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

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以下簡稱感疫所）於2011年5月成立，藉由整合感染症研究組與疫
苗研發中心，全力配合國家整體防疫需求，感疫所進行台灣重要細菌與黴菌抗藥性、病毒之監

測及流行病學研究，以提出可行防治策略，更強化感染症研究與疫苗研發上下游之連結，並對

腫瘤病毒之致病機制研究尋求可能的治療標的與化學預防物質；另研發疫苗與相關平台，扶植

生技公司疫苗製造、臨床試驗及技術開發。主要任務為：

• 抗藥性監測、轉譯研究、疫苗研發與政治建言；

• 新興再現之急性病毒監測、致病機制研究與疫苗研發；

• 台灣重要慢性病毒致病機制研究與治療研發；

• 建立生物經濟鏈結的技術平台；

• 維持符合我國PIC/S GMP以及國安等級之生物製劑廠基本營運規模；

• 以科學實證為基礎，提供病媒蚊防治與推廣、診斷及大數據整合建言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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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成果

台灣重要感染疾病及抗藥菌之監測、分子流病學與基因體研究、防治政策
建言與參考：推動微生物製劑謹慎使用，改善醫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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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國內感染疾病及抗藥性微生物的

問題，感疫所長期以來針對不同細菌（包括

結核菌）及黴菌進行監測及抗藥機制、基因

型分布、傳遞途徑等分子流病學研究，近年

來，更以「防疫一體（One Health）」為目
標，擴增對人與環境中抗微生物製劑細菌及

黴菌的監測，並加強不同病原之基因體研

究，亦與群健所合作進行社區抗生素使用的

調查。

在細菌方面，以長期執行的「台灣微

生物抗藥性監測計畫（TSAR）」為基礎，
研究團隊有系統地提供台灣地區抗生素抗藥

性重要資料，作為介入政策參考。過去已提

出抗碳青黴烯的鮑氏不動桿菌（CRAB）在
台灣的急遽增加，應高度關切老年患者等高

風險族群。最近之研究則發現，CRAB的增
加是因為不同的特殊可移動基因片段，連帶

影響到其他不動桿菌的抗藥性 1；亦指出目

前醫院所使用的較新的CRAB治療方法，包
括：tigecycline、minocycline與sulbactam，
大多效果不好或僅有體外或動物實驗支持，

因此須研發新抗生素 2。而抗藥性金黃色葡

萄球菌（MRSA）的研究則發現，在胜肽膜
蛋白（MprF）上的一個胺基酸突變，竟可使

MRSA菌對oxacillin抗生素回復敏感性，且造
成daptomycin與vancomycin雙重抗藥性；更進
一步發現，此突變所造成vraSR基因調控改變
是對這3種抗生素抗藥性改變的主要機制，此
結果可應用於新藥物研發之參考3。研究團隊

並發現，雖然在2001年政府開始限制抗生素
治療門診患者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政策，但抗

fluoroquinolone藥物之比率在台灣多種細菌持
續上升4，可能跟社區私下使用量增高有關5，

另亦偵測出特殊的質體攜帶mcr-1基因在人與
動物身上的大腸桿菌（Escherichia coli）傳播
（圖1），造成對最後一線藥物抗多黏菌素類
（colistin）之抗藥性6。這些發現增加研究團

隊與公衛機構與農業界之互動，並用於推動

人醫界與畜牧界皆須加強抗生素使用監控與

管制之建議。

在結核病（T B）方面，研究團隊完
成第一個概觀台灣地區原住民族群結核菌

（MTB）株分布情形的研究7，根據spoligotyp-
ing與24位點MIRU-VNTR的分析結果顯示，荷
蘭株與北京株為原住民族群中盛行的菌株，其

中北京株具有高度的傳染性並與多重抗藥性有

顯著相關性，因此北京株在原住民人口中的

高盛行率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8。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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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結合分子分型方法和地理信息系統（GIS）
分析運用於彰化地區，發現北京菌株在熱點

地區（33%）的發病率比非熱點地區（17%）
高二倍；通過24次MIRU-VNTR分型，與非
聚類（non-cluster）人群相比，聚類組（clus-
ter）中的人群感染北京株的可能性是1.96倍，
這表明最近的傳播有北京株MTB的出現。最
後，研究團隊觀察到隨著分析的環境因素的

