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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蘭葉綠體基因轉殖載體之構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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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參考已發表之臺灣白花蝴蝶蘭之葉綠體基因組序列，完成構築二
組以 trnI/trnA (pMT93t 系列)及 trnV/3'rps12 (pMT93t1 系列)為同源重組位置的蝴蝶
蘭葉綠體轉殖通用載體 (含 gus 及 aada)。並構築成攜帶 lys (溶菌酶，lysozyme)或/
及 cecA (抗菌胜肽，cecropin)目標基因的八種蝴蝶蘭葉綠體轉殖載體。

前

言

在國際上台灣的蘭花產業具有重要的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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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葉綠體基因轉殖具有：增加轉殖基因大量表現，母系遺傳不會造成基因污染、
不會有基因靜寂及插入位置效應，且較細胞核基因轉移穩定等優點 (Jin and Daniell,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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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蘭花葉綠體
基因轉殖技術則尚未有報告。
抗細菌性病原菌之植物抗病育種研究，目前是所有抗病研究中進展最緩慢，運用生
物技術將可加速抗病作物品種之育成，以減少化學農藥對環境、生態、人類健康之危
害。溶菌酶 (lysozyme, lys)可以使細菌細胞壁中的肽聚醣網狀結構崩解，破壞細菌的細
胞壁導致細菌死亡 (Loessner, 2005)。而抗菌胜肽 (cecropin, cec)可在脂雙層膜上形成陰離
子選擇性通道殺死病原菌，對細菌、真菌、病毒等均具有強力的殺傷作用 (吳，2012；
陳，2005；Lee et al., 2011)。因此本研究將 cecropin、lys 基因構築成蝴蝶蘭葉綠體基因
轉殖載體，將來利用基因槍轉殖法轉殖 cecropin 及 lys 基因到蝴蝶蘭葉綠體，期望獲得
更能抗多種病害之蝴蝶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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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一、試驗材料
蝴蝶蘭葉綠體 DNA 來源為白花蝴蝶蘭 (Phalaenopsis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台
糖 阿 媽 (Phalaenopsis amabilis 'TSC97') 、 姬 蝴 蝶 蘭 (Phalaenopsis equestris) 、 V3
(Phalaenopsis Sogo Yukidian 'V3')等四種蝴蝶蘭為材料。
二、試驗方法
(一)、蝴蝶蘭葉綠體轉殖載體之選殖
1. 植物總 DNA 萃取
取 0.1 g 之葉片以 Plant Genomic DNA Purification Kit DP022 萃取總 DNA。
2. 引子設計與聚合酵素鏈鎖反應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利用 PCR 技術選殖出葉綠體轉殖載體基因片段包含蝴蝶蘭 trnI/trnA (Daniell et al.,
2001; 2004)與 trnV/3'rps12 (Maliga, 2004) 之 DNA 片段 (圖 1)。本試驗採用 DNA 聚合連鎖
反應器進行 PCR 分析。取葉片之 DNA (200 ng)為膜板，並加入 1.25 U Blend Taq® -PlusDNA polymerase (TOYOBO)、1 倍 Blend Taq buffer、0.2 mM dNTP、1 μM 核酸引子，最
後加入去離子水。最終反應體積為 25 μL。偵測各基因的引子如表 1 所示。取 8 μL 終產物
於 1%的 agarose gel 上進行電泳分析。
表 1、偵測構築蝴蝶蘭載體之各基因的引子序列及增幅片段大小
基 因

引子號碼 (序列)

增幅片
段大小
(bp)

trnI

1：5'- GGGCCTTGTACACACCG-3'
7：5'- CTG GGCCATCCTGGACTTG-3'

trnA

5：5'- CTGCGCCAGGGAAAAGAATAG-3'
6：5'- ATCATAGTATCAGCTAAGTTCACGG-3'

trnV

8：5'- AATTCACCGCCGTATGGCTGAC-3'
9：5'- CAATGGAATCCAATTTTTC CCA-3'

1,787

10：5'- TCAACTGCTCCTATCGGAA ATAG-3'
11：5'- GATCTTTCTCGATCAATCC CTTTGC-3'

