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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菌酶、天蠶素、乳鐵蛋白素及四氫嘧啶合成酶基
因轉殖到蝴蝶蘭葉綠體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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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葉綠體基因轉殖、蝴蝶蘭、溶菌酶、天蠶素、乳鐵蛋白素、
四氫嘧啶合成酶

摘要：本研究即是混合溶菌酶 (lysozyme，lys)、天蠶素 (cecropin，cecA)、乳鐵
蛋白素 (lactoferrin B，lfcinB)，四氫嘧啶合成酶 (ectoine synthase，ectA、ectB、ectC)
等基因之載體，以基因槍轟擊轉殖到蝴蝶蘭之葉綠體中、篩選、再生與分析轉殖植
株。本研究目的為建立蝴蝶蘭之葉綠體基因共同轉殖系統，並探討利用葉綠體基
因轉殖系統，培育出抗病及耐逆境之蝴蝶蘭的可行性。
本研究已完成利用基因槍轉殖法，將抗病基因 (lys、cecA 和 lfcinB)及耐逆境
的之四氫嘧啶合成酶基因 (ectA、ectB、ectC)共同轉移至蝴蝶蘭葉綠體中。以
spectinomycin 或 D-alanine 持續篩選培植體，目前已獲得擬轉殖再生蝴蝶蘭植株。
PCR 及 RT-PCR 分析擬轉殖再生蝴蝶蘭植株之結果顯示，轉殖溶菌酶 lys 基因、天
蠶素 cecA 基因、乳鐵蛋白素 lfcinB 基因及四氫嘧啶合成酶基因 ectA、ectB 及 ectC
(ectABC)等已存在蝴蝶蘭葉綠體基因組中，並表現其 mRNA。本研究初步研究結果
顯示，葉綠體基因轉殖系統，共轉殖基因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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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蘭為蘭科蝴蝶蘭屬 (Phalaenopsis)植物，蝴蝶蘭為多年生草本，多變的花色與極
長的花期使之具有相當高的觀賞性和經濟價值，使其成為世界重要經濟花卉之一，也是臺
灣最重要的外銷花卉。在臺灣蝴蝶蘭是生產量化且企業化栽植最成功的作物，主要以開花
苗、組織培養苗、切花等外銷美、日等地。臺灣蝴蝶蘭外銷近 5 年來皆排名花卉類第一名，
2017 年蝴蝶蘭的出口總金額達 1.3 億美元，在台灣花卉產業中的佔重要地位 (農業統計年
報，2018)。
台灣蝴蝶蘭多栽培於溫室中，溫暖潮濕的環境很適合細菌及真菌的生長，一旦管理不
善，全面蔓延，影響蘭花品質甚鉅，造成嚴重經濟損失，病害的防治為產業永續發展的關
鍵問題。目前台灣蝴蝶蘭的主要細菌性病害為軟腐病、褐斑病及褐腐病；真菌病害為疫病、
灰黴病 (花瓣灰斑病)、白絹病、炭疽病、葉黃病及基腐病等 (謝，2004)。此外因高溫或強
光等環境逆境也引起生理異常現象，包括：花苞掉落、葉片凹陷斑點、紅葉等 (李和林，
1984)；栽培過程或銷儲運時遭遇低溫環境造成寒害使葉片呈水浸狀，葉片黃斑或黃化等
(陳等，2005)，使蝴蝶蘭植株失去商品價值。以生物技術改善蝴蝶蘭產業生產上最主要的
產品品質不穩定及規格良莠不齊等問題，將可穩定蝴蝶蘭產品的商業化，開創台灣蘭花事
業永續經營的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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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靜默及
插入位置效應，較細胞核基因轉移穩定等優點 (Maligar, 2004) 。中興大學分子生物學研究
所楊明德老師研究室已自 Xanthomonas fragariae (草莓角斑病菌)菌株的類似噬菌體(phage
XF)尾部細菌素的基因組 (phage tail-like bacteriocin)分離出溶菌酶基因；發現對水稻白葉
枯病菌、柑桔潰瘍病菌、十字花科黑腐病菌等具有強列抑菌效果。楊明德老師之研究室同
時以 PCR 合成蒼蠅 (Musca domestica) cecropin (抗菌胜肽，Antimicrobial peptide)基因，且
將 lys 與 cecropin 基因增幅成融合基因 (lys-cecA)，所形成之融合蛋白更能提升殺菌活性
(廖，2006；吳，2012)。Ectoine (四氫嘧啶)為細胞內產生的一種溶質，許多嗜鹽菌或耐鹽
菌在逆境下用以維持、調節滲透壓以提高細胞對於低溫、乾旱、高溫、高鹽、輻射等各種
環境逆境的適應性 (Ren and Zhou, 2003; Kuhlmann and Bremer, 2002)。楊明德老師之研究
室已自嗜鹽菌 Halomonas magadiensis 分離與選殖出 ectA、ectB、ectC 等三個 Ectoine 合成
酶的基因。乳鐵蛋白的 N 端較鹼的區域即為乳鐵蛋白素的序列 (25 個胺基酸)，乳鐵蛋白
素 (LfcinB)的抗菌能力最高 (Hwang et al.,1998)。LfcinB 抗菌活性比完整的乳鐵蛋白高出
400 多倍，抗菌範圍很廣，包含多種革蘭氏陽性、陰性病原菌與真菌，例如大腸桿菌、金
黃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等 (趙等，2004)。
楊明德老師之研究室已將抗病基因 (lys、cecA 和 lfcinB)及耐逆境的滲透調節相容性
溶質 ectoine 的合成酶基因 (ectA、ectB 及 ectC)構築成以 trnI/trnA 為同源重組位置的蝴蝶
蘭葉綠體基因轉殖載體。本研究即是混合抗病 (lys、cecA 和 lfcinB)及耐逆境基因 (ec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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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tB 及 ectC)之載體以基因槍轟擊轉殖到蝴蝶蘭之葉綠體中、篩選、再生與分析轉殖植株。
本研究目的為建立蝴蝶蘭之葉綠體基因共同轉殖系統，並探討利用葉綠體基因轉殖系統，
培育出抗病及耐逆境之蝴蝶蘭的可行性。