密度/濃度增加，TB發病率有增加的趨勢（圖
2），表明環境因素與TB傳播有關；然而，
僅發現人口密度與TB風險增加顯著相關（p < 
0.05）。分子分型方法結合空間分析表明可能

的TB傳播途徑與熱區9，如果針對TB的熱區，
早期干預中斷傳播可能是最有效的方法。由

於目前偵測抗藥性結核菌測定的方法不是太

過耗時就是成本昂貴，因此，如何發展一個

快速、可信、簡單和低成本的方法，是目前

所迫切需要的。此研究成功發展肺結核分枝

桿菌與抗藥之快速鑑定（圖3），可達到早期
診斷早期治療的目的；對於TB的防治有很大助
益10。這些研究除發現台灣不同族群的TB基因
型分布與傳遞途徑，亦提供BCG/TB興新型疫
苗研發契機11以及2016年TB防治之政策參考。

	▲圖 1：mcr-1 陽性之大腸桿菌親聯性調查。( 左 )	XbaI 核酸酶脈衝凝膠電泳染色體樹狀圖；
( 右 )	 S1 核酸酶脈衝凝膠電泳質體類（轉載自 Journal	 of	 Antimicrobial	 Chemotherapy	
71:2327–9,	2016）

	▲圖 2：聚類 MTB 菌株的空間分布。( 左 )	 KDE 圖是基於代表聚
類 MTB 菌株轉診站點的 GIS 數據構建的；( 右 ) 基於每
個鄉鎮的菌株聚類率分析聚類的 MTB 菌株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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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開發 TB 診斷以分析 MTB 鑑定和藥物抗性相關核苷酸突變

	▲圖 4：台灣各區煙麴黴環境菌株唑類抗藥性盛行率。數字表示：土壤樣本抗藥性盛
行率（分離出抗藥性煙麴黴樣本數 / 煙麴黴陽性樣本數），菌株抗藥性盛行率
（抗藥性煙麴黴菌株數 / 總菌株數）。屬於本土主要流行基因型（型別 A）的
TR34/L98H 菌株分布地點由▲（環境菌株）及△（臨床菌株）標示（轉載自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20:270–280,	2018）

在黴菌方面，感疫所執行的「台灣黴菌

抗藥性監測計畫（TSARY）」發現熱帶念珠
菌（Candida tropicalis）臨床菌株具氟康唑
（fluconazole）抗藥性的比率比其它念珠菌種
高，團隊也首次在台灣環境及水果表面分離

出和臨床抗藥性菌株相同基因型的環境抗藥

性菌株，顯示患者所感染到的抗藥性熱帶念

珠菌有可能來自於環境12。此外，「台灣絲狀

型黴菌抗藥性監測計畫（TSARM）」發現約
7.5%環境煙麴黴菌（Aspergillus fumigatus）
對醫用唑類藥物產生抗藥性（圖4），且主要

的抗藥性基因型是TR34/L98H突變，此基因型
目前被認為和環境長期使用唑類殺真菌劑有

關13。這些黴菌抗藥性的監測成果，可作為推

動減少農業殺真菌劑使用政策的重要參考資

料，也呼籲農委會提出十年農藥減半計畫，

期能藉由推動合理用藥及使用對環境、人體

危害較低的農藥的政策，降低環境唑類抗藥

性人類致病黴菌的盛行，確保醫用唑類藥物

於治療黴菌感染症的臨床療效，達成人類與

環境「防疫一體（One Health）」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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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病毒監測、致病機制研究與疫苗研發：研發 H5N1/H5N2 流感疫苗、
腸病毒 71型疫苗、登革疫苗開發，提供國家緊急使用，以及疫苗政策制定
Journal of Virology 91(23), 2017; 89(22):11500–11506, 2015
PLoS ONE 13(5):e0196727, 2018; 11(12):e0167532, 2016; 10(3):e0120793, 2015; 10(3):e0116322, 2015
Analytical Chemistry 86:8742–8750, 2014
Journal of Proteomics 128:92–104, 2015
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 1864:1188–1194, 2016
Toxins 10:1–10, 2018
Improving immunogenicity of influenza virus H7N9 recombinant hemagglutinin for vaccine development. Vaccine (in press)
Genomic characterization of enterovirus D68 isolated from a child with Wilson’s disease. JFMA (in press)
Vaccine 36(9):1167–1173, 2018
Virology 508:159–163, 2017

