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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量表現及 RNA 靜默之 Fibrillin 與 CHRC 基因

的轉殖載體之構築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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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將 fibrillin 及 CHRC 基因構築成過量表現及 RNAi 抑制兩種形式，

並黏接於帶有 CaMV35s 啟動子(持續性表現)及 AP1 啟動子(花朵專一表現)之植物

基因轉殖載體 pCambia 1304 上。轉殖載體以 mgfp 及 gusA 為報導基因，以 hptII

為篩選基因，總共完成五種植物轉殖載體的構築：p1304-Fib、p1304-Fib-IN、

p1304-AP1-Fib-IN、p1304-CHRC-IN 及 p1304-AP1-CHRC-IN。構築的載體以農桿

菌法注入到扇形文心蘭的短暫性表現分析結果，顯示構築反向 fibrillin 與 CHRC 重

複結構 (RNAi 抑制)，確實能造成非常有效率的 RNA 靜默，導致降低扇形文心蘭

之花朵類胡蘿蔔素的累積，使花色變淡。 

 

 

前   言 

Fibrillin (原纖維蛋白)是一類與質體相關的脂連接蛋白，廣泛存在于單子葉和雙子葉

植物中，具高度保存性。Deruère et al. (1994)等首先在甜椒果實的色質體 (chromoplast)中

鑑定出該類蛋白 (32kDa)，發現它與色質體中類胡蘿蔔素的累積以及原纖維素fibril的結構

組裝有關，因此命名為Fibrillin。Fibrillin的功能主要是在色質體中類胡蘿蔔素積累時進行

均分，避免類胡蘿蔔素雜亂分佈，與包圍在類胡蘿蔔素外的極性脂質作用。Fibrillin在電

顯觀察下為中空的纖維狀結構，主要位於色質體膜上。另外，檢視Fibrillin蛋白之cDNA序

列發現，其尾端帶有一段色質體的訊號肽 (transit peptide)，因此Fibrillin蛋白為細胞核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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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蛋白，再轉運進入色質體中儲存。在其他高等植物的色質體和葉綠體中亦發現了此類蛋

白的同源物。在黃瓜的花冠中發現的CHRC (chromoplast-specific carotenoid-associated 

protein, 35kDa) (色質體專一的胡蘿蔔素結合蛋白) 與Fibrillin的核酸序列具59%同源性，胺

基酸序列具有64%一致性，參與類胡蘿蔔素的均分過程，並且受GA的誘導 (Vishnevetsky et 

al, 1996)。在馬鈴薯葉子中發現了一類乾旱誘導的葉綠體蛋白 (chloroplast drought stress 

protein, CDSP )，其中一種分子量為34 kDa的蛋白對ABA和強光高度敏感，並能在氧化壓

力下迅速增加 (Gillet et al., 1998)。在甘藍型油菜中，命名為PAP ( plastid associated 

protein)，與油質體相關 (Kim et al., 2001)。溫州蜜柑的花、葉和果實中也存在Fibrillin同源

蛋白CitPAP (Moriguchi et al., 1998)。在菜豆中發現的類似物命名為PG (plastoglobulin) 

(Kessler et al., 1999)。此外，在阿拉伯芥和玉米中也發現了Fibrillin基因(Vishnevetsky et al., 

1999; Bréhélin et al., 2007)。 

Fibrillin55 基因為本實驗室自彩色辣椒果實中篩選出來的(蔡，2004)，CHRC 基因為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園生產系陳福旗教授的實驗室自文心蘭 (南西) (Oncidium ‘Gower 

Ramsey’)花朵中選殖出來的 (溫，2007)。Fibrillin 及 CHRC 為類胡蘿蔔素結合蛋白，除了

與植物果實及花朵中之類胡蘿蔔素儲存成脂蛋白的構造有密切的關係之外，亦與對抗植物

的生物與非生物逆境、避免光氧化破壞、及受荷爾蒙誘導等反應有關(Leitner-Dagan et al., 

2006; Bréhélin et al., 2007 )。本研究擬將 fibrillin 及 CHRC 基因構築成過量表現及 RNAi 之

轉殖載體，以作為它日利用基因工程，轉殖到花卉作物，使花朵之類胡蘿蔔素累積受到干

擾，而獲得不同花色之植株。 

 

 

