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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蘭 CONSTANS-like (COL)與 GIGANTEA (GI)
基因之選殖、分析與構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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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蝴蝶蘭是台灣重要的外銷花卉之一，能夠調控其開花的時間更是重要。

CONSTANS-like (COL)與 GIGANTEA (GI)基因是調控晝夜節律與光週期有關的開花

相關基因。近年來的研究指出，COL與GI基因的表現與一些蘭科植物開花時間的

調控有密切關係。本研究目的為選殖與分析蝴蝶蘭 COL 與 GI 基因，並構築於農

桿菌轉殖載體，以探討其基因功能。本試驗共使用四個不同品種的蝴蝶蘭為試驗

材料，分別為 Phalaenopsis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 (台灣白花蝴蝶蘭)、Phal. 
Sogo Vivien (薇薇安)、Phal. Sogo Yukidian 'V3' (V3 大白花)與 Dtps. Ney Shan Gu 
Niang (內山姑娘)。四個不同品種的蝴蝶蘭都成功的選殖出 COL基因 (1.0 kb)與 GI
基因 (3.5 kb)。選殖之 COL 與 GI 基因之核酸及演譯胺基酸序列和已發表之姬蝴蝶

蘭 (Phal. equestris)的 COL與 GI基因及蛋白有極高相似度及同源性，且具有相同的

結構保存區。本研究進一步將台灣白花蝴蝶蘭之 COL 與 GI 基因，分別構築到以

CaMV35S 啟動子及 alc啟動子 (酒精誘導)之農桿菌轉殖載體。 
 
 

前   言 

影響蘭科植物開花的因素，主要歸納為幼年性、春化作用、光週期等三個條件，但

仍與蘭花種類、個體發育及季節有密切關係。幼年性是營養生長轉變成為生殖生長的重

要階段，屬於植物的初期生長階段，在此時期大多數無法採用任何處理誘導開花。在蘭

科植物中幼年期可能很長 (1~10 多年)，商業雜交品種約為 1.5~3 年。 
光週期途徑中 GIGANTEA (GI)基因控制植物晝夜及生理韻律和開花時間的關鍵因

素。在開花途徑中 GI 調控轉錄因子 CONSTANS-Like (COL)而啟動開花基因 FLOW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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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US T (FT)，使植物進入生殖生長階段。已有將選殖自蝴蝶蘭及文心蘭的 GI 基因，轉

殖到阿拉伯芥使其大量表現，提早開花的報告 (張，2009；羅，2011)。在蝴蝶蘭中 GI 基
因可能與碳固定相關最終影響植株的開花和生長 (張，2009；羅，2011)。COL 是光週期

信號傳導途徑中的關鍵基因，在光受體和生物時鐘的共同調控下，基因表現量在一天之

內呈現節律性的變化 (Kaewphalug et al., 2017)。COL 蛋白是一個轉錄因子，經由調控下

游 FT 和 SOC1 基因的表現控制開花時間。轉殖植物過量表現 COL 基因，使 FT 和 SOC1
基因的表現量增加，提早開花時間 (郭，2007)。本研究因此選定 GI 及 COL基因進行光週

期相關基因轉殖之研究。 
2017 年的出口花卉總金額達 1.95 億美元，其中蝴蝶蘭 (Phalaenopsis)就有 1.4 億美

金，足見蝴蝶蘭在台灣花卉產業中的重要地位 (農業統計年報，2018)。本研究因此以蝴

蝶蘭為基因轉殖選殖的標的作物，期望可利用在調節花卉花期之基因改造。本研究選殖

及構築轉殖載體的方式，是將 GI 及 COL 基因構築成大量表現 (CaMV35S 啟動子)及酒精

誘導 (alcR/alcA 系統)表現之農桿菌轉殖載體。 
 
 

材 料 方 法 

一、植物試驗材料 
本試驗共使用四個不同品種的蝴蝶蘭為試驗材料，分別為 Pha.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 (台灣白花蝴蝶蘭)組織培養幼苗、Phal. Sogo Vivien (薇薇安)組織培養幼苗、

Phal. Sogo Yukidian 'V3' (V3 大白花)成株與 Dtps. Ney Shan Gu Niang (內山姑娘)成株。將

其葉片、花或花梗節用液態氮處理後放入-80℃保存。 
二、試驗方法 
(一) 總 RNA 萃取 

本試驗使用 TRIzol (Invitrogen)藥劑進行植株總 RNA 萃取。試驗流程為將 Dtps. Ney 
Shan Gu Niang (內山姑娘)和 V3 大白花蝴蝶蘭 (Phal. Sogo Yukidian 'V3')之葉片與花梗節，

還有 Phal. Sogo Vivien 及台灣白花蝴蝶蘭之葉片作為樣本。秤重約 100 mg，加入 2 mL 
TRIzol 藥劑入研缽與樣本一起磨均勻。將樣本裝入離心管後 4℃離心 12,000 g，5 分鐘。

取上清液到新的離心管加入 0.4 mL chloroform 搖勻後放置室溫 3 分鐘。4℃離心 12,000 
g，15分鐘。取上層液體到新的離心管加入等體積 isopropanol室溫放置 10分鐘。4℃離心

