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大園藝 (Horticulture NCHU) 38 (1) : 39 – 52

-39-

2013

大量表現 Bt 基因於甘藍葉綠體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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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利用基因槍轉殖法將 cry1Ab、cry1Ac、cry1C 等 Bt 晶體蛋白基因，
單獨或混合轉移到甘藍的葉綠體。其目的為建立甘藍蔬菜之共同葉綠體基因轉殖
系統，並探討經由葉綠體基因轉殖培育成同時具有抗蟲害及不會造成基因污染之
十字花科蕓苔屬蔬菜的可行性。轉殖培殖體，經 10 至 50 ppm spectinomycin 持續
篩選，已獲得再生植株。轉殖植株葉片 DNA 以 PCR、南方轉漬分析均可偵測到 Bt
基因的存在，北方及西方墨點雜交分析顯示目標基因可以正確的表現出 Bt mRNA
及蛋白。Bt 轉殖甘藍之葉片經餵食三齡小菜蛾後，顯示具有顯著的抗蟲效果。

前

言

傳統農藥的使用破壞生態系統平衡，並產生昆蟲抗藥性之問題，以致某些害蟲發生猖
獗，造成很大的防治困難及損失。再者，環保意識及衛生安全觀念的提升，利用生物防治
的方法來控制病蟲害，已是近代農業的趨勢。蘇力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 bt)自 1960 年
以來，即廣泛的在世界各地，作為防治蟲害的生物製劑。近來利用基因轉移，成功的轉殖
bt 抗蟲作物有很卓越的成就 (Liu et al., 2008)。
蘇力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 bt)為革蘭氏陽性菌，屬於好氣的非病原性土壤細菌，在
逆境下產生孢子與殺蟲晶體蛋白(insecticidal crystal protein, ICP)。不同種類的 ICP 基因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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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獨特、專一的殺蟲效果，例如：cry1 系列可毒害鱗翅目、cry2 系列可同時毒害鱗翅目與
雙翅目、cry3 系列可毒害鞘翅目、cry4 系列可毒害雙翅目，以及產生細胞溶解結晶蛋白
(cytolytic crystal protein)的 cry 系列，至 2012 年為止蘇力菌基因已累積至 cry70 系列，約
624 個 cry 基因。
Bt 基因轉移成功的抗蟲植物在許多重要經濟作物、園藝作物、及森林植物都有報導，
且許多也已商品化生產。由於轉殖單一的 cry1Ab 或 cry1Ac 轉殖植株，已證實會加速自然
界抗藥性昆蟲的產生(Gould, 1998)，因此除了開發新的晶體蛋白外，將 bt 基因轉殖到葉綠
體使其大量表現，也會增加轉殖植物的殺蟲效果。植物細胞內葉綠體的基因表現為原核生
物系統，葉綠體基因轉殖具有大量表現、高度專一性、不會造成基因汙染與穩定等優點。
例如 Kota, et al. (1999) 報導表現數千倍的全新 bt 基因產物，可藉由轉殖 cry2Aa2 到葉綠
體基因而獲得，且有 100%的害蟲致死率，並較 cry1A 的效力增加 40,000 倍以上。且轉殖
整組 cry2Aa2 操縱子(operon) 之轉殖菸草之 cry2Aa2 晶體蛋白表現量佔可溶性蛋白含量的
47% (De Cosa, et al., 2000)。同時轉殖二種不同的 bt 基因，可增加轉殖植株的殺蟲效果及
降低昆蟲抗殺蟲的特性，在水稻(cry1Ab＋cry1Ac)(Tu, et al., 2000)、玉米(cry34Ab1＋
cry35Ab1) (Nour, et al., 2001)及青花菜(cry1Ac＋cry1C)(Cao, et al., 2002; Zhao, et al., 2003)
等均有報導。
臺灣地處亞熱帶，夏季氣候高溫多濕，造成病蟲害危害嚴重，本研究擬利用同時轉殖
不同的 Bt 基因到葉綠體中，一方面在防治蟲害上將可避免這些病蟲害抗藥性的產生，另
一方面也因葉綠體為母系遺傳的特性，可避免基因所造成的環境污染問題。且甘藍是本省
栽培面積最廣的葉菜類蔬菜，有其重要的民生及經濟地位，因此以甘藍蔬菜進行葉綠體基
因轉殖，期許能降低病蟲害的危害，增加蔬菜產量，進一步推廣至其他葉菜類的農作物，
轉殖其他高價值的基因，使農作物的附加經濟價值提高。本研究之目的為：1. 建立甘藍
蔬菜之共同葉綠體基因轉殖系統，2. 探討經由葉綠體基因轉殖培育成同時具有抗蟲害及
不會造成基因污染之甘藍蔬菜的可行性。

