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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因轉殖白花文心蘭蜜雪一號（簡稱 MF-1）是利用 RNA 干擾技術，阻斷

受體植物檸檬綠文心蘭花瓣上類胡蘿蔔素之生合成路徑而得到。在遺傳特性調查

試驗期間，針對植物生長特性、外源基因穩定性等遺傳特性調查分析結果，證實

其遺傳特性及生理性質皆與受體植物檸檬綠文心蘭相似且外源基因表現穩定；花

粉傳播雜交試驗證實種內及屬間雜交都無法成功。利用細胞遺傳學方法，觀察基

因轉殖蜜雪文心蘭小孢子母細胞減數分裂形成花粉之過程，發現其染色體在分離

過程不正常，以致花粉細胞沒有固定的染色體數目；檢測花粉的發芽狀況，花粉

在測試的培養基中皆因活力喪失，無法發芽。一系列生物安全評估試驗，包括雜

草化、外源基因平行移動（至攝食蛞蝓及土壤微生物等）及外源基因影響根圈微

生物相等試驗結果顯示其相對影響無虞。在生物相剋作用試驗中，以萵苣幼苗測

試，沒有發現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會分泌代謝物抑制周遭植物種子發芽及生長之

可能性。另經測試，也沒有攜帶農桿菌導致汙染環境。總結言之，基因轉殖蜜雪

文心蘭的花粉已喪失活性，所以藉由花粉造成基因流布之風險低；不會產生有抑

制性的代謝產物，沒有對周遭動植物、微生物產生剋制能力；由於它長年馴化成

溫網室植物，外逃成雜草化之風險低，臺灣本土沒有文心蘭野生種，受基因轉殖

蜜雪文心蘭影響植物群落之風險亦低。綜合以上遺傳特性調查及生物安全評估試

驗之結果，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影響生物多樣性之風險低。 

 

關鍵詞：文心蘭、遺傳特性調查及生物安全評估、花粉不孕性、RNA 干擾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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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執行期限與實施地點 

 

（一）執行期限 

104 年 4 月 2 日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 

106 年 8 月 8 日至 106 年  9 月 12 日 

 

（二）實施地點 

中央研究院南部生物技術中心-半密閉溫室

（http://www.as-bcst.sinica.edu.tw/wenshi/banfa.asp） 

 

二、實驗材料與生長環境 

 

（一）實驗材料 

1. 受體植物  

(1) 名稱：檸檬綠文心蘭（Oncidesa Gower Ramsey‘Honey Angel’）。 

(2) 分類學地位：植物界、被子植物門、單子葉植物綱、天門冬目、蘭

科、樹蘭亞科、文心蘭屬、檸檬綠品種。 

2. 基因轉殖植物 

基因轉殖白花文心蘭蜜雪一號（Oncidesa Gower Ramsey‘Honey Snow 

MF-1’），又簡稱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 

（二）生長環境 

基因轉殖白花文心蘭蜜雪一號（簡稱 MF-1）及未經轉殖的檸檬綠對照

品種（簡稱 CK）各 50 株生長於半密閉溫室，25~30
o
C/日、20~25

 o
C/

夜，光強度為 250~350 μmol/m
2．sec/14hr，進行遺傳特性調查及生物

安全評估試驗。  

http://www.as-bcst.sinica.edu.tw/wenshi/banfa.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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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檸檬綠文心蘭（左）以及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右）植物外觀特

性比較。 

 

三、遺傳特性調查結果 

 

（一）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之繁殖特性及一般性狀表現 

植物生長特性與花朵型態觀察試驗自104年4月1日至12月31日止，

將對照植物（檸檬綠文心蘭）與轉殖植物（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種植於

隔離溫室中，二種文心蘭植株在生長勢方面及植株形態、切花壽命等皆相

似，只有花朵顏色為唯一顯著差異，對照株為黃色，轉殖株為白色。此結

果表示此 RNA 干擾技術只針對花瓣顏色特別改變，並無其他不良副作用

（圖 1）。 

 

（二）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之授粉雜交與花粉活性試驗 

為模擬自然界中可能出現的雜交情形，此工作分為三部分進行試驗，

分別為同種文心蘭之正反交（種內雜交）、不同屬間之文心蘭正反交（屬

間雜交）以及文心蘭雜交不同屬之蝴蝶蘭（屬間雜交），以此確認文心蘭

與同種或近源植物雜交之可能性。結果：在各種配對雜交授粉之後都顯現

落花（敗育），無法形成果莢。 

 

1. 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與檸檬綠文心蘭之正反交（種內雜交） 

本試驗以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和檸檬綠文心蘭各 10 朵，進行花粉與柱

頭的正反交實驗，結果每一組皆落花（敗育）（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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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人工授粉正反交檸檬綠及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的花粉各十朶花的組合。 

 檸檬綠文心蘭 (母本)  

X  

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 (父本)  

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 (母本) 

X 

檸檬綠文心蘭 (父本)  

人工授粉  10 朶花 10 朶花 

落花 (敗育)  10 朶花 10 朶花 

 