12,000 g，10 分鐘。去除上清液。加入 1 mL 75%酒精。vortex 懸浮 pellet。4℃離心 7,500 
g，5 分鐘。去除上清液。將 pellet air dry 10 分鐘。依據 pellet 不同大小加入 20~50 μL 無

核酸酶水(nuclease free water) (Fermentas)回溶 RNA。放入 55~60℃水浴鍋 10~15 分鐘。將

已回溶的 RNA 放入-80℃保存。 
(二) RNA 反轉錄 c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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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試驗使用 HiScript I TM First Strand cDNA Synthesis Kit (BIONOVAS)進行 RNA 反

轉錄。依序加入 10μL 2x Fast premix、 2μL Primer mix (Oligo dT(18) and Random 
Hexamers)、X μL ddH2O 和 1 μg RNA 混合後總體積為 19 μL。65℃ 5 min。置冰上 1 分

鐘。加入 1 μL HiScript I Reverse Transcriptase (20000U/ 100ul)。42℃ 30 min。85℃ 5min。
將 cDNA 放入-80℃保存。 
(三) 蝴蝶蘭 CONSTANS-like (COL)與 GIGANTEA (GI)基因 RT-PCR 

本試驗使用 KAPA3G Plant PCR Kit (KAPA Biosystems)與 KAPA HiFi PCR Kit (KAPA 
Biosystems)進行 RT-PCR。 

COL 基因 RT-PCR:依序加入 12.5 μL 2X KAPA Plant PCR Buffer、X μL ddH2O、0.75 
μL col Forward Primer 5'- ATGGGAGGCAAAG GTGTGG -3'、0.75 μL col Reverse Primer 5'- 
TTAGAAGGATGGAACTACGCCG -3'、0.2 μL 2.5 U/μL KAPA3G Plant DNA Polymerase 與
四個品種蝴蝶蘭 1 μL cDNA，混合後總體積 25 μL，以熱循環：95℃ 3分鐘；35個循環 95
℃ 20 秒，61℃ 15 秒，72℃ 30 秒；72℃ 1 分鐘進行增幅。 

GI基因 RT-PCR：依序加入 5 μL 5X KAPA HiFi Buffer (Fidelity)、X μL ddH2O、0.75 
μL 10 mM KAPA dNTP Mix、0.75 μL GI Forward Primer 5'- ATGTCTTCATCGTCTCAGA 
AGTGG -3'、0.75 μL GI Reverse Primer 5'- TCAACTAGGAAGAGGACAGCC -3'、0.5 μL 1 
U/μL KAPA HiFi DNA Polymerase 與四個品種蝴蝶蘭 1 μL cDNA，混合後總體積 25 μL 以

熱循環：95℃、3 分鐘，1 個循環；98℃、20 秒，59.9℃、15 秒，72℃、30 秒，40 個循

環；72℃、3 分鐘，1 個循環進行增幅。獲得的產物以 1% agarose gel 分離後使用 EtBr 染
色並照相。 
(四) TA 選殖 RT-PCR 產物 

本試驗使用 pGEMR-T and pGEMR-T Easy Vector Systems (Promega)進行 TA 選殖。

COL 與 GI 基因 TA 選殖: 5 μL 2X Rapid Ligation Buffer、1 μL 50 ng pGEMR-T 或 pGEMR-
T Easy Vector，0.5~3 μL RT-PCR product (純化或未純化 )、1 μL T4 DNA Ligase (3 Weiss 
units/μL)與 X μL ddH2O，總體積 10 μL，混合。4℃過夜。隔日將此 ligation mixture以 E. 
coli DH5α 進行熱休克轉型。如使用 KAPA HiFi PCR Kit 增幅的 PCR 產物需額外做 A 
Tailing 才能繼續做上述的 TA 選殖。A Tailing 的流程為：取 7 μL 純化後的 RT-PCR 的產

物、1 μL 10X KAPA Taq Buffer (KAPA Taq PCR Kit)、1 μL 2 mM dATP與 1 μL 5 U/μL 
KAPA Taq DNA Polymerase (KAPA Taq PCR Kit)，混合總體積為 10 μL。70℃ 30 分鐘。 
(五) E. coli 勝任細胞熱休克轉型 

試驗使用 ECOS™101 勝任細胞[DH5α] (Yeastern Biotech)進行熱休克轉型。將 2 μL 
ligation mixture or 1 μL plasmid DNA 加入到 25 μL 勝任細胞中，vortex 1 秒混合。放置冰

上 5 分鐘。熱休克 42℃ 45 秒。放冰置上。取菌液加到含有抗生素的 LB plate，以三角玻

棒將菌液塗均勻。放置 37℃過夜。 
(六)基因定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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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或 GI 基因已構築上 pGEMR-T 或 pGEMR-T Easy Vector 並轉型到大腸桿菌 DH5α
後取得有單一菌落的 plate。送交給明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進行基因定序。使用引子為

