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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殖調控春化作用之相關基因 VRN3、VRN1、
PaFT、PaSOC1 到春石斛蘭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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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春石斛 (Nobile-type Dendrobium)為石斛蘭屬石斛蘭節 (Dendrobium section 
Dendrobium)內之原種群，為全球性新興盆花，是台灣極具外銷發展潛力的外銷蘭

花。穩定的催花技術對於商業化春石斛蘭周年生產之出貨時間與數量相當重要。

推測春石斛蘭的春化調控途徑介於穀類作物和阿拉伯芥之間，本研究因此以春石

斛蘭的依賴類似 FLC 途徑相關基因 (VRN3、VRN1、PaFT、PaSOC1)，搭配大量

表現 (CaMV35S 或 Ubiquitin)及酒精誘導表現 (alcR/alcA 系統)之啟動子的轉殖載

體，以農桿菌法混合不同載體共同轉殖到春石斛蘭。擬轉殖株 PCR 及 RT-PCR 分

析之結果顯示，VRN3、VRN1、PaFT、PaSOC1 等轉基因共同或單一存在於轉殖葉

片之基因組內並表現其 mRNA。 
 
 

前   言 

春 石 斛  (Nobile-type Dendrobium) 為 石 斛 蘭 屬 石 斛 蘭 節 (Dendrobium section 
Dendrobium)內之原種群，總狀花序，花側生，具小苞片，是以金釵石斛 (Den. Nobile Lindl.)
為主並與其他數十種原種相互雜交後代之總稱。春石斛蘭為全球性新興盆花，具有花朵艷

麗、多花、具香氣等特性，其自然花期集中於每年 2 至 4 月之春季，故稱之為春石斛(許，

2014)。溫度控制是春石斛蘭花芽分化的重要關鍵，台灣業者目前多利用台灣多高山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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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進行高冷地低溫春化處理，或以冷房進行春石斛涼溫催花來調控花期。對於商業化春石

斛蘭周年生產，穩定的催花技術對於出貨時間與數量相當重要 (許，2015；魏，2010)。 
植物開花主要分為三個階段：開花誘導 (The floral induction phase)、花原基形成(The 

floral primodia phase)和花器官發育 (The floral organs development phase)。來自不同途徑的

開花基因調控訊號最終整合到開花整合基因，促進花器分生組織被活化，最終引導植物開

花 (Zheng et al, 2018)。開花整合基因 FT (flowing locus t)屬於 MADS 家族，FT 蛋白是一

種移動開花信號，它與分生組織中的 FD 蛋白結合以活化 SOC1 基因。開花整合基因 SOC1 
(suppressor of overexpression of co1)屬於 MADS 家族，在葉片和莖尖分生組織中表達。SOC1
基因負責控制花粉調節，整合來自各個開花路徑訊號並調控其他下游花器分生組織基因，

如 AGL24 (agamous-like 24)、LFY (leafy)、SEP ( sepalata)、FUL (fruitful)和 AP1 (apetala 1)，
以決定花器各部位的形成 (Yu et al., 2002；Lee et al., 2008; Liu et al., 2016)。蝴蝶蘭之調節

開花相關基因 AP1、FT、LFY、SOC1 及春化基因 VRN2、VRN3 基因也被選殖出來，但無

法找到 CO 及 FLC 基因 (Hsiao et al., 2011)。 
春化作用 (Vernalization)係指部分二年生或多年生植物經歷冬季低溫後，才能從營養

生長階段過渡到生殖生長階段的自然現象。運用此一生理現象能夠人工給予低溫進而誘導

植物花芽形成。春化作用牽涉到多個基因並與多個途徑均有關聯，瞭解的比較清楚的有阿

拉伯芥 (雙子葉植物)及穀類作物 (禾本科植物，單子葉植物)的春化基因調控開花的二類

模式，推測春石斛蘭的春化調控途徑介於穀類作物和阿拉伯介之間 (Liang et al. (2012)。
亦即春石斛蘭可能有二個春化調控途徑：1. 依賴類似 FLC 途徑 (FLC like dependent 
pathway) (單子葉植物小麥等之調控途徑)，包括 VRN3、VRN1、FT、SOC1 等基因；2. 不
依賴 FLC 途徑 (FLC independent pathway) (阿拉伯芥之調控途徑)，包括 VIN3、AGL19、
AP1、FT 等基因。 

本研究轉殖春石斛蘭春化作用之依賴類似 FLC 途徑的相關基因 VRN3、VRN1、FT、
SOC1，搭配大量表現 (CaMV35S 或 Ubiquitin)及酒精誘導表現(alcR/alcA 系統)之啟動子的

轉殖載體，以農桿菌法混合不同載體共同轉殖到春石斛蘭，其目的為探討以基因轉殖技術

開發可調控花期之春石斛蘭的可行性。 

 
 

