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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溶菌酶(lysozyme, lys)使細菌的細胞壁中肽聚糖網狀結構崩壞，進而破壞細

菌的細胞壁，使細胞膜因內部透壓過大而破滅死亡。穿孔素(holin, hol)形成的孔道

可使溶菌酶通過到達細胞壁肽聚醣層發揮裂菌功能。因此在作物抗菌方面有相當

大的應用價值。本研究將分離自 Xanthomonas fragariae (草莓角斑病菌)菌株的類似

噬菌體(phage XF)的溶菌酶(lys)及穿孔素(hol)基因，構築到甘藍葉綠體基因轉殖之

四種載體(pMT91-GHD、pMT91-GHsD、pMT91F-GL-sD、pMT91F- ELsD)，利用

基因槍轟擊法轉殖到'初秋'甘藍下胚軸的葉綠體。培殖體以 100~400 ppm 之 D-

alanine 持續篩選，已獲得四種轉殖系的再生植株(GHD、GH-sD、GL-sD 及 EL-sD)。

再生植株以 PCR、RT-PCR 分析結果顯示 hol 與 lys 目標基因、gus 與 egfp 報導基

因等已存在甘藍葉綠體基因組中並表現其 mRNA；部份轉殖植株之 daao 篩選基因

已經被剔除。接種十字花科黑腐病菌後，部份轉殖植株呈現明顯的具抗病特性。本

研究初步結果顯示，利用葉綠體基因轉殖系統，轉殖溶菌酶基因(lys)及穿孔素基因

(hol)，培育出抗病甘藍是可行的。 

 

前   言 

基因改造作物的優劣一直有不斷的爭論，其可能對環境衝擊、食品安全、資源永續及

全球糧食安全的考量是主要被關注的議題。廣泛應用於轉殖作物篩選上的抗抗生素及抗除

草劑之篩選標誌基因，可能對人類建康及永續環境的衝擊，也是基因改造作物經常被質疑

及詬病的爭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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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部份葉綠體基因轉殖之篩選標誌基因並不是耐抗生素及抗除草劑標誌基因，例

如： BADH，daao、alaR，但一些研究報導指出轉殖後殘留的篩選標誌基因和它們的調節

元件均可能增加轉譯和轉譯後的目標基因靜默(gene silencing)之概率及干擾目標蛋白的蓄

積 (Que and Jorgensen, 1998)。此外，為了為消弭社會大眾對篩選標誌基因之疑慮，近代植

物基因轉殖研究，均以剔除篩選標誌基因為最終目標(Kraus, 2010)。本研究利用所建立的

以 daao 基因作為葉綠體篩選標誌基因為基礎，及葉綠體 DNA 具有同源重組(Homologous 

recombination)的特性，轉殖在同源序列之間構築有目標基因，之外構築有篩選標誌基因的

載體，到甘藍之葉綠體。在首次的葉綠體 DNA 同源重組，會整併整個載體，以篩選藥劑 

(D-alanine) 篩選擬轉殖培殖體；再接續的 DNA 同源重組，則只會在葉綠體基因組內保留

同源序列之間的目標基因，而刪除篩選標誌基因及殘存載體之 DNA 序列，達到獲得剔除

篩選標誌基因之葉綠體基因轉殖甘藍。 

甘藍，學名 Brassica oleracea var. capitata，英名 cabbage，俗稱高麗菜，為台灣重要蔬

菜之一，於 2013 年農業統計年報報導栽培面積約七千多公頃，是種植面積最廣的葉菜類

蔬菜，有其重要的民生及經濟地位，因此改善其品質及增加生產，一直是蔬菜專家努力的

目標。台灣夏季高溫多雨，造成病蟲害的快速蔓延，使得農民噴施農藥的次數及劑量增加，

造成農藥殘留量上升，病蟲產生抗藥性，甚至破壞生態平衡的情形。確保全球糧食的不虞

匱乏及促進人類的健康，要如何使健康糧食作物增產，是目前農業科學家重要課題之一。 

穿孔素(holin)為噬菌體編碼的小分子膜蛋白，可在細胞膜形成通道，在裂解性噬菌體

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裂解酶(lyase) 是噬菌體增殖晚期合成的一類細胞壁水解酶(例如：

核酸酶、溶菌酶和羧肽酶等)，是裂解宿主菌的重要功能蛋白，穿孔素形成的孔道可使裂解

酶通過到達細胞壁肽聚醣層發揮裂菌功能(史和孫，2012)。溶菌酶(lysozyme)為水解酶的一

種，又稱為胞壁質酶或 N-乙酰胞壁質肽聚醣水解酶(N-acetylmuramideglycanohydrlase)，溶

菌酶可作用於 β(1–4) glycosidic bond 進行水解，使細菌的細胞壁中肽聚糖網狀結構崩壞，

進而破壞細菌的細胞壁，使細胞膜因內部透壓過大而破滅死亡(Park et al., 2006)。 

細菌素(bacteriocin) 是一種由細菌分泌之具有活性的蛋白質，可抑制或殺死親緣性相

近的菌屬或菌種。楊明德老師之研究室選殖與分析類似噬菌體尾部細菌素(XF phage tail-

like bacteriocin)的基因組，發現由 lysozyme (溶菌酶, lys)及 holin (穿孔素, hol)協同作用下

裂解病原菌(廖珮鑾, 2006)。 

本研究乃結合所建立的 daao 基因作為葉綠體篩選標誌基因系統，及剔除篩選標誌基

因之無篩選標誌基因的葉綠體基因轉殖系統，分別將穿孔素基因(hol)及溶菌酶基因(lys)轉

殖到'初秋'甘藍葉綠體基因組中，探討利用基因工程育成抗病甘藍的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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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料 方 法 