感疫所積極建立「亞太腸病毒偵測網

絡（Asia-Pacific Network for Enterovirus Sur-
veillance, APNES）」，於衛生防疫及疫苗
開發等方面與越南、柬埔寨及馬來西亞等國

家進行合作，進而協助政府推動衛生外交及

輔導國內生技產業拓展東南亞市場。此外，

亦設立「國家衛生研究院成大醫院病毒合約

實驗室」以監測腸病毒，結果發現，南台灣

流行之臨床病毒株皆比WHO所建議之疫苗
株時常提前出現二至三個流感季節，並且相

較於疫苗株，臨床流行株時常出現其他一

致性變異位點。過去連續三年分別有流感A
（H1N1）、A（H3N2）及B型流感之大流
行，且抗原特性也出現改變，充分顯示台灣

在全球流感監測上的重要地位。實驗室並利

用醣晶片分析過去九年流感病毒對於不同醣

建結之能力，結果發現，不同年代之流感臨

床分離株其對於醣類結合能力也有所不同，

其與血球凝集素基因類似，會不斷地改變；

這段期間的二次較大的流感流行病毒株皆顯

示與α-2,3及α-2,6醣類均有較好的結合能力。
此外，亦發現腸病毒A71型約每三到五年有一
波較大規模的流行，並伴隨基因型B及C交替
出現。2017至2018年間，持續分離出基因型
C1之病毒分離株，不同於台灣近二十年流行
史上之C2、C4與B5基因型，顯示病毒持續發
生變異，應密切監控病毒演化趨勢，此為疫

苗發展及防疫之重要參考。進一步比較腸病

毒A71型基因型B4和B5病毒株序列，發現外
殼蛋白（capsid）VP1上共有3個位點（VP1-
98、VP1-145及VP1-164）之差異，利用點突
變病毒評估病毒對宿主細胞的結合能力，結

果發現，這些位點之突變會影響病毒結合至

宿主細胞並改變病毒的抗原特性，為疫苗發

展提供相當重要之訊息。利用次世代定序分

析成大醫院1998年腸病毒A71型之死亡案例，

	▲圖5：本院推動成立亞太疫苗及血清研發中心（APNES）

49

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



探討7個不同組織檢體分離病毒之病毒準種
（quasispecies）組成發現，從周邊組織到中
樞神經系統組織分離病毒之病毒準種內的主

要單倍體（haplotype）有差異，主要有一個
外殼蛋白VP1-31位點之非同義突變，由天冬
氨酸（D）變成甘氨酸（G），此突變之病毒
主要發現在中樞神經系統細胞，表示其較具

神經細胞的趨性。此結果顯示病毒感染過程

中，為適應不同環境會產生瓶頸效應之選擇

壓力，使病毒更容易感染特定組織，此為腸

病毒A71型致病機轉提供新的重要見解。

根據WHO統計，每年全球約有五百萬
人被毒蛇咬傷，然而抗蛇毒血清供應不足，

使許多地區的蛇傷患者遭受肢體受損甚至死

亡，嚴重影響公眾的健康安全；因此在2017
年，WHO將毒蛇咬傷列為被忽略的熱帶疾

病。宋旺洲博士實驗室以蛋白質體技術探究

區域性眼鏡蛇毒蛋白的差異，研究結果顯

示，三指毒素蛋白成分的差異是影響區域性

眼鏡蛇毒血清無法交叉中和的關鍵。研究團

隊也發現蛇毒中微量的非致死性金屬螯合酵

素為一種醣蛋白，具有高免疫性，能誘導免

疫系統產生大量的抗體中和酵素蛋白而非致

死性的三指毒素蛋白，是影響血清中和效價

的關鍵。根據此蛋白質體資訊，研究團隊由

天然蛇毒中純化出三指毒素蛋白作為免疫

原，結果顯示可有效提高抗蛇毒血清的中和

效價。然而，天然蛇毒取得不易，為此，團

隊建立了重組蛇毒蛋白表達平台，生產出多

種具活性結構的重組三指毒素蛇毒蛋白，有

助於改善製作血清的免疫原成分，以製備能

廣泛中和區域性眼鏡蛇毒的新型抗蛇毒血清

（圖6）。

	▲圖 6：重組蛇 蛋白製備及其免疫抗體交叉中和效果分析。免疫重組蛇 蛋白的小鼠，以高劑量的區域
性眼鏡蛇 注入體內，發現其存活率與天然蛇 免疫後的小鼠相當。此重組的蛇 蛋白可作為免
疫原製備新型的抗蛇 血清