材 料 與 方 法 

一、供試材料 
(一)、基因轉殖之植物材料 

使用春石斛蘭之 PLB 作為基因轉殖之材料，品種為'紅皇帝' (Den. 'Red Emperor')。基

因轉殖材料來源於本實驗室所培養、誘導與增生之石斛蘭 PLB。每隔 2 個月切芽持續繼代

於 PLB 誘導培養基作為轉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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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因轉殖之農桿菌與轉殖載體 
本研究所使用之農桿菌菌系為 Agrobacterium tumefaciens (GV3101)。轉殖載體計有﹕ 

1. pCAM1301-VRN3 (圖 1A)：啟動子為 CaMV35S、目標基因為 VRN3、報導基因為 gusA、
篩選標誌基因為 hptII，由輔英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李佩芳博士提供。  

2. pMLBART-AlcR-AlcA-VRN1 (圖 1B)：啟動子為 AlcA (受到 AlcR 蛋白及酒精調控)、
Den. To My Kids 'Smile'之 VRN1、報導基因為 gus、篩選標誌基因為 bar，由本實驗室楊

舜閔學長所構築 (楊舜閔等，2015)。 
3. pMLBart-AlcR-AlcA-PaFT (圖 1C)：啟動子為 AlcA (受到 AlcR 蛋白及酒精調控)、目標

基因為蝴蝶蘭 FT、報導基因為 gus、篩選標誌基因為 bar，中興大學分子生物研究所陳

良築教授提供。 
4. pMLBart-AlcR-AlcA-PaSOC1 (圖 1D)：啟動子為 AlcA (受到 AlcR 蛋白及酒精調控)、目

標基因為蝴蝶蘭 SOC1、報導基因為 gus、篩選標誌基因為 bar，由中興大學分子生物研

究所陳良築教授提供。 
5. p1304-35S-VRN1 (圖 1E)：啟動子為 CaMV35S、目標基因為 Den. To My Kids 'Smile'之

VRN1、報導基因為 mgfp5-gusA、篩選標誌基因為 hptII，由本實驗室楊舜閔學長所構築 
(楊舜閔等，2015)。 

6. pCAM1301-Ubi:PaFT (圖 1F)：啟動子為 Ubiquitin、目標基因為蝴蝶蘭 FT、報導基因為

gusA、篩選標誌基因為 hptII，由中興大學分子生物研究所陳良築教授提供)。 
7. pCAM1301-Ubi:PaSOC1 (圖 1G)：啟動子為 Ubiquitin、目標基因為蝴蝶蘭 SOC1、報導

基因為 gusA、篩選標誌基因為 hptII，由中興大學分子生物研究所陳良築教授提供。 
(三)、轉殖組合 
1. 使用農桿菌轉殖法，將農桿菌 p1301-VRN3、pMLBART-AlcR-AlcA-VRN1、pAlcR-

AlcA:PaFT、pMLBART-AlcR-AlcA-PaSOC1 共同轉入春石斛蘭 Den. 'Red Emperor' 之擬

原球體。 
2. 使用農桿菌轉殖法，將農桿菌 p1301-VRN3、p1304-35S-VRN1、pCAM1301-Ubi:PaFT、

pCAM1301-Ubi:PaSOC1 共同轉入春石斛蘭 Den. 'Red Emperor' 之擬原球體。 
二、試驗方法 
(一)農桿菌基因轉殖方法 
1.農桿菌轉殖法 

將含有目標質體之農桿菌預培養於含有適當抗生素之菌盤，28℃培養 2 天後冷藏備

用。從菌盤中挑選單一菌落並接種於含有適當抗生素之 5 ml LB 培養液中，於 28℃搖晃

培養 2 天。取 2 ml 菌液轉移至 50 ml 離心管以 4℃ 12000xg 進行離心，去除上清液後以 
30 ml 感染液 (1/4 MS, Sucrose 2%, Tryptone 0.1%, 金剛砂 0.1%, AS (acetosyringone) 200 
μM, pH 5.5)重新懸浮，接著將春石斛蘭 PLB 放入感染液搖晃培養 30 分鐘(150~160 rpm)。
將搖晃完成之離心管放入無菌操作台中，去除感染液後將 PLB 置於無菌擦手紙上吸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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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農桿菌轉殖載體 p1301-VRN3 (A)、pMLBART-AlcR-AlcA-VRN1 (B)、pAlcR-

AlcA:PaFT (C) 、 pAlcR-AlcA:PaSOC1 (D)、 p1304-35S-VRN1 (E) 、 pCAM1301-
ubi:PaFT (F) 及 pCAM1301-ubi:PaSOC1 (G)之基因圖譜。 

Fig. 1. Genetic maps of Agrobacteriam transformation vectors p1301-VRN3 (A), pMLBART-
AlcR-AlcA-VRN1 (B), pAlcR-AlcA:PaFT (C), pAlcR-AlcA:PaSOC1 (D), p1304-35S-
VRN1 (E), pCAM1301-ubi:PaFT (F) and pCAM1301-ubi:PaSOC1 (G). 