M13F(-21)：5'- TGTAAAACGACGGCCAGT -3'與 SP：5'- TATTTAGGTGACACTAT AG -
3'。 
(七)農桿菌轉殖載體構築策略 

本研究構築蝴蝶蘭 COL 和 GI 到農桿菌載體上並以 CaMV35S 啟動子或 alc 啟動子 (酒
精誘導)表現，轉殖載體構築策略如圖 1 所示。 
1. p1390-35S-PhaCOL-OCS 

將 pBJ36-AlcA-PhaCOL 載體的 PhaCOL 基因用限制酵素 EcoRI 與 SpeI 切割後產物 
(insert)和 p1390-35S載體以限制酵素 EcoRI與 SpeI切割後的產物 (vector)進行 ligation後轉

型到 DH5α 大腸桿菌後獲得 p1390-35S- PhaCOL-OCS 農桿菌持續表現轉殖載體 (圖 2)。 
2. p1390-35S-PhaGI-his 

將 pGEMR-T Easy-GI-V3 載體的 PhaGI 基因用 PCR (KAPA HiFi PCR Kit)的方式增幅

並創造限制酵素切位 SpeI。將增幅的 PCR 產物用限制酵素 SpeI 切割後產物 (insert)與
p1390-35S 載體以限制酵素 XbaI、HpaI切割後的產物 (vector)進行 ligation 後轉型到 DH5α
大腸桿菌後獲得 p1390-35S-PhaGI-his 農桿菌持續表現轉殖載體 (圖 3)。 
3. p1390-NO35S 

將 pCAMBIA1390-35S 使用限制酵素切位 PstI 與 XbaI 混合後放置 37℃ 2 小時。接著

加入 dNTP 與 klenow fragment 放置 37℃處理 10 分鐘，再使用 spin column 回收後 self 
ligation 轉型到 DH5α 大腸桿菌後獲得 p1390-NO35S。 
4. p1390-AlcR-AlcA-PhaCOL 

將 pGEMR-T Easy-PhaCOL 載體的 PhaCOL 基因用 PCR (KAPA HiFi PCR Kit)的方式

增幅並創造限制酵素切位 (EcoRI)。將增幅的 PCR 產物用限制酵素 EcoRI 切割後產物 
(insert)與 pBJ36-AlcA 載體以限制酵素 EcoRI、SmaI 切割後的產物 (vector)進行 ligation 後

轉型到 DH5α 大腸桿菌後獲得 pBJ36-AlcA-PhaCOL 質體 (圖 4)。接著將 pBJ36-AlcA-
PhaCOL 質體用限制酵素切位 NotI切割後產物 (insert)與 pMT101-AlcR new 質體用限制酵

素切位NotI切割後處理CIAP (fermentas)所獲得的產物 (vector)進行 ligation後轉型到DH5α
大腸桿菌後獲得 pMT101-AlcR-AlcA-PhaCOL (正接)載體 (圖 5)。接著使用限制酵素 PmeI
與 SpeI切割後產物 (insert)與 p1390-NO35S質體用限制酵素 SmaI與 SpeI 切割後處理 CIAP 
(fermentas)所獲得的產物(vector)進行 ligation 後轉型到 DH5α 大腸桿菌後獲得 p1390-AlcR-
AlcA-PhaCOL 農桿菌酒精誘導表現載體 (圖 6)。 
5. p1390-AlcR-AlcA-PhaGI 

將 pGEMR-T Easy-GI-V3 載體的 GI 基因用 PCR (KAPA HiFi PCR Kit)的方式增幅並創

造限制酵素切位 SbfI。將增幅的 PCR 產物用限制酵 SbfI切割後產物 (insert)與 pBJ36-AlcA
載體以限制酵素 PstI、SmaI切割後的產物 (vector)進行 ligation後轉型到 DH5α大腸桿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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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 pBJ36-AlcA-PhaGI 質體 (圖 7)。接著將 pBJ36-AlcA-PhaGI 質體用限制酵素切位 NotI
切割後產物 (insert)與 pMT101-AlcR new 質體用限制酵素切位 NotI 切割後處理 CIAP 
(Fermentas)所獲得的產物 (vector)進行 ligation 後轉型到 DH5α 大腸桿菌後獲得 pMT101-
AlcR-AlcA-PhaGI (正接)載體 (圖 8)。接著使用限制酵素 PmeI 與 SpeI 切割後產物 (insert)
與 p1390-NO35S 質體用限制酵素 SmaI與 SpeI 切割後處理 CIAP (Fermentas)所獲得的產物 
(vector)進行 ligation 後轉型到 DH5α 大腸桿菌後獲得 p1390-AlcR-AlcA-PhaGI 農桿菌酒精

誘導表現載體 (圖 9)。 
(八)、大腸桿菌帶有農桿菌轉殖載體之篩選基因抗生素抗性測試 

LB 菌盤測試：將帶有農桿菌轉殖載體 p1390-35S-PhaCOL-OCS、p1390-35S-PhaGI-
his、p1390-AlcR-AlcA-PhaGI 和 p1390-AlcR-AlcA-PhaCOL 的大腸桿菌與不帶有載體的對