一、試驗材料 

1. 基因轉殖植物材料 

本試驗以十字花科蕓苔屬蔬菜之甘藍(Brassica oleracea L. var. capitata L.)品種'初秋' 

(K-Y cross)作為葉綠體基因轉殖材料。無菌播種流程如下，種子盛裝於小玻璃罐中，加入

適量的 70%酒精洗滌上下搖晃混勻 1 分鐘後，去除酒精再以無菌水洗滌 3 次，除去無菌水

後加入現配混勻之 1.5%的 Clorox 漂白水與少許的 Tween 20 混勻後，以 vortex 震盪 15 分

鐘，去除液體再以無菌水洗滌 5 次以上直到沒有泡沫。滅菌完畢後播種於 MS (Murashige 

and Skoog, 1962)含 20 g/L sucrose 培養基中，放置 24℃光週期為 16 小時的生長箱中，培

養 4 到 5 天取其下胚軸做為基因轉殖之材料。 

2. 葉綠體基因轉殖載體 DNA  

本研究所轉殖之溶菌酶(lysozyme, lys)及穿孔素(holin, hol) 由中興大學分子生物學研

究所楊明德老師之研究室分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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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獲得的。 

轉殖載體攜帶有：(1). hol 基因：由類噬菌體 XF 篩選出的穿孔素基因(holin, hol)、(2). 

lys 基因；由類噬菌體 XF 篩選出的溶菌酶基因(lysozyme, lys)、(3). daao 基因：由三角酵母

菌(T. variabilis)篩選出的 D-amino acid oxidase 基因(daao)、(4). gus 基因：由大腸桿菌(E. 

coli)篩選出 β-glucuronidase 基因(gus)、(5). egfp 基因：水母(A. victoria)綠色螢光蛋白改造

的加強型綠色螢光蛋白基因(enhanced green fluorescence protein, egfp)。 

各基因或操縱子(operon)分別以 16S ribosomal RNA 啟動子基因(prrn)為啟動子；以光

系統 Π反應中心 D1 蛋白基因(psbA)的 3’核酸序列為終結子，並將目標基因 hol、lys 基因

及報導基因 gus、egfp 基因構築到甘藍葉綠體轉殖載體 pASCC201 之 16S ribosomal RNA

基因序列片段及 23S ribosomal RNA 基因序列片段之間，篩選基因 daao 則是構築在 16S 

rRNA 基因序列片段及 23S rRNA 基因序列片段之內側或外側。轉殖載體命名為 pMT91-

GHD(圖 1A)、pMT91F-GH-sD(圖 1B)、pMT91F-GL-sD(圖 1C)及 pMT91F-EL-sD(圖 1D)，

共計四種轉殖載體(由中興大學分子生物學研究所楊明德老師的研究室構築)。 

二、試驗方法 

1. 基因槍基因轉殖方法(Tseng et al., 2014) 

(1). 金粒子洗滌與滅菌 

取 1.5 ml 的離心管裝有直徑 0.6 μg 重量 50 mg 之金粉，加入 1 ml 的 70%酒精，vortex

震盪 2 分鐘使金粉充分懸浮。再以 600xg 低速離心 30 秒後去除上清液體，添加 1 ml 的無

菌水 vortex 震盪 2 分鐘使金粉再懸浮。隨後以 600xg 低速離心 30 秒去除上清液體，再重

複以 1 ml 無菌水洗滌一次。完全去除上清液體後，加入 834 μl 無菌之 50% glycerol，使

金粉終濃度為 60 mg/ml，分裝成每一管 50 μl 於 1.5 ml 離心管，儲存於-20℃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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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甘藍葉綠體轉殖載體 pMT91-GHD(A)、pMT91-GH-sD(B)、pMT91F-GL-sD(C)及

pMT91F-EL-sD(D)之基因圖譜。 

Fig. 1. Genetic maps of cabbage chloroplast transformation vectors pMT91-GHD(A), pMT91-

GH-sD(B), pMT91F-GL-sD(C), and  pMT91F-EL-sD(D). 