材 料 與 方 法 

一、試驗材料 

本試驗材料為扇形文心蘭(Erycina pusilla) 成株，將帶有花苞或花朵之扇形文心蘭成

株，以農桿菌注入法將農桿菌送入植株中。 

二、基因轉殖載體之構築 

本實驗構築所用之 fibrillin 基因(Fib)是由本實驗室自五彩辣椒中所選殖出來(蔡，

2004)。而 CHRC 基因(CHRC)則是從文心蘭(南西)中所選殖，再將其構築到農桿菌表現載

體 pCambia 1305.3，形成 p1305.3-CHRC 載體，由屏科大陳福旗老師所提供。 

本研究先將 Fib 及 CHRC 基因構築到適用於農桿菌法基因轉殖之植物基因轉殖載體。

其主要構築策略為將 Fib 及 CHRC 基因，利用分別含有限制酵素 KpnI/SacI 及 MluI/XbaI

切位的引子以 PCR 增幅之後，接在啟動子 CaMV35S 及 AP1 啟動子的下游，構築載體為

pCambia 1304，帶有 mgfp-gusA 報導基因及 hptII 篩選基因。構築成 p1304-Fib、p1304-Fib- 

IN、p1304-AP1-Fib-IN、p1304-CHRC-IN 及 p1304-AP1-CHRC-IN 等五個植物轉殖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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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方法 

(一)、小量質體 DNA 之萃取 

取 1 ml 之培養菌液分裝於微量離心管中，以 12,000 rpm 離心 1 分鐘，去除上清液。

菌體加入 200 μl 的 PD1 Buffer (使用前加入 RNase A)，劇烈震盪使菌體懸浮於溶液中。再

加入 200 μl 的 PD2 Buffer，以手搖晃緩慢混合 10 次，並於室溫下靜置兩分鐘，使菌體細

胞破裂。再加入 300 μl 的 PD3 Buffer，再次搖晃混合 10 次，以 12,000 rpm 離心 3 分鐘，

吸取上清液至已放入 Collection Tube 的 PD Column 中，以 12,000 rpm 離心 1 分鐘。去除

廢液，加入 400 μl 的 W1 Buffer，再以 12,000 rpm 離心 1 分鐘，去除廢液，加入 600 μl 含

有酒精的 Wash Buffer，12,000 rpm 離心 1 分鐘後去除廢液，再次 12,000 rpm 離心 2 分鐘，

移除殘留廢液。將 PD Column 置於新的微量離心管中，於 PD Column 的中央濾膜上加入

50 μl 的 TE Buffer，靜置 2 分鐘，待質體 DNA 充分回溶後，以 12,000 rpm 離心 2 分鐘即

可獲得質體 DNA，儲存於-20℃備用。 

(二)、質體 DNA 轉型作用(Transformation) 

