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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自 1996 年 1 月 1 日成立以來，就以任務導向之醫

藥衛生研究為目標，以增進國人健康福祉、提升醫藥衛生

水準、發展醫藥科技及培育醫學人才為宗旨。

我們立志以客觀、科學的角度，從事基礎到臨床之轉

譯研究，解決國人重大疾病問題，進而發展國內生物科技

研究，並積極進行衛生政策研究與知識轉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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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物科技與藥物，目前已成立 6

個研究所、2 個研究組與 4 個研究中心，各研究單位之間皆

能相輔相成，不僅能提出生技醫藥政策之建議方案，也以

前瞻未來的視野投入研發，為國家在新興領域奠定良好的基礎。同時也扮演推手的角色，支援

整合性醫藥衛生科技研究計畫，辦理創新研究計畫與研究發展獎助計畫，並協助相關研究之審

查指導，建立嚴謹的計畫審查、管考及評鑑制度，期能設立良好的模範以提高國內醫藥衛生的

研究素質。又深知快速提昇研究水準之重要關鍵為全國研究資源的整合，因此以核心研究設施

及生物醫學資訊平台支援全國生物醫學研究，進行分享研究資源，以合作網絡模式促進國內外

研究機構及醫學中心之密切交流，提昇台灣醫藥衛生研究水準、視野與能見度。

從篳路藍縷到穩定成長，也在竹南建立永久院區，學術研究的質與量也逐年長足精進，歷

年來除在基礎研究上發展卓越，更確實對促進國人健康產生重要影響，並如同智庫一般，提供

衛生署醫藥衛生政策建言，如醫事人力規劃政策建議、藉由全國性監測微生物抗藥性降低抗生

素健保支出、完成健保花費前十大疾病臨床指引及癌症治療共識手冊等。同時也在發生塑化劑

事件後第一時間以科學角度向民眾說明，並持續協助進行追蹤研究，進而配合衛生署百年衛生

醫療改革中長程計畫成立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及衛生福利政策研究中心。另外也正式承接卡

介苗疫苗及抗蛇毒血清的製造，開啟了本院結核病研究與疫苗研發的新紀元，更在抗癌、抗糖

尿病等藥物研發取得領先，進入臨床試驗，加強本院在維護國人健康上所扮演的角色及任務，

也為解決國人當前重要疾病邁向新里程碑。

所有團隊同仁都秉持誠信團結，善用敏銳專注，保持宏觀大度，運用智慧，開啟創意，並

更有效率地推動國內醫藥衛生研究，加上過往所奠定的基礎，持續凝聚能量，成為未來驅策的

動力，以發展成為國際醫藥衛生科技發展重鎮，進而帶動國內生物技術產業，並持續扮演政府

醫藥衛生研發智庫。我將與全體同仁及研究團隊秉持專業與熱忱，與產、官、學界密切合作，

持續創新、追求卓越、造福人群。

　

院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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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史 /任務

國家衛生研究院（以下簡稱國衛院）之濫觴為 1988 年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中，建議政府

成立國家醫學研究中心；規劃小組於 1991 年開始推動「行政院衛生署整合性醫藥衛生科技研

究計畫」業務；1994 年 7 月設置「國家衛生研究院籌備處」，並於 1996 年 1 月正式成立。國

衛院創立法源係來自立法院審議通過的「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設置條例」，該條例明訂國

衛院設立宗旨以提升我國醫藥衛生研究、增進國人健康福祉為目的。

國衛院為公設財團法人，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衛生署；董事會為最高決策機構，院長在董事

會監督之下綜理院務，並經董事會授權，對外代表國衛院。國衛院設置諮詢委員會，延聘國內

外聲譽卓著的醫藥衛生學者專家針對國衛院學術研究之大政方針提供建言。國衛院首任院長為

吳成文院士；2006 年 1 月 1 日由副院長梁賡義院士代理院長職務；2006 年 7 月 1 日迄 2012 年

8 月 31 日由伍焜玉院士接任第三、四任院長；2012 年 9 月 1 日由副院長王陸海院士代理院長

職務；2012 年 12 月 21 日由龔行健院士接任第五任院長。

國衛院是以任務為導向的醫藥衛生研究機構，重大任務在研究國人重要疾病與健康問題，

推展生物技術與藥物研究，以提升醫藥製品產業的競爭力；研究適合國情的醫療保健政策，以

維護國民健康，增進經濟效益。對於政府，扮演智庫的角色；對於學界，負責協調與支援學術

研究，並整合醫藥研究資源；對於民眾，希望研究成果最後能為民眾所用；故其主要研究有三

大方向：

一、協助政府制訂醫療保健政策，以改善醫療衛生環境，提升國民健康水準；

二、研究並解決國內重要疾病與健康問題；

三、發展醫藥衛生科技，協助推動我國生物科技產業起飛。

國衛院於 2004 年搬遷至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建立永久院址，無論在基礎醫學、臨床

應用及公共衛生等領域，研究均有具體進展，並多次協助政府解決我國重大醫藥衛生問題，而

多項研究成果也逐年技術移轉與輔導廠商，創造國內醫藥衛生產業新契機。

簡史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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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董事會

院長

副院長

主任秘書室

稽核室

編輯中心

英文編輯室

環境暨職業安全衛生室

醫學研究倫理委員會

秘書室

研究支援部門研究部門 行政管理部門 專案單位

動物行為核心設施

技轉及育成中心 核心儀器設施中心

學術發展處 總辦事處 生醫資源中心

病理核心實驗室

實驗動物中心 基因轉殖鼠
核心實驗室

癌症研究所 醫學工程研究組

分子與基因
醫學研究所

神經及精神醫學
研究中心

群體健康科學
研究所

奈米醫學研究中心

細胞及系統
醫學研究所

環境衛生與
職業醫學研究組

感染症與
疫苗研究所

國家環境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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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術與
藥物研究所

免疫醫學研究中心

營繕設管中心

會計室

人事室

總務室

資訊中心

圖書館

6



研究單位



癌症研究所

所長　張俊彥

林素芳

張文祥

劉柯俊

江士昇副所長　洪文俊

張書銘

陳振陽

蔡坤志

于重元

施能耀

張光裕

副所長　陳立宗

劉滄梧

李岳倫 夏興國

張憶壽

陳雅雯

蔡慧珍

合聘研究人員：
鄭安理

賴基銘

李家惠

常慧如

莊雙恩 黃智興

蘇振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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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研究所

任務

癌症研究組於 1996 年 1 月成立，2006 年 1 月改制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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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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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架構

研發策略

基礎研究 臨床試驗轉譯醫學

•腫瘤分子與
　基因醫學
•腫瘤病毒學
•腫瘤生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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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新藥開發、早起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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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建設

國家癌症

衛生政策

建置 /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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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etopinoresinol，一種新穎天然的 ARE 活化劑，
藉由活化 PI3K/AKT 訊息路徑誘導 Nrf2/HO-1，防止
過氧化氫引起的細胞損傷

Nrf2/ARE 路徑在調控二類代謝解毒酵素、抗氧化蛋白，以及藥物外排蛋白基因的表達扮

演重要的角色。本研究以開發 Nrf2/ARE 活化劑作為新穎的腫瘤化學預防物質為目標，並且探

討腫瘤化學預防物質其詳細癌症化學防護之潛力與作用機制。4-KPR 是由薏仁的甲醇萃取層分

離純化而來的天然化合物，研究結果顯示，4-KPR 會升高 ARE-driven 的 Luciferase 活性。分子

機制的研究中指出，4-KPR 可促使 Nrf2 的磷酸化，造成 Nrf2 與一個細胞質蛋白質 KEAP1 的

分離，並促使 Nrf2 位移至細胞核，並執行其功能，大量製作出抗氧化蛋白與第二類代謝解毒

酵素，使細胞免於受到過氧化物或是致癌物質的侵害。在探討 4-KPR 作用機轉方面，由於文獻

報導了許多細胞訊息傳遞途徑與 Nrf2 調控物質之作用機轉有關，包含 PI3K/AKT、ERK/JNK、

p38 以及 PKC 途徑，所以研究團隊在探討其機轉方面採用以訊息傳遞途徑抑制劑來反證 4-KPR

的作用機轉。實驗結果顯示，PI3K/AKT 的抑制劑（wortmannin 和 Ly294002）有效抑制 Nrf2

位移至細胞核，並且有效抑制抗氧化蛋白與第二類代謝解毒酵素的表現（以 HO-1 和 AKR1C1

為代表）。此外，磷酸化的 AKT 也在投予 4-KPR 後 30 分鐘有明顯上升。這些結果都說明著

4-KPR 的作用機轉經由 PI3K/AKT 訊息傳遞途徑來調控。

在細胞保護實驗中，研究團隊以過氧

化氫為傷害細胞的平台來探討 4-KPR 的細

胞保護作用。過氧化氫會促使細胞內活化

性自由基的上升，而自由基會破壞 DNA

導致細胞突變、致癌化，也會造成細胞死

亡。實驗結果顯示，4-KPR 有效產生細胞

內抗氧化 GSH、抑制過氧化氫產生活化性

自由基的上升、減少 DNA 的損傷並減少

細胞死亡。總體而論，4-KPR 經由 PI3K/

AKT 的訊息傳遞途徑來活化 Nrf2，使其

進入細胞核中執行抗氧化蛋白與第二類代

謝解毒酵素的表現，使細胞免於受到過氧

化氫或致癌物質的侵害。

4-KPR 的作用機轉是經由活化 PI3K/AKT 訊息傳遞

途徑來調控誘發 Nrf2/ARE，以防止過氧化氫引起

的細胞損傷。

Free Radical Biology and Medicine 52(6):1054–1066,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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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研究所

PROX1 可藉由調控 miR-9 抑制 E-cadherin 的後轉
錄表現，進而促進大腸癌細胞表皮間質轉換作用

PROX1 在演化中屬於高度保留性的轉錄因子，它可以調節神經前驅細胞、視網膜前驅細

胞、淋巴上皮細胞及肝臟細胞的細胞分化。近期研究指出，PROX1 在乳癌、肝癌及血癌中擔

任腫瘤抑制基因的角色；另一方面，其在大腸癌、惡性星狀膠質細胞癌，及卡波西氏血管內皮

細胞癌中卻扮演加速腫瘤生長的腫瘤促進基因的角色。所以研究團隊好奇的是 PROX1 為何在

不同癌症中具有截然不同的功能，且透過何種分子機制去調控大腸癌惡性化表徵的形成。最新

的研究結果顯示，PROX1 的確具有促進癌細胞表皮間質轉換的能力，進而造成癌細胞惡性化

表徵的出現。研究團隊發現高達 43% 的大腸癌組織中 PROX1 具有高度的表現。PROX1 的表

現和 E-cadherin 具有顯著的負相關，而癌細胞的淋巴轉移能力及惡性化表徵則具有高度意義的

正相關。

利用一系列細胞功能性的分析發現，DLD-1 細

胞在高度 PROX1的表現下，會減少細胞中E-cadherin

和 integrins 的表現，進而造成細胞與細胞間基質的

附著能力下降，此外還發現在 PROX1 的作用下也會

伴隨增加細胞間質蛋白酶的表現，最終提高癌細胞

本身的侵犯能力。研究團隊大膽推測，PROX1 可能

就是藉由影響 miR-9 的表現，進而達到對 E-cadherin

的抑制作用。為了驗證此假設，研究團隊將 SW620

中 PROX1 去表現後並同時給予 pre-miR-9 的前驅

物，結果發現 pre-miR-9 可以有效地反轉 PROX1 對

E-cadherin 的負調控作用及細胞本身的侵犯能力。同

樣的，也可以利用在 DLD-1 高表現 PROX1 下同時

給予 anti-miR-9 而得到相對應的結果。綜合以上結

果，研究團隊提出 miR-9 在 PROX1 對大腸癌細胞的

表皮間質轉換和侵犯能力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藉由

瞭解 PROX1 在惡性化大腸癌的角色後，相信日後也

許可以藉由利用 PROX1 在大腸中的角色作為治療大

腸癌的指標。

PROX1 抑制 E-cadherin 並誘發 EMT 在大腸癌

細胞。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18(23):6416–6425,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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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üppel-like factor 10 的表現可當成 
胰臟癌的預後指標

胰臟癌是一種高度惡性及致命的腫瘤，僅有 5%-10% 的患者在診斷的時候能予以手術切除

治療，因此發展生物標記，以區分多樣性的胰臟炎惡化型式，給予患者最適當的治療方式是當

務之急。轉化生長因子 -β（TGF-β）傳遞訊息的失調是胰臟癌共同的特點。近期研究指出，轉

錄因子 Krüppel-like factor 10（KLF10）參與了 TGF-β1 訊息傳遞並且扮演重要角色。人類同源

基因 Klf10 又稱為轉型因子早期誘發基因 -1（TIEG1），屬於帶有鋅指頭的 Krüppel-like 轉錄

因子家族一員，成員蛋白已知參與正常細胞的增生及分化等。以往的研究發現這轉錄因子家族

在腫瘤發展過程中亦扮演重要角色。

本研究主旨在探究 KLF10 的表

現與胰臟癌臨床間的關聯性，係以

檢體免疫組織化學及細胞啟動子分析

檢測之，此外，由甲基化特異性聚合

酵素連鎖反應亦證明，KLF10 表現

受抑制主因甲基化狀態的調控；當以

抑制物或小分子核酸干擾甲基轉移酶

DNMT 在細胞的表現時，可見逆轉提

升 KLF10 表現量的現象，試驗同時也

檢測出 DNMT 在胰臟癌檢體確有相對

增加的情形。而在 95 位胰臟癌病患進

行多變數分析後發現，KLF10 的表現

與胰臟癌期別及遠端轉移成負相關，

其中係受DNMT1甲基化的調控所致，

且 KLF10 的表現亦可作為胰臟癌病患

存活與惡化的獨立生物標記。研究結

果闡明，KLF10 在預測胰臟癌發展過

程中是一個相當具有潛力的標記。

American Journal of Pathology 181(2):423–430, 2012

DNMT1 造成 Klf10 promoter 甲基化及蛋白表現。

胰腺癌患者的存活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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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研究所