照組 DH5α 大腸桿菌，將菌落用接種環沾起後塗在 LB 菌盤未加入抗生素或加入 50 ppm 
Kanamycin 或 100 ppm Hygromycin，放置 37℃過夜。使用 LB 液體培養是加入 300 ppm 
Hygromycin 後放置 37℃過夜再加上 28℃過夜。 

 

 
 
圖 1. 蝴蝶蘭 COL 和 GI 基因農桿菌轉殖載體構築策略圖。 
Fig. 1. Construction scheme of Phalaenopsis COL and GI genes of Agrobacterium mediated 

transformation v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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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p1390-35S-PhaCOL-OCS 農桿菌轉殖載體構築流程圖。 
Fig. 2. Construction scheme of p1390-35S-PhaCOL-OCS of Agrobacterium mediated 

transformation vector. 
 

 

 
圖 3. p1390-35S-PhaGI-his 農桿菌轉殖載體構築流程圖。 
Fig. 3. Construction scheme of p1390-35S-PhaGI-his of Agrobacterium mediated transformation 

v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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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pBJ36-AlcA-PhaCOL 農桿菌轉殖載體構築流程圖。 
Fig. 4. Construction scheme of pBJ36-AlcA-PhaCOL of Agrobacterium mediated transformation 

vector. 
 

 
 
圖 5. pMT101-AlcR-AlcA-PhaCOL (正接)農桿菌轉殖載體構築流程圖。  
Fig. 5. Construction scheme of pMT101-AlcR-AlcA-PhaCOL of Agrobacterium mediated 

transformation v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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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p1390-AlcR-AlcA-PhaCOL 農桿菌轉殖載體構築流程。 
Fig. 6. Construction scheme of p1390-AlcR-AlcA-PhaCOL of Agrobacterium mediated 

transformation vector. 
 

 

 
圖 7. pBJ36-AlcA-PhaGI 農桿菌轉殖載體構築流程圖。  
Fig. 7. Construction scheme of pBJ36-AlcA-PhaGI of Agrobacterium mediated transformation 

v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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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pMT101-AlcR-AlcA-PhaGI (正接)農桿菌轉殖載體構築流程圖。 
Fig. 8. Construction scheme of pMT101-AlcR-AlcA-PhaGI of Agrobacterium mediated 

transformation vector. 
 

 

 
圖 9. p1390-AlcR-AlcA-PhaGI 農桿菌轉殖載體構築流程圖。 
Fig. 9. Construction scheme of p1390-AlcR-AlcA-PhaGI of Agrobacterium mediated 

transformation vector. 



 

 

 

-78- 
 
 

結   果 

一、四個品種蝴蝶蘭 COL 基因選殖與序列分析 
藉由 NCBI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網站搜尋 CONSTANS-like 

(col)基因，找到 Phalaenopsis hybrid cultivar (cv. wedding promenade) CONSTANS-like protein 
(COL) gene (FJ469986) (Zhang et al. 2010)，open reading frame (ORF)長度為 987bp，共編碼

328胺基酸。以此 ORF為模板設計引子 Forward Primer :5’-ATGGGAGGCAAAGGTGTGG-
3’與 Reverse Primer 5’- TTAGAAGGATGGAACTACGCC G-3’。RT-PCR 偵測 COL 基因在

Dtps. Sogo Yukidian 'V3'與 Dtps. Ney Shan Gu Niang成株的葉片或花梗節都能夠增幅出大

小約 1kb 左右的 DNA 片段；Phalaenopsis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 與 Phal.Sogo Vivien 
組織培養幼苗的葉片也能偵測到 COL 基因 (資料未呈現)。將這四個品種蝴蝶蘭的 COL 基

因 RT-PCR 產物藉由 TA 選殖構築到 pGEMR-T and pGEMR-T Easy Vector Systems 後再以

限制酵素 EcoRI切割也獲得大小約 1kb 左右的 DNA 片段。 
為更進一步確認 COL 基因序列正確性，將 TA 選殖成功的載體進行 COL 基因的定

序，四個蝴蝶蘭品種的 ORF 長度均為 987 bp，共編碼 328 胺基酸，並將定序結果與

Phalaenopsis hybrid cultivar (cv. wedding promenade) CONSTANS-like protein (COL) gene 
(FJ469986)的 ORF 使用軟體 Vector NTI Alignx 進行核酸序列(圖 10)與轉譯胺基酸序列(圖
11)比對分析，並繪製親源樹狀圖 (圖 12)。核酸序列比對的一致性 (identity positions)之結

果顯示 Dtps. Ney Shan Gu Niang (99.9%)、Dtps. Sogo Yukidian 'V3' (99%)、Phal.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 (98.9%)與 Phal. Sogo Vivien (98.8%)其中以 Dtps. Ney Shan Gu Niang 
(99.9%)為最高最相近。轉譯胺基酸序列比對之一致性 (identity positions)之結果顯示 Dtps. 
Ney Shan Gu Niang (99.7%)、Dtps. Sogo Yukidian 'V3' (99.1%)、Phal.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 (98.2%)與 Phal. Sogo Vivien (98.5%)其中以 Dtps. Ney Shan Gu Niang (99.7%)為
最高最相近。轉譯胺基酸序列比對繪製的親源樹狀圖也是以 Dtps. Ney Shan Gu Niang有最