 
餘感染液。將植物材料繼代於含有 AS 200 μM 之 PLB 誘導培養基，於 28℃黑暗環境

共培養兩天。共培養兩天後，在無菌操作台中將共培養完成之 PLB 轉移至乾淨離心管，

以 Wash 液 (1/4 MS, Sucrose 2%, Tryptone 0.1%, Cefotaxime 500 ppm)搖晃 10 分鐘後移除

wash 液 (150~160 rpm)，重複此步驟三次。Wash 完成後繼代於含有 Cefotaxime 500 ppm 
之 PLB 誘導培養基。 
(二)、擬轉殖植株檢測 
1. 植物 DNA 萃取 

本試驗使用 BioKit Plant Genomic DNA Purification Kit (GeneMark, Taiwan) 進行植物

DNA 萃取。取 100 mg 之擬轉殖株葉片，液態氮研磨至細碎，加入 400 µl Extraction buffer 
和 5 µl RNase 並轉移到 1.5 ml eppendorf 中，Votex 5~10 秒混合均勻。將 eppendorf 移至

65℃水浴鍋中，處理 10 分鐘後上下搖晃 eppendorf 數次促使溶液混合均勻，再處理 65℃
水浴 10 分鐘，共 20 分鐘。水浴完成後加入 100 µl Precipitation Buffer，搖勻混和後置於冰

上 5 分鐘。將 eppendorf 搖晃混勻後以 12,000×g 離心 5 分鐘，小心吸取上清液至新的 1.5 
ml eppendorf 中，加入 1.5 倍體積之 Binding Buffer 以 pipetting 方式均勻混和。吸取混合

液到已裝設 Collection Tube 之 Spin Column 中，4℃  12,000×g 離心 1 分鐘後去除

(A)  (B)  (C)  (D)  

(E)  (F)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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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on Tube 之廢液。加入 600 µl Wash Buffer 以 4℃ 12,000×g 離心 1 分鐘後去除廢

液，重複此步驟一次。第二次 wash 去除廢液後，再以 4℃ 12,000×g 離心 5 分鐘，將殘

液完全去除。將 Spin Column 置於新的 1.5 ml eppendorf 中，加入 50~100 µl 之 Elution 
Buffer，靜置 2 分鐘後，以 4 ℃12,000×g 離心 1 分鐘，獲得所需之 DNA，貯存於-20℃
備用。 
2. 植物 Total RNA 萃取 

本試驗使用 EBL NC RNA extraction reagent GenePure RareRNA reagent (GenePure, 
Kaysville, UT, USA)進行植物 RNA 萃取。取約 100 mg 之擬轉殖株葉片以液態氮研磨至細

碎，加入 1 ml NC RareRNA reagent 與 400 µl DEPC 水後轉移至 1.5 ml eppendorf 中。劇烈

搖晃 10~15 秒後靜置於室溫反應 15 分鐘。4℃ 12000×g 離心 15 分鐘後，將 1 ml 上清液轉

移至 2 ml eppendorf，並加入 1 ml 異丙醇混和均勻以沉澱 RNA。靜置於室溫反應 10 分鐘

後以 4℃ 12000×g 離心 10 分鐘後小心去除上清液，此時 RNA 應沉澱於試管底部。加入 
400 µl DEPC 75%酒精 wash 後以 4℃ 12000×g 離心 3 分鐘後去除廢液，重複此步驟一次。

以 30 ul 之 DEPC 水回溶 RNA 後貯存於-80℃備用。 
3. 聚合酵素連鎖反應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採用 Biometra TOne Gradient Thermal cycler (Thermo Scientific, USA) 為反應儀器。

PCR 反應物含有 2x PCR Master Mix (12.5 ul)、10 uM primer (2 ul)及 100 ng 植物 DNA (1 
µl)，補水至總體積 25 ul。PCR 增幅反應設定條件如下；第一階段為 94℃、2 分鐘 denaturation 
(1 循環)；第二階段進行 94℃/30 秒的 denaturation、30 秒的 Annealing(黏合溫度如表一所

示)、72℃的 extention (延長時間依照表一之預期片段大小調整)，第二階段共 40 循環；第

三階段為 72℃、10 分鐘(1 循環)，PCR 反應完成後儲存於 4℃冰箱備用。 
4. 反轉錄聚合酶連鎖反應(Reverse Transcription PCR, RT-PCR) 

本試驗使用 BIONOVAS HiScript ITM First Strand cDNA Synthesis Kit (Bionovas, 
Canada) 進行 cDNA 合成。反轉錄 (First strand Synthesis)步驟如下：取 5 µg-10 pg 之 RNA，
加入 10 µl 2x Fast premix 和 2 µl Oligo dT，再以 RNAse free ddH2O 補至 19 ul，於 65℃作

用 5 分鐘，再移到冰上 1 分鐘冷卻。冷卻後加入 1 ul HiScript I ReverseTanscriptase，於 42
℃作用 30 分鐘，再移至 85℃作用 5 分鐘，完成 cDNA 之合成。 
5. DNA 電泳 