TCF12 的功能可作為是 E-cadherin 的轉錄抑制， 
而其過度表現關乎著大腸直腸癌的轉移

癌轉移是造成大腸直腸癌死亡最主要的因素。找出造成癌轉移相關基因對於其轉移之機

轉，開發早期偵測標記及最終的治療靶點是不可或缺的。蛋白質組學分析新技術的發展已大大

地幫助鑑別參與癌轉移機制的相關分子。透過微陣列數據及 120 例患者的調查和驗證，發現

TCF12mRNA 過度表現與大腸直腸癌（CRC）發生轉移是具有相關性。在 120 位患者中的 36

位（27.5%）TCF12 mRNA 過度表現造成較高的轉移發生率且存活結果亦較差。在人類大腸直

腸癌細胞株，如SW620和LoVo觀察到具有較高的TCF12，而在SW480細胞株偵測到的則較低。

若在 SW620 和 LoVo 細胞株中剔除 TCF12 基因的表現，則可大大地降低其移動、侵襲及轉移

的能力。此外，在 TCF12 剔除的細胞株也觀察到細胞的緊密相連及 E-cadherin 的增加，並且同

時造成 fibronectin 的降低。而 Connexin 26、connexin 43 及間隙連接（gap-junction）的能力也

增加了。相反的，若在 SW480 細胞株過度表現 TCF12，則會促進 fibronectin 表現及細胞的移

動與侵襲能力，但減少了 E-cadherin、 connexin 26、connexin 43 及間隙連接的能力。

藉由染色質免疫沉降分析證

明 TCF12 會與 E-cadherin 啟動子

結 合。TCF12 與 細 胞 的 Bmi1、

EZH2 的表現及共同免疫沉降有

著緊密的關聯性，這些結果說明

了 TCF12 的轉錄抑制 E-cadherin

的表現乃是經由 polycomb group-

repressive complexes。 在 臨 床

上，由 120 位患者腫瘤檢體發現

TCF12 mRNA 的 過 度 表 現 也 與

E-cadherin mRNA 的下調有關。上

述研究闡明了 TCF12 的功能是一

個 E-cadherin 的轉錄抑制者，而其

過度表現與大腸直腸癌的發生有

顯著的關聯性。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287(4):2798–2809, 2012

TCF12 mRNA 的過度表現與癌轉移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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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

台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TCOG）自 1997 年起每年舉辦 TCOG 年會。邀請國內外知

名學者專家，就其研究領域安排一系列演講及癌症現況報告；召開各委員會會議，讓所有委員

們得以齊聚一堂，互相切磋討論、吸取癌症新知。自 2004 年起並就單一癌症主題擴大舉辦亞

太區腫瘤研討會。

TCOG 於 2012 年 11 月 17-18 日舉辦「亞太病毒相關之致癌機轉研討會暨第 16 屆台灣癌症

臨床研究合作組織年會」，由 TCOG、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台灣癌症基金會聯合主辦。大會

邀請美國、德國、中國、香港、日本等國際專家，以及國內相關領域的傑出學者，安排一系列

「HBV、HCV、HPV、EBV 病毒相關之致癌機轉」專題演講，報告目前各種創新的治療策略

及未來研究發展趨勢，切磋分享研究成果。會場亦有國內各大醫院展出數十篇癌症研究之壁報

論文，大會並擇優頒發優秀壁報論文獎予 2 位得獎者，以獎勵其研究貢獻。

「2012 亞太病毒相關之致癌機轉研討會暨第 16 屆台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年會」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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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細胞及系統醫學研究所（以下簡稱細研所）於 2008 年 3 月成立。細研所研究重點在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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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成此目標，

細研所組成研究合作團隊，整合相關研究題材，有效運用研究資源，共同探討醫藥問題，加速

獲得研究成果。

•  再生醫學研究：(1) 研究神經幹細胞的分子生物性質，以及其在神經修補及神經相關疾病之

應用；(2)胎盤及成體幹細胞研究重點在探討其抗免疫性質，並應用於皮膚、骨髓及器官移植。

•  心臟及代謝醫學研究：(1) 心血管保護機制著重於尋找保護分子及其信息與機制；(2) 發炎的

致病機制研究著重於尋找發炎與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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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謝症候群及癌症相關疾病。

•  老化相關疾病研究：(1) 肌肉骨骼細胞發炎反應；(2) 骨骼老化細胞的變化及疾病分子機制。

細研所也建立跨領域幹細胞及代謝相關研究計畫，加強發炎、心血管代謝、周邊神經疾病

的基礎、傳統及臨床幹細胞及代謝體的研究。

研究架構

幹細胞研究

基礎研發

老化研究

心血管研究

發炎、癌症及

代謝研究

臨床應用

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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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及系統醫學研究所

癌症治療新里程—細胞護衛因子解密

人體內的纖維母細胞會釋放出抑止環氧化酵素 Cox-2（Cyclooxygenase-2）因子，環氧化

酵素 Cox-2 是製造前列腺素重要的酶，當它表達過高時會引起嚴重發炎，進而促進癌症生長

與轉移。而纖維母細胞所釋放這個抑制 Cox-2 因子是人體自身防衛機制，命名為「細胞護衛

因子（Cytoguardin）」。研究團隊利用代謝體分析儀器（LC-MS）偵測發現此小分子為色胺

酸（tryptophan）的衍生物，化學名為 5-methoxy-tryptophan（5-MTP）。在動物實驗發現將

Cytoguardin 打入後，能有效地抑制癌細胞成長將近 50%。這是科學界首次找到人體細胞護衛

因子的化學結構，而且證明它有消炎抗癌的功能。細胞護衛因子 5-MTP 是人類消炎抗癌的重

要內在保護因子，一旦細胞護衛因子 5-MTP 製造失調，便失去對癌及炎症的抵抗力。同時具

有消炎作用及減低敗血性休克的功能，是癌症治療醫學研究上的重大進展。

(A) 利用代謝質體方法發現 fibroblast 可製造保護因子 5-MTP；(B) 此保護因子 5-MTP 製造路徑在癌細胞

是有缺陷；(C) 動物實驗結果證明 5-MTP 可抑制癌細胞的生長及轉移。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9(33):13231–13236,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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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核膜上的 Sun1 蛋白質是 
造成細胞老化的關鍵因子

Lamin A 蛋白質是細胞核膜的主要成分之一，扮演細胞核骨架的功能，當 lamin A 基因突

變，細胞核會出現不正常的皺摺現象，造成早衰症。研究團隊利用免疫螢光染色觀察發現，在

lamin A 基因缺陷的病人細胞中 Sun1 蛋白質表現含量高；當 lamin A 基因缺陷，失去原有功能

時，Sun1 蛋白質的表現就會增加，推測 Sun1 蛋白質亦可能是造成早衰症的原因。早衰症病患

的皮膚纖維母細胞中常可觀察到細胞核膜皺摺現象，研究團隊發現在正常人皮膚纖維母細胞大

量表現Sun1蛋白質時，亦會造成與早衰症細胞相似的不正常細胞核皺摺產生。利用RNAi（RNA

干擾）降低 Sun1 蛋白質在早衰症細胞中的表現，發現細胞核膜的皺摺現象有減少的趨勢，且

同時減低早衰症細胞的衰老以及減少與 NURD 附合體有關之異染色質的損失。

研究團隊進一步與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蔣觀德院士和新加坡 Colin Stewart 博士合作，證實

在 lamin A 缺陷的早衰小鼠中，Sun1 的確會累積在細胞內，而剔除 Sun1 基因後，成功地延長

早衰實驗動物的壽命。這是繼 lamin A 之後，對老化在分子機制上的又一重大發現；不僅瞭解

Sun1 在老化過程所扮演的角色，更說明了在老化病理過程 lamin A 與 Sun1 交互作用的關係。

此在早衰症病人細胞與早衰小鼠的實驗都獲得證實的老化機制，提供一個對抗老化相關疾病治

療藥物的重要分子標的，對人類對抗衰老與早衰病人的治療更是一線重要的曙光。

Cell 149(3):565–577, 2012

轉殖基因鼠55天大的體型外觀，由左至右分

別是：Lmna+/-Sun1+/-、Lmna-/-Sun1-/-、Lmna-/-

Sun1+/-，其中體型較小的為Lmna-/-Sun1+/- 轉

殖基因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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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及系統醫學研究所

蜂膠萃取物可抑制攝護腺癌生長

應用全新的蛋白質體學 Micro-Western Array

（MWA）的技術，搭配 PCR array的基因研究，

在細胞實驗和小鼠動物實驗中發現蜂膠萃取物

caffeic acid phenethyl ester（CAPE）可有效抑

制攝護腺癌細胞的生長。研究顯示 MWA 非常

適合作為藥物機制研究的蛋白質體學工具，亦

發現 CAPE 可抑制 Akt 訊息傳遞。由於攝護腺

癌病患的腫瘤約七成有 PTEN 剔除（deletion）

或突變（mutation）的情形，而 PTEN 是 PI3K-

Akt 此訊息傳遞路徑中負回饋調控者（negative 

regulator）；因此大多數攝護腺癌病患的腫瘤都

有活化 Akt 訊息傳遞的問題，然目前並無任何

臨床藥物針對抑制 Akt 治療攝護腺癌。

細研所研究團隊發現小鼠實驗中，口服 10 

mg/kg CAPE 可以抑制攝護腺腫瘤 50% 的生長

速度，但是停止服用後腫瘤會恢復原本的生長

速度；合併流式細胞儀（flow cytometry）分析

資料顯示，CAPE 是透過造成細胞週期（G1）

中止來抑制腫瘤生長而非殺死癌細胞。先前實

驗室發表 CAPE 和現有的攝護腺化學治療藥物

合併使用，可以有加乘效果及降低化療藥物施

給的劑量，故 CAPE 未必適合作為單一治療方

式，但卻可能是有效輔助性的治療。目前 CAPE

的效果僅經細胞和小鼠實驗證實，尚需經過進

一步人體測試後才能確定在人體內是否有療效。

Cancer Prevention Research 5(5):788-797, 2012
PLoS ONE 7(2):e31286, 2012

蜂膠萃取物 caffeic acid phenethyl ester（CAPE）

的結構如圖所示，CAPE 可以抑制各種人類攝護腺癌細

胞的細胞生長和腫瘤生長。

CAPE 抗癌機制主要透過抑制 Akt 和 cMyc 下游訊息傳

遞，抑制細胞週期和細胞分裂，進而抑制攝護腺癌細

胞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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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幹細胞、生長因子及 
生醫材料應用於神經創傷之修復

研究團隊以生物可分解的材料為主體，製作成可修復周邊神經斷裂的神經導管，加入神

經幹細胞及第一型纖維母細胞生長因子（FGF1），不僅可加速神經細胞的增生，更可修復周

邊神經損傷。藉由體外培養與細胞實驗證實：綠螢光蛋白表達質體 F1B-GFP 可用來篩選神經

幹細胞（neural stem cells）。以此穩定表達綠螢光蛋白的神經幹細胞（NSCF1B-GFP+）結合

FGF1，經由動物損傷修復實驗模式證實有助於坐骨神經損傷修復。此研究特色為：(1) 可應用

於坐骨神經或腓神經受傷病人的神經修復；(2) 可用以篩選促進神經細胞分化的藥物。

第八屆國家新創獎

FGF1/神經幹細胞/神經導管之運用於神經損傷

一、第一型纖維母細胞生長因子(FGF1)可
促使軸突增生及用於神經幹細胞培養。

FGF1

Neuronal 
Induction

Sympathetic neuron-like cells

簡介：
神經導管(nerve conduit)是利用生物可降解性之生醫材料製成，作為支持神經生長的
支架。本研究團隊經由動物實驗模式證實利用神經導管結合神經幹細胞(neural stem 
cell, NSC)及第一型纖維母細胞生長因子(FGF1)將有助於大鼠坐骨神經損傷修復。

二、質體F1B-GFP可有效用於神經幹細胞

分離及神經元分化。

GFP positive

GFP negative

F1B-GFP

三、應用神經導管結合神經幹細胞及FGF1
於大鼠坐骨神經損傷修復模式。

Width/spacing/depth= 
20/20/3μm

Make poly(D,L)-lactide 
microgrooves on the silicon 
wafer first using lithography

Surface topography

depth
width

spacing

The lumen surface of nerve conduit (1.5 
mm ID, 12 mm long) is seeded with 
F1B-GFP mouse neural stem cells and 
cultured for 24 hours

Nerve conduit: for 
large-gap defect

SFI = - 38.3(PLF) + 109.5(TSF) + 13.3(ITF) - 8.8

1 week

4 weeks

Success 
Rate

Sciatic 
Functional 
Index (SFI)

Area of 
axons 
(μm2)

No. of 
myelinated 

axons

No. of 
Blood 

Vessels
Silicon tube 1/3 -77±9 N/A N/A N/A

Autograft 3/3 -79 ±7 10.3 ±2.5 1905 ±371 58 ±13
PLA Conduit 
with NSCs 4/4 -47 ±12 * 9.4±1.8 1856 ±315 48 ±11

PLA Conduit
w/o NSCs 3/4 -69 ±10 6.5 ±1.3 * 829 ±165 * 40 ±9

*:  p<0.05, deviated from other groups
N/A: Not available

FGF1誘導PC12細胞軸突增生(neurite outgrowth)

FGF1可以用於小鼠神經
幹細胞培養；此神經幹
細胞可以被誘導分化成
神經元細胞(neuron;
TuJ1 positive cell; scale 
bar 100um)

F1BGFP(+)細胞有較好的神經球(neurosphere)形成
能力

F1BGFP(+)細胞有較好的神經元細胞(neuron)分化
能力

CD133-positive/F1BGFP-negative CD133-negative/F1BGFP-positive

神經導管表面及神經幹細胞/神經導管使用示意圖

神經幹細胞/神經導管移植及大鼠運動步跡實驗

四、未來細胞治療可能模式

PLA-Chitosan-Nanogold/Porosity--GpCn
Growth Factors/FGF1--F
Neural Stem Cells--NSC

應用神經導管結合神經幹細胞及特定生長因子將更
有益於週邊神經損傷修復。
GpCnF+NSC>GpCnF>G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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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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國際合作並提昇台灣群體健康科學研究的國際地位；協助達成全民健康的最終目標。研究

面向涵蓋臨床試驗、流行病學、統計遺傳學、系統生物學、生物資訊科學、健康經濟學、健康

管理科學與衛生策略與政策規劃、老年醫學與照護、健康教育推廣與轉譯、營養醫學研究等。

群健所推動跨單位合作的整合型計畫「台灣中老年人健康因子及健康老化長期計畫」

（HALST）、與本院環境衛生與職業醫學研究組合作之「建立 DEHP 等塑化劑暴露之評估工

具」、與本院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及分子與基因醫學研究所合作規劃大型研究計畫「台灣重要

及新興感染疾病之發現、預防及治療之新策略」、與國民健康局合作之「健康促進政策轉譯計

畫」，及與衛生署醫事處合作之「藥事及營養人力發展評估計畫」皆持續進行中，並於 2012

年規劃整合型計畫「實證衛生政策轉譯研發計畫」。

研究架構

整合型計畫 台灣中老年健康因子及健康老化長期研究計畫

生物統計與

生物資訊研究

醫療保健研究

衛生政策轉譯

臨床試驗統計

老年醫學

與照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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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防醫學研究
醫療照護研究
營養醫學研究
宏觀政策研究

健康促進政策轉譯研究計畫
實證衛生政策轉譯研發計畫

社區及流行病學研究
老年醫學臨床介入研究
新型老化生物指標研究

群

體

健

康

科

學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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銜接性試驗與多國多中心之臨床試驗設計與分析