高的親源性。轉譯胺基酸序列比對結果顯示四個品種蝴蝶蘭的 COL 蛋白都有兩個 B-box-
type-zinc finger 與一個 CCT motif 證明為高度保守的區域。 
二、四個品種蝴蝶蘭 GI 基因選殖與序列分析 

藉由 NCBI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網站搜尋 GIGANTEA (GI)基
因，找到 Phal. equestris protein GIGANTEA (XM_020716802)的 mRNA 全長序列 4,010 bp 
(Cai，2015)。open reading frame (ORF)長度為 3,471 bp，共編碼 1156 胺基酸。以此 ORF
為膜板設計引子 Forward Primer5'- ATGTCTTCATCGTCTCAGAAGTGG -3'。與 Reverse 
Primer 5'- TCAACTAGGAAGAGGACAGCC -3'。RT-PCR 偵測 GI 基因在 Phal. Sogo 
Yukidian 'V3'與 Dtps. Ney Shan Gu Niang成株的葉片或花梗節都能夠增幅出大小約 3.5 kb
左右的 DNA 片段；Phal.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 與 Phal. Sogo Vivien 組織培養幼苗的

葉片也能偵測到 GI 基因(資料未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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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選殖四個品種蝴蝶蘭 ('V3'、內山姑娘、台灣白花蝴蝶蘭、Sogo Vivien)之 COL 基因

與已發表之 PhalCOL 基因 (FJ469986) (婚宴)的核酸序列比對情形。分析軟體為

Vector NTI Alignx。 
Fig. 10. Alignment of the nucleic acid sequences of cloned COL of Phalaenopsis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 Phal. Sogo Vivien, Phal. Sogo Yukidian 'V3', Dtps. Ney Shan Gu Niang, and 
published PhalCOL (NCBI Reference Sequence FJ469986) by vector NTI Alig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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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選殖四個品種蝴蝶蘭 ('V3'、內山姑娘、台灣白花蝴蝶蘭、Sogo Vivien)之 COL 基因

與已發表之 PhalCOL基因 (FJ469986) (婚宴)的轉譯胺基酸序列比對情形。分析軟體

為 Vector NTI Alignx 。  
Fig. 11. Alignment of the deduced amino acid sequences of cloned COL of Phalaenopsis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 Phal. Sogo Vivien, Phal. Sogo Yukidian 'V3', Dtps. Ney 
Shan Gu Niang, and published PhalCOL (NCBI Reference Sequence FJ469986)by 
vector NTI AlignX. 

 
 

將 Phal. Sogo Yukidian 'V3'與 Phal.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 的 GI 基因 RT-PCR 產物

藉由 TA 選殖構築到 pGEMR-T and pGEMR-T Easy Vector Systems 後再以限制酵素 EcoRI
切割也獲得大小約 1.2 kb 與 2.3 kb 左右的 DNA 片段。為更進一步確認 GI 基因序列正確

性，將 TA 選殖成功的載體進行 GI 基因的定序，並將定序結果和 Phal. equestris protein 
GIGANTEA (XM_020716802)的 ORF 使用軟體 Vector NTI Alignx 進行核酸 (圖 13)與轉譯

胺基酸 (圖 14)序列比對分析，並繪製親源樹狀圖 (圖 15)。核酸序列比對結果顯示與 Phal. 
Sogo Yukidian 'V3' (ORF:3483bps) (98.6%)與Phal.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 (ORF:3483bps) 
(98.6%)的一致性 (identity positions)最高。轉譯胺基酸序列比對之結果顯示與 Phal. Sogo 
Yukidian 'V3' (胺基酸長度 1160) (98.5%)與 Phal.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 (胺基酸長度

1160) (98.7%)一致性 (identity positions)最高。 



 

 

 

-81- 
 

 
 
圖 12. 選殖四個品種蝴蝶蘭 ('V3'、內山姑娘、台灣白花蝴蝶蘭、Sogo Vivien)之 COL 的轉

譯胺基酸序列與已發表之植物物種的 COL 蛋白序列比對結果之親源樹狀圖。分析

軟體為 MEGA-X。 
Fig. 12. Phylogenetic analysis of deduced amino acid sequences of cloned COL of Phal.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 Phal. Sogo Vivien, Phal. Sogo Yukidian 'V3', Dtps. Ney Shan Gu 
Niang, and published COL proteins sequences of plant species. The analysis software is 
MEG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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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選殖'V3'與台灣白花蝴蝶蘭之 GI 基因與已發表之

PeGI 基因 (XM_020716802) (姬蝴蝶蘭)的核酸序列

比對情形。分析軟體為 Vector NTI Alignx。 

Fig. 13. Alignment of the nucleic acid sequences of cloned GI of Phal. Sogo Yukidian 'V3', Phal.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 and published PeGI (NCBI Reference Sequence 
XM_020716802)by vector NTI Alig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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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選殖二個品種蝴蝶蘭 ('V3'、台灣白花蝴蝶蘭)之 GI 基因與已發表之 PeGI 基因 

