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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重組類病毒顆粒( Recombinant virus-like particles, VLPs )進入生物體後，可有

效誘發免疫反應，由於不具原始的毒性，因此被廣泛應用於疫苗開發。相較於其

它的異源表達系統，植物表達重組類病毒顆粒具備高安全性、成本低廉並且製程

簡便等優勢，但蛋白質產量低為主要缺點。為克服此問題，本研究嘗試在菸草葉

中同時表現目標蛋白質以及來自雙生病毒屬的豆科黃矮化病毒( Bean yellow 
dwarf virus, BeYDV )、為病毒複製所必需的 Rep 及 RepA 蛋白質；目標蛋白質

則分別為 B 型肝炎病毒和諾沃克病毒抗原：HBc ( hepatitis B core antigen)以及

NVCP ( Norwalk virus coat protein)，此兩種抗原皆經實驗證實可誘發生物體免疫

反應。結果顯示 Rep 及 Rep A protein 將會以 in-trans 的形式，幫助並促進異源蛋

白質的快速產生。其產量分別可達 0.8 及 0.34 mg/g leaf fresh weight。約在五天

內便可於菸草葉中偵測得相當高量的蛋白質，HBc 及 NVCP。本研究亦同時比較

多種質體組合對產量的影響，結果顯示單一載體的形式即可促成相當高的產量，

可進一步促成食用疫苗開發及商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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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篇研究的重要性 

  口服疫苗具有生產成本低廉，安全性高，具有相當的免疫效力等優點，相較

於注射式疫苗，更可引發黏膜免疫系統的反應，增加人體對外來病菌(如 Vibrio 
cholera、hepatits B virus、rotavirus )的抵抗力，亦可應用於過敏反應的治療，為

醫藥產業現階段和未來發展重點之一 [1-2]；除了良好的免疫功效，口服疫苗亦

具備方便攝取，於常溫下穩定保存等特點，對於交通不便或公衛條件不佳的偏遠

地區，將是很具突破性的醫藥產品。本篇研究以有效提升目標蛋白產生速率及產

量為目標，希望可增強利用轉基因植物開發口服疫苗之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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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人作過的研究 

  1990 年代就已有研究利用菸草成功表現人類血清白蛋白( HSA, human 
serum albumin ) [3]。之後陸續有許多研究選用致病菌抗原或病毒作為口服疫苗的

表現蛋白質，包括 B 型肝炎( hepatitis B virus )、細菌性霍亂( diarrhea )、諾沃克

病毒( Norwalk virus )等抗原，轉形到食用性植物開發口服疫苗，如番茄、馬鈴薯、

玉米等 [4]；在表現量促進方面，已有研究提出利用雙生病毒的 replication 
associated protein [5]，構築成蛋白表現量高的質體，促進轉基因植物的異源基因

表現量 [6]。 
 

 作者為何要做本研究 

  作者先前以類似的策略應用於菸草的基因轉殖，雖可表現 B型肝炎表面抗原

等相關蛋白質，但所採用的基因槍轟擊法並不利於量產製程 [6]；此外，為達到

產量提升之目的，必須多個質體同時轉形，不僅操作繁瑣，在蛋白質的累積、產

生速度和預期產量仍不理想。因此本篇研究嘗試以農桿菌轉形法，以及改變質體

建構方式希望可改善上述缺點。 

 

 欲完成的項目 
  本篇研究中作者除了希望能以農桿菌法成功表現目標蛋白質，並且期望能開

發更簡便的蛋白質產生促進方式，因此將 viral replication associated proteins ( Rep
和 Rep A )和目標蛋白質 HBc 以及 NVCP 分別建構成單一載體型式，希望最終可

達到操作簡便、蛋白質表現高且生產快速，做為口服疫苗產品開發的應用策略。 

材料與方法 

 質體建構 
  本研究中共使用八個質體，分別為 pREP110 (帶有 encode Rep/RepA protein
的 C1/C2 gene)、pREP111 ( 對 C1/C2 gene 進行突變，只表現 Rep )、pP19 (帶有

post-transcriptional gene silencing suppressor P19 )、pBYGFP ( 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 )、pBYHBc、pBYNVCP (分別帶有 GFP、HBc、NVPC，並且前後加上病