近年來，全球化合作已成生技藥品發展之最新策略。經由國際醫藥法規協合會 E5 準則

（ICH E5）所定義的銜接性試驗與多國多中心之臨床試驗，均可協助全球性新藥之研發。根據

ICH E5 的定義，當某種新藥已經在某一地區證實其有效性、安全性且上市之後，此種新藥如

要在另一地區註冊上市，而在當地所執行新藥臨床試驗便稱為銜接性試驗。而多區域臨床試驗

則於世界各地同步進行藥物研發試驗，最後希望能同步申請許可，以及同步通過上市，此種設

計可以加速藥物發展與縮短上市許可。

針對銜接性臨床試驗與多區域臨床試驗之設計與分析，群健所出版「銜接性臨床試驗設計

與分析（Design and Analysis of Bridging Studies）」新書。本書針對銜接性試驗與多區域臨床

試驗之文獻與研究提出彙總摘要，內容涵蓋法規要求、科學與實務考量要點，以及對於銜接性

試驗與多區域臨床試驗之相關設計與評估的統計方法等。另外，於多區域臨床試驗，若單一區

域之藥物效能性為全部區域藥物效能性之 50% 以上，便可藉以評斷單一區域試驗之結果與全

部區域之藥物效能性相似。然而，如果所有區域均要求相似的標準，則臨床試驗所需之樣本數

可能比傳統非多區域臨床試驗所需之樣本數，增加 2 至 11 倍。因此針對各區域藥物效能性之

評估，便得小心使用評估方法。

Pharmaceutical Statistics 11(4):295–299, 2012
Design and Analysis of Bridging Studies, Chapman & Hall/CRC, Taylor & Francis, New York,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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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 29(1):133–144, 2012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9(39):15841–15846, 2012
Journal of Bacteriology 193(7):1710–1717, 2011
Bioinformatics 28(13):1752–1758, 2012

GEMSiRV 包括代謝網路模擬、建置

及視覺化呈現 3種主要功能模組。

哺乳類基因調控機制及細菌代謝網路建置與應用

群健所生物資訊研究，著重於哺乳類基因調控機制以及細菌代謝網路建置與應用，前者對

於瞭解人類基因調控與疾病的關聯有重要的意義，而後者則能增進我們對重要傳染性細菌代謝

能力與生物特性的瞭解。

對哺乳動物基因的研究發現，因為核苷酸甲基化可以調控基因活性，這個調節機制在哺乳

類基因體的演化過程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研究團隊發現，為避免基因發生複製現象時，基因

產物量急速上升造成突變個體的疾病，核苷酸甲基化會發生在重複基因上，從而抑制其表現

量，以恢復突變發生以前的平衡，避免過量基因產物的不良作用；然而，核苷酸甲基化亦有潛

在的不利影響，其中之一就是增加突變速率，而使基因的功能遭受破壞或是改變。團隊發現，

基因前段的突變速率與甲基化程度成正相關，但是基因中段則成負相關。因此，甲基化對於基

因表現或是蛋白質在細胞內分布狀況（多由基因前段控制）的改變可能有較大的影響，而對於

基因的基本功能變化（與中段關聯較大）影響較小。

在細菌研究方面，研究團隊建置第一個由台灣團隊主導的細菌代謝網路：經由實驗驗證的

克雷伯氏肺炎桿菌的代謝網路，並發展出建置代謝網路的生物資訊工具 GEMSiRV，是一個便

利的軟體系統，可進行全基因組的代謝模式模擬、代謝網路建置以及視覺化呈現的工具，為系

統生物學的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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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Genetics 44(12):1330–1335, 2012
Human Genetics 131(7):1197–1203, 2012
Cancer Causes Control 24(3):567–576, 2013
Lung Cancer 72(3):280–286, 2011

肺癌遺傳流行病學研究：基因與環境因子

肺癌是國內癌症死亡率最高者，發現時常已是晚期，晚期肺癌 5 年存活率不到 15%，若能

及早發現，早期肺癌之存活率可大大提高，因此若能提出早期偵測的生物標記，或風險預測模

型是公共衛生重要的工作，本國的肺癌型態肺腺癌常發生在不吸菸的女性，有肺癌家族史的罹

病風險也較高。

群健所與 6 家醫學中心組成研究團隊（GELAC），已由候選基因研究及全基因組關聯性

分析，得知數個基因與不吸菸肺癌之關聯性，以其為基礎，在此整合研發肺腺癌之預測及早期

診斷方法，研究團隊利用已收集到的多項資料（如家族史、生活形態等），建構適當的模型，

並藉由 eQTL 的篩選，可找到較滿意的預測位點。重要發現：

1. 除了之前團隊找到的 TERT 位點在不吸菸女性肺腺癌有極高的關聯性 odds ratio 1.8, p-value 

= 2.60 × 10-20，並持續與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NCI）合作，確認 TP63 的位點也與不吸菸女

性肺腺癌有強相關性（p = 7.3 × 10-12），有助於建立預測模式。與 NCI 合作更進一步找到在

10q25.2（P = 3.54 × 10-18）、6q22.2（P = 4.14 × 10-10）and 6p21.32（P = 9.51 × 10-9）上的 3

個位點，都達到全基因組的顯著意義。

2. 除了基因，環境因子也很重要，研究團隊針對不吸菸的肺癌患者利用配對病例 – 對照研究，

瞭解其危險因子，在女性方面，重要的危險因子包括二手菸、肺結核病史、肺癌家族史等。

最終要達到的目標是建立高

效能之肺癌風險預測模型以及肺

癌治療預後預測模型，以上數項

結果均有重要發現，研究團隊將

利用這些訊息建立高效能模型，

以對尋找肺癌高危險族群以及建

立治療肺癌較有效益的個人化處

置提出貢獻。

亞洲不吸菸女性肺癌與基因之關聯性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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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xth Annual Meeting on Preventive Medicine and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2011, Taipei, Taiwan
Public Health Nutrition 14(9):1601–1609, 2011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21(4)471–475, 2012 / 20(2):292–300, 2011

由青少年危險因子、病程發展、 
BMI 肥胖定義之省思，到肥胖防治策略

群健所肥胖研究團隊長期追蹤國人肥胖盛行率，台灣營養健康調查 1993-1996 年及 2005-

2008 年資料顯示，12 年來各年齡層民眾的肥胖盛行率均大幅增加，45 歲以上國人之過重 / 肥

胖的盛行率約 50%~60%，原住民（山地）地區之肥胖盛行率仍高居台灣各地區及族群之首位。

兒童及青少年行為之長期發展研究（CABLE）資料分析發現，7-18 歲男、女學生有不同的身

體質量指數（BMI）發展軌跡類型，14 歲為男、女學生由正常 / 過重體重組分別轉變為過重 /

正常體重組的關鍵時間，值得注意的是，高達 24% 女學生為持續低體重者。而父母過重與父

親的教育程度對男、女學生的 BMI 發展軌跡有顯著的影響。另外，學校周圍的飲食環境也是

影響學童 BMI 的關鍵所在，群健所 GIS 研究結果顯示學校周圍 500 公尺半徑內高密度的速食

店會增加男學童的 BMI 平均與腹部肥胖風險，並影響女學童的身高。雖然 BMI 為公共衛生與

臨床醫學上良好的肥胖判定依據。然而根據團隊的文獻回顧顯示 BMI 的使用仍有一些謬誤。

為了訂定最適的 BMI 範圍，研究團隊利用前瞻性世代研究發現雖然 BMI 與死亡率呈現 U

型關係，但是醫療花費在 BMI 18.5 以上，隨著 BMI 的升高而逐步增加，當去除了基線時的抽

菸及癌症個案後，這個趨勢更為清楚，因此，本研究駁斥「略胖可以減低死亡率」的論點，支

持世界各國衛生部對一般民眾的

建議，即 BMI 應維持在最適範圍

內（18.5-24）的較低端。此外研

究團隊亦觀察到，若使用瘦體質

量作為健康指標，瘦質越少，死

亡風險愈高，也沒有 U 型關係。

目前受國健局委託與國內各學術

機構 70 位專家團隊，建立台灣肥

胖防治白皮書，作為國家對抗肥

胖問題之藍圖。

身體質量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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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糖尿病的現況、病程發展、危險因子、照護與處置

群健所糖尿病團隊長期追蹤國人糖尿病趨勢，國人女性的第二型糖尿病盛行率近十年來穩

定持平，但男性則大幅上升。高齡、低教育程度、貧窮、攝食膳食纖維及鎂偏低、腹部肥胖、

身體質量指數過高、高血壓、高三酸甘油酯、空腹

血糖異常、CDH13 基因多型性等危險因子皆與罹

患糖尿病有關。進一步的研究顯示，第二型糖尿病

患者發生併發症之風險及其預期壽命與糖尿病發病

年齡及相關危險因子的控制有顯著相關。此外，血

中鐵蛋白濃度偏高、胰島素抗性增加、高血壓、高

血糖、吸菸與嚼食檳榔均會提升糖尿病腎病變的發

生風險。除了腎病變與其他血管疾病，團隊的研究

結果亦顯示糖尿病患者罹患失智症的風險較高，並

發現合併使用 metformin 和 sulfonylureas 兩種降血

糖藥物的患者可以降低發生失智症的風險，且使用

metformin 之患者其癌症發生率亦較低。

健康經濟分析顯示，較年輕（< 55 歲）即罹患

糖尿病者，其預期壽命會大幅降低。第二型糖尿病

的發展也與生活型態息息相關，養成良好的自我照

護行為對血糖的控制極為重要，包括定期服藥、體

重控制、減少吸菸與飲酒、規律運動、飲食控制與

規律的作息等。雖然 2005 年國民健康訪問調查研究

指出國人第二型糖尿病病患執行自我照護行為的比

例較 2001 年增加，但是患者普遍只採用其中一種照

護行為來控制血糖；此外，研究團隊提供實證資料

亦證明，經由糖尿病品質改善計畫中衛教師與營養

師衛教的介入，能夠有效改善第二型糖尿病病患的

血糖控制情形，對於糖尿病病患的照護品質有顯著

提升。

在校正年齡、性別、共病症、居住地後，低收入

的第二型糖尿病病患，在經住院確診為糖尿病的

勝算比（1A）方面，顯著較一般民眾高；而糖尿

病診斷後一年內有持續進行糖尿病門診追蹤的勝

算比（1B）卻比一般民眾低，顯示低社經地位的

糖尿病患者之醫療照護品質可能較差。

第二型糖尿病病患，在校正基本人口學變項（年

齡、性別、教育程度、吸菸狀態及罹病時間）與

基礎生理值（腰圍、BMI、三酸甘油脂、ACR、高

密度脂蛋白、糖化血色素及平均動脈壓）後，胰

島素阻抗（HOMA-IR）愈高者，發生微量白蛋白

尿之危害比也愈高。

Diabetologia 55(12):3163–3172, 2012
Diabetes 60(9):2417–2423, 2011
Annals of Nutrition and Metabolism 61:32–40, 2012
Diabetic Medicine 27:295–302, 2010
Journal of the Formosan Medical Association 111(11):651–659, 2012 
Diabetes Care 35:2286–2292, 2012 / 34:982–987, 2011 / 33:233–239, 2010
Diabetes Research and Clinical Practice 92(1):128–136, 2011 / 90:358–364, 2010
The Sixth Annual Meeting on Preventive Medicine and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2011, Taipei, Taiwan

Nephrology 16:751–757,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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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少症之研究

隨著年齡增加，骨質疏鬆、肌肉量減少與肌力減

弱是老年人發生行動力變慢、跌倒與衰弱的危險因子

之一。肌少症的診斷、與骨質疏鬆的交互作用，成為

老年醫學的重要議題。

2007-2008 年於台大醫院針對 69 位老人（年齡

65-90 歲）進行體位檢測、生物電阻分析及核磁共振

檢測。以核磁共振檢測之大腿體積，與身高、體重、 

腰圍、大腿圍、腳膝肌力、生物電阻分析之除脂量、

肌肉量呈正相關；與年齡、起立行走試驗、行走時間

成負相關。利用體位測量估算出之大腿體積（4226.3 

– 42.5 × age (year) – 955.7 × gender + 45.9 × body weight 

(kg) + 60.0 × thigh circumference (cm)）與核磁共振檢

測結果顯著相關（R2 = 0.745）。

另一研究 2007-2009 年於台北地區招募 600 位 40

歲以上的受試者，進行身高、體重、腰圍、腰椎與股

骨頸的骨質密度測量，並以電生理測量肌肉質量和問

卷調查生活習慣與過去疾病史。結果顯示肌少症的族

群，其腰椎的骨質密度（T-score）和肌肉質量比正常

族群少。利用多元迴歸分析，肌少症仍是一個骨質密

度異常的顯著危險因子（腰椎 OR = 1.72，股骨頸 OR 

= 1.59, P < 0.05）。在女性族群中，相關性較顯著。

綜合以上研究成果，利用體位測量模型估算大腿

肌肉量較核磁共振檢測易普遍執行。處置骨質疏鬆

時，應同時考量肌少症的存在。以老年預防醫學角度，

早期診斷肌少症與介入是當務之急。

(A) 腰椎骨質密度在肌少症與非肌少症

族群之間比較；(B) 股骨頸骨密度在肌

少症與非肌少症族群之間比較。

核磁共振檢測雙側大腿肌肉截面積

（藍色區塊）。

69 位老人體位測量模型與 MRI 檢測大

腿肌肉體積結果相關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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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生物技術與藥物研究組於 1998 年 1 月成立，2010 年 8 月改制為「生技與藥物研究所」（以

下簡稱「生技藥研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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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技藥研所著重包括癌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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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來所建立之整合性新藥研究設施、技術與團隊包括分子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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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國內鮮少且具有完整新藥上游至中游研究技術平台的研究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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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也積極將所開發的重要研究成

果，推向產學合作以及技術移轉，以落實研發成果產業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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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架構

疾病及藥療分子標的探索

疾病分子標靶確效

藥物體外活性篩選

作用機制研究

循理性藥物設計

與化學合成

分子結構模擬設計

動物藥理與藥效

藥物動力學研究

藥物代謝研究

先導化合物

預配方研究與早期

臨床前評估

活性化合物

先導化合物專利布局

IND / 臨床試驗

委託服務研究

產學合作 /技術移轉

候選發展藥物
臨床前毒性試驗

安全藥理

製劑製程發展 /GMP 生產

生
技
與
藥
物
研
究
所
整
合
性
新
藥
研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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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PR104 及 DBPR204 － 
以抗血管增生為機制之抗癌新穎候選發展藥物