(XM_020716802) (姬蝴蝶蘭)的轉譯胺基酸序列比對情形。分析軟體為 Vector NTI 
Alignx。 

Fig. 14. Alignment of the deduced amino acid sequences of cloned GI of Phal. Sogo Yukidian 
'V3', Phalaenopsis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 and published PeGI genes (NCBI 
Reference Sequence XM_020716802)by vector NTI Alig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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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選殖二個品種蝴蝶蘭 ('V3'、台灣白花蝴蝶蘭)之 GI 的轉譯胺基酸序列與已發表之植

物物種的 GI蛋白序列比對結果之親源樹狀圖。分析軟體為 MEGA-X。 
Fig. 15. Phylogenetic analysis of deduced amino acid sequences of cloned GI of Phal.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 Phal. Sogo Yukidian 'V3', and published GI proteins sequences of 
plant species. The analysis software is MEGA-X. 

 
 
三、農桿菌轉殖載體構築 
1. p1390-35S-PhaCOL-OCS 

p1390-35S-PhaCOL-OCS 農桿菌轉殖載體確認。將質體 DNA 使用限制酵素 PstI 與

NotI切割產生 DNA 條帶大小為 4,655 bp、2,176 bp (COL)、1,532 bp、1,290 bp、957 bp 和

823 bp (COL) (圖 16)。 
2. p1390-35S-PhaGI-his 

p1390-35S-PhaGI-his 農桿菌 CaMV35S 啟動子轉殖載體確認。將質體 DNA 使用限制

酵素 NcoI切割產生 DNA 條帶大小為 9,699 bp、2,322 bp 和 1,102 bp (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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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p1390-35S-PhaCOL-OCS 農桿菌轉殖載體之確認。將 p1390-35S-PhaCOL-OCS 質體

DNA使用限制酵素PstI與NotI切割產生DNA條帶大小為4655 bp、2176 bp (COL)、
1532 bp、1290 bp、957 bp 和 823 bp (COL)。M：  marker。1~3：p1390-35S-
PhaCOL-OCS/PstI/NotI。 

Fig. 16. Identification of p1390-35S-PhaCOL-OC vector by PstI and NotI restriction 
endonuclease digestion. M: marker; 1~3: p1390-35S- PhaCOL-OCS/PstI/NotI: 4655 
bp, 2176 bp (COL),1532 bp, 1290 bp, 957 bp, 823 bp (COL). 

 
 

 

圖 17. p1390-35S-PhaGI-his 農桿菌轉殖載體之確認。p1390-35S-PhaGI-his 質體 DNA 使用

限制酵素 NcoI 切割產生 DNA 條帶大小為 9699 bp、2322 bp (GI)和 1102 bp。M：

marker。1：p1390-35S-PhaGI-his/NcoI。  
Fig. 17. Identification of p1390-35S-PhaGI-his vector by NcoI restriction endonuclease digestion. 

M: marker; 1: p1390-35S-PhaGI-his/NcoI: 9699 bp, 2322 bp (GI) and 1102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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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農桿菌酒精誘導啟動子轉殖載體構築 
(一)pBJ36-AlcA-PhaCOL-his 

pBJ36-AlcA-PhaCOL-his 轉殖載體確認。將 pBJ36-AlcA-PhaCOL-his 質體 DNA 使用

限制酵素 EcoRI與 BstBI 切割產生 DNA 條帶大小為 3,932 bp和 1,015 bp。  
(二)pBJ36-AlcA-PhaGI-his 

pBJ36-AlcA-PhaGI-his 轉殖載體確認。pBJ36-AlcA-PhaGI-his 質體 DNA 使用限制酵

素 PstI和 NotI切割產生 DNA 條帶大小為 2,859 bp、2440 bp、1151 bp、701 bp、266 bp 和

9 bp。 
(三)p1390-AlcR-AlcA-PhaCOL 

p1390-AlcR-AlcA-PhaCOL 農桿菌轉殖載體確認。將 p1390-AlcR-AlcA-PhaCOL 質體

DNA 使用限制酵素 PstI 與 NotI 切割產生 DNA 條帶大小為 5,732 bp、2,176 bp (COL)、
1,532 bp、1,290 bp、1,283 bp、1,107 bp、823 bp (COL)、285 bp、266 bp、223 bp、122 bp
和 3 bp (圖 18)。 
(四)p1390-AlcR-AlcA-PhaGI 

p1390-AlcR-AlcA-PhaGI 和 p1390-no35S 農桿菌轉殖載體以限制酵素切割確認其構築

的正確性。將 p1390-AlcR-AlcA-PhaGI質體DNA使用限制酵素 PstI與NotI切割產生DNA
條帶大小為 5,732 bp、3,739bp (GI)、1,532 bp、1,290 bp、1,283 bp、1,151 bp (GI)、1,107 
bp、701 (GI)、285 bp、266 bp、223 bp、9 bp 和 3 bp (圖 19)。 

