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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長 的 話

本院自 1996 年 1 月 1 日成立以來，即以任務導向的醫藥衛生研究為執行重點。以客觀、科

學的角度，從事基礎到臨床與轉譯研究，積極解決國人重大疾病問題，發展國內生物科技技術研

究，並積極從事衛生政策研究及知識轉譯。院內研究主要涵蓋四大範疇，包括群體健康科學、分

子細胞與基因醫學、臨床研究與轉譯醫學、生物科技與藥物研究；目前已成立 6 個研究所（今年

5 月新成立分子與基因醫學研究所、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2 個研究組與 2 個研究中心，各研

究單位之間相輔相成。

今年爆發了嚴重的塑化劑污染風暴，對民眾健康造成極大的威脅。許多研究早已證明塑化劑

的危害性，也顯示國人的塑化劑暴露量高於國際 2 至 3 倍，孕婦甚至高達 30 倍，對胎兒及小孩

的健康產生較深遠的影響，實在不容輕忽。本院研究團隊也已長期追蹤孕婦及新生兒環境荷爾

蒙的暴露和相關健康效應，針對此一議題，本院已召集專家學者，共同進行民眾健康的長期問卷

追蹤與觀察，以提供正確資訊，減少民眾對此一議題不安與恐慌。

如今本院已奠定穩定的基礎，在研發團隊的共同努力下，「國家衛生研究院 100 年報」即呈

現過去一年多來本院重要研究成果。本院之「新穎抗癌小分子藥物」成功獲美國 FDA 通過執行

第一期臨床試驗，建立國人第一個自行研發之小分子藥物在台臨床試驗之完整機制；在生物醫

學研究方面，幹細胞、免疫學及預防醫學研究都有突出表現，論文發表在頂尖期刊如 Lancet、
Nature Immunology 及 ATVB；與國民健康局共同規劃「健康促進政策轉譯研究」，使本院相關基

礎與臨床研究成果有效運用於衛生單位之業務推動及政策規劃，成為具實證基礎之政策依據。

此外，2 項研究成果也榮獲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頒發「2009 第 7 屆國家新創獎」，為目前國

內生技醫藥技術研發領域之最高榮譽獎項。

除院內研究外，透過整合性醫藥衛生科技研究計畫，加速整合國內醫藥衛生相關研究，也藉

由與各相關機構的長期合作，加強研究資源的共享，在網路、資訊軟硬體、資料庫，以及人員培

訓、組織管理多方面積極建設，以提供優質研究資源服務。

本院在政府及各界的支持下成立，致力於發展醫藥衛生科技研究，這些成果將成為我國發展

生物科技的原動力。根基於所有過去努力的成果，面對未來，全體同仁將秉持專業與熱忱，匯聚

研發能量，與產、官、學界密切合作，迎接更多的挑戰，達成國家賦予本院的最終使命。

國家衛生研究院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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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研究所

任務
癌症研究所（以下簡稱癌研所）設立的使命在配合政府醫藥衛生政策，致力於國人好發癌症

之研究以進行癌症預防、早期診斷與新治療法之研發。透過基礎科學及臨床研究之結合，運用

最新的生物醫學方法與尖端科技，積極探討腫瘤生物學及開發癌症新藥，並將基礎研究的成果

藉由轉譯研究（translation research）導至臨床應用，為癌症患者提供更有效之診斷與治療。此外，

癌研所成立的台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TCOG）邀集各醫院及醫學中心的癌症專家學者，共

同編撰癌症共識手冊及治療指南，建立完整的全國性多中心臨床試驗組織，以執行針對國際製

藥廠商投資意願低落之國人好發癌症的臨床試驗，提昇國人好發癌症治療的品質及臨床照護。

癌研所多年來持續培養及訓練癌症醫學基礎與臨床人才，加強年輕醫師、護士及醫務人員的專

職教育及訓練。希冀經由此全方位與多面性之研究網絡，能減少癌症的發生率及死亡率，增進國

人健康福祉，為政府節省龐大醫療費用，共創雙贏目標。

重要成果
癌研所基礎與臨床醫學研究並重，相輔相

成，由不同角度及研究方法，對國內外重要癌

症做深入探討，以期對癌症之診斷、治療、預

防之方法及技能，有所進展及突破。癌研所研

究工作共分 4 部分：癌症臨床試驗、癌症基礎

研究、台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建立國家

臨床試驗研究合作網路。

一、	癌症臨床試驗

癌研所臨床研究實驗室位於台南統一健康

大樓。研究方向專注於早期臨床試驗，聚焦於

頭頸部鱗狀上皮細胞癌、腸胃道消化系癌症之

臨床試驗與腺體相關癌症研究，並與成大醫院

開辦合作病房。基於任務之需要，癌研所與成

大醫院臨床試驗中心於 2009 年 6 月共同成立

「前期臨床試驗中心」，專責於抗癌新藥的第

一、二期臨床研究，以加強癌症新藥及新療法

張俊彥
所長

江士昇 李岳倫 李家惠

夏興國洪文俊 夏和雄

于重元 林素芳 施能耀

常慧如 張書銘張文祥 張光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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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策略

基礎研究 轉譯醫學 臨床試驗

基礎建設

國家癌症
衛生政策
建置/服務

腫瘤分子與
基因醫學

新藥開發、早期診
斷技術與新療法
抗藥性研究
口腔癌轉譯醫學
胰臟癌轉譯醫學

腫瘤病毒學
腫瘤生物學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癌症臨床試驗資料庫

腫瘤專科人員訓練計畫

建立國家臨床試驗合作網絡

建立新藥臨床試驗體系與運作機制

癌症中心認證

研討會及門、住診服務

國際合作

研究架構

張憶壽 陳振陽郭靜娟 陳立宗 陳雅雯莊雙恩

黃智興 劉柯俊 劉滄梧 蔡坤志 蔡慧珍

合聘研究人員：

鄭安理
賴基銘

的開發，及轉譯醫學研究的發展。期待透過基

礎及臨床研究人員攜手合作，提昇癌症患者的

照護品質。

近期以PEP02藥物，分別針對大腸直腸癌、

胰臟癌與胃癌進行臨床試驗。此外，自 2006
年底始，針對以RAD001在肝癌病患的安全性、

有效性、藥物動力學及藥物遺傳學進行第一期

的臨床試驗，於 2009 年進入第二期臨床試驗，

至 2010 年底，已收 20 位病患。另亦開始以合

併 PHY906、capecitabine 治療進展性或轉移性

肝癌病患之第二期臨床研究，並於 TCOG 中進

行胰臟癌患者術後單獨使用輔助性 gemcitabine
化療或輔助性 gemcitabine 化療合併同質性化

學及放射線治療之第三期臨床試驗。除此之

外，癌研所陸續與國際各大藥廠合作，進行數

項早期之新藥臨床試驗計畫。

癌研所臨床試驗一直致力於發展新的抗癌

藥物及新療法與新適應症之開發，希望提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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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最佳的醫療照護，期許未來能從事更多高品

質及有潛力的臨床研究，使該臨床試驗中心成

為台灣最佳的全方位臨床試驗中心，能儘快將

最新的醫學研究進展，引導至可改善病人疾病

診斷和治療的臨床運用。

二、	癌症基礎研究

癌研所基礎研究目前共有 4 個研究群，

分 別 為 口 腔 癌 研 究（Oral Cancer Study Pro-
gram）、腫瘤病毒研究（Viral Oncology Study 
Program）、細胞與分子腫瘤學研究（Cellular 
and Molecular Oncology Study Program）、實驗

性 治 療 研 究（Experimental Therapeutics Study 
Program）。

(一 ) 口腔癌研究

台灣頭頸癌的發生率在全世界排名第 3
位。根據 2007 年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所做的統

計資料顯示，國人頭頸癌（口腔、口咽及下

咽）發生率及死亡率為國人所有癌症排名中的

第 6 位（占所有男性癌症的第 4 位）。因此，

針對口腔癌病患族群研究，探討危險因子之

致癌機轉以應用於癌症防治，找尋生物標誌

（biomarker）以利早期診斷，皆為我國醫療研

究之迫切任務。過去的研究顯示，同時抽菸、

酗酒又嚼檳榔者的口腔癌罹患率為滴酒不沾者

的123倍之高。故癌研所與台南成大醫院合作，

收集 40 位同時有抽菸、酗酒、嚼檳榔習慣之

口腔癌男性患者的檢體，以進行大規模的全基

因體（genome-wide）基因晶片實驗。研究發現

本國男性口腔癌病患中普遍存在的 2 個基因後

生性變異，過度甲基化而導致基因表現缺失；

這 2 個基因的恢復表現會導致口腔癌細胞大量

減少。因此，極有可能在此惡性腫瘤中扮演關

鍵的抑癌基因角色。由於這 2 個基因位置皆在

X 染色體，提供了「口腔癌好發於男性」此特

殊性別傾向一個符合學理的解釋。

頭頸癌與 ADH1B 及 ADH1C 酒精代謝基

因間的相關性研究，目前雖有許多不盡相同的

研究發現，但仍缺乏一整合性的綜合分析以

進行其整體趨勢的分析及國際比較。因此經由

搜尋 Pubmed 資料庫，共蒐集 27 篇頭頸癌與

ADH1B 及 ADH1C 的相關文獻，並以應用系統

評價及 Meta 分析進行綜合探討（圖 1）。研究

結果發現，ADH1B 及 ADH1C 兩個代謝基因對

於頭頸癌風險的發生有重要的影響性，而在亞

洲人群中更為顯著。但目前觀察到 ADH1B 及

ADH1C 與亞洲頭頸癌的資料大多來自日本，

台灣目前並無相關的研究資料，此研究成果將

能提供我國未來頭頸癌與酒精代謝基因相關性

研究之發展規劃及努力的方向先趨。

圖 1 :  ADH1B（上）、ADH1C（下）基因型與頭頸癌 Meta
分析結果。

角 質 細 胞 所 衍 生 的 口 腔 鱗 狀 細 胞 癌

（OSCC）為目前口腔癌化病變最主要的組織

學型態，此病變的發生與嚼食檳榔有重要的

關係。該研究團隊認為在檳榔嚼塊誘發口腔鱗

狀細胞癌化的過程中，對氧化還原反應敏感

的 NRF2/ARE 路徑可能受到調節與改變。由於

活化的 NRF2 調節第二類代謝解毒酵素、抗氧

化蛋白，以及藥物外排蛋白基因的表達，此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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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導致腫瘤細胞對化學治療的敏感性減低。因

此，研究團隊藉由調節與阻斷 NRF2 的活性，

以提高化學治療藥物對腫瘤細胞的敏感性，此

為一個新穎並有用的治療策略。目前已成功開

發新穎 ARE 活化劑 C20 與 178，其應有潛力

成為阻斷口腔癌化的癌症化學預防物質。

另外在探討 NRF2 路徑相關基因在口腔癌

腫瘤進展之角色方面，研究團隊以 58 個 OSCC
病人的臨床組織檢體進行試驗，檢測結果顯

示，NRF2 在口腔鱗狀上皮癌中的表達量與活

化程度較正常口腔黏膜上皮細胞為高；各種不

同癌化程度的組織，其 NRF2 免疫染色之強度

的趨勢分別為：癌瘤組織 > 高度分化不良組織 
> 低度分化不良組織 > 腫瘤鄰近之正常組織。

此結果說明 NRF2 的表達與活化，可以作為檳

榔相關口腔癌早期診斷之生物標靶以及癌化進

展的指標，亦可以作為一個逆轉口腔癌化學治

療抗藥性的重要分子標靶，開發相關的調節劑

可以作為新穎的癌症治療策略。

口腔癌在病理上與臨床上具有多樣性。

目前口腔癌的預後仍不理想，5 年內死於此疾

病（或因治療所造成的併發症）的病人超過

50%。現今常規正統的癌症治療對晚期口腔癌

的效果仍然非常有限，因此尋找口腔癌致癌的

分子調控機轉，以研發有效治療藥，是一項非

常重要的工作。研究團隊利用口腔表皮癌 KB
細胞為基礎，建立 BPR0L075 的抗藥細胞株—

KB-L30，此細胞對屬於微管蛋白穩定劑類型

之抗癌藥物 taxol 的細胞毒性，較原始細胞有

明顯更高的敏感性。BPR0L075 是由本院發展

的新穎雜環類 Combretastatin A-4 (CA-4) 類似

物，它會藉由結合到微管蛋白上之秋水仙素結

合區，以抑制微管蛋白的聚合，進而展現極佳

的抗癌活性。與傳統的抗有絲分裂型藥物（如

vincristine 和紫杉醇）不同，BPR0L075 對無論

是表現或不表現多重抗藥基因（MDR）的癌細

胞株都有抑制生長的效果，基於各種臨床試驗

前研究得到的良好成果。BPR0L075 已獲得美

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的核准，準備進

入第一期的臨床試驗。此研究著眼於癌細胞中

可能會改變對 BPR0L075 敏感度的分子變化。

藉由暸解抗藥機制，將有機會發展可以克服

BPR0L075 抗藥細胞之抗藥能力的新藥或是新

療法，並提供未來可與 BPR0L075 合併使用的

候選藥物。

(二 )  腫瘤病毒研究

1.	 EB 病毒溶解期基因對基因體不安定性的
影響

人類 gamma 疱疹病毒具有引起細胞基因

不穩定潛在的能力。過去其他的研究報告也顯

示，EB 病毒的感染會引起細胞的基因不穩定

現象，並可能導致 B 細胞腫瘤的形成。因此，

EB 病毒的感染是否造成鼻咽癌的細胞基因體

不安定性便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研究團隊過

去回溯性與前瞻性的研究已證明 EB 病毒在鼻

咽癌發病前已有不斷再活化的現象。而臨床研

究結果更顯示鼻咽癌病人在治療緩解後，EB
病毒回歸潛伏感染，但再復發前溶解期抗體及

血漿中的 EB 病毒 DNA 開始升高並居高不下。

此結果顯示，EB 病毒再活化是鼻咽癌發生、

再復發，甚至是轉移的重要原因之一。

研究團隊也發現，在有 EB 病毒的鼻咽

癌細胞裡，利用化學藥物 12-O-tetradecanoyl-
phorbol-1,3-acetate (TPA) and sodium butyrate 
(SB) 引導 EB 病毒進入溶裂期時，會引起細胞

核明顯地微核產生以及偵測到 γ-H2AX 蛋白。

顯示 EB 病毒潛伏感染的再活化會造成鼻咽癌

細胞的基因體不安定性。接著，對於含有 EB
病毒的鼻咽癌細胞株 NA 與 HA 細胞再活化 15
次，觀察微核形成有明顯增加的現象。利用 ar-
ray CGH 檢視、分析及比較多次再活化後基因

體與癌化相關基因均有明顯地變化。在該實驗

中，除進一步發現其細胞之侵襲性和細胞腫瘤

生長能力均明顯增加外，也觀察到 EB 病毒的

一系列的溶裂期蛋白質有可能會引起人類上皮

細胞的基因不穩定。而很多溶裂期蛋白質不僅

有明顯的微核增加，也會產生 γ-H2AX 的細胞

增加，其中以 EB 病毒的 DNase 造成最嚴重的

微小核生成。

為了深入探討 DNase 在 EB 病毒引起的

基因不穩定中所扮演的角色，利用短暫轉殖

的方式在鼻咽癌細胞表現不同量的 EB 病毒

DNase，隨著 DNase 量增加，微小核生成也增

加，這顯示 EB 病毒 DNase 具有造成宿主上皮

細胞基因不穩定的能力。進一步利用 γ-H2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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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試驗，發現在不同的上皮細胞，EB 病毒

DNase 會隨著蛋白質表現量的增加，產生出較

多比例之 γ-H2AX 的細胞生成。這是顯示 EB
病毒 DNase 具有能力刺激宿主細胞的 DNA 損

傷訊號傳遞的活化。進一步進行彗星測試，

以確定在 EB 病毒 DNase 表現的細胞是否會

有 DNA 損傷產生。實驗結果顯示，EB 病毒

DNase 表現，細胞也會產生較多的彗星圖例，

顯示 EB 病毒 DNase 會造成 DNA 損傷。

造成細胞基因不穩定有兩個主要原因，除

了 DNA 損傷之外，宿主細胞 DNA 修復能力的

被抑制也占了重要的角色。因此研究團隊更進

一步探討 EB 病毒 DNase 是否有可能抑制宿主

細胞的修復抑制。他們利用宿主細胞再活化試

驗檢測宿主細胞 DNA 修復能力，結果顯示 EB
病毒 DNase 會抑制不同上皮細胞 DNA 修復的

能力。為了進一步證實 EB 病毒 DNase 的此項

能力，研究團隊利用另一種系統 IPTG 來誘導

表現 EB 病毒 DNase 進行上述幾個測試，觀察

是否仍能重現這些基因不穩定的現象，實驗結

果顯示，隨著 IPTG 量增加及 DNase 誘導表現

量增加，微小核有顯著增加，另一方面，DNA
損傷也明顯增加，DNA 修復能力明顯降低。

由於基因不穩定最後會影響染色體的完整

性以及造成 DNA 的突變，並有可能進一步癌

化。EB 病毒 DNase 的表現，除了會造成基因

不穩定外，是否有可能進一步造成染色體異常

或基因突變。研究團隊表現 EB 病毒 DNase 24
小時之後分析發現，表現 EB 病毒 DNase 的鼻

咽癌細胞產生較多的染色體異常。而突變分析

也發現，EB 病毒 DNase 會造成明顯的基因突

變效應。實驗證明 EB 病毒 DNase 會經由造成

DNA 損傷以及抑制 DNA 修復以致宿主細胞

基因不穩定，並導致基因突變以及染色體的變

異。而經由此機制有可能會生成和發展成鼻咽

癌。綜合所有成果，不管 EB 病毒在潛伏期或

是溶裂期均有能力造成細胞的不穩定，而在 B
細胞及上皮細胞中會發現此結果。有趣的是，

研究團隊發現 EB 病毒的溶裂期所造成的基因

不穩定現象比潛伏期明顯得多，而該研究團隊

與其他研究室的動物實驗顯示，老鼠體內腫瘤

成長溶裂期所造成的致癌效應更遠大於潛伏

期。其中 EB 病毒 DNase 可能扮演了一個極其

重要的角色，它不僅大幅破壞 DNA，更有可

能經由抑制 DNA 修復機制，使細胞更容易造

成嚴重的基因不穩定（圖 2）。

根據上述的實驗證據，研究團隊提出一個

新的可能致癌假設，EB 病毒的溶裂期會藉由

一些 EB 病毒的溶裂期蛋白質，如 DNase，造

成 DNA 的損傷，微核的生成以及增加衛星序

列和基因的突變率，經過這樣的過程使 EB 病

毒的溶裂期在細胞的癌化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

色。此結果為 EB 病毒致癌機制提供了一個新

的可能性，也為 EB 病毒相關癌症的防治提供

一個新目標（Nucleic Acids Research 38:1932–
1949, 2010 及 Chemico-Biological Interactions 
188:623–634, 2010）。

2.	探討 TIEG1在人類乳突瘤病毒誘發癌症
的角色

從過去延續性的研究發現，TIEG1 （TGF-
beta inducible early gene 1）是 會 與 高 風 險 性

HPV E7（human papillomavirus early protein 7）
結合的細胞蛋白質。試驗亦證實 E7 會促使

TIEG1 的降解，相關文獻提及 TIEG1 為 TGF-
beta 訊息傳遞路徑且為抑癌基因之一，因此

E7 促使 TIEG1 的降解或係與 HPV 誘發子宮頸

圖 2 : EB 病毒 DNase 的核酸酵素活性對造成 DNA 損傷
具有重要的影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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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有關。藉由 DNA fragmentation assay 及 flow 
cytometry 的分析確認 HPV-16 E7 會調控 TIEG1
的降解，並導致細胞凋亡。根據該研究團隊以

往的研究發現，若干與凋亡有關的基因確可

被 TIEG1 所調控，包括有 BCLAF1、AKT2、
mSin3A 等，目前亦證實 TIEG1 也可以調控與

細胞凋亡的基因 CHUK，其餘則有待再證實。

為瞭解 TIEG1 對細胞癌化所扮演的重要性，實

驗室已建立 TIEG1 剔除鼠，並配種與繁衍純合

子剔除鼠，待取得純合子剔除鼠後，其子代與

老鼠胚胎細胞將用於觀察與測試，當 TIEG1 缺

失時是否加速誘發細胞癌化的發生。

(三 ) 分子與細胞腫瘤學研究

1.	 巨噬細胞引起腫瘤細胞轉移分布及抗藥
性之機轉探討

腫瘤組織微環境不只包含腫瘤細胞，也包

含了組織間質及其他型式的細胞如纖維細胞、

內皮細胞及滲入性的免疫細胞，而巨噬細胞是

腫瘤組織中的主要一種滲入性免疫細胞，目前

已有許多證據顯示，腫瘤細胞與巨噬細胞之間

的交互作用可以巨大地改變雙方的特性與行

為。研究計畫即以兩種細胞交互作用為考量，

不僅探討巨噬細胞如何促進腫瘤細胞的惡化

（轉移及抗藥性兩方面），也探討癌細胞對巨

噬細胞免疫性的影響，所得到的研究成果相較

於只研究單一腫瘤細胞將更能反映出真實的

腫瘤環境，以此作為理論基礎可研發不同的藥

物與策略來對付癌症。過去 3 年研究著重於探

討巨噬細胞對癌細胞的影響，特別是在影響癌

細胞的移動能力、侵入能力、刺激血管新生作

用，及抗藥性的增加方面，分別經實驗證實而

得知一些蛋白質分子參與其作用機轉（圖 3）。

而這一年則改變重點在探討癌細胞對巨噬細胞

的影響。研究得知巨噬細胞分泌物會刺激癌細

胞產生分泌 HSP90 及 HSP27，分泌性 HSP90
及 HSP27 可以刺激其他癌細胞的移動及侵入

能力；此外，HSP90 可作用於巨噬細胞以降

低其吞噬能力，也刺激巨噬細胞產生 IL-10 及

TGF-β 以抑制免疫 T 細胞的抑癌作用，HSP90
也誘導巨噬細胞產生更多的 CCL-22，此可用

以吸引 Treg 細胞到腫瘤組織來抑制正常的免

疫反應（圖 4）（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
try 285:25458-25466, 2010）。

圖 3 : 巨噬細胞促進腫瘤細胞惡化的機轉之作用分子。 圖 4 : 腫瘤細胞抑制巨噬細胞免疫性的機轉。

2.	探討腫瘤轉移相關蛋白交互作用及其於
癌症治療之應用

早期診斷並評估肺癌病患治療之預後十分

重要，但目前並無良好的評估方法。研究團隊

先前的研究發現，一個腫瘤相關抗原甲型烯醇

酶在許多非小細胞肺癌病患的腫瘤中有高量之

表達，腫瘤表達較高量甲型烯醇酶的病患，其

手術後腫瘤轉移出現的時間較快，病人的存活

天數較短。近期研究顯示，甲型烯醇酶表現量

的多寡和腫瘤細胞的轉移能力有正相關性。另

外也發現，晚期肺癌病患血清中對抗甲型烯醇

酶的抗體含量，顯著低於早期肺癌病患及正常

人。統計分析顯示，血中抗甲型烯醇酶抗體含

量較低的病患，其治療預後較差，存活較短。

這些結果指出，或許可以用腫瘤中甲型烯醇酶

的含量或是血中抗甲型烯醇酶抗體的高低，作

為病患治療預後評估的指標。但是並不清楚導

致晚期肺癌病患血中抗甲型烯醇酶抗體降低的

原因，因而進一步探討表達甲型烯醇酶的腫瘤

細胞如何調控免疫反應。若能確知其機制，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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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驗證以血中抗甲型烯醇酶抗體的高低，作

為病患治療預後評估指標的效用外，也可尋求

方法改善病患的免疫反應，或可提供對病患的

幫助。

初步結果顯示，晚期肺癌病患血中抗甲型

烯醇酶抗體的降低可能與腫瘤抗原之免疫抑制

作用，以及骨髓衍生抑制細胞之增生有關。如

何以注射疫苗之策略增強腫瘤抗原特異性免疫

反應或抑制、減少骨髓衍生抑制細胞，是未來

研究之方向。此外，研究團隊也證實腫瘤細胞

若表達高量之甲型烯醇酶，確實會影響對若干

藥物及放射線有較強之抵抗性與腫瘤之惡化。

此結果也支持用腫瘤中甲型烯醇酶之含量作為

評估腫瘤是否惡化或病患治療預後指標之論

點。該團隊已獲得兩項與此相關之專利，未來

可發展偵測試劑。有關甲型烯醇酶影響腫瘤細

胞抗藥性的研究結果也可作為發展癌症藥物

之參考，有助於新藥開發。最終可協助肺癌病

患之診斷及預後評估，同時可提供開發新型癌

症治療方式之參考，在臨床癌症病患之照護方

面，有許多可能之助益。

3.	 AXL 啟動子及其負面回饋自我調控機制
的探討

與癌症細胞的侵犯轉移能力及抗藥性極具

重要性的 AXL 受體酪氨酸激酶，其在各種癌

症均有過量表現的現象。過去一年研究團隊著

重於探索AXL mRNA的3’ UTR-3’ （untranslated 
region）在此負面回饋調控機制上所扮演的角

色，此乃屬於轉錄後調控機制（post-transcrip-
tional regulation），與 AXL mRNA 的總量以及

其蛋白質之轉譯效能有關。此 AXL 3’ -UTR 的

負面調控作用均可在許多不同種類的癌症細胞

觀察到，並發現其與細胞內的 AXL 總量具有

相關性，在報導檢測法 （reporter assay）分析

結果中亦獲得證實。顯示 AXL 的負面回饋調

控機制除了影響其自身啟動子（promoter）的

轉錄活性之外，轉錄後機制在調節 AXL 的蛋

白總量上亦極為重要。AXL 蛋白的激酶區與

Y779 之酪氨酸磷酸化為此負面回饋調控機制

所不可或缺，且 AXL 之配體 GAS6 亦參與其

中。R428 為 AXL 受體酪氨酸激酶的選擇性抑

制劑，AXL-Fc 則是具有中和 GAS6 之活性的

AXL 蛋白片段，一如預期，這兩種物質均能夠

阻斷此負面回饋調控機制。

已知 AXL 蛋白有兩種形式存在，而實驗

結果顯示，此兩種 AXL 蛋白形式均影響 AXL
之 3’ UTR 的 調 控。 微 型 RNA（microRNAs, 
miRNAs）係可利用轉錄後調控機制調節基因

表現的極短非編碼型 RNA 片段，其總數可能

上千，而與癌症相關的微型 RNA 之中，有些

具有致癌性質，有些則具有抑癌性質。研究團

隊綜合利用生物資訊學與分子生物學的技術，

發現一組特別的微型 RNA（例如 has-miR-34
與 has-miR-449）可以調控 AXL 的表現，並透

過此機制而影響癌細胞的侵犯轉移能力。在另

一方面，研究人員亦發現在肺癌與乳癌細胞過

度表現 AXL 可以增加 miR-34 與 miR-449 這些

微型 RNA 的表現。以上結果顯示，AXL 的表

現與這些微型 RNA 之間似乎存在一個負面的

回饋調控機制，且此為轉錄後調控機制。後續

的實驗更證明，此機制係透過 JNK 訊號傳遞

路徑達成。最後，大量表現 miR-34 與 miR-449
均可抑制癌細胞的侵犯轉移與存活能力。總結

而言，AXL 會使 miR-34 與 miR-449 的表現量

增加，後者更可以回過頭來抑制 AXL 的表現。

(四 ) 實驗性治療研究

1.	 血流切應力調控細胞放射敏感度的分子
機轉

臨床及動物研究顯示，合併抗血管新生或

血管瓦解藥物於放射治療，可以提升放射治

療療效。經由調節微血管血流或組織間壓力，

抗血管新生藥物能增加腫瘤含氧量，提高腫

瘤放射敏感度；而血管瓦解藥物則可抑制放射

治療刺激下導致的腫瘤增生或轉移。進一步

研究調控微血管或組織間血流變化，對腫瘤或

血管細胞放射敏感度的分子機轉，可以幫助臨

床醫師，更恰當的併用抗血管新生或血管瓦解

藥物於放射治療。初步成果顯示，放射治療的

敏感度，可以經由腫瘤微環境調控。切應力層

流在一定的空窗範圍內，可改善腫瘤放射敏感

度。24 小時切應力層流可以使腫瘤細胞堆積在

G2M 期，並降低 integrin β1、FAK/phosphoFAK
與 Akt/phosphor-Akt 表現，導致腫瘤細胞凋亡。

針對 integrin β1、FAK 治療，研究人員可以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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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切應力層流對腫瘤放射治療敏感度的影響。

2.	結合 DNA 損害劑與分子標靶拮抗物作
為抗癌藥物之研發

中草藥化合物中針對特定粒腺體蛋白酶—

Lon protease 篩選出有效之抑制劑來作為抗癌

藥物。以人類肺癌為實驗模型，以尋找 Lon 蛋

白酶抑制劑機制為起始目標，以期開發出肺癌

治療的標靶先導藥物。實驗結果發現 obtusilac-
tone A和 sesamin兩種來自中草藥的天然成分，

可透過抑制粒腺體 Lon 蛋白酶以及活化 DNA 
損害（DNA damage）的反應同時誘導肺癌細

胞計畫性凋亡。接著探討此損害斷裂的後續反

應（DNA damage response），也找到因 DNA
雙股斷裂所誘發的細胞週期監控機制，以及細

胞計畫性凋亡的關聯性。此有助於瞭解 Lon 蛋

白酶如何經由粒腺體以及 DNA 損害反應在癌

症形成扮演的角色，並可提供詳細的分子機制

作為抗癌前導藥物開發的基礎。未來將延續此

發現，繼續利用肉桂植物之有效成分進行推理

式藥物設計（rational drug design）為輔助來改

進 Lon 蛋白酶抑制劑，以期能開發出高效能

且低毒性的抗癌藥物。所得成果可加速未來在

新藥開發前臨床階段之動物試驗、毒性試驗、

藥物動力學（pharmacokinetics）、藥效動力學

（pharmacodynamics）之測試，無論在學術上

或產業上皆具有重要之價值。藉由天然藥物之

開發應用，提供一藥二效之新藥，期望能取代

同時使用多種抗癌藥物之化療，節省病人痛苦

及醫療負擔。

3.	利用微陣列探討人類胃癌細胞株 oxali-
platin 之抗藥性機轉

Oxaliplatin 為第三代之白金類化合物，

於 1996 年在法國註冊上市。當其與連續灌注

Fluorouracil 及 Folinic acid 並用時，能有效治

療數類晚期胃腸道癌症，包括大腸直腸癌、

胃癌及膽道癌。然而，此一處方雖可獲致相

當高之緩解率，在多數研究中，其治療啟始

至腫瘤惡化之中位期間（median time to tumor 
progression） 約僅 6 個月，故產生次發性 ox-
aliplatin- 抗藥性為癌症治療上常見之現象。

Oxaliplatin 與第一代和第二代的白金抗癌藥物

cisplatin 和 carboplatin 並無交叉的抗藥性，即

對 cisplatin 和 carboplatin 有原發性和次發性抵

抗性的腫瘤 oxaliplatin 仍有抑制的作用。研究

團隊建立 oxaliplatin 抗藥性之穩定胃癌細胞株

TSGH-oxal/S3，並利用此細胞探討人類胃癌細

胞 oxaliplatin 之抗藥性機轉。先前的研究結果

顯示，在 TSGH-S3 細胞株中，對 oxaliplatin 及

cisplatin 抗藥性的產生應與 DNA 修復能力的

增加及 ATP7A 的大量表現有關（British Jour-
nal of Cancer 97:334, 2007）。研究顯示 Nrf2/
AKR1C 路徑的活化可能為胃癌中 oxaliplatin
抗性衍生的重要分子標記，此結果可作為設計

Nrf2/AKR1C 抑制劑，以提高 oxaliplatin 臨床

治療效益的重要理論基礎。

4.	利用基因表現資料之統整分析獲取肺癌
生物標記之驗證與機轉研究

癌症生物標記之發現對於癌症之早期診

斷、預後評估及新藥物標的之發現等臨床應用

有重大影響。然而對多數癌症而言仍缺乏可靠

的生物分子標記，此類標記對居於癌症相關死

因排名之首的肺癌更顯其重要性。過去 10 年

應用高通量基因表現分析（如基因微陣列晶片

技術）在肺癌等癌症研究上已顯示，此類方法

可獲得能有效反映癌細胞病理狀態之生物標

記。然而也許因人為技術或分析方法等差異，

不同研究單位對相似的議題常出現歧異之結

論，導致無法產出可靠之肺癌生物標記供臨床

應用。為此，本計畫嘗試廣泛收集已公開發表

之肺癌基因表現資料並進行統整分析（meta-
analysis），並在實驗室以臨床肺癌組織樣品進

行實證及分子與細胞生物學之驗證，以獲得可

靠之肺癌生物標記。

透過本院公用資料庫之統整分析，以獲取

具臨床意義或轉譯價值之候選基因。在下游部

分，與長庚醫院合作，利用臨床檢體進行實證

研究，並進行動物模式研究。2010 年度完成數

個基因之初步分析並產出具臨床應用潛力之候

選基因，且完成部分候選基因之臨床驗證。其

中 sox9 基因表現可作為肺腺癌標記之論文研

究，已順利發表於國際知名的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醫學期刊。研究發現 sox9 可以調控肺

腺癌腫瘤細胞之增生，這極可能是透過影響細

胞週期基因 p21 及 CDK4 之表現。此外，更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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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抑制 sox9 基因之表達，可壓抑肺腺癌腫瘤於

小鼠體內之腫瘤生成能力及生長速率，故 sox9
具有發展成為肺癌治療標的之潛力（圖 5）。

三、	台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

台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Taiwan Co-
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TCOG）成立於 1989
年，其設立乃參照美國 Eastern Cooperative On-
cology Group（ECOG）之作業程序，是國內首

見以多家醫院進行同一癌症治療方法之跨院際

臨床試驗合作，以有效利用病人資源及確保臨

床研究計畫的安全性及醫學倫理，並建立療法

及學術研究上之嚴謹審核制度，有效整合國內

對各癌症之檢查及診斷技術、治療方法及療後

追蹤。

參與 TCOG 之合作醫院包括教學醫院及

區域醫院共計 18 家，分布遍及台灣各區域。

TCOG 組織下設有執行委員會、十數個研究工

作群、兩個品管委員會。各研究工作群致力於

推動多中心癌症臨床試驗，並相繼編撰癌症診

治共識及臨床診療指引。稽核委員會每年定

期至各合作醫院進行個案資料稽查，以確保

TCOG 各研究計畫原始登錄資料之完整與正

確。2010 年下半年安排至 15 家合作醫院進行

圖 5 : 臨床肺腺癌檢體的 SOX9 免疫組織化學染色分析。圖 A至圖 C 分別代表 3 個檢體中 SOX9 的染色強度。

稽核作業，並就稽核缺失及建議與各院溝通、

促其改進。資料及安全監督委員會每半年定期

審查 TCOG 進行中研究計畫之病人治療安全資

料，並評估個案之嚴重不良反應報告，以評估

每一種療法之風險及效益。

歷年來，TCOG 已合作完成 29 個研究計

畫。除了臨床研究外，亦針對台灣主要癌症出

版大腸直腸癌、乳癌、攝護腺癌、肺癌、口腔

癌、子宮頸癌、鼻咽癌、腦瘤、胃癌及放射治

療等 10 種癌症診治共識，並編撰癌症篩檢治

療指南（practice guideline），目前已出版「婦

癌臨床診療指引—子宮頸癌篩檢、子宮頸癌、

子宮內膜癌、子宮惡性肉瘤、上皮性卵巢癌、

惡性卵巢生殖細胞腫瘤」、「肺癌臨床指引」、

「癌症疼痛處理指引」、「攝護腺癌臨床診療

指引」、「大腸癌臨床診療指引」（圖 6）。

此共識及指引不僅縮小目前在癌症治療上各家

醫學中心與各個腫瘤醫師之間的分歧，也可提

供癌症病患及其家屬遵行之道，以利與醫師密

切合作，進而提昇癌症醫療品質。此組織並出

版「台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通訊」，主要

刊載癌症治療的研究新知，已出版 68 期，其

中含以臨床醫學為素材之「MALToma 專刊」

及「淋巴瘤專刊」，為醫學本土化留下見證。

圖 6 : TCOG 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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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7 年起，TCOG 每年舉辦年會，邀請

國內外知名學者專家就其研究領域做一系列的

演講及癌症現況報告，並安排各委員會會議，

讓所有委員們得以齊聚一堂，互相切磋討論，

吸取癌症新知。2004 年起並就單一癌症主題擴

大舉辦亞太區域研討會。每年各委員會之臨床

研究成果，亦彙整成冊印製年度報告，提供委

員參考。2010 年 11 月舉辦「第 14 屆台灣癌症

臨床研究合作組織年會—2010 國際癌症轉譯醫

學研究學術研討會暨亞太胰臟癌與膽道癌研討

會」，會中邀請美國、英國、日本、新加坡等

國際專家，及國內相關領域的傑出學者做專題

演講，以目前胰臟癌與膽道癌各種創新的治療

策略及未來研究發展趨勢，共同切磋分享，此

為亞太地區癌症研究會議難得的盛況（圖 7）。

圖 7 :  「第 14 屆台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年會 – 2010 國際癌症轉譯醫學研究學術研討會暨亞太胰臟癌與膽道癌研討
會」留影。

四、	建立國家臨床試驗研究合作
網絡

透過國家臨床試驗研究合作網路，將我國

臨床試驗及研究由點而面的擴展，凝聚並整合

我國各醫學領域專家之研發能量，建構我國生

醫產業基礎環境並以爭取跨國大型製藥廠來台

進行新藥臨床試驗，提昇國內在生物醫學研究

方面之品質與水準。

自「癌症防治法」通過後，條文中明確指

出癌症研究中心需設在本院，負責所有癌症相

關研究、診斷、治療、新藥發展及臨床試驗之

協調、控管及規劃等，其最終目標為降低癌症

之發生率及死亡率。

癌研所於網絡計畫下有兩大部分，第一部

分為與國際乳癌學術研究組織（Breast Interna-
tional Group, BIG）合作之研究計畫，參與之

「ALTTO 計畫」及「Neo-ALTTO 計畫」均收

案順利。同時癌研所亦建立腫瘤標記實驗室，

致力於各項癌症相關基因檢測，如大腸直腸

癌、乳癌及胃癌等，成效卓著；腫瘤標記實驗

室亦籌備申請國際標準化（International Orga-
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的「實驗室品

質能力與要求」認證，期望在技術與品質管理

上達到公認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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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焜玉
代理所長

張中和

合聘研究人員：	 李啟明	 柯博升	 陳耀昌

紀雅惠李小玲 林聖光 邱英明何令君

郭呈欽 褚志斌福井泰久 劉俊揚楊良棟 顏伶汝

林秀芳

細胞及系統醫學研究所

任務
細胞及系統醫學研究所（以下簡稱細研所）成立於 2008 年 3 月，由院內 3 個研究部門（幹

細胞研究中心、心血管及血液醫學研究中心，與老年醫學研究組的基礎研究團隊）整合而成。整

合後分為 3 個研究群：再生醫學研究群、心血管及代謝醫學研究群，以及老化醫學研究群。研究

重點在於辨識重要慢性疾病與失調症狀的發生機制，從細胞、分子及系統層面研究人體多種器

官 / 系統慢性疾病，發展新的診斷方法與細胞層次的治療策略，研發預防與治療醫療製劑。

• 再生醫學研究群：(1) 胚胎幹細胞研究重點在於增加其產量，並以 iPS 進行再生醫學應用；(2)
研究神經幹細胞的分子生物性質，以及其在神經修補之應用；(3) 胎盤及成體幹細胞研究重點

在探討其抗免疫性質，並應用於骨髓及器官移植。

• 心血管及代謝醫學研究群：(1) 心血管保護機制著重於尋找保護分子及信息與機制；(2) 發炎之

致病機制研究著重於尋找發炎因子及轉錄機制；(3) 代謝及系統醫學研究著重於以基因體、蛋

白質體及代謝體研究重要的心血管、代謝症候群及老化疾病。

• 老化醫學研究群：(1) 肌肉骨骼細胞發炎反應；(2) 老化相關的細胞變化研究。

細研所建立跨領域幹細胞研究計畫，加強心血管、肌肉骨骼及周邊神經疾病的基礎、傳統及

臨床幹細胞研究，行政院並將研究所之幹細胞研究計畫選定為我國的旗艦幹細胞研究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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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架構

