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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篩選標誌基因之轉殖小白菜(Brass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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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轉榖氨醯胺酵素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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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將自放線菌 Streptomyces netropsis 中篩選出的轉榖氨醯胺酵素基因

(tga)，所構築到小白菜葉綠體基因轉殖之二種載體，pMT91EP-sRA 及 pMT92GP- 

sRA，利用基因槍法轉殖到'台農 3 號'小白菜之本葉的葉綠體。培殖體經 100~200 

ppm D-alanine 或 25~50 ppm spectinomycin 交替漸進篩選及誘導再生，已獲得轉殖

之 T0 再生植株及其 T1、T2 子代。T0 與 T1 葉片經 PCR 分析之結果顯示，tga 基

因已存在於轉殖之小白菜的葉綠體基因組中。T2 葉片經 PCR 及 RT-PCR 分析之結

果顯示，部份 tga 基因轉殖植株的 AlaR 及 aadA 篩選標誌基因已被惕除，並可表

現 tga mRNA，且以西方墨點可偵測目標產物 TGase 之蛋白表現。本研究之結果顯

示剔除篩選標誌基因之無篩選標誌基因的葉綠體基因轉殖技術，應用在小白菜葉

綠體轉殖植株作為生物反應器，以生產轉穀氨醯胺酵素是可行的。 

 

 
前   言 

小白菜，學名 Brassica campestris L. ssp. chinensis (L.) Makino，英名 Pak-choi，又稱不

結球白菜，為十字花科雲苔屬蔬菜，原產中國，已有數千年栽培歷史。根據台灣農業統計

年報報導，民國 101 年台灣栽培面積為 4,880 公頃，產量達 95,483,504 公斤(農業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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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小白菜在台灣，全年皆可生產，是台灣重要蔬菜之ㄧ，在高溫多雨不利葉菜類生

長發育與颱風及嚴重病蟲害危害使葉菜類缺乏的夏季，更為最重要的夏季葉菜類 (林等，

2004)。小白菜對環境有很強的耐受性，因此對氣候土壤等自然環境相對限制小，栽培技

術要求也相對低。利用小白菜作為生物反應器，不僅可生產高經濟價值產品，提升其附加

價值，更能利用其作物的生產特性，快速、簡易且較不受環境限制，大量生產目標蛋白，

以供工業、食品、飼料及醫藥方面應用。 

轉穀氨醯胺酵素(transglutaminase, EC 2.3.2.13, TGase)於自然界中廣泛分布於動物組

織和體液，另外在植物、魚類及微生物中也被發現，在動物生理中與許多生命現象有關，

如血液凝固、傷口癒合、表皮角質化和紅血球細胞膜變硬、細胞生長、分化和增生的調節

等(Aeschlimann and Paulsson, 1994)。TGase 可催化轉醯胺反應，將蛋白質所帶穀氨醯胺殘

基之 γ-梭醯胺基(γ-carboxyamide group)與離胺酸殘基之 ε-胺基(ε-amino group) 催化轉胺作

用形成以 ε-(γ-glutamyl) lysine 共價鍵結，達到分子內交叉結合與分子間的二次交叉結合以

修飾蛋白質(Folk, 1980；Kuraishi et al., 1997)。早期商用 TGase 主要來自哺乳動物肝臟，

因來源稀少且純化步驟複雜導致價格昂貴，因此限制了其在食品加工上之應用。後隨研究

進展發現，成功於微生物分離出 TGase，給予 TGase 研究有量與質的進步，不但提供更多

TGase 來源，微生物 TGase 較動物具有更好的熱穩定性、更大的 pH 值適應範圍，且具更

廣的基質特異性(Tsai et al., 1996a, b)。因 TGase 之作用特性，在食品加工上有相當高的應

用價值及潛力，因此日本味之素(Ajinomoto Co. Ltd)與天野製藥公司於是積極研發工業化

量產技術，並將其商品化，可對水畜產類肉類與其他食品進行黏合，並用於如：吐司、肉

丸、魚漿、豆腐、植物蛋白粉末等，具改善彈性、質地、口感、風味，並可增加儲存壽命

等許多功能。 

隨著基因轉殖技術的發展進步，對於轉殖作物已不再以成功導入外源基因為主，更追

求高表現率，期望更有效率達到預期轉殖目的，並更嚴格考慮後續之應用性與安全性。因

此近代生物技術主力研發的植物葉綠體基因轉殖技術，便成為兼顧上述之理想選擇 (Liu 

et al., 2008)。以葉綠體作為基因轉殖的標的，較細胞核基因轉殖具有許多優點，分別為：

1. 利用其可觀的基因組套數，可有效提高導入基因的表現量；2. 葉綠體屬於細胞質遺傳，

不存在花粉中，不會隨花粉散播發生基因漂移，有效提高轉殖作物安全性；3. 利用同源

重組方式，可以調控基因導入位置與套數，不會發生位置效應影響目標基因表現量或非預

期的基因靜默；4. 原核生物的基因表現形式，可以一個啟動子驅使多個基因表現，可實

現一次轉殖即可表現多種目標基因，且原核生物之外源基因也不需最適化改造就可以良好

表現；5.雙層膜結構，提供導入基因表現的侷限場所，降低表現導入基因對作物正常生理

的影響。 

葉綠體基因轉殖雖降低了生態衝擊的可能性，卻因具遺傳優勢使伴隨目標基因導入之

耐抗生素篩選標誌基因，也大量的增加了遺傳套數，反而潛在的增加了令一種大眾關注安

全問題。本研究應用 Klaus 等人在 2004 年所提出的方法，利用同源重組的機制的無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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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誌基因轉殖系統 (transiently cointegrated selection gene)。其策略是將載體上之篩選標誌