 

 
圖 18. p1390-AlcR-AlcA-PhaCOL 轉殖載體之確認。將 p1390-AlcR-AlcA-PhaCOL 質體

DNA 使用限制酵素 PstI 與 NotI 切割，產生 DNA 條帶大小為 5732 bp、2176 bp 
(COL)、1532 bp、1290 bp、1283 bp、1107 bp、823 bp (COL)、285 bp、266 bp、
223 bp、122 bp 和 3 bp 。M：marker。1~4：p1390-AlcR-AlcA-PhaCOL/PstI/ NotI。  

Fig. 18. Identification of p1390-AlcR-AlcA-PhaCOL vector by PstI and NotI restriction 
endonuclease digestion. M: marker; 1~4: p1390-AlcR-AlcA-PhaCOL/PstI/NotI: 5732 
bp, 2176bp (COL), 1532 bp, 1290 bp, 1283 bp, 1107 bp, 823 (COL), 285 bp, 266 bp, 
223 bp, 122 bp, and 3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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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p1390-AlcR-AlcA-PhaGI 和 p1390-no35S 轉殖載體之確認。將 p1390-AlcR-AlcA-

PhaGI 質體 DNA 使用限制酵素 PstI 與 NotI 切割產生 DNA 條帶大小為 5732 bp、
3739 bp (GI)、1532 bp、1290 bp、1283 bp 、1151 bp (GI)、1107 bp、701 (GI)、285 
bp、266 bp、223 bp、 9 bp 和 3 bp。p1390-no35S 質體 DNA 使用限制酵素 PstI與
NotI 切割產生 DNA 條帶大小為 6032 bp、1532 bp 和 1290 bp。M：marker。1：
p1390-no35S/PstI/NotI。2：p1390-AlcR-AlcA-PhaGI/PstI/ NotI。 

Fig. 19. Identification of p1390-AlcR-AlcA-PhaGI and p1390-no35S vectors by PstI and NotI 
restriction endonuclease digestion. M: marker; 1: p1390-no35S/PstI/NotI: 6032 bp, 
1532bp, and 1290 bp; 2: p1390-AlcR-AlcA-PhaGI/PstI/NotI: 5732 bp, 3739bp (GI), 
1532 bp, 1290 bp, 1283 bp , 1151 bp (GI),1107 bp, 701 (GI), 285 bp, 266 bp, 223 bp, 9 
bp and 3 bp . 

 
 
五、攜帶農桿菌轉殖載體之大腸桿菌的抗生素抗性測試 

LB 菌盤未加入抗生素測試結果顯示，帶有農桿菌轉殖載體 p1390-35S-PhaCOL-
OCS、p1390-35S-PhaGI-his、p1390-AlcR-AlcA-PhaGI 和 p1390-AlcR-AlcA-PhaCOL 的大

腸桿菌與對照組 DH5α 大腸桿菌都能正常生長。加入 50 ppm Kanamycin 或 100 ppm 
Hygromycin 結果顯示只有對照組 DH5α無法生長，其它帶有載體篩選基因大腸桿菌的都

能生長 (圖 20)。不過菌盤加入 100 ppm Hygromycin 的處理終可以發現帶有 PhaGI 基因載

體 (p1390-35S-PhaGI-his 和 p1390-AlcR-AlcA-PhaGI)的菌落有生長密度較少速度慢的現象 
(圖 20)。所以進一步使用 LB 液體培養加入 300 ppm Hygromycin 後放置 37℃過夜後測量

菌液濃度 OD600 結果顯示 PhaGI 基因載體的大腸桿菌生長較慢，但在經過一次 28℃過夜

後濃度可以接近帶有 PhaCOL 基因載體的大腸桿菌的濃度 (圖 21)。所以此試驗證明各個

載體之抗性基因 nptII和 hptII在大腸桿菌中能夠正常的被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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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攜帶 p1390-35S-PhaCOL-OCS (35S-COL)、p1390-35S-PhaGI-his (35S-GI)、p1390-

AlcR-AlcA-PhaCOL (AlcR-COL)及 p1390-AlcR-AlcA-PhaGI (AlcR-GI)等質體之大

腸桿菌株 (E. coli DH5α)培養於 LB 培養基 (A)，在含 50 ppm Kanamycin (B)、100 
ppm Hygromycin (C)之生長情形。 

Fig. 20. The growth of E. coli (DH5α)harboring the p1390-35S-PhaCOL-OCS (35S-COL), 
p1390-35S-PhaGI-his (35S-GI), p1390-AlcR-AlcA-PhaCOL (AlcR-COL), and p1390-
AlcR-AlcA-PhaGI (AlcR-GI)cultivated in the LB medium (A), containing 50 ppm 
Kanamycin (B), or 100 ppm Hygromycin (C). 

