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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香果自交不親和性與柱頭及花柱蛋白質

合成之研究 
 

 

卓 俊 銘 1)   許 圳 塗 2)   曾 夢 蛟 3) 
 

 

關鍵字：百香果、自交不親和性、柱頭、花柱 

 
摘要：百香果具自交不親和性，屬孢子體遺傳系統，其認定作用發生位置為花粉

與柱頭絨毛交互作用。本試驗探討百香果柱頭和花柱蛋白質合成之變化關係。經

由二次元電泳分析，柱頭和花柱組織之新合成蛋白質，約 350 個左右，其中 33 個

有差異的蛋白質區分為六類。其中第三類分子量 Mr 53Kd(3)，55Kd(4)，55Kd(5)，

36Kd(11)，30Kd(14)，30Kd(15)，28Kd(16)和 13Kd(32)等八個蛋白質，在較不親和

性品系(52，88，37) 隨柱頭成熟期增加而新合成，但在較具親和性品系上則偵測

不到。此種現象和蕓薹屬作物 S 醣蛋白形成的時期及部位類似，其中有些蛋白質

的分子量很接某些 S 醣蛋白的分子量 (51~53Kd，57Kd)。第四類分子量 Mr 

83Kd(2)，40Kd(9)和 21Kd(25)等三個蛋白質，在品系 52、88 及 37 隨柱頭成熟期

增加而消失，但在品系 97 則可偵測到，此類蛋白質可能代表促進或維持花粉管正

常生長所不可缺失的蛋白質，推測這二類蛋白質均有可能與百香果自交不親和性

有關。 

 

 
前   言 

百香果(Passion fruits)又名西番果或時計果，為西番蓮科(Passifloraceae)，西番蓮屬

(Passiflor)之多年生蔓性果樹。其中約 50~60 種可供食用，有商業化栽培者僅限於紫百香

果(Passiflora edulis Sims)和黃百香果(P. edulis f. flavicarpa Degener)兩種及其雜交品種

(Martin et al., 1970；張和鄭, 1988)。台灣百香果栽培之高產量的黃果種具有自交不親和性

(許和何, 1985；張, 1974)。在自然情況下須有授粉媒介助其授粉 (Hammer, 1987)或行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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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粉(張, 1974；張, 1979)否則造成產量不穩定及提高成本。不親和性普遍發生於西番蓮

屬，成為雜交上之障礙(Payan and Martin, 1975)。百香果柱頭呈乾性，密生絨毛組織為複

列式多細胞(multi-seriate)，細胞間隔厚，表層由分泌物所沈積。花粉與絨毛間之認定作用，

可能受一主要 S 基因座所控制，由其形態特性及作用型，可歸為孢子體型自交不親和性

(Ho and Shii, 1986)。Hinata 和 Nishio (1978) 證實 Brassica campestris 柱頭分析出之蛋白質

為 S 等位基因的產物，或者是和 S 等位基因有很密切的關聯。此柱頭分析出之蛋白質

為Ｓ基因座專一性醣蛋白(S-locus specific glycoprotein)且僅存在於成熟柱頭部位(Nasrallah 

et al.,1985a)。百香果有關親和性內生蛋白質尚未有報告，本研究主要為探討雌蕊組織對花

粉發芽之影響，並進行電泳分析，以探討雌蕊蛋白質之變化及瞭解其與親和性關係。 

 

 
材 料 及 方 法 

一、試驗材料： 

本試驗所採用的百香果品系，如表 1 所示。皆栽植於台大農場園藝分場。包括有黃果

種 P. edulis f. flavicarpa Degener (編號：Cy50，H5-34，YE53 及 YR47) 及紫果種 P. edulis 

Sims (編號：P59) 和各種雜交組合代。 

 

表 1. 本試驗所用之百香果品系 

Table1. The test line of Passiflora used in experiment. 

lines combinations 

97 

37 

52 

88 

Cy50   ×   P59 

H5-34  × 

H5-34  ×   YE53 

Cy50   ×   YR47 

 

二、試驗方法 

(一)、樣品製備： 

1、硫-35 放射性甲硫胺酸(S35-methionine)標記： 

由參試品系採取開花當天、前一天及前二天的雌蕊，將柱頭及花柱組織分開，並各切

成細小碎片。每處理分別取用 0.1g 柱頭或花柱組織，放入小培養皿中，各加 0.5ml 培養

緩衝液(0.01M Hepe, 20mM CaCl2，pH 6)及 100μCi 硫-35 甲硫胺酸(S35-methionine, 1444C 

uries/mmol, Amersham)。置於真空抽氣機(ULVACMDA-015)抽氣 10 分鐘，之後蓋上培養

皿，以蠟膜封口。於 25℃，輕微振盪四小時，樣品以蒸餾水洗滌數次後進行蛋白質萃取。

2、蛋白質樣品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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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放射性標記後之柱頭或花柱樣品置於研缽中，加入液態氮進行磨碎，再加 250μ1