 

 

(2). DNA coating gold particles 

 取一管 50 μl 清洗過的金粉溶液，以 vortex 震盪使金粉充分懸浮 1 分鐘後，加入 5~10 

μl 之 plasmid DNA(1 μg/μl)，低速 vortex 溫和混勻，加入無菌之 50 μl 2.5 M CaCl2 低速

vortex 混勻，加入 20 μl 無菌 0.1 M 之 spermidine(SIGMA)，低速 vortex 混勻後，靜置室溫

中 10 分鐘，600xg 低速離心 10 秒，去除上清液體，加入 150 μl 無水酒精低速 vortex 混

勻，600xg 低速離心 10 秒，去除上清液體，加入 50 μl 無水酒精以 pipette 混勻後放至入冰

桶內備用，每管可轟擊 5~6 發。並於 2 小時內進行轟擊使用完畢。 

(3). 基因槍轟擊 

 本實驗以型號 Biolistic® PDS-1000/He Particle Delivery System 進行基因槍轟擊。首先

以 70%酒精擦操作台面與拭基因槍室內面進行表面消毒，將 macrocarrier、rupture disks 

(900 psi)、stopping screens 等基因槍耗材以 70%之藥用酒精浸泡 5 分鐘後，置於無菌擦手

紙上，將 spacer rings 與 stopping screen support 組裝至 Stainless Steel Fixed Nest 中，另外

將 macrocarrier 取出以 95% 藥用酒精潤濕後與 macrocarrier holder 組裝完成置於無菌擦手

紙上備用，開啟 UV 燈照射 30 分鐘。將氦氣瓶開啟升壓高至 900 psi 以上後開啟真空幫

浦，開啟基因槍開關備用。將 8-10 μl DNA-coated gold particles 均勻塗抹在組裝好的

macrocarrier-macrocarrier Holder 同心圓中，待金粉內酒精揮發乾後，立即將所有基因槍零

件組裝至基因槍室內，再將實驗前準備之甘藍下胚軸，置於槍口正下方的塑膠盤上，調整

與 macrocarrier 之間 3 公分之距離準備轟擊。轟擊時將按下抽真空按鈕使基因槍室內達到

28~29 in Hg，再按下加壓開關引入氦氣累積至 900 psi 時便會使 Rupture disks 爆破，將

macrocarrier 上帶有 DNA 之金粉擊發至甘藍培殖體當中。轟擊後，卸除真空壓力，取出培

殖體，待所有培殖體轟擊完後，關閉氦氣瓶關，抽真空進行空槍轟擊，待壓力表皆為 0 時，

鬆開壓力閥，關閉馬達與基因槍。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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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植株再生與抗生素篩選(Liu et al., 2007; 2008) 

轟擊後之甘藍下胚軸，將其平躺置於下胚軸再生培養基三天後，再移至篩選再生培養

基[含 4.4 g/L Murashige and Skoog medium(Duchefa)、0.4 g/L MES hydrate (SIGMA)、30 g/L 

sucrose(MERCK)、0.5 mg/L 6-Benzylaminopurine(SIGMA)、0.05 mg/L picloram(SIGMA)、

0.1 mg/L putrescine(SIGMA)、0.5 mg/L silver nirate(SIGMA)、100 mg/L、D-alanine 8 g/L 

agar(USB)、pH 值 5.8]，每兩週繼代一次直到誘導出芽體後，再逐漸提高 D-alanine 濃度至

400 ppm，多次篩選後存活的芽體，再將其與下胚軸分開移入發根培養基[含有 4.4 g/L 

Murashige and Skoog medium (Duchefa Biochemie)、0.4 g/L MES hydrate(SIGMA)、20 g/L 

sucrose(Biochemie MERCK)、0.3 mg/L 1-naphthylacetic acid(MERCK)、8 g/L agar(USB)、pH

值 5.8]，進行誘導發根，約一週半至兩週誘導出根部後移出瓶外定植於混合介質(泥炭土：

珍珠石：蛭石=8：1：1)，先套上塑膠袋保濕，直到植物健化後移除塑膠袋，放置溫室或 18

℃光週期為 16 小時的生長箱中。 

3. 聚合酵素連鎖反應(plo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用 PCR 技術增幅目標基因片段以檢測擬轉殖植株是否帶有目標基因。以葉片 DNA 為