2. 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與不同屬之文心蘭雜交（屬間雜交） 

本試驗將檸檬綠文心蘭及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的花粉塊雜交到商業品

種文心蘭屬之紅花種（Oncidium Twinkle ‘Red’）及黃花種（Oncidium  

Kaizumic Delight ‘Green Stone’）文心蘭（圖 2）。授粉後兩週，紅花品

種開始有落花情形，而黃花品種在第五天即落花現象，結果顯示不論是檸

檬綠文心蘭或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都無法讓文心蘭屬紅花種及黃花種商業

品種文心蘭授粉後有結果莢之能力（表 2）。 

 

 

圖 2、以紅花（Oncidium Twinkle ‘Red’）及黃花（Oncidium Kaizumic 

Delight ‘Green Stone’）兩種商業品種的文心蘭供測試與基因轉

殖蜜雪文心蘭及檸檬綠文心蘭雜交之可能性。 

 

3. 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與不同屬之蝴蝶蘭雜交（屬間雜交） 

選取大白花蝴蝶蘭作為與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及檸檬綠文心蘭遠源雜

交之對象，雜交後仍然沒有成功授粉（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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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以檸檬綠及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分別與紅花種（Oncidium Twinkle ‘Red’）及黃

花種文心蘭（Oncidium Kaizumic Delight ‘Green Stone’）及與大白花蝴蝶蘭

（Phalaenopsis aphrodite ‘N2K01’）進行屬間雜交後之結果。 

 紅花種文心蘭(母本) 

Oncidium Twinkle ‘Red’ 

黃花種文心蘭(母本) 

Oncidium Kaizumic 

Delight ‘Green Stone’ 

大白花蝴蝶蘭(母本) 

Phalaenopsis aphrodite 

‘N2K01’ 

檸檬綠文心蘭 

CK（父本） 

授粉 2 朵花/2 朵落花 授粉 6 朵花/6 朵落花 授粉 6 朵花/6 朵落花 

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

MF-1（父本） 

授粉 2 朵花/2 朵落花 授粉 6 朵花/6 朵落花 授粉 6 朵花/6 朵落花 

自交授粉（紅花種及黃花

種文心蘭、大白花蝴蝶蘭

自交） 

授粉 2 朵花/2 朵落花 授粉 2 朵花/2 朵落花 授粉 2 朵花/2 朵結果莢 

 

4. 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之小孢子母細胞減數分裂過程及染色體行為之觀察 

 為了深入了解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花粉不稔性是否與小孢子母細胞

（microspore mother cell）的減數分裂過程有關，因此從其花苞中取樣觀察

小孢子母細胞經過減數分裂產生單倍體小孢子（microspore）之過程。本實

驗結果發現，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小孢子母細胞減數分裂過程中，粗絲期

僅部分染色體產生配對（圖 3A），出現同源染色體不正常配對（圖 3B, C）。

在減數分裂末期染色體分離及移動過程明顯受到干擾，普遍出現染色體遲

滯（chromosome laggard），形成染色體橋（chromosome bridge）（圖 3D-H），

此現象會造成染色體分配不平均（asymmetric segregation）的結果（圖 3I-N）。

因此，在減數分裂結束後，其所產生的花粉細胞中，每個子細胞（小孢子）

所含的染色體數目可能不同，且遺傳物質組成亦非完整，此可能為基因轉

殖蜜雪文心蘭花粉粒不稔性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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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之小孢子母細胞在減數分裂過程中，染色體

配對及分配時出現多種不正常現象。(A) 粗絲期僅部分染色體產

生配對，(B,C) 同源染色體不正常配對，(D-H) 子染色體分離遲

滯形成染色體橋，(I-N) 子染色體不均勻分配。 

 

除了上述不正常染色體行為可以支持花粉不稔性的證據之外，胞

質分裂（cytokinesis）的觀察證據也可瞭解花粉粒的生理現象。 

小孢子母細胞在減數分裂及細胞質分裂後形成四分體（tetrad），亦

即包含 4 個單倍體小孢子（haploid microspore）細胞，各自具有單套的

遺傳物質，最終每個單倍體細胞將發育成花粉粒。本實驗觀察結果顯

示，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的小孢子母細胞減數分裂因染色體分離及胞

質分裂不正常而產生很多大小不均的 3 個（圖 4D）4 個（圖 4A, B, C, E）

或 5-6 個小孢子（圖 4F-I）。這些異質大小的小孢子（heterogenous- sized 

microspore）的體積、細胞核大小及染色體（質）數量均不一致。此結

果可能歸因於南西文心蘭（受體植物檸檬綠文心蘭為南西文心蘭之組

織培養變異品種）為多物種間所雜交而得的後代，在減數分裂過程中，

來自不同親本物種的染色體無法配對，不但干擾後續的各染色體均衡

分離，也造成所產生的小孢子之遺傳物質（細胞質）不完整也不均衡

分配，終究無法發育成正常且有功能的花粉粒，因而造成不稔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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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小孢子母細胞在減數分裂時染色體分離和細

胞質分配（cytokinesis）後之結果。(D) 有大小不均的 3 個、

(A,B,C,E) 4 個或(F-I) 5-6 個異質大小的小孢子。 

 

最後，觀察其成熟的花粉粒，選取其中一個原生種親本（Onc. 

sphacelatum 為南西文心蘭的親本之一）作為比較。先以 acetocarmine 染

色花粉粒，發現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細胞質染色非常不易，且不均勻（圖

5B），其內含油泡顆粒體積較原生種親本（圖 5A）大一倍以上，並且體

積大小及形狀都不一致，此種不正常的發育結果都可做為判斷其花粉不

稔之證據。 

 
圖 5、由光學顯微鏡觀察以 acetocarmine 染色原生種親本之一的（A） 

Oncidium sphacelatum 及（B）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之花粉粒外

