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免疫醫學研究中心 

免疫醫學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免疫中心）於2007年8月成立，主要任務為：1.以免疫學角
度探索國人重大疾病致病機制；2.發展免疫發炎疾病之前瞻轉譯醫學研究及免疫精準醫療；
3.開發原創性早期診斷套組、小分子藥物、免疫療法；4.培養高階免疫發炎疾病之轉譯醫學研發
人才；5.推動國內外免疫發炎疾病之轉譯醫學合作研究；6.打造世界級的免疫醫學研發重鎮。

免疫中心目前之研究重點為：自體免疫疾病、免疫發炎疾病、癌症免疫轉譯醫學、腸道菌

相與免疫反應。透過疾病動物模式、臨床檢體之交互驗證，運用「雙管齊下、分進合擊」的轉

譯醫學研究策略，以進行系統性的研究，未來將持續運用中心所建立的小鼠研究平台（各式基

因剔除小鼠結合小鼠疾病模型）與免疫轉譯醫學研究平台（國內多家醫院與醫學中心共同發展

轉譯醫學研究），期能助於人類自體免疫疾病以及發炎相關疾病「免疫精準醫療」之開發。

研究架構

從臨床到實驗室
（反向轉譯醫學）

從實驗室到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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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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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成果

GLK 蛋白激酶、AhR-RORγt 蛋白質複合體、DUSP22 去磷酸酶為自體免
疫疾病具潛力之新穎生物標記及治療標靶
Nature Immunology 12:1113–1118, 2011
Nature Communications 5:3618, 2014
Science Advances 4:eaat5401, 2018

自體免疫疾病為我國十大重大傷病之第

三名，是一種免疫系統異常地攻擊自己身體

正常細胞的疾病。研究團隊多年來持續研究

自體免疫疾病的致病機轉，並積極推動研發

新穎的治療方式。2011年發表第一篇由台灣
本土獨力發表之Nature Immunology期刊論
文，期刊特別以〈News and Views〉報導，指
出此論文之突破性成果。此研究發現：酵素

蛋白激酶GLK（又稱為MAP4K3）直接結合
並活化PKCθ蛋白激酶，且誘發下游激酶IKK
活化，因而活化轉錄因子NF-κB，刺激T淋巴
細胞產生發炎反應。此外，研究團隊以患者

血液檢體研究發現，GLK激酶於多種自體免
疫疾病患者之T淋巴細胞過量表現，且與疾病
嚴重度高度相關。

為了研究GLK激酶如何導致自體免疫疾

病之致病機制，研究團隊創建T淋巴細胞專一
性GLK基因轉殖（Lck-GLK）小鼠，以模擬
患者體內T淋巴細胞中GLK激酶大量表現的狀

態。運用Lck-GLK小鼠並且配合5種不同的基
因剔除小鼠，終於解開GLK激酶專一性地控

制IL-17 A基因轉錄之訊息傳遞路徑。首先，
GLK激酶透過PKCθ磷酸化轉錄因子AhR，促
使AhR進入細胞核中。再者，GLK激酶透過

IKKβ磷酸化轉錄因子RORγt於其serine-489位
點，促使磷酸化的RORγt與AhR相互結合，藉
由AhR帶動AhR-RORγt蛋白質複合體進入細胞
核內，與IL-17A基因啟動區結合，共同啟動
IL-17A基因轉錄。因此，GLK激酶過量表現

的T淋巴細胞，大量分泌致病性的細胞激素IL-
17A，造成自體抗體產生，導致多種器官發炎
病變。GLK激酶以及AhR-RORγt蛋白質複合體
的發現，提供了醫界未來對自體免疫疾病治療