材 料 與 方 法
一、供試材料
(一) 基因轉殖之植物材料
本試驗使用植物材料為商業種蝴蝶蘭 Phalaenopsis 'Sogo Vivien'，作為葉綠體基因轉
殖之植物材料。材料增殖流程如下，取適當大小之單一擬圓球體 (Protocorm-like body, PLB)
切去其頂芽距離至吸收毛以上，後將培殖體植入蝴蝶蘭再生培養基中 [1/2 MS including
vitamin (Murashige and Skoog, 1962)、1 g/L Tryptone、0.1 g/L Citric acid、0.1 g/L myo-inositol、
20 g/L Sucrose、20 g/L Sweet potato、25 g/L Banana、3 g/L gelrite、1 g/L Charcoal、pH =
5.5]。將材料置於 25℃±2℃，光週期 12/12 小時 (照光/黑暗)，之培養箱中培養 3 至 4 個月
後獲得足夠大小與數量之 PLB，將材料切去頂芽位置至吸收毛以上，癒傷 1 週後，將材料
直立倒插，並緊密地排列於培養基中央，待後續進行基因槍轟擊試驗。
(二) 轉殖之基因與載體
本試驗轉殖之四氫嘧啶合成酶基因 (Ectoine，ectA、ectB、ectC) (ectABC)、溶菌酶基
因 (Lysozyme，lys)、天蠶素基因 (Cecropin，cecA)、乳鐵蛋白素基因 (LactoferrcinB，lfcinB)
是由楊明德教授實驗室提供，使用之勝任細胞為：E.coli (TOP10F´)，攜帶之質體 DNA 分
別為：pMT93-GEct-sA、pMT93-GL-sA、pMT93-GCaD-sA、pMT93-GEctA、pMT93-GLBA、
pMT93-GEctD、 pMT93-GL-sD、pMT93-GCaD、pMT93-GEct-sD、pMT93-GLB-sD。
二、試驗方法
(一) 基因槍轟擊
本實驗使用 Biolistic® PDS-IOOO/He Particle Delivery System 進行基因槍轟擊實驗。
(二) 擬轉殖材料篩選
1. aadA 基因篩選組
轟擊後之 PLB 去其頂芽距離至吸收毛以上，將其種植於蘭花再生培養基，癒傷 7 天
後，再移至篩選再生培養基 (再生培養基添加 50 ppm Spectinomycin)，每兩週繼代一次，
並逐步提高 Spectinomycin 抗生素之篩選濃度以 50 ppm 為一階梯度上升至 300 ppm，直至
再生出健全 PLB 後，取出擬轉殖株種植於再生培養基上使其恢復生長勢。
2. daao 基因篩選組
轟擊後之 PLB 去其頂芽距離至吸收毛以上，將其種植於蝴蝶蘭再生培養基，癒傷 7 天
後，再移至篩選再生培養基 (再生培養基添加 300 ppm D-alanine)，每 2 週繼代一次，並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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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高 D-alanine 之篩選強度以 100 ppm 為一階梯度上升至 700 ppm，直至再生出健全 PLB
後，取出擬轉殖株種植於再生培養基上使其恢復生長勢。
(三) 再生與出瓶馴化
將經篩選後存活之擬轉殖株繼代至蝴蝶蘭再生培養基中進行再生與增殖，使擬轉殖株
恢復生長勢，每 3 週進行一次繼代。約 6 個月至 12 個月擬轉殖株生長勢正常時，可對擬
轉殖株進行出瓶馴化。將擬轉殖株從蘭花瓶中取出，以清水清洗其表面之培養基，並將其
定植於水苔 (moss)上，套上塑膠袋維持空氣濕度，並置於人照光源之環境 [溫度 25℃
~27℃，濕度 (RH)：30%~40%，平均光照 (PPFD)：63.3 μmol/m2/s，光照時數 12/12 小時
(照光/黑暗)]，每兩週施以稀釋 1,000 倍之 Hyponex No.1 促進植株成長。
(四) 擬轉殖株分析
1. 擬轉殖植物 genomic DNA 萃取
本試驗取 0.1 g 之葉片以 Plant Genomic DNA Purification Kit DP022 (ZgeneBio Co) 萃
取總 DNA。
2. 轉基因植物之聚合酶鏈鎖反應 (PCR)分析
偵測 cecA 基因，使用引子為 5’-GATTCTCCCGGGGGGAGGGATTTATGGGCTGGCT
GAAAAAAATCGGCA-3’ (Cec-F)及 5’-TCAACCCTTTAATGT AGCGGCA-3’ (Cec-R)。PCR
反應流程為 95℃ 10 分鐘 1 cycle；95℃ 30 秒，57℃ 30 秒，72℃ 1 分鐘共進行 40 cycle，
可增幅出 149 bp 目標片段。
偵測 ectA 基因，使用引子為 5’-CTGTTGGCAACCCAGTTTCG-3’ (EctA-F)及 5’-ATTC
TCGGCTATTGAGCGGG-3’ (EctA-R)。PCR 反應流程為 95℃ 10 分鐘 1 cycle；95℃ 30 秒，
58℃ 30 秒，72℃ 1 分鐘共進行 40 cycle，可增幅出 307 bp 目標片段。
偵測 ectB 基因，使用引子為 5’-TCGTGACCAACTCCAAGTCG-3’ (EctB-F)及 5’GATACCGCGCATCAAACCAC-3’ (EctB-R)。PCR 反應流程為 95℃ 10 分鐘 1 cycle；95℃
30 秒，58℃ 30 秒，72℃ 1 分鐘共進行 40 cycle，可增幅出 296 bp 目標片段。
偵測 ectC 基因，使用引子為 5’-AAGAAGCACGCAAAACC-3’ (EctC-F)及 5’-ATCTTC
ACGGTGCACT TCGT-3’ (EctC-F)。PCR 反應流程為 95℃ 10 分鐘 1 cycle；95℃ 30 秒，
58℃ 30 秒，72℃ 1 分鐘共進行 40 cycle，可增幅出 347 bp 目標片段。
偵測 lfcinB 基因，使用引子為 5’-TTAAGGAGTTGGGTACATGTTCAAATGCCGCCG
TTGGCAGTGGCGTATGA-3’(LfcinB_LIC_A) 及 5’-CTTTTCCCTGGCGCGGTTCATAGTT
GCATTACTTATAGCTTCCTTGTTCG-3’ (Prrn(P a)_R) PCR 反應流程為 95℃ 5 分鐘 1 cycle；
95℃ 30 秒，55℃ 30 秒，72℃ 2 分鐘共進行 40 cycle，可增幅出 1730 bp (pMT93-GLBA)
或 873 bp (pMT93-GLB-sD)之目標片段。
偵測 lys 基因，使用引子為 5’-TAAACACCACGCCATTTCGC-3’ (Lys-F)及 5’-GCACC
TCGCCCTATCAGT-3’(Lys-R)。PCR 反應流程為 95℃ 10 分鐘 1 cycle；95℃ 30 秒，58℃
30 秒，72℃ 1 分鐘共進行 40 cycle，可增幅出 368 bp 目標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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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測 gus 基因，使用引子為 5’-CGTGGTGATGTGGAGTATTG -3’ (GUS-F)及 5’-GATC
CCTTTCTTGTTACCGC-3’ (GUS-R)。PCR 反應流程為 95℃ 5 分鐘 1 cycle；95℃ 30 秒，
58℃ 30 秒，72℃ 1 分鐘共進行 40 cycle，可增幅出 499 bp 目標片段。
偵測 daao 基因，使用引子為 5’-ATGGCTAAAATCGTTGTTATTGGTGC C-3’ (DAAO1)及 5’-CTAAAGGTTTGGACGAGTAAGAGCTCT-3’ (DAAO-2)。PCR 反應流程為 95℃ 5
分鐘 1 cycle；95℃ 30 秒，57℃ 30 秒，72℃ 1 分鐘共進行 25 cycle，可增幅出 1070 bp 目
標片段。待 PCR 反應完畢後，取產物 5μL 經電泳分析 PCR 增幅之產物，比較對照組可判
斷該系之擬轉殖株中有無目標基因之表達。
偵測目標載體 aadA 基因，使用引子為 5’-GCGGTGATCGCCGAAGTATCGACTC-3’
(AADA-1)及 5’-GCCGACTACCTTGGTGATCTCGCC-3’ (AADA-2)。PCR 反應流程為
95℃ 5 分鐘 1 cycle；95℃ 30 秒，57℃ 30 秒，72℃ 1 分鐘共進行 25 cycle，可增幅出 777
bp 目標片段。待 PCR 反應完畢後，取產物 5μL 使用電泳分析。
3. RNA 萃取
取 0.1 g 植物葉片，以液態氮冷卻磨至細碎，加入 1 mL NC RNA Extraction Reagent 於
室溫反應 5 分鐘，以 12,000×g 離心 15 分鐘，取上清液約 600 µL 移至新的 1.5 mL eppendorf
中，加入等體積 isoporpenol 以 12,000×g 離心 15 分鐘。去除上清液後加入 1 mL 70%酒精
wash，以 8,000×g 離心 3 分鐘(此步驟重複兩次)，完成後去除上清液，於操作台中靜置，
後以 200 µL 之 DEPC 水回溶 RNA 貯存於-80℃備用。
4. 反轉錄聚合酶連鎖反應(Reverse Transcription PCR, RT-PCR)
使用 HiScript ITM First Strand cDNA Synthesis Kit，進行 cDNA 之合成。取 1 µg-10 pg
之 RNA，加入 1 μL 2x Fast premix 和 2 μL Oligo dT，再以 RNAse free ddH2O 補至 19 μL，
於 65℃作用 5 分鐘，再移到冰上冷卻 1 分鐘。加入 1 μL HiScript I Reverse Tanscriptase，
於 42℃作用 30 分鐘，再移至 85℃作用 5 分鐘，完成 cDNA 之合成。進行 RT-PCR 時以
cDNA 作為模板進行 PCR 反應。