1,388

3'rps12

Prrn－ 12：5'- GATATCGCTCCCCCGCCGTC GTTC -3'
aada 13：5'- TCTAGACCCGGGGAATTCTATTTAAATTTATTTGCCGACT ACCTTGGTG -3'

1,477
964

952

GUS

16：5'- CTACTGGAATTCGGGAGGGATTTATGTTACGTCCTGTAGA AACCC -3'
18：5'- GATTCTCCCG GGTTATTGTTTGCCTCCCT -3'

1,823

lys

19：5'- CTGCCAATTTAAATTGGGAGGGATTTATGGGCAGCCAGA CCGCTA -3'
20：5'- GATCTGGAATTCCTACTCGAGTGCCGCTC -3'

531

21：5'- GATTCTCCCGGGGGG AGGGATTTATGGGCTGGCTGAAAA AAATCGGCA -3'
22：5'- CAGTCATCTAGATCAACCCTTTAATGTAGCGGCAACGT -3'

137

c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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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A 選殖 (蝴蝶蘭 trnI、trnA、trnV 與 3'rps12 等基因片段選殖)
將蝴蝶蘭 (subsp. formosana)trnI、trnA、trnV 與 3'rps12 等基因片段以 PCR 增幅出之
產物，參照 pGEM®-T and pGEM®-T Easy Vector System 說明書實驗流程並構築到質體
pGEM®-T，以進行後續之 DNA 定序與載體構築。
(1) pGEM-T-P,F,trnI：質體 pGEM®-T 連接上蝴蝶蘭 trnI 基因片段 PCR 產物。
(2) pGEM-T-P,F,trnA：質體 pGEM®-T 連接上蝴蝶蘭 trnA 基因片段 PCR 產物。
(3) pGEM-T-P,F,trnV：質體 pGEM®-T 連接上蝴蝶蘭 trnV 基因片段 PCR 產物。
(4) pGEM-T-P,F,3'rps12：質體 pGEM®-T 連接上蝴蝶蘭 3'rps12 基因片段 PCR 產物。
(5) pGEM-T-Prrn+aada：質體 pGEM®-T 連接上 Prrn+aada 基因片段 PCR 產物。
4. 蝴蝶蘭葉綠體轉殖載體構築
(1) pMT93t、pMT93t-0
將質體 pKM-aada 與 pGEM-T-P,F,trnI 以限制酵素 SalI 和 EcoRV 進行切割後將 trnI 基
因片段構築至 pKM-aada 載體上，獲得之中間載體以及 pGEM-T-P, F, trnA 再以限制酵素
PstI和 SacII進行切割後將 trnA基因片段構築至中間載體。進而獲得質體 pMT93t (圖 2A)。
再將 pMT93 質體與 pGEM-T-Prrn+aada 以限制酵素 XbaI 和 EcoRV 進行切割後將
Prrn+aada 基因片段構築至 pMT93t 質體上以獲得新增切位之質體 pMT93t-0 (圖 3A)以進
行後續實驗。
(2) pMT93t1、pMT93t1-0
將質體 pKM-aada 與 pGEM-T-P,F,trnV 以限制酵素 SalI 和 EcoRV 進行切割後將 trnV
基因片段構築至 pKM-aada 載體上，獲得之中間載體以及 pGEM-T-P,F,3'rps12 再以限制酵
素 PstI 和 SacI 進行切割後將 trnA 基因片段構築至中間載體。進而獲得質體 pMT93t1 (圖
2B)。再將 pMT93t1 質體與 pGEM-T-Prrn+aada 以限制酵素 XbaI 和 EcoRV 進行切割後將
Prrn+aadA 基因片段構築至 pMT93t1 質體上以獲得新增切位之質體 pMT93t1-0 (圖 3A)，
以進行後續實驗。