重要成果

一、	整合型研究

幹細胞旗艦計畫

伍焜玉院長兼代理所長領導的研究團隊，

參與行政院科技顧問組的幹細胞旗艦計畫，主

導「訊息傳導分子對於幹細胞存活生長及調節

分化」之重要性研究，至今已有多項傑出研究

成果，期望以這些幹細胞的基礎研究，落實轉

譯醫學的運用，達到真正嘉惠於臨床醫學的目

標。此旗艦計畫之一是由顏伶汝醫師研究團隊

利用 2 個非致癌性的基因 Oct4 及 Sox2，成功

地將人類胎兒臍靜脈內皮細胞（HUVEC）轉

變成誘導式多功能幹細胞（iPS）。在成人體

細胞中置入 4 個基因—c-Myc、Oct4、Sox2 以

及 Klf4—可將一般的細胞回復到多功能的狀

態。誘導式多功能幹細胞（iPS）與胚胎幹細

胞（ESCs）類似，但形成的過程不牽涉到倫

理問題，可為專一病人製造。但技術上使用的

基因，因含具有致癌性基因，故不可應用在臨

床上。顏醫師的研究團隊發現 HUVEC 增生能

力強，而且高度表現 KLF4，故可利用 2 個非

致癌性的基因即能誘導成功。這些只需要兩個

基
礎
研
究

轉
譯
醫
學

臨
床
研
究

再生醫學研究
• 胚胎幹細胞及iPS及信息傳遞
• 神經幹細胞及其應用
• 成體幹細胞之免疫性質及臨床應用

心血管及代謝醫學研究
• 心血管保護機制
• 發炎之致病機制
• 代謝及系統醫學研究

老化醫學研究
• 骨骼相關疾病研究
• 老化代謝相關探索

• 舉辦學術演講、研討會及教育訓練
• 培育碩、博班生及博士後研究員
• 與產業、學界合作，整合研究資源

培訓

基因便可以轉化而成的誘導式多功能幹細胞

（iHUV2F），具有與胚胎幹細胞相似的特性，

表現許多代表著多功能特性的蛋白質（圖 1），

同時 iHUV2F 在小鼠活體或體外實驗都有分化

成 3 種胚層細胞的能力（圖 2）。研究成果發

表在 Arteriosclerosis, Thrombosis, and Vascular 
Biology，證明此技術只用非致癌性基因及利用

胎兒時期細胞製造 iPS 的可行性。

圖 1 : 由 HUVEC 細胞所產生之誘導式多功能幹細胞。(A)
原始 HUVEC 細胞型態；(B)2 個基因誘導而產生
出的聚落；(C) 產生後之 iHUV2F 聚落經過挑選培
養，形成外觀與胚胎幹細胞相似之聚落；及 (D) 以
alkaline phosphatase 染色呈現紅色之誘導式幹細胞
聚落，代表其具有多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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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HUVEC 所產生之誘導式幹細胞 iHUV2F 於小鼠活體及體外之分化測
試。（上排）體外培養後自然分化的 iHUV2F 細胞，以螢光免疫染色測得
具有內胚層（AFP）、中胚層（vimentin），以及外胚層（nestin）等蛋白的表現；
及（下排）iHUV2F 細胞接種至免疫缺乏小鼠後產生的良性畸胎瘤，以螢
光免疫染色測得其切片中具有內胚層（AFP）、中胚層（vimentin），以及
外胚層（GFAP）等蛋白的表現。

用電泳移動偏移分析實驗，研

究團隊證實了 RFX1/1, RFX1/2, 
RFX1/3 及 RFX2/3 複合物可專

一性地與 18 個鹼基結合，且

RFX2/3 複合物只有在會表現

FGF1 之細胞才會被偵測到。

更進一步利用核酸干擾素抑制

RFX1, RFX2, RFX3 的表現時，

結果發現抑制 RFX1 表現時，

FGF-1B 轉錄活性因而增高；抑

制 RFX2 表現時，FGF-1B 轉錄

活性顯著降低； 抑制 RFX3 表

現時，FGF-1B 轉錄活性則無明

顯變化；藉由這些實驗結果，證

明 RFX1, RFX2, RFX3 在 FGF-
1B 的轉錄調控上扮演不同的角

色（圖 3）。同時，在動物實驗上亦發現小鼠

腦中會表現 FGF1 之細胞具有神經幹細胞之特

性，且也會在小鼠腦中會表現 FGF1 之細胞偵

測 到 RFX1, RFX2, RFX3。由 此 可 知，RFX1, 
RFX2, RFX3 在小鼠腦中也參與調控細胞表現

FGF1。

研究發現 RFX 轉錄因子家族之成員會參

與調控 18 個鹼基序列之轉錄因子，由於已證

實 RFX 轉錄因子會調控細胞纖毛及細胞生長

週期，且細胞纖毛在神經再生過程中扮演相當

重要的角色，藉由發現 RFX 轉錄因子會調控

FGF1，此研究有助於瞭解腦中 FGF1 調控及在

神經再生及調控神經幹細胞之作用。未來將持

續針對在神經再生過程中，FGF1 及 RFX 蛋白

質如何調控神經幹細胞做深入研究。

旗艦計畫的另一個成果是發現 Rho kinases
（ROCK）在胚胎幹細胞扮演重要的角色。

ROCK 抑止後會引起胚胎幹細胞分化為神經

progenitor cells。 此 發 現 對 於 神 經 progenitor 
cells 的培養及其於神經再生醫學之應用是重大

的發展。

二、	再生醫學研究

(一 ) 神經幹細胞研究

1.	 神經幹細胞之基因轉錄調控

纖維母細胞生長因子第一型（FGF1）在

神經再生、細胞增生、分化、傷口修復及組織

生長等許多生物反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先前

的研究指出，FGF1 在腦部主要表達區域為富

含神經幹細胞之區域；同時，在 FGF1 之啟動

子上發現一個具有 18 個鹼基的片段，是維持

調控蛋白質與去氧核醣核酸作用的必需最短序

列。然而目前與 18 個鹼基序列作用的調控蛋

白質尚未被發現，因此若能找出調控 18 個鹼

基序列之轉錄因子，有助於瞭解腦中 FGF1 之

調控，及 FGF1 在神經再生及調控神經幹細胞

之作用。

邱英明博士實驗室利用生物資訊學的方

法發現此 18 個鹼基序列與轉錄因子 RFX1 結

合序列有很高的相似性；利用酵母菌的 one-
hybrid 系統及染色質免疫沉澱法，確定 RFX1, 
RFX2, RFX3 在細胞內會與 18 個鹼基結合；利

2.	基因表觀遺傳修飾因子之組蛋白乙醯
化與去乙醯化對神經幹細胞分化潛力
的影響

核纖層（nuclear lamina）是一種位於動物

細胞的核膜內側厚約 30 到 100 奈米的密集網

狀結構，由第 5 型中間絲（type V intermediate 
filaments）所構成。核纖層組成基因的突變將

會造成人類肌肉、心肌、脂質及系統性早衰等

11 種相關退化疾病。除了具有支持細胞核和

細胞骨架的能力，近年來對核纖層相關疾病的

探討過程發現核膜蛋白與染色體組成、基因表

現、DNA 修復、細胞週期等細胞核內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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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利用核酸干擾素將 RFX2 的表現抑制時，神經球生
成之活性顯著降低；然而若在 RFX2 的表現及神經
球生成被抑制的同時，再加入纖維母細胞生長因子
第一型（FGF1），則可發現神經球生成被 FGF1 顯著
提升。

有功能上的連結性。而在核膜相關的疾病中，

Hutchinson-Gilford progeria syndrome（HGPS）

則是其中最受注目的一種疾病。HGPS 是因

lamin A 基因上發生點突變所造成的。罹患

HGPS 的病患平均壽齡為 13 歲，而且外觀會

有提早老化的徵狀。HGPS 病患的皮膚纖維母

細胞（skin fibroblasts）常可觀察到核膜皺折

的現象，然而此 Lamin A 的突變蛋白（稱為

progerin）如何造成 HGPS 的病理機制至今尚

有許多亟待釐清之處。

紀雅惠助研究員的研究結果顯示 progerin
引起的 HGPS 細胞核膜的皺摺現象需要核膜

蛋白 SUN1 的參與。核膜蛋白 SUN1 為 LINC
（linker of the nucleoskeleton and cytoskeleton）
複合體的成員。以免疫螢光染色實驗可觀察到

HGPS 細胞中有較高含量的 SUN1 表現，但是

同樣含有 SUN-domain 的 SUN2 則無明顯差異。

進一步利用 RNAi 降低 SUN1 在 HGPS 細胞中

的表現，結果發現除了 HGPS 細胞核膜的皺摺

以及細胞老化（senescence）現象隨著 SUN1
蛋白質表現的減少而有減低的驅勢之外，實驗

結果還可觀察到 progerin 引起細胞核膜的皺摺

現象也明顯降低。此情況只有在 SUN1 降低的

時候可觀察到，而 SUN2 對此現象無顯著影

響。這些實驗結果提供 SUN-domain 蛋白質與

HGPS 病理機制上的關連，並開啟未來探討治

療 HGPS 早衰症新的研究方向。

3.	細胞膜外間質蛋白分解系統在神經前驅
細胞遷及神經發炎作用之研究	

腦神經前驅細胞向最終功能執行遷移及其

終極分化為成熟腦神經細胞，此為腦部在正常

功能運作時及其受創後的重要過程。在這過程

中，腦神經幹細胞內建因子（intrinsic factors）
及其與微環境，或所謂的匿居（niche）間的互

動，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調控因素。探討參與此

調控作用的分子，細胞成分及其作用的機制，

是目前神經再生的重要研究課題。李小玲博士

實驗室研究發現位於細胞表面的第二型跨細胞

膜絲銨酸蛋白酶（type II transmembrane serine 
protease），在中樞神經系統裡非常專一性的僅

表現於神經前驅細胞及其分化的神經元。缺少

此蛋白酶的神經前驅細胞明顯地失去了遷移的

能力；反之，多量表現此蛋白酶可促使神經前

驅細胞的遷移能力；顯現此第二型跨細胞膜絲

銨酸蛋白酶在神經前驅細胞遷移的能力占有決

定性的角色（圖 4）。

圖 4 : 第二型跨細胞膜絲銨酸蛋白酶（紅色螢光）表現與
神經前趨細胞（綠色螢光）表面，藍色為細胞核。

此蛋白酶在神經前驅細胞對趨化分子

（chemoattractants）或生長激素刺激的快速遷

移反應也具舉足輕重的地位，因為這些分子的

刺激在缺少此蛋白酶的神經前驅細胞上不產生

應有的作用（圖 5；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
istry, in press）。其參與神經前驅細胞遷移能力

的機制之一為藉由活化基質金屬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其他機制尚包括聯結啟自

於細胞表面生長因子受器（receptors）的細胞

傳導訊息及啟自於細胞表面粘著分子（adhe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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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ecules）的細胞傳導訊息。研究結果同時顯

示此蛋白酶具有促使神經前驅細胞向成熟神經

元的分化，但對神經前驅細胞的再生和存活不

具影響。另項重要發現，神經前驅細胞可經由

直接刺激腦內皮細胞（brain endothelial cells）
大量合成某些細胞激素（cytokines），此是由

位於神經前驅細胞表面的第二型跨細胞膜絲銨

酸蛋白酶所致，其作用顯然為藉由一位在腦內

皮細胞表面的分子，致活化腦內皮細胞內的訊

息傳導而成。此外，此細胞表面穿透細胞膜蛋

白解離酵素並具有減少神經前驅細胞受發炎因

子影響的功能。

圖 5 : 第二型跨細胞膜絲銨酸蛋白酶對神經前趨細胞的
遷移能力具有絕對影響。

(二 ) 人類胎盤多分化性細胞（PDMCs）

顏伶汝醫師實驗室延續先前胎盤幹細

胞（PDMCs） 之 免 疫 調 節 特 性（Stem Cells, 
24:2466-2477, 2006）之 研 究。2009 年已發 現

PDMCs 可抵抗自然殺手細胞（NK）的細胞毒

性攻擊。母體的自然殺手細胞與胎兒組織間的

相互作用對於形成孕母與胎兒之間免疫耐受現

象是非常重要的。PDMCs 可以抑制自然殺手

細胞產生干擾素 -γ（IFN-γ）與對於不具有主要

組織相容性複合體 -I（MHC-I）之目標細胞的

細胞毒性攻擊。PDMCs 是經由調控自然殺手

細胞表面的抑制受體 （killer inhibitory receptor, 
KIR）的表現，及增加與活化受體（NKp30）

的表現減少，進而達到抑制自然殺手細胞的效

果。而且，受到干擾素 -γ 刺激 PDMCs 會透過

細胞表面表現具有免疫抑制的組織相容性抗

原 -G（HLA-G），抑制自然殺手細胞的功能。

故 PDMCs 具有廣泛免疫抑制特性，所以在臨

床的應用具有相當的潛力。

(三 ) 成人毛囊幹細胞研究

表皮預防體液的流失，同時也保護身體避

免外界的有害入侵。毛髮週期於成體循環於生

長期、衰退期與休止期。表皮分層與毛髮週期

的恆定狀態是分別由產生表皮體系與毛囊體系

的幹細胞來維持。有缺陷的表皮分層常導致皮

膚疾病，例如魚鱗癬和異位性皮膚炎，而毛髮

週期調節失常亦會引起脫髮。

過去兩年楊良棟博士實驗室積極探討

Notch 訊息路徑在表皮與毛髮週期中扮演的角

色，運用 Cre/loxP 系統培育具有 Notch 訊息路

徑的條件式基因剔除小鼠。此研究小組發現在

表皮上層剔除 Notch 訊息，結果導致上層表皮

分化異常與異位性皮膚炎的產生。在毛囊剔除

Notch 訊息則造成毛囊幹細胞不當的增生與分

化（圖 6）。楊良棟博士實驗室長程目標為探

討表皮障壁的形成與維持毛囊幹細胞特性的分

子機制。

三、	心血管及代謝醫學研究

(一 ) 心血管醫學研究

1.	 血管平滑肌細胞的研究

林秀芳博士實驗室先前的研究指出，在動

脈受傷情況下缺乏第二型富含半胱胺酸蛋白

（CRP2）表現會加速血管平滑肌細胞遷移並

增加血管內膜增生而導至血管阻塞。因此，維

持或提升 CRP2 在血管的表現將有助於減緩動

脈硬化。此實驗室利用一系列的報導基因轉

殖鼠做研究分析發現在胚胎發育時 CRP2 在血

管平滑肌細胞的表現只需起動子（promoter）
的一段序列。但是 CRP2 在成鼠血管平滑肌

細胞的表現則需 12-kb 長的第一內含子（first 
intron）。進一步研究發現 CRP2 在成鼠血管

平滑肌細胞的表現主要是經由 CArG（CC(A/
T)6GG）這個序列來調控（圖 7）。CRP2 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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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 在表皮上層與毛囊剔除 Notch 訊息造成異位性皮膚炎和毛囊幹細胞不當的增生與分化。(A)Notch 條件式基因剔除
小鼠與對照小鼠在出生 75 天後的外觀。(B)Notch 條件式基因剔除小鼠皮下的發炎細胞聚集。(C)Notch 條件式基因
剔除小鼠在 6 週後血漿中 IgE 有顯著昇高。(D) 突變鼠的毛囊幹細胞標示變少，而基層表皮的標示變多。

管平滑肌細胞的表現在胚胎發育中與在成鼠

的調控機制是非常不一樣的。這種調控機制非

常特別、有別於其他的平滑肌細胞基因（Ar-
teriosclerosis, Thrombosis, and Vascular Biology 
30:835-842, 2010）。

圖 7 : CRP2 基因第一內含子的 CArG 序列主要調控
CRP2 在成鼠而非發育中血管的表現。

2.	前列腺環素保護細胞分子機轉的探討

內皮細胞是製造 Prostacyclin（PGI2）的主

要細胞，而 PGI2 具有可抑制血小板凝集及控

制血管張力之功能。伍焜玉博士及劉俊揚博士

研究團隊先前之實驗結果發現 PGI2 可保護內

皮細胞與癌細胞之存活，其分子機轉是藉由誘

導一類分子量約 30kDa 之酸性蛋白 -14-3-3 的

表現（Arteriosclerosis, Thrombosis, and Vascular 
Biology 26:1481-1487, 2006; Cancer Research 
67:3185-3191, 2007; Molecular Pharmacology 
74:1399-1406, 2008）。而細胞內 14-3-3 蛋白之

增加會與 Bad 結合並減少 Bad 轉移到粒線體

上，進而減少細胞凋亡。

研究團隊亦發現 14-3-3 蛋白在肝癌細胞

中大量表現，且其表現量與肝癌細胞之肝外轉

移，及病人之存活率有極高之關聯性（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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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ology 42:129-135, 2011）。14-3-3 在肝癌細

胞中可經由活化 NF-κB 之訊息調控途徑，進

而誘引 focal adhesion kinase（FAK）之表現。

FAK 在肝癌中會大量表現，並影響肝癌細胞之

轉 移 與 存 活（Human Pathology 40:1384-1390, 
2009），且進一步發現在癌細胞中 FAK 的表現

可被 NF-κB 所調控（Life Sciences 86:199-206, 
2010）。因此研究這兩分子在細胞內之交互關

係，及分子調節機轉，可作為未來發展肝癌生

物診斷及治療的重要依據。在對 14-3-3ε 啟動

子（promoter）核酸序列進一步分析，結果發

現一具潛力之功能性 single-nucleotide polymor-
phism（SNP）序列，該序列之變化可影響癌

細胞內 14-3-3ε 之表現與活性。亦進一步證實

14-3-3ε 可受內質網誘引作用活化之轉譯分子

XBP-1（X-box binding protein-1）所調控，並確

認 XBP-1 在 14-3-3 啟始子上的鍵結位置（圖

8）。這些成果除了在學術層次上闡述 14-3-3
在細胞內影響細胞功能的重要性之外，並進一

步證實了 14-3-3 可作為腫瘤發展與轉移之診斷

因子，及未來臨床治療之重要標的分子。

(二 ) 免疫代謝研究：探討 TLR ligands免
疫系統的活化機制

郭呈欽博士實驗室積極進行類鐸受體

（Toll-like receptors）研究。類鐸受體是一種

模式辨識受體，可與病原菌和轉型細胞的組

成分作用，來活化細胞的先天性及適應性免疫

系統。另一方面，病毒或細菌為了能成功成為

脊椎動物的病原菌，它們必須克服或改變許多

有效的宿主防禦機制，包括先天性和適應性免

疫反應。對先天性免疫的新的理解，不僅能累

圖 8 : 14-3-3 保護細胞存活及增加細胞移動能力之機轉示
意圖。

積我們對致病菌致病原理的知識，且提供一

個有吸引力的方法對抗傳染物質。非甲基寡去

氧核醣核酸（CpG oligodeoxynucleotides, CpG 
ODNs）藉由類鐸受體 9 號（TLR9）活化免

疫反應。CpG 寡核苷酸被細胞內吞進入 endo-
some 的過程，是 TLR9 訊號傳遞中的速率限制

步驟，並為引起初級免疫反應的關鍵。ADP-
ribosylation factor 6（ARF6）屬於 Ras superfam-
ily，目前發現對參與各種不同的細胞功能有

決定性影響。在此研究中證明 ARF6 和 CpG 
ODN/TLR9 所調控的反應相關；抑制 ARF6 會

減弱 CpG ODN 所引發的 NF-κB 和磷酸激酶

的活化與細胞激素的產生，但並不影響 TLR9
和 MyD88 的表現與作用或 TLR9 和 CpG OND
間的相互作用。共軛焦顯微鏡的影像顯示，抑

制 ARF6 會損害 CpG ODN 引致 TLR9 移動到

endosome 的結果，使得 TLR9 留在內質網。

此外，發現於細胞中表現持續活化的

ARF6 會增加 CpG ODN 被細胞內吞的作用，

但在表現缺損的 ARF6 細胞中這個現象則被

抑制。目前已知大量表現 class III PI3K 可增加

CpG ODN 被細胞內吞的結果，然而此增加現

象於表現缺損 ARF6 的細胞中則被顯著抑制；

在表現持續活化的 ARF6 細胞中，則可恢復

class III PI3K 抑制劑 wortmannin 所導致之 CpG 
ODN 內吞作用的下降。從這結果可推論 ARF6
為其上游 class III PI3K 調控 CpG ODN 內吞作

用所必需。此研究證明，class III PI3K-ARF6
的傳遞路徑可藉由控制 CpG ODN 的內吞作用

而調控 TLR9 訊號傳遞（如圖 9）。這些研究

圖 9 : Class III PI3K-ARF6 的傳遞路徑可藉由控制 CpG 
ODN 的內吞作用而調控 TLR9 訊號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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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對研發新的預防和治療病毒侵害方法將有

其關鍵的重要性。

(三 ) 發炎控制機制之研究

發炎在人類許多重要疾病（如心血管疾

病、代謝疾病及癌症）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伍焜玉博士實驗室的研究主要探討人體內的抗

發炎機制，以 COX-2 為發炎因子之研究模式，

發現正常 proliferative fibroblasts 會分泌小分子

量化學物來減低發炎引起的 COX-2 表達，其

機制是經由轉錄的控制。研究團隊以跨領域方

法分離這些小分子化學物，並進行轉錄機制的

研究。

(四 ) 系統醫學研究：利用 LNCaP人類攝
護腺癌細胞株在裸鼠內腫瘤之模型模
擬長期抑制男性荷爾蒙對後續荷爾蒙
治療之影響

攝護腺癌症（prostate cancer）是美國男性

中僅次於皮膚癌之第二大癌症，也是老年男性

最常見的癌症，每 6 人約有 1 人會罹患。台灣

攝護腺癌症也排入男性前五大癌症。通常由

手術切除或冷凍療法治療攝護腺癌，然而對

於已經擴散蔓延的攝護腺癌病患、或是年紀

大不適合開刀，由於原發攝護腺腫瘤的生長需

要倚賴男性荷爾蒙，稱為男性荷爾蒙倚賴型

（androgen-dependent），醫生會採取荷爾蒙治

療 法（hormonal therapy），亦 即 透 過 LH-RH
荷爾蒙之治療，來抑制病患體內攝護腺腫瘤

之生長。經過抑制男性荷爾蒙治療（androgen 
ablation therapy）之後均會萎縮。然而，經過

約 3 年之後，接受荷爾蒙治療的病患中有 9 成

腫瘤會復發，由於病患依舊接受抑制荷爾蒙

的治療，因此復發的腫瘤為不需倚賴荷爾蒙

（androgen-independent）之攝護腺腫瘤，復發

後之預期壽命約為 1 至 2 年。目前對於導致攝

護腺癌症進展至不需倚賴荷爾蒙的機制尚未完

全清楚，而其他能協助抑制腫瘤生長與復發之

輔助性療法（adjuvant therapy）也有發展之急

迫性。

褚志斌博士實驗室利用 LNCaP 細胞建立

了模擬攝護腺癌惡化（prostate cancer progres-
sion）各個時期的細胞株。LNCaP 104-S 是生長

與存活需要倚賴男性荷爾蒙的攝護腺癌細胞，

類似病人體內的原發性腫瘤細胞。一旦移除培

養液中的男性荷爾蒙，則大多數 LNCaP 104-S
細胞會死亡，少數勉強存活。經過 1 年之後，

細胞累積足夠之突變後成為不需倚賴男性荷爾

蒙之 LNCaP 104-R1。104-R1 初期生長頗慢，

經過數十代後，轉為生長快速的細胞，被命名

為 104-R2。104-R1 和 104-R2 的男性荷爾蒙受

體（androgen receptor, AR）都比 104-S 更高。

另利用 LNCaP 104-R2, passage 285，來模擬病



24 細胞及系統醫學研究所

人接受兩年半荷爾蒙治療後復發的癌細胞。研

究結果發現 104-R2 passage 285 的細胞會明顯

被男性荷爾蒙抑制，少數細胞會存活，這些細

胞的生長速度逐漸增快，稱為 R2Ad，R2Ad 細

胞的 AR 表現量非常低。確認男性荷爾蒙受體

是透過調控細胞週期（cell cycle）和與細胞週

期有關的 c-Myc, Skp2, p27 蛋白質的表現來影

響細胞生長。R2Ad 細胞 c-Myc, Skp2 表現量非

常高，可能提供生長優勢。104-R1、104-R2 細

胞中，男性荷爾蒙會導致 G1 cell cycle arrest，
R2Ad 細胞中則無此現象。裸鼠實驗顯示 104-
R2 P285 在閹割裸鼠體內形成的腫瘤，會被睪

固酮錠（testosterone）抑制。腫瘤一樣在抑制

後 5 週開始恢復生長。復發的腫瘤 AR 表現量

大舉降低，然發現復發的腫瘤生長不再受男性

荷爾蒙的影響，成為 androgen-insensitive。

由於之前曾經指出調控膽固醇（choles-
terol）與脂肪酸（fatty acid）的生成、運輸與

平衡的 liver X receptor（LXR）受體和攝護腺

腫瘤的生長與惡化（progression）有很大的關

係。因此比較了 104-S, 104-R2, R2Ad 細胞中和

LXR signaling 相關的基因的表現。LXR 訊息

路徑的基因表現在這三個階段中有不同的表現

量，認為其中的 CYP27 和 ApoD 可能可以作

為攝護腺癌惡化檢測的生物指標（biomarker）。

透過 PubMed 的 GEO profile 做 meta-analysis，
發現病人轉移（metastasis）出去的攝護腺癌細

胞表現的 CYP27 基因 mRNA 量相對未轉移的

基因低，而且有統計上的明顯差異。因此認為

CYP27 mRNA 可 能 和 prostate cancer progres-
sion 有關，需進一步探討其分子機制。

結果顯示如果對病患進行太長久的 an-
drogen ablation therapy 的話，復發的腫瘤將不

再對男性荷爾蒙有反應，則病人將無法利用

Intermittent androgen therapy 來控制復發腫瘤的

生長。

四、	老化醫學研究

退化性關節炎的研究

關節軟骨組織的逐漸磨損、破壞而導致的

退化性關節炎（osteoarthritis）影響了超過半數

以上之老年人，是造成老年人喪失行動能力而

影響生活品質的主要原因。臨床研究顯示，除

了創傷、體重過重及持續性的磨損，發炎反應

也在骨關節炎形成過程扮演關鍵角色。先前文

獻顯示第一介白質（IL-1）與化學激素（che-
mokine）參與了退化性關節炎之病變機轉。包

括直接引發分解酵素 MMPs 與 aggrecanases 之

生成；以及造成軟骨細胞死亡與關節疼痛之

iNOS-NO 與 COX-2-PGE-2 的產生。雖然骨關

節炎影響老年人之生活品質甚巨，但目前臨床

上對退化性關節炎之治療主要仍為消炎止痛，

尚無明顯有效治療關節炎病變或阻斷其病理變

化之藥物；因而導致許多患者最終須接受關節

置換手術。因此，何令君博士實驗室即努力找

尋有效且無副作用之治療退化性關節炎藥物。

此外，此實驗室也從免疫機制的角度探討老化

與發炎所導致的骨關節退化病變機轉，並希望

由此發展新的治療及預防的方法。

在藥物研發方面，此實驗室自骨關節炎病

人的關節軟骨分離軟骨細胞並培養，以進行

一系列之研究。其研究發現，植物性雌激素補



25細胞及系統醫學研究所

骨酯（bavachin）對第一介白質（Interleukin-1, 
IL-1）和腫瘤壞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ha, TNF-α）所導致軟骨細胞分泌發炎趨化

激素（chemokines），具有相當不錯抑制效果，

也具減緩發炎反應之潛力（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ology 636:181, 2010）。此外，白

藜蘆醇（Resveratrol）能透過調節軟骨細胞內

的 NFkB 及 JNK-AP-1 的 訊 號 傳 導 路 徑，抑

制高度糖基化終產物（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 AGEs）所誘導的環氧合酶 -2（cyclo-
oxygenase-2, COX-2）及 iNOS 與趨化細胞激

素的產生而減緩發炎反應。白藜蘆醇更可經由

抑制分解酶（MMP-13）的產生而減少軟骨基

質被分解，而達到保護軟骨的功能（Arthritis 
Research & Therapy 12:R167, 2010）。此實驗室

計畫進一步以動物模式測試這些免疫調節藥物

對退化性關節炎治療的體內療效。在老化因子

對關節退化之影響方面，實驗室探討高度糖基

化終產物堆積對人類軟骨細胞的影響。延續之

前研究發現高度糖基化終產物會引發關節軟骨

細胞產生 COX-2-PGE-2 與 iNOS-NO 進而引發

圖 10 : Jak-STAT 訊息傳導在高糖化終產物引發軟骨基質
流失上扮演重要角色。

軟骨基質喪失；目前最新結果顯示，高度糖基

化終產物所活化之 Jak-STAT 訊息傳導在軟骨

基質流失上扮演重要角色（圖 10）。此可能是

老化過程中引發退化性關節炎之重要機轉，可

作為預防及治療上之重要標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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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

任務
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以下簡稱群健所）於 2008 年 9 月成立，主要任務為：(1) 確認重要群

體健康問題並進行高品質研究；(2) 發展創新有效之研究方法並協助研擬前瞻務實之衛生政策；(3)
促進所內及國內外學術研究單位之整合性研究。

群健所目標以高品質研究成果建立醫療健康基礎建設與資源分享平台；提供生物醫學及醫

療保健研究方法並進行知識轉譯；發展有效的預防策略、介入計畫及具實證基礎的政策建言；

促進國際合作並提升台灣群體健康科學研究之國際地位；協助達成全民健康的最終目標。群健

所研究面向涵蓋流行病學、臨床試驗、統計遺傳學、系統生物學、生物資訊科學、老年醫學與照

護、精神健康與藥物成癮、健康經濟學、健康教育推廣與轉譯、營養醫學及衛生策略與政策規劃。

熊昭
所長

張新儀

江博煌 邱亞文 邱燕楓

莊紹源

何英剛

陳嘉祥陳主智 陳豐奇許志成

林培生

重要成果

一、	整合型計畫

(一 ) 台灣中老年健康因子及健康老化長期
研究計畫

此計畫為縱貫性研究計畫（Longitudinal 
Sudy），第 一 期 執 行 期 間 為 2008 年 3 月至

2011 年 12 月，主要收集並分析影響老化的各

項因子及生化指標，研究樣本之選取，是由全

台北、中、南、東挑選 7 家健檢合作醫院（城

市化及鄉村化約各占一半），於每家醫院周

邊現住 55 歲以上之中老年人，依年齡、性別

及教育程度分層抽取約 700 位個案。其中，55
至 65 歲占總收案數之 30%，65 歲以上個案占

70%，共計收取約 5,000 名個案。

資料收集，是由計畫專屬訓練、並經考核

通過之研究助理於各收案區進行田野調查，包

括家庭訪視及醫院檢查。家庭訪視包括家訪問

卷（同意書、聯絡 / 追蹤資料、個人 / 家庭資料、

健康狀況 / 病歷紀錄、身體功能、老年疾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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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小蕙陶寶綠陳麗光 廖本揚 廖玉潔 劉玉麗

謝奉勳蔡慧如 蕭金福潘文涵 羅爾維

合聘研究人員：

林仲彥
林肇堂
張憶壽
陳娟瑜
陳慶餘
黃國晉
劉仁沛
藍祚鴻

研究架構

整合型計畫

生物統計與
生物資訊研究所

遺傳流行病學及統計研究
臨床試驗統計研究
生物資訊學研究
公共衛生與流行病學研究
統計方法學研究

老年醫學與
照護研究

社區及老人營養流行病學研究
老年醫學臨床研究
新型老化生物指標研究

精神與成癮
醫學研究

精神醫學臨床研究
成癮醫學基礎研究/臨床研究
成癮醫學人才培育

群
體
健
康
研
究
所

衛生政策研究

健康促進
健康照護體系
健康不平等
衛生資訊及衛生基礎建設

健康促進轉譯計畫
老人健康促進轉譯

兒童及青少年健康促進轉譯

營養醫學研究

台灣中老年健康因子及健康老化長期研究計畫
台灣社區老年人虛弱症、憂鬱症與骨質疏鬆症
篩檢與整合行照護計畫
克雷白氏肺炎球菌代謝與基因調控網路之模型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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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精神健康狀況、認知功能、社交及健康環

境、生活型態及生活品質）及身體功能評估，

約需 2 小時。醫院檢查包括：血壓測量、心電

圖（ECG）、身高體重及腰臀圍測量、視力檢

查、尿液收集、抽血檢驗、數字符號替代測驗、

畫鐘測驗、單腳站立測試、起坐及行走測試、

6 分鐘步行測試，另對有高精神疾病危險之老

人進行精神狀態評估（Primary Care Evaluation 
of Mental Disorders），約需 1.5 小時。此外，

合作醫院如具備雙能量 X 光骨質密度檢測儀

（DXA），則對個案加做骨密檢測。

收集後的家訪問卷及健檢資料送回資料處

理中心，經初核、複核之程序，由人工查核挑

出有疑問之題項，更正後再將資料鍵入資料處

理系統。資料處理系統設計有 1、2 次問卷輸

入畫面及品管機制，以確保資料之品質；對計

畫研究助理定期考核，以確保資料收集之ㄧ

致。此計畫之計畫主持人及協同研究人員大多

數是本院的研究人員，以及國外有經驗的知名

教授。在研究進行期間，研究人員每個月以電

話或面對面方式舉行2次會議，討論有關檢驗、

資料品質、學術研究方向、資料分析及論文準

備與撰寫等議題。

研究團隊目前已完成苗栗縣、嘉義縣、桃

園縣及彰化縣 4 個地區的田野調查，成功接受

家訪並完成健檢的個案共計 2,935 案。目前正

進行東部地區花蓮縣壽豐鄉及花蓮市的田野調

查，已收錄約 400 案。

此計畫增進研究團隊對老年人心血管疾病

危險因子、身體及精神狀況及功能、衰老、生

活品質、死亡率和罹病率的瞭解，也提供團隊

評估健康生活型態對老年人預防慢性病、失能

以及對生活品質的影響。在逐漸老化的台灣人

口中，老年人慢性病相關的罹病率、失能、無

法獨立生活，造成大量的醫療成本花費及對死

亡率的影響，而健康生活型態不只影響到老年

人的個人健康，對社會整體也有長足的影響。

此計畫的成果將可提供政策制定者將資源分配

於促進健康生活型態上，以使得老年人能延緩

罹病和失能開始的時間，維持高品質的生活並

降低醫療成本。

(二 ) 台灣社區老人虛弱症、憂鬱症、骨質
疏鬆症篩檢與整合型照護計畫

此計畫完成前測研究介入後之追蹤評估，

重要結果發現：在介入後之 3 個月追蹤，骨鬆

虛弱整合照護組與骨鬆虛弱一般照護組相較，

虛弱症有較高比率的改善狀況（45% 比 27%，

p = 0.033）。介入後 12 個月的 DXA Scan 骨鬆

虛弱整合照護組有 27% 個案 T 值 >-1，屬於

正常骨密度範圍，而骨鬆虛弱一般照護組只有

11%（p = 0.032）。憂鬱症的部分，於 6 次的問

題解決介入後，憂鬱症整合照護組的 PRIME-
MD 平均值與基礎評估時相較有下降，但憂鬱

症一般照護組則未有統計學上顯著的差異。研

究結果顯示群健所實施之復健運動、心理諮

商、營養衛教等介入性治療，以及衰弱症、骨

質疏鬆症、憂鬱症之早期篩檢法，對於預防老

化症候群的發生，以及延緩臥床時間，具有正

面效益。

(三 ) 克雷白氏肺炎球菌代謝與基因調控網
路之模型建立

由本院支持並與 UCSD Professor Bernhard 
Palsson 實驗室合作，計畫的主要目的是建構

系統生物學的基礎架構以應用在微生物的研

究上，以基因體為基礎對選擇的致病菌進行分

析，並且針對微生物的系統生物學開發出新的

分析方法。此計畫著重在利用電腦分析模擬

以重建 3 個致病菌 –Klebsiella pneumoniae、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以及 Staphylococcus 
aureus 的代謝以及轉譯調控網路。初期以克雷

白氏肺炎球菌為重點，根據其全基因序列以電

腦序列比對的方式對其基因進行功能註解，接

著依據 Professor Palsson 實驗室已經建構的 E. 
coli 網路為基礎，利用同源蛋白配對的方式建

構出該菌株的網路初稿（initial draft），隨著文

獻的參考、校對以及模式的測試，這樣的網路

建構可以產生定性或定量的假設，藉由反覆的

比對實驗以及模式預測的結果將逐漸地完成並

證實此建構網路的完整性。此計畫將利用這些

建構完成的網路架構，進一步探討與瞭解這些

致病菌的生理反應機制。

研究團隊已完成兩篇論文並投稿，一篇是

有關此團隊建立的工具 MrBac，可以很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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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建置細菌代謝網絡初稿，正

確率很高，可幫助研究者節省

很多時間。另一篇則是有關克

雷白氏肺炎球菌代謝網絡之重

建以及實驗驗證的結果，這個

建置的模型包括1,228個基因，

1,970 個反應式，對瞭解克雷

白氏肺炎球菌的反應機制很有

助益，此結果已被 Journal of 
Bacteriology 接受。

二、	生物統計與生物
資訊研究

群健所生物統計與生物資訊研究團隊的主

要研究工作，在於進行生物統計與生物資訊方

法學研究、發展與應用，同時在許多臨床試驗、

藥物學、遺傳學、基因體科學、流行病學等領

域之研究合作計畫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一 ) 遺傳研究

1.	 史丹福—亞太地區高血壓暨胰島素抗性
遺傳基因研究計畫

這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已進行到第三階

段，參與的單位包含了本院群健所生統組、美

國史丹福大學以及台大、三總、台北榮總、台

中榮總 4 所醫學中心。在此計畫中，研究團隊

建立了台灣地區的資料協調中心，負責計畫資

料管理及統計分析工作。經由連鎖分析與關聯

分析等遺傳統計方法的應用，已發現數個染色

體上的區域或是候選基因和血壓，以及新陳代

謝相關變量間具有顯著的關聯性。此外，研究

團隊亦發展新的統計方法，用以增加資料分析

的效率及其結果的可信度。研究成果如下：

(1) 發現 human urea transporter-2（HUT2）基因

和代謝症候群（metabolism syndrome）間的

顯著關聯性（Clinica Chimica Acta 411:2009-
2013, 2010）。

(2) 針對數個與肥胖相關的表徵型，發現性別

對其遺傳率的影響以及性別與基因間產生

的交互作用。研究團隊將性別與基因之交

互作用納入連鎖分析後，找到數個和女性

肥胖表徵型有顯著關聯的位點（Human Ge-
netics 128:501-513, 2010）。

(3) 提出在以家庭為基礎的候選基因關聯分

析中，研究人員對多個遺傳標記以及多個

表徵型進行統計檢定時，度量錯誤發現率

（false discovery rate）的方法。此結果已被

Human Genetics 期刊接受。

2.	肺腺癌遺傳流行病學研究

此整合型計畫共有 6 家醫學中心參加，目

前已收了 3,454 位病例及 2,874 位對照個案，

也有收病例之家族，研究團隊在上期研究已發

現一些基因與肺癌有關聯，這一期的計畫利

用已收集到的部分樣本，進行全基因組關聯分

析（簡稱為 GWA），已發表於 PLoS Genetics
（6:e1001051, 2010），結果簡述如下。

研究團隊採用 Illumina 610K 平台進行全基

因組關聯性分析：第一階段為 550 位非吸菸肺

腺癌病例以及 550 位非吸菸之年齡—性別對照

組，並與之前的 pilot study 資料結合分析。針

對所得之大量基因資料進行品質檢查分析以及

關聯性研究，品質檢查包括判讀率、哈溫平衡、

inbreeding 係數估計、族群結構分析（population 
structure）等，顯示這些基因型資料品質佳。

研究團隊由關聯性分析在第 5 號染色體發現 1
個 SNP rs2736100 與肺癌之關聯性檢定之 p 值

達 1.3x10-11，值得做更深入研究，這些結果需

用另外獨立的樣本群再做驗證。與美國 NCI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研究團隊合作，進

行擴大樣本的驗證工作，在台灣收集的女性不

吸菸肺癌約 1,200 人的病例對照 genotyping 驗

證已完成，且與 NCI 的資料一起作分析，分析

結果為在 5p15.33 的位點在不吸菸的女性與肺

腺癌有強相關性（p = 2.6x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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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臨床試驗分析