萃取緩衝液(50mM Tris-HCl, pH 7.2，6mM ascorbic acid，5mM EDTA，10mM MgCl2，1mM 

CaCl2，10mM 2-mercaptoethanol)，經 10,000g (4℃) 離心 20 分鐘，將澄清液經 miracloth

過濾後，加入 5 倍體積之冰冷丙酮含 10mM 2-mercaptoethanol，放置於-20℃下 3~5 小時，

使蛋白質沈澱，經 10000g (4℃)離心 10 分鐘，收集沈澱物，溶於 50~100μl O'Farrell lysis 

buffer [9.5M Urea，2 % (w/v) NP-40，2% ampholines (1.6% pH 5~7，0.4％ pH 3~10)]。蛋

白質樣品將直接使用於第一次元之等電點膠體電泳，或貯存於-70℃之下備用。 

3、放射性強度之計數(Incorporated radioactivity counting)： 

取 5μ1 蛋白質樣品，點樣於玻璃纖維濾紙(Whatman GF/A glass fiber disc)上，加入 10ml

冰冷之 10% TCA (trichloroacetic acid)靜置冰浴中 10 分鐘，再以 5ml 之 5% TCA 洗滌三次，

每次 5 分鐘，最後以 95%酒精 5ml 洗滌三次，每次振盪 5 分鐘。將濾紙烘乾後，加入 10ml

閃爍計數溶液，(0.5% PPO及0.025% dimethyl POPOP於 toluene)。以液體閃爍計數器(Liquid 

scintillation analyzer，TRI-CARB 1500， PACK ARD )測定其放射活性。 

(二)、一次元等電點膠體電泳(First-dimension isoelectric focusing, IEF) (O'Farrell, 1975)： 

使用長 12cm，內徑 2.5mm 之乾淨玻璃管（經重鉻酸鉀酸性洗滌劑浸泡１小時，及 20mg 

KOH/ml 酒精浸泡 20 分鐘，以 95%酒精沖淨後乾燥），以蠟膜封住玻璃管底部。配製柱

狀膠體溶液[9M Urea，6% acrylamide (17.5 w/w acrylamide：bisacrylamide)，2% v/v 

ampholines (1.6% v/v pH 5~7，0.4％ v/v pH 3~10，Bio-Rad)]。以 200V 15 min，300V 30 min，

400V 60min 進行預跑電泳。預跑電泳後，加入等量 TAC 沈澱放射性之樣品蛋白質，以 400V 

跑 18 小時，再以 800V 通電 1 小時。取出柱狀膠體，加入 5ml SDS 樣品緩衝液(0.0625 M 

Tris-HCl pH 6.8，10% v/v glycerol，5% v/v 2-mercaptoethanol，2.3% w/v SDS) 振盪平衡 45

分鐘後，可直接進行第二次元片狀膠體電泳或貯藏於-70℃中。 

(三)、二次元 DSD 片狀膠體電泳(Second dimension-SDS slab gel electrophoresis) (Laemmli, 

1970)： 

以 Bio-Rad 裝置(protein II，玻璃片長 140mm×寬 130mm，厚 0.75mm)，配置 11~15% 

(w/v)線性 polyacrylamide 梯度的 resolving 膠體[0.375M Tris-HCl, pH 8.8，0.1% (w/v) SDS]

及長 20mm 3% (w/v) polyacrylamide 的 stacking 膠體。再將一次元的柱狀膠體經 SDS 樣品

緩衝液平衡後，置於 stacking 膠體之上，以 1% agrose 接合。以 20mA 每片膠體（固定電

流）通電 4~5 小時，直到追蹤染劑完全消失即將膠片取出，進行螢光自動放射顯像。 

(四)、螢光顯像(Fluorography)： 

將二次元電泳膠片浸在 DMSO (dimethyl sulfoxide)溶液中 30 分鐘，共二次。再置於

20% (w/v) PPO (2,2'-p-phenylene-bis (5- phenyloxazole)) / DMSO 中振盪 3 小時後，以蒸餾

水將 PPO 沈澱，每次 10 分鐘，共二次。將膠片置於濕潤的 Whatman 3MM 濾紙上，以

Bio-Rad Model 583 之片狀膠片烘乾器烘乾，以 Kodak X-OMAT XAR 底片與膠片一同置於

片匣中，並放在-70℃之凍箱中使之顯像。樣品之 TCA 沈澱的放射性活性劑量將作為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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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膠片之曝光時間。螢光顯像之曝光時間以 10day / 1,000,000 dpm S35（第一次元樣品之