材料與方法
一、葉綠體基因轉殖載體之構築
本實驗作為甘藍葉綠體基因轉移蘇力菌殺蟲晶體蛋白基因，計有 cry1Ab、cry1Ac、
cry1C 等三種，均由國立中興大學分子生物研究所陳良築教授所提供。本研究使用之
pCHL-1Ab (圖 1A)是以 16S ribosomal RNA 啟動子 (prrn)為啟動子，以光系統 II 反應中心
D1 蛋白基因 (psbA) 的 3’ 核酸序列為終結子是由本研究室所構築(劉, 2003)。
pCHL-1C (圖 1B)之構築，首先將 pBlue-101 利用限制酵素 HincII 及 BamHI 切下 cry1C
基因的部分，接至中間載體 pBluescript SK 形成 pBlue2-101。再利用限制酵素 KpnI 及 S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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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下 cry1C 基因，接至中間載體 pT7Blue 形成 pT7Blue-101。再利用限制酵素 Eco RI 及 XbaI
切下 cry1C 基因，接至中間載體 pBpSODp 形成 pBp-101。再利用限制酵素 PstI 切下 cry1C
基因，接至中間載體 pOK12 形成 pOK12-101。最後同樣利用限制酵素 PstI 切下含有 rrn
(promoter)、cry1C (bt 基因) 及 psbA (terminator) 接至 pASCC201 即完成 pCHL-1C 之葉綠
體轉殖載體之構築。
pCHL-1Ac (圖 1C)之構築，首先將 pCAMBIA-Cry1Ac(由國立中興大學陳良築教授提
供) 利用限制酵素 BamHI 切下 ubiquitin 啟動子基因的部分，形成 pCAMBIA2-Cry1Ac。
再將 pCAMBIA2-Cry1Ac 利用 EcoRI 切下 cry1Ac 基因的部份，接至中間載體 pBp-101 形
成 pBp-101-Ac。接著將 pBp-101-Ac 中 cry1C 部份的基因利用 SacI 切除，剩下為含有 rrn
(promoter)、cry1Ac (bt 基因) 及 psbA (terminator) 的 pBp-Ac。再利用 KpnI 切下 rrn-cry1AcpsbA 接至 pASSCC201 (同樣利用限制酵素 KpnI 做 partial digestion，篩選在 16S 及 23S 重
組區間內的 KpnI 切位)，即形成 pCHL-1Ac 之葉綠體轉殖載體。
(A)

(B)

(C)