醫藥衛生研究除了

能解決國內重大疾病問

題、造福國人之外，亦

有促進生技製藥產業，

降低健保成本發揮健保

功能及促進健康產業發

展之功效。臨床試驗為

落實醫藥衛生研究成效

之重要一環，也是推動

我國生技產業發展的重

要基礎工作。臨床試驗

是評估新藥或新療法之

有效途徑，為求臨床試

驗結論的客觀與嚴謹，生物統計方

法在臨床試驗的設計、執行及資料

管理與分析，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因此，臨床研究資料管理中心之目

的即為提供所有本院臨床研究計畫

之資料管理及統計支援。此中心過

去 1 年執行之工作如下：

(1) 協助執行 8 個 TCOG 臨床試驗、

2 個癌症研究所臨床試驗，與 1
個衛生政策研究組之台灣社區老

年人虛弱症、憂鬱症、與骨質疏

鬆症篩檢與整合型照護計畫。對

每一臨床試驗，此中心負責資料

處理，從 CRF 設計、資料 QC、

資料清理到資料統計分析。關於

每一臨床試驗結束後之統計分

析，不但報表輸出均由 SAS 程

式直接擷取，此中心亦建立 SAS 
standardized Marco。這些臨床試驗資料處理

與分析之標準規範的建立，使得臨床試驗

所得結論更為客觀與嚴謹。

(2) 新的電子資料捕獲系統 CTIMeS（Clinical 
Tri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已成

功上線使用。新的系統捨棄以往使用之紙

本個案紀錄表，完全以電子化的個案紀錄

表取代。而且資料由遠端利用網路連線由

醫院端之研究護士直接輸入，不需再經由

郵寄傳送，因而避免資料的延遲。目前已經

有 1 個 TCOG 臨床試驗使用此平台。此中

心今後所有協助執行之臨床試驗，均將使

用此平台，以獲致更快速與更及時化的資

料處理。

(3) 此中心亦協助「臨床試驗研究網絡（Clinical 
Trial Research Network）」， 推 廣 CTIMeS
臨床試驗管理系統的使用至國內其他醫院。

目前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之臨床試驗卓

越中心，已經使用 CTIMeS 平台，協助其

臨床試驗之執行。其中，「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Cilostazol in Ischemic Stroke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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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nts with Peripheral Arterial Disease（SPAD 
Study）」即為使用 CTIMeS 平台之進行中

的臨床試驗。此中心亦協助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相關人員之 CTIMeS 使用之教育

訓練。

(三 ) 生物資訊研究

1.	 轉錄調控網路之建模分析研究

研究團隊針對病毒基因微陣列多時間點之

表達資料提出貝氏分析的方法以估計重要參

數與函數，此對基因調控網路的研究將有所

助益。研究團隊提出的方法可用來作模型檢定

（model testing），且可提供一個直接的方式來

瞭解函數的重要性質如轉折點、最大點等。此

團隊針對病毒基因隨時間的表現值提出了「層

次貝氏形狀局限迴歸方法（hierarchical Bayes-
ian shape restricted regression method）」，基

因表現函數的重要特性如起始點、轉折點、最

大值、到最大值的時間，曲線下面積等均可用

這方法得到適恰的估計；此團隊也將方法用到

桿狀病毒微陣列多時間點的表現資料集，許多

生物問題因此可以較量化的方式來呈現，因而

可進一步瞭解有關桿狀病毒之特性（Annals of 
Applied Statistics 3:1542-1565, 2009）。

2.	以系統生物學策略來解析生物網路之動
態變化

研究團隊已建立一套流程可基於交互作用

的實驗資料，來推論整個蛋白質體可能形成的

交互網路。因此，透過這些資料的交叉分析，

與其所包含的時空背景，就可以利用拓樸分

析的方式來解析，在特定狀況下的動態網路中

可能存在的樞紐蛋白，或是脆弱模組，並觀察

其與特定代謝路徑的相關程度，此團隊藉此開

發了新一代網路拓樸分析網站 Hubba（http://
hub.iis.sinica.edu.tw/, Nucleic Acids Research, 
2008），與結合基因表現及蛋白網路來辨識蛋

白 質 複 合 體 的 HUNTER（http://hub.iis.sinica.
edu.tw/Hunter, BMC Bioinformatics, 2010），透

過酵母菌蛋白交互作用網路（由 4,000 餘個蛋

白質所組成的 17,000 個交互網路）分析，與立

體結構研究結果比對，成功地辨別出 RNA 聚

合酶 I, II, III 三型的複合體，並找出一些關係

密切的複合體可能成員。同時，此一分析手法，

也將協助研究社群透過圖像介面，快速瞭解複

雜生物網路所代表的生物意義。目前已將此一

分析手法與相關資源整合，建置了一個平台，

可以透過圖像化方式配合拓撲解析，快速剖析

生物網路，鑑別出其中隱藏的功能複合體，並

進一步瞭解其可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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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哺乳類複製基因與蛋白質磷酸化之演化
研究

研究團隊探討了靈長類動物複製基因（du-
plicate genes）其基因家族大小（family size）與

演化速率的關連。基因複製是基因體演化與基

因發展新功能的一個重要機制，因此複製基因

之演化在生物學上十分重要。藉由比較人類、

黑猩猩與彌猴複製基因的基因家族大小與演化

速率的關連，此團隊發現基因家族大小在不同

物種間維持穩定的基因，其演化速率比較緩慢；

而基因家族大小發生變化擴大或縮小的基因，

其演化速率則有加快的趨勢。此外，此團隊也

發現基因家族大小穩定的基因，其表現量通

常比較高，基因緊密程度（compactness）比較

低，而且其不可或缺基因（essential genes）的

比例也比較高。因此，基因家族大小是否在物

種之間維持穩定可以視為演化速率的一個指標

（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 27:1750-1758, 
2010）。

有鑑於科學界之前對蛋白質磷酸化（phos-
phorylation）演化上的爭議，研究團隊也進行

了磷酸化蛋白質的演化研究。此團隊發現，有

磷酸化的絲胺酸（serine）以及蘇胺酸（threo-
nine）其演化速率都低於沒有磷酸化的相同胺

基酸殘基；然而此一差別在酪胺酸（tyrosine）
卻不顯著；這些趨勢無論是在蛋白質的穩定結

構區域（ordered regions）或是無固定結構區域

（disordered regions）都相同。此一結果顯示，

磷酸化因為其功能上的重要性，而受到相當強

的天擇壓力。此外，在演化過程中，磷酸

化的胺基酸殘基其數量可能會增加或減

少。此團隊發現，人類比小家鼠獲得更多

的磷酸化蘇胺酸，並且失去較少量的磷酸

化酪胺酸。這些演化過程中新增或失去

的磷酸化胺基酸之生理功能，值得進一

步 探 究（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 
27:2548-2554, 2010)。

4.	分子演化與表型演化的遺傳法則及
其生醫應用

研究團隊分子演化與表型演化的遺傳

法則相關研究成果為：

(1) 分析基因各種特性與其序列演化速度

的關聯，發現決定蛋白質序列演化的因子，

在單細胞及多細胞真核生物之間（即小家

鼠 vs. 酵母菌）截然不同，此結果提醒生物

學家單一法則不通用在單細胞生物與多細

胞生物之間（Genome Biology and Evolution 
2:39-43, 2010）。

(2) 基因調控的演化方面，研究團隊專注在基

因發生重複後表達量的改變。基因重複

（gene duplication）是推動演化的主因，也

是新基因形成之主要來源。長久以來，重

複基因產生後所面臨的命運是分子演化生

物界探討的課題。此研究發現重複基因在

演化過程中表達量明顯下降，此模型能同

時解釋重複基因自身和其功能在演化過程

中為何能被保留（Trends in Genetics 26:425-
430, 2010）。

(3) 透過對哺乳動物表型資料的分析統計，研

究團隊將基因分類為負責生理功能的基因

及負責解剖型態的基因兩類，並發現影響

蛋白質結構的突變多與生理有關，而影響

基因表現的突變多與型態有關。此通則有

助於生醫研究人員尋找人類遺傳疾病的肇

因（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7:7353-7358, 2010）。另外亦探討生物複

雜度與基因的多功能性（pleiotropy）的關

係，研究中發現，基因的多功能性，有助於

生物複雜度在演化過程中的增加，而中度

複雜度的生物，對環境的適應較高複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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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低複雜度生物更加容易。此結論有助於

瞭解人類與醫用模式生物在系統層次的差

異，及不同生物（包括致病原）面對不同環

境的演化策略（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7:18034-18039, 2010）。

(4) 就大規模表型分析工具的開發方面，已完

成可供生醫或基因體研究人員使用的基因

剔除鼠表型線上分析工具，名稱為 Mam-
PhEA，此工具有助於後基因體時代大規

模基因功能的檢測及分析（Bioinformatics 
26:2212-2213, 2010）。 此 項 資 訊 服 務 於

2010 年 7 月開始提供全球之生物學家研究

使用。

(四 ) 公共衛生與流行病學研究

1.	 國民健康訪問調查資料管理中心之建立
與應用

國民健康訪問調查（NHIS）為本院與國民

健康局、食品藥物管理局共同合作，自 2001 年

開始，每 4 年一次針對台灣地區現住人口抽取

具代表性的樣本，進行健康相關的面訪調查。

第三次（2009 年）NHIS 的面訪工作於 2010 年

2 月底完成，台灣地區 23 個縣市預定的樣本總

數為 30,528 人，實際的完訪個案有 25,632 人，

整體的完訪率為 83.96%。此團隊除負責此調

查的抽樣設計與樣本選取的工作外，也負責各

項完訪資料的後製作業。本年度具體完成的工

作項目包括：計算完訪個案的權值、撰寫 2009
年 NHIS 抽樣報告、編制譯碼簿、分割資料檔，

以及將資料檔納入國民健康訪問調查資料管

理系統的資料庫中；另外我們也於 NHIS 網站

（http://nhis.nhri.org.tw/）裡新增 2009 年 NHIS
的網頁，以提供有關此次調查的資訊。

研究團隊為了執行 NHIS，建置了國民健

康訪問調查資料管理系統（NHIS Information 
System, NHISIS），由於系統具有彈性的動態

式問卷設計平台以及嚴謹處理流程的資料輸入

介面，因此適用於各類有關公共衛生研究的問

卷調查。目前已經應用於「第二型糖尿病腎病

變之流行病學追蹤研究」、「台灣中老年健康

因子及健康老化長期研究」與「慢性腎臟病中

醫（含中草藥）預防及防治研究計畫—慢性腎

臟病中草藥之藥物流行病學研究及資料庫建

置」等計畫上，協助做問卷資料的收集、資料

庫的建置與管理。

除了建立 NHIS 資料庫外，也建置了 NHIS
網站以提供資料外釋服務，利用此平台，申請

者透過網際網路即可完成資料申請與下載的程

序，以促進國內公共衛生方面的研究。未來除

了持續釋出新的 NHIS 的資料外，也預計將增

加釋出國內健康相關調查資料的種類，如國民

健康局所執行的「台灣地區高血糖、高血脂、

高血壓盛行率調查」的問卷原始資料檔。

研究團隊進一步利用現有豐富的資料檔與

相關串連的資料檔，配合現有的研究人力，進

行相關流行病學與統計方法的研究與應用，並

將研究成果轉譯成國人健康現況資訊與應注意

的警訊，以提供衛生署與國民健康局作為衛生

政策參考。目前的研究重點為肥胖與新陳代謝

相關疾病如心血管疾病與糖尿病的相關性，健

康老化相關研究議題如心血管疾病低風險相關

因子的研究。在重要研究成果方面，已完成數

篇學術論文討論肥胖與新陳代謝相關疾病，包

括提出過重與不同程度肥胖切點的統計方法，

新陳代謝相關疾病與中短期心血管死因的關聯

性等，並送審國際學術期刊。

2.	環境暴露評估的統計方法及其在戴奧辛
風險評估的應用

研究團隊本年度重點工作包括：(1) 毒物

動力學模式的應用：以生物標記量測如血液

與尿中代謝物濃度回推環境暴露的統計方法

探討；(2) 完成相關食品安全風險評估統計模

式與計算，如食用狂牛症疫區進口牛肉風險評

估，與嬰幼兒奶粉中三聚氰胺可允許濃度等議

題，完成論文送審發表；(3) 空氣污染與健康

相關研究議題：參與制定空氣污染濃度健康風

險評估與管制標準，並利用時空統計方法，更

精確估算病例個案住家附近在病發當天的空氣

污染濃度。這些研究內容與台大環衛所的數位

教授有密切的合作。具體研究成果包括有第一

作者已刊登論文一篇（Stochastic Environmen-
tal Research and Risk Assessment 24:445–454, 
2010），兩篇已被 SERRA 以及 Food Addi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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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ntaminants 接受刊登。研究成果內容與

重大發現簡述如下：

(1) 暴露評估統計方法與應用：研究團隊所提

出的以尿液中代謝物濃度量測回推環境暴

露為首篇成功推估外在濃度與毒物動力學

模式參數的論文，預計可以被有效地應用

在職場暴露評估上；此外，在戴奧辛污染與

對環境影響方面，也分別利用空間距離關

係，證實某焚化爐排放戴奧辛對附近環境

確有影響；也提出一個多變量排列統計檢

定方法，比較不同來源的戴奧辛指紋圖譜

的相似性，有效解決此一環境科學中常面

臨的統計檢定。

(2) 食品安全風險評估：研究團隊所推估的嬰

幼兒奶粉中三聚氰胺可允許濃度較 WHO
建議參考值低了 10 倍以上，已被食品安全

重 要 期 刊 Food Additives and Contaminants
接受刊登，國際相關三聚氰胺安全暴露參

考值必須重新考慮降低標準；在食用狂牛

症疫區進口牛肉風險評估，研究團隊的報

告為衛生署官方報告依據，正積極投稿國

際期刊，以被援引為國際相關風險評估依

據；另外，亦成功估算出英國民眾在狂牛症

盛行期間，誤食帶原牛肉的可能人數，為重

要的環境流行病學發現。

(3) 環境與空氣污染物濃度與健康影響方面，

研究團隊所提出的估計空氣中懸浮微粒濃

度的統計方法，有效解決土地利用迴歸模

式（land use regression model）在時間變異

解決能力不足等問題，可望被廣泛採用。

3.	疾病監測模式之建立

研究團隊利用流感病毒 HA1 序列的資料

亦可用來監測流感的流行狀況，且比較了以人

為宿主的 H3N2 流感病毒與以禽類為宿主的

H1N1 流感病毒在演化時的模式，找出 HA1 上

「正向選擇位點（positively selected sites）」，

並發現利用它們可相當正確地反映流感上的流

行狀況（Vaccine 28:7890-7896, 2010）。

(五 ) 統計方法學研究

1.	 引入連續變量於複雜疾病基因之搜尋

大部分的疾病都是由多個基因與環境因子

交互作用而形成的複雜疾病。因此，在基因精

細定位過程中，若能考慮環境相關的因子，相

信應能更有效地尋找出疾病基因。根據此概

念，研究團隊先前發展了一個穩定的方法，加

入類別環境變數，把具有同質性的個體依環境

變數類別加以分層，進而評估基因效果。用來

分層的變數可以是基因、族群或環境因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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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因與基因、基因與環境之間的交互作用也

可以被評估出來。然而此法只能用於類別變數

上，對於量性變數的基因定位分析，仍需先加

以類別化。在分類的過程中，可能會遺失一些

有用的資訊。

此外，近來使用迴歸分析來考慮定量變數

的方法，隨著基因標記數目的增加，也增加分

析時的難度。此團隊提出使用母數以及無母數

的模式來考量環境因子並應用於不同的研究設

計（如病例對照、三元體、一般家族資料等研

究設計），以增進基因精細定位的效益。此方

法使用基因半形性的資料而非使用個別的基因

標記資料，避免掉多重比較的問題，而能更有

效率地估計疾病基因位置。此研究所研究發展

系統化之統計方法，以增進基因搜尋的有效性

與精準度，進而協助釐清複雜疾病之病因。準

確地估計致病基因位置及瞭解疾病之病因，為

預防疾病與研發治療藥物不可或缺之重要步驟

（Human Heredity 69(4):229-241, 2010；BMC 
Genetics 11:67, 2010）。

2.	非劣性臨床試驗設計之評估

研究團隊針對非劣性臨床試驗，發展評估

新藥對於標準療法的效能性的統計方法。在過

去一年的重點工作有：(1) 有系統地架構非劣

性試驗在黃金標準設計下之統計模型和統計假

設；(2) 建立統計檢定程序，評估此統計檢定程

序的型一錯誤率和統計檢定力。研究人員採用

了階層式的統計假設，此種設計可將虛無假設

空間分割，使得族係誤差率 FWER 可以被控制

在一定的水準之下；(3) 估算執行此種臨床試

驗所需的樣本數。此樣本數之估算必須控制型

一誤差，並且使得統計檢定力達到一定程度，

例如 80% 或是 90%；(4) 發展出樣本數最佳化

的方法，在控制型一誤差，維持一定水準的統

計檢定力的狀況之下，讓所需的總樣本數降到

最低，同時也可以讓參與此試驗的受試者，僅

有最適當的低比例的受試者會被分配到沒有療

效的對照組。具體成果簡述如下：

(1) 有系統地建構黃金標準設計下之非劣性試

驗之統計假設，建立統計檢定量。此團隊建

立了統計檢定程序，推導了統計檢定力函

數。由於在黃金標準設計下的非劣性臨床

試驗會有多重比較、多重檢定的情況，因而

造成整體的型一錯誤膨脹的問題。為解決

此問題的產生，採用階層式的統計假設，把

統計假設空間做分割，在這種特殊的統計

假設設計之下，可以把整體的型一錯誤率

控制住，避免產生型一錯誤膨脹的情況。這

是此團隊提出的統計方法的優點之一。

(2) 藉由推導出的統計檢定力函數，可決定執

行此試驗所需的總樣本數。此團隊發展出

的統計檢定程序，採用樣本數最佳化的方

法，並且提供各組的最佳樣本數分配。在控

制族系型一誤差、維持所需水準的統計檢

定力的狀況之下，讓參與此試驗的受試者，

以最佳的較多比例被分配到測試組或是有

效對照組。

(3) 在給定不同的設計參數之下，提出的最佳

化方法，可以讓執行臨床試驗所需之總樣

本數比起平行設計所要求之總樣本數還要

減少至少 20%。在某些情況之下甚至可以

減少 50% 的總樣本數。

3.	應用在疾病監測資料上的時空統計方法

研究團隊考慮流行疾病的發生可能會受到

季節環境和區域人口流動性影響，因此利用隨

機過程來發展統計預測方法。在此方法中，將

人口的流動性以城鎮彼此之間的距離來量度，

而季節則考慮為時間因素。此外，環境的影響

則設定為模型中的解釋變數。為了同時將各項

因素加入模型之中，使用廣義線性混合模型將

時間和空間隨機變數及共變異數置於估計方程

式之中。經過數學理論的推導，可獲得統計推

論的相關資訊。此團隊將這樣的統計方法應用

在由疾病管制局所收集的台灣腸病毒資料。

三、	老年醫學臨床研究

群健所老年醫學研究宗旨是協助台灣老年

人改善生活品質，達成健康老化的目標。其策

略係以老年病症候群研究為目標導向，來提升

台灣老年醫學專業能力。



36 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

(一 ) 社區研究

1.	 台灣老人社會人口特質及健康相關因素
對認知功能之相關性探討

老年人容易隨著年齡的增長，發生有關認

知損害的問題，此研究為探討社會人口特質及

健康相關因素與認知功能損害之關係，研究對

象來源為 2005 年國民健康訪問調查中 65 歲以

上且符合研究條件的民眾共 2,119 人。研究中

利用簡短智能評估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
amination）測量認知功能，其中分數在 23 分

以下的人即屬有認知功能問題。卡方檢定和多

變量對數迴歸分析會用來評估認知功能與社會

人口學、慢性疾病、老年症候、生活型態和飲

食變項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有認知功

能問題的盛行率為 22.2%。在多變量分析中顯

示，低教育程度、單身、低社會支持、無高血

脂、有中風、沒有運動、不喝咖啡以及身體功

能較差者有較高發生認知功能問題的風險。此

研究發現與認知功能有關之因素大部分可藉由

日常生活行為中加以改善及預防，老年民眾可

藉由養成規律運動習慣或是多參與社區活動等

來降低發生老年認知功能問題的風險。此研究

所發現之認知功能相關因素需進一步以縱貫性

資料來探究其因果關係。

2.	社區營養調查研究

營養不良（malnutrition）是老年人常見的

健康問題，根據其定義之不同，老人營養不

良的比率約 2-51%。針對 2007 至 2009 年已招

募的台北地區 40 至 64 歲（成人組）及 65 歲

以上老年人（老人組）受試者，3 年共 600 人

作長期追蹤，每隔 3 年追蹤 1 次，以進行完

整的營養與健康狀態評估，包括人體學測量

（anthropometric measurement）、身高、體重、

BMI、體組成分析（BIA）、雙能 X 光吸收儀

（DEXA）檢查（骨質密度、瘦肉組織、脂肪

組織），合併營養與健康評估問卷方式。最後

將所收集的資料與 2007 至 2009 年所測量的營

養指標，進行比較分析，期能：(1) 瞭解不同營

養指標與疾病及死亡率的關係；(2) 瞭解骨質

疏鬆及肌肉減少症的危險因子；(3) 繼續作為

長期追蹤社區老人營養狀態的族群（cohort）。

(二 ) 臨床研究

1.	 女性老人自我主述睡眠型態與跌倒之相
關性探討

從台大醫院老人健康檢查之個案（135 名

女性、121 名男性，平均年齡 72.2 歲），利用

多變量邏輯式迴歸分析探討睡眠型態與跌倒之

相關性。在女性當中，當控制服用抗高血壓或

治療精神異常用藥等因子，睡眠每減少 1 個小

時，過去 1 年跌倒風險為 1.95 倍（95% 信賴區

間 1.24-3.06）。此外，夜間睡眠時數小於 5 小

時的女性老人，過去 1 年發生跌倒的危險比睡

眠時數大於 5 小時的女性老人 2.98 倍（95% 信
賴區間 1.32-4.62）。在男性老人沒有顯著相關

性。女性睡眠時數短可能為發生跌倒之危險因

子之一。

2.	腦血管因子對老年人身體與心智功能的
關聯性：頸動脈狹窄、大腦白質缺血性
病變與老人症候群

此計畫嘗試從台大醫院公館院區參加老人

健康檢查的受測者中建立一個長期的 2 年追蹤

研究，將為受試者安排頸動脈超音波與大腦核

磁共振來確定頸動脈的硬化狹窄及大腦白質缺

血性病變，同時也會詳細地評估有關智能、步

態、平衡與老年憂鬱的情形。研究團隊分析心

血管危險因子，腦血管的病變（包括頸動脈的

硬化狹窄，以及大腦白質缺血性病變）與老年

人智能表現、心情、步態平衡功能等的關係，

也將特別分析頸動脈的硬化狹窄或大腦白質缺

血性病變，是否為心血管危險因子與其所造成

的智能退化或身體功能退化的關係中，重要的

媒介因素。

3.	體位測量模型估算老人大腿肌肉量與身
體活動功能之相關性探討

「門診老年病人周全性評估與衰弱研究」，

自 2007 至 2010 年收案 189 位台大醫院老年醫

學部、家醫部門診帶有慢性病老人進行周全性

評估追蹤。由於大腿肌肉與下肢行動力高度相

關，其中 69 位進行體位檢測、生物電阻分析

及核磁共振檢測。結果顯示以 MRI 檢測之大

腿體積，與身高、體重、腰圍、大腿圍、股四

頭肌肌力、生物電阻分析之除脂量、肌肉量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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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關；與年齡、起力行走試驗成負相關。利

用體位測量估算出之大腿體積與 MRI 檢測大

腿肌肉體積結果顯著相關 （R2 = 0.745）。此

結果已被 The Journal of Nutrition, Health and 
Aging 接受刊登。利用此體位測量模型估算大

腿體積較 MRI 檢測方便，易普遍於門診、社區

調查執行。未來將以此驗證老人大腿肌肉量與

身體活動之相關性，同時探討肌少症預測衰弱

等不良預後之可行性。

4.	台灣老年病症候群研究

老年病症候群是「多重因素的健康狀況發

生在同一個老年人身上，累積的效應造成多重

器官系統的功能受損，導致個人較不容易應對

所遭逢的生理及心理挑戰」。年齡老化本身就

會造成生理儲備能力的下降，使得許多疾病初

期的表現並不具有典型的臨床症狀。由於這些

非特異性的表現，錯過早期介入治療的機會。

加上老年人時常同時罹患多種慢性疾病，疾病

間彼此之交互作用更增加了治療的困難度。這

些後續衍生出來的問題參雜醫療服務與生活照

顧議題，正是現階段健康照護體系面對老人照

護時的最大的挑戰。為因應台灣老年人口快速

成長，研究團隊收入 12 篇本土性老年學暨老

年醫學研究，發表於 The Archives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 2010，增行刊第 1 期。此出版物

具兩項重要意義：(1) 針對衰弱老人，重視老年

病症候群及預防失能之重要性；(2) 就實證醫

學而言，利用老年病症候群於臨床、教學與老

年學研究仍有很大空間。

(三 ) 基礎研究

探討RSG調控單核球脂締素表現的機轉及
對單核球黏著的影響

Rosiglitazone（RSG）具有提高胰島素敏

感性及抑制動脈硬化的效果。RSG 影響單核

球表現脂締素（adiponectin）的分子機轉尚未

清楚。因此，研究團隊探討 RSG 調控單核球

（monocyte）脂締素表現的機轉及對單核球黏

著（adhesion）的影響。脂締素不僅在單核球

表現，而且在分化的過程脂締素表現會增加。

與在脂肪細胞的作用一樣，RSG 會促進脂締素

在單核球及巨噬細胞（macrophage）表現。單

核球的黏著現象會受到 RSG 的抑制。此抑制

效果會被脂締素的專一性抗體所阻斷。同時脂

締素抑制單核球黏著的作用會被 AMP-activat-
ed protein kinase （AMPK）inhibitor（compound 
C）所阻斷。可能是因為 AMPK 的活化會抑制

integrin 的表現。因此研究團隊認為 RSG 抑制

單核球黏著可能是透過脂締素表現增加，同時

活化 AMPK 的訊息傳遞路徑，進而抑制 inte-
grin 的表現。這可能在動脈硬化過程扮演重要

的角色。

四、	精神與成癮醫學研究

群健所精神與成癮醫學研究團隊主要任務

為運用先進醫療工具、科技及研究方法尋找解

決國內外所面臨的精神和成癮醫學問題，除任

務性導向研究工作外，也全力進行長期系統性

的神經科學、神經精神病理學、流行病學及藥

物濫用之基礎研究，藉由臨床醫師、臨床神經

科學與生命科學研究人員合作推展「雙向轉譯

研 究（bi-directional translational research）」，

在執行上述的研究時，也完成建立了一些必要

的研究架構與基礎設施，提升研究品質與效

率，包括：實驗動物核心設施，提供專人負責

標準化處理之實驗動物，提供各子計畫研究。

台灣精神醫學研究網（Taiwan Psychiatric Re-
search Network, TPRN），協助標準化臨床收案，

提升臨床研究品質。藥物濃度監視系統，協助

動物和臨床（藥物代謝、基因體學）研究，完

整建立一個多專業和多階段的訓練系統以培育

精神醫學及神經精神科學研究之臨床醫師及研

究人員，其重要成果如下。

(一 ) 成癮醫學之多面向整合型研究

1.	 基礎研究方面

成癮基礎研究計畫群內設置「動物核心

（Animal Core）」統籌所有實驗室動物藥物處

置，控管的藥物處理方式以助減低各子計畫實

驗動物用藥之誤差，並有利於後續各研究子計

畫實驗資料之整合。研究之藥物群類別共計 6
組，分別為 (1) 生理食鹽水組；(2) 細菌脂多醣

組；(3) 嗎啡組；(4) 嗎啡合併細菌脂多醣組；

(5) 美沙冬組；(6) 丁基原啡因組，分別提供院

內 7 個子計畫，院外 3 個合作計畫之使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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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計畫之設置主要負責懷孕 Sprague-Dawley
（CD®IGS）母鼠藥物處理，協助提供施藥後母

鼠與子代動物供其他子計畫進行後續多面相之

實驗分析使用，除了對懷孕母鼠藥物處理外，

亦同時肩負母鼠對藥物反應的觀察，如行為反

應、體重變化、子代出生率等，並將相關之統

計數據與結果隨時通知子計畫之實驗室，以便

及時修正其後續實驗之進行。

何英剛特聘研究員實驗室的研究分析，發

現於高劑量的丁基原啡因的暴露下，造成較高

的子代死亡率，同時經由閃尾疼痛測試，發現

孕期暴露於嗎啡、美沙冬與丁基原啡因的子

代，於成年時期再度暴露於嗎啡時，對嗎啡引

起的止痛效果顯著變差，同時亦加速對嗎啡產

生耐受性的現象，其中以丁基原啡因所造成的

影響最為嚴重。此一發現顯示，孕期暴露類鴉

片藥物對於子代的疼痛反應路徑有明顯的影

響，代表藥物間的交互反應影響，可以持續到

子代成年時再次被藥物所引發。此一基礎研究

的發現可以提供臨床上對於懷孕期婦女進行

維持療法時的劑量選擇，有助於減低美沙冬與

丁基原啡因可能造成的副作用；另外，此發現

也顯示應注意並追蹤孕期使用維持療法的婦女

與其子代，以利子代出現症狀時可以達到早期

治療的目的，減低未來可能造成的社會問題與

成本（Journal of Biomedical Science 17:46-56, 
2010）。

(1) 子代暴露類鴉片藥物對於甲基安非他命引
發之行為影響

何英剛特聘研究員研究團隊利用核心

動物計畫之動物進行子代暴露類鴉片藥物

對於甲基安非他命引發之行為的影響。初步

的研究顯示，在動物行為測試上，孕期暴露

於類鴉片藥物的子代，於成年期暴露於甲基

安非他命後均會誘發出行為至敏化的現象。

但其中孕期暴露於高劑量丁基原啡因的子

代，其顯示出對甲基安非他命具有較高的敏

感度，導致較易於短時間內產生較強的行為

至敏化現象。此外，在情境喜好測試上，觀

察到孕期暴露於高劑量丁基原啡因的子代

上，低濃度的甲基安非他命可以明顯引發情

境喜好的改變，但其他測試之類鴉片藥物則

無，顯示觀察到孕期暴露於高劑量丁基原啡

因比其他組別對甲基安非他命引發的情境喜

好改變具有較高的敏感度。這些結果代表孕

期暴露於類鴉片藥物的子代即使在成年時期

仍具有與甲基安非他命藥物產生藥物交互反

應的可能性。

(2) 長期暴露類鴉片藥物導致鴉片受體 /類鴉片
孤兒受體異聚合體訊息傳遞與胞飲作用變

化之研究

鴉片受體（opioid receptors）乃類鴉片

藥物的主要結合分子，科學家早在 1970 年

代便致力研究慢性類鴉片藥物暴露（chronic 
opioid exposure），如何刺激鴉片受體、活

化 G 蛋白質（Gi/Go proteins）、藉由調控環

單磷酸腺苷（cyclic AMP）等次級訊息傳遞

路徑來導致耐受性或成癮。然而過去的成癮

研究多著重於單一鴉片受體對藥物之反應，

忽略兩類不同鴉片受體組成異雙元體（het-
erodimer）的可能性；何英剛特聘研究員實

驗室以細胞生化、藥理學及電生理學方法探

討美沙冬與丁基原啡因藉由何種途徑影響表

現鴉片受體異雙元體之細胞株，進行長期暴

露類鴉片藥物導致鴉片受體（MOR）/ 類鴉

片孤兒受體（ORL1）異聚合體訊息傳遞之

變化分析。運用均質時差性螢光（htrf）技

術量測環單磷酸腺苷（cAMP）濃度之升降，

研究團隊初步發現短期暴露嗎啡、美沙冬或

丁基原啡因等類鴉片藥物後，鴉片受體 / 類

鴉片孤兒受體異聚合體訊息傳遞途徑下游之

腺苷酸環化酵素 （adenylate cyclase）活性會

受到抑制（inhibition）；長期暴露類鴉片藥

物後，腺苷酸環化酵素活性則逆勢呈現超活

化（superactivation），同時，類似於臨床戒

斷症狀，此超活化現象可被類鴉片藥物拮抗

劑 naloxone 所促化（precipitated）；顯示細

胞模型為研究藥物成癮及戒斷症狀分子機制

之優良工具。

(3) 膠質細胞與腦細胞間互動對嗎啡類藥物成
癮的影響

懷孕母親接觸類鴉片藥物或受到細菌

感染可能會改變子代大腦氧化壓力及免疫

機能，結果將導致其膠質細胞功能異常而破

壞膠質細胞與腦細胞間的互動關係，最終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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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子代大腦功能失衡。因此，研究重點為探

討因懷孕母親接觸類鴉片藥物後造成子代腦

細胞功能障礙的可能性與其影響的機制。

謝奉勳助研究員研究團隊經初步實驗

結果顯示，懷孕母體若注射美沙冬或丁基原

啡因，其子代微膠質細胞之免疫反應有明顯

的加成作用。母體注射丁基原啡因更會導致

子代的星狀細胞之基礎脂肪代謝異常而可能

引起氧化壓力上升。然而，母體於懷孕中期

注射細菌內毒素卻會抑制子代的微膠質細胞

之免疫功能。因此，胚胎期若其母體接受類

鴉片藥物或受到細菌感染，可能會永久改變

子代的大腦免疫反應，而降低腦細胞適應環

境改變的能力，並可能提高罹患相關疾病的

機會。  

未來的工作將著重於研究丁基原啡因

對膠質細胞之免疫反應改變之調控機轉與

其影響脂肪代謝因此而增加氧化壓力的可能

性。這些未來的研究成果將可提供科學證據

來解釋懷孕母親接觸類鴉片藥物或受到細

菌感染對胎兒健康的影響，並提供治療類鴉

片藥物成癮有用之訊息。

(4) 類鴉片藥物和肝臟代謝酵素表現研究

目前很少有文獻研究在懷孕婦女持續

使用類鴉片藥物合併有感染的情況 （以 li-
popolysaccharides；LPS 刺激）是否會影響後

代肝臟代謝酵素的表現。在這項研究中，劉

玉麗助研究員研究團隊分析是否有無嗎啡或

毒素暴露會影響 13 週大子代其代謝酵素 cy-
tochrome P-450（CYP-450）的表現。以定量

聚合酶鏈反應進行 CYP-450 表現量的評估。

對懷孕母鼠分成 4 組進行預處理；生理食

鹽水的控制組，使用嗎啡組（在妊娠 E3 至

E20 進行嗎啡皮下注射，每日 2 次，初始劑

量為 2 mg/kg，每星期增量為 1 mg/kg），使

用 LPS 組（在妊娠 E11 天腹腔注射 10000 U/
kg LPS），及同時使用嗎啡及 LPS 組。研究

發現老鼠肝臟的酵素表現量在懷孕母鼠使用

嗎啡的部分，子代 13 週大的公鼠在 Cyp3a9
（p 值 = 0.049；人的 CYP3A5）和 Cyp3a23（p
值 = 0.021；人的 CYP3A4）表現量比起母鼠

使用生理食鹽水的控制組子代，有統計意義

的升高現象，而懷孕母鼠如果同時使用嗎啡

及 LPS，子代 13 週大的公鼠則在 Cyp2d4v1
（人的 CYP2D6）表現量會比母鼠使用生理

食鹽水的控制組子代，有統計意義的下降（P 
= 0.041）。研究推論母鼠使用嗎啡對子代的

肝臟代謝酵素直到成鼠都還有影響，目前已

草擬研究成果報告中。

2.	臨床研究方面

(1) 藥物成癮之分子遺傳和臨床研究

成癮的病因中，基因的變異扮演重要的

角色。陳嘉祥研究員實驗室運用基因表現晶

片的方法，比較分析 20 位海洛因成癮患者

與 20 位男性正常對照組淋巴母細胞株中基

因表現量之差異，結果發現在海洛因成癮患

者有 262 個基因表現量上升，有 608 個基因

表現量下降。進一步分析這些基因的性質，

發現許多生化路徑都與海洛因成癮有關，包

括與免疫反應有關的 T 細胞訊號傳遞的路

徑。此研究發現不僅顯示海洛因成癮是一個

多基因疾病，並增進了對海洛因成癮病理的

瞭解。除此之外，研究發現這些基因可以視

為可能的生物標記，值得做進一步的研究，

以協助海洛因成癮的分子診斷與預防。

另於目前臨床上對於在甲基安非他命

濫用的治療效果一直都沒有顯著地進展，因

此發展有效的治療藥物一直是研究人員努力

的目標。Aripiprazole 是一種新型的抗精神

病藥物，具有 dopamine D2/D3 接受器部分

促動劑的效果。過去有研究人員根據其特殊

藥理性質，主張此藥應可用於甲基安非他命

濫用之治療。陳嘉祥研究員實驗室利用小鼠

測試此可能性。首先持續以甲基安非他命注

射小鼠，模擬人類之甲基安非他命濫用，然

後將小鼠分為兩組，一組注射 aripiprazole，
另一組注射生理食鹽水，然後再注射甲基

安非他命，比較兩組的反應，結果發現注

射 aripiprazole 的小鼠對甲基安非他命的行

為反應有顯著地增強，顯示 aripiprazole 與

甲基安非他命有交互作用。進一步的實驗顯

示光是注射 aripiprazole 的小鼠，也會增強

對甲基安非他命的行為反應。此研究結果顯

示 aripiprazole 會增強甲基安非他命的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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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臨床使用於甲基安非他命濫用的治療時要

更小心（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 216:621-
625, 2011）。

(2) 美沙冬臨床藥物治療監測與藥物基因體
研究

在沒有 R- 形或 S- 形鏡像異構物的標

準品下，劉玉麗助研究員研究團隊研發出

使用對掌性分析管柱的液相層析二極管陣

列（LC-PDA）的方法來測定美沙冬鏡像異

構物及其對掌性代謝物 2-ethylidene-1, 5-di-
methyl-3, 3-diphenylpyrrolidine（EDDP）的血

漿濃度。這個方法是藉由細胞色素 P-450 同

工酶的代謝特性來設立，其中 CYP2C19 同

工酶主要代謝 R- 形美沙冬，而 CYP2B6 同

工酶則主要代謝 S- 形美沙冬。將消旋性美

沙冬標準品分別與細胞色素 P-450 同工酶培

養 24 小時後進行液相層析分析。R- 和 S- 美

沙冬的停滯時間分別大約在 10.72 和 14.46
分。而 R- 和 S- EDDP 的停滯時間分別約為

6.76 和 7.72 分。這些美沙冬鏡像異構物及

其對掌性代謝物與嗎啡，丁丙諾啡和待捷盼

（一種鎮靜安眠藥） 的停滯時間並未互相

干擾。進一步分析 7 個美沙冬維持療法患者

的血漿，經由高回收率的固相萃取步驟後，

R- 和 S- 美沙冬及 R- 和 S- EDDP 血中濃度

分別為 233.4 ± 154.9、185.9 ± 136.3 ng/mL、

84.4 ± 99.4 和 37.6 ± 22.9 ng/mL。這些數據顯

示此方法可應用於常規檢測正在接受治療患

者血漿中的美沙冬和EDDP濃度（Biomedical 
Chromatography 24:782-788, 2010）。

(3) 類鴉片藥物成癮者接受美沙冬維持療法之
療效評估

美沙冬維持療法於 2006 年首度引進台

灣。這個重要的里程碑標誌著類鴉片藥物

成癮在台灣將不只是法律問題，而有其健康

意涵。迄今，已有超過 30,000 名類鴉片藥

物成癮者曾接受過美沙冬維持療法，並有約

11,000 名仍在治療中。因此，此研究目的在

於建立類鴉片藥物成癮者之臨床研究網絡，

發展標準化成效評估工具，以及探討影響類

鴉片藥物成癮者接受美沙冬維持療法的療效

因子。王聲昌醫師之研究團隊已建立一個包

括 8 家位於台灣中、北部各型醫院，涵蓋超

過全國 20% 美沙冬維持療法個案的臨床合

作研究網絡。並已轉譯一個中文化成癮疾患

療效評估工具―治療評估表。在一個美沙冬

維持療法個案的健康相關生活品質研究中，

研究團隊發現美沙冬維持療法個案的健康相

關生活品質顯著較正常人為差，且男性、反

覆接受美沙冬治療者與美沙冬的藥物副作用

都與較差的健康相關生活品質有關，而就業

狀態則與較佳健康相關生活品質有關。

(4) 海洛因成癮與治療成效之生化指標與遺傳
研究

雖然科學社群對海洛因成癮與臨床治

療方法已有相當深入的探討，但對此疾病其

恢復健康的分子機轉卻知道不多。目前，醫

療介入成效的判定還是以個案之行為戒斷

為依據，其身心的生物狀態是否健康無從瞭

解。羅爾維助研究員研究團隊與藍祚鴻醫師

合作並發現，接受美沙冬維持療法的海洛因

成癮者添加服用乙基半胱胺，有增加置留率

的效果，這現象提供一個線索，可能可以說

明海洛因成癮恢復健康的過程中可能發生的

生物性改變。乙基半胱胺是一種袪痰劑，是

穀胱甘肽的基質。穀胱甘肽是目前已知人體

內最強的抗氧化物質，在人腦中的濃度比血

中濃度高。此外，穀胱甘肽是半胱氨酸的携

帶體 / 儲存處，它也可以和 NMDA 受體接

合，扮演神經調節物質 / 神經傳遞物質的角

色。由於缺乏 NMDA 次受體 NR2A 的動物

比較容易產生類鴉片藥物所引起的戒斷反

應，調控穀胱甘肽及相關途徑之分子活動可

能有助於防止海洛因成癮及促進恢復健康。

為了瞭解並深入探討分析此分子途徑的可行

性，研究團隊首先瞭解海洛因成癮個案血中

抗氧化生化指標（例如穀胱甘肽及穀胱甘肽

/GSSG）及相關候選基因，是否與海洛因成

癮、美沙冬減害治療及美沙冬 / 乙基半胱胺

增添治療成癮有關。

此計畫目前是在第 1 年執行期，於

2010 年 6 月通過人體實驗委員會審查。在

實務運作上，由於海洛因成癮者傾向於迴避

人群，所以不容易取得個案的同意加入研

究。經過 6 個月的努力，研究室已取得 120
多位海洛因成癮者的使用海洛因、接受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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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精神疾病致病基因 /藥物基因體學研
究 /神經科學基礎研究