(3) pMT93t-GUS
將質體 pMT93t-0 與 GUS 基因片段 PCR 產物以限制酵素 SmaI 和 EcoRI 進行切割後將
GUS 基因片段構築至 pMT93t-0 載體上，獲得質體 pMT93t-GUS (圖 3B)。
(4) pMT93t1-GUS
將質體 pMT93t1-0 與 GUS 基因片段 PCR 產物以限制酵素 SmaI 和 EcoRI 進行切割後
將 GUS 基因片段構築至 pMT93t1-0 載體上，獲得質體 pMT93t1-GUS (圖 3B)。
(5) pMT93t-GL-A
將質體 pMT93t-GUS 與溶菌酶 (lys)基因片段 PCR 產物以限制酵素 SwaI 和 EcoRI 進行
切割後將 lys 基因片段構築至 pMT93t-GUS 載體上，獲得質體 pMT93t-GL-A (圖 3C)。
(6) pMT93t1-GL-A
將質體 pMT93t1-GUS 與溶菌酶 (lys)基因片段 PCR 產物以限制酵素 SwaI 和 EcoRI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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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切割後將 lys 基因片段構築至 pMT93t1-GUS 載體上，獲得質體 pMT93t1-GL-A (圖 3C)。
(7) pMT93t-GCa-A
將質體 pMT93t-GUS 與抗菌胜肽 cecropin A (cecA)基因片段 PCR 產物以限制酵素 SmaI
和 XbaI 進行切割後將 cecA 基因片段構築至 pMT93t-GUS 載體上，獲得質體 pMT93t-GCaA (圖 3D)。
(8) pMT93t1-GCa-A
將質體 pMT93t1-GUS 與抗菌胜肽 cecropin A (cecA)基因片段 PCR 產物以限制酵素
SmaI 和 XbaI進行切割後將 cecA基因片段構築至 pMT93t-GUS載體上，獲得質體 pMT93t1GCa-A (圖 3D)。
(9) pMT93t-GLCa-A
將質體 pMT93t-GCa-A 與溶菌酶 (lys)基因片段 PCR 產物以限制酵素 SwaI 和 EcoRI 進
行切割後將 lys 基因片段構築至 pMT93t-GCa-A 載體上，獲得質體 pMT93t-GLCa-A (圖
3E)。
(10) pMT93t1-GLCa-A
將質體 pMT93t1-GCa-A 與溶菌酶 (lys)基因片段 PCR 產物以限制酵素 SwaI 和 EcoRI
進行切割後將 lys 基因片段構築至 pMT93t1-GCa-A 載體上，獲得質體 pMT93t1-GLCa-A
(圖 3E)。
(二)、E. coli 勝任細胞熱休克轉型
本試驗使用 ECOS™101 勝任細胞[DH5α] (Yeastern Biotech)進行熱休克轉型。依序將
2 μL ligation mixture or 1 μL plasmid DNA 加入 25 μL 的勝任細胞中，vortex 1 秒混合。放置
冰上 5 分鐘。42°C 熱休克 45 秒。放置冰上備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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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過夜。
(三)、基因定序
將定序基因構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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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6:5'- TATTTAGGTGACACTATAG -3'。