圖 1. pCHL-1Ab (A)、pCHL-1C (B)、pCHL-1Ac(C)之限制酵素圖譜。
Fig. 1. Restriction maps of pCHL-1C (A), pCHL-1Ac (B), pCHL-1Ab (C).
二、植物材料
本試驗以十字花科蕓苔屬蔬菜中之甘藍 (Brassica oleracea L. var. capitata L.)品種 '初
秋' (K-Y cross)及'高峰' (Summer Summit) 作為葉綠體基因轉殖之試驗材料。
三、試驗方法
(一)、甘藍葉綠體基因轉殖與培殖體篩再生流程
將製備完成的子彈，單獨或混合，利用 Biolistic® -PDS-1000/He Particle Delivery
System (Du-Pone, 1989)進行轟擊。轟擊時將甘藍 5 天苗齡之下胚軸置於培養皿中心半徑約
兩公分的同心圓中，再放置 G1、G2 或 B1、B2 再生培養基 【MS 基底培養基含 0.05 ppm
picloram+ 0.5 ppm BA(G1), 0.05 ppm picloram+0.5 ppm 2ip(G2), 0.01 ppm 2,4-D+ 0.5 ppm
BA(B1), 0.01 ppm 2,4-D+0.5 ppm 2ip(B2)】，待下胚軸長出芽體後進行第一次篩選，放置
N1 篩選培養基(MS 基底培養基含 0.1 ppm NAA, agar 0.85%, 10 ppm spectinomycin) 再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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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禮拜，接著再以 N2 篩選培養基(MS 基底培養基含 0.1 ppm NAA, Agar 0.85%, 20-50
ppm spectinomycin) 再篩選四個禮拜，最後予以健化，移至瓶外定植培養。
(二)、轉殖甘藍植株表現分析
1. 轉基因植物之聚合酵素鏈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分析
參考 Sambrook et al. (1989)的方法抽取植物總 DNA。用 PCR 技術增幅目標基因片段
以檢測再生植物是否帶有目標基因。各基因偵測方式分述如下：偵測 aadA 基因的引子
A1、A2 分別為 5'–GCGGTGATCGCCGAAGTATCGACTC–3'、5'–GCCGACTA CCTTGGT
GATCTCGCC– 3'，可產生出 0.8 kb 片段，反應的流程為 95℃、30 秒，60℃、30 秒，72℃、
30 秒，30 個 cycle；72℃、10 分鐘，1 個 cycle。偵測 cry1Ab 引子 Bt3-1、Bt4-1 分別為
5'–CCCGGGTGGTCAGTCCCTTCCATGGATAAC–3'、5'–CGACGGCCCGGGAATTCGATC
TCACTC AAC–3'，可產生出 0.6 kb 片段，反應的流程為 94℃、1 分鐘，60℃、40 秒，72℃、
2 分鐘，30 個 cycle；72℃、10 分鐘，1 個 cycle。偵測 cry1Ac 基因的引子 Bt1、Bt2 分別
為 5'–AGGGCCCCGATGTTCTCCTGG–3'、5'–GCGGCTCGAGGGTG