研發多價型腸病毒（Ad-EVVLP）疫苗
為先驅性之腺病毒載體型疫苗，此疫苗帶有

EV71的P1及3CD核苷酸序列，可以在受試者
體內表達類病毒顆粒（VLP）（圖7）。經
SCARB2基因轉殖鼠動物實驗證明，確實能預
防EV71及克沙奇病毒A16型（CVA16）的感

染（圖8）。此項研發技術領先全球（已獲得
美國專利PCT/US15/22738，其他多國專利正
審查中），並榮獲2015年國家生技醫療產業
策進會第12屆國家新創獎與2017年台北生技
獎「技轉合作獎」銀獎。此技術於2016年7月
技術授權給聯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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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9：開發 Ad-RSV 疫苗

	▲圖 7：開發 Ad-EVVLP 疫苗

研發呼吸道融合病毒（respiratory syncy-
tial virus, RSV）疫苗，此技術以腺病毒載體
（Ad）為平台疫苗（Ad-RSV），Ad-RSV疫
苗帶有RSV F核苷酸序列（圖9），經動物實
驗證明確實能避免多項不良副作用並預防RSV

感染。此項疫苗研發技術領先全球（獲得台

灣專利I415939與美國專利9,095,546 B2），已
於2017年10月技術授權給中華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登革疫苗是利用脂蛋白平台（lipoprotein, 
rlipo），以大腸桿菌菌株表現大量脂質化病毒
套膜蛋白III（envelope proteindomain III, ED-
III；美國專利7,833,776），不需外加佐劑即
可引發有效之體液及細胞免疫反應，4種血清
型之脂質化ED-III皆可引發中和性抗體反應，

且4種血清型之脂質化ED-III不互相干擾，極
具商品化潛力。目前已成功建立表達第二血

清型候選疫苗之主細胞庫，可供未來生產臨

床試驗用之材料。

	▲圖 8：開發 SCARB2 基因轉殖鼠：在感染 EV71
後，毛髮明顯脫落 (A)，小鼠並有類手足
口症 (D) 及中樞神經性的病變 (E)。此嶄
新的動物模式（獲得台灣專利 I432576
與中國專利 ZL201110397498.6），可
應用於測試 EV71 及克沙奇病 疫苗免疫
效力的評估，是極為有用的工具。利用
此動物模式已分別與國光生技、安特羅
生技及聯亞生技等就腸病 疫苗效力測
試執行產學委託服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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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瘤病毒致癌機制研究與治療研發：藉由阻斷病毒引起的病理機制，以及
再刺激免疫反應產生二種策略，發展治療病毒性感染的癌症
Molecular Cell 48:1–9, 2012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291(27):19299–19311, 2016
Infectious Agents and Cancer 12:42–47, 2017

為探討C型肝炎病毒（HCV）如何起始
發炎反應逃脫免疫以及造成肝損傷，研究團

隊利用腺病毒作為載體表現HCV的NS5B蛋白
發現，HCV會在小鼠製造一些小核酸片段並
在肝細胞活化TBK1-IRF3及NF-κB，誘導包含
干擾素與發炎細胞激素IL-6，為造成肝損傷
之可能機制。研究團隊進一步發現，p62相關
粒線體自噬的活化作用可以減少病毒感染所

誘發的發炎反應，為重要的關鍵發炎調節位

點；亦發現HCV患者血清IL-17F在嚴重纖維
化階段中顯著升高。在IL-17F的基因表現上，
HCV相關的肝細胞癌（HCC）組織中與非B型
或C型肝炎病毒（NBNC）HCC組織相比，IL-
17F表達量明顯增高（表1），此結果顯示IL-
17F在HCV患者的慢性纖維化進展和HCC發展
有其角色，預期可以運用作為的疾病發展的

生物標記物。

	▲表 1：HCV 相關的肝細胞癌（HCC）組織中與非 B 型或 C 型肝炎病
（NBNC）HCC 組織相比，IL-17F 表達量明顯增高

	▲圖 10：開發治療性人類乳突病 （HPV）疫苗；於小鼠動物模式合併化
學藥物 gemcitabine（Gem）3 次治療前 (A) 或後 (B) 免疫一次，
腫瘤均顯著縮小