觀。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的花粉粒較 Oncidium sphacelatum 大且

不規則，細胞質發育不良造成染色不均勻。(scale bar : 5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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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花粉的發芽試驗 

本試驗取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和 Onc. sphacelatum 的花粉粒進行發芽活

力測試。將二種受試植株之花粉粒播種至添加不同濃度 sucrose （0 %、1 %、

2 %、3 %、10 %）之 BK 培養基，成分為 100 ppm H3BO3、100 ppm CaCl2·

2H2O、100 ppm MgSO4·7H2O、100 ppm KNO3，調整 pH 值至 5.7 ± 0.1

（Brewbaker 及 Kwack，1963）。在 25 ± 1°C 環境中暗培養，各於接種後第

3 日、10 日、15 日以顯微鏡觀察並記錄花粉管之生長。在培養後第 3 日（72

小時），Onc. sphacelatum 的花粉粒在含有 1 %、2 %、3 % sucrose 濃度之 BK 

media 中皆有明顯花粉管生長，在含有 10 % sucrose BK media 僅有少許花粉

管萌發；而在 0 % sucrose 濃度之 BK media 中則是在培養後第 10 日發現少

量花粉管生成；在培養後第 15 日，Onc. sphacelatum 的花粉粒於五種 sucrose

濃度之 BK media 中皆有顯著萌發現象。相較之下，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在

五種 sucrose 濃度之 BK media 中，至培養 15 日後仍無觀察到任何花粉管萌

發的跡象。綜合此實驗結果，整理成表 3 所示。 

於花粉粒培養實驗過程中，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並未發現花粉管萌發的

現象；而Onc. sphacelatum的花粉粒於五種 sucrose濃度之BK media中培養，

皆有顯著萌發現象，其中在含有 3 % sucrose 濃度之 BK media 中，花粉粒發

芽與花粉管生長狀況最好。 

 

表 3、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以及 Oncidium sphacelatum 於不同 sucrose 濃度之

BK media 中，培養 3 日、10 日、15 日之花粉發芽情形比較。（MF-1 為

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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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源基因之表現部位及穩定性 

本試驗材料（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含有 T-DNA 插入載體，T-DNA

載體攜帶 HPTII 基因（hygromycin phosphotransferase II，其酵素可分解

hygromycin）及 OgPSY（phytoene synthase，合成類胡蘿蔔素所需酵素）

之兩片段各 500bp，分別以反方向黏接，中間夾著 GUS 基因片段；轉錄

時，可形成髮夾型的 mRNA 結構。此髮夾 mRNA 只有在花瓣組織表達，

在根莖葉皆不表達（Liu et al., 2019）。為偵測轉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是否

有穩定地表現外源基因，分別於營養生長期及生殖期（開花時）各別自檸

檬綠文心蘭（CK）和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MF-1）的組織萃取 RNA。於

未開花時抽取 CK 及 MF-1 的營養組織含：根、莖及葉之 RNA。於開花時

則分別抽取 CK 及 MF-1 的根、莖、葉和花的 RNA。用 CTAB 方法抽取 total 

RNA，取 1µg RNA 用 M-MLV RTase （Promega) 反轉錄成 1
st
 cDNA，再

取 1µL cDNA 進行 RT-PCR 檢測基因的表現量。檢測 HPTII 基因所用的引

子 為 5’-GATGTAGGAGGGCGTGGATA-3’ 及 5’-CGTCTGCTGC 

TCCATACAAG-3’（PCR 片段大小為 621 bp）。檢測 OgPSY 基因引子為依

照田間試驗申請書中（P.37）所附鑑定的方法之引子序列資訊，合成引子，

分 別 為 ：  5’- AACTAGTTCTGGGCAATCTATGTGTGG-3’ 及 5’- 

CACTAGTCCCATTAAATATATCCTCATCTG-3’。CK 和 MF-1 在營養生長

期間的生長情形如圖 6 所示。進行 RT-PCR 檢測外源基因在根、莖及葉的

表現量，結果指出 CK 並不表現 HPTII 基因，而有表現 OgPSY 基因；反

之 MF-1 皆有表現 HPTII 和 OgPSY 基因（圖 6）。於開花後再次檢測 HPTII 

和 OgPSY 基因在 CK 和 MF-1 的基因表現量，結果指出惟有 MF-1 不同組

織表現 HPTII 基因，CK 對照組則不表現 HPTII 基因（圖 7），但 OgPSY

不表現於 MF-1 的花組織中。此實驗結果顯示，無論營養生長期及開花時

期 MF-1 皆可穩定表現其轉殖之外源基因 HPTII（圖 6 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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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利用 RT-PCR 檢測營養生長期外源基因表現情形。文心蘭在溫室

生長的情形（上圖），HPTII 基因存在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MF-1）

的根（Root）、假球莖（Psuedobulb）及葉片（Leaf）中，而檸檬

綠文心蘭（CK）則不表現 HPTII 基因（下圖）。ACTIN 為 internal 

control。 

 

 