模板，PCR 總反應體積為 25 μl，包含 1 倍的 Blend Taq buffer、0.2 mM each dNTP、0.1 μM

核酸引子、0.625 U Blend Taq® -Plus- DNA polymerase(TOYOBO)，再以去離子水補滿。置

於 DNA 聚合酵素鏈鎖反應器中進行 PCR 反應。各基因偵測方式分述如下： 

偵測 hol 基因 1、2 引子，分別為 5`-CCATGGAAAAAATCAGTTCTCT-3`及 5`-GCGG 

TCTGGCTCAAAGTTAA-3`，可增幅出 223 bp 片段。反應流程為 94℃、2 分鐘，94 ℃、

30 秒，52.5℃、30 秒，72℃、30 秒，共進行 35 個 cycles，最後再進行 72℃、10 分鐘 1 個

cycle，取 5 μl 終產物於 1%之洋菜膠上進行電泳分析。。 

偵測 lys 基因 3、4 引子，分別為 5`-TAAACACCACGCCATTTCGC-3`及 5`- CCGCAC 

CTCGCCCTATCAGT -3`，可增幅出 369 bp 片段。反應流程為 94℃、2 分鐘，94℃、30 秒，

58℃、30 秒，72℃、30 秒，共進行 35 個 cycles，最後再進行 72℃、10 分鐘 1 個 cycle，

取 5 μl 終產物於 1%之洋菜膠上進行電泳分析。。 

偵測 daao 基因 5、6 引子，分別為 5`- ATGGCTAAAATCGTTGTTATTG GTGCC-3`及

5`-CTAAAGGTTTGGACGAGTAAGAGCTCT-3`，可增幅出 1070 bp 片段。反應流程為 94

℃、2 分鐘，94℃、30 秒，61℃、60 秒，72℃、60 秒，共進行 35 個 cycles，最後再進行

72℃、10 分鐘 1 個 cycle，取 5 μl 終產物於 1%之洋菜膠上進行電泳分析。。 

偵測 egfp 基因 7、8 引子，分別為 5`-CTTGTACAGCTCGTCCATGCCG-3`及 5`-ATCTG 

CACCACCGGCAAGCT-3`，可增幅出 575 bp 片段。反應流程為 94℃、2 分鐘，94℃、30

秒，61℃、60 秒，72℃、30 秒，共進行 35 個 cycles，最後再進行 72℃、10 分鐘 1 個 cycle，

取 5 μl 終產物於 1%之洋菜膠上進行電泳分析。 

偵測 gus 基因 9、10 引子，分別為 5`-CGTGGTGATGTGGAGTATTG-3`及 5`- GATCC 

CTTTCTTGTTACCGC -3`，可增幅出 498 bp 片段。反應流程為 94℃、2 分鐘，9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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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55℃、30 秒，72℃、30 秒，共進行 35 個 cycles，最後再進行 72℃、10 分鐘 1 個 cycle，

取 5 μl 終產物於 1%之洋菜膠上進行電泳分析。。 

4. 反轉錄聚合酶連鎖反應(RT-PCR) 

以 RevertAid First Strand cDNA Synthesis kit(Thermo Scientific)，以植物葉片 total RNA

為模板，使其終濃度為 1 ~5 μg 之間，加入 1 μl Oligo(dT)18 primer，再以去離子水補滿至

反應體積為 12 μl，移至 65℃處理 5 分鐘，移至冰上依序加入 1 倍的 Reaction Buffer、20 

U RiboLock RNase Inhibitor 、 1 mM dNTP Mix 、 200 U RevertAid M-MuLV reverse 

transcriptase。置於聚合酵素鏈鎖反應器中進行反應。反應流程為，42℃、60 分鐘，緊接著

72℃、10 分鐘，反應合成 cDNA，長期儲存於-70℃備用。進行 RT-PCR 時以 cDNA 作為

模板進行 PCR 工作。 

5. 病原菌接種測試 

將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campestris 菌系 Xc17、Xc11 與 Xc88 及大腸桿菌 DH5α

分別培養於 LB 培養液，以 100 rpm 轉速 28℃下培養 24~48 小時。取一甘藍葉片將其以解

剖刀劃三至四刻痕，再以 pipette 吸取 200 μl 菌液，塗抹至葉片傷口上，放置含有水濕潤

濾紙覆蓋的培養皿中，培養數天觀察及拍照記錄葉片的變化。 

 

 
結   果 

一、 甘藍葉綠體基因轉殖、培殖體篩選及誘導再生 

本研究轉殖 pMT91-GHD(圖 2A~E)、pMT91-GH-sD(圖 2F~J)、pMT91F-GL-sD(圖

2K~O)及 pMT91F-EL-sD(圖 2P~T)等四個葉綠體轉殖載體到甘藍下胚軸，培殖體篩選及誘

導再生的情形，如圖 2 所示。本試驗使用甘藍實生苗無菌播種後五天，取其下胚軸直立排

列於培養基中間 2 公分的圓周內(圖 2A、F、K、P)，進行基因槍轟擊。之後將其平躺至 MS

培養基 24~48 小時後，再以 100 ppm 的 D-alanine 培養基進行第一次的篩選。篩選兩週後

下胚軸末端會形成較肥大的翠綠色癒傷組織，以及沒完全去除生長點下胚軸末端，會由 Y

字形中間會長出芽體出來(圖 2B、G、L、Q)，剔除此時 Y 字形長出芽體的培殖體後，移

至的新的含 100 ppm 的篩選再生培養基中。持續篩選後下胚軸末端癒傷組織會形成小芽體

(圖 2C、H、M、R)。再將其移至含 200~400 ppm 的 D-alanine 篩選再生培養基中，多次篩

選後存活芽體與下胚軸分離，移至不含 D-alanine 的發根培養基誘導發根 (圖 2D、I、N、

S)。約一週半至兩週誘導出根部後，移出瓶外定植於混合介質(泥炭土：珍珠石：蛭石= 8：

1：1)，先套上塑膠袋保濕，植物健化後移除塑膠袋，放置溫室或 18℃光週期為 16 小時的

生長箱中(圖 2E、J、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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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甘藍下胚軸經葉綠體基因轉殖 pMT91-GHD(A~E)、pMT91-GH-sD(F~J)、pMT91F-GL-