毒的 LIR, long intergenic region 和 SIR, short intergenic region)，以上五個質體皆用

於共轉形(co-expression)；另外建構兩種將目標基因和 C1/C2 放在同一個質體上

的 pBYGFP.R 和 pBYHBc.R (將 C1/C2 基因和目標蛋白以反向的方式建構在同一

個質體上，由不同的 promoter 啟動，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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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依搭配的組合分別表示為 (1) GFP 的表現：BYGFP 、BYGFP/REP110、 
BYGFP/REP111、 BYGFP/P19、 BYGFP/ REP110/P19、BYGFP.R、 
BYGFP.R/P19；(2) HBc 和 NVPC 的表現：BYHBc ( BYNVPC )、BYHBc 
( BYNVPC ) /REP111、BYHBc ( BYNVPC )/REP110、BYHBc ( BYNVPC )/P19、
BYHBc ( BYNVPC ) /REP111/P19、BYHBc ( BYNVPC ) /REP110/P19。 
    

 農桿菌轉形 
  先以電穿孔將雙偶載體轉入農桿菌 LBA4404，挑選成功的轉形株，經過液

態培養，將菌體以 infiltration buffer wash 後，進行農桿菌滲入法：從菸草葉下層

氣孔處注入懸浮的菌液，使農桿菌從氣孔處滲入以感染植物細胞。 
 

 蛋白質表現檢定 
  分別抽取 total DNA 和 RNA 進行 southern 以及 northern blot analysis，以確

知蛋白質表現的情形。 
 

 蛋白質分析方式 
  轉入 GFP 基因的處理組直接以螢光顯微鏡觀察表現強度。其他不同處理組

則將轉形成功的菸草葉以粗萃法取得 total soluble protein，進行定量分析。HBc
以及 NVPC 用 ELISA 測定，分別使用 E. coli 生產的 recombinant HBc (e-HBc)以
及由昆蟲細胞所得的 recombinant NVPC 作為定量標準品，比較產量差異。再由

菸草葉中分離 HBc 和 NVCP，以穿透式電子顯微鏡觀察 virus-like particles 的組

裝情形。 

結果與討論 

 共轉形方式額外提供 Rep/Rep A 可有效提高蛋白質組裝效率及其表現量 
  將菸草葉以不同的質體組合搭配後，共轉形或是單獨轉形。感染五天後結果

顯示，BYGFP /REP110 的處理組中 Rep/Rep A protein 會促進 GFP protein 的表現，

可觀察到強烈的螢光；但在只有 BYGFP 或是經突變處理 Rep protein 的 BYGFP/ 
REP111，呈現相當微弱的螢光；HBc 的表現效果則以 BYHBc /REP110 組合的產

量最高，約 0.18 mg HBc/g leaf mass，以 BYHBc、BYHBc /REP111 處理結果與

上述 GFP 實驗組一致，只有很微弱的表現量。由此可知，GFP 和 HBc 產量的增

加，很有可能是由外加的 Rep/Rep A protien 促使目標基因以高複製數( copy 
number )生成。 
 

 利用 PTGS P19 會促進目標基因 mRNA 和蛋白質的累積 
  本實驗中嘗試放入轉錄後基因靜默( post-transcriptional gene silencing, PTGS ) 
抑制子 P19，希望藉由抑制基因靜默而提高蛋白產量。結果顯示，帶有轉錄後基

因靜默抑制子可明顯提高螢光強度；在 HBc 的表現也一樣，帶有轉錄後基因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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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抑制子的 HBc 的產量可達 0.8 mg/g，約是沒有 P19 的四倍。上述結果顯示 P19
確實可抑制植物宿主中的後轉錄基因靜默，而提升目標基因 mRNA 和蛋白質的

累積。 
 HBc 以及 NVCP 的表現並組裝成 VLPs 

  從 BYGFP/ REP110/P19 轉形的菸草葉中萃取 total soluble protein，以西方墨

點法判別可得與 recombinant HBc (e-HBc)分子大小相同，約 21kDa 的片段。以蔗

糖梯度沉澱法進行純化，結果顯示菸草葉中可分離出和 e-HBc 分液條件相當的

HBc (p-HBc)。p-HBc 以電子顯微鏡觀察時，可看到直徑約 30nm 的 HBc VLPs。
類似的結果亦呈現在 BYNVPC /REP111/P19 的實驗組，NVPC 表現量可達 0.34 
mg/g，西方墨點法、蔗糖梯度沉澱法進行純化和電子顯微鏡的實驗結果，皆和昆

蟲細胞生產的 NVCP 相符合。 
 
 單一載體系統之開發 

  本研究最後嘗試將目標基因和 Rep/Rep A 建構在單一質體上，相較於上述實

驗需共轉形三個質體，操作上更為簡便快速。分別測試 BYGFP.R 和 BYHBc.R，
結果顯示 BYGFP.R 轉形株的螢光強度和 BYGFP/ REP110/P19 相當；並且

BYHBc.R 處理組的 HBc 表現量與 BYHBc.R/p19 十分接近。在此作者認為，利

用單一載體轉形即可促進並提高目標蛋白質的快速產生，而操作簡便更可提高其

實際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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