圖 7、利用 RT-PCR 檢測開花時期外源基因表現情形。文心蘭開花時，

在溫室生長的情形（上圖）及 HPTII 基因存在於基因轉殖蜜雪文

心蘭（MF-1）的唇瓣（Lip）、整朵花（Whole flower）、根（Root）、

假球莖（Psuedobulb）及葉片（Leaf）中，但 OgPSY 不表現於花

瓣中，檸檬綠文心蘭（CK）不表現 HPTII 基因，但 OgPSY 表現

於所有組織中（下圖）。ACTIN 為 internal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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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物安全評估結果 

 

（一）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演變成雜草之可能性及其影響 

基因轉殖植物造成雜草化（weediness）是基因轉殖植物對環境所造成

的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中重要考量之因子。因為文心蘭花粉雜交

試驗的結果顯示其花粉皆敗育，所以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不似外來植物般

繁殖力及具備強的擴散力，且文心蘭為盆栽植物在野外抗逆境程度不高，

在設施栽培之外不易存活。 

不易雜草化之理由為以下三點： 

1. 切花文心蘭在臺灣商業栽培已將近三十年，屬於設施生長之農作物，

至目前為止，尚未發現外流野化之情況。 

2. 文心蘭植物沒有地下莖及走莖等無性繁殖器官，同時基因轉殖蜜雪

文心蘭產生少量且不具活性之花粉。 

3. 根據以上的證據與觀察，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於推廣種植時演變成

雜草的可能性很低。 

 

（二）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對目標生物可能之直接或間接影響 

因為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未經轉殖抗蟲及抗病基因，未針對特定目標

生物，合乎農業委員會於民國 96 年 8 月 22 日訂定發布的「基因轉殖植物

遺傳特性調查及生物安全評估原則」（農糧字第 0961051654 號）第参項第

二條之規定，免進行此試驗。 

 

（三）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對非目標生物可能之直接或間接影響 

 

1. 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對非目標昆蟲之關係及影響之評估 

由於文心蘭試驗栽培過程都在溫室中進行，所以不易有蟲害發生，

試驗期間 8 個月無噴藥防治病蟲害。黃色黏蟲紙放在溫室數個月只黏到

少數果蠅類的小昆蟲，此類果蠅可視為非目標昆蟲之一（圖 8A）。本試

驗昆蟲的對照組（CT）是以種植非基因轉殖植物的溫室所收集到的蟲子

為對照。PCR 檢測結果顯示 HPTII 基因沒有轉移到昆蟲基因組中（圖

8B）。 



11 
 

 

圖 8、PCR 檢測 HPTII 基因是否有外移到昆蟲。(A) 表示溫室收集到

的昆蟲種類，(B) 表示利用 PCR 檢測昆蟲體中是否被 HPTII 基

因污染插入。結果顯示所有昆蟲都沒有偵測到 HPTII 之基因。（CK

為檸檬綠文心蘭，MF 為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B8 為栽種基因轉

殖蜜雪文心蘭之溫室的昆蟲，CT 為從種植非基因轉殖植物之溫

室採集到的昆蟲，作為對照組。） 

 

2. 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對非目標病害之關係及影響之評估 

  本實驗之文心蘭栽培都在半密閉溫室，控制日/夜溫度在 30℃/20℃

的設施中進行，沒有明顯病菌為害發生，且實驗過程中文心蘭皆不需噴

藥。於 12 月底實驗結束前評估罹病情形，主要病徵有三種如圖 9A 所示，

其中檸檬綠文心蘭罹患第一種病害最普遍，病徵如圖 9A1 所示，且高達

64%植株有得病，可能是田間帶病潛伏感染；因為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

是利用組培繁殖後第一次從定植苗出瓶，故罹病率較低（圖 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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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文心蘭病徵種類及罹病情形。檸檬綠文心蘭罹第一種病害較基因

轉殖蜜雪文心蘭嚴重，其他兩種病害的罹病率，檸檬綠文心蘭與

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則差異不大。（CK 為檸檬綠文心蘭，MF 為

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 

 

3. 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對土壤微生物相之影響 

本試驗之目的是分析探討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在生長階段是否會產

生分泌代謝物而抑制根圈微生物的生長，此試驗同時以未轉殖的文心蘭

－檸檬綠文心蘭做對照分析。 

利用平板分離法（plate culture method, Shiomi et al., 1992）分析比較

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栽種介質與檸檬綠文心蘭栽種介質的根圈微生物相

（microflora），利用菌落數統計值比較，並沒有顯著差異（圖 10）。根據

Yu 等人（2013a 及 2013b）與 Oguchi 等人（2014）的報告指出，根圈微

生物評估中，若基因轉殖及非基因轉殖植物之菌落數無顯著差異，即可

視為基因轉殖植物對環境生物安全（e.g.土壤微生物相）的安全參數依據，

此乃因為植物個體本身即存在差異度，而栽培介質及土壤也存在很大差

異，特定微生物種類出現之再現性極低，所以無法以微生物特定種類為

指標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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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比較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與檸檬綠文心蘭栽種介質中之真菌與

細菌微生物相。實驗方法是分別將浸潤過兩種文心蘭栽種介質

之磷酸緩衝液，塗盤於 OGYE 以及 PTYG 固態培養基上，分別

在 28℃，培養三天（OGYE 培養基）以及五天（PTYG 培養基）

後，將 (B) 真菌（fungi）、 (C) 細菌之菌落數（colony-forming 

unit, CFU）回推並計得每單位克所含的菌落數。數據各為三重

複之平均值±SD。註： (1) OGYE（Oxytetracycline Glucose Yeast 

Extract）培養基主要是用於培養真菌， (2) PTYG（Peptone 

Tryptone Yeast Extract Glucose）培養基則是培養細菌。（CK 為

檸檬綠文心蘭，MF 為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 

 