放射性劑量）為依據。 

(五)、蛋白質圖譜(protein pattern)之分析： 

不同處理間之蛋白質圖譜之比較，是將其Ｘ光底片置於日光燈箱(light box)上做比

較。不同樣品萃取自不同的植株至少重覆蛋白質電泳分析２次。Ｘ光片上多數放射性點的

相對位置是恆定的，於不同次樣品中出現不一致性的放射性點(nonproducidble spots)將不

做任何考慮，微量、細小的放射性點的改變也不併入估算。處理期間新增加的放射性點只

取決於存在與否，而不做量改變的評估。新增加或消失的放射性點不只比較不同生長期或

不同部位的樣品，同時也與其他品系做比較。 

 

 
結   果 

 

百香果參試樣品以 S35-甲硫胺酸標記後，進行可溶性蛋白質二次元電泳之螢光顯像圖

譜分析。試驗結果顯示在二次元電泳之顯像圖譜上大約可揭露 300 至 400 個點，不同品系

間柱頭與花柱或不同成熟期其基本圖譜均很類似，然而隨花成熟期的增加，可偵測到一些

蛋白質的消長，比對這些蛋白質合成的消長，是比較同一品系的柱頭或花柱之某一特定蛋

白質隨不同生長期間，隨之消失或新合成，同時也調查此蛋白質在別的品系變化的情形。

在螢光顯像圖譜上存在此種獨特的蛋白質標以□符號，並給予一編號；在其它處理，未出

現此蛋白質之螢光圖譜的相對位置標以○符號以茲比較。 

一、不同成熟期之百香果品系 52 柱頭及花柱活體內蛋白質合成的變化。 

編號 52 的黃色百香果品系之不同成熟期的柱頭及花柱經 4 小時 S35-甲硫胺酸標定

後，其蛋白質合成的螢光顯像圖譜如圖 1 所示。 

本品系花蕾發育期中變化的蛋白質，其中 Mr 83Kd (1)在開花當天才新合成，另外 Mr 

53Kd(3)、55Kd(4)、55Kd(5)、30Kd(14)、30Kd(15)、28Kd(16)、23Kd(21)、19Kd(28)及 13Kd(32)

等 9 個蛋白質則在開花前一天被誘導合成，隨著柱頭成熟度增加而消失的蛋白質計有 19

個，分別為 Mr 83Kd(2)、46Kd(6)、43Kd(7)、40Kd(9)、37Kd(10)、37Kd(12)、32Kd(13)、

25Kd(17)、24Kd(19)、24Kd(20)、21Kd(22)、21Kd(23)、20Kd(24)、21Kd(25)、21Kd(26)、

21Kd(27)、14Kd(30)、14Kd(31)及 9Kd(33)，其中 Mr 83Kd(2)及 21Kd(26)兩個蛋白質在開

花前一天即不再同成，而其餘的 17 個蛋白質於開花當天不能偵測到其存在 (圖 1A~C，表

2)。 

花柱蛋白質隨成熟度增加出現新合成的蛋白質為 Mr 53Kd(3)、55Kd(4)、55Kd(5)、

25Kd(18)、23Kd(21)及 15Kd(29)。此六個蛋白質除了 Mr 25Kd(18)，到開花當天才合成外，

共餘五個蛋白質於開花前一天即可偵測到其存在。隨花柱成熟度增加而消失的蛋白質分別

是 Mr 83Kd(2)、46Kd(6)、38Kd(8)、40Kd(9)、37Kd(10)、25Kd(17)、21Kd(26)、21Kd(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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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9Kd(33)；其中除了 Mr 9Kd(33)之蛋白質在開花前一天已偵測不到，其餘 8 個蛋白質，

到開花當天才不合成。在柱頭隨成熟度而消失，但花柱仍存在之蛋白質有 Mr 43Kd(7)、

32Kd(13)、24Kd(19)、21Kd(22)、21Kd(23)、20Kd(24)及 21Kd(25)等七個蛋白質。柱頭獨

特的蛋白質（花柱在開花前二天即不再合成，或不存在）計有 Mr 83Kd(1)、37Kd(12)、

30Kd(14)、30Kd(15)、28Kd(16)、24Kd(20)、14Kd(30)、14Kd(31)及 13Kd(32)等 9 個蛋白

質 (圖 1D~F，表 2)。 

二、不同成熟期之百香果品系 88 之柱頭及花柱活體內蛋白質合成的變化。 

在柱頭部位，隨著成熟期的增加，誘導 13 個新合成的蛋白質，其中 Mr 55Kd(3)、

55Kd(4)、55Kd(5)、30Kd(15)、28Kd(16)、25Kd(18)及 13Kd(32)等七個蛋白質在開花前一

天即開始被合成，然而 Mr 83Kd(1)、38Kd(8)、36Kd(11)、30Kd(14)、23Kd(21)及 19Kd(28)