-75-

圖 1. 蝴蝶蘭葉綠體基因轉殖所使用之兩種同源重組插入位置：trnA/trnI (Henry Daniell)與
trnV/3'rps12 (Pal Maliga)。小箭頭代表 PCR 引子設計位置。
Fig. 1. Two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insertion sites are used for Phalaenopsis chloroplast
transformation: trnA/trnI (Henry Daniell) and trnV/3'rps12 (Pal Maliga). The small arrow
represents the design position of the PCR primer.

(A)

(B)

圖 2. pMT93t (A)及 pMT93t1 (B)葉綠體轉殖載體之構築流程圖。
Fig. 2. Construction scheme of pMT93t (A)and pMT93t1 (B)chloroplast transformation v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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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圖 3. pMT93t-0 與 pMT93t1-0 (A)、pMT93t-gus
與 pMT93t1-gus (B) 、 pMT93t1-GL-A 與
pMT93t-GL-A (C) 、 pMT93t-GCa-A 與
pMT93t1-GCa-A (D)、pMT93t-GLCa-A 與
pMT93t1-GLCa-A (E)葉綠體轉殖載體之
構築流程圖。
Fig. 3. Construction scheme of pMT93t and
pMT93t1 (A), pMT93t-gus 與 pMT93t1gus (B), pMT93t1-GL-A 與 pMT93t-GL-A
(C), pMT93t-GCa-A 與 pMT93t1-GCa-A
(D), pMT93t-GLCa-A 與 pMT93t1-GLCaA (E) chloroplast transformation v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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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一、蝴蝶蘭葉綠體轉殖載體之選殖
(一)、植物總 DNA 萃取
為確認植物總 DNA 之萃取是否成功，將萃取自台灣白花蝴蝶蘭、台糖阿媽蝴蝶蘭、
姬蝴蝶蘭、'V3'蝴蝶蘭等葉片的基因組 DNA 以電泳膠片分析，其結果如圖 4 所示，顯示
成功萃取獲得四種蝴蝶蘭葉片之 DNA (圖 4)。
(二)、蝴蝶蘭 trnI/trnA 與 trnV/3'rps12 基因片段
以台灣白花蝴蝶蘭 (Phalaenopsis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基因組 DNA 為模板，分
別使用核酸引子 5/6、1/7、8/9 與 10/11 進行 PCR 增幅之產物，以電泳膠片分析 trnI (1,477
bp)、trnA (964 bp)、trnV (1,787 bp)與 3'rps12 (1,388 bp)基因序列片段。結果顯示各個基因
都有正確片段大小 (圖 4)。為分析台灣白花蝴蝶蘭、台糖阿媽蝴蝶蘭、姬蝴蝶蘭、'V3'蝴
蝶蘭等四種蝴蝶蘭之間的葉綠體基因片段 trnI、trnA、trnV 與 3'rps12 的同源性。以葉片萃
取的基因組 DNA 為模板，使用核酸引子 5/6 及 1/7 (圖 5A)與 8/9 及 10/11 (圖 5B)進行 PCR
分析，產物以電泳膠片分析 trnI (1,477 bp)及 trnA (964bp) (圖 5A)與 3'rps12 (1,388 bp)及
trnV (1,787 bp) (圖 5B)基因序列片段的情形。結果顯示四種蝴蝶蘭之間之 trnI、trnA、trnV
與 3'rps12 基因片段都能以 PCR 用同樣引子增幅出來且大小相同。由上述結果推論四種蝴
蝶蘭之間的葉綠體基因片段有高度同源性。
(三)、台灣白花蝴蝶的葉綠體 trnI、trnA、trnV 與 3'rps12 基因之核酸序列定序與分析
將 載 體 pGEM-T-P,F,trnA 、 pGEM-T-P,F,trnI 、 pGEM-T-P,F,trnV 與 pGEM-TP,F,3'rps12 交由明欣生技公司進行選殖之台灣白花蝴蝶的葉綠體 trnI、trnA、trnV 與
3'rps12 蝴蝶蘭基因片段定序，其核酸序列分別如圖 6A~D 所示。並將已發表之台灣白花
蝴 蝶 蘭 葉 綠體 基 因組 序列 (P.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 ， NCBI Reference Sequence:
NC_007499.1)的核酸序列與定序結果以軟體 vector NTI AlignX 執行序列比對，結果顯示
顯示核酸序列一致性分別為 trnI 99.0%，trnA 97.4%、trnV 99.4%、3'rps12 98.9% (數據未
顯示)。
二、蝴蝶蘭葉綠體轉殖載體構築
1. pMT93t、pMT93t-0
將質體 pMT93t 以限制酵素 SalI 和 EcoRV 進行切割後可獲得 5,268 bp、1,495 bp 片