4. 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對動物之影響 

文心蘭並非動物所攝食的食物，所以很難找到特定的動物進行這種

試驗，在臺灣的文心蘭農場只能偶而發現蛞蝓類動物攝食文心蘭嫩葉，

所以此試驗以蛞蝓及扁蝸牛為動物對象，觀察其攝食後情形，並分析轉

殖的外源基因（HPTII）是否可能因此流布。 

因文心蘭設施栽培中偶而受扁蝸牛和蛞蝓為害，扁蝸牛和蛞蝓會咬

食文心蘭的嫩葉和根，為害之情形如圖 11 所示。故分別將五盆檸檬綠文

心蘭及五盆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用遮陽網覆蓋避光。隔離餵食 10 天後逢

機取出 5 隻扁蝸牛和 5 隻蛞蝓，抽取扁蝸牛和蛞蝓的 DNA 並用 PCR 檢

測蝸牛和蛞蝓是否帶有 HPTII 之基因。用 PCR 檢測扁蝸牛和蛞蝓是否帶

有外來的 HPTII 基因，結果顯示無論是餵食檸檬綠文心蘭或基因轉殖蜜

雪文心蘭之扁蝸牛和蛞蝓之驅體與排泄物，皆沒有偵測到 HPTII 之基因

（圖 12）。且動物個體皆生長發育良好，亦沒有造成不良作用；扁蝸牛和

蛞蝓餵食文心蘭三個月造成為害之情形列於表 4，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和

檸檬綠文心蘭危害情形相似。過去許多文獻指出，植物的基因很難利用

水平基因轉移（ 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HGT）至動物及微生物

（Aeschbacher et al., 2005; Sharma et al., 2006; Keese, 2008; Xu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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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扁蝸牛及蛞蝓為害文心蘭之情形。 

 

 

圖 12、以 PCR 檢測扁蝸牛及蛞蝓是否帶有 HPTII 之基因。結果顯示餵食檸

檬綠文心蘭或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之扁蝸牛及蛞蝓沒有偵測到

HPTII 之基因。（CK 為檸檬綠文心蘭，MF 為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 

 

表 4、扁蝸牛和蛞蝓餵食文心蘭三個月造成為害之情形。 

Line Bite plant No. (%) Bite damage (%) 

檸檬綠文心蘭 (CK) 5/5 (100%) 42% 

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 (MF-1) 5/5 (100%) 44% 

所有扁蝸牛以及蛞蝓皆各別餵食 CK 以及 MF-1 文心蘭 (n = 5)，並於餵食後

三個月進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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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對植物的影響 

三明治法（Sandwich method）為一廣泛使用在生物安全評估之實驗，

其實驗目的為了瞭解試驗植株之組織是否釋放出代謝物質，並且對鄰近

生長之植株造成生物相剋作用（allelopathic effects）。本實驗所採用 

Sandwich method 主要是依據 Fujii 等人（2003; 2004）及 Oguchi 等人

（2014）之方法加以修改後進行分析。實驗開始時，將檸檬綠文心蘭及

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各5株的葉片用70℃烘箱乾燥後，剪成細碎片備用。

配製 0.5% agar （MD Bio），先倒 5mL 到 6 孔盤中，等下層 agar 凝固之

後，撒 50mg 文心蘭已乾燥細碎葉片於 agar 上面，再鋪上 5mL agar 於上

層。等 agar 凝固冷卻之後再將 20 粒種子（一重複）播種在 agar 上層，

蓋上蓋子放在 25℃的生長箱，置黑暗中發芽。 

分析結果指出萵苣的萌芽率、下胚軸長度、根長於兩種不同文心蘭

葉片介質間無明顯差異（圖 13），可看到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對萵苣之生

長沒有產生拮抗作用，因此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應不會產生有毒物質，

不會造成剋制現象。 

 
圖 13、利用 sandwich method 分析基因轉殖白花文心蘭之生物相剋作用。

(A)將 sandwich method 所測試之萵苣平舖至瓊脂固態培養基上，並

測量其胚軸（hypocotyls）及胚根（radicles）長度差異。此實驗包含

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乾重（10、50 mg），並且將檸檬綠文心蘭做為

對照。數據各為三重複之平均值±SD。萵苣在(B 左圖)胚軸、(B 右

圖)胚根長度及(C、D)發芽率皆無顯著差異。HA：檸檬綠文心蘭；

MF-1：基因轉植蜜雪文心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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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之外源基因流入其他動植物、病原生物之可能性及其

影響 

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是否可能將外源基因流入其他動植物之途徑有

二，第一個可能性是基因轉殖植物自實驗室移出至室外種植時，植株含有

汙染的基因轉殖農桿菌，第二個可能性則是基因經根圈微生物攜帶而流布

至外界環境。針對此二問題進行「檢測組培苗可能殘留之農桿菌污染外界

生態」及「檢測外源基因流入根圈微生物之可能性」試驗。 

 