sD(K~O)及 pMT91F-EL-sD(P~T)之植株再生情形。將無菌播種 5 天後之甘藍下胚軸排

列在 2 cm 的圓周內準備轟擊(A、F、K、P)；轟擊後以 100 ppm D-alanine 進行第一次

篩選(B、G、L、Q)，再經由 200 ppm D-alanine 進行第二次篩選(C、H、M、R)；篩選

後存活之再生芽體移至發根培養基內進行誘導發根(D、I、N、S)；再生植株出瓶馴化，

定植於溫室植株(E、J、O、T)。 

Fig. 2. Regeneration of transplastomic cabbage from hypocotyl transformed with pMT91-GHD 

(A~E), pMT91-GH-sD(F~J), pMT91F-GL-sD(K~O), and pMT91F-EL-sD(P~T). 

Cabbage seeds were germinated in vitro for 5 days, and then hypocotyls were excised 

from 5-day-old seedlings. Hypocotyls were placed in the circle within a 2 cm radius for 

biolistic bombardment (A, F, K, P). Transformed explants were selected by 100 ppm D-

alanine(B, G, L, Q), and followed by 200 ppm D-alanine(C, H, M, R). Survival 

regenerated shoots were transferred to root induction medium(D, I, N, S). Transplastomic 

plants were transferred to pots and acclimated for ambient environment (E, J, O, T). 

 

 

二、 轉殖甘藍植株基因表現、GUS 活性分析、病原菌接種測試 

(一) 聚合酵素連鎖反應(PCR)分析轉殖再生植株 

培殖體由基因槍轟擊、篩選、共再生成 30 株擬轉殖株，其中 GHD 轉殖系有六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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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sD 轉殖系有十二株、GLsD 轉殖系有八株、ELsD 轉殖系有四株。選取其葉片萃取

genomic DNA 後，分別以核酸引子 1 與 2、3 與 4、5 與 6、7 與 8、9 與 10，偵測是否帶

有目標基因 hol 或 lys、篩選基因 daao、報導基因 egfp 或 gus。 

試驗結果顯示，經電泳膠片分離 hol-PCR 產物後，GHD 轉殖系共有 2 株(GHD-1-1、

GHD-2-2)、GH-sD 轉殖系共有 9 株(GH-sD-1、GH-sD-2、GH-sD-3、GH-sD-5、GH-sD-6、

GH-sD-12-1、GH-sD-12-2、GH-sD-16、GH-sD-19)轉殖植株可檢測到 hol 基因之約 0.22 kb

的預期條帶(圖 3A)。 

經電泳膠片分離 lys-PCR 產物後，GL-sD 轉殖系共有 8 株(GL-sD 7、GL-sD 8、GL-sD 

9、GL-sD 10-1、GL-sD 10-2、GL-sD 11-1、GL-sD 11-2、GL-sD-17)、EL-sD 轉殖系共有 4

株(EL-sD-13、EL-sD-14、EL-sD-15-1、EL-sD-15-2)轉殖植株可檢測到 lys 基因之約 0.37 kb

的預期條帶(圖 3B)。 

經電泳膠片分離 gus-PCR 產物後，GHD 轉殖系共有 2 株(GHD-1-1、GHD-2-2)、GH-

sD 轉殖系共有 10 株(GH-sD-1、GH-sD-3、GH-sD-4、GH-sD-5、GH-sD-6、GH-sD-12-1、

GH-sD-12-2、GH-sD-18-1、GH-sD-18-2、GH-sD-19)、GL-sD 轉殖系共有 7 株(GL-sD-7、

GL-sD-8、GL-sD-9、GL-sD-10-1、GL-sD-10-2、GL-sD-11-1、GL-sD-11-2)  轉殖植株可檢

測到 gus 基因之約 0.5 kb 的預期條帶(圖 3C)。 

經電泳膠片分離 egfp-PCR 產物後，EL-sD 轉殖系共有 4 株(EL-sD-13、EL-sD-14、EL-

sD-15-1、EL-sD-15-2)轉殖植株可檢測到 egfp 基因之約 0.57 kb 的預期條帶(圖 3D)。 

經電泳膠片分離 daao-PCR 產物後，GHD 轉殖系共有 6 株(GHD-1-1、GHD-1-2、GHD-

2-1、GHD-2-2、GHD-2-3、GHD-2-4)、GH-sD 轉殖系共有 1 株(GH-sD-5)、GL-sD 轉殖系

共有 5 株(GL-sD-7、GL-sD-9、GL-sD-10-1、GLsD-10-2、GLsD-11-2)、EL-sD 轉殖系則無

轉殖植株可檢測到 daao 基因之約 1.0 kb 的預期條帶(圖 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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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轉錄為 RNA，將擬轉殖株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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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目標基因之 hol 或 lys、篩選基