結

果

一、第一組轉殖：共同轉殖 pMT93-Gect-sA、pMT93-GL-sA、pMT93-GCaD-sA 質體到 Phal.
'Sogo Vivien'之葉綠體 (目標基因 cecA-lys-ectABC、篩選基因 aadA)
(一) 轟擊、再生後、再篩選
將純化後之質體 pMT93-Gect-sA、pMT93-GL-sA、pMT93-GCaD-sA 調整濃度至 1
μg/μL、以 1:1:1 混合均勻後共同鍍於金粉上進行基因槍轟擊轉殖。將轟擊後材料再生增
殖，之後對再生之 PLB 進行篩選，以強度 100 ppm 之 spectinomycin 對培植體進行篩選。
約一個月可發現篩選後部分培植體白化死亡，將死亡之培植體挑除再進行篩選，逐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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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濃度至 300 ppm，待培植體再生出健全之 PLB 後，將存活之擬轉殖株取出，將其種植
於再生培養基上使其恢復生長勢，隨後移至培植瓶促進 PLB 抽芽生長，成株後將擬轉殖
株出瓶移至溫室生長 (圖 1)。

圖 1. 基因槍轉殖 pMT93-Gect-sA、pMT93-GL-sA、pMT93-GCaD-sA 之擬轉殖蝴蝶蘭
Phalaenopsis 'Sogo Vivien'再生與增殖情形。(A)基因槍轟擊後之 PLB；(B～D)轟擊
後癒傷並增殖；(E～F)以 300 ppm spectinomycin 對擬轉殖株進行篩選；(G～J)篩選
後移植至再生培養基中恢復與增殖；(K~L)移植至培植瓶中之擬轉殖株；(M~P)擬轉
殖株出瓶移至溫室生長。
Fig. 1. Regeneration and proliferation of putative transplastomic Phalaenopsis Sogo Vivien via
particle gun bombardment with pMT93-Gect-sA, pMT93-GL-sA, and pMT93-GCaD-sA.
(A) PLB after particle gun bombardment; (B~D) PLB curing and proliferation; (E~F)
Selection of putative transplastomic Phalaenopsis plantlets by 300 ppm spectinomycin;
(G~J) Recover and proliferation of plantlets in regeneration medium after remove of
spectinomycin; (K~l) Transfer to culture bottle; (M~P) Putative transplastomic seedlings
were transfer to pot and grown in green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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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聚合酶鏈鎖反應 (PCR)分析轉殖再生植株
蝴蝶蘭 PLB 經基因槍轟擊、抗生素篩選、再生出數棵擬轉殖蝴蝶蘭植株，選取其葉
片萃取 genomic DNA。分別以 cecA、ectA、ectB、ectC、lys 等核酸引子進行 PCR 分析，
偵測蝴蝶蘭葉綠體是否攜帶有 cecA、ectA、ectB、ectC、lys 等目標基因。分析結果顯示，
經電泳分離，GEct-sA 轉殖系共 10 株(A1、A2、A3、A4、A5、A6、A7、A8、A9、A10)
擬轉殖植株可檢測到 ectA、ectB、ectC 基因之 307 bp、296 bp、347 bp 的預期條帶；GCaDsA 轉殖系共 7 株(A1、A2、A3、A4、A5、A6、A8)擬轉殖植株可檢測到 cecA 基因之 149
bp 的預期條帶；GL-sA 轉殖系共 10 株 (A1、A2、A3、A4、A5、A6、A7、A8、A9、A10)
擬轉殖植株可檢測到 lys 基因之 368 bp 的預期條帶 (圖 2)。
其中轉殖系 A1、A2、A3、A4、A5、A6、A8 為成功導入 ectABC、cecA、lys 基因之
轉殖蝴蝶蘭，轉殖系 A7、A9、A10 為成功導入 ectABC 與 lys 基因之蝴蝶蘭轉殖株。