治療性人類乳突病毒（HPV）疫苗，
利用感疫所「基因重組脂化免疫原技術平

台」，以HPV致癌蛋白E7m為標的，榮獲國家
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第9屆國家新創獎，可應
用在子宮頸上皮內腫瘤的癌前病變患者，預

防後續的子宮頸癌發生，或與傳統之放療與

化療結合進行治療，為治療HPV感染之重要
願景。2016年已將此「治療型人類乳突病毒
疫苗」技術授權國內U公司後並持續發展脂質
化E6mE7m以擴大應用範圍，並加入新型佐劑
與合併化療藥物使用，以治療大型腫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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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疫苗技術及生物製劑開發：疫苗移轉生技公司，扶植生技公司疫苗製
造、臨床試驗、技術開發	

感疫所研發出重組脂質蛋白技術（ r e -
combinant lipoprotein, rlipo），具有內生性佐
劑的功效，此核心平台技術實際運用於B型
腦膜炎重組次單元疫苗（US 13/207,675）、
登革次單位疫苗（US 7,981,431）和治療
性人類乳突病毒（HPV）疫苗研發（PCT/
CA2010/000960），皆證實新型疫苗的研發上

脂蛋白具有內生性佐劑活性的優點（圖11），
並曾榮獲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頒發「國

家新創獎」，與經濟部技術處與智慧財產局

頒發「國家發明獎」銀牌。其中由大腸桿菌

生產脂化抗原之B型腦膜炎重組次單元疫苗，
相較病原菌外套膜蛋白疫苗有較高生物安全

性，已取得第一期臨床試驗IND核可。

為了提升疫苗的免疫效價，添加佐劑是

國際間研發的首要選擇，可以節省成本並改

良接種途徑。Tween（聚氧乙烯化山梨糖醇酐
脂肪酸酯）與Span（山梨糖醇酐脂肪酸酯）
為國際藥廠開發疫苗劑型所選用的乳化劑，

由於使用該系列乳化劑所調配而成的乳液佐

劑時常會產生類過敏性反應等副作用之顧

慮；因此針對上述問題，感疫所勾勒出免疫

生物工程概念，引領創新疫苗設計。第一階

段，研究團隊首先介紹生物可吸收之觀念，

率先開發聚乙二醇化生物可吸收式高分子作

為親水性乳化劑，可取代乳液當中Tween成
分，將水溶液與可代謝性油脂均質，成為穩

定之乳液（TW I383806、US 8,444,993）。
第二階段，研究團隊進一步提出一項嶄新概

念─「可吸收高分子體」，用來調配新型乳

化遞送系統所使用的乳化劑，且全部使用生

物可吸收形式（聚乙二醇化-/醣基化生物可吸
收式高分子）（圖12）。研究團隊驗證所調
配的可吸收高分子體，穩定均勻且再現性良

好；不同親油－親水比值（HLB）之醣基化

生物可吸收式高分子，能調節整體乳液載體

之控制釋放能力。預期可根據候選抗原的特

性與接種的方式，選擇包覆或吸附式疫苗，

達到控制釋放目的，使得適量的疫苗能夠進

入體內適當的位置而維持所需要的時間，進

而達到經由一次疫苗接種即能產生免疫追加

的效果。「可吸收高分子體」乳液於接種進

入生物體內之後開始進行分解，最後所有成

分皆能經由正常代謝管道排出體外，組成安

全性較高。本項發明已取得中華民國專利

（TW I598114）；研究成果已發表於ACS Ap-
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10:12553－12561, 
2018）。此種兼顧安全與可調控的特性，將
可應用於不同的劑型與用途，對未來產品的

設計與應用方面，將更加廣泛。

	▲圖 11：重組脂質蛋白技術（recombinant	lipoprotein,	rl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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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2：「可吸收高分子體」嶄新概念

	▲圖 13：感疫所生物製劑廠疫苗產品開發

感疫所生物製劑廠已通過台灣食品藥物

管理署PIC/S GMP評鑑，設立宗旨為發展國
家疫苗自製能量、強化疫苗研發基礎並進行

先導生產，以落實政府疫苗政策。另為配合

國家防疫之需求，接受政府委託製造卡介苗

與4項抗蛇毒血清製劑供國人使用，經由執行

此計畫已將先導工廠提升為上市藥廠。而為

因應政府對大流行疾病疫苗之防疫需求，已

成功開發數種細胞培養流感及腸病毒71型疫
苗，並將技術技轉至國內廠商執行後續臨床

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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