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物品種的別名－DNA條碼

前　言
現今社會中商品的貿易日益頻繁，而在農

業貿易中農產品大部份為田裏採收的作物，一

個好的作物品種即是一個好的商品，代表著其

潛在的獲利能力，每年世界各國有許多作物新

品種的育成，但每個作物的特性都不一樣，更

是育種人員經過多年努力的成果，因此為了保

護育種者智慧財產權的成果，品種權的保護更

要注意，在科技日新月異的現在，若能開發作

物DNA條碼使其形成一種在品種鑑定上通用的

條碼，除了能防止作物侵權的產生，也定能在

未來的貿易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DNA條碼介紹
作物的DNA條碼係指作物的DNA指紋分

析(fingerprinting)，就像每個人有著屬於自已

的指紋一樣，每一個作物品種也會有屬於它

的DNA指紋(條碼)，那DNA條碼又如何產生

呢？主要是由逢機擴增多型性DNA(random 

amplified polymorphic DNA，RAPD)、間帶

簡單重複序列(inter-simple sequence repeat, 

I S SR )、增殖片段長度多型性(Amp l i f i e d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AFLP)、單核

苷酸多型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及

簡單重複序列(simple sequence repeats, SSRs)

等幾種技術產生，以下就簡單介紹這幾種技

術。

RAPD應用逢機合成10個核苷酸的引子，

經過PCR反應，即DNA變性，引子與模板鏈合

及DNA放大三個步驟來放大DNA片段，如圖

一，因兩不同作物品種有其特異的DNA序列，

造成引子鏈合的位置不同，因此被放大的DNA

片段也因而不同，並經過凝膠電泳進行分離，

結果在不同作物品種間便會產生不一樣的複雜

圖案。

SSR就是簡單重複序列又稱微衛星序列，

主要是因生物的基因組DNA中富含以2～6

個鹼基對為單位重複排列所形成之的小片段

DNA，而這些鹼基的重複數量在不同作物或不

同品種間具有非常高的變異，因此可用來作為

作物品種鑑定的依據，目前也是應用價值最高

的DNA指紋辨識技術；微衛星DNA指紋分析技

術，主要是針對微衛星基因座中重複序列兩側

的序列，設計高度專一性的引子對，以基因組

DNA為模板，進行聚合酵素連鎖反應，由於不

同作物品種間的重複序列長度會有變異，因此

可作為鑑定的依據，如圖二，兩個不同作物品

種間因鹼基對重複數目的差異，經過PCR及電

泳分析產生了不同條帶的圖形。

ISSR技術的通常以二或三核苷酸重複7～

8次後在重複核苷酸的其中一端加上1～4個核

苷酸，引子總長約17～22bp，如(AT)8G、

(ACT)7G或G(AT)8，以此引子進行PCR擴增，

利用一端加上1～4個核苷酸的引子可準確的鏈

合在簡單重複序列的兩端，放大的片段是兩段

SSR間的序列，因DNA序列與引子煉合的位置

可能發生突變，或者在兩SSR間的序列發生插

入或缺失使擴增後的DNA片段表現出多型性；

此外DNA產物產生多型性的原因還包括簡單重

複序列本身的長度變異。以圖三來說，品種二

因序列和品種一不同，所以多了一條不同的條

帶。

AFLP首先以能辨認特定序列的限制酵素

將基因組切割成為片段，然後利用限制片段切

口具有「專一辨認序列」的特點，使PCR反應

▲圖二、SSR圖示，英文字母代表鹼基

對的重複，紅色線條為引子，藍色線條為

鹼基對兩旁序列，因不同品種鹼基對重複

數目不同，PCR後經電泳分析便產生不同的

條帶。

作者：黃佳興 助理研究員、

王啟正 助理研究員

作物改良課

園藝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300

▲圖一、RAPD圖示，紅色線條為基因組DNA，黑

色線條為RAPD之引子，因基因組序列在兩品種

不同，PCR後經電泳分析便產生不同的條帶。

▲圖二、SSR圖示，英文字母代表鹼基對的重

複，紅色線條為引子，藍色線條為鹼基對兩旁

序列，因不同品種鹼基對重複數目不同，PCR

後經電泳分析便產生不同的條帶。

▲圖三、ISSR圖示，黑色線條為基因組DNA，紅

色線條為ISSR引子，因兩品種基因組序列不同

引子鏈合位置不同，PCR後經電泳分析便產生

不同的條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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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所用的引子在與DNA模板鏈合時條件更加嚴

