
活率(%) 

pCaPDAO-egfp  35  27  22.9 15  15  0  

pCaPDAO- gus  77  65  11.6 10  10  0 

pRPDAO-egfp  67  50  25.4 9  9  0  

pRPDAO-gus  73  58  20.6  9  9  0 

總計 252 200 20.6 43 43 0 

 

Plasmids 
5 mM D-alanine 6 mM D-alanine  

篩選 
總數  

死亡 
株數  

芽梢成 
活率(%)

篩選 
總數  

死亡 
株數  

芽梢成 
活率(%)

pCaPDAO-egfp  41  21  48.8  36  25  30.6  

pCaPDAO- gus  16  6  62.5 17  8  52.9 

pRPDAO-egfp  71  28  60.6  55  42  23.6 

pRPDAO-gus  96  38  60.4   99  46  53.5 

總計 41  21  48.8  36  25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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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發根之再生芽梢進行`初秋´甘藍轉殖株之篩選 

由於以稍微較 5 mM D-alanine 或 20 ppm kanamycin 濃度高所篩選成活之之未發根再

生芽梢的後續誘導發根及植株生長甚不易，因此本研究也進行農桿菌感染下胚軸，誘導芽

梢再生及發根後，再進行 kanamycin 或 D-alanine 之篩選。 

由於在先前的測試適當的 D-alanine 濃度，作為篩選 daao 轉殖芽梢之用的試驗中發

現，篩選 daao 轉殖芽梢的適當 D-alanine 濃度介於 5 mM 及 10 mM 之間。因此本部份的

試驗採用 7.5mM D-alanine 來篩選 daao 轉殖芽梢。意外的也發現以 kanamycin 篩選發根再

生甘藍芽梢，其濃度要達 100 ppm 才出現新葉白化的現象。以 100 ppm kanamycin、7.5 mM 

D-alanine 及未經藥劑篩選(CK)之 30 天的過程中，培殖體外觀呈現六種典型的變化 (表

2)。1. 未經藥劑篩選之發根再生芽梢，100%的參試芽梢均有持續生長的情形，且新葉不

會有白化現象；2, 以 100 ppm kanamycin 篩選者，所有植物皆持續生長，但有 40.8%的新

葉不白化；3. 以 100 ppm kanamycin 篩選者，59.2%的新生芽梢則逐漸白化；4. 以 7.5 mM 

D-alanine 篩選，有 54.4%的芽梢生長受到抑制但也不死亡；5. 29.1%的甘藍有明顯逐漸凋

亡的情形，在 30 日時生長點仍存活不死亡；6. 另外 16.46%則明顯凋亡且褐化致死。本試

驗將第二至第五型的培殖體的成活再生植株馴化，移出瓶外定植，進行基因檢測與分析。 

 

表2. 經農桿菌轉殖pCaPDAO-egfp、pRPDAO-egfp、pCaPDAO-gus、pRPDAO-gus等質體

之'初秋'甘藍下胚軸的再生芽梢發根後，培養在含有100 ppm kanamycin、7.5 mM 

D-alanine的再生培養基，生長30天後之情形的統計分析。CK：未添加篩選藥物之對

照組。 

Table 2. Analysis of regenerated shoots with roots of 'K-Y cross' cabbage via Agrobacter- 

ium-mediated transformation grown on the regeneration medium containing 100 ppm 

kanamycin and 7.5 mM D-alanine for 1, 10, 20, and 30 days. The transfer plasmids 

included pCaPDAO-egfp, pRPDAO-egfp, pCaPDAO-gus, and pRPDAO-gus. CK: 

without addition of screening chemicals into the culture medium.  

培殖體生長情形 
CK 

Kanamycin 
100 ppm 

D-alanine 
7.5 mM 

株數/總株數 (%) 

持續生長、新葉未白化 19/19 (100.0) 20/49 (40.8) 0 

持續生長、新葉白化 0 29/49 (59.2) 0 

生長受抑制 0 0 43/79 (54.4) 

逐漸凋亡、但未死亡 0 0 23/79 (29.1) 

逐漸凋亡死亡 0 0 13/79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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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轉殖甘藍植株之基因及表現分析 