段；以限制酵素 PstI 和 SacII 進行切割後可獲得 5,801 bp、964 bp 片段。證實 trnI 與 trnA
基因片段已構築成功進入載體。再將 pMT93t-0 質體以限制酵素 EcoRI 和 EcoRV 進行切
割後可獲得 5,788 bp、940 bp 片段。證實 Prrn+aadA 基因片段已構築至 pMT93t-0 質體
上，並獲得新增切位。(數據未顯示)
2. pMT93t1、pMT93t1-0
將質體 pMT93t1 以限制酵素 SalI 和 EcoRV 進行切割後可獲得 5,672 bp、1,795 bp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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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以限制酵素 PstI 和 SacII 進行切割後可獲得 6,079 bp、1,388 bp 片段。證實 trnI 與 trnA
基因片段已構築成功進入載體。再將 pMT93t1-0 質體以限制酵素 EcoRI 和 EcoRV 進行切
割後可獲得 5,788 bp、940 bp 片段。證實 Prrn+aadA 基因片段已構築至 pMT93t1 質體上，
並獲得新增切位。(數據未顯示)
3. pMT93t-GUS
將質體 pMT93t-GUS 以限制酵素 SmaI 和 EcoRI 進行切割後可獲得 6,672 bp、1,831 bp
片段，證實 GUS 基因片段已成功構築進入載體。(數據未顯示)
4. pMT93t1-GUS
將質體 pMT93t1-GUS 以限制酵素 SmaI 和 EcoRI 進行切割後後可獲得 7,423 bp、1,831
bp 片段，證實 GUS 基因片段已成功構築進入載體。(數據未顯示)
5. pMT93t-GL-A
將質體 pMT93t-GL-A 以限制酵素 SwaI 和 EcoRI 進行切割後後可獲得 8,545 bp、536
bp 片段，證實 lys 基因片段已成功構築進入載體。(數據未顯示)
6. pMT93t1-GL-A
將質體 pMT93t1-GL-A 以限制酵素 SwaI 和 EcoRI 進行切割後後可獲得 9,248 bp、536
bp 片段，證實 lys 基因片段已成功構築進入載體。(數據未顯示)
7. pMT93t-GCa-A
將質體 pMT93t-GCa-A (圖 7A)以限制酵素 SmaI 和 PstI 進行切割後後可獲得 8,139
bp、549 bp 片段 (圖 7C)，以限制酵素 HincII 進行切割後後可獲得 4,364 bp、3,055 bp、735
bp、534 bp (圖 7C)片段，證實 cecA 基因片段已成功構築進入載體。
8. pMT93t1-GCa-A
將質體 pMT93t1-GCa-A(圖 7B)以限制酵素 SmaI 和 PstI 進行切割後後可獲得 8,842
bp、549 bp 片段 (圖 7C)，以限制酵素 HincII 進行切割後後可獲得 3,718 bp、3,355 bp、735
bp、557 bp、534 bp、492 bp 片段 (圖 7C)。證實 cecA 基因片段已成功構築進入載體。
9. pMT93t-GLCa-A
將質體 pMT93t-GLCa-A(圖 8A)以限制酵素 SwaI 和 EcoRI 進行切割後後可獲得 8,682
bp、536 bp 片段 (圖 8C)，證實 lys 基因片段已成功構築進入載體。以限制酵素 HincII 進行
切割後後可獲得 4,364 bp、3,585 bp、735 bp、534 bp (圖 8C)片段，證實 cecA 基因片段已
成功構築進入載體。
10. pMT93t1-GLCa-A
將質體 pMT93t1-GLCa-A(圖 8B)以限制酵素 SwaI 和 EcoRI 進行切割後後可獲得 9,385
bp、536 bp 片段 (圖 8C)，證實 lys 基因片段已成功構築進入載體。以限制酵素 HincII 進行
切割後後可獲得 3,885 bp、3,718 bp、735 bp、557 bp、534 bp、492 bp 片段 (圖 8C)，證實
cecA 基因片段已成功構築進入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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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以台灣白花蝴蝶蘭 (Phalaenopsis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基因組 DNA 為模板，分
別使用核酸引子 5/6、1/7、8/9 與 10/11 進行 PCR 增幅之產物，以電泳膠片分析 trnA
(964 bp)、3'rps12 (1388 bp)、trnI (1477 bp)與 trnV (1787 bp)基因序列片段的情形。
Fig. 4. Gel electrophoresis analysis of PCR product of trnA (964 bp), 3'rps12 (1388 bp), trnI (1477
bp), and trnV (1787 bp)DNA fragments amplified from Phalaenopsis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 DNA using primer 5/6, 1/7, 8/9, and 10/11, respectively.