基因構築於側翼序列外側，而目標外源基因則構築入二側翼序列之間，在初轉殖後會發生

第一次同源重組。而使整個載體與葉綠體基因組結合產生共整合(cointegrated)之狀態，並

在此時進行篩選使已轉殖葉綠體增質且毒殺未轉殖葉綠體以進行同質化，並利用所給予的

篩選壓力，延長此不穩定共整合結構維持時間。達到理想同質化後，再將篩選壓力移除，

此時因篩選標誌對於植株已無必要性，不穩定之共整合結構便會發生第二次同源重組。由

於目標轉榖氨醯胺酵素基因(tga)位於兩段側翼序列之間，因此有機會崁入葉綠體基因組中

形成穩定結構，而篩選標誌基因(daao、AlaR 與 aadA)因位於側翼序列的外側，所以會隨

側翼序列外之其他序列剔除出，不會隨目標基因崁入葉綠體基因組，以此方式僅目標基因

整合入小白菜葉綠體基因組中，藉此產生無篩選標誌基因轉殖作物。本研究之目的為開發

無篩選標誌基因且大量表現轉榖氨醯胺酵素之葉綠體轉殖小白菜的技術平台。 

 

 

材料與方法 

一，試驗材料 

(一)、植物材料 

本試驗以十字花科 (Brassicaceae)蕓苔屬 (Brassica)之 `台農三號 ´小白菜 (Brassica 

campestris L. ssp. chinensis (L.) Makino)作為基因轉殖的材料。`台農三號´小白菜是由農業

試驗所鳳山分所自`鳳山白菜´與`皇京白菜´雜交後裔中選育而成，於民國 92 年正式命名為

小白菜`台農 3 號´，商品名稱為「翠玉」。`台農三號´小白菜自交性高，葉色淡綠、豐產、

採收期長，適合夏作 (林等，2004)。 

小白菜種子經 70%酒精 1 分鐘與 2%次氯酸鈉 15 分鐘表面滅菌後，無菌播種於含 3%

蔗糖與 0.8%Arga 之 MS 培養基。取播種 14 日後初生本葉，置於 BIN 培養基培養基[4.44 g/l 

MS medium (Duchefa Biochemie) , 0.59 g/l MES hydrate (SIGMA), 30 g/l sucrose (MERCK), 

6 g/l agar (USB), 1 mg/l 6-BA (SIGMA), 0.5 mg/l 1-NAA (MERCK), 0.25 mg/l GA3 

(SIGMA), 0.3 mg/l Silver Nitrate (HWANG LONG), 0.05 mg/l putrescine (SIGMA), pH 5.7]，

預培養七日使培殖體增厚並長出癒傷組織，並於轟擊前暗培養一日後，排於 BIN 培養基

上約半徑 2 cm 轟擊範圍中，以供轟擊處理使用。 

(二)、轉殖載體 

本試驗做為小白菜葉綠體基因轉殖的基因共有 6 種，分別為：1. 大腸桿菌(E. coli)選

殖出的 β-glucuronidase 基因(gus)、2. 水母(A. victoria)綠色螢光蛋白改造而來的加強型綠色

螢光蛋白(enhanced green fluorescence protein, EGFP)基因 (egfp)、3.志賀氏桿菌(Shigella 

sp.)篩選出的 aminoglycoside- 3’-adenyl transferase 基因 (aadA) 、 4. 麩胺酸生產菌 

(Corynebacterium glutamicum NCHU 87078)篩選出的丙胺酸消旋酵素基因(AlaR)、5. 放線

菌(Streptomyces netropsis)中篩選出的轉麩氨醯胺酵素(TGase)基因 (t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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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a 基因是由中興大學分子生物研究所楊明德老師的研究室所選殖出的，該基因是由 

Streptomyces netropsis 中篩選出的轉榖氨醯胺酵素基因 (Sn-tga)，996 bp (332 胺基酸) (Sn 

mature)。Pro-Sn mature tga 為攜帶 82 個胺基酸之 preproregion 的 Streptomyces netropsis tga 

基因(Sn-pro-tga)，1,242 bp [82 胺基酸 (a preproregion ) +332 胺基酸]。 

各基因皆以 16S ribosomal RNA 啟動子基因(prrn)為啟動子，並以光系統 Π反應中心

D1 蛋白基因(psbA)的 3’核酸序列為終結子，且將報導基因(egfp、gus)與目標基因 (tga) 構

築到含有 16S rRNA 基因序列片段及 23S rRNA 基因序列片段之間，而篩選標誌基因

(aadA、AlaR)則是構築在 16S rRNA 基因序列片段及 23S rRNA 基因序列片段之外側的小

白菜葉綠體轉殖載體中。共計有 2 種轉殖載體，由中興大學分子生物學研究所楊明德老師

研究室構築，提供本研究進行基因轉殖，分別命名為：pMT91EP-sRA (圖 1A)及

pMT91GP-sRA (圖 1B)。 

 

         

圖 1. 小白菜葉綠體轉殖載體 pMT91EP-sRA(A)及 pMT91GP-sRA (B)之基因圖譜。 

Fig. 1. Genetic maps of Pak-choi chloroplast transformation vectors pMT91EP-sRA (A) and 

pMT91GP-sRA (B). (A) pMT91EP-sRA: plastid contains tga, egfp, AlaR, and daao 

genes. (B) pMT91GP-sRA: plastid contains tga, gus, AlaR, and aadA genes All genes 

are driven by the prrn promoter and psbA terminator.  