(一) 聚合酶連鎖反應分析轉殖植株 

因為四種轉殖載體上均帶有 nptII 基因，因此 PCR 分析轉殖植株是否含有 nptII 基因，

以輔助轉殖植株的篩選。圖 1 為以 PCR 分析轉殖 pCaPDAO-egfp 與 pRPDAO-gus 等質體

之`初秋´甘藍葉片之 nptII 基因的一個代表性例子，圖中顯示經電泳膠片分離 PCR 產物後，

CaDAO-egfp-27、30 及 RDAO-gus-3、30 等轉殖植株可獲得預期的約 0.8 kb 之 nptII 片段，

雖然有些轉殖植株的條帶則較淡，未轉殖植株則無條帶 (CK)。 

萃取轉殖甘藍植株葉片之 DNA，以 daao 基因特定設計之引子(DAAO-1 及 DAAO-2)，

進行 PCR 反應。若再生植株有轉殖之 daao 基因，則可在電泳膠片上顯現出約 1.08 kb 之

條帶，而對照組及未轉移成功之植株則無此條帶產生。圖 2 為以 PCR 分析轉殖 daao 基因

甘藍之一代表性例子。試驗結果顯示四種轉殖組合之再生植株均可偵測到預期之 1.08 kb

的 daao 基因片段。經 PCR 初步篩選轉殖植株，共獲得 1 株 CaDAO-gus 轉殖甘藍(3)、2

株 RDAO-gus 轉殖甘藍(26、39)，4 株 CaDAO-egfp 轉殖甘藍(27、40、41、42)、1 株 RDAO-egfp 

(70)轉殖甘藍，共 8 株。其中 RDAO-gus-26、RDAO-gus-39 及 CaDAO-egfp-41 等轉殖甘

藍為源自以未發根再生芽梢進行篩選成活的轉殖植株。 

 

圖 1. 經農桿菌轉殖 pCaPDAO-egfp 與 pRPDAO-gus 等質體之'初秋'甘藍葉片，以 NPTII-R 

及 NPTII-F 為引子，經 PCR 反應分析 npt II 基因之情形。CK：未轉殖`初秋´甘藍。 

Fig. 1. PCR analysis of npt II gene in regenerated 'K-Y cross' cabbage after transformation with 

pCaPDAO-egfp and pRPDAO-gus plasmids via Agrobacterium tumefaciens. DNA 

fragment of npt II (0.8 kb) was amplified from a leaf DNA of regenerated cabbage using 

primers NPTII-R and NPTII-F and analyzed with electrophoresis on agarose gel. CK: 

nontransformed cabb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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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經農桿菌轉殖 pCaPDAO-egfp、pRPDAO-egfp、pCaPDAO-gus、pRPDAO-gus 等質體

之'初秋'甘藍葉片，以 DAAO-1 及 DAAO-2 為引子，經 PCR 反應分析 daao 基因(1.08 

kb)之情形。CK：未轉殖`初秋´甘藍。 

Fig. 2. PCR analysis of npt II gene in regenerated 'K-Y cross' cabbage after transformation with 

pCaPDAO-egfp, pRPDAO-egfp, pCaPDAO-gus, and pRPDAO-gus plasmids via 

Agrobacterium tumefaciens. DNA fragment of daao (1.08 kb) was amplified from a leaf 

DNA of regenerated cabbage using primers DAAO-1 and DAAO-2 and analyzed with 

electrophoresis on agarose gel. CK: nontransformed cabbage. 

 

 

(二) GFP 綠色螢光及 GUS 活性染色分析 

選取 43 株 CaDAO-egf 及 RDAO-eg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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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株轉殖甘藍，

照射藍光(430-500 nm)後可看到發散綠色螢光(圖 3)，以 2 株 RDAO-egfp (82、74) 及 2 株

CaDAO-egfp 轉殖甘藍(69、58)的綠色螢光發散為最強烈，而對照組(CK)則無發散綠色螢

光。選取 41 株 CaDAO-gus 及 RDAO-gus 轉殖甘藍，進行 GUS 活性染色分析。其代表性

之 GUS 活性的藍色反應及未能偵測到其反應之結果如圖 4 所示。大致上可分為三種類型，

具強 GUS 活性的藍色反應者佔 22%，中等至弱反應者佔 34%，無 GUS 活性的藍色反應

者佔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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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以冷光螢光數位影像系統  (Kodak Image Station 4000MM)檢測經農桿菌轉殖