 

 

圖 21. 攜帶 p1390-35S-PhaCOL-OCS (35S-COL)、p1390-35S-PhaGI-his (35S-GI)、p1390-
AlcR-AlcA-PhaCOL (AlcR-COL)及 p1390-AlcR-AlcA-PhaGI (AlcR-GI)等質體之大

腸桿菌株 (E. coli DH5α)培養於含 300 ppm Hygromycin 之 LB 培養基於 37℃過夜生

長 (A 上)及 OD600 值 (B)，再移到 28℃過夜生長 (A 下)之生長情形。 

Fig. 21. The appearances (A, upper row)and OD600 (B)of E. coli (DH5α)harboring the p1390-
35S-PhaCOL-OCS (35S-COL), p1390-35S-PhaGI-his (35S-GI), p1390-AlcR-AlcA-
PhaCOL (AlcR-COL), and p1390-AlcR-AlcA-PhaGI (AlcR-GI)cultivated in the LB 
medium containing 300 ppm Hygromycin at 37℃ for overnight and followed by grown 
at 28 ℃ for overnight (A, lower row).   

(A)  (B)  (C)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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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一、四個品種蝴蝶蘭 col 和 GI 基因選殖與序列分析 
RT-PCR 偵測 COL 和 GI 基因在 Dtps. Sogo Yukidian 'V3'、Dtps. Ney Shan Gu Niang、

Phal.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 與 Phal. Sogo Vivien 的四個品種蝴蝶蘭葉片中表現的情形。

結果顯示四個品種蝴蝶蘭的 COL 和 GI 基因 cDNA 與 protein 序列比對繪製的親源樹狀圖

都有高度的親源性。所以由 Phal.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 品種蝴蝶蘭選殖出的 COL 和

GI 基因可能可以轉殖到其他三個品種的蝴蝶蘭並表現正常的功能。 
二、農桿菌 CaMV35S 和酒精誘導啟動子轉殖載體構築 

選擇 CaMV35S 或酒精誘導啟動子來表現 COL 或 GI 基因，是為了比較持續大量表現

與誘導表現之間的效果。持續大量表現的優點是在植株生長的所有時期都表現目標基因

COL 或是 GI 期待有提早開花的效果，缺點是隨時持續大量表現目標基因可能對植株生長

造成影響。反之誘導表現COL或GI基因能夠在想要表現目標基因時在噴灑酒精在植株上

誘導表現 COL 或是 GI 基因期待精準控制開花時間。 
三、大腸桿菌帶有農桿菌轉殖載體之篩選基因抗生素抗性測試 

LB 菌盤加入 100 ppm Hygromycin 或 LB 液體培養加入 300 ppm Hygromycin 培養大腸

桿菌，結果顯示只有對照組 DH5α 無法生長，其它帶有載體 p1390-35S-PhaGI-OCS、
p1390-35S-PhaGI-his、p1390-AlcR-AlcA-PhaGI 和 p1390-AlcR-AlcA-PhaGI 的大腸桿菌的

都能生長，證明了大腸桿菌能夠辨識 CaMV35S 啟動子且表現基因，前人文獻研究也發現

CaMV35S 啟動子能夠在大腸桿菌有低量表現 (Hemmati et al., 2015)，不過發現帶有 PhaGI
基因載體 (p1390-35S-PhaGI-his 和 p1390-AlcR-AlcA-PhaGI)的菌落有生長密度較少速度慢

的現象。且文獻也提到 AlcR-AlcA 酒精誘導啟動子在大腸桿菌是有發生持續表現不被酒

精控制的現象 (Hemmati et al., 2015)。所以推測帶有 PhaGI 基因載體 (p1390-35S-PhaGI-his
和 p1390-AlcR-AlcA-PhaGI)在大腸桿菌中都有表現 PhaGI 基因，而且 PhaGI 基因能夠影

響 CaMV35S 啟動子驅動表現 hptII 篩選基因在大腸桿菌中抗篩選藥劑的效果。由於

CaMV35S 啟動子在植物中能夠大量表現 hptII 篩選基因，PhaGI 基因是否會影響實際基因

轉殖植物抗篩選藥劑的效果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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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Phalaenopsis orchid is one of Taiwan's important export floral crops. Exploring the 
possibility of regulate flowering time will certainly contribute to the Phalaenopsis industry. 
COL and GI genes play crucial roles in circadian rhythms and photoperiodic flowering in 
plants. Several reports show that overexpression of COL and GI in some orchids resulted 
in shorten the juvenile stage and early flowering time. Functional analy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Phalaenopsis COL and GI genes were conducted in this study. Four 
cultivars of Phalaenopsis orchid were used for gene cloning, namely Phal.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 Phal. Sogo Vivien, Phal. Sogo Yukidian 'V3', and Dtps. Ney Shan Gu Niang. 
COL (1.0 kb) and GI (3.5 kb) genes had been successfully cloned from all four cultivars. 
Nucleic acid and deduced amino acids comparison of COL and GI genes between four 
cultivars of Phalaenopsis orchid and Phal. equestris show very high identity and homology. 
In this study, the COL and GI genes of Phal.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 were further 
constructed into Agrobacterium-transfecting vectors with CaMV35S promoter and alc 
promoter (alcohol in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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