 

二、試驗方法 

(一)、粒子轟擊基因導入法 

1. 金粒子製備 

取 50 mg 金粒子(0.6 μm)，加入 1 ml 絕對酒精，震盪 2 分鐘，以 10,000 rpm 離心一分

鐘，去除上清液，重複三次，加入 1 ml 無菌水，震盪 1 分鐘，以 10,000 rpm 離心一分鐘，

去除上清液，重複二次。加入 1 ml 無菌水，分裝入小管，每管 50 μl，保存於-20℃備用。 

2. 金粒子披覆轉殖載體 DNA 製備 

取 2.5 mg/50 μl 金粉，加入 5 μg 轉殖載體 DNA，均勻混合 1 分鐘後，加入 50 μl 2.5 M 

氯化鈣溶液，均勻混合 1 分鐘，再加入 0.1 M spermidine，均勻混合 1 分鐘後，以 10,000 rpm

離心 10 秒，去除上清液，500 μl 絕對酒精均勻混合，以 10,000 rpm 離心 10 秒，去除上清

液，重複二次。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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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粒子轟擊操作 

選用的機型為 Bio-Rad 公司研發成的 Biolistic® -PDS-1000/He Particle Delivery System 

(Du-Pone, 1989)。轟擊前，將轟擊用耗材 macrocarrier、stopping screen、rupture disk 浸泡

在 95%酒精中，取出後將 macrocarrier 裝入 macrocarrier holder，與其他耗材一併置於無菌

吸水紙上，並將轟擊零件組裝，置於無菌操作台，開啟紫外燈照射耗材與零件，持續 15

分鐘，以達無菌與使酒精完全蒸發。預備完成後，再將金粒子混合液平均塗布於

macrocarrier，待酒精完全揮發後，將氦氣瓶氣閥打開，並利用壓力閥調至高於所需壓力之

上，啟動抽氣馬達，將 rupture disk(採用 900 與 1100 psi)與帶有金粒子之 macrocarrier holder

置入組裝零件，並裝於主機，再啟動主機開關，放入小白菜本葉培殖體，並調整轟擊距離

(採用 3、6 與 9 公分)，啟動抽氣開關，將主機內壓力降至 28 in Hg，按下加壓開關引入氦

氣，達目標壓力後衝破 rupture disk，將 macrocarrier 上金粉轟入培殖體中，轟擊後，卸除

真空壓力並取出培殖體，所有培殖體轟擊完畢後，關閉氦氣瓶氣閥，啟動抽氣開關，進行

空槍轟擊，至壓力閥表降至 0 後，鬆開壓力閥，關閉抽氣馬達。 

(二)、培殖體再生與篩選 

將經轟擊後小白菜本葉培殖體，暗培養三日後，移至光照下十一日，再移至 BID1 或

BIS1 培養基成分包含 4.44 g/l Murashige and Skoog medium (Duchefa Biochemie) , 0.59 g/l 

MES hydrate (SIGMA), 30 g/l sucrose (MERCK), 6 g/l Agar (USB), 1 mg/l 

6-Benzylaminopurine (SIGMA), 0.5 mg/l 1-Naphthylacetic acid (MERCK), 0.25 mg/l 

Gibberellin (SIGMA), 0.3 mg/l Silver Nitrate (HWANG LONG), 0.05 mg/l Putrescine 

(SIGMA)，令加 100 ppm D-Alanine 或 25 ppm spectinomycin ,pH 5.7，每 12 天繼代一次，

每次繼代交替使用 BID1 或 BIS1 培養基，誘導出芽體後，置入 BID2 或 BIS2 培養基成分

與 BID1 或 BIS1 相同，篩選藥劑改為 200 ppm D-alanine 或 50 ppm spectinomycin，每 12

天繼代一次，每次繼代交替使用 BID2 或 BIS2 培養基，繼代數次後，直到誘導篩選出之

不帶白化芽體，移入 BIN 培養基，繼代二至四次後，將充分增大之芽體移入 R 培養基成

分包含 4.44 g/l Murashige and Skoog medium (Duchefa Biochemie) , 0.59 g/l MES hydrate 

(SIGMA), 30 g/l sucrose (MERCK), 6 g/l Agar (USB), 0.2 mg/l 1-naphthylacetic acid 

(MERCK),0.3 mg/l silver nitrate (HWANG LONG) ,pH 5.7，約一至二周長出根部後，移入無

菌混合介質含泥炭苔：蛭石＝2：1，使根部延長同時建化，待根部健全後加以馴化，在移

出瓶外定植於混合介質含泥炭苔：蛭石＝2：1。 

(四)、聚合酵素鏈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利用 PCR 技術偵測轉殖基因是否存在轉殖小白菜，採用聚合連鎖反應器 (Peltier 

Thermal Cycle, PTC-200, MJ Research, INC.)進行 PCR 增幅。取轉殖及未轉殖小白菜葉片之

DNA (200 ng)或大腸桿菌轉殖載體為模板，並加入 1.25 U DreamTaqTM DNA polymerase 

(Fermentas)、1 倍 DreamTaqTM buffer、0.2 mM dNTP、1 μM 核酸引子，最後再加入去離子

水，使最終反應體積為 25 μl。各基因偵測方式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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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測 sn mature-tga 基因：使用的核酸引子 1 、 2 分別為 5'- GACGAGA 