圖 2. 以 GEct-sA、GL-sA、GCaD-sA 等轉殖系之擬轉殖蝴蝶蘭的葉片 DNA 為模板，進行
聚合酵素鏈鎖反應之產物，以電泳膠片分析 ectA (307 bp)、ectB (296 bp)、ectC (347
bp)、cecA (149 bp)、lys (368 bp)、aadA (777 bp)、gus (499 bp)基因的情形。CK：未
轉殖蝴蝶蘭。P：pMT93-GEct-sA、pMT93-GL-sA、pMT93-GCaD-sA。
Fig. 2. PCR analysis of ectA, ectB, ectC, cecA, lys, aadA, and gus genes in putative transplastomic
Phalaenopsis lines GEct-sA, GL-sA, and GCaD-sA. The parts of ectA (307 bp), ectB (296
bp), ectC (347 bp), cecA (149 bp), lys (368 bp), aadA (777 bp), and gus (499 bp) gene
sequences were amplified from plant DNAs and analyzed by electrophoresis, respectively.
CK: un-transformed Phalaenopsis. P: pMT93-GEct-sA, pMT93-GL-sA, and pMT93GCaD-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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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反轉錄聚合酵素連鎖反應 (RT-PCR)分析轉殖再生植株
為進一步確認轉殖基因是否有順利表達，並成功轉錄為 RNA，取擬轉殖株葉片萃取
其 total RNA 之後反轉錄合成 cDNA，再進行 PCR 增幅，檢測轉殖植株表現轉錄目標基因
之 cecA、ectB、ectC、cecA、lys 的 mRNA 情形。分析結果顯示，經電泳分離，A1 轉殖系
為成功轉錄 ectABC、cecA、lys 基因 mRNA 之蝴蝶蘭轉殖株；A2、A4、A9、A10 轉殖系
為成功轉錄 lys 基因 mRNA 之蝴蝶蘭轉殖株；A3、A5、A6 轉殖系為成功轉錄 cecA、lys
基因 mRNA 之蝴蝶蘭轉殖株；A7、A8 轉殖系為成功轉錄 ectABC、lys 基因 mRNA 之蝴蝶
蘭轉殖株 (圖 3)。

圖 3. 以 GEct-sA、GL-sA、GCaD-sA 等轉殖系之擬轉殖蝴蝶蘭的葉片 RNA 反轉錄之 cDNA
為模板，使用 EctA-F/EctA-R、EctB-F/EctB-R、EctC-F/EctC-R、CecA-F/CecA-R、LysF/Lys-R、AADA-1/AADA-2、GUS-F/GUS-R 核酸引子進行聚合酵素鏈鎖反應之產物，
以電泳膠片分析 ectA (307 bp)、ectB (296 bp)、ectC (347 bp)、cecA (149 bp)、lys (368
bp)、aadA (777 bp)、gus (499 bp)mRNA 的情形。CK：未轉殖蝴蝶蘭。P：pMT93GEct-sA、pMT93-GL-sA、pMT93-GCaD-sA。
Fig. 3. RT-PCR analysis of ectA, ectB, ectC, cecA, lys, aadA, and gus mRNA in putative
transplastomic Phalaenopsis lines GEct-sA, GL-sA, and GCaD-sA. The parts of ectA
(307 bp), ectB (296 bp), ectC (347 bp), cecA (149 bp), lys (368 bp), aadA (777 bp), and
gus (499 bp) cDNA sequences were amplified from plant RNAs using EctA-F/EctA-R,
EctB-F/EctB-R, EctC-F/EctC-R, CecA-F/CecA-R, Lys-F/Lys-R AADA-1/AADA-2, and
GUS-F/GUS-R primers and analyzed by electrophoresis, respectively. CK: untransformed Phalaenopsis. P：pMT93-GEct-sA, pMT93-GL-sA, and pMT93-GCaD-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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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組轉殖：共同轉殖 pMT93-GEctA、pMT93-GLBA 質體到 Phal. 'Sogo Vivien'之葉
綠體 (目標基因 ectABC-lfcinB、篩選基因 aadA)
(一) 轉殖篩選與再生
將純化後之質體 pMT93-GEctA、pMT93-GLBA 調整濃度至 1 μg/μL，以 1：1 混合均
勻後共同鍍於金粉上進行基因槍轟擊轉殖。將轟擊後材料癒傷一週後切除其頂芽距離至吸
收毛以上，處理後置於含 50 ppm spectinomycin 之再生培養基進行篩選，每兩週繼代一次
並逐步提高抗生素 spectinomycin 之篩選強度至 100 ppm。經篩選後挑除白化死亡之培植
體，待培植體再生出健全之 PLB 後，將擬轉殖株取出，將其種植於再生培養基上使其恢
復生長勢。
(二) 聚合酶鏈鎖反應 (PCR)分析轉殖再生植株
蝴蝶蘭 PLB 經基因槍轟擊、抗生素篩選、再生出數棵擬轉殖蝴蝶蘭植株，選取其葉
片萃取 genomic DNA 分別以 ectA 核酸引子、ectB 核酸引子、ectC 核酸引子、lfcinB 核酸
引子進行 PCR 分析，偵測蝴蝶蘭葉綠體是否帶有目標基因 ectA、ectB、ectC、lfcinB 等基
因。分析圖 4 之結果顯示，經電泳分離，GEctA 轉殖系共 5 株(B1、B2、B7、B8、B10)擬
轉殖植株可檢測到 ectA、ectB、ectC 基因之 307 bp、296 bp、347 bp 的預期條帶、GLBA