將勝任細胞取出於冰上退冰 10 分鐘，加入質體 DNA 2 μl 或經黏接反應(ligation)後所

得的質體溶液 20 μl，再置於冰上 30 分鐘。於 42℃水浴中加熱 2 分鐘，插入冰中冷卻 2

分鐘，加入 1 ml LB 培養液，於 37℃培養 1 小時。取 100 μl 菌液塗佈於含有抗生素之固體

篩選培養基，於 37℃培養 12 小時。若為黏接反應後之質體 DNA，需離心後去除上清液，

使殘餘的 200 μl LB 培養液與菌體混勻再塗佈於培養基上。 

(三)、農桿菌株之製備 

本試驗所使用之農桿菌品系為 Agrobacterium tumefaciens (GV3101)。分別將構築好之

p1304-Fib、p1304-Fib-IN、p1304-AP1-Fib-IN、p1305.3-CHRC、p1304-CHRC-IN 及 p1304- 

AP1-CHRC-IN 等轉殖載體利用電穿孔法送入農桿菌中。之後將農桿菌接種於含有 50 mg/l 

kanamycin 及 50 mg/l gentamicin 抗生素的固態 YEP 培養基(5 g/l yeast extract, 10 g/l 

peptone, 5 g/l sodium chloride, pH 7.0)，28℃培養 2 至 3 天，以篩選有轉殖載體之農桿菌。

挑選所長出之菌落進行 PCR 分析，確認轉殖載體是否存於農桿菌中。之後選取農桿菌菌

落培養於含有 50 mg/l kanamycin 及 50 mg/l gentamicin 抗生素之 5 ml 液態 YEP 中，於 28

℃培養 2 至 3 天，作為感染使用。 

(四)、農桿菌注入法 

本實驗主要參考 English 等人(1996)之方法。將培養好的農桿菌離心去上清液，加入

注入液(MS, 2% sucrose, 500 μM MES, 10 μM AS, pH 5.6)，調整菌體濃度至 OD600為 1~1.5，

於室溫靜置三小時。以鑷子將葉片表層刻傷直徑約 1 mm 之傷口，以針筒吸取注入液緊壓

傷口，並將菌液壓送入葉片中。 

(五)、總類胡蘿蔔素定量測定 

本實驗主要方法參考蔡(2004)之方法。首先將花朵秤重，再以研缽及液態氮磨碎，以

1 g/10 ml 之比例加入粹取溶液 HEAT (Hexane：Ethanol：Acetone：Toluene=10：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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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和均質後立刻移置微量離心管中等待離心，避免萃取液揮發。於 4℃以 7,000 g 離心 10

分鐘後取其上清液。最後以 U-2001 spectrophotometer (HITACHI)於波長 474 nm 下測量其

吸收光值。 

 

結   果 

一、構築過量表現及 RNAi 抑制之 CHRC 及 fibrillin 基因的植物轉殖載體 

本研究所使用之 p1305.3-CHRC載體是由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園生產系陳福旗教授所

構築，pQE30-fibrillin 載體則是由本實驗室蔡奕祥學長所構築。p1305.3-CHRC 構築方法是

先將 pCambia1305.1 之限制酵素切位進行改造而成為 pCambia1305.3，再將文心蘭(南西)

分離之 CHRC 基因全長 cDNA (AY940147)構築於農桿菌轉殖載體 pCambia1305.3 上，形成

以 CaMV35S 為啟動子的 p1305.3-CHRC 載體(溫，2007)。pQE30-fibrillin 構築方法是由本

實驗室蔡奕祥學長所選殖之彩色辣椒 fibrillin 基因的全長 cDNA 構築於 E. coli 表現載體

pQE30 上，形成 pQE30-fibrillin(蔡，2004)。 

本研究為了確認 CHRC 基因之核酸序列之正確性，將 p1305.3-CHRC 分別利用含有

KpnI 與 SacI 限制酵素切位及 MluI 與 XbaI 切位的 CHRC 引子增幅 CHRC (960 bp) 並在二

端創造出 KpnI 與 SacI 限制酵素切位及 MluI 與 XbaI 限制酵素切位，置入方便進行核酸定

序的 pCEM-T easy 質體，成為 pTeasy-CHRC-KS 與 pTeasy-CHRC-MX，以進行基因定序。

核酸定序的結果顯示 CHRC 基因片段的核酸序列與預期的完全相同。因此隨後的構築是

分別以 KpnI 與 SacI 限制酵素及 MluI 與 XbaI 限制酵素從 pTeasy-CHRC-KS 和

pTeasy-CHRC-MX 切出 CHRC 基因接在植物轉殖載體 pCambia1304 上。 

本研究主要將 CHRC 基因之反向重複結構(inverse repeat)構築到植物持續表現

(constitutive)啟動子—CaMV35S 啟動子，及花朵專一性之啟動子—AP1 啟動子，並置入到

適用於農桿菌介導的基因轉殖載體。其主要構築策略為以 pUC-p1304-35S-IN 及將啟動子

置換成 AP1 啟動子之 pUC-AP1-IN 載體為基礎，於插入子前後分別置入反向與正向的

CHRC 基因，形成反向重複結構，即完成 CaMV35S::CHRC-IN 及 AP1::CHRC-IN 基因之質

體之構築；最後再將啟動子與基因片段置入 pCambia1304 中，即完成 p1304-CHRC-IN 與

p1304-AP1-CHRC-IN 轉殖載體之構築。此兩種轉殖載體構築流程之示意圖及限制酵素圖

譜如圖 1 所示。 

p1304-CHRC-IN 載體以 XbaI 可切出 2.0 kb CHRC 反向重複基因片段與 13.5 kb 片段；

HindIII 可切出 0.85 kb、1.5 kb 及 13.0 kb 片段；EcoRI 可切出 0.5 kb、1.7 kb 及 13.0 kb 之

片段(圖 2A)，顯示 p1304-CHRC-IN 構築的正確性。p1304-AP1-CHRC-IN 載體以 XbaI 可

切出 2.0 kb CHRC 反向重複基因片段與 13.5 kb 之片段 (圖 2B)，HindIII 可切出 0.85 kb、

2.65 kb 及 13.0 kb 片段；EcoRI 可切出 1.7 kb 及 14.5 kb 之片段顯示 p1304-AP1-CHRC- IN

構築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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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農桿菌轉殖載體 p1304-CHRC-IN 及 p1304-AP1-CHRC-IN 之構築流程及限制酵素圖