ACAAGTACAAGAACG-3'、5'-TTGAGCTCCGAACCAACCGTA -3'，可產生出 800 bp 片

段，反應的流程為 95℃、30 秒，62℃、30 秒，72℃、30 秒，40 個 cycle；72℃、10 分鐘，

1 個 cycle。反應完畢後，取 5 μl 終產物於 1%之洋菜膠上進行電泳分析。 

偵測 egfp 基 因：使用 的核酸引子 3 、 4 分別為 5'- ACCATGGTGAGCAA 

GGGCGAGG-3'、5'-CGCGGCCGCTTTACTTGTACAGC-3'，可產生出 750 bp 片段，反應

的流程為 95℃、3 分鐘，1 個 cycle；95℃、50 秒，60℃、30 秒，72℃、1 分鐘，40 個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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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偵測 gus 基因：使用的核酸引子 5 、 6 分別為 5'-CCCTTATGTTACGTCC 

TATAGAAACCC-3'、5'-TTGATTGTTTGCCTCCCTGCTGCGG-3'，可產生出 1.9 kb 片段，

反應的流程為 95℃、3 分鐘，1 個 cycle；95℃、50 秒，60℃、30 秒，72℃、1 分 30 秒，

40 個 cycle；72℃、10 分鐘，1 個 cycle。反應完畢後，取 5 μl 終產物於 1%之洋菜膠上進

行電泳分析。 

偵測 aadA 基因：使用的核酸引子 7 、 8 分別為 5'-GCGGTGATCGCCGA 

AGTATCGACTC-3'、5'-GCCGACTACCTTGGTGATCTCGCC-3'，可產生出 800 bp 片段，

反應的流程為 95℃、30 秒，60℃、30 秒，72℃、30 秒，40 個 cycle；72℃、10 分鐘，1

個 cycle。反應完畢後，取 5 μl 終產物於 1%之洋菜膠上進行電泳分析。 

偵測 AlaR 基因之引子 9、10 分別為 5'-GCGGGATCCATGAACTTGCTG ACCACC-3'

及 5'-GACCCGAGCTC TTAAAC ATAT G CGCGGAC-3'，可產生出 1,100 bp 片段。反應流

程為 95℃ 2 分鐘；94℃ 30 秒；58℃ 30 秒；72℃ 90 秒，共進行 40 個 cycles，最後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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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西方墨點法 (Western blotting)  

 使用 12% SDS-PAGE 進行蛋白質電泳，將欲分析之蛋白質樣品依分子量大小分離。

將 NC paper (Millipore Inc.) 以甲醇浸潤去極化後，與 3MM 濾紙同時浸泡於 transfer buffer 

(25mM Tris-base, 192mM glycine, 10% methanol, pH 8.3)中備用。經 SDS-PAGE 膠體分離之

蛋白質以濕式法轉漬進行至 NC paper 時，由正極往負極依序疊放 3MM 濾紙、NC paper、

SDS-PAGE 之膠體、3MM 濾紙，依序置於轉漬器中 (Mini Trans-Blot Electrophoretic Cell, 

Bio-Rad)，完全浸於 transfer buffer 中。再以 70 伏特、200 毫安培於 4℃下轉漬一小時，完

成後將 NC paper 置於 blocking buffer (5% non-fat milk, 0.1M Tris-HCl, 0.9% NaCl, 0.1% 

Tween-20) 溶液中進行 blocking 1 小時以上。隨後以 TBS 加入適量一級抗體

anti-snTGA(1:10000)(由本校分子生物學研究所楊明德老師實驗室提供)，室溫下搖晃 2 小

時，再以 TBS buffer (0.1M Tris-HCl, 0.9% NaCl, 0.1% Tween-20) 潤洗 10 分鐘，重複三次。

再將 NC paper 移入含適量二級抗體 Anti-Rb IgG(1:10000)，室溫下搖晃 2 小時，再以 TBS 

buffer (0.1M Tris-HCl, 0.9% NaCl, 0.1% Tween-20) 潤洗 10 分鐘，重複三次，完成後將 NC 

paper 晾乾夾於塑膠袋，加入 Supersignal West Pico Mouse IgG Detection kit 進行冷光呈色，

利用 LAS4000 mini 冷光照相系統 (Fujifilm) 偵測化學冷光訊號影像。 



 

 

 