(A)

(B)

圖 5. 以台灣白花蝴蝶蘭、台糖阿媽蝴蝶蘭、姬蝴蝶蘭、'V3'蝴蝶蘭葉片之基因組 DNA 為
模板，使用核酸引子 5/6 及 1/7 (A)與 8/9 及 10/11 (B)進行 PCR 之產物，以電泳膠片
分析 trnI (1477 bp)及 trnA (964 bp) (A)與 3'rps12 (1388 bp)及 trnV (1787 bp) (B)基因序
列片段的情形。
Fig. 5. Gel electrophoresis analysis of PCR product of trnA (964 bp)and trnI (1477 bp) (A),
3'rps12 (1388 bp)and trnV (1787 bp) (B)DNA fragments amplified from P.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 P. amabilis var. formosa 'TS97', P. equestris, P. Sogo Yukidian 'V3'
DNA using primer 5/6 and 1/7 (A), 8/9 and 10/11 (B),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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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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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圖 6. 選殖之台灣白花蝴蝶的葉綠體 trnI (A)、trnA (B)、trnV (C)與 3'rps12 (D)基因之核酸
序列。
Fig. 6. The nucleic acid sequences of cloning chloroplast trnI (A), trnA (B), trnV (C), and 3'rps12
(D)genes of Phalaenopsis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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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B)

圖 7. 將 pMT93t-GCa-A (A)與 pMT93t1-GCa-A (B)載體以限制酵素切割後以電泳膠片分析載體正確
性 (C)。pMT93t-gus/HindII：67026 bp、1694 bp；pMT93t-GCa-A/HindII ：67026 bp、1694
bp；pMT93t1-gus/HindII：67026 bp、1694 bp； pMT93t1-GCa-A/HindII：67026 bp、1694 bp；
pMT93t-gus/PstI/SmaI：67026 bp、1694 bp；pMT93t-GCa-A/PstI/SmaI：67026 bp、1694 bp；
pMT93t1-gus/PstI/SmaI：67026 bp、1694 bp；pMT93t1-GCa-A/PstI/SmaI：67026 bp、1694 bp。
Fig. 7. Identification of pMT93t-GCa-A (A)and pMT93t1-GCa-A (B)vectors by restriction endonuclease
digestion. pMT93t-gus/HindII: 67026 bp, 1694 bp; pMT93t-GCa-A/HindII: 67026 bp, 1694 bp;
pMT93t1-gus/HindII: 67026 bp, 1694 bp; pMT93t1-GCa-A/HindII: 67026 bp, 1694 bp; pMT93tgus/PstI/SmaI: 67026 bp, 1694 bp；pMT93t-GCa-A/PstI/SmaI: 67026 bp, 1694 bp; pMT93t1gus/PstI/SmaI：67026 bp, 1694 bp；pMT93t1-GCa-A/PstI、SmaI：67026 bp, 1694 bp.

(A)

(C)

(B)

圖 8. 將 pMT93t-GLCa-A (A)與 pMT93t1-GLCa-A (B)載體以限制酵素切割後以電泳膠片分析載體正
確性 (C)。pMT93t-GLCa-A/EcoRI、SwaI：8682bp、536bp；pMT93t1-GLCa-A/EcoRI：9385
bp、536 bp；pMT93t-GLCa-A/HindII： 4364 bp、3585 bp、735 bp、534 bp；pMT93t1-GLCaA/SwaI/HindII：3885 bp、3718 bp、735 bp、557 bp、534 bp、492 bp。
Fig. 8. Identification of pMT93t-GCa-A (A)and pMT93t1-GCa-A (B)vectors by restriction endonuclease
digestion (C). pMT93t-GLCa-A/EcoRI/SwaI: 8682 bp, 536 bp; pMT93t1-GLCa-A/EcoRI/SwaI:
9385 bp, 536 bp; pMT93t-GLCa-A/HindII: 4364 bp, 3585 bp, 735 bp, 534 bp; pMT93t1-GLCaA/HindII: 3885 bp, 3718bp, 735 bp, 557 bp, 534 bp, 492 bp.