藥物發展的新方向。針對GLK為自體免疫疾病
治療之藥物標靶，已陸續獲得多國專利，包括

美國、中華民國、韓國、歐洲、中國與日本。

此外，研究團隊2014年發表於Nature 
Communications期刊之論文指出，JKAP去
磷酸酶（又稱為DUSP22）會將Lck蛋白激酶

去磷酸化，抑制Lck激酶之活性，以維持T淋
巴細胞穩定、避免過度活化的關鍵分子；因

此，喪失JKAP去磷酸酶的基因剔除小鼠，

以及T淋巴細胞專一性JKAP突變型基因轉
殖小鼠，均自發性產生自體免疫疾病與腎臟

發炎病癥。研究團隊接續以全身性紅斑狼瘡

（SLE）患者之血液檢體發現，患者周邊血
T淋巴細胞中JKAP去磷酸酶顯著下降，且與

SLE腎炎的嚴重度高度相關。特別的是，其
診斷敏感度與專一性皆高於現行臨床上使用

的血液測量指標如：C3、C4、anti-dsDNA抗
體；甚至，JKAP去磷酸酶蛋白量之下降程度

更可預測SLE腎炎患者二年後之癒後恢復度。
研究證實，JKAP去磷酸酶調降所誘發之發炎

性T淋巴細胞過度增加與活化，正是SLE腎炎
的關鍵致病淋巴細胞。研究成果揭示了SLE腎
炎非侵入性的嶄新診斷方式。

	▲圖 1：GLK（又名 MAP4K3）蛋白激酶透過 AhR-
RORγt 蛋白質複合體專一性的誘發致病
細胞激素 IL-17A（引用自 Science	 Ad-
vances ,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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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炎性T淋巴細胞為亞洲特別盛行之「非肥胖型」第二型糖尿病的致病關鍵
Nature Communications 5:4602, 2014

糖尿病十五年來長據國人十大死因前

五名，極易引發多種可能致死併發症，包括

心血管疾病及腎臟病變，國內罹患糖尿病人

數高達九成以上屬於第二型糖尿病。過去研

究指出，肥胖為第二型糖尿病之主要致病因

子，但是研究團隊由文獻發現，北美地區之

第二型糖尿病患者中80%為肥胖者（身體質
量指數BMI > 30），歐洲地區患者50%為肥胖
者，亞洲地區患者僅20至30%為肥胖者（BMI 
> 27），顯示除了肥胖誘發糖尿病之外，東方
人罹患第二型糖尿病之致病機制應與西方人

有所不同。儘管世界衛生組織專家會議調降

亞洲人身體質量指數成正常：BMI < 23；過
重：23 ≤ BMI < 27.5；肥胖：BMI ≥ 27.5，對
於亞洲地區特別盛行的非肥胖之第二型糖尿

病（70至80%患者）而言，BMI指數或腰圍仍
然不足以示警。

研究團隊經歷四年研究，於2014年首度
證實缺乏MAP4K4激酶會造成發炎性T淋巴細
胞過度活化，進而誘發第二型糖尿病。接續

研究證實蛋白激酶MAP4K4透過磷酸化並誘
發TRAF2蛋白降解，以負調控發炎性T淋巴細
胞活化。因此，MAP4K4缺失的發炎性T淋巴
細胞活化，會分泌大量發炎性細胞激素IL-6及

IL-17。此發炎性IL-6+IL-17+ T淋巴細胞與脂肪
細胞之間相互調控的作用，進而產生胰島素阻

抗，造成血糖持續上升、產生第二型糖尿病。

研究團隊以動物模型進行試驗，發現T
細胞中剔除MAP4K4激酶之基因改造小鼠，
在正常飲食飼養條件下，會自發產生第二型

糖尿病。進一步研究發現，施予IL-6或IL-17
阻斷性抗體（anti-IL-6或anti-IL-17抗體）於
MAP4K4基因剔除小鼠，可治癒此小鼠之第
二型糖尿病。此成果已發表於國際頂尖《自

然》期刊系列：《自然通訊（Nature Commu-
nications）》。

進一步以尚未用藥患者的臨床檢體分

析，研究成果翻轉肥胖導致糖尿病的認知。

研究證實，在糖尿病患者的T淋巴細胞中，因
MAP4K4基因甲基化上升，使得MAP4K4激酶
之表現量大幅下降，造成發炎性IL-6+IL-17+ T
淋巴細胞數量增加且過度活化，進而導致胰

島素作用細胞產生胰島素阻抗，誘發與肥胖

無關之第二型糖尿病。此研究成果指出以調

控T淋巴細胞之發炎反應，來預防或治療亞洲
盛行「非肥胖型」第二型糖尿病之新方向。

	▲圖 2：MAP4K4 激酶缺失或調降之 IL-6+IL-17+	 T 淋巴細胞導致「非
肥胖型」第二型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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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去磷酸酶DUSP6 調節 T細胞之糖解作用，並抑制 TFH 輔助細胞的分化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5:E8027–8036, 2018