-55- 
 

結   果 

一、小白菜葉綠體基因轉移之培殖體篩選、再生與後續子代繁殖 

本研究之試驗材料是將小白菜種子無菌播種後 14 天之初生本葉(圖 2A)，將其切下後

於 BIN 培養基預培養 12 天，待其組織增厚後進行轟擊(圖 2B)。轟擊後暗培養 3 天，使其

葉綠體癒合後 (圖 2C)，移至光照下 11 天，使培殖體增生癒傷組織或長出初生芽體(圖

2D)。在癒傷組織部份移至 BID1 或 BIS1 培養基進行篩選，因篩選藥劑作用，癒傷組織會

出現不同程度白化死亡現象(圖 2E、F)，而殘存未白化部份則有可能再生出芽體(圖 2G)。

當芽體增大後移植至 BID2 或 BIS2 培養基，進行二次篩選。而轟擊後直接再生出芽體部

分，則直接移至 BID2 或 BIS2 培養基，經篩選後皆出現白化最後逐漸死亡之現象(圖 2H、

I)。癒傷組織再生芽體經由多次長時間篩選，至培殖體狀態穩定不帶白化部份後，移至 BIN

培養基，加速芽體增大與發育(圖 2J)，約二至四週芽體充分發育後，移至 R 培養基(圖 2K)。

經二週後，芽體成功分化出健全根部(圖 2L)，再移至無菌混合介質，使根部延長植株充分

生長(圖 2M)，再加以馴化移出瓶外定植於混合介質(圖 2N)。移出後約二至四週不等會抽

出花苔(圖 2O、P)，開花後以其他植株花粉授粉，隨後果莢發育(圖 2Q)，再生殖株之大多

果莢發育不良，僅少數成功發育並含種子，且再生殖株果莢與實生植株相比(圖 2R)，可看

出明顯較贏弱空虛，種子也並非相當飽滿(圖 2S)，另外所收穫之種子總數也極少。因此為

確保轉殖系之保存與延續，收穫種子(T0)後隨即播種延續後代(T1) (圖 2T)，採集葉片樣本

後再次收獲種子(T1)，同樣進行繁殖、採集葉片樣本並收獲種子(T2)，以擴大樣本數量及

世代數，以利後續分析與統計。 

二、轉殖再生小白菜植株之基因及表現分析 

以 pMT91EP-sRA 與 pMT91GP-sRA 轟擊者，各獲得二株 T0 擬轉殖再生株系，但

ESRA1 株系結種不良無後代 (表 1)。ESRA2 株系獲得 13 株 T1 轉殖株系，但只有 8 株可

以採收到種子，(ESRA2-1, -2, -5, -6, -7, -8, -12, -13);GSRA1 株系繁殖出 2 株 (GSRA1-1, 

GSRA1-2)，GSRA2 株系繁殖出 3 株 T1 株系 (GSRA2-1, GSRA2-2, GSRA2-3)。此 13 株

T1 株系，收穫種子重量及數目如表 1 所示，其中以 ESRA2-1、ESRA2-5、ESRA2-12 株系

之種子數目最多，每株系約有 300 多粒種子。選取部份 T1 種子，種植成 T2 株系進行轉

殖基因分析，其成活植株及代號如表 1 所示，總計分析 259 株 T2 株系。 

(一)、T0 代擬轉殖小白菜植株之基因分析 

轉殖含有 tga、aadA、AlaR 以及 egfp 或 gus 基因的小白菜植株之 PCR 方法分析是以

CTAB 法萃取小白菜 T0 代擬轉殖再生殖株葉片之總 DNA 作為模版，以 PCR 方式，分別

使用引子 1、2、引子 7、8、引子 9、10 以及引子 3、4 或引子 5、6，分別偵測轉殖株是

否含有 tga、aadA、AlaR、gus 及 egfp 等基因。結果顯示，經電泳膠片分離 PCR 產物後，

所有 T0 代植株均可檢測出 tga、egfp 或 gus 等基因(圖 3A、B、C)，aadA 基因則有部分植

株(GSRA1、GSRA2)檢測出(圖 3D)，而 AlaR 基因皆未檢測出(圖 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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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小白菜之本葉經基因槍轟擊轉移基因、篩選及誘導再生植株之情形。(A)小白菜種子

無菌播種 14 天後之情形；(B)切取本葉排列在 2 cm 的圓周內準備轟擊；(C)培植體

轟擊後暗培養三天；(D)暗培養後移至光照下 11 天；(E) 篩選 24 天，癒傷組織嚴重

白化，僅存部分綠點；(F)篩選 24 天，癒傷組織部份白化；(G)篩選 36 天，殘存綠

點誘導出芽體；(H)培植體轟擊後先誘導再生芽體，再篩選 24 天，部份芽體白化；

(I)先誘導再生芽體，再篩選 24 天，全部芽體白化；(J) 經多次篩選後，芽體移至 BIN

培養基誘導芽體生長；(K)芽體增大後移至 R 培養基誘導發根；(L)芽體分化出完整

根部；(M) 植株於無菌混合介質中建化；(N)移出瓶外定植；(O)再生植株分化出花

苔；(P) 花苔抽長；(Q)授粉後果莢發育之情形；(R)轉殖再生(上)與未轉殖(下)植株

之果莢比較；(S)轉殖再生植株之果莢與種子；(T) T1 轉殖再生小白菜之生長情形。 

Fig. 2. Regeneration of transplastomic Pak-choi from leaves. (A) Pak-choi seeds were 

germinated in vitro for 14 days. (B) Leaves were placed in the circle within a 2 cm 

radius for biolistic bombardment. (C) After biolistic bombardment, leaves were 

cultivated in the dark for 3 days. (D) Appearances of transplastomic explants grown in 

the light for 11 days. (E) Severe chlorosis of callus after 24 days of selection. (F) Partial 

chlorosis of callus after 24 days of selection. (G) Bud emerged from green spot of callus 

after 36 days of selection. (H). Partial chlorosis of shoots regenerated after biol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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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mbardment and followed by 24 days of selection. (I). Severe chlorosis of shoots 

regenerated after biolistic bombardment and followed by 24 days of selection. (J) 

Induction of shoot formation in BIN medium. (K) Induction of root formation in R 

medium. (L) Growth of roots. (M) Hardiness of transplastomic plants in vitro. (N) 

Transplanting rooted plants to pots. (O) Emergence of flower stalk. (P) Elongation of 

flower stalk. (Q) Pods in flower stalk. (R) Pod from transplastomic (upper) and 

non-transformed plant (lower). (S) Pods and seeds of transplastomic plants. (T) T1 

transplastomic Pak-choi. 

 

表 1. 轉殖 T0、T1、T2 小白菜之植株，及其代號。 

Table 1. T0, T1, and T2 transplastomic Pak-choi lines, and the code. of transplastomic plants. (T) 

T1 transplastomic Pak-choi.  