GCGGTGAC–3'，

可產生出 0.5 kb (499 bp)片段，反應的流程為 95℃、5 分鐘，1 個 cycle；95℃、1 分鐘，
50℃、1 分鐘，72℃、1 分鐘，35 個 cycle；72℃、10 分鐘，1 個 cycle。偵測 cry1C 基因
的 引 子 Bt5 、 Bt6 分 別 為 5'–CATATA ATCGATTACGGAGAGACTTAAC–3' 、
5'–CTATATCCTTCGCGAGGTGG CACAC–3'，可產生出 0.6 kb (598) bp 片段，反應的流程
為 95℃、5 分鐘，1 個 cycle；95℃、1 分鐘，50℃、1 分鐘，72℃、1 分鐘，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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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反轉錄 PCR (Reverse transcription-PCR, RT-PCR)分析
本試驗使用 GeneMarkTM TriSolution Reagent Plus 進行植物總 RNA 之萃取，再利用
RevertAidTM H Minus First strand cDNA synthesis kit 進行反轉錄 PCR，偵測確定 cry1Ab、
cry1Ac、cry1C 基因之 cDNA 的存在。
3.西方墨點(Western blot)分析
取經過 SDS 膠體電泳分離後之膠片，以溼式法(Mini Trans-Blot Electrophoretic cell,
Bio-Rad)，利用轉移緩衝液(25 mM Tris, 192 mM glycine, 10% methanol, pH8.3) 進行轉漬。
以 400 毫安培培電流於 4℃轉漬 4 小時，再將 PDVF paper 置於 20 ml blocking buffer (5%
non-fat dried milk, 150 mM NaCl, 1mM EDTA pH 8.0, 50 mM Tris-HCl pH7.4, 0.1%
Tween-20) 室溫下輕輕搖動 1 小時，加入 15 ml blocking buffer 及適當濃度 (1/1000) 的一
級抗體 【primary antibody, polyclonal (rabbit) anti-Bt protein Anitbody (IgG), Catalog No.
MA3-007, ABR】 室溫迴旋搖動 1 小時，以 blocking buffer 清洗 15 分鐘 3 次，加入 15 ml
blocking buffer 及適當濃度 (1/2000) 的二級抗體 【secondary antibody, anti-mouse IgG
(H+L) HRP conjugated】
於室溫迴旋搖動 1 小時，以 TTBS buffer (20 mM Tris-HCl pH 7.5, 0.5
M NaCl, 0.2% Tween-20)清洗 10 分鐘 3 次，加入 1 ml HRP substrate luminol reagent、1 ml
HRP substrate Peroxide solution 進行呈色反應約 5 秒鐘後，PVDF paper 稍有螢光條帶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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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將 PVDF paper 以衛生紙吸乾後，進行壓片 3 分鐘即完成西方墨點分析。
4. 生物檢定-bt 基因抗蟲分析
選取定植於溫室之轉殖 bt 基因甘藍再生植株之幼葉，將其置於 150mm × 14.5 mm 之
培養皿中，培養皿內緣上下均以濾紙包覆並添加適量的水以保持溼度，生物檢定所供試驗
之害蟲為鱗翅目小菜蛾 (Plutella xylostella L.) 之二齡幼蟲，每片葉片餵食 10 隻小菜蛾幼
蟲，均勻散佈於表面上並於每天中午觀察一次，紀錄葉片損害的情形及幼蟲死亡的數量。

結

果

ㄧ、葉綠體轉殖載體之構築
將構築完成的 Bt 基因之葉綠體轉殖載體分別以限制酵素切割方式檢驗構築載體的正
確性。葉綠體轉殖載體 pCHL-1Ab 和 pCHL-1C 經限制酵素 PstI 作用後分別可得到 2.5 kb
(prrn-cry1Ab-psbA) 及 8.5 kb (其餘 pCHL-1Ab 部份)、2.6 kb (prrn-cry1C- psbA) 及 8.5 kb (其
餘 pCHL-1C 部份) (圖 2 A)。再以引子 Bt1/Bt2、Bt3/Bt4、Bt5/Bt6 分別偵測 pCHL1C、
pCHL1Ac、pCHL1Ab 之 cry1Ac、cry1Ab、cry1C 基因，分別可獲得 0.5 kb、2.0 kb、0.6 kb，

－Cry1Ab (primer BT3,4)

－Cry1C (primer BT5,6)

－H2O

(B)

－Marker

(A)

－Cry1Ac (primer BT1,2)

由此可證明所構築的三種 Bt 基因在葉綠體轉殖載體上 (圖 2 B)。

圖 2. 以限制酵素 (A)和 PCR (B)，確認葉綠體構築載體的正確性。
Fig. 2. Identification of chloroplast transformation vector by restriction endonuclease (A)
digestion and PCR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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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甘藍之葉綠體基因轉移
基因槍轉殖時，分別以金粉包裹 pCHL-1Ac、pCHL-1Ab、pCHL-1C 三組葉綠體基因
轉殖載體，共三個試驗組。以氦氣壓力 900-1100 psi 轟擊在無菌播種之甘藍 (圖 3A) 的下
胚軸 (圖 3B)。轟擊過後的甘藍經暗處理一天後，換至 G1、G2、R1、R2 再生培養基，且
放置生長箱培養兩個禮拜 (25℃，16 小時光週期)，此時胚軸有芽體再生現象 (圖 3C)。接
著換至 10 ppm spectinomycin 篩選培養基進行篩選 (圖 3D)，經兩個禮拜篩選過的培殖體，
未轉殖株會有白化現象 (圖 3E)。繼續提高濃度 20~50 ppm spectinomycin 做進一步篩選 (圖
3F、3G)，則有些在低濃度抗生素是綠色的芽體會出現白化，且死亡。存活的植株則換至
發根及健化培養基 (圖 3H)，再與以定植移至溫室 (圖 3I)。