譜。 

Fig. 1. Construction scheme and restriction enzyme maps of Agrobacterium transformation 

vector p1304-CHRC-IN and p1304-AP1-CHRC-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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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認 fibrillin 基因之核酸序列之正確性，將 pQE-fibrillin 分別利用含有 KpnI 與 SacI

限制酵素切位及 MluI 與 XbaI 切位的 fibrillin 引子增幅 fibrillin (969 bp) 並在二端創造出

KpnI 與 SacI 限制酵素切位及 MluI 與 XbaI 限制酵素切位，置入方便進行核酸定序的

pCEM-T easy 質體，成為 pT easy-fibrillin-KS 與 pT easy-fibrillin-MX，以進行基因定序。

核酸定序結果顯示 fibrillin 基因片段的核酸序列與預期完全相同。之後的構築是分別以

KpnI 與 SacI 限制酵素及 MluI 與 XbaI 限制酵素從 pTeasy-Fib-KS 和 pTeasy-Fib-MX 切出

fibrillin 基因接在植物轉殖載體 pCambia1304 上。 

本研究同樣將 fibrillin 基因及其反向重複結構 (inverse repeat)構築到植物組成形

(constitutive)啟動子—CaMV35S 啟動子，及花朵專一性之啟動子—AP1 啟動子，並置入農

桿菌介導的基因轉殖載體。主要構築策略為將實驗之 p1304-GUS 載體的 GUS 基因置換為

fibrillin 基因及其反向重複結構，即成為帶 CaMV35S::fib 及 CaMV35S::fib-IN 基因之轉殖

質體的構築；最後再將 CaMV35S::fib-IN 啟動子置換為 AP1 啟動子，即成為帶有 AP1::fib-IN

基因之轉殖載體。此三種轉殖載體構築流程之示意圖及限制酵素圖譜如圖 3 所示。 

圖 2. p1304-CHRC-IN (A)及 p1304-AP1-CHRC-IN (B) 載體之檢測。 

Fig. 2. Identification of p1304-CHRC-IN (A) and p1304-AP1-CHRC-IN (B) vector.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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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農桿菌轉殖載體 p1304-Fib、p1304-Fib-IN 及 p1304-AP1-Fib-IN 之構築流程及限制酵

素圖譜。 

Fig. 3. Construction scheme and restriction enzyme maps of Agrobacterium transformation 

vectors p1304-Fib, p1304-Fib-IN, and p1304-AP1-Fib-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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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04-Fib載體以 SacI和BamHI可切出 0.9 kb的 fibrillin基因與 13.5 kb之片段；HindIII

和 XbaI 可切出 0.8 kb 的 CaMV35S 啟動子片段及 13.0 kb 片段；HindIII 和 SacI 可切出 1.8 

kb 之 CaMV35S 啟動子與 fibrillin 基因片段及 13.0 kb 之片段，(圖 4A)，顯示 p1304-Fib 構

築之正確性。p1304-Fib-IN 載體以 XbaI 和 SacI 可切出 2.2 kb 的 fibrillin 反向重複片段與

13.5 kb 之片段；HindIII 和 XbaI 可切出 0.8 bp 之 CaMV35S 啟動子及 14.8 kb 片段； HindIII

和 SacI可切出 3.0 kb之CaMV35S啟動子與 fibrillin反向重複結構及 12.5 kb之片段(圖 4B)，

顯示 p1304-Fib-IN 構築的正確性。p1304-AP1-Fib-IN 載體以 SacI 可切出 2.3 kb 的 fibrillin

反向重複結構及與 14.0 kb 之片段；HindIII 和 XbaI 可切出 1.9 kb 之 AP1 啟動子及 15.0 kb

片段； HindIII 和 SacI 可切出 2.3 kb 的 fibrillin 反向重複片段與 1.9 kb 之 AP1 啟動子片段

及 12.5 kb 片段。(圖 4C)，顯示 p1304-AP1-Fib-IN 構築的正確性。 

 

 

 

 

       

 

 

圖 4. p1304-Fib (A)、p1304-Fib-IN (B) 及 p1304-AP1-Fib-IN (C) 載體之檢測。 

Fig. 4. Identification of p1304-Fib (A), p1304-Fib-IN (B), andp1304-AP1-Fib-IN (C) vector.  