 
 

(二)、T1 代擬轉殖小白菜植株之基因分析 

以 CTAB 法萃取小白菜 T1 代擬轉殖再生殖株葉片之總 DNA 作為模版，以 PCR 方式，

分別使用引子 1、2、引子 7、8、引子 9、10 以及引子 3、4 或引子 5、6 分別偵測 T1 轉殖

株是否含有 tga、aadA、AlaR 以及 gus 或 egfp 等基因。分析結果顯示，經電泳膠片分離

PCR 產物後，除 ESRA2-12 外其餘 T1 代植株均可檢測出 tga 基因(圖 4A)；而除 ESRA2-2 

外其餘均可檢測出 egfp 基因(圖 4B)；gus 基因則皆可檢測出(圖 4C)；另外 aadA 基因則大

多數植株多可檢測出(圖 4D)，而 AlaR 基因皆未檢出(圖 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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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T2 代擬轉殖小白菜植株之基因分析 

以 CTAB 法萃取小白菜 T2 代擬轉殖再生殖株葉片之總 DNA 作為模版，透過 PCR 方

式，以引子 1、2、引子 3、4、引子 5、6、引子 7、8 及引子 9、10 分別偵測轉殖株是否

含有 tga、egfp、gus、aadA 及 AlaR 等基因。tga 基因檢測結果顯示，轉殖 pMT91EP-sRA

與 pMT91GP- sRA 之 T2 子代總數 259 株中共有 135 株檢測出 tga 基因 (52.1%)。ESR2-1

與 GRA2-1 株系檢測出 tga 基因者高達約 80%，ESR2-2、ESR2-6、GRA1-1、GRA1-2、

GRA2-1、GRA2-3 等 6 個株系約 60 %，顯示 T2 族群攜帶 tga 目標基因的植株佔很高的比

例 (表 2)。egfp 基因檢測結果顯示，轉殖 pMT91EP-sRA 之 T2 子代總數 200 株中共有 86

株檢測出 egfp 基因 (43.0%)。ESR2-1 與 ESR2-7 株系檢測出 egfp 基因者最高達約 60%，

ESR2-2 與 ESR2-6 約 60 % (表 2)。gus 基因檢測結果顯示，轉殖 pMT91GP-sRA 之 T2 子

代總數 59 株中共有 34 株檢測出 gus 基因 (57.6%)。GRE1-1 與 GRE2-3 株系檢測出 gus 基

因者高達約 72% (表 2)。ESR2-1 與 ESR2-7 株系檢測出 egfp 基因者高達約 60%，ESR2-2  

 

圖 3. 以擬轉殖小白菜的 T0 葉片 DNA 為模板，分別使用核酸引子 1 與 2、3 與 4、5 與 6、

7 與 8、9 與 10，進行聚合酵素鏈鎖反應之產物，以電泳膠片分析 tga (0.8 kb)(A)、

egfp (0.5 kb)(B)、gus (1.9 kb)(C)、aadA (0.8 kb)(D)、AlaR 基因 (1.1 kb) (E) 等基因

的情形。CK：未轉殖小白菜。 

Fig. 3. PCR analysis of tga (A), egfp (B), gus (C), aadA (D), AlaR (E) genes in putative T0 

transplastomic Pak-choi. The parts of tga (0.8 kb) (A), egfp (0.5 kb)(B), gus (1.9 kb)(C), 

aadA (0.8 kb)(D), AlaR (1.1 kb) (E) gene sequences were amplified from leaf DNAs 

using primers 1/2 (A), 3/4 (B), 5/6 (C), 7/8 (D), 9/10 (E) and analyzed by electrophoresis, 

respectively. CK: un-transformed Pak-Ch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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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以擬轉殖小白菜的 T1 葉片 DNA 為模板，分別使用核酸引子 1 與 2、3 與 4、5 與 6、

7 與 8、9 與 10，進行聚合酵素鏈鎖反應之產物，以電泳膠片分析 tga (0.8 kb)(A)、

egfp (0.6 kb)(B)、gus (1.9 kb)(C)、aadA (0.8 kb)(D)、AlaR 基因 (1.1 kb) (E) 等基因

的情形。CK：未轉殖小白菜。 

Fig. 4. PCR analysis of tga (A), egfp (B), gus (C), aadA (D), AlaR (E) genes in putative T1 

transplastomic Pak-choi. The parts of tga (0.8 kb) (A), egfp (0.6 kb)(B), gus (1.9 kb)(C), 

aadA (0.8 kb)(D), AlaR (1.1 kb) (E) gene sequences were amplified from leaf DNAs 

using primers 1/2 (A), 3/4 (B), 5/6 (C), 7/8 (D), 9/10 (E) and analyzed by electrophoresis, 

respectively. CK: un-transformed Pak-ch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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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經基因槍轉殖 pMT91EP-sRA 與 pMT91GP-sRA 質體之 T2 小白菜，經 PCR 分析 tga、

egfp、aadA、AlaR 及 gus 等基因，呈正反應之植株數目及百分率。 

Table 2. Number and percentage of positive plants by PCR assay of tga, egfp, gus, aadA, and 

AlaR genes in putative T2 transplastomic Pak-choi after bombarded with pMT91EP- 

sRA and pMT91GP-sRA plasmids. 