研發癌症治療藥物是本院新藥研發之重點項目，DBPR104 為生

技藥研所第一個抗癌候選藥物。DBPR104 在體外多種腫瘤細胞株

實驗顯示出高抗癌細胞活性（IC50 = 1–10 nM），能有效抑制癌細胞

分裂，並克服一般抗癌藥物化療後所產生的抗藥性。在子宮頸癌和

胃癌等老鼠動物模型可將其腫瘤縮小 84%。不但制止癌細胞分裂，

亦可抑制癌組織血管增生，阻斷氧份供給。DBPR104 在藥物動力

學的測試中具有長的半生期和低的除清率，經靜脈注射投藥後血中

藥物濃度高，在老鼠動物實驗中與 cisplatin 共用，效果比同類藥物

combretastatin A-4P 好。2010 年研究團隊以「芳香羰吲哚化合物」專

利榮獲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頒發之「99 年國家發明創作獎」。

而 DBPR204 屬微管蛋白聚合抑制劑，其對人類胃癌、乳癌、肝

癌、直腸癌、子宮頸癌及具 multidrug resistance 抗藥性的細胞株，具

有非常強的細胞毒性效應，且在 10 nM 濃度下有明顯抑制細胞分裂

過程於 G2/M 階段的效果。另外，DBPR204 經口服投與後可延長白

血病小鼠的存活時間，在人類直腸癌、胃癌、子宮頸癌及鼻咽癌等

轉殖於裸鼠之動物試驗中，具有明顯抑制腫瘤生長之效果。

從實驗室中研發新藥需經毒理試驗瞭解其安全性後，才能進入人體臨床試驗。自 2005 年

起，生技藥研所進一步將 DBPR104 及 DBPR204 推動至臨床前發展，經自行研究或委託研究

機構試驗，完成劑型開發及安定性試驗、化合物之放大試製、基因毒性試驗、藥物代謝試驗、

GLP 狗與大 / 小鼠之毒性動力學以及毒理試驗等臨床前安全性評估，結果顯示具臨床試驗發展

潛力。

2008 年 8 月將 DBPR104 及 DBPR204 技術移轉給杏輝醫藥集團，杏輝成立杏國生技公

司進行後續發展。其中 DBPR104（命名為 SCB01A）已於 2010 年先後獲得美國食品藥物管

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和台灣食品藥物管理局（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FDA）同意臨床試驗中新藥（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IND）申請，並分別於

2011 年及 2012 年開始在成大醫院及台大醫院執行第一期臨床試驗。新藥研發是一項長程投資

與接力開發工作，DBPR104為國內第一個從發現、研究、臨床前毒理、原料藥生產、製劑生產，

直到申請試驗中新藥等，完全由國人自行發展之藥物，也是第一個國內經由產官學研合作接力

開發，通過美國 FDA 及台灣 TFDA 核准之 IND 新穎小分子藥物。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52(15):4941–4945, 2009 / 46(9):1706–1715, 2003
Cancer Research 64:4621–4628, 2004
Anticancer Research 31(10):3407–3415, 2011 / 30(7):2813–2822, 2010
Cancer Sci 102(1):182–191, 2011
PLoS ONE 7(8):e43314, 2012 / 7(4):e36006, 2012

DBPR104 與 DBPR204 抑 制

人類血管內皮細胞活性。

DBPR104 立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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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organic & Medicinal Chemistry Letters 20(12):3596–3600, 2010 / 19(7):1908–1912, 2009 / 17(6):2388–2399, 2009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49(1):373–380, 2006

DBPR108 －以 DPP4 蛋白酶為分子標靶之 
抗糖尿病新穎候選發展藥物

糖尿病對於人類健康之威脅日益嚴重，已名列全球死亡原因的第 4 位（在台灣亦位居十大

死因的第 4 位）。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資料統計，估計到 2030 年時，將有 3.6 億人飽受糖尿病的

威脅。台灣較多的第二型糖尿病主要是由於胰島素抵抗或是胰島素分泌異常所導致的。DPP4

抑制劑則藉由抑制 DPP4 活性，增加 GLP-1 在血液中的濃度，達到控制第二型糖尿病病人血糖

的目的，且不易發生低血糖的危險。Sitagliptin（Januvia®）為第一個 DPP4 抑制劑，美國 FDA

於 2006 年核准上市，Vildagliptin（Galvus®）則於 2007 年於歐盟上市。Sitagliptin 臨床上的不

良反應非常輕微，僅有類似感冒的症狀，與其他糖尿病用藥相比副作用較小，以目前的糖尿病

藥物市場來看，此類藥物的發展潛力大。

生技藥研所透過循理性研究及化學修飾，成功發展出具專利性候選藥物 DBPR108。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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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少的蛋白質結合率與相當好的蛋白酶選

擇性（DPP2, DPP8, DPP9 IC50 ＞ 100 µM），潛在的副作

用低，在動物體內具有良好的藥物動力學，口服降血糖

效果也與兩藥物相當或更好，臨床前動物試驗（猴子、

大鼠與狗）顯示 DBPR108 安全性高。該系列化合物自

2008 年起已陸續獲得國內外 7 項專利。

本院結合以健亞生技公司為首等 6 家國內製藥公司

組成產業聯盟，共同執行 3 年期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

展基金之「促成生技成功投資案例」計畫。此計畫已完

成 IND 申請所需之臨床前試驗與安全性評估、原料藥與

臨床用藥生產，而規劃進行之人體一期臨床試驗於 2012

年 1 月獲得台灣與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之核准通過後，

已於同年 7 月展開，評估健康受試者口服 DBPR108 單一

劑量的安全性及耐受性。此計畫之執行不僅建立小分子

新藥從上游探索階段推進至臨床前與臨床試驗階段的模

式，並且累積台灣醫學中心執行糖尿病藥物之臨床一期

試驗之經驗，為第一個行政院「促成生技成功投資案例」

的具體成功案例。

DBPR108 結晶圖。

DBPR108 於大鼠動物模型（劑量 3毫克 /

公斤）抑制 DPP4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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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microbial Agents and Chemotherapy 57(2):723–733, 2013 / 56(1):44–53, 2012

DBPR110 － 
抗 C 型肝炎病毒之新穎小分子 NS5A 抑制劑

C 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 HCV）的感染是世界性健康問題，現在臨床上沒有預防

性疫苗，亦缺乏較有效的治療藥物。目前標準療法是合併甲型干擾素及雷巴威林（ribavirin）

之雞尾酒療法，但是治癒率偏低而且經常伴隨嚴重的副作用，因此非常需要研發新型而有效的

治療藥物以對抗 C 型肝炎病毒的感染，並且在未來可以口服方式使用於合併療法。

美國 FDA 於 2011 年 5 月通過 2 個治療 C 型肝炎新藥的上市申請，分別是由默克藥

廠（Merck） 研 發 的 boceprevir（Victrelis®）， 以 及 Vertex Pharmaceuticals 研 發 的 telaprevir

（Incivek®），都屬於 C 型肝炎病毒 NS3 蛋白酶新型抑制劑。在臨床實驗中，boceprevir 或

telaprevir 合併干擾素及雷巴威林後，可以有效提高第 1 型 C 型肝炎病人的治癒率達到 75% 以

上，此結果促使 FDA 通過以 boceprevir 或 telaprevir 合併干擾素及雷巴威林作為慢性 C 型肝炎

的治療。未來或許會出現取代干擾素及雷巴威林合併療法的新一代治療方式，例如必治妥藥廠

（Bristol-Myers-Squibb, BMS）正在開發的 BMS-790052（NS5A 抑制劑）在臨床二期試驗中，

於 11 名對干擾素及 ribavirin 合併療法無反應的病人中，有 4 個病人合併 BMS-790052 及另一

蛋白酶抑制劑治療後可以完全清除 C 型肝炎病毒，顯示干擾素及雷巴威林合併療法在治療 C

型肝炎上並不是不可取代，對於罹患 C 型肝炎病患將是一大福音。

DBPR110 是由生技藥研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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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and 2a replicon）具有很強的抑

制活性以及低毒性（CC50 > 50 µM），其病毒抑制活性比 BMS-790052（1b EC50 = 9 pM）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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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有機會發展成每日一

次口服的投藥方式，增加使用的便利性。DBPR110 極具發展潛力成為抗 C 型肝炎藥物，生技

藥研所已於 2010 年底開始就此項研發成果規劃臨床前發展工作，現已完成部分 GLP 臨床前試

驗，同時也徵求廠商合作，期由廠商承接並進行後續的臨床試驗發展工作。

C型肝炎病毒經由病毒本身或是宿主的蛋白酶（protease）切割成3個結構蛋白（Core (C)、 

E1、 E2）以及 7個非結構蛋白（NS1、NS2、NS3、NS4A、NS4B、NS5A 及 NS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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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MedChem 5(9):1439–1443, 2010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52(14):4496–4510, 2009 / 51(17):5397–5412, 2008

DBPR211 －以周邊 CB1 受體為分子標靶之 
抗第二型糖尿病新穎候選發展藥物

第二型糖尿病已成為世界流行病，而其病患數預期還會顯著增加，因為肥胖不分族群、年

齡的盛行。第二型糖尿病除了造成死亡外，還會引發許多併發症，如心血管疾病和神經病變相

關疾病，加重了社會的經濟負擔。因此開發第二型糖尿病的新藥物仍是迫切需要。第一型大麻

素受體（cannabinoid receptor 1, CB1 受體）除了其眾所周知控制食慾的影響外，它也存在於一

些代謝組織中，負責調節脂肪生成和葡萄糖衡定。近來利用小鼠模型或周邊 CB1 受體拮抗劑

所進行的研究中，都突顯抑制周邊 CB1 受體是一種相當具潛力治療糖尿病的策略，且不會引

發抑制中樞 CB1 受體所造成的精神副作用。

生技藥研所合成超過 1,200 個小分子化合物，於 2011 年成功篩選出以周邊 CB1 受體為藥

物標靶的候選藥物 DBPR211。DBPR211 為一血中濃度遠大於腦的 CB1 拮抗劑，且不會抑制腦

中 CB1 活化後之生理反應。在高油脂引發的肥胖小鼠模型中，長期給予 DBPR211 除可改善胰

島素阻抗性外，亦具減重效果。更重要的是，長期給藥並未造成藥物累積於腦中，且所偵測得

的腦中濃度皆近於檢測極限值。進一步在 db/db 糖尿病鼠的實驗中，DBPR211 亦展現改善胰島

素阻抗性的藥效。綜合上述，DBPR211 為一進腦量極低、能改善胰島素阻抗性及減重的周邊

CB1 拮抗劑，深具發展為抗糖尿病藥物之潛能。此候選藥物於 2011 年申請專利，也已規劃臨

床前試驗工作，將適時徵求合作廠商進行後續開發。

候選藥物 DBPR211 的研發優勢，具發展為抗糖尿病藥物之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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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cancer Research 32(1):147–151, 2012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53(13):4980–4988, 2010 / 53(20):7316–7326, 2010
Analytical Biochemistry 377(1):89–94, 2008

DBPR112 －以 EGFR 為分子標靶之 
抗肺腺癌新穎候選發展藥物

肺癌是大多數已開發國家的主要健康問題之一，其中有

85% 的患者是屬於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晚期非小細胞肺癌無法以手術切除，而是採取放

射線治療與化學治療，一旦發生轉移則預後不佳。科學家於

1993 年首次發現在非小細胞肺癌腫瘤中的表皮生長因子接受

器（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約有 40-80% 的過

度表現量，因此上皮生長因子受器訊號傳導途徑已成為發展非

小細胞肺癌重要標靶治療方向。因標靶藥物只針對具有特定表

現的標的作用，提高了作用分子對於癌細胞以及正常細胞的選

擇性，也降低了傳統化學療法所引發的嚴重副作用。Gefitinib
（Iressa®）與 erlotinib（Tarceva®）為第一代上皮生長因子受

器酪氨酸激酶抑制劑（EGFR tyrosine kinases inhibitors, EGFR-
TKIs），分別於 2003 年和 2004 年由美國 FDA 正式核准上市，

用於治療非小細胞肺癌，然該第一代 EGFR TKI 於臨床使用

10-14 個月內具有發生抗藥性的缺點，因此研發新一代 EGFR-
TKI 具有發展潛力。

生技藥研所以 EGFR 為分子標靶，經高速藥物篩選平台，

從 3 萬個化學分子庫中得到先導化合物，再進一步透過大規模

化學修飾與相關之藥理研究，得到一系列化合物能有效抑制過

度表現 EGFR 之癌細胞生長，其更可進一步抑制對 gefitinib 或

erlotinib 治療產生抗藥性之癌細胞（EGFRL858R/T790M 雙點突

變）。目前針對該系列化合物已完成台灣、美國與全球專利布

局，並挑選其中最具潛力之化合物 DBPR112 完成動物試驗評

估，其相較於目前在臨床三期試驗中的試驗藥物 BIBW-2992，
具有較高的口服吸收率，在小鼠動物實驗中則與 BIBW-2992 之

抗癌效果相當。但評估給藥後小鼠之體重變化，DBPR112 引起

之體重變化遠較 BIBW-2992 輕微，顯示 DBPR112 有較大潛力

之治療指數（therapeutic index），極適合發展為新一代 EGFR-
TKI 新藥。生技藥研所已開始規劃臨床前發展工作，並將適時

徵求合作廠商進行合作開發。

DBPR112 對於野生型 EGFR 以及

對於 gefitinib 具有抗藥性之

L858R/T790M 雙單點突變之 EGFR

的 in vitro 抑制活性測試。

DBPR112 於人類肺癌細胞轉殖老

鼠動物試驗可抑制腫瘤生長。

運用電腦模擬計算，探討抑制劑

與激 之間的作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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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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997年7月成立，2011年5月改制為「分子與基因醫學研究所（以

下簡稱分子基因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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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基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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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

的研究目標為：(1) 研究國人常見癌症的致癌及癌細胞轉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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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基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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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研究重點在探討及找尋肝癌、肺癌、乳癌、

口腔癌、卵巢癌、攝護腺癌及直腸癌的致病機制包括癌轉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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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抗登革熱病毒的基因轉殖蚊研

發對此疾病的控制、先天性免疫反應與老年失智症的關聯性研究，以及遺傳疾病的研究，也都

是下一期努力的目標。同時分子基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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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架構
疾病臨床檢體和

細胞及動物模式

疾病相關基因蛋白

與治療標的

臨床應用

新技術平台的 

建立與應用

染色體 /基因體

微陣列分析

基因與蛋白信息

傳導功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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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d2 蛋白在老化過程中持續表現， 
可以讓哺乳動物延年益壽、減緩老化