等六個蛋白質於開花當天被誘導合成。試驗結果同時顯示 18 個蛋白質隨柱頭成熟度增加

而消失，其中 Mr 43Kd(7)、21Kd(22)、21Kd(23)、20Kd(24)、14Kd(30)及 14Kd(31)等六個

蛋白質在開花前一天即已消失而 Mr 83Kd(2)、46Kd(6)、40Kd(9)、37Kd(10)、37Kd(12)、

37Kd(13)、25Kd(17)、24Kd(19)、21Kd(25)、21Kd(26)、21Kd(27)及 9Kd(33)等 12 個蛋白

質於開花當天偵測不到其存在 (圖 2A~C，表 2)。 

在花柱部份，隨著成熟期增加新合成八個蛋白質，分別為 Mr 55Kd(4)、55Kd(5)、

43Kd(7)、36Kd(11)、25Kd(18),23Kd(21)、20Kd(24)及 15Kd(29)。除了蛋白質 Mr 23Kd(21)

以外，其餘的蛋白質在開花前一天的花柱內，即可被偵測到。隨著成熟期增加而消失的蛋

白質為 Mr 40Kd(9)、37Kd(10)、25Kd(17)、21Kd(25)、21Kd(26)、21Kd(27),及 9Kd(33)等

七個蛋白質，其中 Mr 21Kd(26) 的蛋白質在開花前一天即偵測不到。在柱頭隨成熟期增

加而合成，但在花柱卻偵測不到的蛋白質計有 Mr 83Kd(1)、38Kd(8)、30Kd(14)、30Kd(15)、

28Kd(16)、及 13Kd(32) 等六個蛋白質。而 Mr 83Kd(2)、46Kd(6)、32Kd(13)、24Kd(19)、

21Kd(22) 及 21Kd(23) 等蛋白質，雖在柱頭有隨生長期增加而消失的趨勢，但在花柱卻都

可偵測到，另外 Mr 53Kd(3)及 19Kd(28)在柱頭隨成熟度增加而新合成且在花柱三個成熟

期皆可偵側到 (圖 2D~F，表 2)。 

三、不同成熟期之百香果品系 37 之柱頭及花柱活體內蛋白質合成的變化。 

柱頭蛋白質 Mr 83Kd(1)、53Kd(3)、55Kd(4)、55Kd(5)、30Kd(15) 及 23Kd(21)等六個

蛋白質於開花前一天開始被誘導重新合成。蛋白質 Mr 38Kd(8)、36Kd(11)及 30Kd(14) 於

花當天才可偵測到。另有 19 個蛋白質隨著發育成熟期增加而消失，分別是 Mr 46Kd(6)、

43Kd(7)、40Kd(9)、37Kd(10)、37Kd(12)、32Kd(13)、25Kd(17)、24Kd(19)、24Kd(20)、

21Kd(22)、21Kd(23)、20Kd(24)、21Kd(25)、21Kd(27)、19Kd(28)、14Kd (30)、14Kd(31)、

13Kd(32) 及 9Kd(33)，其中 Mr 37Kd(10)、32Kd(13)、24Kd(20)、21Kd(22)及 14Kd(30)等

五個蛋白質在開花前一天即已偵測不到，其餘者到開花當天才消失。比較特別的蛋白質為

Mr 28Kd(16)，因其只有開花前一天才合成，開花前二天或開花當天則消失偵測不到 (圖

3A~C，表 2)。七個花柱蛋白質 Mr 53Kd(3)、55Kd(4)、55Kd(5)、36Kd(11)、25Kd(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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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Kd(21)、及 15Kd(29)隨著發育期增加而新合成，而且均於開花前一天即已開始被誘導合

成。Mr 83Kd(2)、46Kd(6)、38Kd(8)、40Kd(9)、25Kd(17)、21Kd(27)、13Kd(32)及 9Kd(33)