1.	自閉症

自閉症的病因複雜，與基因的突變有很大

的關係，過去的研究發現部分自閉症患者與染

色體異常有關。近年來由於技術的進步，利用

基因晶片可以提升染色體異常的診斷率，因此

很多過去病因不詳的自閉症患者可以獲得確切

的診斷。陳嘉祥研究員實驗室運用此方法研究

我國 40 位自閉症患者的病因，結果發現兩位

男性病人有染色體異常，一位是 8 號染色體短

臂尾端有一段約 2.4 Mb 的缺失，另一位是 4
號染色體長臂尾端有一段約 6.8 Mb 的缺失。

此結果顯示我國自閉症患者確有染色體異常

的情形發生，而且基因晶片確實可提升自閉症

的診斷率。此外，研究也發現在這些染色體缺

失的地方，有些基因可能與自閉症的病理機轉

有關，值得做進一步的研究（Clinical Genetics 
78:449-456, 2010）。

2.	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的病因與基因的變異有很密切

的關係，陳嘉祥研究員在其一系列的研究中

發現 PSD95 基因的變異可能與精神分裂症有

關。研究團隊利用基因定序的方法分析 500 多

位精神分裂症患者 PSD95 的基因，結果發現

在 PSD95 基因的啟動區域與尾端各有一些基

因變異。進一步的研究發現這些變異可以調控

PSD95 基因的表現量。將這些基因變異進行精

神分裂症的病例對照研究發現這些變異與精神

分裂症有顯著的相關。進一步的表現量調控的

分析實驗顯示病人的 PSD95 表現量可能低於

正常對照組。此發現顯示精神分裂症腦部的谷

氨酸鹽（glutamate）神經傳遞訊號強度可能低

於正常對照組，增強谷氨酸鹽神經傳遞訊號強

度可能有助改善病人病情（PLoS ONE 5:e15107, 
2010）。

3.	精神分裂症候選基因在 IL-6 基因的搜尋

精神分裂症的病理生理過程，目前尚不得

而知。已有文獻報導指出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漿

和腦脊液中的白細胞介素 6（IL-6）和它的受

體，可溶性 IL-6R，含量會升高。在這項研究

冬維持療法及乙基半胱胺增添治療等臨床資

訊與血液檢體。在完成報告期間，已完成部

分抗氧化生化指標分析，100 年第一季完成

第 120 名個案的統計分析。

3.	成癮醫學教育訓練

本院與台灣成癮科學學會籌策推動「台灣

成癮次專科醫師臨床和研究訓練計畫」乙案。

培訓時程 3 年（含 1 年專業課程及臨床研究，

及 2 年研究訓練），為全方位的培育人才，是

國內唯一設置成癮學科的專門訓練計畫單位。

此計畫於 2010 年 7 月 9 日舉辦第二屆受訓醫

師的開訓典禮，截至目前為止共計 27 名從事

成癮醫學之主治級醫師參與培訓。受訓醫師分

別來自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軍總醫院、國軍

北投醫院、衛生署八里療養院、新光吳火獅紀

念醫院、基隆長庚紀念醫院、衛生署桃園療養

院、亞東紀念醫院、衛生署竹東醫院、台中榮

民總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彰化基督

教醫院、衛生署草屯療養院、嘉義榮民醫院、

衛生署嘉南療養院、奇美醫院、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佛教慈濟綜合醫院等，培訓內容涵

蓋課室課程和臨床實務訓練。

本院亦定期舉辦國內外成癮相關之研討會

以及北區、中區、南區和東區的參訪行程，藉

由參訪過程與法務人員、民間戒毒團體等專業

人員交流知識與經驗，拓展成癮物質醫療研

究網絡，進而提高國內成癮醫療研究與服務品

質，目前已參訪的機構包括法務部調查局、中

途之家、晨曦會、台中戒治所以及茄老山莊。

在臨床實習部分，已分別與 11 間醫療機構簽

訂代訓合約，協助成癮次專科醫師臨床研究計

畫進行。與本院簽訂代訓合約的機構有台北市

立聯合醫院、三軍總醫院、國軍北投醫院、衛

生署八里療養院、衛生署桃園療養院、台中榮

民總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彰化基督

教醫院、衛生署草屯療養院、衛生署嘉南療養

院以及高雄市立凱旋醫院等醫療機構，期培訓

藥癮預防、臨床治療，及研究能力人才，成為

未來藥癮研究團隊之領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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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劉玉麗助研究員研究團隊測試 IL-6 的遺傳

變異和 IL-6 受體與精神分裂症的相關性。針對

100 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和 113 名正常對照組進

行 IL-6（IL-6-1、IL-6-2，和 IL-6-3）和 IL-6 受

體（rs4845617 = IL-6R1、rs4553185 = IL-6R2，
和 rs4379670 = IL-6R3）基因各別 3 個單核酸多

型 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

的基因分型。IL-6R2 的單核酸多型性採用 Tet-
ra-primer ARMS PCR 進行基因分型。IL-6R3 單

核酸多型性採用 Apo I enzyme 作為限制性內切

酶的限制性片段長度多型性（RFLP）方法進行

基因分型。其他單核酸多型性則採用直接測序

法進行基因分型。研究團隊在 IL-6 和 IL-6R 的

基因分別發現 1 個 di-nucleotide haplotype block
和 tri-nucleotide haplotype block。所有 6 個單核

酸多型性及其 haplotype 與精神分裂症並沒有

顯現出顯著的相關。IL-6-2 的 SNP 與精神分裂

症的正性症狀（positive symptoms；包括如幻

聽、妄想、誇大言行、興奮、躁動、思考障礙）

有顯著相關（p 值 = 0.0472）。此研究推論在

IL-6 和 IL-6 受體的遺傳變異與精神分裂症無

關聯。為了驗證這一項結果，將使用較大的樣

本量進行進一步研究，並探討 IL-6-2 基因型和

血漿中 IL-6 含量之間的相關性（Neuroscience 
Letters 468:330-333, 2010）。

4.	抗憂鬱藥物基因體藥理學研究

在持續探討兩種 Selective Serotonin Reup-
take Inhibitors（SSRI） 抗 憂 鬱 劑 escitalopram
（ECIT）以及 paroxetine（PAR）在不同的代謝

基因、藥物分布基因（ABCB1）的影響下，不

同基因型（genetic polymorphisms）在憂鬱症的

症狀、藥物治療的效果，以及藥物血中濃度間

的相關性研究中，劉玉麗助研究員研究團隊發

現 CYP1A2 是參與 paroxetine 的代謝酵素之一。

在探討 CYP1A2 單一核苷酸多型性（SNP）是

否與 paroxetine 治療效果、副作用有關部分，

此研究總共有 241 位病人連續服用 paroxetine 
8 週，並在第 2、4、8 週同時量測並記錄病人

血液中 paroxetine 與其代謝物濃度。在找尋

CYP1A2 SNP 方面，綜合 HapMap 網站中找到

漢人的 SNP、文獻報告或在 CYP1A2 基因功

能上的角色，選出適當的 SNP，進行基因型

鑑定，共找到 9 個 SNP。結果顯示 rs4646425

（permutation P = 0.03）、rs2472304（permu-
tation P = 0.01）、rs2470890（permutation P = 
0.004）的 allele types 與第 8 週治療復原有關；

在憂鬱症程度的評量（Hamilton Rating Scale 
for Depression；HAMD score）、和 焦 慮 程 度

的 評 量（Hamilton Rating Scale for Anxiety；
HAMA score）部分，研究團隊發現 CYP1A2
的 rs4646425（HAM-D: P = 0.0126、HAM-A: 
0.0088）、rs4646427（HAM-D: 0.0067、HAM-
A: 0.0196）與憂鬱症程度，及焦慮程度的改

善 有 顯 著 相 關；其中 CYP1A2 的 rs76255 與

第 4 週 paroxetine 服用劑量有關，研究未發現

CYP1A2 的 SNP 與副作用、血液中 paroxetine 
濃度有關。此研究推論 CYP1A2 基因變異或

許可作為服用 paroxetine 病人治療效果的指標

（Pharmacogenomics 11:1535-1543, 2010）。

在與藥物分布有關的 ATP-binding cassette, 
sub-family B（MDR/TAP），member 1（ABCB1）
基因部分，此基因所表現的蛋白質與藥物在血

液和中樞神經的分布運送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這個基因所表現的蛋白質主要分布在腸組織的

上皮細胞，以及腦部腦血管障壁（Blood-brain 
barrier）的內皮細胞上，腸組織內 ABCB1 蛋白

質在細胞膜上作用運輸藥品，決定藥品進入血

流的量，而腦血管障壁的內皮細胞 ABCB1 則

決定藥物進入中樞神經系統的量。此研究的目

的在於探討服用 escitalopram（S-CIT）抗憂鬱

劑的病人中，ABCB1 SNP 是否與憂鬱嚴重度

有關。在收案 100 位的憂鬱症病人，連續服用

S-CIT 8 週，並在第 2、4、8 週時測量病人血液

中 S-CIT 與其代謝物濃度。在校正過焦慮程度

的評量後，ABCB1 的 rs1922242（P = 0.0028）
及 rs1202184（P = 0.0021）基 因 型 與 憂 鬱 症

程度所評量的嚴重度有關；其中 rs1882478-
rs2235048-rs2235047-rs1045642- rs6949448 所

形成的 haplotype 與復原程度有關（global P = 
0.003, d.f. = 69)。帶 T-T-T-C-C haplotype 的 病

人復原比率較慢（P = 0.001），此 haplotype 與

憂鬱或焦慮嚴重度無關。此研究推論在憂鬱症

病人中，ABCB1 基因多型性或許與憂鬱嚴重

程度有關，同時也可作為服用 S-CIT 病人治療

復原反應的指標。研究成果投稿於 Journal of 
Pharmacogenetics and Genomics（2011 i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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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病上，謝奉勳助研究員

研究團隊最近發現，一種

新合成的化合物可以調控

阿茲海默氏病發病機制。

不像其他的消炎藥，只能

抑 制 微 膠 質 細 胞 活 化，

化合物 #326 不但促進細

胞吞噬功能，更同時抑制

LPS 誘導的微膠質細胞免

疫反應。最重要的是化合

物 #326 也有神經保護作

用。此外，化合物 #326 不

僅可以使大腦中動脈閉塞

（MCAO）大鼠減少梗死

體積與氧化壓力，而且還

能於創傷後給藥，因此具

有臨床使用價值。為了獲得更多腦部疾病發病

的機制，研究團隊從事多方面有關微膠質細胞

活化的研究。其中，研究轉化生長因子 -β1 在

微膠質細胞趨化，維生素 D 結合蛋白在微膠質

細胞引發的神經發炎，及芳香烴受體活化在膠

質細胞免疫力功能是最近一年來的研究重點。

(三 ) 精神醫學相關之流行病學研究

1.	 台灣地區兒童青少年精神疾病之流行病
學研究

為瞭解台灣年輕族群長期服用苯二氮平類

（Benzodiazepines, BZDs）的盛行率與分析影

響長期服用 BZDs 的可能危險因子，陳娟瑜合

聘副研究員從「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健

保資料庫）擷取台灣年輕族群 BZDs 的使用狀

況。結果顯示，每年有 3%-5% 的新使用者拿

BZDs 長期處方箋。當中有近 1/4 的使用者為

增加使用或長期使用者。有精神疾病或癲癇病

史、處方箋來自綜合兩個以上科別、拿取長效

性 BZDs 等，均與長期服用或是增加使用呈現

顯著關係。

另一方面，為增進對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ADHD）青少年使用 stimulants 的瞭解，並可

提供政策以管制藥物在臨床的不適當使用、降

低尋求藥物協助的障礙，以及提供非醫學使用

stimulant 的監控，此研究針對藥物 methylphe-
nidate（MPH）於 ADHD 青少年的使用因素做

5.	神經新生在憂鬱症扮演的角色

王先逸助研究員建立了兩個研究神經新生

與憂鬱症關連的動物模式，第一個模式使用長

期輕微壓力來誘發動物的憂鬱行為，研究中使

用 1 種對壓力反應不同的大鼠品系，此研究發

現對外界壓力反應越大的品系越容易在壓力

下產生憂鬱行為，顯示壓力荷爾蒙與憂鬱症的

相關性，但是這種長期輕微壓力本身並不足以

造成腦中神經新生的變化（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 213:94-102, 2010）。在第二種憂鬱症

動物模式中使用較強的壓力刺激去引發學習無

助行為，研究發現只有在經過強力刺激後會產

生無助行為的動物身上會產生海馬迴神經新生

的減少，並且只侷限於在背側的海馬迴，如圖

1 所示，doublecortin（DCX）所標示的新生神

經在有無助行為的大鼠（LH）有顯著減少，

BrdU 與 Ki-67 所標示的增生細胞也顯著下降，

重要的是經過強力刺激但沒有產生無助行為的

動物（NoLH）則不會產生神經新生的減少，

這是證明神經新生與憂鬱症的關連的重要實驗

（Neuroscience 171:153-61, 2010）。

圖 1 : DCX 所標示的新生神經在有無助行為的大鼠（LH）有顯著減少，BrdU 與
Ki-67 所標示的增生細胞也顯著下降，重要的是經過強力刺激但沒有產生無
助行為的動物（NoLH）則不會產生神經新生的減少。

6.	膠質細胞功能在阿茲海默氏病的治療作
用：治療大腦疾病的共同方向

膠質細胞功能異常影響許多大腦疾病的發

展。例如，微膠質細胞引發的神經發炎是阿茲

海默氏病發病的重要機轉，也是導致中風後大

腦組織損傷重要的關鍵。在開發治療阿茲海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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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討。結果發現有 1/3 被診斷出 ADHD 的

青少年會在診斷後的 1 年內開始使用 MPH 藥

物（初診年齡較大、爸媽社經地位較低、或在

學期中被診斷 ADHD 者較容易在被診斷的 1
年內開始使用藥物）。另一方面，初診年紀為

青少年期或初次於非醫學中心取得 MPH 處方

者，較容易停止使用 MPH；治療過程有更改

開藥醫生的 ADHD 患者則較不易停藥。

除此之外，此研究亦進一步探討個人與

醫療院所層級如何影響 ADHD 患者提早拿藥

（early refill）。分析結果顯示，僅 30% 於初診

1 年內開始使用 MPH；若以處方箋重疊超過 7
日以上定義提早拿藥，研究發現約有 4% 接受

藥物治療的 ADHD 患者有此現象。進一步探

討影響的因子後，個人（如居住地區）與醫療

提供者特性（如醫師年紀）皆扮演著重要角色。 

五、	衛生政策研究發展

衛生政策研究發展組的重點工作在進行公

共衛生、醫療系統、健康與衛生教育及醫事人

力資源等重要與急迫議題的研究，據此研擬以

實證為基礎的政策建言，提供衛生政策制訂者

參考，協助改善政策，進而提升國民健康。

(一 ) 重要研究發現及政策建言

1.	 兒童及青少年行為之長期發展研究計畫

自兒童與青少年行為之長期發展研究資料

庫，選取 2001 年就讀國小 4 年級之世代，共

1,621 人為研究對象，使用研究對象連續 8 年

間填答之資料，進行「男女學生 4 至 11 年級

之社交焦慮發展軌跡研究」。結果發現學生的

社交焦慮程度，女生皆顯著高於男生，且發現

國中是學生社交焦慮提高的危險時期，建議應

特別注意女生在 4 至 11 年級的社交焦慮程度

是否偏高，並提前自小學階段開始進行社交焦

慮的預防介入。從分析影響社交焦慮發展的相

關因素結果，建議父母應多給予男生支持、避

免與配偶發生衝突、減少處罰子女的頻率，並

鼓勵孩童多與同儕互動。

2.	台灣兒童保健長期追蹤研究資料庫

研究團隊選取全民健康保險資料庫中，自

2003 年 7 月 1 日至 2004 年 6 月 30 日出生的兒

童（共 218,158 位），探討 2 歲以前「兒童可

避免住院跨收入之差異比較」。結果發現，在

所有來自不同收入層級家庭的兒童，其因為下

呼吸道感染的住院率及住院天數相當高。貧窮

家庭的兒童其急性意外傷害及中毒，與下呼吸

道感染的住院天數皆比較高收入層級家庭的兒

童長。根據此研究結果，兒童發生下呼吸道感

染與急性意外傷害及中毒兩項健康問題應受到

重視。

3.	第二型糖尿病腎病變之流行病學追蹤
研究

以本院的「糖尿病社區聯合照護網絡計

畫」中所收案之 1,223 位第二型糖尿病病人為

對象，自 2008 年開始，每年進行問卷訪視及

收集臨床資料之第二型糖尿病腎病變長期追

蹤。主要研究結果發現：

(1) 高胰島素阻抗、高血壓及高血糖，是糖尿病

腎病變的重要危險因子。因此，降低糖尿病

病患胰島素阻抗及加強血糖及血壓的控制，

可降低糖尿病腎病變的發生，進而提高糖

尿病病患的照護品質與生活機能，研究結

果可作為釐定糖尿病照護模式與慢性腎臟

病防治政策之依據。

(2) 透過糖尿病衛教師能夠有效改善台灣第二

型糖尿病病患的血糖控制情況，尤其是醣

類攝取行為的改變會有效改善血糖控制，

所以加強糖尿病病患在營養方面的衛教工

作，可以有效改善第二型糖尿病病患的血

糖控制。

(3) 不論年齡、罹患糖尿病時間長短或血壓控

制好壞，只要有吸菸都會增加糖尿病腎病

變危險性，而且吸菸的累積暴露量越高，危

險越高，因此，鼓勵糖尿病病患盡早戒菸，

將可以有效降低罹患糖尿病腎病變之機會。

4.	台灣消化內視鏡診療品質改善計畫

針對消化性潰瘍內視鏡止血後之一年內再

出血機會，消化性潰瘍藥物之使用正當性，以

及藥物交互作用的安全性進行研究。結果發現

年齡、非類固醇抗發炎藥物、氫離子接受器拮

抗劑及 H2 接受器拮抗劑、阿斯匹靈、腎衰竭

及肝硬化等過往病史，均與消化性潰瘍之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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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機會有關，而氫離子接受器拮抗劑及 H2 接

受器拮抗劑，在消化性潰瘍再出血的高風險族

群使用率偏低。同時發現氫離子接受器拮抗劑

及 H2 接受器拮抗劑均可能與心臟科廣泛使用

的 clopidogrel 產生藥物交互作用，因此在建議

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應考慮兩者併用的風險。

研究結果將可以作為消化性潰瘍患者接受藥物

治療之相關政策的參考依據。

5.	台灣民眾健康識能研究

為發展「中文版健康識能評估表」，研究

團隊利用專家會議、題庫發展、德菲法審訂、

中文識讀測試及預試後的第一版中文健康識能

評估表進行量表施測調查，最後的量表包含了

50 道題目，隨機抽樣 323 位成年民眾健康量表

施測，結果顯示該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達0.95，
幅合性及預測性效性檢驗結果均達統計上顯著

差異。另進行台灣健康識能全國調查，發現台

灣民眾之健康識能差異並不顯著影響其醫療資

源使用，與國外之文獻結果不同，這可能與台

灣具有全民健保，因而降低民眾之就醫障礙有

關。在女性健康識能方面，台灣有 29% 的女

性屬於健康識能低落之族群，其相關因素為：

年紀較大、教育程度較低、收入較低、居住在

偏遠地區。在控制人口學變項及健康知識後，

研究發現健康識能較低的女性有較差的健康行

為，如：較不注意自身的身體變化、不重視食

物之保存期限、較偏好吸菸等行為。

6.	國家醫事人員教育暨人力發展

為了系統性規劃我國醫事人員人力發展藍

圖，共邀請 87 位產官學界相關領域的專家學

者，透過組成研議小組、文獻分析與定期召開

小組會議，進行討論與凝聚共識。研議主題分

為 4 組分別進行討論會議，包括「專科醫師人

力規劃及住院醫師培育計畫評鑑機制規劃」小

組、「牙醫師人力規劃及培育」小組、「護理

人力規劃及專科護理師評鑑制度評估」小組及

「公共衛生專業人才規劃及培育」小組。2007
年迄今，共召開 6 次專家會議及 73 次小組會

議，並完成4本建議報告書，分別為「醫師培育：

現況與展望」、「2020 年牙醫醫事人力培育和

供需規劃」、「護理人力及專科護理師制度：

願景與挑戰」、「公共衛生教育與人力現況與

展望」。

7.	建立國際衛生政策學術合作網絡

以世界衛生組織相關之研究為重要主軸，

有見於我國政府與民間亟欲積極參與 WHO 等

國際組織之活動，因此研究團隊系統性分析

WHA 觀察員與 WHO 之互動模式，發表「WHA
觀察員與 WHO 之互動分析—我國未來之策略

建議」論述，此為國內衛生政策研究首次回顧

其他觀察員之經驗。此研究發現可作為未來擘

劃參與策略與模式之藍圖。此外，獲得聯合國

營養常設委員會（Standing Committee on Nutri-
tion, SCN）邀稿，於 UN SCN News 中發表學

術論文「The Implications of Climate Chang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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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分析

亞太重要國際組織面對氣候變遷之相關作為，

從而提出區域性因應策略，包括加強提早預警

系統、風險管理、發展調適政策等。另 2010 年

針對我國國際組織（包括 WHO 及 UN）參與、

衛生援助，以及兩岸食品與衛生安全現況與合

作議題，共研擬 7 份政策建言，均已送交相關

政府單位作施政參考。

(二 ) 研究合作與學術交流

1.	 分析 21世紀台灣青少年圖像

本院與中央研究院、國民健康局共同合作，

針對青少年看電視超時現象、不健康飲食、第

一次吸菸年齡及影響其行為改變之因子等，探

討 21 世紀台灣青少年圖像，研究結果於共同

召開之知識轉譯會議中發表，以提供國民健康

局作為政策參考，重要研究結果如下：

(1) 分析超時看電視之發展軌跡類型與青少年

BMI 的關係，在控制背景因素、肥胖相關

行為、父母的 BMI，以及年齡和青春期發

展的影響之後，發現長期持續超時看電視

與青少年的 BMI 有關（圖 2、圖 3）。然而

超時看電視僅為靜態行為中的一個面向，

其他媒體的使用與青少年 BMI 的關係，以

及靜態行為導致肥胖的因果路徑，

則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圖 2 : 7 至 11 年級女生超時看電視發展軌跡類型之 BMI 成長趨勢。

圖 3 : 7 至 11 年級男生超時看電視發展軌跡類型之 BMI 成長趨勢。

(2) 學童之不健康飲食行為可分成

5 類發展軌跡，包括持續低頻率

組、持續中頻率組、中頻些微

下降組、中頻些微上升組、持

續高頻率組。以持續低頻率組

作為參考組時，父親較常有不

健康飲食行為者，較易進入中

頻些微下降組和持續高頻率組；

母親之不健康飲食行為與各種

不健康飲食行為軌跡之發展均

達顯著相關，顯示父母的不健

康飲食行為會對青少年的不健

康飲食行為產生長期影響。建

議在未來發展學童健康飲食介

入計畫時應同時將父母納入介

入對象。

(3) 在 2,686 位 4 年級的學生中，

於 2002 到 2008 年第一次嘗試

吸菸率分別為 3.99%、2.84%、

5.98%、5.25%、5.00% 及 5.98%。

男生、住於鄉村、單親家庭、

父母親吸菸，及一半以上的同

儕吸菸者較會嘗試吸菸。父母

親吸菸對小孩吸菸有劑量效

應，也就是父母都吸菸比只有

一方吸菸對小孩的影響大，此

兩者又比父母都不吸菸對兒童

吸菸有影響。建議在執行禁菸

計畫時應加強青少年克服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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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之能力，並強調父母親吸菸對孩子的影

響，希望藉由父母親做孩子好榜樣的心理，

使家庭與學校的吸菸率都降低。

2.	辦理「衛生政策學術研討會」

為促進國內衛生政策學術交流與合作，自

2006 年開始主導規劃與台大公共衛生學院、

陽明衛生福利研究所合作辦理「衛生政策學術

研討會」。2010 年之大會主題為「衛生政策之

實證研究與知識轉譯」（圖 4），主要目的乃

希望喚起學界與政府單位重視實證研究對政策

制訂之重要性，以及能夠將實證研究轉化為政

策行動之最佳模式。大會邀請國民健康局邱淑

媞局長就如何將實證研究與健康促進進行連結

為題演講、群健所熊昭所長亦就本院如何啟動

知識轉譯研究及未來的規劃與與會人員分享、

另台北榮民總醫院高齡醫學中心陳亮恭主任分

享其有關老人服務成本效益之研究以作為未來

政策制訂之參考。此外，更邀請本院、台灣大

學、陽明大學、成功大學及國防醫學院之研究

人員與教授分享其在不同主題如兒童出生體重

與母親心血管死亡率、兒童肥胖、糖尿病、長

期使用呼吸器病患之病患結果、流感疫情之風

險評估與準備，以及含汞疫苗對兒童之風險評

估等之研究成果。此研討會針對衛生政策所需

之更多重要研究領域、如何有系統地將研究結

果轉化為政策規劃與制訂並執行有相當深入之

討論。與會人數約 250 人。

圖 4 : 第五屆衛生政策學術研討會—衛生政策之實證研究與知識轉譯。

(三 ) 衛生資訊及相關基礎建設

1.	 健保體系資源利用優先順序之抉擇價值
觀與邏輯的研究

透過文獻回顧以及與合作臨床醫師之討

論，研究團隊擬訂一套準則來記錄每個病人歷

年有關呼吸器使用的住院資料、判定呼吸器依

賴使用事件的發生時間，以及後續的呼吸器使

用斷絕時間及死亡時間。接著發展了一套 SAS
程式分析每位健保投保人的門診與住院服務

長期追蹤資料及死亡資料，進而建置一個涵括

1998 至 2006 年間呼吸器依賴新病人之健康狀

況與醫療服務支出資料的長期追蹤資料庫。此

研究共找到 50,481 位新呼吸器依賴病患。藉此

資料庫可以進行有關如何改善呼吸器醫療服務

提供機制的研究，並有助於政府降低健保在這

方面的非必要支出。

2.	健保體系資源利用之成本效益研究

此計畫已建立 2002 至 2006 年間之高血壓

與糖尿病發生率資料，以及所有這些年間之高

血壓與糖尿病新病人的末期腎病、缺血性心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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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腦血管疾病及死亡發作資料的母體資料

庫。此資料庫也包括有關這些病人使用治療高

血壓、糖尿病、高血脂藥物之用藥模式，以及

社會經濟背景的長期追蹤資料，此亦可成為相

關用藥模式成本效果與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礎，

並幫助政府建立更有效率之健保藥品給付範

圍，進而達到節約健保醫療資源的政策目的。

3.	設立實證醫學發展服務暨東亞考科藍
中心

為增進實證醫學及臨床診療指引之實務應

用，進而提升醫療照護品質，該計畫自 96 年

引進考科藍實證醫學資料庫，並推廣至區域醫

院使用，2010 年共 40 家醫院參與、舉辦 13 場

實證醫學研習課程與競賽推廣活動，共計超

過 1,100 人次醫療專業人員參與研習。為瞭解

參與醫院之實證醫學推廣情形及資料庫使用現

況，分別於 2007 年及 2009 年完成 2 次調查，

調查結果顯示本院所主辦之實證照護的應用

推廣計畫成效卓著（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Quality in Health Care 22(5):430-436, 2010）。

為普及實證醫學至大多數的醫療照護者

與 民 眾 使 用，與 Cochrane Collaboration 合 作

自 2008 年開始進行考科藍系統性文獻回顧資

料庫（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 

CDSR）摘要之中文翻譯，迄今已翻譯及發布

3,200 多篇摘要於本院臨床指引平台網頁項下

之考科藍實證醫學資料庫（圖 5）。2010 年研

究團隊更主導邀請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

澳太考科藍中心等代表召開第 3 次東亞考科藍

聯盟（East Asian Cochrane Alliance, EACA）會

議，就聯盟宗旨、任務、願景達成共識，完成

第一版東亞考科藍聯盟組織發展策略計畫，並

提交考科藍澳亞中心作為合作發展之依據。

4.	衛生政策數位學院—數位學習科技導入
醫療及照護之先導研究計畫

以先前協助衛生署完成之「2020 健康國民

白皮書」為依據，轉譯加值完成「衛生政策白

皮書之制定」線上課程。此為我國首度以數位

課程方式，介紹衛生政策白皮書之起源、先進

國家白皮書之制定原則、我國衛生政策白皮書

發展史，以及「2020 健康國民白皮書」之制定

過程與內容精華；內容層次分明，循序漸進，

有助於醫藥衛生相關人員瞭解衛生政策制定與

白皮書之運作全貌。

5.	以 GIS 方法評估環境與健康之差距

此研究選定以 2009 年所完成之全台醫療

地理可近性之成果中，西部地區醫療地理可近

性最低之縣市—嘉義縣，進行人口分布調整，

以找出其低醫療地理可近

性之地區，提供當地縣市

政 府 作 為 資 源 規 劃 之 輔

佐資訊。研究團隊利用所

建立之空間不平等分析方

法 multi-layer & multi-class 
dasymetric model， 重 新 檢

視嘉義縣人口分布並進行

調整，調整後結果和人口登

記資料之迴歸分析，其 R2

高達 0.9872，代表所模擬之

資料與嘉義縣真實人口之

分布一致。此空間不平等

分析方法之建立、分析與

評估將有助於進一步瞭解

健康不平等與地理環境關

係之相關性研究。圖 5 : 考科藍實證醫學資料庫（http://clc.nhri.org.tw/admin/clcmain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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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健康政策轉譯研究計畫

「健康促進政策轉譯研究計畫」為本院與

國民健康局共同合作計畫，下細分 3 個工作小

組，包含兒童及青少年健康促進工作小組、老

人健康促進工作小組及癌症防治工作小組，其

中群健所多位研究員及其研究團隊均參與兒童

及青少年組、老人組，協助國民健康局針對當

前迫切且重要之健康議題進行知識轉譯與政策

研擬。

在兒童及青少年健康促進方面，陸續討論

的議題包括：(1) 協助國民健康局確認出生通

報檔與出生登記檔之品質；(2) 完成不孕症婦

女醫療利用情形與先天性缺陷發生率之初步分

析；(3) 利用 CABLE 計畫研究青少年肥胖、飲

酒、吸菸、自殺、暴力相關議題；(4) 分析肥胖

相關醫療費用支出。

在老人健康促進方面，陸續討論的議題包

括：(1) 老人肥胖；(2) 影響老人身體功能與存

活之因素；(3) 老年周全性評估與衰弱症；(4)
中老年人 BMI 及代謝症候群（MS）對心血管

疾病以及存活之影響等；(5) 腎臟病及用藥之

探討。並規劃辦理「2011 腎臟健康論壇」，邀

請我國腎臟醫學、公共衛生學、藥物安全、衛

生行政單位等專家全面性探討腎臟防治政策，

並達致共識出版「2011 腎臟健康論壇之共識與

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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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與藥物研究所

任務
生物技術與藥物研究組設立於1998年1月，於2010年8月11日改制為「生技與藥物研究所」，

主要任務為建立並支援國內新藥與生物技術之研發，以增進民眾健康與生活品質。

此所歷年來所建置之整合性新藥研發團隊已進行包括癌症、新陳代謝疾病及病毒感染症等

三大領域疾病新穎治療藥物的開發與研究。所建立之整合性新藥研究設施與技術包括分子生物、

藥物化學合成、分子結構模擬、自動化高速藥物篩選、動物藥理、藥物動力與藥物代謝，以及分

析與配方製劑研究實驗室等，已臻完備，是國內唯一由政府經費支持，且具有完整新藥上游研究

技術平台的研究單位。從研究組設立到改制為研究所已累積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由於藥物研發領域必須與研究發展鏈的中游研究機構及產業有所銜接，才能落實研究成果

之推動，因此生技藥研所除執行上游階段研究工作外，近幾年也積極推動產學合作以及技術移

轉，並定位為以創新藥物的應用研究和應用開發為主的整合性藥物研究所，目標為：(1) 以應用

開發為導向，進行整合性新藥研究，研發具專利新穎性的藥物與技術；(2) 推動產學研合作與技

術移轉，落實新藥研發成果；(3) 建立具國際水準的新藥研究與發展技術平台，成為我國重要的

創新藥物研究中心之一。

陳炯東

趙宇生
所長

陳新陳志豪

謝興邦

洪明秀李靜琪李秀珠

蔣維棠潘秀玲

徐祖安夏克山 翁紹華

伍素瑩

葉修華 葉燈光

岳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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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架構

新藥探索
Drug Discovery

新藥發展
Drug Development

藥物篩選技術平台 - 體外活性測試系統
 - 自動化高速藥物篩選

藥物化學研究 - 化學合成
 - 分子結構模擬

 - 藥物探索支援
 - 預配方研究

製劑發展 - 早期配方研究
 - 物性/ 化性分析
 - 安定性試驗
 - 委外製程製劑開發

 - 藥物動力及代謝
 - 分析方法建立
臨床前發展  - non-GLP動物毒性評估
 - 委外GLP毒性與安全藥
  理試驗

分子藥理研究 - 分子生物
 - 動物藥理

新藥探索

藥物研發的進步日新月異，且須與國際競

爭，因此接軌國際前瞻之生命科學與新藥研究

益形重要，技術、人才與資源更是缺一不可。

藥物開發在藥物探索方面，需要包括分子生

物、藥物測試系統、藥物化學、高

速藥物篩選設施、分子結構模擬之

虛擬藥物篩選、藥理研究以及疾病

動物模型等新藥研發團隊，以相互

支援與整合的方式，共同參與新藥

之研究與鑑定。

•	分子生物：研究各疾病基礎病

理因素及分子生物作用機理，

發展新穎分子標靶；有效率地

表現與純化量高質純的蛋白質，

以提供大規模藥物篩選以及結

構生物學的研究；建立各疾病之

藥物篩選測試系統（in vitro），

並視需要將其移轉及發展為藥物篩選之核心

平台技術。

•	藥物化學：建立循理性新藥分子合成、快速

化合物合成與化合物設計；以選定之活性化

合物為基礎，經由合成大量衍生物以及結構

圖 1 : Aurora inhibitors 之藥物設計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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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飾，以獲得具有良好穩定性、

水溶性、穿透性以及藥理作用

選擇性之最佳化先導化合物，

提高藥物專一性降低副作用；

進行活性化合物之定性與定量

實驗，歸納藥物結構活性關係

（SAR），以作為最佳先導化合

物研究的可靠資訊；進行先導

化合物大量合成，提供動物藥

效評估所需；製備藥物篩選所

需之標準參考品等。

臨床發展性評估

藥物分析
Drug Analysis

藥理
Pharmacology

預配方研究
Pre-formulation

藥物代謝
Drug Metabolism

藥物動力學
Pharmacokinetics

毒性評估
Toxicology

圖 4 : 臨床前發展性評估試驗。

圖 2 : 化合物 x-ray 晶體結構圖。

•	電腦輔助之藥物篩選：自動化

高速藥物篩選技術平台結合電

腦控制之自動化操作方式、高

效率活性分析方法及資料庫管

理與分析，可高速及高通量分

析化合物的生物活性；分子結

構模擬之虛擬藥物篩選技術平

台則是利用前驅化合物與蛋白

質的三度空間結構，以蛋白質

為基礎的化學結構資料庫虛擬

篩選，同時利用電腦輔助藥物

設計，進行 X 光繞射結晶之結構生物

學研究，設計更有效地抑制或活化蛋

白作用之化合物。

圖 3 : 高速自動化藥物篩選系統。

•	 In	vivo/Ex	vivo藥理研究與藥效評估：
建立動物模型，藉以評估藥物效果及

作用機轉，進行動物藥理研究；應用

動物藥理評估模式評估所發展之化合

物，以篩選具有治療效果之先導化合

物。由於臨床前與臨床試驗等研發，

需花費的經費較初期新藥探索更為龐

大，若能於初期找到先導化合物階段

即進行動物模式，進行藥效藥理評估，

判斷該化合物能不能繼續進行後續研

發，將能節省新藥開發之龐大耗費。

新藥發展

為增加新藥研發的成功率並善用有

限的研發資源，針對新藥探索階段得到

之具潛力先導化合物，將藉由所建立之

藥物發展性評估機制，篩選及選定候選

藥物，以進行進一步的臨床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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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成果可推動完成至臨床前及臨床試驗階段，

具潛力之候選藥物將適時技術移轉國內外業

者，落實研發成果之進一步發展。

重要成果
生技藥研所「以專利新穎性為導向之藥物

研發，並兼具國內需求及全球競爭性」，邀集

跨領域之優秀專家，整合研發資源聚焦於利民

與利基領域，建立完整的生技製藥研究發展體

系，將研發成果產業化，以期產出具有創新性

與前瞻性的新藥。至 2010 年 12 月已取得 54
項國內外專利並發表國際期刊論文 243 篇。

研究方向分為新藥研發（治療癌症、新陳

代謝疾病、病毒感染症、神經性疾病以及其他

重要疾病的新藥探索（drug discovery））與候

選藥物之臨床前發展（drug development）。

一、	新藥研發成果

新藥探索需要包括分子生物、藥物測試系

統、藥物化學、高速藥物篩選設施、分子結構

模擬之虛擬藥物篩選、藥理研究以及疾病動

物模型等新藥研發團隊，以相互支援與整合的

方式，共同參與新藥之研究與鑑定。此階段通

常要花數年建立適宜且有效的化合物篩選方

法，研究活性化合物的作用機制與藥理，確認

其是否具開發的潛力。化合物經過結構設計

以及化合物的修飾後，進行小量試製（scale-
up synthesis），並且建立快速合成新藥（New 
Molecular Entities , NMEs）的方法。一般來說，