圖 3. 以甘藍下胚軸為材料，進行葉綠體基因轉殖之植株再生情形。(A)五天苗齡之甘藍；
(B)基因槍轉殖前；(C)基因槍轉殖後植株再生之情形；(D)、(E)、(F)、(G)以 10 至
50 ppm spectinomycin 進行篩選；(H)、(I)篩選後甘藍發根與定植
Fig. 3. Regeneration of chloroplast-transformed cabbage from leaf.

(A) Cabbage germination

in vitro for five days, (B) Hypocotyl segments before particle bombardment, (C)
Regeneration from hypocotyl segments after particle bombardment, (D), (E), (F), (G)
Screening by 10 ppm to 50 ppm of spectinomycin; (H), (I) Roots were induced and then
subjected to hardiness for transgenic plantl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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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轉殖植株的分析
(一)、聚合酵素連鎖反應 (PCR) 分析轉殖植株
轉殖含有 cry1Ab 基因的甘藍植株之 PCR 方法分析是以引子 Bt3-1、Bt4-1 偵測轉殖株
是否含有 cry1Ab 基因。試驗結果顯示經電泳膠片分離 PCR 產物後，可獲得預期之 cry1Ab
片段 (0.6 kb)之條帶，未轉殖植株及對照組 (CK) 則無 (圖 4A)。
轉殖含有 cry1Ac 基因的甘藍植株之 PCR 方法分析是以引子 Bt1、Bt2 偵測轉殖株是否
含有 cry1Ac 基因。試驗結果顯示，經電泳膠片分離 PCR 產物後，可獲得預期 cry1Ac 片段
(0.5 kb) 的條帶，未轉殖植株及對照組 (CK) 則無 (圖 4B)。
轉殖含有 cry1C 基因的甘藍植株之 PCR 方法分析是以 CTAB 法萃取甘藍轉殖株的總
DNA，經 PCR 方式以引子 Bt5、Bt6 偵測轉殖株是否含有 cry1C 基因。試驗結果顯示經電
泳膠片分離 PCR 產物後，可獲得預期 cry1C 片段 (0.6 kb) 的條帶，未轉殖植株及對照組

(A)

－H2O

－plasmid

－CK

－A20

－A19

－A18

－A17

－A16

－A13

－A15

－A4

(CK) 則無 (圖 4C)。

cry1Ab (0.6 kb)

(B)

cry1Ac (0.5 kb)

(C)

cry1C (0.6 kb)

圖 4. 以 PCR 分析 bt 基因轉殖甘藍的 cry1Ab (A)、cry1Ac (B)、cry1C (C)基因。CK：未轉
植株。
Fig. 4. PCR analysis of bt gene in cry1Ab (A), cry1Ac (B), or cry1C (C) gene transformed
Cabbage. CK: un-transformed cabbage.

(二)、RT-PCR 分析
萃取轉殖再生甘藍葉片的總 RNA，進行 RT-PCR 檢測轉殖植物在 RNA 層次上之表現
轉殖 bt 基因的情形。以引子 Bt3、Bt4 偵測轉殖植株是否含有 cry1Ab mRNA 之 RT-RCR
試驗結果顯示，分析 8 株轉殖植株中有 7 株可偵測到所預期之 2.0 kb 染色條帶，而未轉殖
植株(CK)則不具有此條帶 (圖 5A)，此以 7 株轉殖植株在 cry1Ab 的 PCR 分析呈正反應。
引子 Bt1、Bt2 偵測轉殖植株是否含有 cry1Ac mRNA 之 RT-RCR 試驗結果顯示有三株轉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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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株 (A13、A17、A19) 可偵測到所預期 0.5 kb 的 cry1Ac 片段染色條帶，而未轉殖植株
及對照組 (CK) 則無 (圖 5B)，此 3 株植株在先前的 PCR 分析呈正反應。以引子 Bt5、Bt6
偵測轉殖植株是否含有 cry1C mRNA 之 RT-PCR 試驗結果，有二株轉殖植株 (A4、A19) 可
偵測到所預期 0.6 kb 的 cry1C 片段染色條帶，而未轉殖植株 (CK)則不具有此條帶 (圖 5C)，