圖 4. 以 GEctA 與 GLBA 等轉殖系之擬轉殖蝴蝶蘭的葉片 DNA 為模板，進行聚合酵素鏈
鎖反應之產物，以電泳膠片分析 ectA (307 bp)、ectB (296 bp)、ectC (347 bp)、lfcinB
(1703 bp)、aadA (777 bp)、gus (499 bp)基因的情形。CK：未轉殖蝴蝶蘭。P：pMT93GEctA、pMT93-GLBA。
Fig. 4. PCR analysis of ectA, ectB, ectC, lfcinB, aadA, and gus genes in putative transplastomic
Phalaenopsis lines GEctA and GLBA. The parts of ectA (307 bp), ectB (296 bp), ectC
(347 bp), lfcinB (1703 bp), aadA (777 bp), and gus (499 bp) gene sequences were
amplified from plant DNAs and analyzed by electrophoresis, respectively. CK: untransformed Phalaenopsis. P: pMT93-GEctA and pMT93-GL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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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殖系共 10 株(B1、B2、B3、B4、B5、B6、B7、B8、B9、B10)擬轉殖植株可檢測到 lfcinB
基因之 1,703 bp 的預期條帶 (圖 4)。
其中轉殖系 B1、B2、B7、B8、B10 為成功導入 ectABC、lfcinB 基因之轉殖蝴蝶蘭，
轉殖系 B3、B4、B5、B6、B9 為成功導入 lfcinB 基因之轉殖蝴蝶蘭轉殖株。
(二) 反轉錄聚合酵素連鎖反應 (RT-PCR)分析轉殖再生植株
為進一步確認轉殖基因是否有順利表達，並成功轉錄為 RNA，取擬轉殖株葉片萃取
其 total RNA 之後反轉錄合成 cDNA，再進行 PCR 增幅，檢測擬轉殖植株表現轉錄目標基
因之 cecA、ectB、ectC、lfcinB 的 mRNA 情形。分析結果顯示，經電泳分離，B3 轉殖系為
成功轉錄 ectABC、lfcinB 基因 mRNA 之蝴蝶蘭轉殖株；B7 轉殖系為成功轉錄 ectABC 基
因 mRNA 之蝴蝶蘭轉殖株；B2、B4、B5、B6 轉殖系為成功轉錄 lfcinB 基因 mRNA 之蝴
蝶蘭轉殖株 (圖 5)。

圖 5. 以 GEctA 和 GLBA 等轉殖系之擬轉殖蝴蝶蘭的葉片 RNA 反轉錄之 cDNA 為模板，
進行聚合酵素鏈鎖反應之產物，以電泳膠片分析 ectA (307 bp)、ectB (296 bp)、ectC
(347 bp)、lfcinB (1703 bp)、aadA (777 bp)、gus (499 bp) mRNA 的情形。CK：未轉殖
蝴蝶蘭。P：pMT93-GEctA、pMT93-GLBA。
Fig. 5. RT-PCR analysis of ectA, ectB, ectC, lfcinB, aadA, and gus mRNA in putative
transplastomic Phalaenopsis lines GEctA, and GLBA. The parts of ectA (307 bp), ectB
(296 bp), ectC (347 bp), lfcinB (1464 bp), aadA (777 bp), and gus (499 bp) cDNA
sequences were amplified from plant RNAs and analyzed by electrophoresis,
respectively. CK: un-transformed Phalaenopsis. P：pMT93-GEctA, and pMT93- GLBA.

-99-

三、第三組轉殖：共同轉殖 pMT93-GEctD、pMT93-GL-sD、pMT93-GCaD 質體到 Phal.
'Sogo Vivien'之葉綠體 (目標基因 cecA-lys-ectABC、篩選基因 daao)
(一) 轉殖、篩選與再生
將純化後之質體 pMT93-GEctD、pMT93-GL-sD、pMT93-GCaD 調整濃度至 1 μg/μL，
之後以 1：1：1 混合均勻後共同鍍於金粉上進行基因槍轟擊轉殖。將轟擊後材料癒傷一週
後，切除其頂芽距離至吸收毛以上。處理後置於含 300 ppm D-alanine 之再生培養基進行
篩選，每兩週繼代一次並逐步提高 D-alanine 篩選強度至 500 ppm。可發現篩選後有部分
培植體死亡，將死亡之培植體挑除再進行篩選，待培植體再生出健全之 PLB 後，將擬轉
殖株取出，將其種植於再生培養基上使其恢復生長勢，隨後移至培植瓶中促進 PLB 抽芽
生長成植株 (圖 6)。

圖 6. 基因槍轉殖 pMT93-GEctD、pMT93-GL-sD、pMT93-GCaD 之蝴蝶蘭 Phalaenopsis 'Sogo
Vivien'再生與增殖之情形。(A)以基因槍轟擊後癒傷之 PLB。(B)使用 500 ppm D-alanine
對擬轉殖株進行篩選一個月，部分培植體出現死亡現象。(C)持續以 500 ppm 強度之 Dalanine 篩選至兩個月之培植體。(D)以 500 ppm 強度之 D-alanine 篩選至三個月之培植
體。(E～H)存活之擬轉殖株移植。(I) 擬轉殖株出瓶移至溫室生長。
Fig. 6. Regeneration and proliferation of putative transplastomic Phalaenopsis 'Sogo Vivien' via
particle gun bombardment with pMT93-GEctD, pMT93-GL-sD, and pMT93-GCaD. (A) PLB
after particle gun bombardment; (B) Selection of putative transplastomic Phalaenopsis
plantlets by 500 ppm D-alanine for 1 month; (C) Survivor plantlets were subjected to 500 ppm
D-alanine for second month; (D) Survivor plantlets were subjected to 500 ppm D-alanine for
third month. (E~H) Recover and proliferation of survivor plantlets in regeneration medium
after remove of spectinomycin; (I) Putative transplastomic seedlings were transfer to pot and
grown in green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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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聚合酶鏈鎖反應(PCR)分析轉殖再生植株
蝴蝶蘭 PLB 經基因槍轟擊、抗生素篩選、再生出數棵擬轉殖蝴蝶蘭植株，選取其葉
片萃取 genomic DNA 分別以 cecA 核酸引子、ectA 核酸引子、ectB 核酸引子、ectC 核酸引
子、lys 核酸引子進行 PCR 分析，偵測蝴蝶蘭葉綠體是否帶有目標基因 cecA、ectA、ectB、
ectC、lys 等基因。分析結果顯示，經電泳分離，GEctD 轉殖系共 10 株 (C1、C2、C3、C4、
C5、C6、C7、C8、C9、C10)擬轉殖植株可檢測到 ectA、ectB、ectC 基因之 307 bp、296
bp、347 bp 的預期條帶、GCaD 轉殖系共 9 株(C1、C2、C3、C4、C5、C6、C7、C9、C10)
擬轉殖植株可檢測到 cecA 基因之 149 bp 的預期條帶、GL-sD 轉殖系共 10 株 (C1、C2、
C3、C4、C5、C6、C7、C8、C9、C10)擬轉殖植株可檢測到 lys 基因之 368 bp 的預期條帶
(圖 7)。
其中轉殖系 C1、C2、C3、C4、C5、C6、C7、C8、C9、C10 為成功導入 ectABC、cecA、
lys 基因之轉殖蝴蝶蘭，轉殖系 C8 為成功導入 ectABC、lys 基因之轉殖蝴蝶蘭。