C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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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測試載體的功效－轉殖扇形文心蘭之短暫性表現分析 

本研究以農桿菌注入法將帶有 pCambia-1304 、 p1304-Fib 、 p1304-Fib-IN 、

p1305.3-CHRC 及 p1304-CHRC-IN 載體之農桿菌菌液注入至扇形文心蘭葉片中，八天後觀

察期花朵顏色的變化。結果顯示，單獨使用注入液(CK)及帶有 pCambia-1304 之處理(沒有

CHRC 或 fibrillin 基因)，花瓣顏色並沒有變化(圖 5A、C)；注入帶有 p1304-Fib 之農桿菌(過

量表現 fibrillin 基因)的花朵(圖 5B)與對照組並沒有差異；而 p1305.3-CHRC (過量表現

CHRC 基因表現)則有稍微淡化(圖 5D)。注入帶有 p1304-CHRC-IN(RNAi 抑制 CHRC 基因

表現)之農桿菌的植株，其花朵有顯著的白化，而呈現淡黃或米白色，唇瓣的外緣則維持

原本的黃色，與內部米白色產生強烈的對比(圖 5E~H)。 

 

 

 

 

 

 

 

 

 

 

 

 

 

 

 

 

 

 

圖 5. 以農桿菌注入法將攜帶 p1304-Fib (B)、 p1304 (C)、 p1305.3- CHRC (D)、

p1304-CHRC-IN (E~H) 轉殖載體之農桿菌及不含農桿菌 (A) 之注入液注入扇形

文心蘭葉片中，八天後花朵顏色變化的情形。。 

Fig. 5. Flower appearances of Erycina pusilla after infiltration with Agrobacterium containing 

p1304-Fib (B), p1304 (C), p1305.3-CHRC (D), p1304- CHRC-IN (E~H), and control (A) 

onto the leaves for 8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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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注入後四十六天之扇形文心蘭的绽放花朵顏色，顯示對照組、pCambia-1304 與

p1304-Fib 之花色較為相近且黃色較深，p1304-Fib-IN 及 p1305.3-CHRC 之花朵顏色有稍微

淡化，而以 p1304-CHRC-IN 之花朵顏色為最淺(圖 6，上排)。將注入菌液之葉片剪下，進

行 GUS 活性染色，結果除了對照組沒有反應外，其餘注入帶有轉殖載體之農桿菌的處理

均有 GUS 表現，顯示其 T-DNA 於葉片中有正常作用(圖 6，下排)。 

取注入後四十六天之扇形文心蘭的绽放花瓣，萃取其總胡蘿蔔素，測量 O.D. 474nm

的吸光值，結果以對照組的吸光值最高，pCambia-1304、p1304-Fib、p1304-Fib-IN、

p1305.3-CHRC及p1304-CHRC-IN之吸光值依序遞減，其中以p1304-CHRC-IN的為最低(圖

7)。對照組、pCambia-1304與 p1304-Fib處理組在統計分析上沒有顯著差異，而 p1304-Fib-IN

及 p1305.3-CHRC 處理則與對照組有顯著差異。差異最大的則是 p1304-CHRC- IN 處理組，

其吸收光值為對照組及 pCambia-1304 處理組的一半。 

 

 

 

 

 

 

 

 

 

 

 

 

 

 

 

 

圖 6. 以農桿菌注入法將帶有 p1304 (B)、p1304-Fib (C)、p1304-Fib-IN (D)、p1305.3- CHRC 

(E)、p1304-CHRC-IN (F) 轉殖載體之農桿菌及不含農桿菌(A)之注入液注入扇形文

心蘭葉片中，46 天後其绽放的花朵顏色之情形 (上排)，及該葉片之 GUS 活性染色

的情形 (下)。 

Fig. 6. Flower appearances of Erycina pusilla at 46 days after injecting Agrobacterium 

containing p1304 (B), p1304-Fib (C), p1304-Fib-IN (D), p1305.3- CHRC (E), 

p1304-CHRC-IN (F), and control (A) onto leaves (upper row), and GUS histochemical 

staining of leaves (lower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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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以農桿菌注入法將帶有 p1304、p1304-Fib、p1304-Fib-IN、p1305.3- CHRC、

p1304-CHRC-IN 轉殖載體之農桿菌及不含農桿菌 (CK)之注入液注入扇形文心蘭

葉片中，46 天後，其绽放的花朵之類胡蘿蔔素含量(吸收值 474 nm)之比較。 

Fig. 7. Carotenoids contents (OD. 474 nm) of Erycina pusilla flowers after injecting 

Agrobacterium containing p1304, p1304-Fib, p1304-Fib-IN, p1305.3- CHRC, 

p1304-CHRC-IN, and control (CK) onto the leaves for 46 days. 