PCR 反應完成之產物，以 1.5%的 Invitrogen Ultrapure agarose，放置於 1X TAE buffer 
(40 mM Tris acetate，pH8.0、1 mM EDTA)中進行 DNA 電泳分離。完成後放入 0.5 µg/ml 之
溴化乙錠 (ethdium bromide, EtBr)溶液中，染色 3~5 分鐘後退染 30 分鐘，再置於 UV 光箱

(Gel logic 200 Imaging system)中檢視膠體上之 DNA 條帶片段，照相並儲存。 
6. 酒精誘導 

取用 pMLBART-AlcR-AlcA-VRN1、pMLBart-AlcR-AlcA-PaSOC1 和 pMLBart-AlcR-
AlcA-PaFT 共同轉殖之擬轉殖株葉片，進行酒精誘導，將葉片浸泡至不含酒精之 P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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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ffer(pH7.4，50 mM)與含有 2%酒精之 PBS buffer 分別做為對照組與處理組。真空抽氣 5
分鐘，之後放到室溫照光培養。抽取處理 12 小時後葉片之 RNA 分析基因表現。 
 
 
表 1. 偵測 VRN3、VRN1、PaFT、PaSOC1、GUS、AlcR、hptII、bar 及 DnActin 等目標基

因之獨特引子。 
Table 1. Unique primers for detecting target genes VRN1, PaFT, PaSOC1, GUS, AlcR, hptII, bar, 

and DnAc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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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一、組合一(依賴類似 FLC 途徑相關基因－酒精誘導表現啟動子為主)：共同轉殖 p1301-
VRN3 、 pMLBART-AlcR-AlcA-VRN1 、 pAlcR-AlcA:PaFT 、 pMLBART-AlcR-AlcA-
PaSOC1  

(一)、擬轉殖之擬原球體篩選、再生及增殖 
將共轉殖 pCAM1301-VRN3、 pMLBART-AlcR-AlcA-VRN1、 pAlcR-AlcA:PaFT、

pMLBART-AlcR-AlcA-PaSOC1 之春石斛蘭 Den. 'Red Emperor' 擬原球體繼代於含有 300 
ppm Cefotaxime 之 PLB 誘導培養基 (圖 2 A)。培養約 1 個月恢復生長勢後繼代至含有 15 
ppm glufosinate & 300 ppm Cefotaxime 之 PLB 誘導培養基進行篩選，篩選過程中持續繼代

更新，擬轉殖之擬原球體維持綠色至深綠色外觀，未轉殖成功之擬原球體白化、褐化或死

亡 (圖 2 B、C)。約 3~4 個月結束篩選後，將綠色擬原球體繼代於含有 300 ppm Cefotaxime
之 PLB 誘導培養基進行生長勢恢復 (圖 2 D、E)。1~2 個月後將綠色擬原球體繼代於含有

300 ppm Cefotaxime 之催芽培養基 [1/2MS (Murashige and Skoog, 1962)、Sucrose 2%、

Trypotone 0.1%、NAA 1 ppm、BA 1 ppm、agar 7.5%、pH 5.5]進行第一次催芽。約 3~6 個

月擬原球體出芽約 0.5~1 公分後，繼代至含有 0.1 ppm NAA 之石斛蘭 T2 培養基[1/2MS 
(Murashige and Skoog, 1962)、25 g/L banana、20 g/L Sweet potato、Sucrose 2%、Trypotone 
0.1%、agar 7.5%、Activated carbon 1%、pH 5.5)]誘導培植體發根(圖 2 F~ J)。待培植體發

根後，將培植體繼代至不含賀爾蒙之石斛蘭 T2 培養基再生成 3 公分以上大小之植株後出

瓶(圖 2 L、M)，以滅菌之水苔為介質定植於白色塑膠盆器或 2 吋盆中，移入溫室中生長

(圖 2 N、O)。 
(二)、擬轉殖植株基因及 mRNA 表現分析 

萃取共 28 棵 pCAM1301-VRN3、pMLBART-AlcR-AlcA-VRN1、pAlcR-AlcA:PaFT、
pMLBART-AlcR-AlcA-PaSOC1 共同轉殖之擬轉殖株葉片 DNA，進行 PCR 反應分析目標

基因 VRN3、VRN1、PaFT、PaSOC1、酒精啟動子基因 AlcR 和篩選基因 Bar，PCR 結果如

圖 3A~G 所示。在 28 個供試樣品中，分別在 12 個擬轉植株偵測到 VRN3 (422 bp)、5 個擬

轉植株偵測到 VRN1(918 bp)、5 個擬轉植株偵測到 PaFT (519 bp)、5 個擬轉植株偵測到

PaSOC1 (538 bp)、11 個擬轉植株偵測到 Bar (403 bp)、10 個擬轉植株偵測到 AlcR (942 bp)
等轉基因，未轉殖對照組 (CK)則無法偵測到任何基因的表現。28 棵擬轉殖株之中，編號