等八個蛋白質隨著發育期增加而消失，在開花當天即不存在，另外 Mr 83Kd(1)、37Kd(12)、

30Kd(14)、30Kd(15)、28Kd(16)、24Kd(20)、14Kd(30)及 14Kd(31)等八個蛋白質在柱頭有

消失或新合成的趨勢，但在花柱的三個調查期均無法偵測其存在。Mr 43Kd(7)、37Kd(10)、

32Kd(13)、24Kd(19)、21Kd(22)、21Kd(23)、21Kd(25)及 19Kd(28)等八個蛋白質在柱頭有

消失的趨勢，但在花柱均可偵測到。而 Mr 15Kd(29)之蛋白質為花柱獨特新合成之蛋白質，

柱頭則不存在 (圖 3D~F，表 2)。 

四、不同成熟期之百香果品系 97 之柱頭及花柱活體內蛋白質合成的變化。 

圖 4 的螢光顯像圖譜顯示，Mr 83Kd (1)及 38Kd(8)隨著柱頭發育成熟期增加而重新合

成，前者僅在開花當天才可偵測到，後者於開花前二天開始被誘導合成。蛋白質 Mr 

46Kd(6)、43Kd(7)、37Kd(10)、37Kd(12)、32Kd(13)、25Kd(17)、24Kd(19)、24Kd(20)、

21Kd(22)、21Kd(23)、20Kd(24)、21Kd(26)、21Kd(27)、14Kd(30)、14Kd(31)及 9Kd(33)

等 16 個蛋白質，隨發育期增加而消失，其中 Mr 43Kd(7)、32Kd(13)、及 21Kd(23)在開花

前一天已偵測不到蛋白質存在，另外 12 個蛋白質於開花當天才消失。在其他三個品系之

柱頭或花柱有隨成熟期增加而消失或新合成之蛋白質，但在編號 97 品系任何發育期皆可

偵測到的蛋白質，有 Mr 83Kd(2)、40Kd(9)、23Kd(21)、及 21Kd(25)等四個蛋白質。均無

法偵測到的計有蛋白質 Mr 53(3)、55Kd(4)、55Kd(5)、36Kd(11)、30Kd(14)、30Kd(15)、

28Kd(16)、25Kd(18)、19Kd(28)、15Kd(29)及 13Kd(32) 等 11 個蛋白質 (圖 4A~C，表 2)。 

花柱蛋白質中 Mr 83Kd(1)、43Kd(7)、38Kd(8)、24K(20)及 15Kd(29)等五個蛋白質，

隨著花柱成熟期增加而新合成，除 Mr 24Kd(20)在開花當天才可偵測到外，其他四個蛋白

質於開花前一天即開始新合成。蛋白質 Mr 46Kd(6)、37Kd(10)、21Kd(26)及 21Kd(27)隨著

花朵成熟期增加而消失，其中除了蛋白質 Mr 46Kd(6)在開花前一天無法偵測到，其餘三

個蛋白質在開花當天才消失。Mr 83Kd(2)、40Kd(9)、25Kd(17)、24Kd(19)、23Kd(21)、

21Kd(22)、21Kd(23)、20Kd(24)、21Kd(25)、19Kd(28)、14Kd(30)及 14Kd(31)等 12 個蛋白

質在其他三個品系的花柱均隨發育期有消失現象，但在 97 品系之花柱於三個調查期皆可

偵測到。Mr 53Kd(3)、55Kd(4)、55Kd(5)、36Kd(11)、37Kd(12)、32Kd(13)、30Kd(14)、

30Kd(15)、28Kd(16)、13Kd(32)及 9Kd(33)等 11 個蛋白質之消失或新合成的現象卻無法偵

測到 (圖 4D～F，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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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百香果品系 52 於開花前二天(A、D)、一天(B、E)及當天(C、F)，其柱頭(A、B、C)

及花柱 (D、E、F) 的 35S-甲硫氨酸標記蛋白質，在二次元電泳分離之螢光顯像圖譜。

方形(□)表示存在此種獨特蛋白質。圓形(○)表示未出現此種獨特蛋白質。 

Fig. 1. Fluorographs of in vivo 35S-labeled protein from two days before flowering (A, D), one 

day before flowering (B, E) and the day of flowering (C, F) of stigma (A, B, C) and style 

(D, E, F) of passionfruit (No. 52) as resolved by two dimensional gel electrophoresis. 

Squares (□) indicated the present of specific proteins. Circle (○) indicated the 

disappearance of specific prote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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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百香果品系 88 於開花前二天(A、D)、一天(B、E)及當天(C、F)，其柱頭(A、B、C)

及花柱 (D、E、F) 的 35S-甲硫氨酸標記蛋白質，在二次元電泳分離之螢光顯像圖譜。

方形(□)表示存在此種獨特蛋白質。圓形(○)表示未出現此種獨特蛋白質。 

Fig. 2. Fluorographs of in vivo 35S-labeled protein from two days before flowering (A, D), one 

day before flowering (B, E) and the day of flowering (C, F) of stigma (A, B, C) and style 

(D, E, F) of passionfruit (No. 88) as resolved by two dimensional gel electrophoresis. 