1. 檢測組培苗可能殘留之農桿菌污染外界生態  

為了瞭解文心蘭轉殖過程中農桿菌是否仍會依附在其組培苗上生長，

本實驗將浸潤過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整株組培苗之 ddH2O、基因轉殖蜜

雪文心蘭組培苗之葉片和根，分別塗盤及平貼至含有抗生素（kanamycin）

以及不含抗生素（kanamycin）之 YEB 固態培養基上培養至 28℃一週後，

分別計算其在組培苗每克鮮重（ fresh weight, F.W. ）中之菌落數

（colony-forming unit, CFU）。實驗結果顯示並無任何農桿菌殘留於基因

轉殖蜜雪文心蘭之組培苗（圖 14）。 

日本農林水産省農業環境技術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Agro - 

Environmental Sciences, Ibaraki, Japan）於 1992 年發表一篇「基因轉殖抗

TMV 番茄生態安全試驗評估報告」（組換えトマト安全性評価研究グル

ープ，1992），內容針對農桿菌轉殖之基因轉殖抗 TMV 番茄進行遺傳特

性以及生物安全評估調查。由於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同樣是透過農桿菌

轉殖而來（Agrobacterium - mediated transformation），本研究參考其試驗

方法之結果（「Agrobacterium の残存性」，については農業環境研究所報

告第 8 号の方法），與「基因轉殖抗 TMV 番茄生態安全試驗評估報告」

中相符，說明透過農桿菌轉殖之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組培定植苗並不會

有農桿菌殘留現象（Agrobacterium residue）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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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農桿菌是否殘存在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組培苗之測試。(A)分別

將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整株組培苗於 30 ml 之 ddH2O 振盪浸泡

十分鐘，取 5ml 浸泡液塗盤、及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組培苗之

葉片和根平貼置於 YEB 固態培養基上。培養於 28℃，一週後計

算組培苗每克鮮重（fresh weight, F.W.）中之所含菌落數並分別

計算於(B)、(C) 及(D)，數據各為三重複之平均值±SD。註：YEB

固態培養基成分為 5g/l beef extract, 1 g/l yeast extract, 5g/l 

peptone, 5g/l sucrose, 0.5g/l MgSO4, 1.5% w/v agar。（MF-1 為基因

轉殖蜜雪文心蘭）。 

 

2. 檢測外源基因流入根圈微生物之可能性 

此試驗之主要目的是檢測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的唯一外源基因 

（HPTII）是否可能流入根圈微生物，此結果可據以推論外源基因流入動

植物病原生物之可能性。實驗時將檸檬綠文心蘭及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

種植六個月之後，收集其介質之淋洗液，方法如圖 15 所示。分離出並收

集檸檬綠文心蘭及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之根圈微生物各十個菌株（圖 16A、

17A），皆以細菌和真菌為主。將 20 個從檸檬綠文心蘭及基因轉殖蜜雪文

心蘭收集到的菌株分別萃取 DNA，利用 PCR 方式檢測是否菌株含有

HPTII 基因。所用的引子為 5’-GATGTAGGAGGGCGTGGATA-3’及

5’-CGTCTGCTGCTCCATACAAG-3’ （PCR 後片段大小為 621 bp），以檢

測菌株是否有被插入 HPTII 基因，因而具有 hygromycin 之抗性。本實驗

以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為 PCR 之 positive control （有 PCR 條帶），而檸

檬綠文心蘭則為 PCR 之 negative control （沒有 PCR 條帶）。結果顯示無

論檸檬綠文心蘭及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之根圈微生物皆檢測不到 HPTII

基因的存在（圖 16、17），表示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的 HPTII 基因沒有外

流，因此不會影響到土壤微生物相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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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分離檸檬綠文心蘭及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根圈微生物之方法。

（CK 為檸檬綠文心蘭，MF 為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 

 

圖 16、PCR 檢測 HPTII 基因是否有插入到檸檬綠文心蘭之根圈微生物

中。(A) 分離培養檸檬綠文心蘭之根圈微生物之十個菌株，(B) 

利用 genomic PCR 檢測根圈微生物是否有被 HPTII 基因插入；

(C) RT-PCR檢測根圈微生物是否有HPTII基因表現。-為 negative 

control，+為 positive control，16S 為 internal control。檸檬綠文

心蘭之根圈微生物檢測不到 HPTII 基因插入及表現。（CK 為檸

檬綠文心蘭，MF 為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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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PCR 檢測 HPTII 基因是否有插入到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之根圈

微生物。(A) 分離培養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之根圈微生物之十個

菌株，及(B) genomic PCR 檢測 HPTII 基因是否插入根圈微生物

中，(C) RT-PCR 檢測根圈微生物是否有 HPTII 基因表現。-為

negative control，+為 positive control，16S 為 internal control。結

果顯示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之根圈微生物檢測不到 HPTII 基因

插入及表現。（CK 為檸檬綠文心蘭，MF 為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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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因轉殖植物發生基因外流情形時對國內環境生態及原生種可能之影響 