(A)
(B)
(C)

－H2O

－plasmid

－CK

－A20

－A19

－A18

－A17

－A16

－A13

－A15

－A4

此 2 株植株在先前的 PCR 分析呈正反應。

cry1Ab (0.6 kb)

cry1Ac (0.5 kb)
cry1C (0.6 kb)

圖 5. 以 RT-PCR 分析 bt 基因轉殖甘藍的 cry1Ab (A)、cry1Ac (B)、cry1C mRNA (C)。CK：
未轉植株。
Fig. 5. RT-PCR analysis of bt gene in cry1Ab (A), cry1Ac (B), or cry1C mRNA (C) gene
transformed Cabbage. CK: un-transformed cabbage.

(三)、西方墨點分析
萃取上述經過基因分析具有 cry1Ab 基因轉殖甘藍的可溶性蛋白，經 SDS-PAGE 電泳
分離後，並以西方墨點法偵測 Cry1Ab 蛋白表現之情形。結果如圖 6A 所示，有 7 株轉殖
甘藍的蛋白樣品可偵測到雜交之染色條帶。萃取上述經過基因分析具有 cry1Ac 基因轉殖
甘藍的可溶性蛋白，經 SDS-PAGE 電泳分離後，並以西方墨點法偵測 Cry1Ac 蛋白表現之
情形。結果如圖 6B 所示，有 3 株轉殖甘藍的蛋白樣品可偵測到雜交之染色條帶。萃取上
述經過基因分析具有 cry1C 基因轉殖甘藍的可溶性蛋白，經 SDS-PAGE 電泳分離後，並以
西方墨點法偵測 Cry1C 蛋白表現之情形。結果如圖 6C 所示，有 2 株轉殖甘藍的蛋白樣品
可偵測到雜交之染色條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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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利用西方墨點法的 Cry1Ab(A)、Cry1Ac(B)、Cry1C(C)抗體評估甘藍轉殖株中 BT 蛋
白質的表現情形。CK：未轉植株。
Fig. 6. Bt expression evaluated by western blot analysis using polyclonal rabbit anti-Cry1Ab
(A), anti-Cry1Ac (B), and anti-Cry1C (C) in the transformed cabbage. CK:
un-transformed cabbage.

四、轉殖植株的抗蟲分析
選取轉殖植株的葉片，以十隻小菜蛾進行餵食三天後，觀察葉片的外觀變化情形。餵
食小菜蛾之結果如圖 7 所示，進行餵蟲試驗三天後對照組 (CK) 葉片被啃食的很嚴重，呈
現許多破洞，而轉殖植株則啃食情形很輕微，極少受損。大致上，轉殖二個或三個 bt 基
因的轉殖植株葉片較轉殖一個 Bt 基因，有較佳的抗小菜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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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

A18 (Cry1Ab)

A4
(Cry1Ab+Cry1C)

A15 (Cry1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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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 (Cry1Ab)

A13 (Cry1Ac)

A17
(Cry1Ab+Cry1Ac)

A19
(Cry1Ab+Cry1Ac+Cry1C)

圖 7. 轉殖 bt 基因的甘藍及對照組 (CK) 的葉片，經由餵食 10 隻小菜蛾三天後，植株之
外觀情形。CK：未轉殖甘藍。
Fig. 7. Appearances of leaves of bt gene transformed and un-transformed cabbage (CK) after
feeding with 10 Plutella xylostella for 3 days.