-83-

三、台灣白花蝴蝶蘭與多種蘭科之葉綠體同源重組序列相似度比對
以從台灣白花蝴蝶蘭 (Phalaenopsis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選殖出的葉綠體基因片
段之核酸序列 trnI、trnA、trnV和 3'rps12 為基礎所建構的 17種台灣常見之蘭科植物 (NCBI
網站資料)的系統發生樹狀圖及其葉綠體 trnI (圖 9)、trnA (圖 10)、trnV (圖 11)和 3'rps12
(圖 12)基因片段之核酸序列的相似度圖如圖 9~12 所示。分析結果顯示台灣白花蝴蝶蘭
(Phalaenopsis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選殖出的葉綠體基因片段之核酸序列 trnI、
trnA 、 trnV 和 3'rps12 與 Tiny Star (Accession:KJ944326.1) 蝴 蝶 蘭 、 台 灣 白 花 蝴 蝶蘭
(Accession:AY916449.1)和姬蝴蝶蘭 (Accession:JF719062.1)的序列有較高的核酸序列相似
度 (95~99%)。且台灣白花蝴蝶蘭之 trnI、trnA、trnV 核酸序列和 17 種台灣常見之蘭科植
物的相似度約略高達 95~100%，顯示以台灣白花蝴蝶蘭之 trnA/trnI 為重組部位所構築的
葉綠體轉殖載體將可供這 17 種台灣常見之蘭科植物的葉綠體基因轉殖之用。

討

論

台灣白花蝴蝶蘭、台糖阿媽蝴蝶蘭、姬蝴蝶蘭和'V3'蝴蝶蘭等四種蝴蝶蘭之間之 trnI、
trnA、trnV 與 3'rps12 基因片段都能用 PCR 以同樣引子增幅出來且大小相同。由上述結果
推論四種蝴蝶蘭之間的葉綠體基因片段有高度同源性。以從台灣白花蝴蝶蘭選殖出的葉
綠體基因片段之核酸序列 trnI、trnA、trnV 和 3'rps12 為基礎所建構的 17 種台灣常見之蘭
科植物 (NCBI 網站資料)的系統發生樹狀圖及其葉綠體 trnI、trnA、trnV 和 3'rps12 基因片
段之核酸序列的相似度圖 (圖 9~12)。結果顯示台灣白花蝴蝶蘭 (Phalaenopsis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選殖出的葉綠體基因片段之核酸序列 trnI、trnA、trnV 和 3'rps12 與 Tiny
Star (Accession:KJ944326.1)蝴蝶蘭、台灣白花蝴蝶蘭 (Accession: AY916449.1)和姬蝴蝶蘭
(Accession: JF719062.1)的序列有高度相似。所以從台灣白花蝴蝶蘭選殖出的葉綠體基因
片段之核酸序列 trnI、trnA、trnV 和 3'rps12 所構築的蝴蝶蘭葉綠體轉殖載體可能通用於其
他台灣常見之蘭科植物上使用。trnI/trnA 和 trnV/3'rps12 兩個不同的同源重組插入位置最
大的差異是 trnI/trnA 是屬於基因頻繁轉錄的區域反之 trnV/3'rps12 則是轉錄不頻繁的區域
(Maliga et al., 2014; Sinagawa-García et al., 2009)，並沒有報告指出兩者在葉綠體轉殖成功
率的差異，但在菸草葉綠體轉殖 trnI/trnA 區域的文獻有更高量蛋白表現的報告較多
(Daniell et al., 2001; 2011)，而目前並沒有搜尋到蘭科包括蝴蝶蘭有關葉綠體基因轉殖的
研究，所以本研究將構築 trnI/trnA 和 trnV/3'rps12 兩個不同插入位置的葉綠體基因轉殖載
體。本研究總共完全以 trnI/tanA (pMT93t 系列)及 trnV/3’rps12 (pMT93t1 系列)為同源重組
位置的蝴蝶蘭葉綠體轉殖通用載體 (含 gus 及 aada)。並構築成攜帶 lys 或/及 cecA 目標基
因的 8 種蝴蝶蘭葉綠體轉殖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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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以自台灣白花蝴蝶蘭 (P.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選殖出的葉綠體 trnI 基因片段之
核酸序列為基礎所建構的 17 種台灣常見之蘭科植物的系統發生樹狀圖及其葉綠體
trnI 基因片段之核酸序列的相似度圖。
Fig. 9. Phylogenetic tree of chloroplast trnI and identity among 17 kinds of common orchids in
Taiwan using cloned trnI of P.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 as reference.