基因流布（Gene flow）是基因轉殖植物安全風險評估中最擔心的課

題，而花粉是植物發生基因外流的主要媒介。對於異交（outcrossing）作

物 （Wang et al., 2004）或風媒花作物（如玉米），基因流布的疑慮可能

比較大。文心蘭本身不是風媒花，其花粉粒黏結成團塊，成為花粉團

（pollinia），無法藉由風吹散播出去，自然界中依賴昆蟲傳播花粉；在遺

傳特性調查的試驗中，利用多種培養基及環境條件測試花粉的發芽率，皆

無法發芽，顯示其已喪失花粉活力，同時，詳細觀察文心蘭花粉粒的形成

過程  （microsporogenesis），證實減數分裂不正常的現象（meiotic 

abnormality），在過程中染色體之配對與分配異常，因此造成花粉細胞發

育不正常，這種異常減數分裂現象（meiotic abnormalities）使得基因轉殖

蜜雪文心蘭無法產生稔性花粉。因此，這些證據顯示藉由花粉發生基因流

布的機率低。 

文心蘭原產於中南美洲一帶，臺灣的植物群落中沒有文心蘭原生種，

所以沒有影響原生種生態多樣性之疑慮；同時，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之花

粉不具有活性，加上文獻指出植物基因很難水平基因轉移至動物或微生物，

所以應不具有破壞國內環境生態及生物多樣性之可能。 

 

五、試驗期間及試驗結束後，植株及其產物等試驗廢棄物之處理方式 

試驗結束後將文心蘭植株從介質拔出，分開裝在滅菌袋中，用大型

autoclave 高溫滅菌，滅菌條件為溫度 125℃，壓力 20Kg/cm
2 處理時間 40

分鐘。隔天以廢棄物處理方式由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垃圾車載

到該局的焚化爐燒毀（圖 18）。 

 

 

圖 18、實驗廢棄物處理方式及流程。試驗結束後，將文心蘭植株在廢棄前先滅

菌，滅菌為溫度 125℃，壓力 20Kg/cm
2，時間 40 分鐘。最後廢棄物由

南科管理局焚化爐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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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結論 

（一） 臺灣大學植物科學研究所葉開溫教授利用 RNAi 技術降解文心蘭花瓣

組織中內生的 phytoene synthase（OgPSY）基因所表達之 RNA 

transcripts，育出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Oncidesa Gower Ramsey ‘Honey 

Snow MF-1’）。委託中央研究院南部生物技術中心進行 ”遺傳特性調

查及生物安全評估實驗”，綜合以上實驗結果指出，基因轉殖蜜雪文

心蘭的遺傳特性穩定，其園藝性狀及生長特性與未經轉殖的對照株－

檸檬綠文心蘭（Oncidesa Gower Ramsey ‘Honey Angel’）相似，兩者

的差異處在花瓣的顏色，由檸檬綠文心蘭的黃色變成白色；基因轉殖

蜜雪文心蘭切花的瓶插壽命、花粉活力和授粉情形與未轉殖的對照株

－檸檬綠文心蘭皆相似。 

 

（二） 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無論是進行種內、屬間雜交，結果皆顯示其無法

正常形成果莢；觀察其小孢子母細胞減數分裂過程、染色體行為及其

花粉型態外觀，皆可以作為判斷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花粉不稔之證

據。  

 

（三） 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所使用的是 RNA 干擾技術，並非使用傳統基因

轉殖的外源基因過度表達（overexpression）策略，其插入檸檬綠文心

蘭基因體的 T-DNA片段只含有文心蘭自體的CHRC基因（chromoplast 

specific carotenoid associated gene）的啟動子片段（Chiou et al., 2008)，

以及自有的 phytoene synthase cDNA 小片段，約 500bp 長度，使之轉

錄出小片段 RNA (siRNA）來達成 RNA 降解作用。在轉殖時使用花

瓣專一表現 （petal specific expression）的啟動子，所以 RNA 干擾作

用僅侷限於花瓣組織中，不表現於根莖葉器官。相較於一般使用過度

表達外源基因 （foregin gene）的技術，較為安全；另外，使用 hygromycin 

phosphotransferase II（HPTII）當作基因轉殖時篩選標誌，HPTII 蛋白

已被證實對於動物及微生物皆沒有毒性（Xu et al., 2009；Zhuo et al., 

2009），整體而言，此種轉殖技術是相對安全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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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評估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是否會造成花粉粒與同種、近源種或遠源種

產生雜交，造成基因流布（gene flow），基因汙染（gene contamination）

之可能性，在此報告中的結果指出：檸檬綠文心蘭或基因轉殖蜜雪文

心蘭本身為自交不親和，且與其他屬的文心蘭或蝴蝶蘭（屬間）雜交

也是不親和，自然生態下皆無法成功結莢果，造成花粉混雜與基因流

布之風險低。 

 

（五） 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造成雜草化的可能性，因文心蘭花粉雜交試驗的

結果皆敗育，且文心蘭沒有地下莖及走莖等無性繁殖器官，所以不似

外來植物般繁殖力及具備強的擴散力。文心蘭引進臺灣種植三十餘年

來，都在設施中栽培（confined cultivation），已經成為特殊限制性環

境（enclosed system）才能生長的植物，在野外抗逆境程度不高，不

易存活，因此，推論其演變為野草化之可能性低。 

 

（六） 評估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對非目標動物（扁蝸牛和蛞蝓）可能之直接

或間接影響，餵食結果指出 HPTII 基因並沒有水平轉移到扁蝸牛或蛞

蝓。評估基因轉殖植物對非目標生物如昆蟲、病害、根圈微生物之水

平轉移現象，結果指出 HPTII 基因並沒有水平轉移至這些動物及微生

物之基因體中。至於對其他植物的生物相剋作用之影響，實驗結果指

出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與檸檬綠文心蘭有相似的結果，不會對其他植

物造成生物相剋作用；追蹤檢測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栽培時所使用的

水草以及其他介質（蛇木屑、石頭及木炭等），培養其根圈微生物相

（microbial flora），證實其結果與檸檬綠文心蘭並沒有差異顯現。綜

合以上實驗結果顯示，基因轉殖蜜雪文心蘭對於生態環境是相對安全

的。 

  



23 
 

七、參考文獻 

1. Aeschbacher, K., Messikommer, R., Meile, L., and Wenk, C. (2005). Bt176 

corn in poultry nutrition: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fate of recombinant 

plant DNA in chickens. Poultry Science. 84 (3): 385-394. 