11 號擬轉植株 (S11)均能偵測到所有轉基因之 DNA 片段；編號 20 號擬轉植株(S20)除
PaSOC1 外的其他轉基因均偵測到 DNA 片段；編號 21、27 和 28 號擬轉植株(S20、S27、
S28)除 VRN3 和 PaSOC1 外的其他轉基因均能偵測到 DNA 片段。 

進一步萃取 8 棵擬轉殖株葉片 RNA，進行 RT-PCR 分析目標基因 VRN3、VRN1、PaFT、
PaSOC1、酒精啟動子基因 AlcR 和篩選基因 Bar 之 mRNA 是否表現。在 8 個供試樣品中，

分別在 2 個擬轉植株偵測到 VRN1 (918 bp)、3 個擬轉植株偵測到 PaFT (519 bp)、3 個擬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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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農桿菌法共同轉殖 pCAM1301-VRN3、 pMLBART-AlcR-AlcA-VRN1、 pAlcR-
AlcA:PaFT 及 pMLBART-AlcR-AlcA-PaSOC1 之春石斛蘭 Den. 'Red Emperor' 擬轉

殖植株的篩選、再生及增殖之情形。(A)轉殖後繼代於含有 300 ppm cefotaxime 之

PLB 誘導培養基。(B~C)將 PLB 繼代於含有 10~15 ppm glufosinate 及 300 ppm 
cefotaxime 之 PLB 誘導培養基進行篩選。(D~E)將二次篩選後之 PLB 繼代於含有

300 ppm cefotaxime 之 PLB 誘導培養基進行生長勢恢復。(F~ J)將 PLB 繼代於含有

50 ppm cefotaxime 之催芽培養基培養基進行催芽。(K)PLB 出芽後移植至發根培養

基中誘導發根。(L~M)培植體移植至培植瓶中持續再生。(N~O)擬轉殖株出瓶定植

並移至溫室生長。 
Fig. 2. Selection, regeneration, and proliferation of putative transformed plants of Den. 'Red 

Emperor' via Agrobacterium mediated co-transformation of pCAM1301-VRN3, 
pMLBART-AlcR-AlcA-VRN1, and pAlcR-AlcA:PaFT, pMLBART-AlcR-AlcA-
PaSOC1. (A) The PLBs were cultivated in 1/2MS medium containing 300 ppm 
cefotaxime after inoculation with Agrobacteriun. (B~C) Survived PLBs were cultivated 
in 1/2MS medium contained 10~15 ppm glufosinate and 300 ppm cefotaxime for 
selection of transformed PLBs. (D~E) Survived PLBs were cultivated in 1/2MS medium 
contained 300 ppm cefotaxime to stimulate new growth and vigorous recovery of survival 
PLBs. (F~J) The PLBs were cultivated in 1/2MS medium contained 50 ppm cefotaxime 
and 0.1 ppm BA for induction of multiple shoots formation. (K) Plantlets were transferred 
to culture bottle for induction of roots formation. (L~M) Plantlets were transferred to 
culture bottle for regeneration continuously. (M~O) Putative transformed seedlings were 
transfer to pots and grown in green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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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以擬轉殖葉片 DNA 為模板，使用獨特核酸引子進行聚合酵素鏈鎖反應(A~G) 與反

轉錄聚合酵素鏈鎖反應(H~M) 之產物，以電泳膠片分析 VRN3 (A)、VRN1 (B)、PaFT 
(C)、PaSOC1 (D)、Bar (E)、AlcR (F) 基因，與 actin(G)、VRN3 (H)、VRN1 (I)、PaFT 
(J)、PaSOC1 (K)、Bar (L)、AlcR (M) mRNA 的情形。CK：未轉殖春石斛'紅皇帝'。 

Fig. 3. PCR (A~G) and RT-PCR (H~M) analysis of VRN3 (A), VRN1 (B), PaFT (C), PaSOC1(D), 
Bar (E), AlcR (F) genes, and actin(G), VRN3 (H), VRN1 (I), PaFT (J), PaSOC1(K), Bar 
(L), AlcR (M) mRNA in putative transplastomic Den. 'Red Emperor'. CK: untransformed 
Den. 'Red Emperor'. 