因之 daao、報導基因之 egfp 或 gus 的 mRNA 情形。 

以核酸引子 1 與 2 進行 RT-RCR 偵測 hol mRNA，經電泳膠片分離 hol-RT-PCR 產物

後，GHD 轉殖系共有 2 株(GHD-2-2、GHD-2-3)、GH-sD 轉殖系共有 6 株(GH-sD-1、GH-

sD-2、GH-sD-4、GH-sD-12-1、GH-sD-16、GH-sD-18-2)轉殖植株可檢測到 hol mRNA(圖

4A)。 

以核酸引子 3 與 4 進行 RT-RCR 偵測 lys mRNA，經電泳膠片分離 lys-RT-PCR 產物

後，GL-sD 轉殖系共有 8 株(GL-sD 7、GL-sD 8、GL-sD 9、GL-sD 10-1、GL-sD 10-2、GL-

sD 11-1、GL-sD 11-2、GL-sD-17)、EL-sD 轉殖系共有 4 株(EL-sD-13、EL-sD-14、EL-sD-

15-1、EL-sD-15-2)轉殖植株可檢測到 lys mRNA(圖 4B)。 

以核酸引子 9 與 10 進行 RT-RCR 偵測 gus mRNA，經電泳膠片分離 gus-RT-PCR 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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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GHD 轉殖系共有 4 株(GHD-1-2、GHD-2-1、GHD-2-3、GHD-2-4)、GH-sD 轉殖系共

有 2 株(GH-sD-3、GH-sD-19)、GL-sD 轉殖系共有 7 株(GL-sD-8、GL-sD-9、GL-sD-10-1、

GL-sD-10-2、GL-sD-11-1、GL-sD-11-2、GL-sD-17)轉殖植株可檢測到 gus mRNA(圖 4C)。 

 

 

 

 
 

 

 

 

 

 

 

 

 

 

 

 

 

 

 

 

 

 

 

 

 

 

圖 3. 以擬轉殖甘藍的葉片 DNA 為模板，使用獨特核酸引子進行聚合酵素鏈鎖反應之產

物，以電泳膠片分析 hol(A)、lyso(B)、gus(C)、egfp(D)、daao(E)基因的情形。CK：

未轉殖甘藍。 

Fig. 3. PCR analysis of hol(A), lyso(B), gus(C), egfp(D), and daao(E) genes in putative 

transplastomic cabbage line GHD, GH-sD, GL-sD, and ELsD. CK: untransformed 

cabb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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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核酸引子 7 與 8 進行 RT-RCR 偵測 egfp mRNA，經電泳膠片分離 egfp-RT-PCR 產物後，

EL-sD 轉殖系共有 3 株(EL-sD-13、EL-sD-14、EL-sD-15-1) 轉殖植株可檢測到 egfp 

mRNA(圖 4D)。 

以核酸引子 5 與 6 進行 RT-RCR 偵測 daao mRNA，經電泳膠片分離 daao-RT-PCR 產

物後，GHD、GH-sD、GL-sD、EL-sD 轉殖系均無轉殖植株可檢測到 daao mRNA(圖 4E)。 

 

 

 

 

 

 

 

 

 

 

 

 

 

 

 

 

 

 

 

 

 

 

 

 

圖 4. 以擬轉殖甘藍的葉片 cDNA 為模板，使用獨特核酸引子進行聚合酵素鏈鎖反應 (RT-

PCR)之產物，以電泳膠片分析 hol(A)、lyso(B)、gus(C)、egfp(D)、daao(E)基因的情

形。CK：未轉殖甘藍。 

Fig. 4. RT-PCR analysis of hol(A), lyso(B), gus(C), egfp(D), and daao(E) genes in putative 

transplastomic cabbage line GHD, GH-sD, GL-sD, and ELsD. CK: untransformed 

cabb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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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GUS 活性分析 

選取部份 GHD、GH-sD 及 GL-sD 轉殖系之擬轉殖甘藍的葉片，進行 GUS 活性染色

分析，其結果如圖 5 所示。其中以 GHD-1-2、GH-sD-12-1、GH-sD-16、GH-sD-18-1、GH-

sD-18-2 等 5 株轉殖植株的 GUS 活性的藍色反應較強，GH-sD-3、 GH-sD-12-2 等 2 株轉

殖植株的 GUS 活性的藍色反應次之，GH-sD-1、GH-sD-2、GL-sD-11-1、GL-sD-11-2 等 4

株轉殖植株則較弱，但還是比未轉殖對照組的樣品呈現較藍色的 GUS 反應。 

 

 
 

圖 5. GHD、GH-sD 及 GL-sD 轉殖系之擬轉殖甘藍的葉片，進行 GUS 活性染色分析之情

形。CK：未轉殖甘藍。 

Fig. 5. Gus histochemical staining assay of putative transplastomic cabbage leaves in GHD, GH-

sD, and GL-sD lines. CK: untransformed cabbage. 