T細胞活性增加與自體免疫疾病息息相
關，目前已知增強對於葡萄糖依賴性的這種

代謝途徑的重整與T細胞功能有極大關連。然
而，活化後的T細胞如何調節糖解作用仍屬
未知。研究團隊發現，T細胞可透過T細胞受
體（T cell receptor, TCR）傳遞的活化路徑調
節糖解作用。T細胞經TCR活化後，會大幅增
加關鍵酵素磷酸果糖激酶（phosphofructoki-
nase, PFK）的活性（圖3左）。然而，缺乏去
磷酸酶DUSP6表現的T細胞經活化後，PFK的
活性無法被誘導，同時，細胞的糖解作用也

無法被活化。這些糖解作用缺損的細胞轉而

加強運用粒線體的有氧呼吸，亦伴隨較多的

細胞凋亡。研究人員進一步分析缺乏DUSP6
表現的其他類型的免疫細胞，包含B細胞、巨
噬細胞、樹突細胞等，發現糖解作用皆為正

常。IL-21是促進TFH輔助細胞（follicular help-
er T cells）分化的重要細胞激素；研究團隊發
現，相較於正常的T細胞，缺乏DUSP6的T細
胞產生更多IL-21，並更為依賴TCR-JNK/p38

路徑與脂肪酸氧化（fatty acid oxidation, OX-
PHOS）的代謝途徑分泌IL-21（圖3右）。
DUSP6基因剔除小鼠在免疫反應前後，都有
TFH輔助細胞增加的現象，亦產生更多IgG2，
顯示抑制DUSP6的表現將可促進TFH輔助細胞

分化與抗體反應。此研究說明DUSP6在T細胞
具有多種調節。在活化前期，T細胞透過提高
DUSP6的表現以提高糖解效率，維繫細胞的
存活；在T細胞分化後期，降解DUSP6表現會
加強TCR訊息傳遞鏈JNK/p38的訊息強度，並
促進TFH輔助細胞分化與IL-21生成。此研究成
果已發表在國際期刊《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

（PNAS）》。

此研究發現DUSP6是連結TCR訊息傳遞
鏈至T細胞代謝的關鍵分子，亦為T細胞獨有
與特殊的調控機制。同時顯示，抑制DUSP6
可抑制T細胞糖解作用，並降低細胞存活率。
此研究機轉可應用於發展DUSP6抑制劑以治
療T細胞活性增加的自體免疫疾病。

	▲圖 3：（左）T 細胞經 T 細胞受體活化後，會大幅增加磷酸果糖激酶（PFK）的活性，
促進 T 細胞的存活率 ;（右）缺乏 DUSP6 的 T 細胞產生更多 IL-21，並更為依賴
TCR-JNK/p38 路徑與脂肪酸氧化（OXPHOS）的代謝途徑分泌 IL-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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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sp6 基因缺失產生之獨特腸道菌相具有治療或控制肥胖代謝疾病的潛能
Nature Microbiology 2:16220, 2016

研究團隊近年來著重於腸道微生物菌

叢與發炎性疾病（如肥胖和發炎性腸道疾

病）的研究。在利用不同雙特異性去磷酸酶

（dusp）基因剔除小鼠建立高油脂飼料誘導
肥胖之動物模式實驗中，發現剔除dusp6基因
的小鼠並未被誘發肥胖。目前已知高油脂飼

料會造成腸道菌相失衡，進而引起慢性輕微

發炎與肥胖。因此，研究團隊利用細菌16S 
rRNA基因次世代定序分析，發現dusp6基因剔
除小鼠帶有與野生型小鼠不同的獨特腸道菌

相，在餵食高油脂飼料的情況下，dusp6基因
剔除小鼠卻能抵抗高油脂飼料所造成的腸道

菌相失衡，抑制發炎反應，達到抑制肥胖的

效果。團隊進一步將dusp6基因剔除小鼠的腸
道菌相經由微菌叢移植（FMT）至野生型無
菌小鼠，發現不僅增加了被移植鼠的能量消

耗，也明顯地抑制由高油脂飼料造成的體重

增加、脂肪生成與脂肪肝的症狀。為了瞭解

dusp6基因與腸道菌相的關係，研究團隊利用
RNA定序分析dusp6基因剔除小鼠的小腸轉錄

體（transcriptome），發現dusp6基因缺失會
加強細胞緊密度相關的緊密連接（tight-junc-
tion）蛋白的表達，顯示dusp6基因在調控腸
道代謝與通透性扮演重要角色。而進一步的