圖 10. 以從台灣白花蝴蝶蘭 (P.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選殖出的葉綠體 trnA 基因片段
之核酸序列為基礎所建構的 17 種台灣常見之蘭科植物的系統發生樹狀圖及其葉綠
體 trnA 基因片段之核酸序列的相似度圖。
Fig. 10. Phylogenetic tree of chloroplast trnA and identity among 17 kinds of common orchids in
Taiwan using cloned trnA of P.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 as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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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以從台灣白花蝴蝶蘭 (P.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選殖出的葉綠體 trnV 基因片段
之核酸序列為基礎所建構的 17 種台灣常見之蘭科植物的系統發生樹狀圖及其葉綠
體 trnV 基因片段之核酸序列的相似度圖。
Fig. 11. Phylogenetic tree of chloroplast trnV and identity among 17 kinds of common orchids in
Taiwan using cloned trnV of P.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 as reference.

圖 12. 以從台灣白花蝴蝶蘭 (P.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選殖出的葉綠體 3'rps12 基因片
段之核酸序列為基礎所建構的 17 種台灣常見之蘭科植物的系統發生樹狀圖及其葉
綠體 3'rps12 基因片段之核酸序列的相似度圖。
Fig. 12. Phylogenetic tree of chloroplast 3'rps12 and identity among 17 kinds of common orchids
in Taiwan using cloned 3'rps12 of P.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 as reference.

-86-

參 考 文 獻
吳致淵。2012。Xanthomonas 細菌素基因及抗菌胜肽於大腸桿菌表現及純化之探討。國
立中興大學分子生物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慶三。2005。抗蟲蛋白質。科學發展。392: 12-15。
Daniell, H., O. Carmona-Sanchez, and B. E. Burns. 2004. Chloroplast derived antibodies,
biopharmaceuticals and edible vaccines. molecular farming: plant‐made pharmaceuticals and
technical proteins: 113-133.
Daniell, H., S. B. Lee, T. Panchal, and P. O. Wiebe. 2001. Expression of the native cholera toxin
B subunit gene and assembly as functional oligomers in transgenic tobacco chloroplasts. J.
Mol. Biol. 311 (5): 1001-1009.
Jin, S. and H. Daniell. 2015. The engineered chloroplast genome just got smarter. Trends Plant
Sci. 20 (10): 622-640.
Lee, S.-B., B. Li, S. Jin, and H. Daniell. 2011. Express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ntimicrobial
peptides Retrocyclin-101 and Protegrin-1 in chloroplasts to control viral and bacterial
infections. Plant Biotechnol. J. 9 (1): 100-115.
Loessner, M. 2005. Bacteriophage endolysins-current state of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Curr.
Opin. Microbiol 8: 480-487.
Maliga, P. 2004. Plastid transformation in higher plants. Annu. Rev. Plant Biol. 55 (1): 289-313.
Maliga, P. and T. Tungsuchat-Huang. 2014. Plastid transformation in Nicotiana tabacum and
Nicotiana sylvestris by biolistic DNA delivery to leaves. Chloroplast biotechnology: methods
and protocols. P. Maliga. Totowa, NJ, Humana Press: 147-163.
Sinagawa-García, S. R., T, Tungsuchat-Huang, O. Paredes-López, and P. Maliga. 2009. Next
generation synthetic vectors for transformation of the plastid genome of higher plants. Plant
Mol. Biol. 70 (5): 487-498.

-87-

Construction of Chloroplast Transformation Vectors in
Phalaenopsis orchid
Cheng-Tai Fu1) I-Chun Pan2) Jinn-Chin Yiu3) Menq-Jiau Tseng4)

Key words: Phalaenopsis orchid, Chloroplast gene transformation,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insertion site, Lysozyme, Cecropin

Summary
In this study, Phalaenopsis orchid chloroplast transformation vectors harboring the
lys and cecA genes were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sequence information from the
Orchidbase database, the appropriate primers for isolating trnI/tanA and trnV/3'rps12 DNA
fragments were designed and both trnI/tanA and trnV/3'rps12 were isolated from
Phalaenopsis aphrodite subsp. formosana and cloned, and their sequences were correctly
confirmed. Two sets of eight orchid chloroplast transformation vectors harboring the gus,
cecA, lys or cerA-lys as target genes were constructed by using trnI/tanA (pMT93t series)
or trnV/3'rps12 (pMT93t1 series) DNA fragments as recombination site,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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