 

 

(四) 十字花科黑腐病菌接種測試 

選取 GHD、GH-sD、GL-sD 及 EL-sD 品系之擬轉殖甘藍的葉片，共 26 個，進行接種

十字花科黑腐病菌 Xc 11(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campestris 11, Xc11)的測試，其 14 天

後，葉片外觀之情形，如圖 6 所示。試驗結果顯示，經接種十字花科黑腐病菌菌株(Xc11)14

天後，對照組葉片在甘藍剪葉傷口處部份嚴重受到病菌危害，蔓延到整個葉片呈現黃化。

但有些轉殖甘藍葉片依然保持翠綠葉片(GHD-1-1、GHD-1-2、GHD-2-2、GHD-2-3、GHD-

2-3、GH-sD-2、GH-sD-4、GH-sD-5、GH-sD-6、GH-sD-12-2、GH-sD-19、GL-sD-7、GL-

sD-8、EL-sD-14、EL-sD-15-2 等，共 15 株)，有些呈現部份至全部葉片黃化現象(GH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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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HD-2-4、GH-sD-1、GH-sD-3、GH-sD-12-1、GH-sD-18-2、GL-sD-9、GL-sD-10-2、GL-

sD-11-2、GL-sD-17、EL-sD-13 等，共 11 株)。同一轉殖植株的不同葉片接種不同菌系(Xc 

17、Xc 88)的十字花科黑腐病菌，抗病或感病的趨勢是相同的(資料未顯示)。本研究結果

顯示轉殖穿孔素基因(hol)及溶菌酶基因(lys)的甘藍，具有抗十字花科黑腐病菌之特性。 

 

 

 
 

圖 6. GHD、GH-sD、GL-sD 及 EL-sD 轉殖系之擬轉殖甘藍的葉片，接種十字花科黑腐病

菌 Xc 11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campestris 11, Xc11) 14 天後，葉片外觀之情形。

CK：未轉殖甘藍。 

Fig. 6. Appearances of of putative transplastomic cabbage leaves in GHD, GH-sD, GL-sD and 

EL-sD lines after 14 days of inoculation with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campestris 11 

(Xc11). CK: untransformed cabb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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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論 