Cisd2 在演化上被高度保留，從低等（如果蠅）到高等（如人類）的生物都有這個基因；

並且 Cisd2 蛋白主要座落於粒線體外膜。與陽明大學研究團隊合作，2009 年首次證明 Cisd2 蛋

白主要和細胞能量代謝及粒線體的功能有關，並進而影響哺乳類壽命控制。在正常哺乳動物

（例如小鼠）老化過程中，Cisd2基因表現量會隨著年齡增加而下降，因此，利用基因轉殖技術，

讓小鼠從青少年、中年到老年都能維持體內一定量的 Cisd2 蛋白表現。結果發現，年老的基因

轉殖鼠明顯地減緩老化，全身各系統就像年輕的小鼠一樣。Cisd2 基因轉殖小鼠在沒有任何明

顯副作用下，可延長平均壽命。Cisd2 蛋白也具有減緩皮膚、肌肉及神經老化相關症狀的能力；

此外，Cisd2 蛋白更具有保護粒線體避免老化相關損壞及功能損失之作用。而受到老化影響的

全身性能量：新陳代謝及活動力，在年老的 Cisd2 基因轉殖鼠中也都顯著改善。研究結果顯示

Cisd2 在壽命控制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而這些動物實驗結果也為探討 Cisd2 與人類長壽的

相關性，提供了有力的研究基礎。此研究首次提供動物實驗證據，證實 Cisd2 基因的表現高低

直接影響哺乳動物壽命的長短。

Genes & Development 23:1183–1194, 2009
Human Molecular Genetics 21(18):3956–3968,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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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286:10177–10184, 2011

非典型雙特異性去磷酸酶涉入 
上皮細胞生長因子受體之逆向調控

研究團隊探索去磷酸酶如何調節蛋白質酪氨酸激酶之生化及生物功能。研究發現非典型雙

特異性去磷酸酶（Vaccinia H1-related phosphatase, VHR）涉入上皮細胞生長因子受體（EGFR）

之逆向調控。

磷酸化是細胞中最重要的蛋白質修飾機制之一。蛋白質磷酸化的程度由激酶與去磷酸酶的

平衡作用來決定。蛋白質酪氨酸激酶在多細胞生物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例如，EGFR 具有酪

氨酸激酶活性，並牽涉許多重要之細胞功能，如細胞繁殖、分化、移動和存活。在許多不同的

惡性腫瘤均有出現異常的 EGFR 訊息傳導。研究發現 VHR 去除 EGFR 諸多位點之酪氨酸磷酸

化，尤其特別抑制EGFR在酪氨酸 992之磷酸化，並抑制其媒介之下游訊息傳導與細胞之生長。

相反的，抑制 VHR 表現則增進 EGFR 的磷酸化與訊息傳導，並促進細胞的生長。與此結果相

吻合的是肺癌組織中 VHR 之表現量也比鄰近之正常肺部組織明顯降低。研究成果顯示，去磷

酸酶之表現或活性下降也會導致酪氨酸激酶過度活化，將提供去磷酸酶如何調節酪氨酸激酶訊

息傳導與細胞癌化機制之重要資訊。

肺癌組織中 VHR 之表現量比鄰近之正常肺部組織有明顯下降。圖左統計結果顯示 VHR 之 mRNA 表現量在肺癌組織

中明顯地較成對之鄰近正常肺部組織為低。圖右（A1）以免疫組織染色法顯示VHR蛋白質表現量在肺癌組織（A2）

中較鄰近之正常肺組織（A3）為低。組織染色陽性顯示為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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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代謝小分子產物 O-acetyl-ADP-ribose 
之染色質親和性沉澱及其應用 

在細胞中除了蛋白質之外，還有許多 RNA 以及各式小分子，都扮演著重要的調節角色之

生理功能：如參與基因表現的調控、訊息傳遞鏈的返饋或二次訊號傳遞以及染色質結構的改變

等。O-acetyl-ADP-ribose（AAR）是 Sir2 蛋白在進行去乙醯化作用時的一種中間代謝小分子產

物，然而，到底什麼是 AAR 最重要的生物功能及其分子機制，仍待未來更多更詳盡的研究。 

研究團隊發展出一套染色質親和性沉澱（Chromatin Affinity-Precipitatio, ChAP）的方法，

此方法可以偵測到各式小分子和與其結

合的蛋白質，是否存在與染色質片段有

特異性的交互關係。就 Sir2 蛋白質而言，

不同的小分子之間，具有其親和力特異

性的差異，顯示染色質親和性沉澱方法

的可行性。利用染色質親和性沉澱的方

法，研究團隊證明 AAR 可以與特定異染

色質片段有結合作用；此外，也應用在

微陣列晶片，對 AAR 做全基因組之系統

性分析，找出AAR可能參與的結合位置。

無論是特定異染色質片段（telomeres）或

是整條染色體，AAR 的結合位置都表現

出幾乎與 Sir2 的結合位置十分類同的模

樣。除了特定異染色質片段之外，研究

團隊也找出了 312 個可能的 AAR 染色質

結合位置。綜合來說，AAR 這個中間代

謝小分子產物，可以結合在異染色質的

位置，同時提供了其參與在異染色質形

成過程的可能性。

顯示 Sir2 蛋白、AAR 和 AMP 在整個第 1條染色體上結合的概況。

顯示不同的小分子（NAD、ADPR、NAM、AAR、ATP、ADP 和

AMP）在應用親和性沉澱方法時，具有其各別親和力特異性

的差異。

顯示 Sir2 蛋白、AAR 和 AMP 在全部 16 條染色體的端粒

（telomere）區域的結合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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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 Host & Microbe 11:410–417, 2012

感染引起的腸道氧化壓力使果蠅器官之間 
產生免疫溝通

局部的微生物感染可能會引起遠端另一個器官的免疫反應，此器官間的免疫溝通有助於維

持免疫系統的平衡。然而，控制器官之間免疫溝通的分子機制仍然知之甚少。前人的研究已發

現，果蠅的幼蟲食入腸道菌 Ecc15（Erwinia carotovora subsp.）會引發脂肪體（一種功能上等

同於哺乳動物的肝臟器官），產生系統性抗菌胜肽的免疫反應。分子基因所研究團隊發現腸道

活性氧化自由基（ROS）壓力，會引起果蠅脂肪體內的抗菌胜肽反應。進一步分析，發現 ROS

壓力會引起腸內一氧化氮（NO）產生，進而促使脂肪體產生 Diptericin 抗菌胜肽。此外，研究

團隊發現血球細胞在此種免疫溝通過程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訊息傳遞者的角色，它負責將腸道

ROS/NO 的訊號傳遞到脂肪體，並引發 Rel/NF-kB 活性產生抗菌胜肽反應。研究也發現轉錄因

子 AP-1，能抑制脂肪體內抗菌胜肽反應，但此能力受到腸道內 ROS 壓力所壓制。總結來說，

研究結果顯示果蠅腸道 ROS 扮演一種重要訊號傳遞角色，它啟動腸道與脂肪體間的免疫溝通。

果蠅腸道內活性氧自由基觸發器官間免疫反應之機制。

果蠅受到腸內菌Ecc15 感染後，造成腸道內活性氧自由基（ROS）增加；腸道內增加的活性氧自由基透過一氧

化氮及血球細胞或另一種非一氧化氮的訊息傳遞途徑，活化非腸道器官脂肪體（相當於人體肝器官）內 NF-κB

轉錄因子，引發免疫反應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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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v3 調控前列腺癌轉移機制並可作為 
術後復發之預測因子

前列腺癌在歐美國家的癌症致死率占男性的第 2 名，在台灣則為第 7 名。由於前列腺癌病

人的死亡往往是因為轉移所導致，因此研究抗轉移藥物顯得十分重要，研究團隊之研究主旨為

探索前列腺癌轉移分子作用之機制，並且從中找出能幫助治療轉移病人的標的分子。

研究團隊發現一種致癌基因 Vav3，可經由 Vav3-Rac1 的訊息傳導鏈結影響前列腺癌細胞

的移動與侵入能力。其機制為：在 ligand 的刺激之下，EphA2、EGFR 或 HGFR 受體會被活化

且吸引 Vav3 前來與之結合，進而活化 Vav3；之後被活化的 Vav3 再進一步活化 Rac1，因而增

加前列腺癌細胞的移動與侵入能力。而將 PC3 細胞送入裸鼠的前列腺的轉移模型中，發現在

Vav3 表現量降低的 PC3 細胞之中，其轉移至鄰近淋巴結與骨的機率大幅降低，顯示 Vav3 對前

列腺癌的轉移機制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在臨床研究方面，研究團隊發現在末期檢體與轉移器官的檢體中有超過八成的切片過度表

現 Vav3 與 EphA2，與正常組織比較大幅增加，顯示 Vav3 與 EphA2 可能在前列腺癌轉移期間

扮演重要的角色。另外比較 50 位早期前列腺癌病人的 Vav3 表現，發現高表現 Vav3 的病人有

較高的機率（60%）會復發；而低表現 Vav3 的病人則是幾乎都沒有復發的現象，顯示 Vav3 可

能可以成為前列腺癌預測復發的預後分子；同時，針對 Vav3 的抑制物也可能成為治療前列腺

癌轉移的潛力藥物。

Vav3-Rac1 訊息傳導鏈結在前列腺癌發

展與轉移所扮演之角色模型。

(A) 前列腺癌病人檢體的 Vav3 與 EphA2 免疫染色結果，可

見二者均隨著癌症期數的增加而表現增多，尤其是第四期

與轉移至其他器官的檢體的染色顏色最深。(B)50 位前列

腺癌前期（stage IIB 或更早）病人資料的 Kaplan-Meier 

biochemical failure-free survival（BFFS）追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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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為了全力配合國家整體防疫需求，協助政府進行重要感染症中長期之研究及疫苗研發，本

院感染症研究組與疫苗研發中心於 2011 年 5 月正式合併為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以下簡稱感

疫所），更加強化感染症研究與疫苗研發上下游之連結，使感染症研究有效地應用落實在國家

防疫，並加速重要疫苗之研發與生醫產業之發展。主要任務為：

• 進行台灣地區重要的細菌（包含結核菌）及黴菌抗藥性，以及病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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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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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重要病毒之免疫與致病機制研究（腸病毒、流感病毒、登革病毒、呼吸

道融合病毒）；

• 進行腫瘤病毒（EB 病毒、B 型 /C 型肝炎病毒、人類乳突瘤病毒）之致病機制研究，以尋求

可能的治療標的與化學預防物質；

• 進行疫苗與相關平台研發，扶植生技公司疫苗製造、臨床試驗及技術開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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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架構

•抗生素使用及抗藥性監測與研究
•本土重要病毒監測與研究 (Influenza,EV,HIV)

•細菌 /黴菌毒性及抗藥性基因體研究
•結核病免疫 /基因體研究
•病毒致病機制及免疫調節研究

•微生物抗藥性及感染控制政策建言
•結核病、愛滋病、流感感染控制政策建言
•疫苗研發與製造

監測及

流病研究

基礎研究

政策建言

疫苗研製及

臨床試驗

服務及教育
研討會及

教育訓練

國際合作

（越南病毒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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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

人與食用動物抗生素抗藥性監測及政策建言：　 
推動抗生素正確使用，節省健保支出及改善醫療品質

感疫所「台灣微生物抗藥性監測計畫（Taiwan Surveillance of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TSAR）」長期有系統地提供台灣地區抗生素抗藥性重要資料作為政策參考。台灣抗碳青黴

烯的鮑氏不動桿菌（carbapenem 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CRAB）近年急遽增加，

提出應高度關切老年患者等高風險族群。台灣畜牧業相關的抗甲氧苯青黴素金黃色葡萄球

菌（Livestock-associated (LA)-MRSA），豬跟人之間可能有跨物種基因傳播，需進一步調查

是否會演變成人畜公衛上的潛在威脅。「台灣黴菌抗藥性監測計畫（Taiwan Surveillance of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of Yeasts, TSARY）」首次發現土壤中也有造成人類感染且對藥物感受

性低的同源熱帶念珠菌（Candida tropicalis），呼籲農業用藥與醫學用藥一樣值得重視。

抗生素抗藥性研究亦朝基因體分析方向發展，更深入探討抗藥機制。首次自不動桿菌屬分

離出台灣第一株 NDM-1 superbug 及其質體全序列分析、完成一株 TSAR 計畫收集之帶有毒性

基因 pvl 台灣地區主要金黃色葡萄球菌型別（ST59-SCCmec type V）全基因體解序，及一株產

氣單胞菌中毒性最強的新興菌株 Aeromonas aquariorum 之基因體解序，有助於對這些菌的瞭解

及後續疫苗與藥物之研發。

研究團隊首先提出克雷白氏肺炎桿菌血清莢膜分型第一 / 二型（serotype K1 and K2）為造

成肝膿瘍的主要毒性因子，為此疾病致病機制之重要里程碑。彙整多年研究心得，於國際知名

醫學期刊發表評論文章（review article）。白色念珠菌（Candida albicans）Ndt80p DNA 結合區

的 R432 residue 與許多白色念珠菌重要生理特性有關，藉由阻斷 Ndt80p 及其作用標的為抗黴

菌藥物的展新研發方向。

BMC Infectious Diseases 12:200, 2012
Comparative Immunology, Microbiology & Infectious Diseases 35:513–521, 2012
PLoS ONE 7:e34609, 2012
Journal of Bacteriology 194:5454, 2012 / 194:1256–1257, 2012 / 194:4114–4115, 2012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 12:881–887, 2012
Cellular and Molecular Life Sciences 69:1011–1023, 2012

台灣地區 2002 至 2012 年間，在不同臨床檢體及台灣不同區域鮑氏不動桿菌之抗藥性比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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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Vaccines Immunotherapeutics 8:1775–1783, 2012
PLoS ONE 8:e57591, 2013 / 7:e30507, 2012 / 6:e25500, 2011 / 6:e23319, 2011
Vaccine 27:5460–5471, 2009
PLoS Neglected Tropical Diseases 7:e2067, 2013 / 6:e1645, 2012

新興病毒監測、致病機制研究與疫苗研發： 
研發 H5N1/H5N2 流感疫苗、腸病毒 71 型疫苗、登革疫

苗開發，提供國家緊急使用，及疫苗政策制定 

感疫所「國家衛生研究院成大醫院病毒合約實驗室」監測結果發現，南台灣流行之臨床病

毒株皆比 WHO 所建議之疫苗株提前出現二至三個流感季節，充分顯示台灣在全球流感監測上

的重要地位。H5N1 clade1 疫苗完成第一期臨床試驗，與技轉廠商完成第二期臨床試驗用疫苗

生產規劃，並商議共同合作開發 Clade 2 的 H5N1 疫苗的開發可能性。另透過跨部會合作，進

行 H5N2 人用禽流感病毒研究及製備疫苗種株。

1986 至 2012 年期間監測結果，台灣地區 EV71 以 VP1 序列已出現 4 次的基因型別變異，

且發現 B5 與 B4 及 C 抗原性不相同，有助於疫苗株的選擇。EV71 疫苗已完成第一期臨床試驗，

安全性良好，並有良好保護能力，與技轉廠商洽談共同合作開發，準備進行第二期臨床試驗。

亦成功建立 SCARB2 動物模式，有助於鑑定腸病毒 71 型疫苗之保護能力，與越南胡志明市第

一兒童醫院合作，提供疫苗臨床試驗之平台。

呼吸道融合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RSV）疫苗為先驅性之腺病毒載體型疫苗，截

除引發副作用的核苷酸序列，經動物實驗證明確實能避免多項不良副作用。此項疫苗研發技術

領先全球（台灣與美國專利申請中），與安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產學合作。

感疫所登革疫苗係利用脂蛋

白平台（lipoprotein, rlipo），以

大腸桿菌菌株表現大量脂質化病

毒套膜蛋白 III（envelope protein 

domain III, ED-III）（美國專利

7,833,776），不需外加佐劑即可

引發有效之體液及細胞免疫反

應，4 種血清型之脂質化 ED III

皆可引發中和性抗體反應，且 4

種血清型之脂質化 ED III 不互

相干擾，極具商品化潛力。現正

與 Bill Gates 基金會洽談合作。

開發 SCARB2 基因轉殖鼠在感染 EV71 後，毛髮明顯脫落 (A)，小鼠並有類手

足口症 (D) 及中樞神經性的病變 (E)。此嶄新的動物模式，為進行 EV71 疫

苗研發，極為有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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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Biology 2011:937434, 2011
Journal of Microbiological Methods 77:127–129, 2009
PLoS ONE 7:e39792, 2012
APMIS 119:581–587, 2011