格，而提高了PCR 結果的再現性，操作上用

二種限制酶切割DNA後，再以雙股DNA接合子

(adaptor)黏合於DNA片段二端，並利用接合子

序列當作引子進行PCR，兩品種間因限制酶切

割片段的不同因此最後PCR產物便產生了多型

性，如圖四。

SNP是指利用生物基因體中DNA序列存在

的變異，DNA序列為ATCG四種核苷酸組成之

排列組合，一般情況在單一位置只會出現一種

核苷酸，但某些特定位置會同時出現兩個不同

的鹼基對，如A/T或A/C等，這種情況就是所

謂的SNP，也因為這些變異的數量非常多，因

此應用性極廣。

DNA條碼技術比較及未來應用
進一步比較前述五種方法，其中ISSR、

RAPD和AFLP的優點是不需由已知的序列設

計引子，SSR及SNP的技術則需要知道此一資

訊，但SSR技術的好處是微衛星序列在真核生

物的基因組中較具多型性，而SNP在基因組中

最豐富，兩種方法的再現性也較高，因此目前

國際間承認之主要技術為SSR及SNP。

目前的作物品種鑑定主要還是依照外表型

來判別，但外表可以判別又為何要研究新的方

法呢?因為現行的判別方法有一些缺點，例如

無法從產品直接看出為何品種，農產加工品更

無法判斷，在未來農業面對全球化的競爭勢必

走向更精緻化，無論是生產過程或是品種名稱

都必須讓消費者知道，因此作物DNA條碼的應

用便成為一個可行的方法，雖然此方法有著許

多的優點，但作物的DNA條碼目前尚無世界各

國統一的規範，也沒有一致的資料庫可供不同

國家間比對，而且伴隨著作物基因體定序的進

展，勢必有新的條碼出現，同樣的也會有一些

被淘汰，這都是作物DNA條碼尚待研究的部

份。

結　語
本場近年來研發許多作物新品種，如苦

瓜、番茄及青蔥等，並已針對苦瓜及番茄進行

了DNA條碼的相關研究，除了能使本場研發的

作物有多一層的保護之外，也能在品種侵權問

題發生時多了一種鑑別技術可供參考。

前　言
古人說:「十步之內必有芳草」，早春時

節有一種台灣原生蘭花，在陽光充沛的草地

上，綻放著小巧玲瓏、白裡帶點粉紅色的花

朵，由下而上一朵接著一朵旋轉著花軸陸續開

放，它就是綬草。綬草除了花朵迷人外，還具

有保健功能，依據甘偉松教授編著之台灣植物

藥材誌記載，綬草具補腎壯陽、強筋骨、祛風

濕之功效。因此，在園藝利用上，綬草可栽培

為袖珍盆景，觀賞其雅緻花朵所展現出來的清

新淡雅之美，觀花期可達1個月之久；在保健

利用上，可將全株浸泡米酒或熬鷄湯作為食補

之用。由於綬草植株矮小且外形似小草，又與

雜草混生，因此人們在其開花時才容易發現它

的存在，並在綬草蒴果尚未成熟的期間即大量

的採集，使得野生種原逐漸稀少，現在田野中

已經很難再見到它的蹤跡。植物有一種特殊的

能力，只要有它身上的一部分細胞，或許是一

個芽體、根尖，經過一系列的培養就可以發育

成具根、莖、葉的完整植株，這項技術稱為組

織培養，在農業上經常應用於蘭科等不易繁殖

或繁殖速率緩慢的植物，讓台灣享譽全球的蝴

蝶蘭產業，就是以純熟的組織培養技術來繁殖

種苗，為我國賺進大量的外匯。本文將介紹綬

草的植物性狀與栽培管理，並針對組織培養技

術開發的經過做一簡單而深入的介紹，期望藉

此讓對綬草組織培養技術有興趣的農民及消費

者有更深入的認識與助益。

植物性狀與栽培管理
綬草(Spiranthes sinensis (Pers.) Ames.)為

綬草屬之台灣原生地生蘭，在清明時節其小巧

玲瓏的粉紅色花朵，旋轉著生於花軸上，宛如

青龍纏柱般向上延伸開放，相當特別；另外，

它的根外觀如人參般，故又名盤龍參、春蟲、

青龍纏柱、青龍抱柱或清明草。綬草植株迷

你，根莖短、根系肥厚、簇生；葉數枚，叢生

於基部，呈線形至線狀披針形，長約5至15公

▲圖四、AFLP圖示，黑色線條為基因組DNA，線

條上不同符號代表不同限制酵素切割點，綠色

線條為利用接合子設計引子，因兩品種因切割

片段不同，PCR後經電泳分析便產生不同的條

帶。

作者：陳季呈　副研究員

蘭陽分場

果花研究室

電話：(03)9899707轉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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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觀賞又保健的清明草

之組織培養技術開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