依據劉和白於 2006 年報導中提到，蕓薹屬基因轉殖使用的培殖體選擇有無菌播種本

葉、子葉、帶柄子葉、下胚軸；而一般下胚軸的上部再生出芽的能力強，下部再生能力弱，

在本試驗也得出類似的結論。在圖 2 可觀察到下胚軸主要都由末端再生成癒傷組織再形成

芽體，而下胚軸培殖體有兩末端，靠近生長點之頂端與靠近基部的末端，其中以頂端的再

生能力較好，故本實驗基因槍轟擊時，將下胚軸頂端朝上使金粒子轟擊此處，藉以提高轉

殖率得到較多的再生芽體。本研究同時發現，當 D-alanine 篩選成活的芽體在移入含有 300 

ppm D-alanine 的發根培養基後，會因無法誘導長根而死亡，故後續實驗誘導發根培養不再

添加 D-alanine。 

聚合酵素連鎖反應(PCR)分析轉殖再生植株的結果顯示，6 株 GHD 轉殖植株中，偵測

到 gus-hol-daao 3 個基因有 1 株 (GHD-1-1)、hol-daao 有 1 株(GHD-2-1)、gus-daao 有 1 株

(GHD-2-2)、daao 有 3 株(GHD-1-2、GHD-2-3、GHD-2-4) (圖 3)。本研究以 D-alanine 篩選

獲得此 6 株轉殖植株，6 株都能偵測到 daao 基因，符合預期的設定。然而除了 1 株偵測

到 gus-hol-daao 3 個基因，其它轉殖植株都只偵測到 2 個或 1 個基因。反轉錄聚合酵素連

鎖反應(RT-PCR)分析的結果可偵測到 gus mRNA 的 4 株(GHD-1-2、GHD-2-1、GHD-2-3、

GHD-2-4)及 hol mRNA 的 2 株(GHD-2-2、GHD-2-3) (圖 4)，但都無法在其對應轉殖植株偵

測到其 DNA；而 6 株都能偵測到 daao 基因的轉殖植株也都不能偵測到 daao mRNA。目

前無法臆測其發生原因，迨 GHD 轉殖植株之轉殖葉綠體高同質化程度趨於穩定後，再分

析其後裔植株的基因表現，可能會揭露造成此現象的原因。 

PCR 分析結果顯示，12 株 GH-sD 轉殖植株中，偵測到 gus-hol-daao 3 個基因有 1 株

(GH-sD-5)、gus-hol 有 6 株(GH-sD-1、GH-sD-3、GH-sD-6、GH-sD-12-1、GH-sD-12-2、GH-

sD-19)、hol 有 2 株(GH-sD-2、GH-sD-16)、gus 有 3 株(GH-sD-4、GH-sD-18-1、GH-sD-18-

2) (圖 3)。6 株 gus-hol 轉殖植株，沒有偵測到 daao 基因，可能是 daao 基因已被剔除剔(剔

除率 50%)；1 株偵測到 gus-hol-daao 3 個基因的轉殖植株上的 daao 基因，則尚未被剔除。

6 株 gus-hol 轉殖植株中有 2 株能偵測到 hol mRNA；2 株 hol 轉殖植株中均能偵測到 hol 

mRNA(圖 4)。此 4 株植物(GH-sD-1、GH-sD-12-1、GH-sD-2、GH-sD-16)將可進一步深入

探討轉殖 hol 基因對葉綠體生裡代謝之影響及農業上的應用。 

PCR 分析結果顯示，8 株 GL-sD 品系轉殖植株中，偵測到 gus-lys-daao 3 個基因有 5

株(GL-sD-7、GL-sD-9、GL-sD-10-1、GL-sD-10-2、GL-sD-11-2)、gus-lys 有 2 株(GL-sD-8、

GL-sD-11-1)、lys 有 1 株(GL-sD-17) (圖 3)。2 株 gus-lys 轉殖植株，沒有偵測到 daao 基因，

可能是 daao 基因已被剔除(剔除率 25%)；5 株偵測到 gus-lys-daao 3 個基因的轉殖植株上

的 daao 基因，則尚未被剔除。8 株 GL-sD 品系轉殖植株，除了 GL-sD-8、GLsD9 (gus-lys-

daao)無法偵測到 gus mRNA，其它 6 株都能偵測到 gus mRNA 及 lys mRNA(圖 4)。GL-sD

品系轉殖植株之 DNA 及 RNA 的分析頗能符合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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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 分析結果顯示，4 株 EL-sD 轉殖植株中，均能偵測到 egfp-lys 2 個基因(EL-sD-

13、EL-sD-14、EL-sD-15-1、EL-sD-15-2)，沒有偵測到 daao 基因，顯示 daao 基因已被剔

除(剔除率 100%) (圖 3)。4 株 EL-sD 轉殖植株，除了 EL-sD-15-2 無法偵測到 egfp mRNA，

其它 3 株都能偵測到 egfp mRNA 及 lys mRNA(圖 4)。EL-sD 轉殖植株之 DNA 及 RNA 的

分析也符合預期。 

比起阿拉伯芥，甘藍是相對較難染出典型的 GUS 藍色反應(廖等，2011)，圖 5 中的 11

個轉殖植株的代表性樣品中，有 5 個具有較強的 GUS 活性的藍色反應，其它樣品也能分

辨出 GUS 活性的藍色反應，與對照組樣品可區別出來。GUS 活性分析結果顯示，gus 基

因已成功轉殖進甘藍葉綠體基因，且可順利轉錄、轉譯，形成蛋白表現。 

轉殖甘藍葉片(GHD、GH-sD、GL-sD 及 EL-sD)及未轉殖對照組葉片，接種 Xc 11 之

十字花科黑腐病菌 14 天後，明顯的在對照組葉片呈現黃化、枯萎，而部份 hol 及 lys 基因

轉殖的甘藍葉片則保持綠色外觀。本研究初步結果顯示，利用葉綠體基因轉殖系統，轉殖

溶菌酶基因(lys)及穿孔素基因(hol)，培育出抗病甘藍是可行的。這些轉殖甘藍之轉殖基因

的穩定性、剔除篩選基因的終極效果、抗病性的穩定性、抗十字花科黑腐病菌不同品系的

廣譜性、對其它病原菌的抗性等問題，都有待繁殖與分析大量葉綠體轉殖甘藍之後裔，選

育穩定及大量表現 lys 及 hol 基因的轉殖甘藍品系，進行深入研究，才能對上述問題有進

一步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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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A two-component cell lysis cassette composed of holin and lysozyme genes have been 

isolated and characterized from phytopathogenic bacteria Xanthomonas from Dr. Ming-Te 

Yang’s laboratory. We attempt to engineering the phage lysozyme (lys) and holin (hol) genes into 

the cabbage chloroplasts.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engineer transplastomic cabbage with 

a high level of resistance against plant disease using the approach of the marker gene-free 

technology. In this study, four chloroplast transformation vectors (pMT91-GHD, pMT91-GHsD, 

pMT91F-GL-sD, pMT91F-EL-sD) harboring the daao as selectable marker genes and lys or hol 

as target genes were transferred into cabbage chloroplast via biolistic bombardment. The 

regenerated plants were primarily selected by 100-200 ppm D-alanine and further confirmed by 

PCR and RT-PCR. The results of PCR and RT-PCR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ransformed genes 

(hol, lys, gus, and egfp) were integrated into the plastid genome of transplastomic plants, and its 

mRNA was expressed. The selectable marker gene daao had been eliminated in several transgenic 

plants. Preliminary results showed that disease resistance existed in the lys or hol gene 

transplastomic plants after inoculation with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campestris 11 (Xc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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