新藥探索階段約需 2 至 10 年。

(一 ) 新藥研發技術平台與實驗室之建構與
維護

• 藥物測試系統及自動化高速藥物篩選技術

平台

• 藥物化學實驗室

• 虛擬藥物篩選與分子結構模擬技術平台

•	 In vivo/Ex vivo 藥理研究與藥效評估實驗室

• 藥物動力學與代謝分析實驗室

• 製劑發展實驗室

•	藥物體內動力學與代謝分析：藥物需有適當

的體內藥動力、血液濃度及代謝程序才能具

有療效並減少副作用，因此藥動力與藥物代

謝是新藥研發過程不可或缺的藥物評選機

制，可評估具活性之化合物是否具有開發成

候選藥物之可能性。

•	預配方研究：現今製藥及生技產業為了增進

藥物於最後研發階段成功的機率，降低時間

和金錢上的損失，多於早期新藥研發階段，

即針對先導化合物（lead compounds）進行

化合物的各項試驗與特性評估，並藉由配方

劑型設計與選擇，以尋求更適宜發展的準候

選化合物，透過一系列的研究工作，使所研

發的藥物適合進一步開發與生產。

•	藥物分析：在早期研發階段若能建立新藥的

分析方法及物理化學性質，作有系統之研

判，可協助藥物的篩選，並能儘早決定具理

想物理化學性質之新藥，以做日後產品研發

之參考。

•	毒性評估：在確定候選藥物可進入臨床前

GLP（Good Laboratory Practice）毒 理 試 驗

前，進行 non-GLP 之大鼠 / 小鼠急性動物試

驗，可評估及篩選候選藥物，也可藉由進行

毒性劑量範圍之預試驗，縮短後續臨床前發

展之時程與預算。

新藥之研發在完成上游的藥物探索階段並

選定為候選藥物後，必須經過臨床前試驗。在

推動新藥研發的技術移轉時，若能加上候選藥

物具有良好安全性的臨床前試驗及藥物劑型與

製程開發資料，可大幅提升國內外生技製藥業

者承接的意願，提高藥物發展價值。

臨床前毒性及安全藥理試驗須符合 GLP，

因此多為委託試驗，乃為了確認所開發之新藥

顯現良好的療效及安全性，以評估藥物是否可

安全地使用於人體，作為後續執行人體臨床試

驗之依據。此外，也應階段性投入早期配方劑

型開發、製程放大及路徑開發，分析方法開發、

品管及安定性研究等，同時解決藥物製程及品

質上的相關問題。由於臨床前發展所需之經費

龐大，因此各項臨床前試驗計畫視需要申請產

學合作或其他專案計畫支應。

此外，為有效傳承研發成果，確保藥物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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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各項疾病領域研發之成果

生技藥研所進行之藥物研發計畫包含癌

症、病毒感染症（C 型肝炎、流行性感冒等）

及新陳代謝疾病（糖尿病）、神經用藥等藥物

研發，已確認多項候選藥物及先導化合物。各

項藥物研發計畫進展簡述如下。

1.	 抗癌藥物研發計畫

目前癌症一般化學治療並非絕對有效，且

藥物的副作用對病患常造成嚴重的不適症狀，

因此，研究癌症專一性治療之標靶藥物（tar-
geted therapy）開發，為 21 世紀新藥開發的重

要策略之一。從 2007 年開始，此所即針對可

能的癌症分子標靶（molecular target）進行新

藥研發計畫。

• 北極光磷酸激酶（Aurora kinase）在細胞進

行有絲分裂時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在許多癌

症中都可以觀察到北極光激酶 A、B 呈現過

度表現，已找到具進一步發展潛力之先導化

合物。

• 上皮生長因子受器激酶（EGFR kinase）表

現量的多寡與突變的型式與非小細胞肺癌

（NSCLC）的形成與治療有很高的關聯性。

已找到具潛力之先導化合物，持續進行藥物

最佳化及動物試驗。

• 持續研究癌症免疫療法，indoleamine 2,3-di-
oxygenase（IDO）即為一新的分

子標的，此酵素可經由控制必須

氨基酸 tryptophan 的代謝，進而

影響免疫忍受性及抑制性。之前

在小鼠研究顯示，IDO 抑制劑會

抑制腫瘤生長。一旦與化療藥劑

共同使用時，腫瘤即迅速縮小。

因此在腫瘤的免疫侵襲過程中扮

演重要角色，新增此分子標靶之

研究，建立篩選系統。

圖 5 : 以化合物 1 和標準物對 IDO 之活性抑制的濃度—
活性變化比較圖。

2.	抗 C型肝炎藥物研發計畫

C 型肝炎病毒（HCV）是威脅人類健康的

危險因子之一，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WHO）

估計，全球約有 1 億 8,000 萬人感染 C 型肝炎

病毒，全球 C 型肝炎藥物市場一年約有 60 億

• 研發團隊於進行北極光磷酸激酶

藥物研發計畫時，發現具有抑制

FLT（FMS-like tyrosine kinase）
能力的小分子化合物，其可用於

治療急性骨髓性白血病。FLT3-
ITD（an internal tandem duplica-

tion mutation in juxtamembrane domain） 與

FLT3-KDM（a mutation surrounding Asp835 
residue within kinase domain）的突變在急性

骨髓性白血病的患者中（30% 患者）最常被

發現，而且這些突變與接受傳統化學療法預

後較差的患者上會有些關聯性。因此，FLT3
抑制劑極有可能發展為治療急性骨髓性白血

病的標靶治療法，已找到數個具進一步發展

潛力之先導化合物，將積極進行後續相關試

驗，確認發展性。

圖 6 : 類第三型酪胺酸激酶（FLT3）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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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型糖尿病深具發展潛力。SGLT2 抑制劑會

經由抑制腎臟對大部分葡萄糖的再吸收，因而

增加尿液中葡萄糖的排出量，進而達到降低血

糖的作用。研究報告指出，SGLT2 抑制劑能有

效降低血糖而且不會有體重增加與低血糖等副

作用。目前生技藥研所經由藥物循理性設計，

已合成數個對 SGLT2 具有抑制活性的化合物，

同時亦成功建立螢光 SGLT2 活性測試系統，

篩選到數個對 SGLT2 具有抑制效果的化合物。

• 第一型大麻素受體（Cannabinoid receptor 1, 
CB1）除了其藉由中樞神經控制食慾的影響

外，也存在於一些代謝組織中調控脂質及醣

類代謝。近期研究顯示開發周邊 CB1 拮抗

劑具治療第二型糖尿病的潛力，且可避免如

rimonabant 等作用於中樞 CB1 藥物所導致

之精神方面嚴重副作用。研發團隊已找到具

發展潛力的先導化合物，將再持續進行循理

性設計，開發出更不易穿越血腦屏障的周邊

CB1 拮抗劑，期能應用於改善各種代謝不良

症候群（metabolic disorders）。

美元商機。每年還以 3、4 百萬病例的速度蔓

延，因此全球 C 型肝炎藥物市場每一年可增

加約 1.2 億美元商機。由於感染 C 型肝炎病毒

後之病徵不明顯，故患者常不自覺而進入慢性

期。慢性 C 型肝炎經常會演變成肝硬化甚至肝

癌因而導致死亡，雖然如此，現在臨床上不僅

沒有預防性之疫苗，亦沒有有效的治療藥物。

目前全世界公認的標準療法是合併甲型干擾素

（α-Interferon）及雷巴威林（ribavirin）之雞尾

酒療法，但此種治療方法的效果有限且經常伴

隨著嚴重的副作用，其中常見的副作用包括：

疲勞倦怠感、肌肉酸痛、寒顫、頭痛、食慾差、

噁心、腹瀉、煩躁、沮喪、注意力不集中、情

緒不穩定、失眠、注射部分紅疹，以及骨髓抑

制所產生的白血球、紅血球或血小板等血球數

目低下，因此研發有效的抗 C 型肝炎病毒藥物

實為當務之急。

生技藥研所研發團隊其中一項非常重要的

任務乃是希望能夠開發出治療 C 型肝炎病毒的

新藥。在過去幾年的研究，實驗室已經成功開

發出一類新型的 C 型肝炎病毒抑制劑（NSFAI
化合物），其生物機轉與 HCV NS5A 病毒蛋白

有關，NSFAI 化合物主要是作用在 C 型肝炎病

毒 NS5A 蛋白上，用以阻止病毒 RNA 的複製，

進而達到抑制病毒的效果。尤其它們對大部分

不同基因型（genotype）之 C 型肝炎病毒皆有

很強的抑制活性，更是此類化合物的優勢與特

點。DBPR110 是由此研發團隊透過循理性研究

及化學修飾所研發出來的新穎小分子 NS5A 抑

制劑。HCV NS5A 病毒蛋白與病毒 RNA 的複

製機轉有關，其與目前被廣泛研究的 HCV 蛋

白酶及複製酶有很大的差異。DBPR110 對不同

基因型之 HCV 具有很強的抑制活性以及低毒

性。藥物動力學的實驗結果顯示，此 DPBR110
具有極佳的藥物動力特性以及口服生體可利用

率，未來可發展成每日 1 次口服的投藥方式，

增加使用的便利性。由目前的研究結果顯示，

DBPR110 極具有發展潛力，因此目前已規劃於

2011 年起推動相關之臨床前發展計畫。

3.	抗糖尿病藥物研發計畫

葡萄糖轉運蛋白（Sodium-dependent glu-
cose co-transporter 2, SGLT2）抑制劑對於治療 圖 7 : 評估 CB1 藥物中樞反應之動物模型。

4.	神經性藥物（止痛用藥）研發計畫

嗎啡及其同類物為處理中度到重度疼痛最

有效的藥物，不過其嚴重的成癮性及藥物耐受

性等副作用一直是臨床上的一大問題。所以，

發展有效控制疼痛但無副作用的藥物是疼痛治

療的一大目標。過去的研究指出，具有突變基

因（Ser196®alanine）的mu鴉片受體（mu-opioid 
receptors）可因結構改變而被鴉片受體拮抗劑

（opioid antagonist）所活化，已在動物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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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實能達到止痛效果而不具成癮性。根據這些

結果推論若能找到對 mu 鴉片受體具有專一性

的鴉片受體變構調節劑（allosteric modifier），

搭配已知的鴉片受體拮抗劑使用，應能達成止

痛又無成癮性的目標。生技藥研所已建立能穩

定表現 mu 鴉片受體的細胞株，並已利用偵測

鈣離子濃度變化為基礎的高速篩選方式找出鴉

片受體的變構調節劑。

(三 ) 結合跨領域研究與新藥研發資源分享
之進展與成果

1. 目前治療流感病毒的治療藥物在臨床使用

上有一些問題，加上流感病毒的不斷突變使

得研發更新穎的治療藥劑是迫切需要的。生

技要研所結合清華大學、長庚大學與交通大

學，整合流感生物化學與藥學專業知識領域

的專家，形成具有不同學科專業知識之研發

團隊。已發現 4 類新穎化合物可有效抑制流

行性感冒病毒複製，後續相關試驗仍積極進

行中。

2. 蛋白質激酶抑制劑是具潛力的藥物研發途徑

之一。本院與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工業技術

研究院對於小分子蛋白質激酶抑制劑已分別

建立了體外分子活性與細胞活性之篩選平

台。鑒於資源整合與共享可加速活性化合物

與先導藥物之研發速度，此一合作機制，由

本院負責計畫的統籌管理，在化合物之智慧

財產權仍各自保有的前提下，三方分享蛋白

質激酶活性測試技術。除擴展各機構蛋白質

激酶測試技術之範圍，亦可節省資源耗費，

預期可達成三方受惠的效果，在活性化合物

的研發及（或）先導藥物最佳化上均可獲得

實質的助益。

二、	候選藥物之臨床前發展

由於新藥之臨床前發展階段所需資金龐

大，而國內藥廠對新藥的臨床前發展缺乏足夠

的經驗、人才與資金，且大部分廠商對投入「缺

乏臨床前試驗資料之候選藥物」的研發信心

不足，因此過去數年在新藥探索上雖陸續有研

究成果產出，卻在技術移轉過程中遭遇困難。

為解決此問題，並協助銜接國內新藥研發體系

上、中游之發展，生技藥研所在藥物研究之發

展鏈將定位為上游新藥探索，並橋接至中游先

期研究（臨床前發展）。除延續過去橫向的整

合性新藥研發策略外，更將把上游新藥探索

的研發成果，垂直連結至中游的臨床前發展。

2010 年候選藥物臨床前推動之成果如下。

(一 ) 抗癌候選藥物研發

兩項抗癌候選藥物 DBPR104 與 DBPR204
於 2008 年 8 月 8 日與杏輝醫藥集團簽定「新

穎小分子抗癌藥研究成果專屬技術移轉合

約」，杏輝成立「杏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積極進行後續新藥發展與製程開發等。杏國

生技於 2010 年 7 月 30 日獲美國食品藥物管理

局（FDA）審查通過 DBPR104 之試驗中新藥

IND（investigational new drug）申請，准予進入

第一期臨床試驗。並於 11 月 24 日獲台灣食品

藥物管理局（TFDA）核准 DBPR104 之 IND，

將在國內臨床試驗機構執行第一期臨床試驗。

此外，杏國生技已同步進行 DBPR204 之劑型

發展與申請 IND 之準備工作，預計於 2011 年

向美國 FDA 及台灣 TFDA 申請 DBPR204 之

IND。由於此兩候選藥物之臨床前毒理、製程

及製劑研發與生產，全部都在國內進行，包括

生技中心、杏輝藥廠及國內 GMP 合成藥廠等

都實際參與臨床前之開發工作，因此本項成果

除為本土自行研發的小分子藥物在台進行臨床

試驗的產研合作成功案例，也建立國內第一個

完整新藥開發與自製模式，對促進國內生技製

藥發展意義重大。

(二 ) 抗糖尿病候選藥物研發

DBPR108 為生技藥研所透過循理性研究及

化學修飾所得之最佳化產物，屬於 DPP4（di-
peptidyl peptidase IV）抑制劑，為新型且有效

的分子作用目標物，用來治療第二型糖尿病。

與上市藥物 JANUVIA™ 以及 GALVUS™ 相

比較，DBPR108 在體外具有較佳抑制 DPP4 活

性之能力、較好的水溶性及較少的蛋白質結合

率，以及相當好的相關蛋白酶選擇性，潛在的

副作用低，同時在動物體內的藥物動力學及口

服降血糖效果也與兩藥物相當或更好，非常具

有發展潛力。

為積極推動此候選藥物之發展，生技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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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於 2007 年申請行政院促成生技成功投資案

例，規劃進行「新穎抗糖尿病 DBPR108 之臨

床前暨臨床試驗研發」計畫。預定於計畫執行

3 年期間，完成階段性臨床前試驗，包括合成

與試量產、製劑發展與臨床用藥生產、藥物動

力與代謝試驗、毒性及安全藥理評估等，並依

序在國內及國外申請 IND，進入第一期人體臨

床試驗。此計畫將可促成「熱門治療領域（抗

糖尿病）小分子新藥」在本土的完整開發（從

上游的藥物探索階段推進至中游臨床前試驗以

及人體臨床試驗階段）。目前 DBPR108 之臨

床前發展進展順利，預計可於 2011 年底前進

行 IND 之申請。

圖 8 : 抗糖尿病候選藥物 DBPR108 結晶照片。

三、	產研技術合作

生技藥研所除致力於新藥研發工作，也經

由產學研合作模式與研發成果移轉，與國內學

術、研究機構及產業界合作，將上游新藥探索

推廣至中游新藥發展，期能協助提升我國製藥

與生物技術產業之新藥研發經驗，將國人自行

研發之新穎藥物向國際市場更推進一步。陸續

與國內外廠商（~12個）以及學研單位（~20個）

建立及進行研發合作。

歷年來與清華大學、交通大學、長庚大學、

陽明大學、台北醫學大學、國防大學、中國醫

藥大學、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衛生署管制藥品

管理局、生技中心、中研院、本院研究單位（癌

症研究所、感染及疫苗研究所、分子與基因醫

學研究所、醫學工程研究組、奈米醫學研究

中心）台灣神隆、中國化學製藥、健亞生技及

國內外委託研究機構 CRO（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等單位等進行合作研究。同時，

生技藥研所研究員並受邀至交通大學、清華大

學、國防大學等學術單位進行教學，培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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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與基因醫學研究所

任務
分子與基因醫學研究組設立於 1997 年，於 2011 年 5 月改制為「分子與基因醫學研究所」，

現階段主要工作在於建立優越的環境，研究台灣盛行的疾病及其致病的分子機制，進而提供更

好的檢驗與治療方法。過去數年來，此所致力於引進最新的分子與基因體技術以及組成高水準

之研究團隊，以便迎接 21 世紀醫學研究的挑戰。

分子基因所的研究宗旨在於透過基礎醫學研究的結果應用於改善人民的衛生與健康。在此

宗旨下長期的研究目標為：(1) 研究國人常見癌症的致癌分子機制並找尋有臨床應用價值的分子

標記，作為臨床診斷的應用及抗癌藥物的開發；(2) 針對台灣重要感染疾病，探討病原與宿主細

胞的相互分子作用，以找出致病的分子機轉及控制病原的方法，包括分子或藥物抑制劑的開發

及疾病傳媒控制；(3) 研究神經退化疾病的分子機制，作為開發抑制神經退化的分子或藥物製劑

的基礎；(4) 探討遺傳性疾病的基因分子基礎，以作為預防及診斷的應用及藥物開發的基礎。

為達成上述目標，此所將以下列方法作為研究的手段。這些方法包括基因體染色體定位、微

陣列分析、核酸序列定序、信息傳導分子剖析、蛋白群體分析與確認、各種動物模型、臨床檢體

以及系統生物學及生物資訊分析。未來的研究重點將在於探討及找尋肝癌、肺癌、乳癌、口腔癌、

卵巢癌、攝護腺癌及直腸癌的致病機制，以及具有診斷與治療臨床應用價值的基因 / 蛋白。此外，

台灣重要抗藥性細菌的基因標記、登革熱病媒蚊傳媒的控制，包括創新的抗病毒基因轉殖蚊的

建立、先天性免疫反應與老年失智症的關聯性研究，以及包括 ANFH 和 PCLA 遺傳疾病的研究，

也都是下一期努力的目標。同時此所也已進行擴展基因體研究技術平台，包括下一代高通量序

列分析以及與疾病有關的動物模型。

王陸海
所長

張仲明

陳俊宏陳怡榮

徐欣伶

黃秀芬

莊志立

劉淦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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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架構

染色體/基因體
微陣列分析

基因與蛋白信息
傳導功能分析

疾病臨床檢體和細胞
及動物模式

新技術平台的
建立與應用

疾病相關基因蛋白
與治療標的

臨床應用

重要成果
分子基因所利用新穎的設備及技術，建立

現代化的分子與基因體研究設施，積極從事國

人常見疾病之相關研究工作。過去 1 年，主要

的研究進展如下：

一、	功能基因體學研究

(一 ) 家族性原發皮膚類澱粉症之新穎細胞
激素 31型受體基因突變及 OSMR始
祖變異基因

原發皮膚類澱粉症（primary cutaneous am-
yloidosis, PCA）是一種澱粉樣蛋白（amyloid）
沉積在表面真皮的皮膚疾病，在南美、東南亞

等地區為一常見的皮膚疾病。過去的研究已發

現染色體 5p13.1-q11.2 和 2 個位於 OSMR（on-
costatin M receptor）基因的點突變與體染色體

顯性遺傳的原發皮膚類澱粉症有關。研究團隊

針對台灣 29 個原發皮膚類澱粉症家族個案的

研究，發現有 10 個家族患者在 OSMR 基因帶

有異合子的錯義突變（heterozygous missense 
mutations）；p.D647V （1 個家族）、p.P694L（6
個家族）以及 p.K697T（3 個家族）。OSMR
基因會轉譯 interleukin-6（IL-6）family cytokine 
receptor oncostatin M receptor beta（OSMRb）

蛋白。在其中 6 個 p.P694L 突變家族中，有 5
個家族發現與一特定的單倍體（haplotype）
有相關性，而在 2 名偶發性皮膚類澱粉症患

者（sporadic PCA cases）也發現帶有此單倍體

變異。在不帶有 OSMR 基因突變的 19 個家族

中，研究人員發現 8 個家族其發病因子位於

第 5 號染色體，這個區域涵蓋了另外 3 個 IL-6 
family cytokine receptor 之相關基因，包含會與

OSMRb 形 成 heterodimeric receptor 的 IL31RA
蛋白。另亦發現有 1 個家族帶有 IL31RA 點突

變（c.1562C4T），該 突 變 會 造 成 位 於 fibro-
nectin type III-like repeat domain 的胺基酸改變

（p.S521F），並且與 OSMR 基因突變變異的

domain 一致。原發皮膚類澱粉症是一個高遺傳

異質性的疾病，此研究發現該疾病可能是由位

於第 5 號染色體 2 個生物功能相關的 recep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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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所造成。OSMR 和 IL31RA 基因突變可解

釋台灣的高盛行率，並有助於研究人員瞭解原

發皮膚類澱粉症的致病生理學（European Jour-
nal of Human Genetics 18(1):26-32, 2010）。 

(二 ) CISD2基因在壽命調控與人類疾病所
扮演的角色

老化是一複雜的表現型，影響所有的器官

系統。最近對於長壽的基因突變小鼠之研究指

出，在哺乳類動物中調控長壽的分子機制，可

以讓我們瞭解人類老化的原因。這些突變包括

自然發生的突變，以及藉由現今基因體技術做

基因修改後的突變小鼠。在老化的過程中所發

生大多數重要的機制，在不同的物種中是高度

被保留下來的。已深入研究幾種與長壽相關的

機制，包括抑制親體細胞的軸心機制（生長激

素與類胰島素生長因子）、降低代謝率、增強

抗氧化能力、降低胰島素分泌、增加胰島素敏

感度、延遲生殖器官的成熟並降低生育能力。

另外，有許多的突變對於壽命的調控是有性別

差異的，也會因為同一個基因在不同的遺傳背

景下，對其調控壽命有相當大的差異。

CISD2 基因為一個演化上高度保留的新穎

基因，並且發現 CISD2 基因的突變會引發第

二型 Wolfram 氏症候群。近期研究團隊已證實

CISD2 基因參與哺乳類動物壽命調控，以及第

二型 Wolfram 氏症候群為粒腺體所引發之疾

病，進一步證明了 CISD2 基因功能、粒腺體完

整性與哺乳類動物老化之間是有相關性的。在

野生型小鼠正常老化的過程，CISD2 基因的表

現量會隨著老化而降低；CISD2 基因的表現量

下降會導致粒腺體功能失調而表現出一系列老

化的表現型。未來的研究希望能運用 CISD2 基

因剔除小鼠來瞭解第二型 Wolfram 氏症候群的

致病機制，同時藉由增加 CISD2 的表現觀察是

否可以達到治療第二型 Wolfram 氏症候群的效

果。另外，比較於正常人類族群與長壽的百歲

人瑞族群中，CISD2 基因活性與蛋白功能是否

有所不同，也是一個相當有趣的研究。綜觀以

上的觀點，由人類與小鼠的基因遺傳研究，希

望可以提供有利的證據，證明 CISD2 基因是

促進長壽的主要基因之一（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201:58-64, 2010）。

二、	發育及疾病模式研究

(一 ) 斑馬魚前腦及眼睛重要的轉錄因子
six3a基因複雜的調控之研究

Six3a 於不同的物種中皆有屬於 Six 家族

的同源蛋白，在神經發育初期開始表現在神經

板最前端。雖然已徹底研究 Six3a 在眼睛和腦

發育具有重要調節功能，然而，six3a 之轉錄

調控還不是很清楚。為了研究 six3a 之轉錄調

控，研究團隊利用斑馬魚執行了報導基因的體

內實驗。首先比對斑馬魚 six3a 與不同的物種

中 six3a 同源基因周圍序列確定了幾個演化保

守區域。利用轉基因實驗確認其中兩個為增強

子，及一個抑制子之功能。D 模組驅動 GFP 表

現在早期階段的腦和眼睛，而 A 模組負責為後

期的表現。D 和 G，是具有協同作用的正調控

模組。A 模組也可抑制從 D 模組之異位表達。

進一步利用删減突變分析，A 模組含有 4 個，

D 模組有 3 個高度保守的轉錄因子結合區。採

用電泳遷移實驗，研究人員證明了在胚胎核提

取物具有 DNA 結合蛋白可結合至此高度保守

區，也預測了可能結合其上之轉錄因子。此研

究提供了一個對瞭解 six3a 在大腦和眼睛的發

育時的轉錄調控之全面看法，並提供建立斑馬

魚神經基因調控網絡的一個機會（BMC Devel-
opmental Biology 10(1):35, 2010）。

(二 ) 探討多重複區域蛋白 Vgl1在裂殖酵
母菌於逆境所扮演的角色

細胞正常功能的行使倚賴正確基因的表

達來調控（RNA 的轉錄與轉譯作用）；而改

變 RNA 在細胞內分布的位置會影響其轉譯的

效能。在此調控機制中，RNA 結合蛋白例如

含有 KH 區域的蛋白扮演重要的角色。這些

含有 KH 區域的蛋白並與臨床上的許多症狀

有關。在某些特定的蛋白，例如出芽酵母菌的

Scp160，結構中包含多個重複的 KH 區域。相

較於 Scp160，於其他物種中這些統稱為 Vigilin
的同源蛋白（圖 1），其作用機制與詳盡的功

能並不明確。為進一步瞭解 Vigilin 在其他生物

個體生理功能上所扮演的角色，研究團隊分離

並鑑定出裂殖酵母菌的同源蛋白 Vgl1 並對其

生理功能作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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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發現裂殖酵母菌的 Vgl1 包含多

重複 KH 區域，並高度相似於人類 Vigilin。不

同於 Scp160，剔除 vgl1 基因並不影響裂質酵

母菌細胞大小與 DNA 倍數性。同時顯示 vgl1
基因的缺失會導致突變菌株對於高溫異常敏

感，因此推論 Vgl1 蛋白在細胞對外在環境因

子改變的調適反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比較

特別的是在熱休克作用下，Vgl1 蛋白在細胞

質內會形成顆粒狀的結構（圖 2）。針對這些

結構的組成進行分析，發現這些結構相當於

高等生物應壓體（stress granules）的構造。在

先前的研究認為酵母菌並不具有應壓體的構

造，然而研究人員與其他實驗室的結果證實︰

酵母菌應壓體的構造確實存在。許多組成應壓

體結構的蛋白，在人類細胞生理功能上均扮演

重要的角色。在裂殖酵母菌的研究將有助於瞭

解人類這些同源蛋白的功能，以及他們在生理

功能上所扮演的角色（Nucleic Acids Research 
38(19):6555-6566, 2010）。 

圖 1 : 概要顯示裂殖酵母菌（Sp）Vgl1、出芽酵母菌（Sc）Scp160、果蠅（Dm）Ddp1 和人類（Hs）Vigilin 的區域結構。六角形
代表 KH 區域。

圖 2 : 熱休克作用下，Vgl1 位於 stress granules。細胞處理 42oC、15 分鐘後，
以螢光顯微鏡觀察 Vgl1-GFP 與 Pabp-tdTomato 在細胞分布的情形。

泛素化酵素，它是屬於 JAMM 蛋白質家族，

具有 297 個胺基酸並且包含了 Mov34/MPN/
PAD-1（PF01398）結構域。泛素化包括了許

多細胞程序，泛素修飾過的受質的解離對維持

細胞中足夠的自由泛素是重要的。研究團隊對

cops6 基因功能的發現，作為先前對去泛素化

酵素的延續研究。研究發現 cops6 在斑馬魚早

期胚胎發育扮演不同的角色，包括背腹圖式形

成，會聚延伸運動和腦形成。此外，研究發現

cops6 在體節形成期扮演反細胞凋亡的角色。

總之，此研究加固先前在斑馬魚去泛素化酵素

的工作，印證它們於動物發育時具有多種功能

的假說（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Biology）。

三、	分子訊息及癌症研究

(一 ) 雙特異性去磷酸酶 JKAP/DUSP22去
除局部粘著激酶之磷酸化並抑制細胞
移動

與本院免疫醫學研究中心合作，發現

JNK pathway-associated phosphatase （JKAP/
DUSP22）表現在許多不同的組織和細胞中，

顯示 JKAP 在生物體內的重要性。

由純化蛋白的實驗發現 JKAP 可以

去除部分細胞蛋白酪胺酸位置的磷

酸化，由分子量大小推測局部粘著

激酶（focal adhesion kinase, FAK）

應該是 JKAP 受質之一。以免疫沉

澱法純化細胞 FAK 作為受質，發

現 JKAP 的確可以去除 FAK 酪胺

酸位置的磷酸化；相反的，喪失去

磷酸酶活性之突變 JKAP（JKAP-
CS）則沒有此作用。研究團隊建立

可調控 JKAP 與 JKAP-CS 表現的

肺癌細胞株，結果顯示 JKAP 會降

低細胞中 Src 誘發之 FAK 的酪胺

(三 ) 去泛素化酵素，Cops6，在斑馬魚早
期胚胎形成時調控不同的發育程序

斑馬魚 cops6 基因轉譯編碼成被認定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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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磷酸化程度，且降低血清與生長因子所誘發

之細胞移動；相反的，JKAP-CS 則會增加這些

現象。此研究顯示 JKAP 的功能是調節細胞移

動之訊號傳導。由於細胞移動是癌細胞轉移很

重要的環節。結果顯示 JKAP 與肺癌的生成與

進展或許相關（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285:5472-5478, 2010）。

(二 ) EGFR和 KRAS基因突變在台灣非
小細胞肺癌病人之預後價值

針對 164 位台灣非小細胞肺癌病人的生存

期研究顯示，有表皮生長因子受體基因突變

者，其預後比沒有基因突變者佳，平均存活期

較長。此項結果也代表未來肺癌新藥之臨床

試驗，必須把表皮生長因子受體基因突變作為

分層因子之一，否則其生存率之分析將會發

生 錯 誤之結 論（Journal of Thoracic Oncology 
5(8):1175-1184, 2010）。

(三 ) Pin1促進轉型生長因子 -β所引起的
遷移與侵入

轉型生長因子 -β 調控大多數的生物活性，

其會抑制正常細胞的生長，但是會促進癌症細

胞的惡化與入侵。Smad3 會調控轉型生長因

子 -β 的反應。轉型生長因子 -β 與細胞表面受

體結合導致 Smad2/3 的羧基端也就是脯胺酸導

向位置的磷酸化，絲胺酸 / 羥丁氨酸磷酸化結

合位置在脯胺酸殘基上。Pin1 為一種 peptidyl-
prolyl 順 / 反異構酶，其會辨識絲胺酸 / 羥丁氨

酸 - 脯胺酸磷酸化位置。研究團隊發現在轉型

生長因子 -β調控下 Smad2/3 會與 Pin1 作用（圖

3）。

長因子 -β 所引起的遷移與侵入。因此，在 PC3
細胞中消耗 Pin1 可以明顯降低經由轉型生長

因子 -β 誘發在遷移與侵入扮演重要角色的 N- 
cadherin 的表現。因為在很多癌症中 Pin1 都會

大量表現，研究發現強調了 Pin1 在癌症細胞

經轉型生長因子 -β 誘發遷移與侵入的重要性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285(3):1754-
1764, 2010）。

圖 4 : Pin1 與 Smad3 主要的結合位置位於磷酸化的羥丁
氨酸 179- 脯胺酸殘基上。

圖 3 : 轉型生長因子 -β 調控下Smad2/3 會與 Pin1 作用。

進一步發現 Pin1 與 Smad3 主要的結合位

置位於磷酸化的羥丁氨酸 179- 脯胺酸殘基上

（圖 4）。雖然表皮生長因子也會與轉型生長

因子 -β 一樣引起 Smad3 的羥丁氨酸 179 與其

他殘基的磷酸化，但是 Pin1 無法與經表皮生

長因子刺激的 Smad3 結合。更進一步的分析暗

示 Smad3 羧基端的磷酸化才可與 Pin1 作用。

以 shRNA 消耗 Pin1 的表現無法明顯影響轉型

生長因子 -β 所引起的生長抑制，而且亦已經

分析一些轉型生長因子 -β/Smad3 相關基因。

相反的，以人類前列腺癌細胞 PC3 經由基因減

弱 Pin1 的表現卻可以明顯地抑制經由轉型生

(四 ) 在TGF-β調節的癌症細胞的侵入能力
中，Smad3與 S100A4（Metastatin-1）
蛋白的功能性交互作用

轉化生長因子（TGF-β）能誘導多數正常

細胞類型的細胞生長抑制，但是在癌症細胞

中，它通常促進細胞轉移的能力，而且它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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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表現與癒後不佳有關聯。研究發現 S100A4
蛋白（一個轉移相關的蛋白），也稱為 Metas-
tatin-1 蛋白，能和 Smad3 物理性與功能性的交

互作用，而 Smad3 在 TGF-β 訊息傳遞中一個

重要的調節蛋白。S100A4 與 Smad3 結合需要

鈣離子的參與，S100A4 的結合位於 Smad3 蛋

白結 構的 N 端 處。S100A4 能 活 化 Smad3 與

相關蛋白 Smad2 的活性，增加 TGF-β 所引起

的 MMP-9 表現量；另一方面，降低 S100A4
的表現量也會造成 MMP-9 的表現量減少，因

此 S100A4 能調控 TGF-β 所引起的細胞轉移

與侵入的能力。因為 S100A4 與 TGF-β 都在許

多類型的惡性腫瘤中高度表現，S100A4 也許

和 Smad3 一起增加某些類型腫瘤細胞的轉移

入侵能力（Biochemical Journal 426(3):327-335, 
2010）。

(五 ) HNF-4α可使人類骨髓之間葉幹細胞
（MSCs）分化為肝細胞

肝細胞專一性基因之協調表現是肝細胞分

化及肝臟生物功能運作所必需，過去的文獻

報告肝細胞基因的表現，是由不同的轉錄因子

（liver-enriched transcription factors）共同活化

所驅動，其中 hepatocyte nuclear factor（HNF-
4α）在驅動肝細胞分化的轉錄因子反應中扮演

關鍵的角色。研究團隊利用細胞培養系統，以

過度表現 HNF-4α 的 adenovirus 加入人類骨髓

MSCs，測試 HNF-4α 對分化為肝細胞之影響。

結果顯示 HNF-4α 確實可顯著地使 MSCs 分化

為類肝細胞（hepatocyte-like cells），並且可明

顯活化肝細胞專一性基因、liver-enriched tran-
scription factors 及細胞色素 P450（cytochrome 
P450）的表現。這些分化較完全的 hepatocyte-

like cells，將可作為較佳的篩選肝癌藥物時，

細胞毒性試驗的細胞來源（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16(40):5092-5103, 2010）。

(六 ) 國人對抗 A/H1N1新型流感病毒交叉
反應抗體效價的研究

2009 年突來的新型流感全球大流行的疫情

爆發後，此所與成大醫院劉清泉醫師合作，完

成台灣第一篇有關國人不同年齡層，中和性抗

體效價的研究。將大流行之前所收集的 229 位

病人血清，利用 MicroNT-ELISA 方式，偵測各

個年齡層血清中既存的流感病毒抗體且具有交

叉保護性，可中和新型流感病毒的抗體效價。

結果顯示，近六成 80 歲以上的老年人，血清

中具交叉保護力的中和抗體效價相當的高。其

中，90 歲以上的高齡長者，體內累積抗體效價

的幾何平均數（geometric mean titer, GMT）是

所有年齡層人口中最高的。相對的，年齡分布

在 9 歲到 49 歲的族群，則完全偵測不到有效

的抗體效價可以對抗新型流感病毒。可以預見

這個年齡層的國人將是對此波新型流感病毒大

流行最「易感」的族群（Clinical Vaccine Immu-
nology 17(12):1958-1962, 2010）。

(七 ) MCT-1和 p53之間的對立影響腫瘤
形成效應

MCT-1 蛋白通 過 蛋白酶 體 途 徑 加 速 降

解 p53 蛋白功能活性。在 p53 減少同時增加

MCT-1 的作用，已證明能協同促進腫瘤增生。

然而，MCT-1 和 p53 分子調控之間在腫瘤的發

展仍然尚未明瞭。研究團隊推測 MCT-1 可通

過不同的致癌機制去抵消 p53 基因活性。目前

確定的結果顯示 MCT-1 為新發現的 p53 轉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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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控標靶基因。MCT-1 啟動子區域包含野生型

p53 而非 p53 突變型之反應區域。p53 有效抑

制 MCT-1 啟動子活性和 MCT-1 mRNA 的穩定

性。在負反饋調節作用中，表達 MCT-1 能降低

p53基因啟動子的功能和p53 mRNA的穩定性。

根據基因毒性機制，MCT-1 致癌效應也大大阻

止細胞凋亡事件。此外，MCT-1 的致癌性促進

小鼠移植 p53 缺失和 p53 陽性之肺癌細胞形成

腫瘤的效力。MCT-1 蛋白不斷刺激 p53 的抑制

分子（MDM2、Pirh2 和 Cop1）表現，解釋為

何腫瘤生長無法被 p53 有效抑制的原因。研究

團隊首先證實 MCT-1 和 p53 之間的對立發生

在多項過程中，包括基因轉錄、mRNA 的代謝

和蛋白質的表達。據此推論，調控 MCT-1 致癌

活性及 p53 的功能，可以有效抑制腫瘤的發展

（Molecular Cancer）。

四、	研究合作

(一 ) 院內其他單位

分子基因所與院內其他單位合作，包括癌

研所及生技藥研所。與生技藥研所的合作重點

在建立藥品研發的生物試驗及篩檢系統架構；

並以斑馬魚為研究模式，積極地與細研所及環

職組合作研究基因的功能及對環境的毒性試驗

計畫。

(二 ) 新竹、台中及台北地區學術研究單位

為新竹、台中及台北地區學術研究單位年

輕研究人員或學生提供專業訓練課程，以培養

新一代研究人才。已於清華大學成立針對醫學

生物科技及結構生物學的培育計畫；中央大學

成立分子醫學學程；中國醫藥大學成立老化醫

學學程；國防醫學大學參與生命科學學程；與

台灣大學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共同指導博

士班學程。由此所研究人員對區域大學學生進

行課程講授及實驗室研習，並與工研院建立乳

癌研究計畫；長庚醫學院建立口腔癌研究計畫。

(三 ) 參與生技醫藥國家型科技計畫 

在肝癌及肺癌研究、微生物基因體研究，

及創新技術研發上與「生技醫藥國家型科技

計畫」的目標一致。透過參與此計畫，可以獲

得研究經費的挹注，並為國家型計畫盡一份心

力，協助研究與台灣民眾相關的疾病。

(四 ) 醫療照護系統及生物科技產業 

研究重點聚焦在疾病預防，也將計畫目標

鎖定在醫療照護體系的特殊議題上。此所的研

究也與生物技術的研發相連結，隨時掌握產業

趨勢，進行例如預防醫學生物指標及疾病診斷

技術之研發。

(五 ) 乳癌與口腔癌的合作計畫 

與工研院合作，主要工作為研究與乳癌細

胞侵入能力有關的 microRNAs；與長庚大學合

作，透過研究基因調控與訊息傳導，對口腔癌

有更進一步的瞭解；執行衛生署卓越癌症計畫

的台灣早發性乳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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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
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成立於 2011 年 5 月，由感染症研究組與疫苗研發中心整合而成。此所

為本院第 6 個成立的研究所，先前各自的任務、研究架構與重要成果分述如下。

齊嘉鈺

蘇益仁
所長

黃明熙郭書辰

莊再成

合聘研究人員：	 吳夙欽

張堯

謝鐸源蕭樑基

陳逢叡 楊采菱

李敏西冷治湘

周彥宏杜鴻運 許素菁胡勇誌

陳信偉

潘建雄劉士任 羅秀容

宋旺洲

曾凡真

吳綺容余冠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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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症研究組

任務
感染症研究組（以下簡稱感染症組）於 1997 年以臨床研究組為名成立後，致力於感染症臨

床訓練及感染症研究，為了更精確呈現其研究任務與內容，於 2009 年更名為「感染症研究組」，

持續針對國人緊急與重大的感染疾病，深入進行研究與防治工作，增進台灣民眾的健康福祉。

感染症組現階段主要任務為：(1) 進行台灣地區重要的細菌（包含結核菌）、黴菌抗藥性，

及病毒（流感病毒、腸病毒、愛滋病毒）之監測及流行病學研究，以提出可行防治策略；(2) 進

行台灣地區重要抗藥細菌（包含結核菌）及黴菌基礎研究，以探討其抗藥性與毒性因子之分子

機制；(3) 進行臨床重要病毒（包含 EB 病毒、B 型肝炎病毒、愛滋病病毒）之致病機制研究，以

尋求可能的治療標的；(4) 提出政策建言，協助國家重要政策制定；(5) 舉辦研討會及教育訓練以

服務相關領域臨床及研究人員，進行國際合作以與國際接軌。

重要成果

一、	研究成果

(一 ) 抗生素使用政策及微生物抗藥性研究

1.	 全國微生物抗藥性監測及防治策略

抗藥性監測是遏阻微生物抗藥性的第一

步。由楊采菱副研究員負責的台灣微生物抗藥

性監測計畫（Taiwan Surveillance of Antimicro-
bial Resistance, TSAR）是一長期全國性的監測

計畫，由台灣 20 多家醫院收集住院及門診病

人臨床致病細菌在本院做統一抗藥測試，此計

畫之分析結果，提供台灣細菌抗藥性量化資料

及對新興抗藥菌之警惕，除增加對抗藥菌種演

變之瞭解，亦作為推動國內抗生素的謹慎使用

和加強感控措施之依據。第 6 期 TSAR（TSAR 
VI, 2008）資料指出，多重抗藥菌的盛行率在

台灣醫院及社區依然居高或明顯增加，最明顯

的抗藥性增加是對 carbapenem 具抗藥性的鮑

氏不動桿菌（carbapenem-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簡稱 CRAB），2008 年自加護病