 

植株偵測到 Bar (403 bp)、3 個擬轉植株偵測到 AlcR (942 bp)等基因之 mRNA 表現 (圖
3H~M)。並未在任何擬轉植株中偵測到目標基因 VRN3(422 bp)和 PaSOC1 (538 bp) 之
mRNA 表現，未轉殖對照組(CK)則無法偵測到任何基因的表現。8 棵擬轉殖株之中，編號

11、20 號擬轉植株(S11、S20)均能偵測到 VRN1、PaFT、PaSOC1、Bar 和 AlcR mRNA 表

現；編號 27 號擬轉植株(S27)均能偵測到 VRN1、PaFT、PaSOC1、Bar 和 AlcR mRNA 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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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合二 (依賴類似 FLC 途徑相關基因－持續表現啟動子為主)：共同轉殖 p1301-VRN3、
p1304-35S-VRN1、pCAM1301-Ubi:PaFT、pCAM1301-Ubi:PaSOC1 

(一)、擬轉殖之擬原球體篩選、再生及增殖 
將共轉殖 p1301-VRN3 、 p1304-35S-VRN1 、 pCAM1301-Ubi:PaFT 、 pCAM1301-

Ubi:PaSOC1 之春石斛蘭 Den. 'Red Emperor' 擬原球體繼代於含有 300 ppm Cefotaxime 之

PLB 誘導培養基 (圖 4 A)。約 1~2 個月恢復生長勢後繼代至含有 20 ppm hygromycin & 300 
ppm Cefotaxime 之 PLB 誘導培養基進行篩選，篩選過程中持續繼代更新，擬轉殖之擬原

球體維持綠色至深綠色外觀，未轉殖成功之擬原球體白化、褐化或死亡 (圖 4 B~E)。篩選

約 3~5 個月後結束篩選，將綠色擬原球體繼代於含有 300 ppm Cefotaxime 之 PLB 誘導培

養基進行生長勢恢復 (圖 4 F)。1~2 個月後將綠色擬原球體繼代於含有 300 ppm Cefotaxime
之催芽培養基進行催芽 (圖 4 G~J)。約 3~6 個月擬原球體出芽約 0.5~1 公分後，繼代至含

有 0.1 ppm NAA 之石斛蘭 T2 培養基誘導培植體發根 (圖 4 K~L)。待培植體發根後，將培

植體繼代至不含賀爾蒙之石斛蘭 T2 培養基再生成 3 公分以上大小之植株後出瓶(圖 4 M)，
以滅菌之水苔為介質定植於白色塑膠盆器或 2 吋盆中，移入溫室中生長 (圖 4 N~O)。 
(二)、擬轉殖植株基因及 mRNA 表現分析  

共萃取 35 棵 p1301-VRN3、p1304-35S-VRN1、pCAM1301-Ubi:PaFT、pCAM1301-
Ubi:PaSOC1 共同轉殖之擬轉殖株葉片 DNA，進行 PCR 反應，分析目標基因 VRN3、VRN1、
PaFT、PaSOC1、篩選基因 hptII 和報導基因 GUS，PCR 結果如如圖 5A~G 所示。。在 35
個供試樣品中，分別在 5 個擬轉植株偵測到 VRN3 (422 bp)、5 個擬轉植株偵測到 VRN1(1537 
bp)、3 個擬轉植株偵測到 PaFT (979 bp)、12 個擬轉植株偵測到 PaSOC1 (423 bp)、33 個

擬轉植株偵測到 hptII (1007 bp)、25 個擬轉植株偵測到 GUS (1800 bp)等轉基因，未轉殖對

照組(CK)則無法偵測到任何基因的表現。35 棵擬轉殖株之中，編號 10 號擬轉植株(A10)
除 VRN1 和 PaFT 外的其他轉基因均偵測到 DNA 片段；編號 5 號擬轉植株(A5)除 PaFT 和

PaSOC1 外的其他轉基因均偵測到 DNA 片段。 
進一步萃取 11 棵擬轉殖株葉片 RNA，進行 RT-PCR 分析目標基因 VRN3、VRN1、

PaFT、PaSOC1、篩選基因 hptII 和報導基因 GUS 之 mRNA 是否表現，RT-PCR 結果如圖

5H~M)所示。在 11 個供試樣品中，分別在 2 個擬轉植株偵測到 VRN3(422 bp)、1 個擬轉

植株偵測到 VRN1(706 bp)、2 個擬轉植株偵測到 PaFT (470 bp)、3 個擬轉植株偵測到

PaSOC1 (539 bp)、8 個擬轉植株偵測到 hptII (1007 bp)等基因之 mRNA 表現。並未在任何

擬轉植株中偵測到報導基因 GUS (1800 bp) 之 mRNA 表現。未轉殖對照組 (CK)無法偵測

到任何基因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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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農桿菌法共同轉殖 pCAM1301-VRN3、p1304-35S-VRN1、pCAM1301-Ubi:PaFT 及

pCAM1301-Ubi:PaSOC1 之春石斛蘭 Den. 'Red Emperor' 擬轉殖植株的篩選、再生

及增殖之情形。(A)轉殖後繼代於含有 300 ppm cefotaxime 之 PLB 誘導培養基。

(B~E)將 PLB 繼代於含有 20 ppm hygromycin 及 300 ppm cefotaxime 之 PLB 誘導培

養基培養基進行篩選。(F)將篩選之 PLB 繼代於含有 300 ppm cefotaxime 之 PLB 誘

導培養基進行生長勢恢復。(G~ J)將 PLB 繼代於含有 50 ppm cefotaxime 之二次催

芽培養基進行催芽。(K~L)PLB 出芽移植至發根培養基中誘導發根。(M)培植體移

植至培植瓶中持續再生。(N~O)擬轉殖株出瓶定植並移至溫室生長。 
Fig. 4. Selection, regeneration and proliferation of putative transformed plants of Den. 'Red 