pCaPDAO-egfp 及 pRPDAO-egfp 質體之'初秋'甘藍葉片。轉殖甘藍照射藍光發散綠

色螢光(左)及照射一般白光(右)之比較，對照組(CK)則無發散綠色螢光。 

Fig. 3. Comparison of fluorescence (left) and brightfield (right) images of regenerated 'K-Y 

cross' cabbage after transformation with pCaPDAO-egfp, and pRPDAO-egfp plasmids 

via Agrobacterium tumefaciens. CK: nontransformed cabb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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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農桿菌轉殖 pCaPDAO-gus 及 pRPDAO-g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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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Gus histochemical staining of the regenerated 'K-Y cross' cabbage after transformation 

with pCaPDAO-gus, and pRPDAOgus plasmids via Agrobacterium tumefaciens. CK: 

nontransformed cabbage. 

 

 
討   論 

一、Kanamycin 及 D-alanine 應用在篩選轉殖甘藍 

NptⅡ基因產物經由 neomycin phosphotransferase 發生磷酸化反應使氨基糖苷類抗生

素(例如 kanamycin)失去作用，因而解除毒性。因為 kanamycin 能阻礙一般植物細胞葉綠

體及線粒體的蛋白質合成，引起植物綠色器官的黃化，最終導致植物細胞的死亡。而轉基

因植物由於含有抗 kanamycin 的基因 (nptⅡ)，因而抑制了 kanamycin 的作用，所以經由

kanamycin 轉殖體就很容易從非轉轉殖體中篩選出來。一般說來，單子葉植物對 kanamycin

的敏感程度較雙子葉低，因此對單子葉植物在篩選過程中的篩選濃度要較雙子葉高。例如

水稻癒傷組織的篩選濃度為 500 ppm，由於 kanamycin 毒性太高會對轉殖細胞造成傷害，

所以 kanamycin 一般在單子葉植物中應用較少，而雙子葉植物中要相對較多。大豆的子葉

做基因轉殖的材料使用濃度為 200 ppm、馬鈴薯使用 75 ppm 、番茄使用 100 ppm 等都有

報導成功獲得抗 kanamycin 的轉基因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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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藍轉殖時，依受體組織的不同，使用kanamycin來篩選轉殖體從10 ppm至200 ppm

等都有報導。本研究使用20 ppm來篩選未長根的甘藍芽梢，100 pm來篩選已長根的甘藍芽

梢，都有許多'逃脫芽梢'的出現。25 ppm則造成未長根的甘藍芽梢全數死亡，顯示kanamycin

對甘藍未長根的培殖體的敏感度是很高，可是發根後的培殖體則大大降低其敏感性。未來

有必要建立不同甘藍組織為受體對kanamycin的敏感性的比較，將有助於瞭解'有無根系影

響敏感kanamycin'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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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kson 是以 3 mM 