討

論

一、蘇力菌晶體蛋白基因 (cry1Ab、cry1Ac、cry1C) 的葉綠體轉殖載體之構築
植物葉綠體具有多套的基因組，可大量表現外來基因，另葉綠體的遺傳模式為母系遺
傳，可防止作物間或作物與雜草間的基因污染 (Daniall et al., 1998)。而甘藍是台灣最大的
農作物，夏季蟲害嚴重，在本研究即嘗試甘藍的葉綠體轉移蘇力菌殺蟲基因的可行性。蘇
力菌基因 cry1Ab、cry1Ac、cry1C 分別構築在以 prrn 及 rbcL 為啟動子，帶有 aadA 基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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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篩選的蕓苔屬葉綠體通用轉殖載體 (pASCC201)。啟動子 prrn 為選自菸草葉綠體的
16S ribosome RNA promoter 是最廣泛使用的葉綠體基因轉殖的啟動子，另 rbcL 則是來自
菸草的葉綠體基因 RuBisco large subunit，而抗生素篩選基因 aadA 是由細菌所分離出來的，
可產生 aminoglycoside 3'-adenyltransferase 酵素，可以讓轉殖菸草或綠藻在含有
spectinomycin 與 streptomycin 抗生素培養基中存活。
本實驗是利用蕓苔屬葉綠體通用轉殖載體 (pASCC201) 進行各式蘇力菌基因的構築，
在構築方面只有兩個限制酶切位可進行置換，分別為單一切位 PstI 及雙切位 KpnI。構築
的策略是先創造出 cassette 兩邊切位都為 PstI 的切位，若基因中有 PstI 切位的，則以創造
出 cassette 兩邊切位為 KpnI，但構築入轉殖載體內則需以 partial digestion 做為置換的方式，
並進行切位相關位置確認。
將分別帶有 cry1Ab、cry1Ac、cry1C 基因的甘藍葉綠體轉殖載體，經限制酵素 PstI 或
KpnI 作用後檢測帶有啟動子及終結子的 cry1Ab、cry1Ac、cry1C 基因，都能獲得預期之
基因片段 (圖 1A)。再者，以 PCR 方式，分別以引子 A1/A2、Bt3/Bt4、Bt1/Bt2、Bt5/Bt6
來檢測所構築的葉綠體轉殖載體，可偵測到 aadA 基因片段 0.8 kb 片段、cry1Ab 基因片段
2.0 kb 片段、cry1Ac 基因片段 0.5 kb 片段、cry1C 基因片段 0.6 kb 片段 (圖 1B)。顯示本
試驗所設計的構築 Bt 轉殖載體策略是正確的，所獲得的載體是正確無誤的。
二、甘藍葉綠體基因轉移
本試驗的葉綠體基因轉殖是採取基因槍的方式，進行甘藍轉殖。將帶有葉綠體基因轉
殖載體的金粒子，參考前人試驗，轉殖效率最佳以利用 1,100 psi 的氦氣投射到距槍口距
離 9 公分的培殖體中。甘藍所使用的材料為'初秋' (K-Y cross)、'高峰' (Summer Summit)的
下胚軸部份。基因槍施打基因金粉過程中，將下胚軸緊密的平貼置於培養基上，當基因槍
轟擊完後的下胚軸培殖體，先放在 G1、G2 或 B1、B2 培養基並且未含抗生素先暗處理培
養一天，然後將這些培殖體放置在生長箱進行再生兩個禮拜。待抽出芽體，開始進行篩選
工作，培養基中放入 spectinomycin 抗生素緩慢的由 10 ppm 提升到 20 ppm 最後至 50 ppm
進行篩選工作。此漸進增加抗生素濃度的主要考量是經由預備試驗得知甘藍對
spectinomycin 的耐受程度為 5 ppm；採用 10 ppm 目的是在此階段的芽體分化並未開始行
光合作用，當芽體抽出進行篩選工作是讓細胞中有經轉殖的葉綠體能夠增生，但也不至於
抗性較弱的葉綠體殺死。在低濃度 (10 ppm) 的 spectinomycin 不會影響培殖體的再生能力
與生長速度，但仍會有未轉殖白化芽體產生，當 spectinomycin 提高至 20 ppm 持續篩選健
化發根時，篩選過抗生素 10 ppm 的一些轉殖植株開始有白化現象最後死亡。其可能原因
為經轉殖的葉綠體數量不夠或是假陽性反應，亦或是甘藍作物本身對於抗生素
spectinomycin 的耐受性較其他他作物低，如菸草、蘿蔔等等。
三、甘藍葉綠體轉殖植株的植株分析
(一)、聚合酵素連鎖反應分析轉殖植株
以 PCR 的方式進行檢測，可以直接確認轉殖植株的 DNA 中是否帶有目標基因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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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法是在初步篩選轉殖植株具有方便性及時效性。接著確認 cry1Ab、cry1Ac、cry1C 基