Squares (□) indicated the present of specific proteins. Circle (○) indicated the 

disappearance of specific prote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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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百香果品系 37 於開花前二天(A、D)、一天(B、E)及當天(C、F)，其柱頭(A、B、C)

及花柱 (D、E、F) 的 35S-甲硫氨酸標記蛋白質，在二次元電泳分離之螢光顯像圖譜。

方形(□)表示存在此種獨特蛋白質。圓形(○)表示未出現此種獨特蛋白質。 

Fig. 3. Fluorographs of in vivo 35S-labeled protein from two days before flowering (A, D), one 

day before flowering (B, E) and the day of flowering (C, F) of stigma (A, B, C) and style 

(D, E, F) of passionfruit (No. 37) as resolved by two dimensional gel electrophoresis. 

Squares (□) indicated the present of specific proteins. Circle (○) indicated the 

disappearance of specific proteins. 

 

 

 

 

 



 

 

 

-70- 

 

 

圖 4. 百香果品系 97 於開花前二天(A、D)、一天(B、E)及當天(C、F)，其柱頭(A、B、C)

及花柱 (D、E、F) 的 35S-甲硫氨酸標記蛋白質，在二次元電泳分離之螢光顯像圖譜。

方形(□)表示存在此種獨特蛋白質。圓形(○)表示未出現此種獨特蛋白質。 

Fig. 4. Fluorographs of in vivo 35S-labeled protein from two days before flowering (A, D), one 

day before flowering (B, E) and the day of flowering (C, F) of stigma (A, B, C) and style 

(D, E, F) of passionfruit (No. 97) as resolved by two dimensional gel electrophoresis. 

Squares (□) indicated the present of specific proteins. Circle (○) indicated the 

disappearance of specific prote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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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百香果柱頭及花柱蛋白質合成之變化 

Table 2. Changes in protein synthesis of stigma and style in passion fruit. 

分類 編號 Mr. 

KD 

97  52 88  37 
柱頭  花柱  柱頭 花柱 柱頭 花柱  柱頭 

 

花柱

-2 -1 0  -2 -1 0  -2 -1 0 -2 -1 0 -2 -1 0 -2 -1 0  -2 -1 0 -2 -1 0

day  day  day day day day  day day 

I 
1 83   ＋   ＋ ＋  ＋ ＋   ＋ ＋  

21 23 ＋ ＋ ＋  ＋ ＋ ＋  ＋＋ ＋＋ ＋ ＋   ＋   ＋＋

29 15     ＋ ＋  ＋＋ ＋＋      ＋＋

II 

6 46 ＋ ＋  ＋    ＋＋ ＋＋ ＋＋ ＋＋＋  ＋ ＋   ＋ ＋
7 43 ＋    ＋ ＋  ＋＋ ＋＋＋ ＋ ＋＋  ＋ ＋   ＋ ＋＋

10 37 ＋ ＋  ＋ ＋   ＋＋ ＋＋ ＋＋ ＋＋  ＋    ＋ ＋＋

12 37 ＋ ＋      ＋＋ ＋＋  ＋ ＋    
17 25 ＋ ＋  ＋ ＋ ＋  ＋＋ ＋＋ ＋＋ ＋＋  ＋ ＋   ＋ ＋
19 24 ＋ ＋  ＋ ＋ ＋  ＋＋ ＋＋＋ ＋＋ ＋＋＋  ＋ ＋   ＋ ＋＋

20 24 ＋ ＋    ＋  ＋＋ ＋＋  ＋     
22 21 ＋ ＋  ＋ ＋ ＋  ＋＋ ＋＋＋ ＋ ＋＋＋  ＋    ＋ ＋＋

23 21 ＋   ＋ ＋ ＋  ＋＋ ＋＋＋ ＋ ＋＋＋  ＋ ＋   ＋ ＋＋

24 20 ＋ ＋  ＋ ＋ ＋  ＋＋ ＋＋＋ ＋ ＋＋  ＋ ＋    ＋
26 21 ＋ ＋  ＋ ＋   ＋ ＋＋ ＋＋ ＋       
27 21 ＋ ＋  ＋ ＋   ＋＋ ＋＋ ＋＋ ＋＋  ＋ ＋   ＋ ＋
33 9 ＋ ＋      ＋＋ ＋ ＋＋ ＋＋  ＋ ＋   ＋ ＋

III 

3 53        ＋＋ ＋＋ ＋＋ ＋＋＋   ＋ ＋   ＋＋

4 55        ＋＋ ＋＋ ＋＋ ＋＋   ＋ ＋   ＋＋

5 55        ＋＋ ＋＋ ＋＋ ＋＋   ＋ ＋   ＋＋

11 36        ＋＋＋ ＋＋＋ ＋ ＋＋    ＋   ＋＋

14 30        ＋＋ ＋    ＋   
15 30        ＋＋ ＋＋   ＋ ＋   
16 28        ＋＋ ＋＋   ＋    
32 13        ＋＋ ＋＋  ＋ ＋   ＋ ＋