結核病分子流病及基因體研究與新型疫苗研發： 
發現台灣不同族群的結核病基因型分布與傳遞途徑，提供

BCG/TB 疫苗研發契機，提供 2016 年結核病防治政策參考 

感疫所於 2012 年底承接疾管局卡介苗（BCG）製造，為將疫苗製造與學術研究共同發展，

已建構完整之研究規劃，多項成果應用於疫苗開發。

研究團隊針對台灣地區不同族群結核菌型別之分子流行病學進行研究，發現台灣不同族群

結核病基因型分布與傳遞途徑，25 歲以下年輕族群感染 Beijing modern strain 者占 85.3%，反應

目前使用的疫苗 BCG 施打效力降低。開發出新的 SNP rapid genotyping（與分子基因所共同開

發並申請美國專利）平台並配合 VNTR

（variable number tandem repeat）系統，

快速鑑定不同型別之結核菌，為新的分

子生物學鑑定工具，均提供 BCG/TB 疫

苗研發契機。

台灣 65 歲族群結核病發生率明顯增

加，要消滅結核病無法僅針對開放性結

核病的鑑定及治療，感疫所探討老年及

高風險族群潛伏性結核病感染族群復發

之風險，提供 2016 結核病防治政策參

考。研究團隊並以此基礎進行基因重組

卡介苗及次單元結核菌疫苗（subunit TB 

vaccine）之開發。

有關疫苗開發，研究團隊研發之重

組卡介苗（recombinant BCG, rBCG）同

時帶有多個分枝桿菌保護性 T 細胞抗原

與細胞激素 12（Interleukin 12），於小

鼠動物模式可誘發多功能 Th1 及 memory 

T cell，免疫力高於 BCG 菌株，此 rBCG

美國專利審查中。

以 21-MIRU-VNTR 方法鑑定台灣及南韓之結核菌基因型別

之生成樹分析。

表現 Ag85B/CFP10 融合蛋白及 IL-12 之基因重組 BCG 質

體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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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瘤病毒致癌機制研究與治療研發：
藉由阻斷病毒引起的病理機制，及再刺激免疫反應產生二種策

略，發展治療病毒性感染的癌症 

感疫所探討 Epstein-Barr 病毒（EBV）、B 型肝炎病毒

（HBV）及 C 型肝炎病毒（HCV）之致病機轉，包括發炎

及代謝在致癌之角色，並依據可能的信息路徑，已進入診

斷試劑開發及化學預防藥物開發，並研發治療性人類乳突

病毒（HPV）疫苗。

發現當 EBV 在鼻咽癌細胞中進入溶裂感染期，會使癌

細胞分泌免疫調節物質，促進單核球細胞及其衍生的巨噬

細胞分泌 IL-10，有助於突破當前發展鼻咽癌免疫療法之

瓶頸。EBV 致癌蛋白 LMP2A 會增加 MMP9 的表現，提出

MMP9 可能位 EBV 所誘發之侵犯樞紐，是極具潛力的鼻咽

癌治療目標。

研究團隊研究提出，毛玻璃肝細胞（ground glass hepatocytes, GGHs）中，HBV pre-S 突變

蛋白為致癌蛋白，可增強 VEGF-A 之表現及活化 Akt/mTOR 信息路徑，提出以 mTOR 抑制劑

的標靶治療。HBsAg pre-S DNA 突變之篩檢晶片「寡核苷酸用於偵測 B 型肝炎病毒 Pre-S 區域

缺失及其用途」，2012 年取得美國及台灣專利（US 12/481,091，TW098122319）。

HCV 如何啟始發炎反應逃脫免疫，及造成肝損傷並不清楚。利用 HCV 複製病毒 RNA 時，

製造一些小核酸片段並在肝細胞活化 TBK1-IRF3 及 NF-κB 信息路徑，提出 HCV 誘導包含

IFN 及發炎細胞激素 IL-6，為造成肝損傷之可能機制。

治療性人類乳突病毒（HPV）疫苗，利用感疫

所「基因重組脂化免疫原技術平台」，以 HPV 致

癌蛋白 E7m 為標的。榮獲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

會「第九屆國家新創獎」，可應用在子宮頸上皮內

腫瘤的癌前病變患者，預防後續的子宮頸癌發生，

或與傳統之放療與化療結合進行治療，為治療 HPV

感染之重要願景。2012 年 10 月底完成與國內 T 廠

商之短期合作計畫，業經該公司實驗驗證「治療型

人類乳突疫苗」之效力。刻正準備此技術公開程序

以尋求產學合作廠商。

mTOR 之活化，抑制 HBV 大表免抗

原之表現。

感染疫苗所開發之治療性人類乳突病毒（HPV）

疫苗，於小鼠動物模式，腫瘤形成前 (a) 或後

(b) 施打，均呈現顯著縮小腫瘤之治療效果。

Hepatology 54:1199–1207, 2011 / 49:1962–1971, 2009
Cancer 117:2951–2960, 2011
Carcinogenesis 33:466–472, 2012

Molecular Cell 48:1–9, 2012
Journal of Virology 86:6656–6667, 2012 / 85:7333–7342, 2011
PLoS ONE 7:e40970,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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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疫苗技術及生物製劑開發： 
疫苗移轉生技公司，扶植生技公司疫苗製造、臨床試驗、

技術開發

感疫所研發出重組脂質蛋白技術（recombinant lipoprotein, rlipo），具有內生性佐劑的功效，

此核心平台技術實際運用於 B 型腦膜炎重組次單元疫苗（US 13/207,675）、登革次單位疫苗（US 
7,981,431）和治療性人類乳突病毒（HPV）疫苗研發（PCT/CA2010/000960），皆證實新型疫

苗的研發上脂蛋白具有內生性佐劑活性的優點，並於 2010 年榮獲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頒發

國家新創獎，及 2012 年榮獲經濟部技術處與智慧財產局頒發國家發明獎銀牌。此技術並多次與

Bill Gates 基金會洽談合作，前景看好。其中由大腸桿菌生產脂化抗原之 B 型腦膜炎重組次單元

疫苗，相較病原菌外套膜蛋白疫苗有較高生物安全性，目前已進行新藥臨床試驗申請。

乳化遞送系統及佐劑（adjuvant）是

強化疫苗免疫反應的重要環節。感疫所

研發的新型乳化佐劑 PELC 目前已取得

美 國 及 台 灣 專 利（US 13/604,610，TW 
098130839），搭配單劑量流感去活化病毒

或腸病毒 71 型去活化病毒，可有效提升

該候選疫苗之小鼠免疫效果；在複合佐劑

系統，小鼠接種添加 PELC/CpG 複合佐劑

之單劑量流感去活化病毒疫苗，得以產生

不同亞型病毒之交叉保護抗體。現正評估

PELC 新型乳化佐劑商品化之可能。感疫所

同時開發疫苗製造所必須的製程放大技術，

新型遞送系統（novel delivery system），及

免疫調控平台以應用於疾病控制。

感疫所目前有 8 項疫苗進行開發，其

中與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合約承接卡介苗及

蛇毒血清之製造，是國家發展生醫產業的

典範指標。此外，本院與陽明大學首創博

士生至生物製劑廠學習的人才培育模式，

感疫所獨有之生物製劑廠，提供學生學習

疫苗製作的過程，為生技產業人才培育重

要平台。
2013-2016 年國衛院疫苗開發計畫進程。

重組脂質蛋白技術（recombinant lipoprotein, rlipo），具有內

生性佐劑的功效，此核心平台技術實際運用於 B 型腦膜炎重組次單

元疫苗、登革次單位疫苗和治療性人類乳突病毒（HPV）疫苗研發，

皆證實新型疫苗的研發上脂蛋白具有內生性佐劑活性的優點。

Vaccine 28:8175–8182, 2010　　　　　　　　　　　　
PLoS ONE 6:e23319, 2011 / 7:E40970, 2012
PLoS Neglected Tropical Diseases 6:e1645, 2012　　　   

Archives of Virology 2013 (in press)
Journal of Orthopaedic Research 30:1499–1506,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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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工程研究組

代理組主任　張恕

陳景欣

姚晶

羅履維

林名釗

董國忠

許佳賢 郭立威

合聘研究人員：
方旭偉

吳嘉文

林文澧

林 輝

陳文翔

任務

醫學工程研究組（以下簡稱醫工組）於 2000 年 6 月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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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工組持

續秉持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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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工組規劃發展兩大研究領域包括：(1) 生醫光電影像暨電子技術開發；(2) 生物醫學材料

暨組織工程技術研發。過去幾年來，研究主軸著重在生物醫學影像技術研發，包括小動物分子

影像平台與介入式磁振造影技術，其中磁振導引聚焦超音波系統之開發，已有良好成果，準備

進行第一個子宮肌瘤產品臨床試驗，並規劃技術轉移商業化，同時持續進行其他腫瘤治療之研

發。此外，在生物力學及生醫光電研究上亦展現卓越成果，有數項以多孔性奈米矽球為基礎之

多功能性顯影劑及抗癌奈米藥物研發，並建立一個輔助癌症奈米療法之互動式缺氧控制系統。

近年來，為因應醫學工程的蓬勃發展，醫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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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已成

功技轉 3 項眼科醫材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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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工組在研究計畫之規劃與執行上，首要注重的是「可行性」的評估，並預期兩大研究領

域，其成果產出對於臨床醫療在生醫材料、心血管疾病、腫瘤、癌症及免疫疾病等早期診斷及

治療上，皆具備未來實用性及增進治療成功率的潛力。同時顧及醫療科技產品研發之後續效

應，醫工組亦致力於藉由產學合作及技術移轉等模式，與產業界共同研發具創新價值的醫用材

料及儀器，此舉不僅對台灣整體醫療保健需求提供實質上的助益，並對提升醫衛產業技術水準

具重大及長遠的影響，進而實際達成照顧全民健康醫療福祉及增進產業經濟效益的目標。

研究架構

基礎

研究

產品導向研究

產學合作 

與學術 

合作交流

◆ 生醫電子與光電研究
◆ 奈米多功能影像探針研究
◆ 分子影像報導基因動物平台
◆ 治療超音波技術研發
◆ 磁振影像導引技術研發
◆ 腦功能影像研究

◆ 磁振導引聚焦超音波系統
　◆子宮肌瘤系列
　◆乳癌治療系列
　◆肝腫瘤治療系列

◆ 進行產學合作計畫  ◆ 國際研討會及教育訓練
◆ 國際合作引進新技術 ◆ 指導合作學程研究生
◆ 國內外知名研究單位合作

生醫光電影像暨 
電子技術開發

臨床實用產品開發

臨床醫療與                        
生物醫學研究社群

專利與技術移轉

產業界

◆ 血管分子生物工程研究
◆ 生醫材料應用研究
◆ 組織工程及再生醫學研究
◆ 中藥快速篩檢平台技術
◆ 新穎癌細胞遷移微流晶片  
　 技術平台

◆ 眼科醫用材料產品

生物醫學材料暨組織
工程技術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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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輔助癌症奈米療法之互動式 
缺血性缺氧控制系統

醫工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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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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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性缺氧程度），藉由活體組織之氧氣濃度作直接之回饋互動式的自動控制外，在奈米療法的

設計與應用部分，研究團隊以中孔洞奈米矽球（mesoporous silica nanoparticle, MSN）作為藥物

傳輸母體，利用 MSN 特殊的 3 個不同內部結構區域，分別在 (1) 矽球骨架（framework）中，

混成近紅外螢光分子，作為影像追蹤（traceable imaging）；(2) 外表面（outermost surface）上，

接上腫瘤標定分子，作為標靶傳輸（targeted delivery）；(3) 中孔洞（nanochannel）中，鍵結第

二類光動力治療之光敏劑，作為專一性治療（selective therapy）。完成第一個三合一癌症診斷

治療之奈米粒子。

研究團隊進一步利用規則排列中孔洞奈米結構造成高效率能量轉移作為雙光子激發光動力

療法，此設計創造了前所未有 93% 之雙光子吸收能量轉移，形成大量單重態氧分子，建立一

個對深層組織腫瘤治療的新模式。

此一系列成果刊登於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英國皇家化學學會選為 Highlights in Chemical Biology、Nano Today。

規則排列中孔洞奈米結構之高效率能量轉移作為雙光子激發光動力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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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 Transactions o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60(1): 128–134, 2013
IEEE Transactions on Ultrasonics,Ferroelectrics,and Frequency Control 59(1):150–155, 2012

治療用超音波探頭技術之開發 

壓電複合材料已經廣泛應用於診斷用超音

波探頭，研究文獻亦相當完整，然而，壓電複

合材料應用於治療用高功率超音波探頭之相關

研究文獻卻不多。研究團隊已經製作不同參數

之超音波換能器，進而完整地探討壓電複合材

料之設計參數對於高功率超音波換能器其工作

特性之影響，研究結果可以提供研究人員 / 工

程師在設計治療用超音波探頭時之準則。實驗

分析結果顯示由於壓電複合材料存在高的介電

損失與機械能損失，所以相較於壓電陶瓷製之超音波換能器，複合材料之超音波換能器即使有

較高的電機耦合因子卻有較低的電轉聲效率。另一重大發現為壓電複合材料內壓電柱之間的耦

合也會影響高功率超音波探頭之輸出效率。

為實現超音波非侵入式精準且有效地燒灼體內腫瘤，發展陣列式高功率超音波換能器之趨

勢儼然已成。研究團隊也成功開發出利用電子相位調控達成超音波焦點於二度空間上移動之陣

列式超音波探頭。其特色為雙曲率的幾何結構，在最佳的曲率設計下，結合對稱控制之操作，

進而達成寬廣之二維電子聚焦範圍。豬肉離體實驗已證實本探頭之工作特性。

超音波豬肉燒灼實驗結果 (a) 燒灼位置在距離探頭表面中心為 20cm 處，並利用機械式移動

超音波熱點。(b) 燒灼位置在距離探頭表面中心為 19cm 處，並利用電子調控左右移動超音

波熱點。白色區域為超音波熱點所致之組織壞死（lesion）。

國衛院自製 10 種不同設計參數之高功率超音波探頭。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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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系列研究成果刊登於 Annals of Surgical Oncology、Journal of Bioactive and Compatible Polymers、Current Nanoscience、
Journal of Biomedical Materials Research、Journal of Bioscience and Bioengineering。