房病人分離出的鮑氏不動桿菌，CRAB 已高至

66%。另外一個全球注目的多重抗藥菌，是對

廣譜乙醯胺具抗藥性的大腸桿菌（Escherichia 
coli）及克雷白氏肺炎菌，TSAR VI 引起院內

感染個案的此二菌種中，有 45% 具此抗藥性，

carbapenem 是治療此類抗藥菌的最後線藥物，

但對 carbapenem 具抗藥性之此兩菌種已在

TSAR VI 發現，雖然比率仍低於 1%，但需要

仔細監測，CRAB 在台灣醫院逐年急速上升，

為一重要警惕。

由羅秀容副研究員所主持的台灣黴菌抗藥

性監測計畫（Taiwan Surveillance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of Yeasts, TSARY）係以偵測台灣地

區自醫院一般病患所分離的致病性酵母菌型黴

菌菌種的分布，與其對抗黴菌藥物的感受性變

遷為目的。比較 1999、2002 與 2006 年所進行

的 3 期 TSARY 念珠菌血症（candidemia）的結

果顯示：念珠菌血症的比例偏高，而念珠菌血

症中念珠菌分離株對抗黴菌劑 fluconazole 具有

抗藥性則很少，發表於 Mycoses（in press）。

此外，此計畫亦為台灣地區首度進行健康人口

腔中酵母菌移生狀況的調查，結果顯示在 323
位自願者，以白色念珠菌（Candida albicans）
為主要的型別（Medical Mycology  49:103-106, 
2011）。針對台灣地區感染 HIV 的 181 位出院

病人，黴菌在口腔移生之調查，結果顯示進行

抗生素治療者會提高黴菌的移生率，而進行抗

HIV 病毒治療及施打鏈球菌疫苗者，則會減低

黴菌移生的效果（Journal of Clinical Microbiol-
ogy 48:2609-2612,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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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研討會
及教育訓練

監測及
臨床研究

抗生素使用及抗藥性分析 (TSAR/TSARY)
潛伏性結核病診斷及治療
臨床病毒研究 (influenza, EV & HIV)

基礎研究

政策建言
微生物抗藥性及感染控制政策建言
結核病防治政策
治療性試驗 (EV, HBV, EBV, influenza)

國際合作
(越南病毒研究計畫)

 

微生物抗藥性、毒性及致病分子機轉研究
(針對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AB), Klebsiella 
pneumoniae (KP), Candida spp.)
結核病免疫及基因體研究
病毒致病機制研究 (EV & HIV)
腫瘤病毒研究(EBV/HBV)致病機制及治療

2.	細菌抗藥及毒性因子之分子機制研究

TSAR 過去幾期所收集的不同菌種，持續

被用於許多臨床致病菌抗藥機制及分子流行

病學的研究，亦協助對新藥物的調查。今年持

續調查台灣金黃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簡稱 SA）中帶有 mecA 抗藥基因，但

其抗藥性不易測出的獨特抗藥基因型，這些菌

在臨床微生物測試使用的抗生素敏感性測試方

法中有部分會被誤判為對扼煞西林（oxacillin）
無抗藥性，使得醫師繼續使用同類抗生素而有

治療失敗的風險，這可能是此類菌株能成功在

台灣擴散的原因之一。與台大醫院感染科醫師

對 TSAR 中多重抗藥菌臨床表現及病人危險因

子之調查，包括 CRAB（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14:764-769, 2010）。楊采

菱副研究員團隊亦與國內多家醫院感染科醫師

合作，對加護病房個案 MRSA 帶菌者積極監

測（European Journal of Clinical Microbiolo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29:1553-1559），及調查

新興抗藥菌的基因型及抗藥機制，包括抗 dap-
tomycin 的 MRSA 研究（Antimicrobial Agents 

and Chemotherapy 54:4038-4040, 2010） 及 抗

氟化恩菎類（fluoroquinolone）嗜血桿菌（Hae-
mophilus	influenzae）的研究（Journal of Hospi-
tal Infection 75:304-308, 2010）。

目前在台灣對不動桿菌屬的研究多著重於

鮑氏不動桿菌，對於在臨床上也同樣具有重要

性的 AG3 及 13TU 的研究還是很少。蕭樑基研

究團隊自全國收集之 AG3 臨床菌株的抗生素

感受性分析，提出 AG3 對乙內醯胺類抗生素

可藉由不同機轉如整合子（integrons）、IS ele-
ments 或此團隊新發現的嵌合酶（integrase），

從環境或臨床上的不動桿菌屬菌株獲得抗性

基因的機制。此外，自一株碳氫黴烯類抗生

素具有抗性的多重抗藥性的 13TU 菌株進行分

析，發現一個位於質體上的 blaOXA-58 碳氫黴烯

類抗生素抗性基因，並探討其抗藥機制。分析

2007 年由台灣各地醫院所收集的鮑氏不動桿

菌為研究題材，發現接近半數（49.6%）的菌

株帶有 ISAba1-blaOXA-51-like 基因結構的質體而

且在 ISAba1-blaOXA-51-like 上游帶有不同的上游

基因 fxsA 及 nuc，流行病學分析結果發現帶有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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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因結構的質體之鮑氏不動桿菌已出現於全

國，且其質體具有同源性，印證此傳播機制在

台灣對碳氫黴烯類抗生素的鮑氏不動桿菌抗性

臨床菌株的普遍性（Antimicrobial Agents and 
Chemotherapy 54:2699-2703；3107-3112；4575-
4581, 2010）。後續將藉由國際合作團隊醫院收

集對碳氫黴烯類抗生素具有抗性的鮑氏不動桿

菌菌株，分子流行病學的研究來瞭解碳氫黴烯

類抗生素抗藥基因傳播機轉，及其與台灣抗藥

性菌株之關聯性。

研究員團隊證實克雷白氏肺炎桿菌外膜

OmpK35 蛋白缺失的菌株具有相似的抗藥性及

毒力，而 OmpK36 缺失的菌株則具有較強的抗

藥性及較低的毒力。同時缺失 OmpK35/36 的

菌株具有最強的抗藥性及最低的毒力。體外試

驗證實 OmpK36 及 OmpK35/36 的缺失增加了

中性粒細胞對克雷白氏肺炎桿菌的吞噬作用。

而 OmpK35/36 的缺失降低了克雷白氏肺炎桿

菌的生長速度（Journal of Antimicrobial Chemo-
therapy 65:986-990, 2010）。

齊嘉鈺醫師研究團隊針對有關感染金黃色

葡萄球菌造成之非複雜性菌血症（staphylococ-
cal bacteremia, SAE）及感染性心內膜炎（infec-
tive endocarditis, IE）病例進行所帶的毒性因子、

外毒素及抗藥性基因分析，以瞭解其與臨床表

現之間的相關性。所攜帶常見毒性因子（包括

過去認為與心內膜贅生物形成有關的因子）與

抗藥基因之分布在兩組病人間並無顯著差異，

且 MLST（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分型均

屬於 ST59，此型別已成為台灣社區型感染 S. 
aureus 最主要的分型（Journal of Clinical Mi-
crobiology 48:292-294, 2010）。

輔助基因調節系統（acces-
sory gene regulator, agr）藉由調

控金黃色葡萄球菌多種毒素的

產生來致病。AgrC 為一膜接受

器與自動誘發胜肽（autoinducing 
peptide, AIP）組成訊息感應及毒

性調控的系統。陳逢叡助研究員

研究團隊已找出 3 個殘基的變化

足以轉換 AIP 的辨識特異性，

使 其 從 AgrC-IV 轉 至 AgrC-I，

為了釐清這些殘基如何影響專一性及活性，其

團隊已將 AgrC-I 的第 116 個胺基酸轉換成其

他特性的 19 種胺基酸以釐清這些殘基如何影

響專一性及活性，目前結果證實先前的假設，

第 116 個殘基若為疏水性胺基酸的話，將使得

整個 AgrC 膜受器的構形更穩定而不易被活化，

但親水性胺基酸將使它易於被活化。

在黴菌抗藥性研究方面，羅秀容副研究員

研究團隊為瞭解藥物幫浦 CDR1 與 CDR2 在臨

床分離菌株中在抗藥性所扮演的角色，針對因

大量表現 CDR1 與 CDR2 而造成對 fluconazole
有抗藥性的臨床分離菌株 Gu5 進行機制性探

討。實驗結果發現 CDR1 對抗藥性的角色比

CDR2 重要，cdr1/cdr1 cdr2/cdr2 雙突變使得原

先有抗藥性的 Gu5 對 fluconazole 非常敏感。因

先前研究 Ndt80p 時瞭解抗藥性與型態改變可

被同一個因子所調控，因此目前正在探討 cdr1/
cdr1 cdr2/cdr2 雙突變對型態改變的影響。

(二 ) 結核病研究

結核病仍是台灣主要的疾病與死因，有防

治之必要性與急迫性。許多研究報告發現北京

型結核菌具有特別之臨床表現，且與多重抗藥

性結核菌有密切關聯，為進一步瞭解不同次型

北京株之傳染性與抗藥性，杜鴻運助研究員及

蘇益仁特聘研究員利用 DNA MassARRAY® 技

術分析 338 株北京型分枝桿菌不同 sublineages
的北京株。發現最常見的次北京型分枝桿菌是 
ST10 53.3%，耐藥的測試結果以 ST10、ST19
和 ST26 的 sublineages 有較高比例為多重抗藥

性（圖 1）。研究發現 DNA 修復酶突變的存

圖 1 : 結核分枝桿菌北京株演化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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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病原的傳播能力有關聯而與多重抗藥性藥

沒有關聯（Clinical Microbiology and Infection, 
2010, Epub ahead of print）。

(三 ) 病毒監測（流感病毒與腸病毒）及因
應禽流感流行之準備

1.	 流感病毒監測

有關流感 A 型病毒之分子演化分析，H3
亞型逐年改變中，雖然自 2009 年 8 月在南台

灣流行的都是疫苗相似株（A/Perth/16/09-like 
strain），但在病毒的 HA 基因之 C 抗原位置

發現 2 個點突變及 D 抗原位置發現 1 個點突

變。2010 年 7 月開始有一波 H3 亞型流行，

其中有一群病毒之抗原決定位跟疫苗相似株

（A/Perth/16/09-like strain）完全一樣，另外一

群病毒的 HA 基因之 A 抗原位置發現 1 個點

突變及 E 抗原位置發現 1 個點突變。血球凝

集抑制試驗檢測這兩組病毒以瞭解病毒間是

否有交叉保護效果，分析結果得知該年所施

打的疫苗可提供足夠的保護力對抗南台灣所

流行的 H3 亞型病毒。此外，南台灣流行的 B
型流感病毒有兩種，分別是 B/Florida/4/2006-
like（Yamagata lineage）、B/Brisbane/60/08-like
（Victoria lineage）， 以 B/Brisbane/60/08-like
病毒株為主，B/Florida/4/2006-like 零星發生，

但這兩者的血球凝集基因和神經胺酸酶基因

都有逐年改變的情形。而且目前南台灣所流行

的 B/Brisbane/60/08-like 病毒株是 HA 與 NA 基

因，分別來自 Victoria 及 Yamagata 亞型之重組

病毒。這種基因重組病毒自 2002 年 4 月即在

南台灣發現，當時就是有 Victoria 及 Yamagata
亞型的病毒同時流行。現在雖然只有少數的

B/Florida/4/2006-like（Yamagata lineage） 與 B/
Brisbane/60/08-like（Victoria lineage）共同流行，

但病毒之間是否會進一步重組仍需持續觀察。

因應 2009 年 4 月在墨西哥爆發的新型

H1N1 A 型流感病毒大流行，感染症研究組於

同年 9 月提出整合型計畫，以病毒的檢驗方

法、致病機轉及藥物開發為主題。此計畫 2010
年發表台灣地區年齡 50 歲以上的人很可能因

暴露過台灣先前流行過的 H1N1 流感病毒，

因此有較高的 2009 pH1N1 中和抗體效價（圖

2）；此外，2006 至 2008 年間台灣季節性流

感病毒可能誘導出 2009 pH1N1 的交叉反應抗

體（Clinical and Vaccine Immunology 17:1958-
1962, 2010）。

圖 2 : 各個年齡層血清中，可中和新型流感病毒的抗體效價。

2.	腸病毒監測

合聘研究員王貞仁博士亦負責疾病管制局

合約實驗室，將 2009 年以及 2010 年自成大醫

院病毒室分離出來的腸病毒 71 型病毒株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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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型分析，2009 年流行的病毒株仍被歸類於

基因型 B5，而 2010 年流行的病毒株被歸類於

基因型 C4，且與中國大陸 2008 年大流行的病

毒株基因型 C4a 被歸類在同一群，暗示了腸病

毒 71 型在西太平洋地區頻繁接觸的國家有互

相傳播的可能性。

有關李敏西副研究員進行之北台灣腸病毒

71 型流行病學世代研究，6 個月大嬰兒的腸病

毒 71 型母體抗體 99% 皆已消失，而 1 歲以下

嬰兒是腸病毒 71 型重症的高危險群，因此疫

苗研發應針對 6 個月大以下的嬰兒。針對 2008
年台灣再度發生腸病毒 71 型全國性大流行，

進一步計算 2008-2009 年嬰幼兒的腸病毒 71
型的年齡別發生率：6 月大、7-12 月大、13-24
月大，及 25-36 月大分別為 1.71、4.09、5.74 及

4.97 每 100 人年，此發現有助於估算腸病毒 71
型之疾病負擔及設計疫苗臨床試驗。

(四 ) 腫瘤病毒研究

1.	 B 型肝炎病毒相關之肝癌致病機制及
治療

蘇益仁特聘研究員提出 HBV pre-S 突變

株在慢性 B 型肝炎病人的的毛玻璃肝細胞

（ground glass hepatocytes, GGHs）中長期累積

在內質網內，可以引發 ER 壓力，引起 DNA 傷

害及染色體的不穩定，呈現出似腫瘤前期的增

生病變之觀察（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23:1169-1174, 2008），發現是肝癌

形成之重要機制。關於生長因子或細胞素過度

表現參與此癌化之過程，發現 vascular endo-

圖 3 : HBV 相關之肝癌病人，非腫瘤肝組織的 HBsAg 表
現情形。

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A 會 被 pre-S 突

變蛋白所調控而增加表現，其下游 Akt/mTOR
信息路徑亦會被活化，而啟始由 GGHs 之腫瘤

前期病變演變為肝癌的可能機制（Hepatology 
49:1962-1971, 2009）。此外，pre-S2 突變株可

以經由 JAB1/RB/cyclin A 路徑引起肝細胞之增

生。針對 B 型肝炎病毒相關之肝癌患者進行其

組織分析，提出非腫瘤組織之毛玻璃肝細胞的

型態或 HBsAg 的表現，為肝切除手術後是否

復發的新指標（圖 3、4）（Cancer, in press）。

圖 4 : HBV 相關之肝癌病人，術後肝癌復發與 HBsAg 表
現之相關圖。

2.	 EB 病毒相關噬血症候群及腫瘤之致病機
制與治療（T細胞淋巴瘤與鼻咽癌）

關於 EB 病毒感染 T 細胞在小兒引起特殊

的噬血症候群（EBV-associated hemophagocytic 
syndrome）之研究，蘇益仁特聘研究員完成

噬血症候群與 T 細胞淋巴瘤的分子機制的釐

清（American Journal of Pathology 170:1607-
1617, 2007），及利用 PPARs 促進劑（agonists 
of peroxisome proliferators-activated receptors）
在動物模式，模擬 EBV 感染人類造成噬血

症候群，進行標靶治療研究近期於兔子感染

兔子疱疹病毒動物模式中，利用 rosiglitazone
（PPAR-γ agonist）進行治療。此動物實驗證實

PPAR agonist 確實能增加兔子存活率（圖 5），

PPAR agonist 為治療病毒相關之噬血症候群的

物質（Antiviral Therapy 15:71-81,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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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 以 rosiglitazone 治療的兔子，存活數明顯增加。A 組
及 B 組：兔子在感染 HVP 後第 7 天或第 20 天餵食
rosiglitazone。

胞分泌多種趨化激素，而阻斷趨化激素 MIP-
1α、MIP-1β 和 IL-8 可以有效減低 LMP1 刺激

T 淋巴球的趨化作用（圖 6）。此研究中更鑑

定出 LMP1 誘發細胞表現 MIP-1α  和 MIP-1β  

的分子機制。已有報導指出 T 淋巴球的浸潤可

能幫助鼻咽癌的發展，而 MIP-1α  和 MIP-1β
也可能幫助癌細胞的生長存活和腫瘤中的免疫

抑制，故此研究暗示抑制這些趨化激素的作用

或阻斷其上游的訊息傳遞路徑可能具有臨床應

用的潛力（Virology 405:464-473, 2010）。

圖 6 : 鼻咽癌細胞株分泌多種趨化激素。

研究團隊另分析鼻咽癌腫瘤組織中免疫抑

制蛋白質標記的表現，結果發現浸潤在腫瘤

中的 CD8 T 淋巴球，表現 programmed death-1
（PD-1）明顯增加，暗示這些浸潤在鼻咽癌腫

瘤中的 CD8 殺手 T 細胞無法有效攻擊癌細胞。

進一步分析 PD-1 的表現與臨床預後的關聯，

結果發現若腫瘤內浸潤的 CD8 T 細胞表現越多

PD-1，則鼻咽癌病人的預後越差。此研究顯示

鼻咽癌腫瘤中的特定免疫抑制現象與臨床表現

有顯著的相關性，故瞭解抑制免疫的機制並研

發將其阻斷的策略，具有臨床上的重要性，也

有助於突破當前發展鼻咽癌免疫療法所遇到的

瓶頸（Modern Pathology 23:1393-1403, 2010)。

張堯助研究員之實驗團隊致力於研究鼻咽

癌組織中 EB 病毒、腫瘤細胞以及免疫細胞的

病理交互作用，研究結果發現，EB 病毒感染

的鼻咽癌細胞株刺激 T 淋巴球趨化作用的能力

與該細胞表現病毒致癌蛋白質 latent membrane 
protein-1 （LMP1）有關。LMP1 誘發鼻咽癌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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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愛滋病毒流行病學及危險因子研究

區分愛滋病患者「感染」時間到第一次「被

偵測到」的時間，可對不同危險或特定行為模

式的族群在檢測出的時效性（diagnosis timeli-
ness）有所瞭解，進而針對較晚才被發現者研

究如何能更頻繁檢測他們以提早發現。此組

曾凡真助研究員與成大和台大醫院合作，研究

2004-2008 年間「匿篩門診」與「男性三溫暖

外展計畫」中的案例之危險因子流行病學，使

用 HIV-1 BED Incidence EIA 檢測試劑區分「6
個月內新感染者」或「感染已久者」的多變項

分析，顯示「延遲被檢測出感染者」特徵為：(1)
女性比男性晚被檢測出（OR = 2.44, p = 0.22）；

(2) 年紀每增加 10 歲則晚檢出遞增（OR = 1.72, 
p = 0.005）；(3) 男同性性行為者（MSM）比

其他男性較晚檢出（OR = 5.26, p = 0.007）。外

展計畫顯示近 4 成的新愛滋病患於感染 6 個月

內被發現，但 6 成超過 6 個月才被診斷出，而

新發生率由 2004 年的 7.8% 升高到 2007 年的

15%（AIDS Behavior, 2010）。

二、	國際合作

感染症組在 2006 年與疾病管制局、成大

醫院及越南胡志明市第一兒童醫院共同成立

「感染症研究實驗室」，針對腸病毒流行病學、

腸病毒重症 Milrinone 臨床試驗、EB 病毒相關

噬血症候群進行合作研究，包含收集腸病毒感

染及噬血症候群之臨床檢體，進行分子流行病

學及相關研究，研究結果可作為相關疫苗研發

之參考依據。感染症組已成功在此醫院設立合

作平台，並與國際上保持充分的合作，以期將

台灣面臨感染症的威脅減至最低。

2010 年初發表越南地區的噬血症候群病

例多於台灣，並且具高死亡率，提出及早診斷

與給予適當治療是必要的（British Journal of 
Haematology 148:301-310, 2010）。此外，腸病

毒重症之 Milrinone 臨床試驗完成收案，初步

分析結果為 Milrinone 可降低 stage IIIB 患者死

亡率，可作為台灣腸病毒感染制訂一正確的重

症治療準則之參考。此計畫建立與越南國際合

作之平台，促進我國與亞太其他國家感染症研

究接軌。

三、	學術活動

感染症組於 2010 年共舉辦 7 場學術研討

會與學術會議，其中「微生物感染控制及抗生

素抗藥性研討會（Symposium on Infection Con-
trol and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邀 請 美 國

疾病管制局細菌感染控制專家 Dr. McDonald、
細菌感染及其流行病學專家 Dr. Stephan Har-
barth、台灣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及醫療院所人

員共同參加，與會美國、歐洲與台灣醫院感染

控制進行經驗的交流。

疫苗研發中心

任務
為了促進和實施政府自行製造和供應疫苗的研發策略計畫，疫苗研發中心（以下簡稱疫苗中

心）於 2003 年 6 月至今已建立一個超過 140 名的專業生物技術組織團隊。疫苗中心以開放和緊

迫的策略，積極和透明的團隊合作方式，以維持一個生產性和創新性研究開發環境。在過去幾年，

疫苗中心已完成的目標為：建立與開發新型疫苗和免疫候選株的基礎設施和設備，以符合亞洲

醫療保健之需求；建立與生產 cGMP 等級的卡介苗與其他候選疫苗，以進行第一 / 二期人體臨床

試驗；建立我國對流行性疾病與生物恐怖攻擊的疫苗緊急需求應變能力；教育與培訓年輕科學

家對疫苗相關生物技術與知識。

疫苗中心在研究和技術發展方面，進行 5 大研發技術平台的開發，包括生化分析、生物製程

開發、佐劑配方 / 傳遞、遺傳工程與疫苗體學等。在疫苗製造開發方面，疫苗中心有超過 1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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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策略

流行病學研究 疫苗研發 臨床試驗評估

cGMP設施

國際策略聯盟

營運計畫

◎ 國際策略聯盟
◎ 風險/營利共享

發展潛力

◎ 臨床試驗疫苗製備
◎ 委託製備與生產卡介苗
◎ 技術合作轉移
◎ 協助申請產品許可證

疫苗學相關
技術平台開發

建立cGMP設施

◎ 品保/品管/藥政法規配套措施
◎ cGMP品質管理教育訓練課程
◎ 製程開發
◎ 臨床試驗疫苗候選株小量生產
◎ 新藥臨床試驗IDN申請

疫苗產業發展

台灣人用疫苗研發(含量產技術)計畫
◎ 流感病毒(Influenza virus)
◎ 腸病毒(EV-71, CAV16)
◎ 腦膜炎球菌(MGB)
◎ 登革熱(Dengue)
◎ 子宮頸癌(Cervical cancer)

◎ 免疫活性調節
系統研究

◎ 重組脂蛋白次
單元疫苗

◎ 黏膜載體遞送
系統

◎ 克沙奇病
毒(CAV16)

◎ 人類乳突
瘤病毒
(HPV)

◎ 人類疱疹
病毒(EBV)

◎ 亞洲特有性疾病
> 登革熱

◎ 病毒感染慢性病
> 人類乳突瘤病毒
(HPV)

> C型肝炎(HCV)
> 人類疱疹病毒(EBV)

◎ 高價值疫苗研發
> 呼吸道融合病毒
　疫苗

◎ 臨床試驗網路
◎ 免疫學核心實
驗室

的專業技術團隊，包括組長、經理、課長、技術專員和計畫助理等進行疫苗 / 生物製劑 cGMP 設

施的營運。cGMP 設施也建置完整組織架構，包括：研製組、設施支援組、品管 / 法規組、企劃

組等。並每年由疫苗中心科學諮詢委員會委員評估年度成果與提供建言。

研究架構

重要成果
目前，生物相關的許多疫苗療效仍然不明

或所知甚少。若要瞭解其中的相互關係只有藉

由深入且全面系統的天然免疫疾病監測和臨床

試驗才可得知。為了保有競爭力與成立亞洲地

區最佳的疫苗研發中心，目前疫苗中心的研究

方向已經朝向「建立創新疫苗研究與技術發展

計畫」。另外，為了安全與確保長期的經費支

持，疫苗中心將利用現有的疫苗產品研發計畫

將 cGMP 設施轉型成為專業技術移轉單位。

隨著相關基礎設施與設備的完成，疫苗中心

cGMP 設施對於我國疫苗產業的發展扮演舉足

輕重的領導角色。目前疫苗中心已與我國本土

民間生技廠商組成策略聯盟，提供 cGMP 等級

的 H1N1 新型流感臨床試驗用疫苗製備。

一、	優先推動計畫：台灣人用疫
苗研發（含量產技術）計畫

為落實政府發展疫苗產業之政策，強化疫

苗研發基礎，因應新興傳染病突發緊急疫情，

此計畫整合國內有限資源與人才，建立國家疫

苗研發團隊，投入重要疫苗之研發與量產。其

中由於新型流感之大流行為國際所關心之重要

衛生議題，而且世界衛生組織亦呼籲各國政府

應全力投入疫苗研發與疫苗自製；腸病毒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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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為我國有別於其他各國造成嬰幼兒重症死

亡疾病之一，亦是疾病管制局傳染病防治重點

之一；B 群腦膜炎球菌在抗藥性的威脅下，是

目前亟待解決的一個全球性的健康問題，而動

物實驗已初步證實疫苗開發之可行性。因此，

基於公共衛生、疾病防治與疫情緊急應變的考

量，H5N1 流感疫苗、腸病毒 71 型疫苗與 B 群

腦膜炎球菌重組次單元疫苗等 3 項標的物為此

計畫中規劃推動發展的重點疫苗製劑，同時此

計畫之執行目標為 5 年內完成 3 項新開發疫苗

之第一期臨床試驗。

(一 ) H5N1流感疫苗之研究成果

本年度已達成工作目標如下所述：(1)
H5N1 流感疫苗（ProVEU）第一期人體臨床試

驗已於 2010 年 7 月 24 日完成 60 位受試者每

人 2 劑疫苗注射與抽血作業（圖 7）；(2) 完成

2 批次 30 公升生物反應器細胞培養製備 H5N1
流感疫苗之試製，HA titer 分別為 512/50 μL 與

1024/50 μL，依據此效價以每劑 15 mcg HA 計

算，預估每年可製備 100,000 劑；完成 1 批次

150 公升生物反應器細胞培養 H5N1 流感疫苗

之試製，HA titer 為 512/50 μL，依據此效價以

每劑 15 mcg HA 計算，預估每 3 個月可製備

150,000 劑；(3) 篩選候選胜肽佐劑：已確立酵

素水解程序以及小鼠樹突細胞培養方法，監控

並評估所合成胜肽於模擬體內環境之穩定性以

及細胞活化情形，用來篩選候選佐劑。候選胜

肽若於特定序列調整其光學活性，則對於體內

環境具有較高的穩定性；候選胜肽經調整光學

活性或經脂質化修飾之後，能調控免疫調節劑

CpG 短鏈去氧核苷酸或脂多醣體（LPS）刺激

樹突細胞活化的能力；(4) 單劑量新型流感疫

(三 ) B群腦膜炎球菌（MGB）疫苗之開發

本年度已達成工作目標如下所述：(1) 完

成生產終細胞（EPC）之安全性確效作業，所

有檢測結果均符合標準。生產終細胞抗原表現

基因也與初始細胞來源一致，並將測試報告建

檔於品保部門；(2) 完成 7 批次 30 公升生物反

應器之上游製程，收獲菌體濃度以 OD600 測

值平均為 13.24 ± 0.564，產能及品質均呈現穩

定，顯示上游製程已達最適化，並依此數據制

定上游製程之允收標準；(3) 為提高產品品質，

增加下游純化製程步驟 Reversed Phase Chro-
matography 與冷凍乾燥等兩項，目前已完成第

3 批次下游純化作業，並持續進行相關品管檢

測分析；(4) 完成 1 批次產品分裝作業，共生產

苗之小鼠免疫實驗發現，PELC 乳狀液比傳統

鋁鹽佐劑更能增強去活化流感病毒所誘導之免

疫抗體，亦更能避免抗原競爭現象。

(二 ) 細胞培養腸病毒 71型疫苗

本年度已達成工作目標如下所述：(1) 完成

4 批次 40 公升腸病毒 71 型疫苗原液製備與 2
批次臨床試驗用批次之製備；(2) 完成 22 件腸

病毒 71 型疫苗相關製程中品管檢驗 SOP 之建

立與 11 件產品品質重要分析方法之驗證作業；

(3)完成主細胞庫（MCB）、工作細胞庫（WCB）

及生產終細胞庫（EPC）之安全性確效測試，

結果顯示所建立之細胞總庫無內生性與外源性

汙染物。且 VERO 生產終細胞也與初始細胞來

源一致，證明了此團隊所研發製備之腸病毒 71
型疫苗 VERO 生產終細胞並無致癌性之疑慮；

(4) 完成 E59 主病毒庫（MVS）與工作病毒庫

（WVS）之安全性確效測試，結果顯示所建立

的病毒總庫無內生性與外源性汙染存在；(5)
完成臨床前大鼠與兔子動物模式之毒理試驗，

結果顯示接種試製之腸病毒 71 型疫苗原液並

不會使受試動物發生全身性不良反應與毒性反

應，可初步確立疫苗原液之安全性；(6) 完成

化學製造管制標準書（CMC）之資料收集與撰

寫，並於 2010 年 10 月 26 日取得行政院衛生

署藥物食品管理局同意執行第一期人體臨床試

驗之許可函，於 12 月台北榮民總醫院與台大

醫院進行腸病毒 71 型疫苗第一期人體臨床試

驗（圖 8）。

圖 7 : H5N1 流感疫苗（臨床試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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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 細胞培養腸病毒 71 型疫苗（臨床試驗用）。

270 瓶疫苗，每瓶為 6 劑量（3 mL/vial, 40 mcg/
mL, 20 mcg per dose），命名為 MGBvac，約為

1500 劑，將可提供臨床前動物毒理試驗及第一

期臨床試驗之需求。同時執行產品穩定性與相

關放行檢驗；(5) 因應 CDE 對於 Safety pharma-
cology test 之要求，與 CDE 針對臨床前毒理試

驗規格進行諮詢討論，於 2010 年 8 月達成共

識，10 月完成與檢測執行單位 DCB 進行試驗

項目增加與契約變更協商，12 月開始執行臨床

前動物毒理試驗；(6) 為增進此分項計畫未來

IND 送件審核之效率，4 月與 CDE 舉行第一次

協商討論會議，並決議將此分項計畫列入 CDE
所執行的基因體醫學國家型科技計畫下之「主

動輔導案件」，未來將以定期會議與即時諮詢

的方式積極輔導此案（圖 9）。

建立 EG-7 腫瘤模式以瞭解 Tnc17 對於腫瘤

生長的影響。目前研究團隊正在進行週邊血

液與癌症病人腫瘤上的 Tnc17 含量分析，此

有助於瞭解 Tnc17 在宿主免疫系統和腫瘤生

長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研究結果也將有助於

對慢性病毒感染的疾病如 HPV 之疫苗研發。

2. 從 111 名頭頸部鱗狀細胞癌（HNSCC）患者

和 25 名健康志願者取得血液樣本進行實驗

組與對照組之分析。利用流式細胞儀分析在

CD4 和 CD8 細胞上的 IL-17 表現量，實驗

結果發現 HNSCC 癌症患者的循環 IL-17+ T
細胞相對高於健康受試者（P < 0.05）。同時

在癌症患者中，大量的 TGF-β 和 IL-21 表現

將會促使 IL-17 表現細胞。最重要的是研究

團隊發現在晚期的腫瘤上，CD4+ 和 CD8+ 族

群上的 IL-17+ T 細胞已達到最大值，故推測

在腫瘤的發病機制中 IL-17+ T 細胞發揮了重

要作用。此外，在接受標準療程治療的癌症

患者中 IL-17+ T 細胞則有明顯下降趨勢。在

體外測試中，添加 TGF-β 將可抑制免疫細胞

的溶解能力。依據上述實驗結果總結 Tnc17
細胞可由 HNSCC 癌症患者的週邊血液中被

誘導出來。未來將進一步研究其分子機制，

以瞭解 IL-17+ T 細胞對於不同免疫細胞或腫

瘤間的功能與相互作用機制，有助於免疫治

療策略之發展。

3. 目前已發展利用 RT-PCR 和即時 RT-PCR 進

行 3 種 FOXP 異構物（全長 FOXP3（FOX-
P3fl）、FOXP3-Δ2 和 FOXP3-Δ2-Δ7 表現在

人類 CD4+FOXP3+ Treg 細胞）的偵測與定

量。藉由對 FOXP3 異構物的偵測與定量，

可使研究團隊進一步闡明在人體血液循環

中與不同 CD4+FOXP3+ T 細胞功能相關的

FOXP 異構物表現量。對於這種在文獻上還

未定義清楚的作用關係，此研究開發扮演很

重要的角色。另外，此研究將可提供系統性

的瞭解是否 FOXP3 異構物不同的表現與慢

性疾病失調上 Treg 細胞的功能有相關性，

如 Treg 細胞的功能失常可以解讀為不正常

的免疫調節循環，而導致疾病的發生。此外，

3 種新的 FOXP3 異構物的發現將可提供機

會進一步去研究不同異構物的表現量與慢性

疾病上 Treg 細胞功能上的相關細節。

圖 9 : B 群腦膜炎球菌（MGB）疫苗（臨床試驗用）。

二、	疫苗基礎研究與技術研發

(一 ) 利用免疫活性調節系統之研究作為疫
苗開發之相關應用	

1. TGF-β 與 IL-6 表現在腫瘤環境中，兩者被認

為對宿主防禦免疫反應及腫瘤生存為重要的

調節因子。TGF-β 與 IL-6 兩者同時存在時將

有助於 Tnc17 的分化和生長，因此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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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團隊藉由發現 Pam-Indo 具有免疫調節

的特性，進一步調查其對慢性疾病如第一型

糖尿病、過敏、移植和減少疫苗配方的反應

原性之治療潛力。此研究有助於瞭解 Pam-
Indo 是否可成為商業化的疾病治療試劑。

5. 研究團隊已證實 TGF-β1 可調節 Treg 細胞

的產生與抑制 uMSCs 的活性。在 MSC 培養

基中的 IL-6 含量也相對高於對照組。研究

團隊打算發展一套通報系統，以系統化的分

析不同的細胞激素與由 MSCs 所衍生的可溶

性因子其相互結合如何調節 Foxp3 和 RORrt
基因的表現量。

6. 為瞭解間質幹細胞（MSCs）分泌何種因子

以調節免疫活性，故使用細胞激素陣列系

統檢測培養後之間質幹細胞。結果顯示在

MSC-CM 中 IL-6 濃度顯著增加。由 T 淋巴

細胞所分泌 IL-17 受 MSCs 所調節，如同

在 MSCs 與 T 細胞共培養的系統中，藉由

PHA 刺激後以 ELISA 和細胞內染色可檢測

到 IL-17 的表現。CD4+CD45RA+ 為主要產

生 IL-17 的細胞，而非 CD4+CD45RA+ 的 T
淋巴細胞。此團隊建議進一步確認 MSCs 是

否藉由與 T 淋巴細胞相互作用或釋放可溶

性因子而影響 Th17 細胞或 Tnc17 細胞亞群

的分化。目前研究團隊正開發一通報系統以

系統化分析與瞭解從 MSCs 所衍生的不同細

胞激素與其他的可溶性因子結合物如何調節

Foxp3 和 IL-17 的表現。此外，研究團隊也

進一步測試哪些因子可促進或抑制 Foxp3 或

RORrt 的表現，以及如何影響 Treg 或 Th17
細胞生成。

7. DCs 在先天和適應性免疫的連結反應上扮

演重要的調節角色。MSCs 不僅影響 T 淋

巴細胞的活性，也能刺激 DCs 的表現。研

究團隊已經建立一個針對人類單核細胞所

衍生的樹突細胞（MDDCs）分化平台。於

體外培養系統提高其表現量並利用內吞噬

作用和 MLR 進行 DC 表面分子的功能分

析，包括 CD80、CD86、HLA-DL、CD40 和

CD11c。生長相關致癌基因（Growth-related 
oncogenes, GROs），在 MSC-CM 下高度分

泌，且於 MDDC 的分化過程中以 GRO-γ 治

療，會造成表面蛋白減少表現，在 MSC-CM

與 MDDCs 有相似的吞噬作用和 MLR 活

性。這些發現不僅提供 MSC-CM 中 GRO-γ
有免疫功能抑制的證據，也顯示出 GRO-γ/
CXCR2 為調節 MDDCs 分化作用時的主要

控制機制。在慢性炎症、自體免疫、過敏性

疾病等反應中扮演治療角色，同時也可預防

移植所產生的排斥反應。

(二 ) 利用以脂質為基礎的免疫刺激與抗原
傳遞系統開發新型疫苗

此計畫著重於發展亞洲特有的 HPV 基因

免疫治療性疫苗。疣和子宮頸癌為人類乳突病

毒感染造成的主要疾病。根據其致癌性，人類

乳突病毒可分為高風險基因型病毒（HPV16、
18、31、45、33，35、39、52、56、58、59）和

低風險基因型（HPV6、11）。人類乳突病毒

血清型的分布取決於地理區域。在西方國家，

最流行的血清型為 16、18、33 和 45。在亞洲

地區，HPV16、18、58 和 52 是最常見的血清

型，並與鱗狀上皮內細胞病變或子宮頸癌具有

相關性。此兩種重組的 L1 VLP 預防性 HPV 疫

苗（Gardasil™ 與 Cervarix™）已被核准使用在

預防 HPV 的感染和子宮頸癌上。Gardasil 為四

價疫苗（HPV16、18、6、11），而 Cervarix 為

雙價疫苗（HPV16 和 18）。HPV52 和 58 型為

最普遍存在亞洲地區，但卻不包含於上述疫苗

中。然而這些疫苗並不能有效地治療已受感染

者。在亞洲地區，子宮頸癌的死亡率仍非常的

高（達 48%）。因此，研究團隊主要的目標是

開發針對亞洲人種的治療性 HPV 疫苗。

1.	 遞送 HPV致癌蛋白的抗原表位於子宮頸
癌新型免疫治療疫苗研發

HPV18 型的兩種胜肽不僅能誘導 HLA-
A11 基因轉殖小鼠產生 T 細胞反應，同時也

可藉由免疫 HPV18 E6-E7 蛋白刺激小鼠體內

的 T 細胞表現。此外，這兩種胜肽能刺激受

HPV18 型感染的患者，使其體內的 PBMC 分

泌 IFN-γ。上述結果顯示這兩種胜肽皆為自然

過程產生的 CTL 表位。有關 HPV18、52、58
衍生 CTL 表位的這些發現已發表 3 篇論文期

刊（Cancer Biology Therapy, 2009；Clinical and 
Vaccine Immunology, 2010；Journal of Medical 
Virology, 2010）。為了提高以 CTL 表位為基