因的轉殖，分別利用 Bt1 及 Bt2、Bt3-1 及 Bt4-1、Bt5 及 Bt6，可分別偵測到片段大小為
0.5 kb、0.6 kb、0.6 kb (圖 4A、圖 4B、圖 4C)之預期 bt 基因片段。
(二)、RT-PCR 分析轉殖植物
在 DNA 的層次確認後，接著是 RNA 的層次表現，因為 RNA 的表現會受到基因的修
飾、重組或是基因靜默 (gene silence) 現象。為了確認 RNA 是否可穩定表現於植物體內，
則選取轉殖植物的葉片進行 RNA 萃取。雖然經由北方墨點分析，皆有訊號的產生，但解
像力甚為模糊，故以 RT-PCR 方式做進一步的確認及檢測。其結果顯示在南方墨點分析(資
料未呈現)呈正反應的轉殖植株，均可偵測到其 mRNA 的表現。並無基因靜默的現象，此
可能與一般認為葉綠體基因的表現無基因靜默有關。
(三)、西方墨點方式分析轉殖植物
西方墨點方式分析轉殖植物可確認是否能表現正確的蛋白產物，cry1Ab 基因可表現出
蛋白為 82 kD (圖 6A)、cry1Ac 基因可表現出蛋白為 72 kD (圖 6B)、cry1C 基因可表現出蛋
白為 77 kD (圖 6C)，經由雜交後皆可得到訊號條帶的產生，因此可確認植物體內可表現外
來基因的蛋白。
四、轉殖植株的植株抗蟲分析
將蘇力菌基因轉移到甘藍葉綠體使其大量表現，以十隻小菜蛾餵食轉殖植株葉片及對
照組，對照組植株葉片啃食情形嚴重，小菜蛾由灰白色轉變為綠色，也漸茁壯，雖然也有
一、兩隻死亡。但轉殖植株的小菜蛾則由灰白變為橘黑色，約有一半的蟲在第二天時死亡，
其餘的蟲於第三天時則不再活動而死亡。由上述實驗可顯示轉殖的甘藍能有效減少葉片被
啃食現象。
綜合以上，本研究結果顯示利用基因槍法轉移 bt 基因至甘藍來增加其抗蟲特性是可
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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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n the basis of the increase plants with better insect-defense capability, we attempt to
transfer cry1Ab, cry1Ac and cry1C genes into the chloroplast of cabbage.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are to establish the chloroplast gene transfer technology of cabbage and to study the
possibility for improvement of Brassica vegetables with insect resistance and reduce the gene
pollution via chloroplast transformation. In this study, three transformation vectors (pCHL-1Ab,
pCHL-1Ac, and pCHL-1C) for Brassica chloroplast were constructed. Individual or combined
constructed bt genes were transferred into the cabbage chloroplast via particle gun mediated
transformation. Transgenic plants were confirmed by resistance to 10~50 ppm of spectinomycin.
The results of PCR, RT-PCR and Western blot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transformed bt genes
were integrated into the chloroplast genome and expressed its mRNA and protein. High degree
of resistance to the Plutella xylostella was found in the bt-transformed cabbage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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