開發可注射式水膠與含中藥組織工程支架以應用於
玻璃體與骨組織之修復 

眼球玻璃體（vitreous body）為無色透明的凝膠體，位於水晶體後方，視網膜的前方，充滿眼

球內約三分之二的空腔。玻璃體主要是由膠原蛋白及透明質酸分子所組成，並含有大量水分（約

占 98%）。目前臨床上有相當多的眼科疾病，需要藉由玻璃體切除術（vitrectomy）治療，經過玻

璃體切除術後，原有的玻璃體幾乎完全被移除，因此需要以替代物填充以避免眼球塌陷及視網膜

剝離。臨床上常用的玻璃體填充物以氣體、生理食鹽水或矽油為主，但這些臨時填充物目前仍有

其缺點，例如屈光度的改變，患者需維持特定姿勢或長期植入的併發症。因此，開發新型態的玻

璃體填充物改善上述缺點對於患者具有相當大的助益。

研究團隊主要以眼球玻璃體主成分之一的透明質酸為材料，利用氧化劑將透明質酸開環形

成帶有醛基之氧化透明質酸（oxidated hyaluronic acid, oxi-HA），並與己二酸二醯肼（adipic acid 
dihydrazide, ADH）混合後可藉由交聯反應形成透明水膠。此水膠可經由注射方式在眼球內迅速形

成固態水膠，避免形狀改變或滲漏發生。交聯後的水膠外觀呈現透明無色，並具有與眼球玻璃相

近的折射率，可避免對患者視力或術後評估造成影響。此外，由於採用兩劑混合的方式，氧化透

明質酸與己二酸二醯肼可分別滅菌儲存，維持其穏定性，在手術過程中再行混合，有利於臨床使

用上的方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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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研究主要運用已開發完成的「中藥 SPR 晶片系統」技術，系統性探討骨傷科中藥。主

要研究任務為「研究中藥調控幹細胞」及「開發含中藥支架」。研究發現大紅豆萃取物具有抑制

幹細胞膜蛋白 EGFR 之訊系傳遞，證實其主要活性成分 PHA 可有效作用於 EGFR 之膜外片段。也

積極利用「中藥 SPR 晶片系統」篩選其他具調控幹細胞骨分化能力之中藥。

研究團隊另開發兩種具奈米結構之骨支架（明

膠奈米絲薄膜及膠原奈米球），分別證實可有效促進

骨細胞膜外基質表現與幹細胞增生。進一步結合中藥

與支架。首先，骨碎補、牡丹皮等中藥萃取物及柚皮

甙、Dexamethasone、BMP-2、EGF 等分子分別與多

孔性支架結合後，中藥呈現長期有效，更顯示中藥

可調控兔體骨髓幹細胞及人類脂肪衍化幹細胞之骨分

化。於活體實驗更發現，中藥可引發誘導性骨生成

（osteo-induction），導致骨大缺陷全面性且快速修復。

未來，研究團隊將朝向中藥支架促進骨組織血管化

（vascularization）以及結構化（structuration）等方向

發展。

氧化透明質酸（oxidated hyaluronic acid, 

oxi-HA） 與 己 二 酸 二 醯 （adipic acid 

dihydrazide,ADH）混合後可藉由交聯反應形

成透明水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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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9:7770–7775, 2012
Biomaterials 33:6728–6738, 2012
Cardiovascular Research 96:296–307, 2012
Cellular Signalling 24:779–793, 2011
Journal of Biomedical Science 19:79–91, 2012

血液動力調節血管內皮細胞內組織蛋白 
去乙醯酶之分子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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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床研究指出動脈粥狀硬化好發生於血管彎曲或分歧處附近，而此區域所產生的擾流與振盪型

剪力，被認為是調節動脈硬化形成的重要因子。近年研究指出，在較直的動脈血管中的血液層

流，可對血管內壁施以較高且單一方向的剪力，調控內皮細胞內的訊息傳遞、基因表現與功能，

防止動脈硬化症的發生。相反的，在動脈血管彎曲或分歧處附近所產生的血液擾流，則會施予

血管內壁較低且振盪型的剪力，此特殊的流場及剪力型態會引起內皮細胞發炎、增生，及氧化，

進而促進動脈硬化症的形成。然而不同型態的血流及剪力是如何改變內皮細胞內的訊息傳遞與

基因表現，調控細胞功能，進而影響血管病生理現象，至今仍不十分清楚。

研究團隊提出創新設計，以體外流動室模型模擬體內不同的血流與剪力型態，並利用大

鼠體內血液擾流之動物模型，以及配合動脈粥狀硬化小鼠和臨床冠狀動脈硬化樣本，證實了

振盪型低剪力可增加內皮細胞內第 1、2、3、5、7 型組織蛋白去乙醯酶（Histone deacetylases, 

HDACs）的表現並活化入細胞核，抑制血管內皮細胞抗氧化、抗發炎的基因，促進細胞增生。

相反的，層流及高剪力則會促使第 5和第 7型組織蛋白去乙醯酶離開內皮細胞核，促進抗氧化、

抗發炎基因的表現，並抑制內皮細胞增生。但特別的是，第 3 型組織蛋白去乙醯酶，可同時調

控血管內皮細胞氧化、發炎、增生三項重要功能，故第 3 型組織蛋白去乙醯酶可視為新穎的重

要分子標靶，用以預防或治療與內皮細胞功能異常相關的心血管疾病，如動脈粥狀硬化症等，

未來將以發展臨床相關之抗動脈粥狀硬化新穎藥物開發為終極目標。

振盪型低剪力（OSS）和層流及高剪力（PSS）調節內皮細胞內不同組織蛋

白去乙醯 （HDAC）活化，與其下游基因表現和生理功能之分子機制。

Oscillatory flow Pulsatile flow

PI3K/Akt ?

HDAC1/2/3

Class I HDAC

HDAC5/7

Class II HDAC

HDAC1/2/3

Nrf2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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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er

CyclinA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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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分子影像報導基因動物疾病模式 
及應用脂肪間葉幹細胞於組織工程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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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ltimodali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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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

題包括：發明四聚體紅螢光蛋白基因轉殖

小鼠模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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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genic mi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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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四聚體紅螢

光蛋白基因轉殖小鼠的心肌炎、血栓、心

臟擴大，及心臟衰竭等病變；Hsp60 蛋白

大量表現會導致新生小鼠心臟衰竭；研究

團隊將結合條件式 Hsp60 轉殖小鼠及特殊

的 Cre DNA 重組酶轉殖小鼠，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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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另外展開研究「脂肪間葉幹

細胞」作為細胞與組織工程之改善對象，

探討移植自體成人脂肪間葉幹細胞作為治

療老化及退化性疾病的工具及細胞治療方

法的潛力。

紅螢光蛋白表現導致小鼠心臟擴大及衰竭。5個月齡小鼠

心臟。1. 綠螢光蛋白基因鼠；2. 野生型鼠；3. 紅螢光蛋

白基因鼠（同型合子）；4. 紅螢光蛋白基因鼠（異型合

子）。

脂肪間葉幹細胞（小鼠）會因年齡而增加朝向脂肪分化的

敏感度與趨勢（紅色細胞），這是許多老化與新陳代謝疾

病的根源。老化細胞經機械拉伸力刺激後，會降低脂肪分

化的趨勢，特性如同年輕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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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衛生與職業醫學研究組

組主任　劉紹興

林嬪嬪

江宏哲

鄒粹軍

王淑麗

黃嘯谷

李立安 李俊賢 

合聘研究人員：
吳聰能

楊俊毓

詹長權

任務

環境衛生與職業醫學研究組（以下簡稱環職組）於 1999 年 7 月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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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及專業人才協助。

環職組研究發展重點包括：(1) 心血管疾病的環境與基因交互作用；(2) 肺部疾病包括肺癌

與氣喘的環境與基因交互作用之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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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架構

心血管疾病
研究

健康不平等
實證研究

肺部疾病
研究

重要污染物
內在劑量管
理值之建立

環境衛生與職業醫學研究 優先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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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歲兒童生殖發育與子宮內戴奧辛、多氯聯苯暴露
之研究，及 2 到 9 歲兒童智能發展與鉛暴露之研究

由於胎兒、幼兒生長發育是快速的，若受到環

境污染物的影響，可能會造成一些兒童甚至成人時

的健康問題。2012 年研究孕婦體內有機污染物暴露

的發現：孕婦暴露於較高的多氯聯苯、戴奧辛時，

其 8 歲小孩的雌性素會顯著得較低，當中女孩們的

生殖發育：雌性素濃度、子宮底寬度和子宮長度，

均和多氯聯苯、戴奧辛濃度呈顯著的線性負相關。

顯示胚胎時期的此暴露可能會造成 8 歲時期的雌性

素下降，及較差的生殖器官生長，將持續追蹤青春

期的發育情形。

國內兒童血鉛暴露量雖符合世界衛生組織的建

議值，但一般仍高於美國同年齡兒童約 1.7 倍，探

討胚胎時期、2 歲、5 歲和 8 歲時的鉛暴露對行為

及智商的影響，發現 2 歲、5 歲的血鉛濃度，分別

與 5 歲、8 歲時的認知行為和智力有顯著的線性負

相關，顯示低劑量血鉛暴露對兒童中樞神經發展仍

具有危害，鑑於歐盟已將鉛列入產品的優先管制名

單，對於國內兒童環境中重要的鉛暴露源，包括蠟

筆等塗料、玩具、油漆，建議加強管制。

目前致力於出生前後常用塑化劑的暴露對國人

健康之影響，包括內分泌調控異常、肥胖、過敏、

早熟、過動之評估。期對國人兒童重要健康問題之

環境改善方法有所助益。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39:181–187, 2012 / 40:88–96, 2012

點分布圖顯示，隨著子宮內暴露於多氯聯苯的

值增加，8 歲時女童 (A) 血液雌性素濃度、(B)

子宮底長度、(C) 子宮體長度均有線性降低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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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偵測鹵代芳香烴類化合物（戴奧辛）之 
重組構築體 

目前，戴奧辛及類戴奧辛物質的分析以 HRGC/HRMS 為主，當必須進行大量樣品分析

時，其所耗的時間及經濟成本相當龐大；此生物分析法以化學冷光活化酵素基因表現法為基

礎，可應用於環境、食物及生物樣品中戴奧辛及類戴奧辛物質的快速篩檢。與傳統的 HRGC/

HRMS 相比較，可大幅縮短檢測時間及降低分析成本。化學冷光活化酵素基因表現法（或冷光

酵素報導基因法）在生物檢測方法中，被歸類在報告基因重組檢測法（reporter-gene assay），

此檢測法於 2007 年通過美國環境保護署（USEPA）的認證，成為國家標準法（USEPA SW-846 

Method 4435）；在日本，煙道氣、底灰、粉塵等介質的分析方法中，此檢測法已被認定為日

本國家標準分析方法；2002 年歐盟（EU）也將類似的檢測法 DR-CALUX® 應用於食品與飼料

之管理規範；2010 年 6 月 10 日，台灣已將冷光酵素報導基因法，列為公告方法（環署檢字第

0990052962 號公告），並於 2010 年 9 月 15 日起開始實施。環境及生物檢體的類戴奧辛化合物

濃度檢測，大多是利用高解析氣相層析 / 高解析質譜儀（HRGC/HRMS）進行檢測，需要耗費

時間且分析成本高，利用此技術將可縮短檢測過程所耗費的時間及降低分析成本，將可解決大

量樣品類戴奧辛化合物的檢測需求。2012 年取得美國專利（US 8,247,224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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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osphere 82:477–482, 2011
Toxicology and Applied Pharmacology 259:293–301, 2012

香菸側流煙微粒對肺腺癌細胞的影響： 
多環芳香烴與芳香烴受體的角色

二手菸暴露是非吸菸者罹患肺腺癌的重要風險因素，其危害效應與香菸煙霧活化芳香烴受

體（AHR）的能力相關，吸附在香菸側流煙微粒上的多環芳香烴（PAHs）被認為是促成芳香

烴受體活化的主要化學物質。為了驗證此一假說，研究團隊製備了在台灣具高市占率之本土品

牌香菸之側流煙微粒濃縮物，測定其中 22 種多環芳香烴的濃度，其中包括美國環保部門優先

管制之16種多環芳香烴。這22種多環芳香烴中，有5種未檢出，其餘17種約占總量的0.022％，

根據致癌毒性當量（PEF）推算，致癌性相當於每支香菸 144 毫微克 benzo[a]pyrene。側流煙微

粒可依劑量高低漸次活化芳香烴受體，增加受體所調控之標的基因的表現，高劑量的側流煙微

粒具細胞毒性，然而細胞毒性與芳香烴受體無關，此外，側流煙微粒之芳香烴受體活化能力和

細胞毒性，亦不源自測出的 17 種多環芳香烴，顯示微粒中的其他成分影響癌症的發展。側流

煙微粒暴露會增加細胞中活性含氧物種（ROS）含量，造成 DNA 氧化性損傷，提高芳香烴受

體表現，可減少暴露引起之活性含氧物種的產生，反之降低芳香烴受體表現，增加暴露後細胞

活性含氧物種含量。

抗氧化調節因子 Nrf2 和其標的基因 NQO1 在人類肺腺癌細胞中的表現，不受芳香烴受體

表現程度和側流煙微粒暴露與否影響，但芳香烴受體表現高低影響外來有害物質（xenobiotic）

代謝基因 CYP1B1、UGT1A8、UGT1A10 的表現，顯示芳香烴受體可協調一期和二期代謝基因

表現，增強細胞對外來有害物質的清除，

減少相關的氧化性傷害。然而長時間的側

流煙微粒暴露，仍足以引發 p53-p21-Rb1

信息傳遞，導致癌細胞停滯在細胞週期的

G0/G1 階段；終止暴露，癌細胞重新恢復

生長，增生速度甚至比未暴露之癌細胞更

快。芳香烴受體表現高低雖不影響 DNA

修復，但芳香烴受體的存在提高了暴露解

除後肺腺癌細胞的生長速度，促進復原後

細胞群落（colony）的形成。總之，芳香

烴受體降低側流煙微粒暴露對肺腺癌細胞

造成的氧化性傷害，提升細胞群落形成的

能力。

芳香烴受體影響香菸側流煙微粒促癌作用上的可能機制。

芳香烴受體的表現可減輕香菸側流煙微粒造成的氧化性

傷害，然而其間之 DNA 損傷仍可能啟動 p53-p21-Rb1 信

號傳導，導致與芳香烴受體表現無關的 G0/G1 細胞週期

停滯，增強芳香烴受體表現可促進側流煙微粒誘發之細

胞轉化，從而增強肺腺癌細胞的適應和生存能力，一旦

暴露終止，癌細胞有更快的生長速度與更強的細胞群落

形成的能力，如是反覆暴露可能加速肺腺癌的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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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免液染色法檢測 P16 蛋白在公鼠與母鼠中的分布。p16 蛋白在正常的氣管上皮細胞，會表