Emperor' via Agrobacterium mediated co-transformation of pCAM1301-VRN3, p1304-
35S-VRN1, pCAM1301-Ubi:PaFT, and pCAM1301-Ubi:PaSOC1. (A) The PLBs were 
cultivated in MS medium contained 300 ppm cefotaxime after inoculation with 
Agrobacteriun. (B~E) The PLBs were cultivated in 1/2MS medium contained 20 ppm 
hygromycin and 300 ppm cefotaxime for primary selection of transformed PLBs. (F) The 
PLBs were cultivated in 1/2MS medium contained 300 ppm cefotaxime to stimulate new 
growth and vigorous recovery of survival PLBs. (G~J) The PLBs were cultivated in 
1/2MS medium contained 50 ppm cefotaxime and 0.1 ppm BA for induction of multiple 
shoots formation. (K~L) plantlets were transferred to culture bottle for induction of roots 
formation. (M) plantlets were transferred to culture bottle for regeneration continuously. 
(N~O) Putative transformed seedlings were transfer to pot and grown in green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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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以擬轉殖葉片 DNA 為模板，使用獨特核酸引子進行聚合酵素鏈鎖反應與反轉錄聚

合酵素鏈鎖反應之產物，以電泳膠片分析 VRN3 (A)、VRN1 (B)、PaFT (C)、PaSOC1(D)、
hptII (E)、GUS (F)基因與 actin(G)、VRN3 (H)、VRN1 (I)、PaFT (J)、PaSOC1(K)、
hptII (L)、GUS (M) mRNA 的情形。CK：未轉殖春石斛'紅皇帝'。 

Fig. 5. PCR and RT-PCR analysis of VRN3 (A)、VRN1 (B)、PaFT (C)、PaSOC1(D)、hptII (E)、
GUS (F) genes; actin(G)、VRN3 (H)、VRN1 (I)、PaFT (J)、PaSOC1(K)、hptII (L)、GUS 

(M) mRNA in putative transplastomic Den. 'Red Emperor'. CK: untransformed Den. 'Red 
Empe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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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一、春石斛'紅皇帝'農桿菌基因轉殖之篩選、再生及增殖 
本研究以農桿菌法共同轉殖基因到'紅皇帝'石斛蘭之擬原球體，分為二種轉殖組合且

每種組合包含四種農桿菌菌系。本研究使用之篩選藥劑包括 glufosinate (組合一)與
hygromycin (組合二)。'紅皇帝'石斛蘭以 8 ppm glufosinate 篩選效果不理想，與董(2018)所
報導的不同。已感染農桿菌之擬原球體於 8 ppm 篩選多個月後即使生長勢減緩，仍維持青

綠色至黃綠色外觀，較難通過肉眼判斷 PLB 是否存活。後續改以 10 ppm glufosinate 進行

初篩選，接續的繼代將培養基篩選藥劑濃度提高至 15 ppm，提高篩選壓力。提高 glufosinate
濃度使大部分受感染之 PLB 加速黃白化並呈現水浸狀。共同轉殖 pCAM1301-VRN3、
pMLBART-AlcR-AlcA-VRN1、pAlcR-AlcA:PaFT、pMLBART-AlcR-AlcA-PaSOC1 之擬轉

殖株組合，由於 pCAM1301-VRN3 適用之篩選藥劑與其他三種擬轉殖株不同，最後選擇以

glufosinate 做為此轉殖組合之篩選藥劑，並未以 hygromycin 進行篩選。 
'紅皇帝'石斛蘭原球體再生芽梢的過程中耗時較長，繼代過程中經常持續再生 PLB 而

不產生後續芽、根分化。以 0 ppm BA、1 ppm BA+1 ppm NAA、0.2 ppm BA、0.1 ppm BA 
進行誘導原球體發芽梢試驗，最後選定以 1 ppm BA+1 ppm NAA 與 0.1 ppm BA 兩種濃度

作為誘導原球體發芽培養基之荷爾蒙濃度，此兩種荷爾蒙濃度誘導發芽的所需時間較短

(約三個月)。約再生 3~6 個月後長出芽，出芽後繼代至 0.1 ppm NAA 發根培養基中誘導發

根，芽生長的同時誘導發根將會縮短再生時間，約 1~2 個月內陸續發根。擬轉植株成長至

一定大小後繼代至石斛蘭 T2 培養基持續再生。擬轉植株成長至一定大小後以水苔做為介

質出瓶，出瓶後施以 NAA 持續誘導發根，並以花寶 1 號進行施肥動作。 
二、擬轉殖植株之基因及 mRNA 表現分析 
(一)、共同轉殖 pCAM1301-VRN3、pMLBART-AlcR-AlcA-VRN1、pAlcR-AlcA:PaFT、

pMLBART-AlcR-AlcA-PaSOC1 之擬轉殖株 (組合一) 
在 28 個擬轉植株中，僅有 11 個擬轉植株偵測到 Bar 轉基因，這可能是因為'紅皇帝'