圖 7. 以 GEctD、GL-sD、GCaD 等轉殖系之擬轉殖蝴蝶蘭的葉片 DNA 為模板，進行聚合酵素
鏈鎖反應之產物，以電泳膠片分析 ectA (307 bp)、ectB (296 bp)、ectC (347 bp)、cecA (149
bp)、lys (368 bp)、daao (1070 bp)、gus (499 bp)基因的情形。CK：未轉殖蝴蝶蘭。P：
pMT93-GEctD、pMT93-GL-sD、pMT93-GCaD。
Fig. 7. PCR analysis of ectA, ectB, ectC, cecA, lys, daao, and gus genes in putative transplastomic
Phalaenopsis lines GEctD, GL-sD, and GCaD. The parts of ectA (307 bp), ectB (296 bp), ectC
(347 bp), cecA (149 bp), lys (368 bp) daao (1070 bp), and gus (499 bp) gene sequences were
amplified from plant DNAs and analyzed by electrophoresis, respectively. CK: un-transformed
Phalaenopsis. P: pMT93-GEctD, pMT93-GL-sD, and pMT93-G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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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反轉錄聚合酵素連鎖反應 (RT-PCR)分析轉殖再生植株
為進一步確認轉殖基因是否有順利表達，並成功轉錄為 RNA，取擬轉殖株葉片萃取
其 total RNA 之後反轉錄合成 cDNA，再進行 PCR 增幅，檢測轉殖植物表現轉錄目標基因
之 cecA、ectB、ectC、cecA、lys 的 mRNA 情形。分析結果顯示，經電泳分離，C3、C5 轉
殖系為成功轉錄 ectABC、cecA、lys 基因 mRNA 之蝴蝶蘭轉殖株；C4、C6、C7、C10 轉
殖系為成功轉錄 ectABC、lys 基因 mRNA 之蝴蝶蘭轉殖株；C1、C2 轉殖系為成功轉錄 cecA
與 lys 基因 mRNA 之蝴蝶蘭轉殖株；而 C9 轉殖系為成功轉錄 ectABC 基因 mRNA 之蝴蝶
蘭轉殖株(圖 8)。

圖 8. 以 GEctD、GL-sD、GCaD 等轉殖系之擬轉殖蝴蝶蘭的葉片 RNA 反轉錄之 cDNA 為
模板，進行聚合酵素鏈鎖反應之產物，以電泳膠片分析 ectA (307 bp)、ectB (296 bp)、
ectC (347 bp)、cecA (149 bp)、lys (368 bp)、daao (1070 bp)、gus (499 bp) mRNA 的情
形。CK：未轉殖蝴蝶蘭。P：pMT93-GEctD、pMT93-GL-sD、pMT93-GCaD。
Fig. 8. RT-PCR analysis of ectA, ectB, ectC, cecA, lys, daao, and gus mRNA in putative
transplastomic Phalaenopsis lines GEctD, GL-sD, and GCaD. The parts of ectA (307 bp),
ectB (296 bp), ectC (347 bp), cecA (149 bp), lys (368 bp), daao (1070 bp), and gus (499
bp) cDNA sequences were amplified from plant RNAs and analyzed by electrophoresis,
respectively. CK: un-transformed Phalaenopsis. P： pMT93-GEctD, pMT93-GL-sD, and
pMT93- G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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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組轉殖：共同轉殖 pMT93-GEct-sD、pMT93-GLB-sD 質體到 Phal. 'Sogo Vivien'
之葉綠體 (目標基因 ectABC-lfcinB、篩選基因 daao)
(一) 轉殖篩選與再生
將純化後之質體 pMT93-GEct-sD、pMT93-GLB-sD 調整濃度至 1 μg/μL，以 1：1 混
合均勻後共同鍍於金粉上進行基因槍轟擊轉殖。將轟擊後材料癒傷一週後切除其頂芽距離
至吸收毛以上，處理後種植於含 300 ppm D-alanine 之再生培養基進行篩選。每兩週繼代
一次並逐步提高抗生素 D-alanine 之篩選強度至 500 ppm，可發現篩選後有部分培植體死
亡，將死亡之培植體挑除再進行篩選。待培植體再生出健全之 PLB 後，將擬轉殖株取出，
將其種植於再生培養基上使其恢復生長勢，隨後移至培植瓶中促進 PLB 抽芽生長成植株。
(二) 聚合酶鏈鎖反應(PCR)分析轉殖再生植株
蝴蝶蘭 PLB 經基因槍轟擊、抗生素篩選、再生出數棵轉殖蝴蝶蘭植株，選取其葉片
萃取 genomic DNA 分別以 ectA 核酸引子、ectB 核酸引子、ectC 核酸引子、lfcinB 核酸引
子進行 PCR 分析，偵測蝴蝶蘭葉綠體是否帶有目標基因 ectA、ectB、ectC、lfcinB 等基因。
分析結果顯示，經電泳分離，GEct-sD 轉殖系共 10 株 (D1、D2、D3、D4、D5、D6、D7、
D8、D9、D10)擬轉殖植株可檢測到 ectA、ectB、ectC 基因之 307 bp、296 bp、347 bp 的預
期條帶、GLB-sD 轉殖系共 8 株(D1、D2、D3、D4、D5、D7、D9、D10)擬轉殖植株可檢
測到 lfcinB 基因之 873 bp 的預期條帶(圖 9)。
其中轉殖系 D1、D2、D3、D4、D5、D7、D9、D10 為成功導入 ectABC、lfcinB 基因
之轉殖蝴蝶蘭，轉殖系 D6、D8 為成功導入 ectABC 基因之轉殖蝴蝶蘭轉殖株。
(三) 反轉錄聚合酵素連鎖反應 (RT-PCR)分析轉殖再生植株
為進一步確認轉殖基因是否有順利表達，並成功轉錄為 RNA，取擬轉殖株葉片萃取
其 total RNA 之後反轉錄合成 cDNA，再進行 PCR 增幅，檢測擬轉殖植株表現轉錄目標基
因之 cecA、ectB、ectC、lfcinB 的 mRNA 情形。分析結果顯示，經電泳分離，D4、D7 轉
殖系為成功轉錄 ectABC、lfcinB 基因 mRNA 之蝴蝶蘭轉殖株；D1、D2、D3、D9、D10 轉
殖系為成功轉錄 lfcinB 基因 mRNA 之蝴蝶蘭轉殖株 (圖 10)。