77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

礎的疫苗治療效果，以胜肽為基礎的新型佐

劑在疫苗開發中也是非常重要。在研究團隊

先前的研究（Molecular Immunology, 2010）中

發現 rlipo-D1E3 可以經由 TLR2 活化樹突狀細

胞。將來自 rlipo-D1E3 的 TLR2 配體作為新型

佐劑的開發將是一個有趣的研究。研究團隊與

疫苗中心冷治湘博士一同進行從以胰酶消化的

rlipo-D1E3 中製備 N 端片段（lipo-Nter）。已

確定 Lipo-Nter 可經由 TLR2 活化 DC 的活性。

在動物實驗中，數據也顯示 Lipo-Nter 可增強

重組突變 E7（rE7m）和 E7 衍生胜肽抗腫瘤的

活性。此外，此抗腫瘤作用比起不完全佐劑或

以合成胜肽 Pam3CSK4 作為佐劑其效果更強。

這些結果證明在癌症免疫治療上 lipo-Nter 可作

為良好的佐劑。

2.	建立合成脂質胜肽作為內生性佐劑於癌
症疫苗研發

研究發現，非脂質化之長鏈胜肽可被樹突

細胞所吸收，而且此長鏈胜肽也可與早期核

內體共處之。但在低溫和肌動蛋白絲或微質管

的解聚合作用下，DCs 吸收非脂化胜肽的情況

則會被抑制。相反的，脂質化胜肽在低溫下會

被 DCs 內化，且當肌動蛋白絲或微質管被解聚

合時，內化的速率也不受影響。除此之外，只

有脂質化的胜肽可被非吞噬細胞 Jurkat 細胞內

化，而非脂質化的胜肽則否。非脂質化胜肽活

化 CD8+ T 細胞必須經由核內體 / 溶酶體與蛋

白酶體降解的過程，但只

有蛋白酶體降解的過程可

以讓脂質化胜肽活化 MHC 
class I。研究團隊進一步發

現，以脂質化胜肽免疫後的

小鼠，可提昇對胜肽特異性

T 細胞的反應，並且可誘導

出更強的抗腫瘤反應能力，

相對於非脂質化胜肽免疫

的小鼠。綜合以上研究結

果顯示：在體內試驗中，

DCs 經由非吞噬作用路徑

與脂質化胜肽共同表現，

並且促進抗腫瘤反應。

3.	建立內生性佐劑重組脂質蛋白疫苗研發
技術

研究團隊於先前的研究已經證實施以重

組脂質蛋白 E7m（rlipo-E7m）可以成功誘導

HPV 專一性 E7 致癌蛋白 CTL 的反應，然而非

脂質化的 rE7m 則無此效果。2010 年，研究團

隊進一步利用 TC-1 腫瘤細胞的體內試驗驗證

rlipo-E7m 的保護療效。實驗結果發現，經過

rlipo-E7m 免疫後的小鼠，83% 依舊無腫瘤反

應；而經過 rE7m免疫的小鼠，33%無腫瘤反應。

更重要的一點是，在此治療模式中，接受單劑

量 rlipo-E7m 免疫的小鼠裡有 83% 無腫瘤反應；

然而接受 rE7m 免疫反應的小鼠只有 18% 無腫

瘤反應。這些結果顯示 E7m 的治療效果在脂

質化的模式裡具有顯著的提昇，可以作為治療

與 HPV 相關的腫瘤治療性候選疫苗。在未來，

研究團隊也將持續研究接種 rlipo-E7m 脂化蛋

白質的保護效用，並且證明脂質化免疫原的保

護機制。

研究團隊所開發出之「基因重組脂質化

免疫原技術」於 2010 年 5 月 17 日榮獲國家

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頒發第七屆國家新創獎

之 殊 榮（ 圖 10）。「Lipidating Sequences and 
Use thereof for Producing Lipidated Proteins in E. 
coli」脂質蛋白合成技術專利也於 2010 年 11
月 16 日取得美國專利商標局核准通過。

圖 10 : 研究團隊榮獲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頒發第七屆國家新創獎之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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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發展登革病毒疫苗

研 究 團 隊 利 用 大 腸 桿 菌 BL21 與 C43
（DE3）分別表現非脂化的登革病毒結構膜套

蛋白區塊 III（ED IIIs）以及脂化的 ED IIIs，經

過 isopropylthiogalactoside 誘導後，以固定式的

金屬親和性層析法純化重組蛋白，並以 poly-
myxin B 凝膠管柱去除內毒素。藉由 LAL 分析

純化後的重組蛋白質其內毒素含量，內毒素含

量均小於 30 EU/mg。同時研究團隊也製備大

於 30 mg 的非脂化 ED III 以及脂化 ED III 重組

蛋白質（共計有 8 個候選疫苗）。

研究團隊利用 FRNT 方法分析經過 4 種登

革熱血清型病毒免疫過後的小鼠之血清進行中

和抗體試驗，實驗結果顯示如果小鼠只單純免

疫非脂化 ED III 或是非脂化 ED III 佐以鋁鹽，

則其中和抗體能力較弱，但DEN-2 ED III則否。

然而小鼠如果單純免疫脂化的 ED III，則能誘

導出較高量的抗體中和反應。特別是脂化的

DEN-2 ED III 與脂化的 DEN-4 ED III 更能誘導

出明顯的抗體中和效價。

當研究團隊混和 4 種血清型的 ED III（tetra 
ED III）作為一個四價候選疫苗，由小鼠模式

的中和抗體試驗結果顯示，脂質化的 tetra ED 
III 能誘導出比佐以鋁鹽混合之非脂質化的 tetra 
ED III 更高的中和抗體反應。上述結果均顯示

脂質化的 ED IIIs 為深具開發潛力的登革熱候

選疫苗。

(四 ) 研發黏膜疫苗技術應用於感染症之
研究	

1. 過去的報告中，研究團隊已經發展 RSV 候

選疫苗，此疫苗為無法複製的腺   病毒且帶

有 RSV B1 的 F- 基因（rAd-F）。在小鼠模

式的免疫研究中，rAd-F 的黏膜傳遞系統具

有 F 特異性的黏膜免疫反應，並具有預防

RSV 感染的防護能力與對肺炎的發展具有

安全性。另外，研究團隊也確認自呼吸道融

合病毒的 F 蛋白分離出人類 HLA-A2 專一性

的 CD8 表位，並且證實其可藉由活化 CD8+ 
T 細胞而誘導免疫反應和預防呼吸道融合病

毒的感染。這些候選疫苗目前正進行臨床前

試驗的評估。在經過評估後，這些疫苗產品

對於社會大眾在防範呼吸道融合病毒感染上

將有很大的益處。除了呼吸道融合病毒疫苗

的應用外，腺病毒載體疫苗技術也將應用在

其他的感染性疾病。

2. 當多重抗原能有效的被免疫系統呈現，則利

用活的減毒病毒載體就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減毒麻疹病毒疫苗（MV）就展現了兼具預

防與治療的特色。當這些疫苗的安全性確認

之後，就必須考量重組疫苗的免疫能力以及

相對的生產成本。相關的研究也顯示，活體

內的麻疹病毒載體可以繞過一些已經存在的

抗體並且誘導特殊的荷爾蒙以及細胞免疫反

應以抵抗 HIV 以及 flavivirus。在此計畫中，

研究團隊發展一個重組麻疹載體的技術平

台，在小鼠模式中利用黏膜或是其他路徑遞

送 HPV E6 和 / 或 E7 基因以誘導對子宮頸

癌的免疫反應。實驗結果有助於未來在治療

子宮頸癌和麻疹載體的應用。

2010 年，研究團隊依據先前的研究成果繼續

完成 4 項主要的工作。(1) 完成 4 個 MV 質

體的建構，包括 pMV、pMV-ATU1、pMV-
E7m 與 pMV-UbE7m；(2) 在小鼠模式裡，

研究團隊以 DNA 疫苗的方式檢驗 E7m 的免

疫效力，發現 E7 特異性的細胞毒殺 T 細胞

反應被誘導，並且在 TC-1 腫瘤細胞的挑戰

下仍具有 40% 存活率。 了提昇保護效果，

研究團隊也建構了表現 ubiquitin-E7m 融合

蛋白質體，以增加抗原呈現能力進而提升

免疫反應；(3) 建構新式的 MV 輔助細胞株

293 以產生 MV N、P 及 L 蛋白。同時，研

究團隊也設計和建構新的 tri-cistronic 質體

（pNPL；包含 3 個基因表現系統）。在基

因重組部分，研究團隊選擇了 6 株轉殖的

pNPL，並且測試在 DNA 上 MV N、P 及 L
基因的表現情況；(4) 最後研究團隊以 lucif-
erase 報導基因測試外來基因於 MV 質體內

的表現狀況。在 pMini-Luc 轉染的 Vero 細胞

中，有大於 10 倍的 luciferase 活性反應。此

結果顯示所建構的 pMV-ATU1 能夠在哺乳

類細胞裡表現外來基因。未來，研究團隊將

著重於重組病毒疫苗的製造與測試，並且在

人類 CD46 基因轉殖鼠模式中持續評估對於

子宮頸癌的免疫效力與保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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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 期刊已發表 已完成投
稿期刊印刷中 投稿中 總數

編號 52 8 5 65

	狀態 通過本院智
管會審查

送出台灣 / 美
國專利申請 核准 總數

編號 2 34 3 39

(五 ) 單劑量多重效能之
流感與腸病毒疫苗 

此計畫主要配合流感

緊急生產線以及因應腸

病毒突發疫情，研發單劑

量多重效能之流感與腸

病毒疫苗，期能預防相同

傳染病不同亞型的流感病

毒侵襲，或能同時預防流

感與腸病毒此兩種不同傳

染病。首先針對流感病毒

的高變異性，所設計之新

型流感疫苗其發展策略，

除了能增強候選疫苗的強

度，用以節約抗原使用量；

還必須能增強候選疫苗的

廣度，用以抵抗不同病毒株的侵襲。之後將細

胞培養製造出來的流感與腸病毒去活化病毒混

合，同時結合所研發的乳化遞送技術或使用其

複合佐劑，避免各類抗原間干擾現象以及提升

疫苗免疫效果。 

研 究 團 隊 發 現：(1) 小 鼠 免 疫 接 種 添

加 PELC/CpG 複合佐劑之單劑量去活化 NI-
BRG-14 病毒（clade 1）疫苗，可有效提升該候

選疫苗之小鼠免疫效果，更將得以產生 Mon-
golia/244 病毒（clade 2）之交叉保護抗體；(2)
H5N1/H1N1 與 H5N1/EV71 兩種去活化病毒之

間，並無交叉免疫情形，必須研發二合一混合

疫苗。而混合疫苗若使用鋁鹽或乳狀液作為佐

劑，皆能同時產生該兩種去活化病毒所誘導之

病毒中和抗體。添加 PELC 乳狀液之候選疫苗

隨著抗原成分增加，將不會影響個別去活化流

感病毒所能誘發的免疫效果（p~1）。在複合

佐劑評估方面，添加 PELC/CpG 複合佐劑，更

能強化小鼠對於流感與腸病毒混和疫苗之免疫

效果。單劑量多重效能之混和疫苗研發，將一

併產生良好的流感與腸病毒之免疫抗體，減少

寶寶挨針與家長跑醫院的次數。此種混合疫苗

的研究開發為未來疫苗的發展趨勢。

三、	2010年期刊發表與專利申請

(一 ) 期刊發表

(二 ) 專利申請

四、	舉辦疫苗相關生物技術教育
訓練

疫苗中心於 2010 年共舉辦了 2 場研討會、

8 場教育訓練與 3 場演講。其中於 10 月 7 日至

8 日所舉辦之「第二屆疫苗研發量產國際研討

會（The 2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Vaccine 
from Research to Product Launch）」由本院、衛

生署、疾管局共同主辦。研討會的目的期能透

過專家學者的經驗分享，提升國內、外疫苗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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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 第二屆疫苗研發量產國際研討會。

學專家對研發新穎疫苗和免疫醫療法的認識與

瞭解，以滿足亞洲醫療保健需要。特別邀請了

31 位國、內外知名之疫苗相關產、學專家學者

（11 位本國籍、20 位外國籍）蒞臨演講，發表

近期之傑出研究成果。此研討會提供科學家、

生技製藥界、政府部門等交流及合作之契機，

並提供下游製造商承接創新技術移轉之資訊；

更進一步提升與會者對國際疫苗研發現況與未

來發展趨勢之視界。此次研討會共有超過 300
位學員參與（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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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工程研究組

任務
醫學工程研究組（以下簡稱醫工組）於 2000 年

成立，主要任務包括：(1) 延攬人才並與國外合作，

進行前瞻性與高水準的醫學工程研究；(2) 結合國內

臨床、基礎及產品研發專家，推動跨領域、跨院校之

整合型醫學工程研究；(3) 發展全球性的醫學工程應

用產品。此研究組持續秉持上述之宗旨致力研發具價

值及開發性的醫學新療法、技術及醫材產品，以達成

提升國內醫學工程研究技術水準，進而開創進軍國際

市場之可行性。

醫工組規劃發展的 4 大研究領域：(1) 生醫材料

與組織工程、(2) 生醫影像工程、(3) 生物力學、(4)
生醫光電影像暨電子技術開發。過去幾年來，此組研

究主軸著重在生物醫學影像技術之研發，進行中之整

合型研究計畫：介入式磁振造影技術（interventional 
MRI, iMRI）已有良好成果正進行技術移轉，同時開

發新型治療儀器。此外，在生物力學及生醫光電的研

究上亦展現卓越之成果。近年來，為因應醫學工程的

蓬勃發展，此組將部分研究能量放在組織工程及再生

醫學方面，結合生醫材料、細胞生物學及微流道系統

的技術，研究出組織再生及修復的商品，在 2010 年，

已成功技轉 3 項眼科醫材產品。在醫用電子之研發

上，將漸進著重於老年醫學及家用醫電的器材研發，

以實際達成照顧全民健康醫療福祉，並邁向學術卓越

的研究。

張恕
代理組主任

董國忠

許佳賢 陳景欣郭立威

裘正健

合聘研究人員： 方旭偉	 吳嘉文	 林文澧	 林峯輝	 陳文翔

林名釗

羅履維

姚晶

重要成果

一、	生醫材料及再生醫學研究

(一 ) 以熱敏感性水膠為細胞載體用於椎間
盤再生之研究

椎間盤是人體脊椎的關節，位於相鄰的兩

個椎體間，可明顯地分成兩個部分，中心部分

稱為髓核（nucleus pulposus）含有大量蛋白聚

醣（proteoglycans），其外層則是纖維環（an-

nulus fibrous）。目前已有相當多的研究指出，

椎間盤退化通常起始於髓核部分，而椎間盤的

退化常被認為是導致下背痛的最主要因素。根

據中央健保局 2001 年的健保總醫療費用中，

因下背痛在 1 年內約有 76 億元的醫療支出，

占了整體醫療費用中的 2.3%。因此如何找出適

當的方法來治療椎間盤病變是相當急切且具挑

戰性的，此研究使用可注射式的生醫材料當成

細胞載體，將椎間盤細胞注射到退化之髓核位

置來進行修復。

在先前的研究中，研究團隊已嘗試用可注

射性的熱敏感性（thermo-sensitive）的幾丁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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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研究

◆ 血管分子生物工程研究

◆ 生醫光電研究

◆ 分子影像暨基因工程研究

◆ 生醫材料應用研究

◆ 組織工程及再生醫學

◆ 中藥快速篩檢平台技術開發

◆ 新穎癌細胞遷移實驗微流晶片

產品導向研究

◆ 子宮肌瘤產品系列

◆ 乳癌治療產品系列

◆ 肝腫瘤治療系統

◆ 眼科醫用材料產品

產學合作研究
學術合作交流

◆ 進行產學合作計畫

◆ 國際合作引進新技術

◆ 國內外知名研究單位合作

◆ 國際研討會及教育訓練

◆ 指導合作學程研究生

生醫影像工程

生醫材料

生物力學

醫用電子暨生醫光電

專利與技術移轉 臨床實用產品開發 產業界

研究架構

醣（chitosan）/ 甘油磷酸鹽（glycerophosphate 
disodium）水膠作為細胞載體來進行椎間盤髓

核之再生，並以椎間盤髓核細胞在體外進行了

生物相容性及基因表現的評估（圖 1）。然而

由於正常的髓核細胞來源受到相當大的限制，

在未來的臨床應用上，並無法取得足夠的椎間

盤細胞來進行髓核之再生。此外，藉由體外培

養來增生髓核細胞往往會導致細胞形態的改

變，形成纖維狀細胞，使其原有之細胞功能受

到影響，因此在椎間盤髓核的再生研究中，細

胞的來源是必須克服的首要問題。

在近幾年來的研究中，已證實骨髓間葉

幹 細 胞（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 
MSC）具有多樣的分化能力，尤其在誘導分化

為軟骨細胞上已有相當顯著的成果，而在許多

的文獻中也證實髓核細胞具有與軟骨細胞相似

的性質，因此後續的研究擬採用幾丁聚醣 / 甘

油磷酸鹽水膠為載體所構成的立體共同培養

（3D co-culture system）方式，將骨髓間葉幹細

胞與髓核細胞共養，藉由髓核細胞將骨髓間葉

幹細胞誘導分化成研究所需之髓核細胞（NP-
like cell）。由於骨髓間葉幹細胞的來源較不受

限制，且具有相當優良的增生能力，因此若能

將此細胞成功誘導為髓核細胞，使得細胞來源

較不受限制，那麼未來在椎間盤髓核之再生將

可獲得相當大的助益。

在目前的研究中，已證實椎間盤細胞及骨

髓間葉幹細胞在幾丁聚醣 / 甘油磷酸鹽水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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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體所構成的立體共同培養（3D co-
culture system）方式下，MSC 可以存

活並表現其與髓核細胞相關之特定

基因，如 type II collagen 與 aggrecan
這兩種和細胞外基質相關連的基因。

雖然共養結果顯示，MSCs 在 3D 水

膠中的增生速率會呈現減緩的趨勢，

但由於 MSCs 在細胞的取得及數量

上都較 NP cell 來得有利，因此以

MSCs 作為細胞來源用於椎間盤之再

生組織工程應具有相當的潛力。

Collagen I Collagen II Aggre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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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注射式幾丁聚醣（chitosan）/ 甘油磷酸鹽（glycerophosphate disodium）水膠作為細胞載體用於椎間盤髓核再生。

(二 ) 以體外培養角膜內皮細胞於
生物分解性薄膜上以增強捐
贈角膜品質之探討

目前台灣捐贈角膜為數甚少，並且在這些

角膜中，有將近 60% 品質不佳，也就是內皮

細胞的密度小於每毫米平方 2,000 個細胞，這

些角膜通常只能用來研究而不能用於病患，十

分可惜。目前已能透過強化捐贈角膜內皮細胞

（CECs）密度，並透過角膜內皮細胞體外大量

培養，將培養的角膜內皮細胞植覆於捐贈角膜

上，可以改善捐贈角膜的品質，增加可用來進

行移植手術的角膜數量。此研究的目標在試驗

生物分解性薄膜運用在移植用角膜內皮細胞的

可行性，以及將其用來重建一層在結構及功能

上可行的單層角膜內皮細胞，以重建人類視力

（圖 2）。

實驗室研究結果顯示，用培養的人類

CECs 細胞層進行移植可以與去除角膜上皮細

Anterior
chamber

(A) (B) (C)

(D)(E)

Corneal endothelial
regeneration

圖 2 : (A) 研究團隊先前發展出一個以生物工程製造的細
胞層進行角膜內皮細胞重建的新策略；(B) 證實可
以用溫度調節剝離（temperature-modulated detach-
ment）的方式來獲得體外培養細胞層；(C) 製造生物
工程人類角膜內皮細胞內皮層；(D) 再移植回角膜；
(E) 預期恢復角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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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的實驗兔角膜整合起來；此外，此移植的角

膜可以長回至幾近正常的厚度，表示這個生

物工程所製造的人類 CECs 細胞層的確具有效

能。研究團隊先前研究發現角膜內皮細胞中央

及邊緣部分有不同的再生能力，而且有一些前

驅細胞的標誌表現，表示在角膜內皮細胞層邊

緣可能存在角膜內皮幹細胞。未來計畫將朝向

將分離出具有前驅細胞特性的角膜內皮幹細胞

並於體外以生物反應器大量培養用以植入人體

角膜。

(三 ) 研究傳統中藥作為蛋白質調節於骨組
織工程之應用

傳統中藥在骨傷科的運用歷史已久，然而，

在現代骨科醫學卻少見有科學化與系統化的應

用與研究。此研究主要將開發完成的「中藥晶

片系統」技術運用於此，希望對骨傷科中藥能

有較系統性的瞭解。1997 年以來，嘗試將口服

或外敷的骨傷科中藥以植入方式給藥。結果顯

示，中藥對實驗動物的骨修復有明顯幫助，可

有效提升骨引導效應（osteoinduction），其作

用機制為促進骨母細胞之分化與鈣化，亦可促

進蝕骨細胞活性。2002 年以來，積極開發「中

藥晶片系統」，其基礎原理乃透過晶片上之

SPR 偵測器即時量測蛋白質與蛋白質間的交互

作用，目前已應用於篩選免疫調節藥物及抗癌

藥物。而骨組織修復過程中，骨細胞之活化與

幹細胞之調控多與蛋白質交互作用有關。2009
年開始執行計畫以來，積極研究骨傷科中藥對

幹細胞的影響，以及建立篩選調控幹細胞之中

藥晶片系統。結果顯示，骨碎補等中藥明顯呈

現協同分化之成效，並已利用幹細胞膜蛋白完

成晶片篩選幹細胞中藥系統。2010 年，利用篩

選系統由 60 種中藥篩選出數種中藥，利用細

胞模式證實具有調控幹細胞分化之潛力。

二、	生物力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

(一 ) 人類主動脈平滑肌細胞型態調節之分
子機制

動脈硬化症（atherosclerosis）是導致大多

數心血管疾病發生及高致死率的主要病理因

素，其病程的發展會受到許多細胞機制的調

控，其中包括血管平滑肌細胞（smooth muscle 

cells）的增生及表現型態的轉變。當動脈硬化

斑形成時，平滑肌細胞會由正常生理上具低增

生能力的收縮型態，轉型成為病生理上具有高

度增生能力的合成型態，並逐漸轉移至動脈硬

化斑的發生處。這種平滑肌細胞增生能力及表

現型態的轉變，主要是受到細胞周邊的細胞外

基質（extracellular matrix）所調節，然其表現

型態轉變的詳細作用機制目前仍未十分瞭解。

此計畫主要目的是利用全面且系統性的方

法釐清 (1) 平滑肌細胞生長於聚合型及單層型

膠原時，影響其增生及表現型態改變的詳細分

子機制；(2) 不同異構型的過氧化體增生劑活

化受體，在調節平滑肌細胞的增生及表現型

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細胞上過氧化體增生劑

活化受體的調控作用。研究結果對於釐清過氧

化體增生劑活化受體在血管生物學中，扮演抗

發炎反應及抗動脈硬化的角色，提供了新的訊

息；並且藉由瞭解過氧化體增生劑活化受體相

關的調控機制為理論基礎，以幫助抗發炎反應

及抗動脈硬化新型療法的研發。所得到的結論

可提供國人對於有關血管平滑肌細胞的病理，

如動脈硬化其調控機制的瞭解，並進而對於

在動脈硬化症的臨床早期診斷上，能夠提供更

多的資料以幫助尋找新的標記或治療方向。此

組運用力學生物（mechanobiology）原理進行

抗動脈硬化症血液動力系統研究，成效卓越，

2010 年度成果已發表於國際頂尖期刊「生理

評 鑑（Physiological Reviews，影 響因 子 高 達

37.7）」及其他國際知名期刊。

(二 ) 生醫微流晶片於癌症轉移研究之應用

90% 以上之癌症病患死亡都與癌症轉移

（cancer metastasis）有關。癌細胞遷移（cancer 
cell migration）與癌症轉移之關係密不可分，

也因此瞭解癌細胞遷移行為以及找出相對之抑

制方法是當前癌症醫學研究的主要重點之一。

利用癌症細胞株（cancer cell lines）在生物體外

（in vitro）進行藥物對細胞遷移行為影響之實

驗，在癌症生物學研究與抗癌藥物發展均扮演

重要角色。

醫工組生醫微流晶片實驗室（Translational 
Microfluidics Laboratory） 自 2010 年 起， 使

用 微 流（microfluidics）與 生 醫 微 機 電 技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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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MEMS）發展一項新穎之癌細胞遷移實

驗晶片，藉由微流晶片之精密實驗控制與極少

量樣本試劑需求等特點，能有效增加相關實驗

之效率以及降低實驗成本。在過去 1 年當中，

生醫微流晶片實驗室已經完成可產生細胞誘導

因子（chemoattactant）之微流晶片製造，以及

晶片當中微流體行為之電腦模擬方法（圖 3）。

目前正在進行微流晶片細胞培養相關技術發

展，並於微流晶片中進行癌症細胞遷移之相關

實驗。

圖 3 : 癌細胞遷移微流實驗晶片與微流體電腦數值模擬。

三、	生醫光電研究

(一 ) 應用分子影像及條件式基因轉殖動物
於生物醫學研究

條件式轉殖基因技術可以克服傳統基因

轉殖動物無法在特定時間或器官內進行之基

因調控的限制，可以成為醫學研究上較嚴謹

的臨床前實驗模式。此研究同時結合了光學、

核醫影像之多重影像技術平台（multimodal-
ity）等分子影像技術與條件式轉殖基因動物模

型，進行轉譯醫學研究（translational medical 
research）。過去與目前進行的研究主題包括：

發展新型 RU486 誘導 Cre DNA 重組酶基因轉

殖小鼠及組織專一性與敏感性的分析；發明並

分析可誘發的 60KD 熱緊迫蛋白質（Hsp60）
基 因 螢 光 轉 殖 小 鼠（conditional hsp60 trans-
genic mice）；發明並分析單核白血球沾黏因子

（MCP-1）驅動子（promoter）活性報導影像

基因轉殖小鼠（MCP-1 reporter mice）等。

在探索這些轉殖動物在疾病、診斷及治療

的應用上，研究成果包括：利用肺部異物性肉

芽腫疾病模型證明 MCP-1 轉殖基因鼠模式能

夠提供 MCP-1 驅動子參與早期發炎反應的證

據，此發炎基因報導小鼠對於研究各種 MCP-1
相關的呼吸及免疫異常等發炎性的疾病，是非

常有用的工具。研究成果也發現 Hsp60 蛋白大

量表現會導致新生小鼠心臟衰竭；結合條件式

Hsp60 轉殖小鼠及特殊的 Cre DNA 重組酶轉殖

小鼠能幫助未來針對 Hsp60 蛋白在啟動自體免

疫反應、維持粒腺體功能平衡、調節壓力反應

等複雜角色之研究（圖 4）。

圖 4 : 三重影像報導基因動物模型特別在頭部偵測到強
烈及專一之冷光影像訊號。

(二 ) 設計輔助癌症奈米療法之互動式缺血
性缺氧控制系統

此計畫以肝癌為主要癌症研究標的，設計

並建立互動式缺血性缺氧控制系統，並配合多

孔性奈米矽球之癌症奈米療法，以增加「Pringle 
surgery : temporary hepatic triad occlusion」在肝

癌治療的成功率。目前臨床上施行之 Pringle 
surgery，完全阻絕血液對肝臟之供應（阻絕肝

動脈、門靜脈及膽管），在解除阻絕後，對正

常之肝細胞可能形成不可逆之缺氧再慣流傷

害（reperfusion injury）。此計畫將設計一直流

馬達驅動之血管微夾持機構，對血管之夾持程

度（即缺血性缺氧之程度），藉由活體組織之



87醫學工程研究組

氧氣濃度作直接之回饋互動式的自動控制。藉

由這樣的設定，能找出針對 Pringle surgery 的

operation 療效最佳化之肝癌缺氧最佳氧氣濃度

及該缺氧濃度維持之最佳時間長度，期能定義

出對正常肝細胞傷害最小，而對肝腫瘤有最大

killing efficiency 之手術條件。而此種訊號回饋

互動式之自動控制夾持機構，亦能避免在傳統

Pringle surgery 上，因手術操作者個人主觀判斷

誤差所造成之不同術後療效。

而肝組織之氧氣濃度將藉由磷光焠冷之光

學方法，量測多孔性奈米矽球鍵結攜帶之磷光

分子：鈀紫質，因氧濃度造成其磷光生命期焠

冷之變化，計算出組織氧氣之濃度。此訊號將

回饋控制血管微夾持機構之運作。攜帶鈀紫

質之多孔性奈米矽球，具備極高之孔洞內表面

積，除矽球骨架內之磷光分子可作為氧氣量測

外，表面亦能大量接附抗癌藥物，如 doxorubi-
cin 等，形成一多功能複合式（theranos-
tics）之腫瘤功能性顯影劑及抗癌奈米

藥物（圖 5）。矽球表面相當容易以化

學方式修飾特定鍵結，針對腫瘤特定表

現之 proteins 或 proteases 有識別功能之

peptides，將被修飾於奈米矽球表面，可

增加奈米矽球對腫瘤靶向傳輸之能力。

計畫目標即在以肝癌 Pringle surgery 手

術為治療基礎，設計一輔助癌症奈米療

法之互動式缺血性缺氧控制系統。

四、	生物醫學影像產業化進展

繼子宮肌瘤熱治療專用之核磁共振影像導

引高強度聚焦超音波系統（MRI-guided 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system dedicated to 
uterine fibroids thermal ablation treatment）之開

發，2010 年起以肝腫瘤之治療應用為主要目

標，已完成列陣超音波治療探頭之技術、多頻

道高功率放大器之設計、高強度聚焦超音波

（HIFU）系統與 1.5T 磁振造影系統之整合、

加強 MRI 影像對比技術、MRI 溫度與熱劑量

影像技術。

(一 ) 列陣超音波治療探頭（HIFU Phased 
Array Probe）

雙曲率列陣 HIFU 探頭已經開發完成（圖

6 ），此探頭之特色在於僅用 256 個獨立驅動

元素便能具備二個空間維度之電子式動態聚

焦，有別於目前全世界動輒上千個元素、價格

昂貴之探頭。另外，二維電子式動態聚焦範圍

足以符合肝腫瘤 HIFU 治療時因呼吸移動與不

同深度之治療需求。經仿體與豬肉燒灼實驗證

實此探頭以探頭中心點為原點於深度方向之動

態聚焦範圍為 14 公分至 20 公分，而在身體頭

腳方向上之動態聚焦範圍為 -3 公分至 +3 公分。

圖 5 : 細胞內酸鹼值調控藥物釋放之中孔洞奈米矽球傳
輸平台。於細胞之 endosome 胞器的酸性環境中，會
啟動奈米矽球中孔洞內鍵結 doxorubicin（Dox）之
hydrazone bond 的水解，繼而釋放大量之 Dox 抗癌
藥物，造成高效率之癌細胞自殺性凋亡。

(二 ) 多頻道高功率放大器之設計

列陣超音波在臨床聚焦超音波治療上已經

成為標準化設計之一。不像單一元素式的超音

波探頭僅具備在幾何中心上固定聚焦位置，列

陣超音波能夠藉由加諸在各個元素適當的電子

驅動信號相位與強度來達成任意動態位置能量

聚焦的效果。

圖 6 : 雙曲率列陣 HIFU 探頭之實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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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頻道高功率放大器之系統架構圖（圖

7），整個放大器系統可以分成 3 個部分：控制

核心單元、多頻道驅動模組與電腦控制單元。

控制核心單元是由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
與已嵌入多頻道驅動模組的現場可程式化閘陣

列（field-programmable-gate-array, FPGA）所組

成的，這是使用主僕式控制架構。主端微控制

器負責：(1) 與電腦控制單元進行通訊，接收超

音波相關參數（如每一頻道的功率與相對相位

差）；(2) 計算並提供相對應的直流電壓需求。

僕端微控制器負責：(1) 當作現場可程式化閘

陣列（FPGA）的通訊單元；(2) 產生特定的超

音波頻率；(3) 設定每一頻道的相位；(4) 接收

每一頻道所偵測到的功率輸出狀態並傳送給主

端微控制器。

由控制核心單元產生的頻率與相位信號會

透過現場可程式化閘陣列（FPGA）輸出到多

頻道驅動模組以產生所需要的超音波輸出。在

驅動模組上的功率偵測電路能夠回傳功率值到

主端微控制器，再由主端微控制器上傳每一頻

道的功率值至電腦控制單元，如此可達成即時

偵測功率的目標。

(三 ) HIFU系統與 1.5T磁振造影系統之
整合

研究團隊已開發出一套磁振影像導引之高

能聚焦超音波治療系統（圖 8），這系統包含

超音波換能器、水袋、影像處理軟體及驅動系

統，其中水袋是一個傳遞超音波能量的介質，

它的能量損耗不超過 5%，這套治療系統的燒

灼點可以在三度空間移動，經由磁振影像監控

其溫度，並計算治療所需之熱劑量，系統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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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熱燒灼壞死組織之磁振影像

研究團隊發展出能辨別熱燒灼壞

死組織之磁振影像序列，圖 9b 顯示

豬肉燒灼實驗的即時溫度影像，其背

景為豬肉燒灼實驗完成後產生熱燒灼

壞死組織之磁振影像，在右邊第一行

的燒灼順序為（2，4，1，3），圖 9c 顯示各點

的溫度值隨時間的變化，圖 9a 是燒灼完成後

切片的照片。由此驗證了豬肉燒灼實驗的準確

度。這項技術也可以在燒灼實驗進行中就能顯

示熱燒灼之效果。

(五 ) MRI溫度與熱劑量影像技術

以磁振影像導引之高能聚焦超音波治療系

統做活體豬腿燒灼實驗（圖 10），經由各燒灼

點的累計溫度換算出熱劑量（左圖），結果顯

示熱劑量與豬腿燒灼後組織壞死的區域有一致

性的關係，右圖顯示縱向的燒灼壞死區域。

此團隊已經建立上述多項具挑戰性之技術

平台，目前正在進行迷你豬之肝腫瘤人工誘發

實驗，以及解決肋骨遮蔽超音波之實驗。預期

未來 5 年內會有一座國人自行研發與製作之肝

腫瘤熱治療專用 MRI 導引高強度聚焦超音波

系統誕生，屆時不僅激勵國內高階醫療產業，

更是提供廣大亞洲肝腫瘤病患另一項治療的好

工具。

是用 C 和 Java 開發於 Windows 作業

系統執行。這是一套完整且獨立的系

統因此可適用於不同廠牌的磁振影像

儀上。

圖 7 : 多頻道高功率放大器之系統架構圖。

圖 8 : 磁振影像導引之高能聚焦超音波治療系統。(a) 豬腿
燒灼實驗；(b) 超音波換能器及移動裝置；(c) 治療計
畫軟體；(d) 豬肉燒灼實驗中超音波聚焦點上的溫
度變化圖；(e) 相對應的溫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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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Thermal Dose (T43, Min) Lesion Imaging Sagittal View

圖 9 : 磁振影像導引之高能聚焦超音波豬肉燒灼實驗
結果。

圖 10 : 活體豬腿燒灼實驗。

五、	超音波於疾病診斷及治療之
應用

低強度聚焦超音波於舒緩糖尿病神經病變
疼痛之研究（I）

糖尿病患者常常因為糖尿病產生神經病變

造成足、腿、手或手臂之神經疼痛，此類疼痛

嚴重影響患者之生活品質，目前之臨床治療方

法便是服藥抑制疼痛。然而，藥物有副作用之

外，長期藥物治療亦會加重糖尿病患者的腎臟

負擔。研究團隊擬以低強度聚焦超音波來暫時

性阻隔神經動作電位之傳導，進而抑制糖尿病

神經病變疼痛。此方法為非侵入式之物理性止

痛，對糖尿病患者而言，無疑是取代服藥止痛

的一項好選擇。2010 年（計畫第一年度）已

經完成專用於大白鼠坐骨神經實驗之聚焦超音

波探頭（圖 11）、人體神經專用聚焦超音波探

頭之設計、建立整合超音波探頭之大白鼠離體

神經訊號擷取技術與平台。大白鼠離體神經實

驗結果顯示，坐骨神經組織接受低能量之超音

波作用下，其複合動作電位會緩慢的增加並無

抑制效果，而且神經傳導速率也逐漸變快（圖

12）。推測超音波能量必須高於某閥值之後始

可抑制神經的動作電位。

圖 11 : 自行設計、製作與測試大白鼠神經實驗專用之低強
度聚焦超音波探頭。

(a)

(b)

圖 12 : (a) 實驗控制組：電刺激訊號為 1 V/0.1 ms，誘發神經
複合動作電位為 2.14 mV，電位峰值與雜訊之時距
為 0.87 ms，神經溫度約 22.1；(b) 神經接受低強度聚
焦超音波照射之後，電刺激訊號為 1 V/0.1 ms，誘發
神經複合動作電位增強為 2.8 mV，電位峰值與雜訊
之時距縮短為 0.57 ms，神經溫度約 3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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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環境衛生與職業醫學研究組（以

下簡稱環職組）於 1999 年成立，研

究任務為：(1) 建立世界級的實驗室，

進行環境及職業醫學相關重要議題整

合，提昇研究能力；(2) 與政府行政機

構、學術機構及大專院校合作建立研

究團隊及跨領域的研究網，致力於整

合性研究，提供教育訓練，協助培養

專業人才；(3)針對國內重要健康議題，

提供研究資訊、諮詢及其他協助。

環職組研究發展重點包括：(1) 環

境砷與重金屬研究（涵蓋範圍包括砷

與香菸研究、砷與心血管研究以及砷

與基因的研究）；(2) 環境荷爾蒙研究

（包括戴奧辛、多氯聯苯（PCBs）與鄰苯二甲酸酯類（phthalates，聚氯乙烯安定劑）等內分泌

干擾物質是否會影響幼兒或學齡前兒童的生長、發育、發展等及其機轉）；(3) 職業醫學研究（包

括化學性與物理性環境與職業危害引起的環境病與職業病）。另外優先推動計畫中研究 2 項重

大危害因子：(1) 環境污染物導致健康不平等之實證研究；(2) 國人重要污染物的內在劑量管理值

之建立。

環境衛生與職業醫學研究組

李立安江宏哲劉紹興
組主任

林嬪嬪 黃嘯谷 鄒粹軍李俊賢

王淑麗

合聘研究人員：	吳聰能	 楊俊毓	 詹長權

重要成果

一、	環境砷與重金屬研究

流行病學研究結果指出，在高砷暴露區抽

菸者比低砷暴露區之抽菸者有更高的肺癌發

生率；單獨暴露環境菸草煙霧（Environmental 
Tobacco Smoke, ETS）或砷也是慢性肺部疾病

以及肺癌發生的主要風險因子，而曾經罹患慢

性阻塞性肺病及肺氣腫會增加將來罹患肺癌

之危險性。因此環職組的主要研究目標為探討

砷和環境菸草煙霧之間的加成作用。以體外

與體內試驗為模式，研究團隊證實砷會經由促

進氧化壓力而增加香菸中致癌物之致癌性；

另外，也首次在動物實驗證實，同時暴露砷

及二手菸，會增加血液氧化性 DNA 損傷指標

（8OHdG）的濃度，及造成肺氣腫病變。因此

值得在國人人群研究，同時暴露砷及二手菸是

否會增加罹患肺氣腫的危險性，並且可以監測

血液 8OHdG 濃度，找出高風險的人群，甚至

可探討服用抗氧化劑是否能降低血液 8OHdG
濃度及肺部病變之風險，長遠來說，是否能降

低罹患肺癌之風險。

抽菸是肺癌發生之主要致病因子，但是國

人罹患肺癌大約有 50% 是非吸菸者（尤其是

女性），研究結果顯示鎳重金屬之暴露可能

與台灣肺癌之發生有關。環職組研究發現環

境污染物 -Nickel（Ni）會經由促進 PD-L1 基

因的轉錄活化，而抑制 Th1 免疫機制，造成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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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架構

環境衛生與職業醫學研究

優先推動計畫

職業醫學研究

環境荷爾蒙研究

重要污染物內在劑量管理值之建立

健康不平等實證研究

環境砷與重金屬研究

cells apoptosis，進而使得腫瘤細胞逃避免疫細

胞之監控。因此推測 Ni 可能經由促進肺癌細

胞 PD-L1 之表現，而造成肺腫瘤之發展與惡

化，另外亦發現可能是首次獲知腫瘤細胞分泌

之 PD-L1 會促進腫瘤之發展與惡化。尤其是

HPV 感染之肺腫瘤惡化，而造成患者之 overall 
survival 和 relapse free survival 較差。另外，實

驗發現側流煙煙霧粒子具類雌激素效應，煙霧

粒子與雌激素於雌激素受體 ERα 呈加成作用，

二手菸可能是女性肺癌之重要致癌因子。

以血管內皮細胞的活體外模式研究結果顯

示，砷暴露會增強腫瘤壞死因子（TNF-α）所

誘發之血管內皮細胞沾黏分子（VCAM-1）的

表現，同時也會誘發血管細胞發炎性細胞素的

分泌，由此可能造成血管內皮層功能不良，進

而引發心血管疾病。同時砷暴露的過程中也會

影響細胞內氧化還原狀態，抑制一氧化氮合成

酵素的活性產生、影響血管通透性增加、導致

細胞凋亡（apoptosis）等現象。除了砷研究以

外，研究發現低濃度的氧化鋅奈米微粒暴露會

導致細胞增生，而高濃度氧化鋅奈米微粒暴露

則會誘發氧化壓力。氧化鋅奈米微粒暴露會誘

發 ICAM-1 表現及 NF-κB 的活化。氧化鋅奈米

微粒可增強 TNF-α 所誘發之 ICAM-1 表現。

此組也發現新住民女性血中鉛、鎘、汞皆

顯著高於當地女性。居住在山區的新住民女性

體內血中鉛、汞、鋅、銅、硒、鎳與砷濃度皆

高於中部都會區與海線地區。基因型分析中發

現帶有 VDR（apal）與（bsml）基因變異型，

對體內血中鎘有顯著增加的情形。帶有 XRC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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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25487）與 HFE（rs1799945）基因變異型，