2. Brewbaker, J. L., and Kwack, B. H. (1963). The essential role of calcium in 

pollen germination and pollen tube growth. American Journal of Botany. 50 

(9): 859-865. 

3. Chiou, C.Y., Wu, K., and Yeh, K.W. (2008). Characterization and promoter 

activity of chromoplast specific carotenoid associated gene (CHRC) from 

Oncidium Gower Ramsey. Biotechnology Letters. 30 (10): 1861-1866. 

4. Fujii, Y., Parez, S., Parvez, M., Ohmae, Y., and Iida, O. (2003). Screening of 

239 medicinal plant species for allelopathic activity using the sandwich 

method. Weed Biology and Management. 3 (4): 233-241. 

5. Fujii, Y., Shibuya, T., Nakatani, K., Itani, T., Hiradate, S., and Parvez, M. M. 

(2004). Assessment method for allelopathic effect from leaf litter leachates. 

Weed Biology and Management. 4 (1): 19-23. 

6. Keese, P. (2008). Risks from GMOs due to 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Environmental Biosafety Research. 7 (3): 123-149. 

7. Liu, Y. C., Yeh C. W., Chung, J. D., Tsai, C. Y., Chiou, C. Y., and Yeh, K. W. 

(2019). Petal-specific RNAi-mediated silencing of the phytoene synthase gene 

reduces xanthophyll levels to generate new Oncidium orchid varieties with 

white-colour blooms. Plant Biotechnology Journal.: 1-4. 

8. Oguchi, T., Kashimura, Y., Mimura, M., Yu, X., Matsunaga, E., Nanto, K., 

Shimada, T., Kikuchi, A., and Watanabe, K. N. (2014). A multi-year 

assess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transgenic Eucalyptus trees 

harboring a bacterial choline oxidase gene on biomass, precinct vegetation and 

the microbial community. Transgenic Research. 23 (5): 767-777. 

9. Sharma, R., Damgaard, D., Alexander, T. W., Dugan, M. E., Aalhus, J. L., 

Stanford, K., and McAllister, T. A. (2006). Detection of transgenic and 

endogenous plant DNA in digesta and tissues of sheep and pigs fed Roundup 

Ready canola me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54 (5): 

1699-1709. 

10. Shiomi, M., Asakawa, Y., Fukumoto, F., Hamay,a E., Hasebe, A., Ichikawa, H., 

Matsuda, I., Muramatsu, T., Okada, M., Sato, M., Ukai, Y., Yokoyama, K., 

Motoyoshi, F., Ohashi, Y., Ugaki, M., and Noguchi, K. (1992).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the release of transgenic tomato plants with TMV resistance on 

the environment. Bull Natl Inst Agro-Environ Sci Jpn., 8: 1-51.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Chiou%20CY%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18575811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Wu%20K%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18575811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Yeh%20KW%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18575811


24 
 

11. Wang, Z. Y., Ge, Y., Scott, M., and Spangenberg, G. (2004). Viability and 

longevity of pollen from transgenic and nontransgenic tall fescue (Festuca 

arundinacea) (Poaceae) plants. American Journal of Botany. 91 (4): 523-530. 

12. Xu, W. T., Lu, Y., Luo, Y. B., Yuan, Y. F., and Huang, K. L. (2009). Study on 

Allergenicity Assessment of hygromycin B phosphotransferase Protein. 

Journal of Food Science. 30: 261-264. 

13. Yu, X., Akira, K., Matsunaga, E., Shimada, T., and Watanabe, N. K. (2013a). 

Environmental safety assessment on transgenic Eucalyptus globules harboring 

the choline oxidase (codA) gene in semi-confined condition. Plant 

Biotechnology. 30 (1): 73-76. 

14. Yu, X., Kikuchi, A., Shimazaki, T., Yamada, A., Ozeki, Y., Matsunaga, E., 

Ebinuma, H., and Watanabe, K. N. (2013b). Assessment of the salt tolerance 

and environmental biosafety of Eucalyptus camaldulensis harboring a mangrin 

transgene. Journal of Plant Reaearch. 126 (1): 141-150. 

15. Zhuo, Q., Piao, J. H., Tian, Y., Xu, J., and Yang, X. G. (2009). Large-scale 

purification and acute toxicity of hygromycin B phosphotransferase. 

Biomedica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2 (1): 22-27. 

16. 組換えトマト安全性評価研究グループ (1992)。遺伝子組換えによって

TMV 抵抗性を付与したトマトの生態系に対する安全性評価。農林水産

省農業環境技術研究所 農業環境技術研究所報告 8 号。筑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