 

 

討   論 

一、構築過量表現及 RNAi 抑制之 CHRC 及 fibrillin 基因的植物轉殖載體 

本試驗共構築了五種是適用於農桿菌介導的基因轉殖載體 p1304-Fib、p1304-Fib-IN、

p1304-AP1-Fib-IN、p1304-CHRC-IN 及 p1304-AP1-CHRC-IN。將目標基因構築成反向重

複結構，使其 mRNA 於轉錄時形成雙股髮夾結構，已啟動 RNA 靜默，來達到抑制內源性

fibrillin 之目的。將 fibrillin 及 CHRC 基因及其反向重複結構分別構築於 CaMV35S 啟動子

及 AP1 啟動子，CaMV35S 啟動子是在植物中強及持續性表現的啟動子，希望藉由此啟動

子將 fibrillin 及 CHRC 基因大量表現或抑制於整顆植株。AP1 啟動子則是專一表現於花朵

的啟動子，其策略是希望將目標基因專一表現於花朵中，以增強其表現效率或減少外來基

因對全株植物的干擾。pCambia 1304 上帶有 mgfp-gusA 報導基因及 hptII 篩選基因，方便

以 hygromycin 篩選轉殖培殖體及早期以 GFP 螢光與 GUS 染色偵測。五種轉殖載體均經

過限制酵素切割，確認載體及基因片段大小之正確性，構築無誤，可用於後續試驗中進行

基因轉殖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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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測試載體的功效－轉殖扇形文心蘭之短暫性表現分析 

本試驗利用 English 等人在 1996 年所使用之農桿菌注入法來進行短暫性表現。主要利

用農桿菌T-DNA及其轉錄RNA在植物體中被視為外來遺傳物質，來觸發植物本身的RNA

靜默機制，以瞭解所構築之載體在植物體中所能發揮的成效。本研究之結果顯示其作用時

間非常迅速，八天便可影響類胡蘿蔔素於花朵的累積 (p1304-CHRC-IN)，所花費的時間也

與 Himber 等(2003) 經過十一天使 GFP 基因靜默相去不遠。 

藉由 GUS 活性染色，可以看到 T-DNA 確實有在植物體中作用。GUS 僅表現於注入

區塊內，表示花朵的 RNA 靜默不是 T-DNA 進入花朵造成的，而是葉片中 T-DNA 轉錄出

的 RNA 造成 RNA 靜默，產生 siRNA 再經過韌皮部的傳遞進入花朵中，使花朵抑制內源

蛋白導致花色變淡，此結果也與 Himber 等(2003)的研究相符。 

在前人研究中(Voinnet et al. 1998; Himber et al. 2003)使用正義股也能在轉殖菸草中引

發靜默，這也在 p1305.3-CHRC 的處理中得到驗證，其總胡蘿蔔素含量確實較對照組(CK)

來的低。而同樣是正義股的 p1304-Fib 處理則與對照組(CK)沒有差異，推測可能是茄科的

基因比起同為蘭科文心蘭及扇形文心蘭差異過大，以至於所產生的 siRNA 無法與內源基

因結合並增幅來抑制其表現。而在本研究之 RT-PCR 偵測扇形文心蘭內源性 fibrillin 的結

果中，也顯示扇形文心蘭的內源性基因與文心蘭的 CHRC 基因較為相似。比較同基因大

量表現及反向重複結構之差異，不論是 Fib 或是 CHRC 基因，皆可以發現到反向重複結構

其抑制效果優於大量表現者，顯示利用構築反向重複結構，確實能造成非常有效率的 RNA

靜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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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mary 

The over-expression and RNAi constructs of fibrillin, or CHRC gene under the control of 

CaMV 35S promoter or AP1 promoter had been constructed, namely, p1304-Fib, p1304-Fib-IN, 

p1304-AP1-Fib-IN, p1304-CHRC-IN, and p1304-AP1-CHRC-IN. p1304-Fib, p1304-Fib-IN 

and p1304-AP1-Fib-IN. The up- and down- regulated fibrillin and CHRC gene expression 

were investigated by agroinfiltration-mediated transient expression in Erycina pusilla. 

Results indicate that RNAi technology is feasible for reducing expression of fibrilli, or 

CHRC gene, and changing the floral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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