功能性分析證實，dusp6基因缺失會降低腸道
上皮細胞的通透性，亦即增加其緊密度，藉

此維持腸黏膜與腸道菌相之間的平衡，並避

免細菌內毒素滲漏至血液循環而引起全身性

慢性發炎。此外，dusp6基因剔除能逆轉被高
油脂飼料擾亂的腸道基因群表達，降低高油

脂飼料引致的T細胞發炎反應，透過穩定腸道
免疫調節來維持有利於宿主代謝之菌相。這

項研究其價值在於證實除了已知的飲食因素

之外，遺傳基因對腸道菌相的平衡皆有關鍵

作用，且可透過調控dusp6基因來穩定有益於
宿主代謝之腸道菌叢生態，而這個機制可應用

於肥胖及相關代謝疾病之治療或預防上，此研

究成果已發表於國際頂尖《自然》系列期刊：

《自然微生物學（Nature Micro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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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瘤微環境、腫瘤巨噬細胞及發炎反應

1.	巨噬細胞通過調高癌細胞中的 USP17 表達，增加肺癌內的發炎和幹細胞特性
Oncogene, 2018

巨噬細胞是腫瘤中的主要基質細胞。各

種研究表明，這些腫瘤相關的巨噬細胞可通

過調節癌細胞增殖、侵襲和轉移以調節腫瘤

的發展。因此，研究巨噬細胞在腫瘤微環境

中作用的分子機制，有助於開發抗腫瘤免疫

療法的策略。泛素化是一種涉及許多細胞功

能的轉譯後蛋白質修飾過程；去泛素化酶可

以去除泛素在蛋白質上的共價連接。泛素化

及去泛素化功能障礙會造成包括癌症的人類

疾病。去泛素特異性蛋白酶17（UPS17）是可
受細胞因子誘導而表達的去泛素化酶，研究

團隊發現，USP17的表達在肺癌患者的組織樣

本中有上升的現象。巨噬細胞可通過所產生

的各種細胞因子增加USP17在肺癌細胞中的
表達，這些細胞因子包括：TNF-α、IL-1β、
IL-6、IL-8和CCL22；USP17能造成肺癌細胞
的發炎症反應，並導致癌細胞的幹細胞性和

轉化能力。USP17在肺癌細胞中的表達會造成
巨噬細胞的募集，以及巨噬細胞中細胞因子

的產生，這些結果表明USP17在調節巨噬細胞
和癌細胞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增加腫瘤中的

發炎症和幹細胞性，並造成腫瘤成長的正向

作用。

	▲圖 4：巨噬細胞與癌細胞的交互作用；巨噬細胞通過上調癌細胞中的 USP17 表達，
造成肺癌內的發炎和幹細胞性（圖引用自Oncogene ,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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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研究顯示慢性發炎與攝護腺前期

腫瘤的惡性演變有正面相關，約有百分之

八十九的患者的死因為致命型攝護腺癌，此

研究支持慢性發炎具有高度臨床意義，但是

發炎如何加速攝護腺腫瘤惡性演變的詳細分

子機制並不清楚。研究人員提出了證據顯示

出腫瘤巨噬細胞會分泌趨化激素4，並透過
STAT3與上皮間質轉化的路徑，同時抑制p53/
PTEN功能以加速正常攝護腺上皮細胞的癌化
過程；同樣的，另一項研究也發現抑制男性

荷爾蒙受體會造成攝護腺腫瘤細胞分泌趨化

素2（CCL2），吸引腫瘤巨噬細胞的入侵，
意外增強CCL2產生，並活化STAT3誘發上皮
間質轉化，研究顯示，單一抑制男性荷爾蒙

訊息路徑以治療攝護腺癌最終會失敗。此二

篇研究都具有顯著的臨床意義，進一步瞭解

趨化激素透過STAT3誘導上皮間質轉化在腫瘤
發生與惡性演變都扮演重要角色，也為新穎

攝護腺癌治療設計找出新的標靶路徑。

2.	腫瘤巨噬細胞、攝護腺腫瘤、上皮間質轉化：腫瘤微環境的危險關係
Cancer Research 73:5633–5646, 2013
EMBO Molecular Medicine 5:1383–140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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