討

論

一、蝴蝶蘭基因槍轉殖與再生
利用基因槍進行葉綠體基因轉殖時，通常選取葉綠體較多葉綠體組織或器官進行，但
由於蝴蝶蘭葉片組織誘導再生相當不容易，本研究選以蝴蝶蘭之擬圓球體 (PLB)進行葉綠
體基因轉殖。另外在使用基因槍進行轉殖時，為提高單一擊發狀況下，可接受轟擊之組織
或培植體個數，須先進行排盤，而在排盤前先將蝴蝶蘭擬圓球體 (PLB)切去頂芽後若無使
PLB 癒傷 1 週直接經基因槍轟擊後 PLB 的死亡率相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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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以 GEct-sD 與 GLB-sD 等轉殖系之擬轉殖蝴蝶蘭的葉片 DNA 為模板，以電泳膠片
分析 ectA (307 bp)、ectB (296 bp)、ectC (347 bp)、lfcinB (873 bp)、daao (1,070 bp)、
gus (499 bp)基因的情形。CK：未轉殖蝴蝶蘭。P：pMT93-GEct-sD、pMT93-GLB-sD。
Fig. 9. PCR analysis of ectA, ectB, ectC, lfcinB, daao, and gus genes in putative transplastomic
Phalaenopsis lines GEct-sD and GLB-sD. The parts of ectA (307 bp), ectB (296 bp), ectC
(347 bp), lfcinB (873 bp), daao (1,070 bp), and gus (499 bp) gene sequences were
amplified from plant DNAs and analyzed by electrophoresis, respectively. CK: untransformed Phalaenopsis. P: pMT93-GEct-sD and pMT93-GLB-sD.

二、Spectinomycin 與 D-alanine 應用在篩選轉殖蝴蝶蘭
在基因轉殖的過程，用於篩選植物的篩選標誌主要有兩種：負向篩選標誌與正向篩選
標誌。負向篩選標誌在轉移入目標基因的同時將抗性基因也同時轉移入受體的植物細胞
內，再透過選擇壓力存在的情況下對轉殖細胞與非轉殖細胞進行篩選，將非轉殖細胞殺死，
而轉殖細胞由於對選擇壓力具有耐性可以正常分裂與再生，aadA 基因則屬之。轉入 aadA
基因之植物可透過環境中施加 spectinomycin 與 streptomycin 製造選擇壓力，一般植物會直
接白化死亡，而成功表達 aadA 基因之轉殖細胞對 spectinomycin 具有抗性，再生成功之轉
殖培植體可以對高濃度 spectinomycin 具抗性。daao 基因屬於正向篩選標誌，在成功導入
daao 基因之培植體會對環境中累積的 D-alanine 具有抗性。一般情況下，D 型組態的氨基
酸是不能被植物所代謝，且對植物可造成累積性毒害，試驗前期預試驗得知蝴蝶蘭 Phal.
'Sogo Vivien'至少需在培養基中添加 500 ppm 的 D-alanine 才對蝴蝶蘭具有較明顯的毒害，
而受到毒害之蝴蝶蘭會褐化死亡。若要將 D-alanine 篩選鑑別率提高，則需將 D-alanine 濃
度提高至 700 ppm 以上才會有較良好的鑑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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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以 GEct-sD 和 GLB-sD 等轉殖系之擬轉殖蝴蝶蘭的葉片 RNA 反轉錄之 cDNA 為模
板，以電泳膠片分析 ectA (307 bp)、ectB (296 bp)、ectC (347 bp)、lfcinB (837 bp)、
daao (1,070 bp)、gus (499 bp) mRNA 的情形。CK：未轉殖蝴蝶蘭。P：pMT93-GEctsD、pMT93- GLB-sD。
Fig. 10. RT-PCR analysis of ectA, ectB, ectC, lfcinB, daao, and gus mRNA in putative
transplastomic Phalaenopsis lines GEct-sD, and GLB-sD. The parts of ectA (307 bp),
ectB (296 bp), ectC (347 bp), lfcinB (837 bp), daao (1,070 bp), and gus (499 bp) cDNA
sequences were amplified from plant RNAs analyzed by electrophoresis, respectively.
CK: un-transformed Phalaenopsis. P：pMT93- GEct-sD, and pMT93- GLB-sD.