 
 

與 ESR2-6 約 50 % 左右(表 2)。aadA 基因檢測結果顯示，轉殖 pMT91EP-sRA 與 pMT91GP- 

sRA 之 T2 子代總數 259 株中共有 71 株檢測出 aadA 基因(27.4%)。ESR2-1 與 ESR 2-6 株

系檢測出 aadA 基因者最高約為 60%，其它株系約 20 % (表 2)。AlaR 基因檢測結果顯示，

轉殖 pMT91EP-sRA 與 pMT91GP-sRA 之 T2 子代總數 259 株中共有 54 株檢測出 AlaR 基

因(20.8%)。ESR2-7 株系檢測出 AlaR 基因者最高約為 33%，其它株系約為 20 % (表 2)。 

綜合以上顯示，擬轉殖小白菜的 T2 各株系中攜帶 tga 目標基因的比率 (60~80%)為轉

殖 5 個基因中最高者，egfp 與 gus 報導基因的比率其次 (50~60%)，aadA 及 AlaR 篩選標

誌基因的比率最低 (20~35%)，顯示剔除篩選標誌基因確實有發生作用。 

分析轉殖 pMT91EP-sRA 質體之 T2 小白菜，經 PCR 分析 tga、aadA 及 AlaR 等基因，

攜帶轉殖基因數目之植株數目及百分率的情行如表 3 所示。由於 PCR 增幅 egfp 報導基因

的電泳膠片之條帶，重覆性不穩定，egfp 基因未列入計算。轉殖 pMT91EP-sRA 之 200 株

T2 子代中，僅帶有目標基因 tga 者共有 63 株 (31.5%)；同時帶有目標基因 tga 與一種篩

選標誌基因 aadA 或 AlaR 者共有 22 株 (11.0%)；同時帶有目標基因 tga 與二種篩選標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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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aadA 與 AlaR 者共有 12 株 (6.0%)；不具目標基因 tga 僅帶有篩選標誌基因 aadA 或 AlaR

者共有 28 株 (14.0%)；不帶任何轉殖基因者則為 75 株 (37.5%)。ESR2-1 株系僅帶有目標

基因 tga 者有 15 株 (34.1%)；同時帶有目標基因 tga 與一種篩選標誌基因 aadA 或 AlaR 者

共有 13 株 (29.5%)。ESR2-2 及 ESR2-5 株系僅帶有目標基因 tga 者分別為 22 株 (45.8%)

及 12 株 (27.9%) (表 3)。 

轉殖 pMT91GP-sRA 質體之 T2 小白菜，經 PCR 分析 tga、gus、aadA 及 AlaR 等基因，

攜帶轉殖基因數目之植株數目及百分率的情行如表 4 所示。轉殖 pMT91GP-sRAT2 的 59

株子代中，僅帶有目標基因 tga 與報導基因 gus 者共有 20 株 (34.9%)；僅帶有目標基因 tga

或報導基因 gus 者共有 13 株(22%)；帶有目標基因 tga 與/或報導基因 gus 且具篩選標誌基

因 aadA 與/或 AlaR 及僅具篩選標誌基因 aadA 與/或 AlaR 之其他組合者共有 17 株 (28.8 

%)；不帶任何轉殖基因者則為 9 株(15.2 %)。分析 30 株 GRA235 株系僅僅帶有目標基因

tga 與報導基因 gus 者高達 14 株 (46.7%) (表 4)。 

 

表 3. 基因槍轉殖 pMT91EP-sRA 質體之 T2 小白菜，經 PCR 分析 tga、aadA 及 AlaR 等基

因，攜帶轉殖基因數目之植株數目及百分率。 

Table 3. Number and percentage of positive plants harbored transforming genes by PCR assay 

of tga, aadA, and AlaR genes in putative T2 transplastomic Pak-choi after bombarded 

with pMT91EP-sRA plas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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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基因槍轉殖 pMT91GP-sRA 質體之 T2 小白菜，經 PCR 分析 tga、gus、aadA 及 AlaR 
等基因，攜帶轉殖基因數目之植株數目及百分率。 

Table 4. Number and percentage of positive plants harbored transforming genes by PCR assay 
of tga, gus, aadA, and AlaR genes in putative T2 transplastomic Pak-choi after 
bombarded with pMT91GP-sRA plasmid. 

 
 

(四)、T2 代擬轉殖小白菜植株之表現分析 

先以 GeneMarkTM TriSolution Reagent Plus 萃取部份 PCR 分析 tga 基因呈正反應之小

白菜 T2 葉片的總 RNA，再利用 RevertAidTM H Minus First Strand cDNA Synthesis Kit 合成 

cDNA，將其作為模版，透過 PCR 方式以引子 1、2、引子 7、8、引子 9、10 以及引子 3、

4 或引子 5、6 分別偵測轉殖株是否表現 tga、aadA、AlaR、gus 及 egfp 等基因之 mRNA。

試驗結果顯示供試的 32 個樣品中有 5 個樣品 (ESRA2-2-22、ESRA2-6-9、ESRA2-2-22、

GSRA1-1-3、GSRA2-2-4)無法偵測到  tga mRNA;供試的 22 個樣品中有 7 個樣品 

(ESRA2-1-1、ESRA2-1-15、ESRA2-1-43、ESRA2-2-10、ESRA2-2-22、ESRA2-2-40、

ESRA2-8-3)無法偵測到 egfp mRNA;供試的 9 個樣品均可偵測到 gus mRNA (資料未顯

示)。偵測篩選標誌基因方面，供試的 32 個樣品中有 4 個樣品 (ESRA2-1-14、GSRA2-2-4、

GSRA2-2-5、GSRA2-2-7)可偵測到 aadA mRNA，但都無法偵測到 AlaR mRNA (資料未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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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取 RT-PCR 分析 tga 基因表現呈正反應之小白菜 T2 葉片的總蛋白，經由西方墨點

方式以以 anti-snTGA 為抗體偵測轉殖株是否表現目標基因 tga 之 TGA 蛋白。試驗結果顯

示供試的 28 個樣品中共有 15 個樣品 (ESRA2-1-14、ESRA2-1-15、ESRA2-1-43、

ESRA2-2-5 、 ESRA2-2-10 、 ESRA2-2-40 、 ESRA2-5-19 、 ESRA2-8-3 、 ESRA2-8-13 、

ESRA2-12-9、ESRA2-13-9、ESRA2-13-18、GSRA1-1-2、GSRA2-2-7、GSRA2-3-12)可以

偵測到 TGA 蛋白(圖 5)。 

 

 

 
 

 
 

 

圖 5. 擬轉殖小白菜的T2葉片之總蛋白，以 anti-snTGA為抗體，經由西方墨點分析TGA (57 

kDa)蛋白的情形。CK：未轉殖小白菜。 

Fig. 5. Western blot analysis of TGA protein in the leaves of putative T2 transplastomic 

Pak-choi. Anti-snTGA was used as antibody. CK: un-transformed Pak-Choi. 