石斛蘭具有抵抗 glufosinate 篩選的能力，因此部分植株從篩選中逃脫。出瓶過程中部分擬

轉植株相繼死亡，無法進行後續 RT-PCR 試驗。編號 11 號擬轉殖株(S11)於 PCR 試驗中可

偵測到 VRN3 和 PaSOC1，在 RT-PCR 試驗中則沒有偵測到其表現，顯示此二種基因雖成

功轉入植株但並未表現 mRNA。編號 11、20 擬轉殖株(S11、S20)在 PCR 跟 RT-PCR 試驗

中皆偵測到 VRN1、PaFT 條帶；編號 27 號擬轉殖株(S27)在 PCR 跟 RT-PCR 試驗中只偵

測到 PaFT 條帶，顯示以 2%酒精處理擬轉植株葉片 12 小時後即可有效誘導酒精啟動子表

現。未來可進行後續酒精試驗，確認酒精啟動子是否能於活體植株內表現，轉基因是否表

現並促進轉殖株提早開花。 
總計有 5 株擬轉殖植株同時偵測到目標基因的 DNA 及 mRNA：四種基因為 S11 

(VRN3、VRN1、PaFT、PaSOC1)，三種基因為 S20 (VRN3、VRN1、PaFT)，二種基因為 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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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N3、PaSOC1)、S27 (VRN1、PaFT)，一種基因為 S2 (VRN3)。 
(二)、共同轉殖 pCAM1301-VRN3、p1304-35S-VRN1、pCAM1301-Ubi:PaFT、pCAM1301-

Ubi:PaSOC1 之擬轉殖株 (組合二) 
編號 10 號擬轉植株(A10)之 PCR 試驗可偵測到轉基因 VRN3、PaSOC1、hptII 和 GUS

之基因片段；編號 21 號擬轉植株(A21)偵測到轉基因 PaSOC1、hptII、GUS，但是這兩棵

轉殖株在 RT-PCR 試驗中則無法偵測到任何條帶，顯示轉基因雖成功導入植株但並未表現

mRNA。幾乎所有擬轉殖株偵測到 hptII 與 GUS 兩種轉基因，然而在 RT-PCR 試驗中僅部

分擬轉殖株偵測到 hptII 基因表現，且都無法偵測到 GUS 表現。 
總計有 11 株擬轉殖植株同時偵測到目標基因的 DNA 及 mRNA：二種基因為 A10 

(VRN3、PaSOC1)，一種基因為 A30、A31 (VRN3)，A3、A8 (VRN1)，A28、A29 (PaFT)，
A21、A22、A22、A22 (PaSOC1)。 

本研究共計已完成 1. 共同轉殖 pCAM1301-VRN3、pMLBART-AlcR-AlcA-VRN1、
pAlcR-AlcA:PaFT 及 pMLBART-AlcR-AlcA-PaSOC1、2. 共同轉殖 pCAM1301-VRN3、
p1304-35S-VRN1、pCAM1301-Ubi:PaFT、pCAM1301-Ubi:PaSOC1 等二種組合之農桿菌感

染春石斛 PLB、篩選、再生、增殖、出瓶。擬轉殖株 PCR 及 RT-PCR 分析之結果顯示，

VRN3、VRN1、PaFT、PaSOC1 等轉基因共同或單一存在於轉殖葉片之基因組內，並表現

其 mRNA。研究結果顯示共同轉殖調節春化相關基因到'紅皇帝'石斛蘭是可行的，雖然部

份轉殖株可偵測的到轉殖基因但並不能偵測到其 mRNA，由於目前轉殖植物尚幼小，尚未

到開花期，有待植株成長成株，分析其轉基因之遺傳穩定性及開花特性，方可得知轉殖之

基因是否有發揮其預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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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Nobile-type Dendrobium is a section of Dendrobium that includes many closely related 
species and their hybrids. Nobile Dendrobium is a new orchid crop to be promoted in Taiwan, and 
potentials in economic cultivation. Techniques for mass production of planting materials and 
forcing cultivation, flower induction as well as extending flowering period, are awaiting to be 
developed. Two types of vernalization pathway in nobile-type Dendrobium had been proposed: 
FLC like dependent pathway and FLC independent pathway. In this study, genes involved in FLC 
like dependent pathway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constitutive (CaMV35S or Ubiquitin) or inducible 
(alcR/alcA system, alcohol induction) promoter were engineered into nobile-type Dendrobium, 
and vernalization-related genes were transformed into the PLB of the nobile-type Dendrobium. 
The results of PCR and RT-PCR analysis of putative transformed plants indicated that the 
transformed genes were presented in the genome of transformed plants, and expressed its mRNA 
(VRN3, VRN1, PaFT, PaSO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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