以 spectinomycin 及 D-alanine 對擬轉殖株進行篩選時，spectinomycin 對轉 aadA 基因
的篩選速度相當迅速，約在 1~2 個月便可大量淘汰眾多擬轉殖株，而 D-alanine 對轉 daao
基因組之擬轉殖株的篩選時間則相當長，甚至需要 6 個月以上才能淘汰部分擬轉殖株。此
與 aadA 與 daao 兩種篩選標誌的類型有關。
三、擬轉殖植株之基因分析
(一) 共同轉殖 pMT93-GEct-sA、pMT93-GCaD-sA 及 pMT93-GL-sA (目標基因 cecA-lysectABC、篩選基因 aadA)
本研究使用 pMT93-GEct-sA、pMT93-GCaD-sA 及 pMT93-GL-sA 等三個蝴蝶蘭葉綠
體轉殖載體，是將各自之目標基因 ectoine 合成酶基因 ectABC、溶菌酶基因 lys 和天蠶素
基因 cecA，各自與報導基因 gus 與篩選基因 aadA 構築成一操縱組(operon)，以 prrn 為啟
動子，方便多個蛋白同時表現，且將篩選基因 aadA 構築在同源重組序列(trnA/trnI)外側，
此設計做為剔除篩選標誌基因 aadA 的轉殖載體。以共同轉殖的方式，嘗試將三個載體同
時以基因槍轟擊導入蝴蝶蘭葉綠體内，期望經篩選後可獲得導入一組或是多組基因之轉殖
蝴蝶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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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轉殖 pMT93-GEct-sA、pMT93-GCaD-sA 及 pMT93-GL-sA 三個載體至葉綠體中
可能獲得轉入單一目標基因(cecA、ectABC、lys)之轉殖株，亦可能獲得各組合轉基因之蝴
蝶蘭。本試驗已成功獲得攜帶不同組基因之轉殖系，轉殖系 A1、A2、A3、A4、A5、A6、
A8 為成功導入 ectABC、cecA、lys 基因之轉殖蝴蝶蘭，轉殖系 A7、A9、A10 為成功導入
ectABC 與 lys 基因之蝴蝶蘭轉殖株。
(二) 共同轉殖 pMT93-GEctA 及 pMT93-GLBA (目標基因 ectABC-lfcinB、篩選基因 aadA)
本研究轉殖 pMT93-GEctA 和 pMT93-GLBA 這兩個蝴蝶蘭葉綠體轉殖載體是將各自
之目標基 ectoine 合成酶基因 ectABC、乳鐵蛋白基因(lfcinB)各自與報導基因 gus 篩選基因
aadA 構築成一操縱組(operon)，以 prrn 為啟動子，以共同轉殖的方式，嘗試將三個載體同
時以基因槍轟擊導入蝴蝶蘭葉綠體内，期望經篩選後可獲得導入一組或是兩組基因之轉殖
蝴蝶蘭。共同轉殖 pMT93-GEctA 和 pMT93-GLBA 兩個載體至葉綠體中可能獲得單一表
現 ectABC 和 lfcinB 基因之蝴蝶蘭轉殖株。本試驗已成功獲得攜帶不同組基因之轉殖系，
轉殖系 B1、B2、B7、B8、B10 為成功導入 ectABC、lfcinB 基因之轉殖蝴蝶蘭，轉殖系 B3、
B4、B5、B6、B9 為成功導入 lfcinB 基因之蝴蝶蘭轉殖株。
(三) 共同轉殖 pMT93-GEctD、pMT93-GCaD 及 pMT93-GL-sD (目標基因 cecA-lys-ectABC、
篩選基因 daao)
pMT93-GEctD、pMT93-GCaD 及 pMT93-GL-sD 這三個蝴蝶蘭葉綠體轉殖載體是將各
自之目標基 ectoine 合成酶基因 ectABC、溶菌酶基因 lys 和天蠶素基因 cecA 各自與報導基
因 gus 篩選基因 daao 構築成一操縱組(operon)，以 prrn 為啟動子，方便多個蛋白同時表
現，而 pMT93-GL-sD 則是將篩選基因 daao 構築在同源重組序列(16S rRNA、23S rRNA)
外側，此設計做為剔除篩選標誌基因 daao 的轉殖載體，以共同轉殖的方式，嘗試將三個
載體同時以基因槍轟擊導入蝴蝶蘭葉綠體内，期望經篩選後可獲得導入一組或是多組基因
之轉殖蝴蝶蘭。共同轉殖 pMT93-GEctD、pMT93-GCaD 及 pMT93-GL-sD 三個載體至葉
綠體中可能獲得單一表現 cecA、ectABC、lys 基因之轉殖株，亦可能獲得各組合轉基因之
蝴蝶蘭。本試驗已成功獲得攜帶不同組基因之轉殖系，轉殖系 C1、C2、C3、C4、C5、C6、
C7、C8、C9、C10 為成功導入 ectABC、cecA、lys 基因之轉殖蝴蝶蘭，轉殖系 C8 為成功
導入 ectABC、lys 基因之蝴蝶蘭轉殖株。
(四 )共同轉殖 pMT93-GEctA 和 pMT93-GLBA (目標基因 ectABC-lfcinB、篩選基因 daao)
本研究轉殖 pMT93-GEctA 和 pMT93-GLBA 這兩個蝴蝶蘭葉綠體轉殖載體是將各自
之目標基 ectoine 合成酶基因 ectABC、乳鐵蛋白基因(lfcinB)各自與報導基因 gus 篩選基因
aadA 構築成一操縱組(operon)，以 prrn 為啟動子，以共轉殖的方式，嘗試將兩個載體同時
以基因槍送入蝴蝶蘭葉綠體内，經篩選後可獲得同時導入一組或是兩組目標基因之葉綠體
轉殖蝴蝶蘭。共同轉殖 pMT93-GEctA 和 pMT93-GLBA 兩個載體至葉綠體中可能獲得單
一表現 ectABC 和 lfcinB 基因之蝴蝶蘭轉殖株。本試驗已成功獲得攜帶不同組基因之轉殖
系，轉殖系 D1、D2、D3、D4、D5、D7、D9、D10 為成功導入 ectABC、lfcinB 基因之轉
殖蝴蝶蘭，轉殖系 D6、D8 為成功導入 ectABC 基因之轉殖蝴蝶蘭轉殖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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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n this study, we attempt to engineering the lysozyme (lys), cecropin (cecA), and lactoferrin
(LfcinB) genes, as well as genes (ectA, ectB, ectC) involving the biosynthesis of ectoine into the
chloroplast of Phalaenopsis orchid.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are to establish the cotransformation system for transplastomic Phalaenopsis orchid and to engineering transplastomic
Phalaenopsis orchid with disease resistance and stress tolerance.
Chloroplast vectors harboring the lys, cecA, LfcinB, and ectABC genes were bombarded into
the Phalaenopsis PLB, and selected by D-alanine or spectinomycin. The results of PCR and RTPCR analysis of putative transplastomic Phalaenopsis plants indicated that the transformed lys,
cecA, LfcinB, and ectABC genes were present in the chloroplast genome of transplastomic
Phalaenopsis plants, and its mRNAs were expressed.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the co-transformation system for transplastomic Phalaenopsis orchid is fea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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