對體內氧化傷害指標有顯著增加的情形。

二、	環境荷爾蒙研究

環境荷爾蒙包括持久性有機污染物質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及非持久性荷

爾蒙干擾因子：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
是指難分解或蓄積性之化學物質，環境中的持

久性有機污染物的研究包括戴奧辛、多氯聯苯

（PCBs）與難燃劑（PBDE）均為熟知的內分

泌干擾物質，不僅會長期累積於環境中，亦會

經由食物鏈對人體造成危害。環職組在環境荷

爾蒙研究方面重大之發展及貢獻如下（圖 1）：

8-9 歲兒童體內 7 種鄰苯二甲酸酯類代謝物之

平均暴露量皆低於 5-6 歲兒童，可能與兒童鄰

苯二甲酸酯類之暴露來源改變或隨著年齡增加

而下降有關，仍值得繼續追蹤。研究發現 8-9

歲女童類胰島素生長因子結合蛋白（BP3）及

甲狀腺素（T4）之分泌顯著與 DEHP 代謝物

（5oxo-MEHP 及 5OH-MEHP）呈現負相關，

且生長激素（hGH）及可體松（cortisol）之分

泌與 DEHP 之暴露有負相關之趨向，顯示女

童 DEHP 之暴露為可能影響其生長發育之影

響因子之一，是否持續影響女生青春期之發育

狀況值得深探。兒童 phthalate 之暴露可能影響

重要的荷爾蒙分泌和調控（如生長激素、可體

松、醛固酮及甲狀腺素），也會影響 leptin 及

adiponectin 之分泌量，是否和脂質代謝或肥胖

之形成有關，需待進一步探討。

此組研究亦發現二手菸煙霧顆粒有類雌激

素效應，但類雌激素作用會因雌激素受體類型

和芳香烴受體表現與否，有不同變化。側流煙

煙霧顆粒與雌激素對 α 型雌激素受體磷酸化的

影響，結果發現兩者皆顯著增加受體第 118 個

圖 1 : 中部已知環境荷爾蒙暴露情形孕婦，其小孩的 8-9 歲健康追蹤。左上：報到及量血壓；左下：肺功能等
生理檢查；右上：智能等心理發展評估；右下：小兒科醫師臨床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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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基酸絲胺酸之磷酸化，但時程不同；研究團

隊的檢測顯示國產菸之側流煙煙霧顆粒的暴露

不影響表皮生長因子接受器之蛋白質表現與磷

酸活化，且表皮生長因子接受器之抑制劑亦不

影響其對 α 型雌激素受體之轉錄活性。

三、	職業醫學研究

化學性與物理性環境與職業危害引起的環
境病與職業病

1. 柴油車所排放的氮氧化物和粒狀污染物，已

成為國內都會地區重要的空氣污染來源，目

前柴油引擎大量使用在重型運輸交通上，維

修人員柴油廢氣暴露可能造成肺部的傷害

以及各種心血管效應甚至引發肺癌。不抽

菸之巴士維修場員工尿中 2-NP 濃度隨著時

間增加有上升的趨勢，但上升之幅度不大，

表示 PAHs 並非其主要危害。利用重覆測量

模式（GEE）來分析柴油廢氣暴露對人體心

血管系統的影響，並校正年齡、身體質量指

數、吃檳榔、喝酒。結果顯示，柴油廢氣暴

露與心肌梗塞指標肌紅素（Myg）呈顯著的

相關性，但與凝血反應指標 D-dimer 呈邊際

（marginal）相關（p = 0.083）。研究結論為

維修人員柴油廢氣暴露可能增加心臟血管疾

病的風險。

2. 生物體對於來自環境的各種危害壓力的適

應，演化出「stress gene」作為解毒或避免細

胞受傷害的機制，高溫危害是一種物理性的

職業傷害，探討應用 HSP70 作為偵測人體

熱適應與否的生物指標。此研究探討 HSP70
於熱暴露組與非暴露組之間、航行前與回

航後之差異。出航前的結果與過去文獻的

結果一致。經過 7 至 9 天的航行後，顯示熱

適應組的 HSP70 降幅較小。其他如 IL-10、
8-OHdG、N7-MeG 等生物指標在熱暴露組

及非熱暴露組並無看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3. 針對石綿暴露相關性很高之惡性間皮細胞瘤

（malignant mesothelioma）進行研究，至今

已經認定 8 例職業性石綿暴露引起之惡性間

皮細胞瘤，透過建立評估職業性與環境性癌

症之疾病負擔的模式，強化職業性與環境性

癌症防治工作；協助提供醫藥政策決策時判

斷預防或診療某種職業性與環境性癌症之

效果的實證數據，以及增進職業性癌症之預

防、認定與診斷之技術與方法。

4. 探討奈米微粒粉體製造作業勞工之健康危

害，利用橫斷性與縱斷性追蹤半年之研究探

討暴露於奈米微粒的作業人員與對照組在氧

化壓力傷害、呼吸道發炎反應、肺功能、心

血管疾病，抗氧化酵素活性及基因多型性、

腎上腺固醇類荷爾蒙恆定，及基因毒性之差

異與影響。研究發現奈米暴露之工作人員

其血清中的 CC16，血漿中抗氧化酵素 MPO
濃度，血清中的 arylesterase 活性，血漿中

VCAM，血 清 中 的 cortisol 和 aldosterone，
男性血中雄性荷爾蒙 testosterone 濃度，EBC
中 NF-κB 的濃度，心律變異檢測頻率域分析

（frequency domain）之 VLF、LF、HF 以及

LF/HF， 肺 功 能 的 FEV1、MMF、FEF50%
以及 FEF75% 等，在奈米暴露之工作人員明

顯高於對照組，或以重複測量比較縱斷性追

蹤半年前、後之變化亦在暴露組與對照組有

顯著差異，這些健康指標可用來監測奈米暴

露之工作人員，其研究結果有助於瞭解奈米

微粒暴露與健康效應之關係。

四、	環境污染物研究

(一 ) 環境污染物導致健康不平等之實證
研究

重工業區所排放出來的氣體、廢棄物，如

鋼鐵廠所排放出的戴奧辛、重金屬；煉油廠、

石化廠、加工區亦或硫酸錏廠附近地下水含

揮發性有機物質；拆船業所產生的重金屬、石

綿等，這些毒性物質除了會影響水源、土壤、

空氣外，對人體的健康影響甚大。研究發現重

工業區勞工與商業區勞工就醫型態不同，疾病

發生率亦不同，重工業區的勞工有較高的傳染

病、活動力有關的疾病、壓力有關的疾病等，

如傳染病和寄生蟲病，內分泌、營養和代謝疾

病及免疫功能紊亂、精神障礙、神經系統疾病

（除了腦膜炎）、骨骼肌肉系統及結締組織與

先天性畸形等。進一步分析後，而重工業區勞

工祇在女性泌尿生殖器官惡性腫瘤、骨折、顱

內及其內部損傷（包括神經）的累積發生率較

商業區勞工顯著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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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國人重要污染物的內在劑量管理值之
建立

近年來台灣各地方的污染事件層出不窮，

欲瞭解這些污染物是否導致負面健康效應，需

有一般群眾背景暴露值以作為比較與評估，故

建立國人內在暴露劑量著實有迫切之需求。環

職組針對台灣使用量大或健康危害顯著之毒性

重金屬與體內所需之微量金屬。由本院及中研

院的調查，提供抽取與台灣全人口年齡分布相

當的樣本（proportional sampling），包括其中0-6
歲的個案，並量測尿中鉛、鎘、砷、鉻、鈷、銅、

鎳、鎵、銦及鉈等金屬濃度。目前樣本量足、

資料完整、且品保、品管等均合格的，最後納

入分析者共 1,706 位；紅血球中量測汞濃度方

面則為 869 位。比較目前已有的重金屬建議管

制濃度後發現，此計畫選取的尿液樣本中，鎘、

砷及紅血球中汞有部分超標的現象，以 2005-
2008 年的樣本為例，鎘（29%）超標比例最高，

其次為紅血球中汞（6%）。未來亦將評估重要

的有機污染物暴露，此乃首度建立起國人的重

要污染物暴露值，以具有跨全國各區域之樣本

量測國人重要污染物內在暴露，有機會亦將檢

定較高暴露者是否有相關健康效應或較高疾病

之風險，以利早期預防之效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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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奈米醫學研究中心

奈米醫學研究中心

任務
為發展及推動我國在奈米科技於

醫藥衛生上的應用研究，整合奈米科

技與醫藥科技的跨領域研究團隊，解

決以現有科技難以解決的諸多醫療問

題，提升整體醫藥衛生素質為目標。

奈米醫學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奈米中

心）於 2004 年成立，主要任務為：(1) 推動奈米醫學研究；(2) 整合及擔任奈米科技研究領域與

醫藥衛生研究領域的橋樑；(3) 培養奈米醫學科技人才；(4) 推動奈米醫學學術交流與合作；(5)
推廣產學合作、研發成果的專利化與技術轉移，以協助達成奈米科技國家型計畫的目標並且提

高我國的研發效能，厚植國內醫藥相關科技基礎，增進國際競爭力。

研究架構 

楊重熙
主任

黃東明陳仁焜林淑宜

院外合作院內合作

奈米材料開發與
在生物醫學上的應用

奈米粒子於生物體之
安全性評估

分子醫學影像之
研究與應用

奈米科技於醫學之
研究與應用

分子與基因醫學
研究所

群體健康科學
研究所

環境衛生與職業
醫學研究組

醫學工程研究組

癌症研究所

細胞及系統醫學
研究所

環保署

勞委會

陽明大學

核能研究所

台灣微脂體

台灣大學

清華大學

台中榮總

同步輻射中心

台北榮總

‧TEM/SEM/AFM
‧NMR
‧Tri-modality System

核心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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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果

一、	奈米粒子於生物體之安全性
評估（人體健康風險評估）

奈米粒子由於它獨特的物理、化學或生物

特性，各國政府或工業界莫不卯足全力投入奈

米技術的開發應用，希望藉由它獨特的性質以

突破目前在醫學、能源、電子等領域的瓶頸。

根據美國政府的估計，截至 2015 年，奈米科

技相關產業將達到 3.1 兆美元產值。這些尺寸

極為微小的奈米物質可能帶來負面的環境 / 健

康 / 安 全（environment-health-safety, EHS） 相

關議題也逐漸引起國際官方組織所重視。

本院在奈米科技對人體健康之風險管理研

究領域中，建立「奈米粒子生物安全性評估技

術平台」的相關環節，其中涵蓋：(1)standard-
ized exposure protocol，奈米懸浮粒子之隔離

暴露腔建置，模擬在一般環境下奈米粒子的

暴露參數；(2)in vitro cell-based investigation，
探討奈米粒子進入細胞之途徑與機轉、細胞內

分布、細胞慢性或急性毒性反應、對細胞基因

表現的影響、可能排出細胞外的機制等；(3)in 
vivo animal-based investigation，研究在動物體

內奈米粒子的吸收、分布、代謝與排泄情形，

並觀察奈米粒子對於活體生物體的急、慢性毒

性、生理功能影響等。

1. 本院的跨組研究團隊針對半導體奈米晶體

（semiconductor nanocrystal，俗稱量子點

(quantum dots, QDs)），進行細胞及活體動

物毒理、基因體學、奈米安全性及藥物動力

學等研究。研究團隊經由 ICR 小鼠的尾靜脈

注射單一劑量的奈米量子點（QD705），進

行長達 6 個月的暴露。研究成果發現 QD705
主要累積在脾臟、肝臟、腎臟，而且 QD705
在長達 6 個月之後，並沒有排出體外的跡

象，且於腎臟檢體發現腎小管上皮細胞在

28 天與 6 個月之後都有粒腺體的缺陷。研

究團隊進一步研究奈米量子點於生物體之化

學影響，發現 QD705 長時間累積於腎臟中

確實會造成 QD705 結構之破壞，進而導致

有毒金屬 Cd 釋放至腎臟中並誘發腎臟之毒

害效應。依實驗結果來看，未來奈米量子點

在人體上的應用需要進一步審慎評估（Envi-
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otechnology、
Nanotoxicity）（圖 1、圖 2）。

圖 2 : ICR 小鼠接受靜脈注射 40 pmol 的 QD705 後，於不
同時間點裡Cd/Te在脾臟、肝臟、腎臟的莫耳比變化。

圖 1 : 藥物生理代謝動力學（PBPK）模型模擬狀況與一個
靜脈劑量在第 6 個月時的 QD705 試驗組織濃度進
行比較。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2:6264–6270, 2008)

Nanotechnology (20:215101-215109, 2009)

2. 奈米粒子在空氣中暴露評估研究。第一階

段，研究團隊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的奈米

粒子暴露腔實驗系統（nanoparticle exposure 
chamber system, NECS），目前已成功取得

台灣 / 美國專利，並在今年完成第一個非專

屬技術授權，由我國廠商嘗試小規模試量產

計畫，這是一個將學術研究成果銜接到產

業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圖 3）。研究團隊首

先利用此系統針對二氧化鈦（titanium diox-
ide）氧化鋅（zinc oxide）等兩種已經被廣

泛使用的奈米粒子進行吸入性暴露的安全性

研究。第二階段，研究團隊嘗試以奈米粒子

暴露腔實驗系統，進行小鼠吸入氣懸二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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鈦奈米粒子的毒性評估，目前在病理學及生

理學的數據並未顯示出明顯的差異，證實二

氧化鈦奈米粒子有相當高的安全性。第三階

段，此中心研究團隊與本院環職組及清華大

學原子科學技術發展中心合作建立了放射性

標幟技術，首次以中子活化的放射性 65ZnO
研究 ZnO 在生物體內之動力學及組織分布，

利用氣管灌注途徑暴露而進入肺部之 ZnO
奈米粒子，使得追蹤生物體內 ZnO 分布的

研究上有突破性的進展。研究成果發現 ZnO
奈米粒子可經由循環系統重新分布至生物體

各器官，顯示當生物體暴露於 ZnO 奈米粒

子之環境下，其血液、肺臟與腦部組織將有

較高風險的健康效應。此研發團隊開發之放

射性標記追蹤生物體內含有內生性（endog-
enous）元素之奈米粒子之研究成果刊登於

Analyst 等。

3. 奈米科技為一新興科技，許多國際組織如：

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歐盟（European 
Union, EU）等已於近來著手奈米科技相關

標準訂定。為提升國內奈米相關產業的國際

競爭力，奈米中心積極於奈米安全性領域中

有突破性之學術成果產出，奈米中心除積極

參與國際奈米標準訂定組織（ISO TC229）
會議外，同時積極參與整合國內奈米標準訂

定如：奈米標準技術諮議會之成立、奈米標

章制定審議會等。期望以過去國內累積相當

之學術研發能量作為未來國內奈米科技相

關法規訂定之基礎，讓標準的訂定與國際同

步，建構資訊分享與交流平台，促進國內奈

米產業加速發展。

二、	奈米科技於醫學之研究與
應用	

奈米科技於醫學之研究方向主要方向為

(1) 奈米科技於癌症診斷與治療（nanoscience in 
cancer therapy and diagnosis）；(2) 奈米科技與

再生醫學（nanotechnology in regenerative medi-
cine: stem cell tracing）。

(一 ) 奈米科技於癌症醫學上的應用 

奈米科技於癌症診斷與治療研究中研究

團隊（本院、台灣大學與清華大學）成功合成

一低毒性奈米載體中孔洞奈米矽球附載鈀紫

質（Pd-meso-tetra (4-carboxyphenyl) porphyrin 
(PdTPP)）來對於 MDA-MB-231 乳癌細胞進行

光動力療法（photodynamic therapy, PDT）。光

動力療法是利用特定波長的雷射，照射光敏試

劑（photosensitizer）使其受到激發，而激發態

的光敏試劑將能量傳遞給周圍的氧，生成活性

很強的單重態氧（1O2），單重態氧和相鄰的生

物分子發生氧化反應，會產生細胞毒性作用，

進而導致細胞受損乃至死亡。

由於光動力療法與周遭氧氣濃度關聯性極

高，然而鈀紫質同時具有量測周遭氧分子濃

度，以及其高單重態氧氣光轉換效率的特性，

因此選擇鈀紫質作為光敏試劑，可以進而達到

同步診斷及治療的目標。研究團隊運用中孔洞

奈米矽球表面積極高的特性，以共價鍵在孔洞

內大量修飾鈀紫質來提高光敏劑量的單位濃

度，且中孔洞奈米矽球容易被細胞所吞噬，使

得研究團隊得以較低的激發能量即可達到高

細胞毒殺的能力。研究成果刊登於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圖 4）。

(二 ) 奈米科技於幹細胞追蹤之應用 

奈米科技於幹細胞研究計畫（本院、台灣

大學與台大醫院）主要利用奈米粒子進行幹

細胞追蹤與應用進行一系列之研究。實驗團

圖 3 : 對於動物及細胞的奈米懸浮粒子潛在健康風險暴
露評估系統。



99奈米醫學研究中心

圖 4 : (a) 中孔洞奈米矽球（MSNs）的光動力模型；(b) 在
MSNs 高表面積之內孔道，以共價鍵在孔洞內大量
修飾鈀紫質以提高光敏劑量的單位濃度。

Biomaterials、Small、Toxicology and Applied 
Pharmacology、FASEB 等。

另一方面，研究團隊開發利用內源性之奈

米粒子，如以紅血球為材料來源，模擬內生性

紅血球老化過程，形成紅血球奈米微囊，並嘗

試裝載各種不同分子，以作為細胞內之傳輸工

具。研究團隊證明紅血球奈米微囊可裝載超順

磁性氧化鐵奈米粒子，並可有效將超順磁性氧

化鐵奈米粒子送入與紅血球奈米微囊同一人體

來源之幹細胞內，達到有效之活體外及靜態活

體內細胞顯影。而紅血球奈米微囊與幹細胞的

同源性，使紅血球奈米微囊比其他傳遞超順磁

性氧化鐵奈米粒子的奈米粒子載體更具細胞

及生物安全性。研究成果刊登於 Nanotechnol-
ogy，另台灣與美國專利案申請中（圖 5）。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19:1242–1257, 2009)

(a)

(b)

圖 5 : 以紅血球微囊將超順磁氧化鐵奈米粒子送入幹
細胞。

Nanotechnology (21:235103–235111, 2010)

三、	奈米科技於活體偵測及分子
醫學影像之研究與應用，與
奈米材料智慧型複合載體的
開發與在生物醫學上的應用

奈米中心於奈米科技在活體偵測與分子醫

學影像、奈米材料智慧型複合載體的開發與在

生物醫學上的應用領域中著重於：(1) 研發具

隊由原本與台大化學系共同合作之多（中）孔

性矽奈米粒子（mesoporous silica nanoparticles, 
MSNs）及以矽為材質，但結構為球型的「氧

化鐵 @ 二氧化矽」（以氧化鐵為核心、矽為外

殼狀似湯圓的奈米粒子）標定幹細胞，近年來

研究團隊將標定幹細胞之氧化鐵奈米粒子改採

已上市並臨床使用之商品化 Resovist，進行幹

細胞標定的實驗，並在活體動物中建立了動物

模式。研究團隊一方面以更嚴謹審慎的角度去

分析 Resovist 對幹細胞的影響，以及奈米粒子

的生物安全性（biosafety）；另一方面，也建

立了腦腫瘤模式以觀察幹細胞在體內的移動。

在生物安全性研究成果中，研究團隊發現

Resovist 除了會使幹細胞增生外，其所引發幹

細胞一連串的訊息傳遞，會影響幹細胞分化

成骨頭細胞（osteocytes）的能力；此外，在老

鼠腦腫瘤模式中，將神經膠質瘤細胞（glioma 
cells）植入老鼠右腦形成腫瘤後，在另一邊植

入經過 Resovist 標定的人類幹細胞，可藉由臨

床磁振造影（MRI）觀察到幹細胞往腫瘤所在

的位置移動；進一步以活體外機轉的輔佐探

討，活體內幹細胞的移動的確是受到腦腫瘤

的吸引所致。研究成果刊登於 Nano Le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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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多重功能（控制釋放 / 診斷 / 治療 / 追蹤）之

新式複合型奈米劑型開發；(2) 研發新型奈米

粒子與開發其在生物醫學之應用。研究團隊主

要進行三方向之研究規劃：(1)FDA approved 奈

米材料；如微脂體與 PLGA 等進行奈米劑型開

發；(2) 開發 FDA current trial 中之奈米材料；

如奈米金粒子，研究團隊利用高能量射源（微

波、同步幅射、中子照射等）進行創新奈米金

粒子製程開發與其在生物醫學應用；(3) 開發

安全性高之新型奈米材料如奈米中孔洞矽球

（MSN）進行口服傳遞系統。以下詳述本年度

之重點內容：

(一 ) 有機∕無機複合之奈米載體

奈米中心發展一種有機∕無機複合之奈米

載體，期能同時達到攜帶藥物、診斷治療、標

的給藥，及控制釋放的目標。此團隊選擇重要

的訊號傳遞分子「一氧化氮（NO）」進行控制

釋放的相關研究，利用感熱微脂體在微脂體內

部建立一個鹼性的環境用來穩定一氧化氮的前

趨物將其傳遞到目標器官。再利用微脂體感熱

的特性升高微脂體的溫度使微脂體通透性增加

而達到內外酸鹼值的平衡，進而誘發一氧化氮

的釋放。目前已成功建立微脂體內的微鹼性環

境並可利用加熱方式使微脂體內外達到酸檢平

衡，當溫度升高至微脂體的感熱溫度後可有效

增加一氧化氮的釋放量。同時微脂體的載體部

分可利用其大小調控及表面修飾幫助將所包覆

的物質傳送至病灶處。而可調控的釋放可將藥

物的使用效率有效地提升同時減低副作用的產

生。研究成果刊登於 Nitric Oxide（圖 6）。

(二 ) 奈米金粒子研究領域—奈米金粒子之
生醫應用研究

由數個到數十個金原子所構成的金量子

點，具有類似半導體量子點的放光（photolu-
minescence）特性，對生物體有很好的相容性

與低細胞毒性，是一種非常有潛力可應用於化

學及生物領域的新興材料。研究團隊領先開發

出尺寸小於 1 nm 的金量子點，於合成方式創

新及量子效率提升上，具突破性之發展。由於

此金量子點具有分子量小、穩定發光的特性，

使得此具有功能性的金量子點，可用來模擬細

胞中蛋白穿梭於細胞核的現象，尤其是在細胞

凋亡的訊號傳遞過程，藉由觀察酵素調控此功

能性金量子點在細胞核內外的穿梭程度，可用

來作為一個動態的細胞凋亡探針；因此，在發

展出這樣的一個具有功能性之金量子點，期待

未來可應用在臨床醫學上，作為藥物篩檢或相

關疾病的有利工具。此技術將可應用於癌症與

疾病之診療上，可對其細胞組織至活體層次的

即時影像掃描等病理生理有全新瞭解。研究成

果刊登於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
ciety、Chemical Communications，另 1 項 美 國

專利申請中。

(三 ) 奈米金粒子研究領域—創新綠色製程
金奈米粒子製造技術開發

奈米中心與同步輻射中心合作研發一種奈

米金粒子的綠色創新製程，利用同步輻射 X 光

照射含有微米級奈米矽球作的模板，即可產

生表面裸露的奈米金粒子，此方法的優點為：

(1) 綠色製程的方法，不用加入有機溶劑及還

原劑，可避免溶劑和鹽

類的殘留；(2) 快速合

成及純化步驟簡單，合

適在生物醫學的應用；

(3) 可改善利用 X 光合

成時，須加入介面活性

劑作為穩定劑，而造成

奈米金粒子難以表面修

飾的問題；(4) 可藉光

源不同及奈米矽球尺寸

來調控奈米金粒子的大

小。此技術所生產之金圖 6 : 利用感熱微脂體進行控制釋放一氧化氮（NO）。

HEAT

Nitric Oxide (23:60-6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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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on (21:8214-8219, 2010)

更有助於擴大這藥物載體的發展性。研究成果

刊登於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圖 7）。

奈米粒子相較於傳統化學還原方式生物相容性

高，具有極高之生物醫學應用價值。此一系列

之研究已提出 1 項台灣專利與美國專利申請，

研究論文亦在投稿中。

(四 ) 奈米金粒子研究領域—放射性奈米金
粒子

本院與清華大學研究團隊共同合作開發，

利用核反應器開發出可放射 gamma-ray and 
beta particle 的奈米金粒子。這些具放射性的奈

米金粒子可用於活體追蹤（in vivo tracing）、

醫學造影（medical imaging，如：核子醫學與

CT 造影）及治療（therapy）等多重功能，可進

一步結合奈米科技所衍生的各種技術與藥物載

體平台，將可利用於進行癌症與幹細胞醫學等

生物醫學應用研究，此技術未來將極具商業化

之臨床應用潛力，極有可能開創我國奈米科技

研發的里程碑。因此研究團隊在策略上先申請

多國專利（PCT pending），再評估將此計畫衍

生的智慧財產權進行技術授權以及進行臨床試

驗的可行性。

(五 ) 新型奈米材料中孔洞奈米矽球—追蹤
性之奈米矽球靶向藥物輸送系統

研究團隊將中孔洞奈米矽球中修飾上一個

對酸鹼度敏感的官能基，以此官能基作為與

抗癌藥物之間的連結，進而調控在癌細胞中的

釋放。以 HepG2 肝癌細胞作測試，成功的將

doxorubicin 於細胞內釋放並有效的殺死癌細

胞。奈米粒子可藉由尺寸大小來調控在體內腫

瘤的積聚，並且進入到癌細胞中進行治療，這

對治療癌症方面有很大的幫助。研究人員同時

也在中孔洞奈米矽球內裝載入一個近紅外光的

螢光染劑 Atto-647，利用近紅外光區在體內較

低的背景值干擾，可在老鼠體內直接觀測到這

個奈米粒子隨著時間的生物分布情形，這樣的

動物影像有助於簡易的觀察奈米粒子在體內的

情形。在此研究中，中孔洞奈米矽球會慢慢地

累積在肝臟裡，此結果對於治療肝臟相關疾病

很有潛力，而合作的夥伴也已發表藉由改變表

面的電荷來控制此粒子排出體內的相關報導，

圖 7 : 以追蹤性之奈米矽球（MSN）靶向藥物輸送系統治
療肝癌。

(六 ) 新型奈米材料中孔洞奈米矽球—口服
藥物傳遞系統

本院與台灣大學合作發展出一系列中孔洞

奈米矽球。中孔洞奈米矽球是被認為很有潛

力的一個載體，因為其具有耐酸性質，可作為

一些易在酸性環境下分解藥物的保護殼，再

加上孔洞可避免酵素的作用，因此更增加在口

服藥物載體上的應用性。先前研究團隊已有相

關報導可順利地調控矽球在腸胃道裡釋放藥

物機制，但是一般口服藥物載體會有被分解

的疑慮，進而產生一些副作用，因此將同位素

鎝 -99m 標誌於中孔洞奈米矽球上，且用單光

子斷層掃描（SPECT）來觀察老鼠的生物分布

（biodistribution），以證明此種藥物載體於腸

胃道中的運載過程是否會被吸收及可否從體

內排出，而探討釋放藥物後載體所產生的安全

性疑慮。從動物實驗的結果，研究團隊發現這

種奈米粒子可順利地從糞便中排除，進而解決

了安全性的問題，亦可將標誌同位素的載體作

為腸胃道造影的偵測劑，偵測不同的腸胃道疾

病，對於預防醫學上有很大的幫助。研究成果

刊登於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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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免疫醫學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免

疫中心）於 2007 年成立，主要任務為：

(1) 建立訊息傳導分子之基因剔除小鼠

技術，用以建立免疫疾病、癌症免疫

調控、傳染病免疫調控及炎症調控的

動物模型；(2) 建立免疫學研究相關之

基因剔除及轉殖小鼠庫；(3) 研究免疫細胞之訊息傳導及免疫系統之調控機轉；(4) 開發新型免疫

技術及免疫治療方法，促進我國生物科技及生物製藥的發展；(5) 培訓國內免疫學研究專業人才，

推廣及促進我國免疫學研究；(6) 整合國內免疫學基礎及臨床轉譯醫學研究，協助達到世界級免

疫醫學研究水準。

免疫中心之研究重點為：利用基因剔除小鼠、分子生物及基因醫學方法研究免疫系統及免疫

疾病之調控機制；以微觀角度著眼於訊息傳導分子，如蛋白質激酶、去磷酸酶、適配體蛋白，及

類鐸受體在免疫反應、發炎反應及免疫細胞分化及活化過程中的角色。

研究架構 

免疫醫學研究中心

譚澤華
主任

黃慶裕 蘇郁文莊宗顯

免
疫
醫
學
研
究
中
心

研究適配體蛋白於B淋巴球及腫瘤調控之作用

研究類譯受體之功能及活化機轉

研究癌症及炎症之免疫調控及免疫治療方法

建立蛋白質激酶（例如MAP4Ks）及去磷酸酶（例如DUSPs）之基因
剔除小鼠

研究蛋白質激酶（例如MAP4Ks）及去磷酸酶（例如DUSPs）在免疫
細胞內的訊息傳導機制、免疫系統中的功能、癌症、炎症與自體
免疫疾病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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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果

一、	JKAP（DUSP22）去磷酸化
FAK並負調控細胞之移動性

雙特異性去磷酸酶（DUSPs）包括生長素

活化激酶之去磷酸酶（MKPs）被發現可以同

時去除酥胺酸 / 絲胺酸與酪胺酸之磷酸化。大

部分雙特異性去磷酸酶蛋白質包含一個被保

留的可催化的區域及一個延伸的可調控區域；

有一些雙特異性去磷酸酶則缺少可調控區域，

因而具有低分子量，被歸類為非典型雙特異性

去磷酸酶。JNK pathway-associated phosphatase
（JKAP，又稱作 DUSP22）表現在許多不同的

組織中，顯示 JKAP 有重要的生物功能性。研

究團隊發現 JKAP 會表現在肌動蛋白含量高的

區域（圖 1A）。表現 JKAP 會降低細胞移動；

相反地，喪失去磷酸酶活性之突變態 JKAP
（JKAP-CS）則會增加細胞移動。JKAP 可以

有效率地去磷酸化數個蛋白質的酪胺酸位置。

研究發現 focal adhesion kinase（FAK）是 JKAP
的受質之一。大量表現 JKAP 在 H1299 細胞中

會降低 FAK 的酪胺酸 397、576 與 577 位置之

磷酸化，然而 JKAP-CS 則沒有此作用。與這

些結果相符合的發現，以 RNA 干擾方式降低

JKAP 的表現，也會增加細胞移動與 Src 所誘

發之 FAK 的酪胺酸 397、576 與 577 位置之磷

酸化。綜合所有結果，此研究顯示 JKAP 的一

個新功能性，即 JKAP 會調控 FAK 磷酸化與細

胞移動（圖 1B）（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
istry 285:5472-5478, 2010）。

A

B

Cell MotilityFAK

Y397 Y576
Y577

JKAP

P P P

GFP

GFP F-actin Nucleus Merge

JKAP-GFP

圖 1 : (A)H1299 細胞穩定表現 GFP 蛋白（上圖）或 JKAP-GFP 蛋白（下圖），並以 TRITC- 鍵結 phalloidin 抗體染肌動蛋白
（F-actin）與 DAPI 染劑染細胞核。(B) 圖示 JKAP（DUSP22）去磷酸化 FAK 的酪胺酸 397、576 與 577 位置之磷酸化，
並負調控細胞之移動性。

二、	14-3-3sigma 藉由調節轉錄
因子 FOXO1之穩定性以調
控B淋巴球之恆定

14-3-3sigma 為一小分子適配體蛋白，已

知調控細胞分裂並參與細胞 DNA 受損反應。

然而，此蛋白在免疫系統所扮演的角色實屬未

知，研究團隊因而建置 14-3-3sigma 基因剔除

小鼠模型（圖 2）。

研究人員發現，14-3-3sigma 基因剔除小鼠

的周邊免疫 B 淋巴球因持續發生凋亡，導致成

熟之 B 淋巴球數量大幅減少。骨髓轉移實驗顯

示 14-3-3sigma 基因缺失導致的 B 淋巴球銳減，

源自於 B 淋巴球內生性的缺損。經由 B 細胞

受體（B cell receptor, BCR）刺激，14-3-3sig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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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之 B 細胞無法正常地分

裂增生，無法上調活化標記

CD86 和 CD25。當 以 T-cell-
independent antigen TNP 或

是濾泡性口炎病毒（vesicular 
stomatitis virus, VSV）誘發

免疫反應時，14-3-3sigma 基

因缺失的小鼠無法及時分泌

具 TNP 特 異 性 或 是 VSV 中

和 性 的 IgM， 導 致 VSV 在

14-3-3sigma 基因缺失的小鼠

體內擴散，因而造成神經性侵

害。研究繼之發現 14-3-3sigma
基因 缺 失 使 BCR 訊 號 傳 導

異 常，亦 影 響 了 轉 錄 因 子

FOXO1 之穩定性。14-3-3sigma
分子分布於細胞質內，可結

合 FOXO1 並 阻 礙 其 降 解，

間 接 抑 制 FOXO1 的 活 性。

14-3-3sigma 缺失之 B 細胞其

FOXO1 蛋白水平雖然持續下

降，但其活性反而增加，導致

其標的基因包括 Bim、p21、
p27 之 轉 錄 物（transcripts）
增 加， 並 使 Bim 和 p27 蛋

白表現量增加。研究結果推

論，14-3-3sigma 缺失將導致

FOXO1 活性異常地升高，促

使調控細胞凋亡基因 Bim、調

控細胞週期基因 p27 之異常

表現，影響細胞存活。綜合言

之，14-3-3sigma 可謂為免疫

B 淋巴球的存活因子，藉由

調控 FOXO1，對 B 淋巴球的

恆定以及 B 淋巴球的活化扮

演不可或缺的角色（PNAS in 
press）。

三、	類鐸受體的功能及其活化機
構的研究

固有免疫（innate immune）系統是人體對

微生物感染的第一道防禦。固有免疫細胞運用

包括類鐸受體（Toll-like receptor）在內的模式

WT KO

100  µmB220 CD3

圖 2 : 免疫組織切片分析 14-3-3sigma 基因缺失小鼠脾臟。B 淋巴球區 (B) 以
anti-B220 抗體染色呈現褐色，T 淋巴球區 (T) 以 anti-CD3 抗體染色呈現
藍色 。

圖 3 : 信號轉導分子在控制類鐸受體所媒介的人體對微生物感染之防禦反應的
示意圖。類鐸受體的活化可誘發數種細胞的功能，包括及發炎反應，抗病
的反應，以及細胞的自噬反應來對抗微生物的感染。控制這些細胞功能的
信號轉導是由類鐸受體信號體上分化而出的。MyD88 參與類鐸受體激活
的 NF-kB 的活化，TRIF 介導干擾素 -b 的生產，而 Beclin 1 則參與激活細
胞的自噬反應。 

識別感受體（pattern-recognition receptors）來

感測微生物的入侵。 類鐸受體的活化觸發固有

免疫反應，和隨後發生的適應性免疫（adaptive 
immune）系統一起對抗入侵的微生物，但是過

度的受體活化將導致炎症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的

發生。因此，類鐸受體激活的強度和持續的時

間必須嚴格控制以避免疾病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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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免疫中心之主要研

究目標為調查類鐸受體的功能

和控制其活化的信號轉導機

構。類鐸受體的活化可誘發數

種細胞的功能，包括細胞自噬

（autophagy）及發炎（inflam-
matory）反 應，以 及 抗 病 毒

（anti-viral）的反應。此團隊

研究類鐸受體信號轉導分子，

如 MyD88、TRIF、TIRAP、

TRAM 以及 Beclin 1 在這些類

鐸受體激活的反應上的功能。

不同於其他的分子，Beclin 1
僅在類鐸受體激活的細胞自噬

反應上扮演角色，而不參與發

炎反應，以及抗病毒反應。而

MyD88 參與類鐸受體激活發

炎反應，TRIF 參與類鐸受體

激活的抗病毒反應。這些研究

結果顯示出控制類鐸受體功能

的信號轉導是由類鐸受體信號

體（TLR signalsome）上 分 化

而出的。除了上述這些結果，

研究也顯示，一定閾值水平的 Beclin 1 是自體

吞噬的機制限制沙門氏菌在細胞內生長所必須

的（圖 3）。

四、	雙特異性去磷酸酶4(DUSP4)
調節CD4	T細胞增生及細胞
激素反應

雙特異性去磷酸酶（DUSP）除了已知之

負回饋調節 MAP kinase 的作用外，其亦可以

調節如 Src、FAK 及 STAT 等訊息傳導路線。

為瞭解 DUSP 於免疫系統中之作用，此研究團

隊創建並分析 DUSP4 基因缺乏之小鼠模型。

其研究發現，雖然 DUSP4 於發育中之 T
細胞有受調節之徵兆，DUSP4 基因缺乏小鼠之

T 細胞發生則大致正常。然而 DUSP4-/- CD4 T

細胞於受刺激後卻有過度分化之現象，同時伴

隨有 CD25 提早表現及介白質 2 過度分泌之表

型。混合 T 細胞分裂實驗進一步顯示此表型是

由胞內因子如訊息傳導或基因轉錄之變化所造

成。共同免疫沉澱結果則顯示 DUSP4 可能與

STAT5 互動而影響介白質 2 之訊息傳導。研究

成果顯示 DUSP4 可能藉由調控 STAT5 之去磷

酸化及去活性來達成於正常 CD4 T 細胞活化過

程中負向調節之功能。目前此團隊之研究人員

正利用免疫反應及小鼠自體腸炎免疫模型來進

行後續研究，以瞭解 DUSP4 調節 STAT5 之機

轉以及此調節於免疫作用中之功能（圖 4）。

圖 4 : (A)DUSP4 調節 T 細胞活化之可能路徑。(B) 小鼠自
體免疫腸炎模型中之大腸組織切片及 H&E 染色。
圖中可見肌肉層增厚 (*)，淋巴細胞浸潤 (#)，及 gob-
let 細胞消失 (+)。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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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話 一 覽 表
竹南院區

+886-37-246-166 / +886-37-586-401

台北辦事處
+886-2-2653-4401 / +886-2-2655-8009

院長辦公室
 31003 /  037-586-402

副院長辦公室
 31011 /  037-582-946

主任秘書室
 31021 /  037-581-891

研究所

癌症研究所
 31701 /  037-586-463

台南實驗室
 65101 /  06-208-3427

台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
 25155 /  037-580-702

細胞及系統醫學研究所
 37501 /  037-587-408

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
 35901 /  037-586-467

生物統計與生物資訊研究組
 36101 /  037-586-467

臨床實驗統計組
 36133 /  037-586-467

老年醫學研究組
 35902 /  037-586-467

衛生政策轉譯組
 36395 /  037-586-261

醫療保健研究組
 36301 /  037-586-261

精神與成癮醫學研究組
 36727 /  037-586-453

生技與藥物研究所
 35701 /  037-586-456

分子與基因醫學研究所
 35301 /  037-586-459

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
 37801 /  037-583-009

感染症組
 35501 /  037-586-457

台南實驗室
 65201 /  06-208-3466

疫苗研發中心
 37801 /  037-583-009

研究組

醫學工程研究組
 37101 /  037-586-440

環境衛生與職業醫學研究組
 36501 /  037-587-406

研究中心

奈米醫學研究中心
 38101 /  037-586-447

免疫醫學研究中心
 37601 /  037-586-642

支援單位

稽核室
 31603  /    037-587-403

醫學研究倫理委員會
 38603  /    037-583-109

秘書室
 32109  /    037-586-401

編輯中心
 31505  /    037-587-402

英文科學編輯室
 21040  /    02-2655-8009

環境暨職業安全衛生室
 33023  /    037-582-646

學術發展處
 33001  /    037-580-784

實驗動物中心
 32912  /    037-583-024

技轉及育成中心
 33201  /    037-583-667

總辦事處
人事室

 32200  /    037-586-297

會計室
 32301  /    037-584-922

圖書館
 33645  /    037-583-153

總務室
 32521  /    037-585-049

資訊中心
 33666  /    037-583-198

營繕中心 
 32609  /    037-586-369

生醫資源中心
 33601  /    037-586-410

核心儀器設施中心
 33701  /    037-587-408

基因轉殖鼠核心實驗室
 33801  /    037- 582-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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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 南 院 區 圖

1. 行政大樓及研究大樓

2. 會議中心

3. 圖書資訊大樓

4. 研究大樓 (1)

5. 研究大樓 (2)

6. cGMP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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