D-alanine 或 3 mM D-serine 來篩選 daao 之轉殖阿拉伯芥種子，但對其他植物培殖體為基

因轉殖受體，則未有報導。本研究結果顯示篩選 daao 轉殖甘藍之未發根芽梢的適當

D-alanine 濃度介於 5 mM 及 10 mM 之間，然而高濃度的 D-alanine 影響再生芽梢後續的發

根及生育甚鉅。以 7.5 mM D-alanine 來篩選 daao 轉殖已發根芽梢，則以芽梢生長受到抑

制但也不死亡及芽梢明顯逐漸凋亡，但在 30 日時生長點仍存活不死亡為主要成活的培殖

體。顯示甘藍培殖體對 D-alanine 之忍受殺傷濃度可能不是那麼敏感，因此會獲得耐

D-alanine 之甘藍再生芽梢未有轉殖目標基因的機率也增加(escape plants)。 

二、甘藍之再生過程 

本實驗室已建立了穩定的甘藍下胚軸再生，以播種後五天大之甘藍下胚軸作為培殖體

進行農桿菌液體基因轉殖，感染30日後就能以肉眼觀察到芽體再生，感染後45天至60天可

將甘藍再生芽體單株分離，再使其發根或進行篩選試驗。 

轉移D-胺基酸氧化酵素基因 (pCaPDAO-gus、 pCaPDAO-egfp、 pRPDAO-gus 、

pRPDAO-egfp)至甘藍細胞中，感染後的甘藍培殖體移至含有carbenicillin之再生培養基防

止農桿菌再生，1週後於切口處開始形成癒傷組織，顯示五天大之下胚軸細胞有旺盛的分

化能力。1個月後芽體被誘導發生，經觀察絕大部分的再生芽體皆行器官分化的方式發生，

相對於體胚發生，器官分化雖能快速獲得許多再生苗，但卻容易造成嵌合(chimera)的轉基

因植物。當芽體可以肉眼辨識後，以解剖刀取下單一芽體個別培養，此作法雖繁複但有利

於篩選時的判別。待芽體長至一定大小 (1-1.5 cm)後，可移至發根培養基進行發根之誘

導，待根系延展可見即可進行篩選試驗。試驗進行20日後，未篩選者有明顯生長之情形。

以7.5 mM D-alanine篩選者，由下位葉開始有明顯凋亡之現象發生，且其根系皆無明顯延

伸與分化。選取存活並帶有根系者出瓶健化，建議先浸泡稀釋10倍之抗菌劑或市售農藥15

分鐘，沾取發根粉再種植於土壤，套袋健化。健化完成後定植於溫室栽培，以秋冬兩季的

生長情形最好，且病蟲害較少。 

三、轉殖甘藍植株之基因及表現分析 

以 PCR 分析轉殖 pCaPDAO-egfp 與 pRPDAO-gus 等質體之'初秋'甘藍葉片之 nptII 基

因的結果顯示可獲得預期的約 0.8 kb 之 nptII 片段，雖然有些轉殖植株的條帶較淡，未轉

殖植株則無條帶。以 PCR 分析轉殖 daao 基因之試驗結果顯示四種轉殖組合之再生植株均

可偵測到預期之 1.08 kb 的 daao 基因片段。本研究也嘗試分析 gus 及 egfp 基因的 PCR 檢



 

 

 

-48- 
 
 

測，初步並不能偵測到預期條帶的出現。此有待進一步探討其原因及技術的改進。 

然而偵測 GFP 綠色螢光發散的情形果顯示有 7 株轉殖甘藍，照射藍光(430-500 nm)

後可看到發散綠色螢光，約佔 16%的 CaDAO-egfp 及 RDAO-egfp 轉殖甘藍植株。進行

CaDAO-gus 及 RDAO-gus 轉殖甘藍之 GUS 活性染色分析，有 56%的轉殖植株具 GUS 活

性的藍色反應。 

本研究初步建立以 D-alanine 篩選未發根再生芽梢及已發根再生芽梢甘藍的篩選系

統。在 nptII 及 daao 基因之 PCR 分析結果，已確認其基因已插到甘藍植株染色體，明顯

的 GFP 綠色螢光及 GUS 活性的藍色反應，顯示 D-alanine 的篩選系統在農桿菌介導的甘

藍轉殖是可行的，雖然還有一些證據及精細的實施方法有待去完成及實現。即使 D-alanine

和 kanamycin 的篩選，雖得到相似的甘藍轉殖頻率，然而因為甘藍培殖體對 kanamycin 之

忍受殺傷濃度是很敏感，因此發展 D-alanine 的篩選系統，在植株外觀上卻比 kanamycin

篩選更顯而易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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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D-Amino Acid Oxidase Gene (daao) as the Selectable 
Marker Gene for Cabbage (Brassica oleracea L. var. capitata L.) 

via Agrobacterium Mediated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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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daao gene was separated from the yeast Trigonopsis variabilis, encod D-amino acid 

oxidase (DAAO). The daao were transfer into cabbage and Arabidopsis thaliana as a selectable 

marker substituted for resistance gene when genes recombin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reaserch 

is (1) using D-amino acid oxidase gene (daao) as the selectable marker gene for cabbage via 

agrobacterium mediated transformation. (2) Pros and cons of the two methods with daao and 

nptII gene as the selectable marker gene for cabbage via agrobacterium mediated 

transformation. 

Cabbage explants were selected with kanamycin antibiotic or D-alanine agent by tissue 

culture, some of plantlets were harbored the selectable marker gene which is daao or nptII gene 

conformed by PCR analysis. The egfp or gus target gene displaied in cabbage plantlet were 

conformed by gfp fluorescence assay and gus histochemical stain. 

These result show that D-alanine selectable system is a feasible scheme for cabbage 

transformation via agrobacterium medi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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