IV 
2 83 ＋ ＋ ＋  ＋ ＋ ＋  ＋ ＋＋ ＋＋ ＋＋＋      ＋ ＋
9 40 ＋ ＋ ＋  ＋ ＋ ＋  ＋＋ ＋＋ ＋＋ ＋＋  ＋ ＋   ＋ ＋

25 21 ＋ ＋ ＋  ＋ ＋ ＋  ＋＋ ＋＋＋ ＋＋ ＋＋  ＋ ＋   ＋ ＋＋

V 
30 14 ＋ ＋  ＋ ＋ ＋  ＋＋ ＋  ＋     
31 14 ＋ ＋  ＋ ＋ ＋  ＋＋ ＋  ＋ ＋    

VI 

8 38  ＋ ＋   ＋ ＋  ＋＋＋ ＋＋ ＋    ＋  ＋ ＋
13 32 ＋       ＋＋ ＋＋＋ ＋＋ ＋＋＋  ＋    ＋ ＋＋

18 25     ＋   ＋ ＋＋ ＋＋  ＋ ＋ ＋   ＋＋

28 19    ＋ ＋ ＋  ＋＋ ＋＋＋ ＋ ＋＋＋  ＋ ＋   ＋ ＋＋

＋：detectable 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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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論 

從體內花粉發芽與雄蕊之交感作用及萃取物對體外發芽影響結果，顯示雌蕊組織性質

決定發芽率及花粉管伸長速率，並顯示其認定作用，柱頭比花柱強，同時隨發育期而改變，

因此進一步探討雌蕊組織內在新合成蛋白質之變化特性。王氏(1987)以一次元 native 

protein gel 分析自交親合性與自交不親合性百香果之柱頭蛋白質，經 Coomassie blue 

R-250 染色電泳膠片，只揭露出在 Rp 0.18~0.22 之區域蛋白質量的變化。由於試驗結果顯

示蕾期授粉可克服百香果絨毛組織之抑制作用，而蛋白質合成在此期間的消長可能扮演關

鍵性的角色，所以我們以 S35-甲硫胺酸標記開花前二天、一天及當天之雌蕊蛋白質的合

成，並以高解析度的二次元 SDS-PAGE 分析百香果自交不親合品系 97 與自交不親合品

系 52、88、37 之柱頭與花柱蛋白質種類的變異性，試圖暸解在此期間蛋白質微妙且重要

的改變與自交不親和性的關連。 

綜合分析四個品系的百香果其不同成熟度及不同部位蛋白質顯像圖譜，可解析有 33

種具有消長性之蛋白質，隨柱頭或花柱不同之成熟期有差異性消長的情形(表 2)。我們並

不試圖詮釋每一個消長蛋白質在花柱及柱頭生育過程所扮演的角色或與自交不親合性可

能之關連。然而，其中大部份蛋白質之消長可分成六大類型。第一類蛋白質在四個百香果

品系之柱頭且/或花柱，均隨成熟度的增加而被誘導新合成，例如 Mr 83Kd(1)、23Kd(21)、

及 15Kd(29)。第二類蛋白質在四個百香果品系之柱頭且/或花柱，均隨成熟度的增加而消

失，例如 Mr 46kd(6)、43kd(7)、37kd(10)、37kd(12)、25kd(17)、24kd(19)、24kd(20)、21kd(22)、

21kd(23)、20kd(24)、21kd(26)、21kd(27)、及 9kd(33)。由於這二類蛋白質的消長在四個

供試品系均可偵測到，所以可能是與百香果柱頭及花柱生育代謝有關的蛋白質。第三類蛋

白質在較不親和性的品系(52、88、37)的柱頭均隨其成熟度的增加而被誘導新合成，但在

較具親和性品系(97)的柱頭偵測不到，例如 Mr 53Kd(3)、55Kd(4)、55Kd(5)、36Kd(11)、

30Kd(14)、30Kd(15)、28Kd(16)、及 13Kd(32)。參照十字花科與自交不親和性有關之醣蛋

白，從控制親和性醣蛋白合成的部位及時期之研究  (Nishio and Hinata, 1978, 1982; 

Nasrallah et al., 1985b)，如果百香果有抑制自花花粉管生長之蛋白質，這一類蛋白質可能

與百香果自交不親和性有密切的關係。第四類蛋白質在較具自交不親和性的品系的柱頭均

隨成熟度的增加而消失，但在較具親和性品系上，則仍可偵測到，例如 Mr 83Kd(2)、

40Kd(9)、及 21Kd(25)。由於目前對控制百香果自交不親和性的生理機制尚未完全明暸，

促進與抑制花粉發芽的物質，對產生自交不親和性具有同等的重要意義；或許此類蛋白質

代表促進或維持花粉管正常生長所不可缺失的蛋白質。第五類蛋白質在四個百香果品系的

柱頭均隨成熟度的增加而消失，但在不親和性品系之花柱均不存在，而在親和性的花柱均

可偵測到，例如 Mr 14Kd(30) 和 14Kd(31)；此類蛋白質可能是 97 品系花柱獨特表現，且

不受成熟度調節的蛋白質。第六類蛋白質在親和及不親和性百香果品系間的消長則無規律

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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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配子體自交不親和性而言，其抑制部位在花柱，如菸草屬作物，而孢子體型自交不