 

 

討   論 

T0 代 PCR 分析結果顯示，篩選獲得之擬轉殖株中，有 4 株再生植株(ESRA1, ESRA2, 

GSRA1, GSRA2)，可偵測到轉殖 tga 基因之目標條帶，未轉殖對照組(CK)則無 (圖 3A)。

也可分別偵測到 gus、egfp 等報導基因，在篩選基因方面 aadA 可部分檢測出，而 AlaR 則

未檢出。以上述作為母本繁殖之 T1 子代，在 PCR 分析結果也呈現類似現象，大多可檢測

到 tga 基因、分別所帶之 gus 或 egfp 報導基因，另外 aadA 也多可檢測到，AlaR 則同樣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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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出。 

再挑選 PCR 分析呈正反應植株，繁殖了 T2 代，同樣經 PCR 分析分別偵測到各基因，

結果顯示有不同由 tga、aadA、AlaR、gus 或 egfp 等基因構成的各式基因組合。分析各轉

殖株系的結果顯示，族群較大的轉殖株系(ESR2-1、ESR2-2、ESR2-5、GRA2-3)獲得僅帶

有目標基因 tga 者的比率較高，約為 50~75%，顯示剔除篩選標誌基因確實有發生作用。

此原因可能與小白菜非自交純質作物，即使是葉綠體可能也非單一純質之遺傳背景。所以

建議在 T2~T3 代再以 PCR 選拔大量族群，較高比例獲得剔除篩選標誌基因的轉殖株系。

再者 T0 及 T1 代時，轉殖葉綠體同質化的程度不均質或發生二次同源重組的機率低下，

常造成 PCR 偵測轉殖基因的不確定資訊。本研究在偵測 egfp 基因，也常由於 PCR 增幅

egfp 之 DNA 條帶，重覆性不穩定，造成分析上很大的困擾。 

近一步推測其原因，可能與下列有關：(一)葉綠體同質率不足，導致受粉胚珠不帶有

或僅帶有極少數轉殖葉綠體，再加上無法再以篩選方式使轉殖葉綠體強勢增殖，因此隨植

株不斷成長，細胞及其中之葉綠體也大量分裂增殖，在極不對等基因組基數下，使後續之

檢測難以穩定或無法偵測到外源基因；(二)因所選用之啟動子與終結子皆為 prrn 與 psbA，

其中又因啟動子片段稍長，較有機會發生啟動子同源重組，使預期成對出現之基因，部分

被再次置換出從而發生基因缺失，造成多種異常之基因組合(Iamtham et al., 2000)；(三)大

多數的剔除篩選標誌基因系統，是以菸草作為植物材料，在其他作物可能因物種特異性，

導致剔除效果、誘發剔除條件與剔除所需時間有所不同，使所獲轉殖株部分葉綠體可能仍

在共整合之不穩定階段或持續重組過程；(四)也不能排除再取樣、萃取等樣品處理與後續

PCR 操作、條件設計與引子設計上的不夠完善，使偵測結果出現誤差。鑑於上述，未來有

待以數個不同方向，如：大量生產同質率更高之轉殖株作為樣本或親本分析、精進現有偵

測方式以提高靈敏及穩定度、朝更下游之各基因蛋白表現層次進行分析及進行轉殖小白菜

葉綠體特性及剔除機制之研究，方能釐清上數種種可能性。最後針對 RT-PCR 分析呈正反

應植株，以西方墨點方式進行蛋白質表現分析，其中有 15 株可偵測到目標基因 tga 所表

現之 TGA 蛋白。 

本研究分析轉殖 pMT91EP-sRA 之 200 株 T2 子代中，僅帶有目標基因 tga 者共有 63

株，分析轉殖 pMT91GP-sRAT2 的 59 株子代中，僅帶有目標基因 tga 與報導基因 gus 者共

有 20 株，獲得剔選標誌基因的 tga 轉殖小白菜植株之機率為 32%；而最終證實獲得 15 株

可生產 TGA 蛋白之轉殖小白菜植株。這些 tga 轉殖小白菜之葉綠體表現轉穀氨醯胺酵素

蛋白，有待進一步調查其轉穀氨醯胺酵素活性及特性，繁殖大量之同質轉殖葉綠體小白菜

後裔，方能確認這些 tga 轉殖葉綠體小白菜的特性與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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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n this study, two vectors, pMT91EP-sRA and pMT92GP-sRA, harboring the tga gene 

were transferred into the chloroplast of Pak-Choi 'Tainung No.3' via biolistic bombardment. The 

regenerated plantlets were primary selected by 100~200 ppm D-alanine or 25~50 ppm 

spectinomycin. T0, T1, and T2 trasplastomic Pak-Choi plants were obtained from 

pMT91EP-sRA and pMT92GP-sRA constructs. The results of PCR and RT-PCR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the tga gene was integrated in the chloroplast genome of transplastomic Pak-Choi 

and tga mRNA as well as tga protein were also successfully expressed, while selective marker 

genes, AlaR, and aadA, were not detectable in the transplastomic Pak-Choi.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ossibility of production of tga gene transplastomic Pak-Choi with maker gene-free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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