親和性則表現在柱頭。Hinata 等人(1982) 指出產生促進自交不親和性的醣蛋白部位在於

成熟的柱頭，未成熟的柱頭、花柱及子房則無或具少量醣蛋白產生。Nasrallah 等人 (1985b) 

則認為開花前一天合成醣蛋白的量最多。因此，百香果如果有類似的蛋白質，第三類中的

蛋白質很可能是最佳的候選者。Nisho and Hinata (1979) 和 Takayama 等人(1986) 研究 

Brassica campestris 及 B. oleraceae 的自交不親和性發現 S 醣蛋白的分子量分別為 57Kd 

及 51~53Kd，Ferrari 等人 (1981b) 研究報導  S 醣蛋白分子量可以為  90Kd 或是 

54.5Kd ，Nishio and Hinata (1982) 以 B. oleracea 為材料，測得三種醣蛋白之分子量，S22 

基因型合成醣蛋白為 62Kd，S39 及 S7 的醣蛋白則為 57Kd。雖然第三類蛋白質中某些

蛋白質分子量與其相符，但作物不同，況且我們對百香果自交不親和之行為尚未完全明

暸，因此是否相同醣蛋白質，有待進一步之探討。 

綜合以上，本試驗結果顯示(1)於開花前二天或一天行蕾期授粉可克服百香果絨毛組

織之抑制作用，對較具自交不親和性品系亦可正常授。因此百香果花柱或柱頭組織，至少

在開花前二天已具有讓自花花粉管生長的能力。(2)萃取自開花前二天或一天的自交不親

和品系(52)之花柱及柱頭萃取液，在活體外試驗，均可促進自花花粉的發芽，但對其他品

系(97、88、37) 則無促進效果，其原因有待進一步試驗技術之改進。(3)在開花前二天到

開花當天之柱頭及花柱有 33 個蛋白質合成的消長。其中有兩群，一群(第一及第二)可能

與其生長代謝有關。另一群由具自交不親和性的柱頭合成之蛋白質  [Mr 53Kd(3)、

55Kd(4)、55Kd(5)、36Kd(11)、30Kd(14)、30Kd(15)、28Kd(16)、及 13Kd(32)] 與另一類

蛋白質 [Mr    83Kd(2)、40Kd(9)、及 21Kd(25)] 在具自交不親合性的柱頭隨成熟度而消

失，均有可能與百香果自交不親和性有關。 

雖然目前對這蛋白質消長的生理意義仍不明暸，若以十字花科的控制自交不親和性之 

S 等位基因為探子(probe)，與不親和性之百香果的 RNA 做雜交(hybridization)，或構築

百香果 cDNA library 篩選，第三類及四類蛋白質之基因，將有助於我們對百香果不親和

性有更深入的暸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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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Passion fruit was suggested to be sporophytic self-incompatibility, the stigm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cognition of landing pollens, and arrests the incompatible pollen tubes in the 

papillate tissue. In this study, changes in the protein profiles of the developing stigma and style 

tissue of passion fruit were analyzed. Nearly 350 newly synthesized proteins were identified by 

using two-dimensional 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Among them, changes in 33 proteins 

synthesis were found in the stigma and style of six cultivars of passion fruits, which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six groups. The third group contained eight proteins, such as Mr 53Kd(3), 

55Kd(4), 55Kd(5), 36Kd(11), 30Kd(14), 30Kd(15), 28Kd(16) and 13Kd(13), which were 

synthesized in the mature stigma of self-incompatible cultivars of passion fruit (No. 52, 88, 37), 

but not in those of the self-compatible cultivar (No.97). It is similar to Brassica species which 

synthesized S-glycoprotein at the mature stigma, and some molecular weight of protein of 

passion fruit [Mr 53Kd(3), 55Kd(4), 55Kd(5)] are closely to S-allele specific glycoprotein of B. 

oleracea. The fourth group of proteins contained three proteins, such as Mr 83Kd(2), 40Kd(9) 

and 21 Kd(25), which were disappeared when the maturity of stigma was increased in the 

self-incompatible cultivars of passion fruit (No.52, 88, 37), but they could be detected in the 

self-compatible cultivar (No.97). This group of protein could be essential for pollen tube growth. 

We suggested that these proteins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the self-incompatibility in passion 

fr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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