現在細胞核（呈現棕色），在母鼠的腫瘤中 p16 蛋白明顯減少，但公鼠並沒有同樣的變化。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186(1):869–875, 2011

2,3,7,8- tetrachlorodibenzo-p-dioxin 和 
4-(methylnitrosamino)-1-(3-pyridyl)-1- butanone 
在老鼠肺腫瘤罹患率上的加乘性 

戴奧辛（TCDD）是著名的環境汙染物與已知的人類致癌物，會造成氧化性的 DNA 損傷。

香菸則是許多肺部疾病例如慢性肺阻塞、肺氣腫，以及肺癌發生的主要風險因子，其代表物為

NNK。本實驗利用 A/J 老鼠來瞭解戴奧辛與 NNK 產生肺癌的能力與機轉。結果顯示給予一次

性的 2 mg/mouse NNK，24 週後公鼠與母鼠肺部有腫瘤形成，但單獨給予 1 mg/mouse NNK 或

單獨給予戴奧辛組則不會造成腫瘤增加。若先給予 1 mg/mouse NNK 再合併處理戴奧辛組，卻

可以顯著地促進母鼠的肺腫瘤產生，且此現象不會在公鼠產生，有顯著的性別差異。研究團隊

將肺腫瘤進行基因表現分析，結果顯示 1 mg/mouse NNK 與戴奧辛同時處理的母鼠，其腫瘤中

p16 基因顯著減少，但在公鼠 p16 基因並沒有減少。更進一步使用免液染色法確認蛋白表現，

在 NNK 與戴奧辛合併處裡的母鼠，其 p16 的蛋白在細胞核中顯著減少。這些成果都顯示著

p16 基因的減少可能是戴奧辛促進肺腫瘤產生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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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米醫學研究中心

主任　楊重熙 陳仁焜林淑宜 黃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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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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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內合作 院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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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米材料開發與在
生物醫學上的應用 

核心設施 
材料鑑定(TEM/SEM/AFM)  
 化學分析(NMR/MS)  
 醫學影像
Imaging System) 

 

分子與基因醫
學研究所 

環境衛生與職
業醫學研究所 

群體健康科學
研究所 

醫學工程
研究組 

癌症研究所
 

細胞與系統醫
學研究所 

行政院衛生署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閎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核能研究所
 

清華大學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台灣大學

 

(Tri-Modality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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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點（QD705）於小鼠肺臟誘發 
持續性發炎反應和肉芽腫形成

本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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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深入的研究，例如 QD705 量子點是一種硒鎘鋅合金的奈米粒子，具有極為

特殊的光學性質，具有相當高的生物醫學應用價值，包含：藥物傳輸系統、螢光影像造影與應

用於肺部的藥物傳輸和影像醫學研究。研究團隊主要進行 QD705 量子點之奈米粒子暴露於生

物體之安全性評估，探討兩種不同表面修飾的量子點（QD705-PEG 和 QD705-COOH）對小鼠

肺組織是否引起不良的生物反應。在 QD705-COOH 組別中，觀察 QD705-COOH 暴露 17 和 90

天後，會造成肺部持續引起嗜中性球和淋巴球浸潤，且伴隨著肉芽腫形成。在 QD705-PEG 組

別中，暴露 QD705-PEG 17 天後，與 QD705-COOH 組別有相同反應；但在暴露 90 天後卻發現

肉芽腫消失了。QD705-COOH 和 QD705-PEG 都會在肺組織中誘發某些細胞激素、化學激素與

基因表現增加。研究結果顯示，兩種不同修飾的量子點都會引起肺部發炎及肉芽腫形成。

此一系列研究成果刊登於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Nanotechnology，及

Nanotoxicology。

量子點 QD705 在肺部組織誘發細胞形成肉芽腫反應的可能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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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鋅（ZnONPs）奈米粒子於小鼠 
引發肺部急性發炎反應 

本院跨組研究團隊克服在生物體內追蹤氧化鋅奈米粒子的困難，以特殊的 65Zn 同位素標記

技術，建立了研究氧化鋅奈米粒子在小動物體內組織分布與藥物動力學特性的方法。研究結果

顯示，不同尺寸氧化鋅奈米粒子（10nm 與 71nm）的藥物動力學參數相當接近，而可解離的硝

酸鋅在血液中的生物半衰期比氧化鋅奈米粒子來的長。在組織分布上，氧化鋅奈米粒子於靜脈

注入 24 小時之後，主要留存於肝臟與脾臟。注入第 28 天後，80% 以上的 65Zn 已排出體外，

而留存在體內的 65Zn 濃度以骨骼中最高；就累積總量來看則是以軀幹含量最多，其大小順序為

10 nm ZnO > 71 nm ZnO > Zn(NO3)2，粒徑較小的氧化鋅奈米粒子呈現較明顯的累積特性。

Toll-like receptor（TLR）是免疫系統中相當重要的接收器，一旦偵測到危險訊號時，它們

會啟動訊息傳導，活化後續的免疫防衛機制，而 MyD88 蛋白質就是傳遞活化訊息時的一個重

要的蛋白質。研究發現氧化鋅奈米粒子就是透過 MyD88 蛋白質而引發的肺部發炎反應。若是

抑制小鼠肺部上皮細胞株 MLE12 與小鼠巨噬細胞株 RWA264.7 細胞內的 MyD88 蛋白質使其失

去功能，則會減輕氧化鋅奈米粒子引發的發炎反應。單一劑量暴露給予氧化鋅奈米粒子會透過

MyD88 蛋白質的調控 TLR 訊息活化免疫系統，而造成短時間的肺部發炎反應，這些實驗結果

可以提供氧化鋅奈米粒子應用於醫學上的重要訊息。

此一系列研究成果刊登於 Analyst、Nanotechnology，及 Experimental and Toxicologic Pathology。

以 siRNA 抑制上皮細胞株 MLE12 與巨噬細胞株 RWA264.7 的 MyD88 蛋

白質之後，多種發炎相關基因的表現明顯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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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tical Chemistry 84(15): 6312–6316, 2012

電子顯微鏡微晶片樣品槽於液態樣品觀測之 
技術開發與應用

奈米中心與閎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產學合作，並與清華大學共同開發「濕式及乾式電子顯

微鏡微晶片樣品槽技術」。本項技術可應用於液態樣品之電子顯微鏡觀測分析，如在液態中奈

米粒子的觀測分析上。本項微晶片樣品槽技術可直接封裝濕式樣品，同時克服傳統電子顯微鏡

利用銅網進行樣品製備時乾燥過程所造成之樣品成分粒子聚集與分布不均的限制用於製備乾式

樣品。因此可分析樣品原始狀態下成分奈米粒子之粒徑分布、形態、團聚狀況及粒子濃度，未

來可廣泛用於各式奈米技術相關產品中成分奈米粒子之特性分析。本項技術目前已成功用於取

樣分析血液樣品中金奈米粒子的團聚狀況與粒子濃度。

電子顯微鏡是目前用於觀測奈米粒子形態最直接的方法，但受限於傳統試片製備的乾燥過

程易造成成分粒子進一步團聚而無法觀察到奈米粒子在原始環境中之形態分布。研究團隊開發

出可直接篩選取樣血液中成分奈米粒子的電子顯微鏡微晶片樣品槽技術。利用微晶片的結構設

計於取樣同時將血球與待測奈米粒子分離，並克服傳統電子顯微鏡利用銅網進行樣品製備過程

中因乾燥所造成之成分粒子聚集與分布不均的限制，因而得以利用電子顯微鏡影像進行其在原

始環境下之種類、粒徑分布、形狀分布、粒子團聚狀態與濃度的定量分析。此技術將可廣泛應

用於定量分析複雜奈米技

術產品在其溶液環境下之

形態相關特性。

研究團隊積極將此電

子顯微鏡樣品槽技術平台

應用於各種奈米科技相關

產品之特性檢測分析上，期

能藉由對樣品之完整瞭解

而能有效連結奈米技術與

其最終產品功效及毒性之

相關性，並應用於奈米產品

之成分奈米粒子標示。 電子顯微鏡微晶片樣品槽技術用於取樣觀測血液中奈米粒子之團聚狀況

及粒子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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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系列研究成果刊登於 ACS Nano、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及 Nano Today。

中孔洞奈米矽球在生物醫學影像與治療之應用 

奈米中心、醫學工程研究組，與台灣大學物

理系、清華大學工科系，以及芝加哥大學組成研

究團隊，利用中孔洞奈米矽球以規則排列與可控

制大小之六角形孔洞所組成，具備極高的內表面

積與表面基團容易被活化等特性，因此可利用作

為催化、藥物傳遞與調控藥物釋放等功能。研究

團隊研發出一系列具有顯影與治療功能之奈米矽

球載體傳遞系統。(1) 利用非侵入式多光子螢光顯

微影像技術結合肝臟視窗平台，觀察不同表面電

荷修飾中孔洞奈米矽球於肝臟次結構中的顯影，

分析其在活體肝臟的即時動態分布及代謝途徑；(2)

利用 pH 感應性中孔洞奈米矽球克服 P-glycoprotein

所引起的多重抗藥性問題，pH 感應性中孔洞奈米

矽球是藉由胞吞作用進入細胞，在內胞體及溶小

體等酸性環境下持續性釋放藥物；(3) 運用單一的

中孔洞奈米矽球達成影像追蹤、光動力治療與定

位三種功能；(4) 中孔洞奈米結構搭載雙光子吸收

染劑以及光敏藥物，以高效率能量轉移創造新型

雙光子激發的光動力療法。研究團隊利用中孔洞

奈米矽球為藥物傳遞系統之研究成果，證實其在

生物醫學之應用極具潛力性。

使用活體非侵入式多光子螢光顯微鏡觀察奈

米粒子在肝臟次結構之即時動態分布。

利用酸鹼感應性之中孔洞奈米矽球克服 P- 

glycoprotein 所引起之多重抗藥性問題。

使用單一的中孔洞奈米矽球達成影像追蹤、定位與光動力治療 3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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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系列研究成果刊登於 ACS Nano、Biomaterials、Nano Letters、Biomaterials、Small、Toxicology and Applied Pharmacology，
及 FASEB。

利用適體結合之 DNA 二十面體奈米粒子作為 
抗癌藥物之載體用於癌症治療 

目前將 DNA 奈米粒子用於藥物裝載與細胞內藥物運送仍是一大挑戰，還沒有任何研

究證明其藥物裝載的能力。研究團隊發展出新穎且容易執行的合成策略。利用常用的引子

（primer）序列創造一個截然不同的五芒星（five-point-star）和適體連接的六芒星構型（aptamer 

conjugated six-point-star motif），用其分子間作用力構築 DNA 二十面體，並以此當作阿黴素

（doxorubicin）之奈米載體。研究團隊發現裝載阿黴素之適體連結之 DNA 二十面體對於表皮

癌症細胞表現出有效且具特異性之毒殺功能。常用引子序列諸如 T7、Sp6、CM 等，可確保

DNA 二十面體的結構精確性。因為這些引子序列已歷經數 10 年的考驗，它們的專一性極高，

故可排除非專一性的作用，因此可確保 DNA 二十面體順利成形。適體則類似抗體的作用，其

可以專一地辨識癌症細胞上某些特定蛋白，藉以作為一種高效率的標靶治療。

適體連結之 DNA 二十面體在細胞內的分布情形與細胞毒殺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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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系列研究成果刊登於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Chemical Communications，及 Biomaterials。

單一單體合成具轉染核酸基因治療功能的 
「線型乙烯亞胺 – 乙烯醇共聚物載體」 

奈米中心與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之研究團隊共同合作，發現以

同步輻射光可直接合成「乙烯亞胺 – 乙烯醇共聚物」，並且具有保護及載送 siRNA 的功能，

此項發明可應用在轉染核酸基因治療的領域。研究團隊利用單一單體合成具傳遞核酸基因治療

的載體：「線型乙烯亞胺 – 乙烯醇共聚物」，這個新材料的結構中，將具有抗蛋白質沾黏的聚

乙烯醇，嵌入線性聚乙烯亞胺形成一個共聚合物。製作方式是利用能量高於太陽光的輻射光源

在沒有催化劑、起始劑和有機溶劑的情況下，讓乙醇胺（單體）產生胺基與醚基的兩種自由基，

並進行共聚合成「線型乙烯亞胺 – 乙烯醇共聚物」。

從毒性測試結果發現，「線型乙烯亞胺 – 乙烯醇共聚物」的毒性表現遠低於「線型聚乙烯

亞胺」。推測造成兩者毒性差異的原因是來自於「線型乙烯亞胺 – 乙烯醇共聚物」的主鏈上嵌

入「聚乙烯醇」的片段，降低了線型聚乙烯亞胺的過多正電荷，間接地降低了對細胞的傷害性，

發現「線型乙烯亞胺 – 乙烯醇共聚物」與 siRNA 所形成複合體具有較鬆散的特性，可能是「線

型乙烯亞胺 – 乙烯醇共聚物」具有較低的正電荷而減低與 siRNA 的偶合力，雖然降低了兩者

間的作用力，但卻因為聚乙烯醇有抗蛋白質沾黏的功能，反而強化 siRNA 不易被水解酶降解

的特性，因此能有效地利用轉染 siRNA。除了在細胞層次驗證「線型乙烯亞胺 – 乙烯醇共聚物」

的轉染效率外，並且進一步將這個複合體用在老鼠的腫瘤模式中，也成功抑制腫瘤的成長。

此項新發明的特色及技術的優勢是：利用同步輻射光在短短的 5分鐘內照射後即可獲得「線

型乙烯亞胺 – 乙烯醇共聚物」，使用前不需要純化，除了兼具環保、大量生產及低成本等優勢

外，也具低細胞毒性和高轉染效率兩項特性，是一種極具市場商業價值之新穎材料。

(1) 聚合機制；(2)siRNA/P2 複合物之感染效率；(3)siRNA/P2 複合物動物實驗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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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醫學研究中心

主任　譚澤華 莊宗顯高承源 黃慶裕 蘇郁文

任務

免疫醫學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免疫中心）於 2007 年 8 月成立，主要任務為：(1) 建立訊息

傳導分子之基因剔除小鼠技術，用以建立自體免疫疾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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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體免疫、發炎反應及免疫細胞分化及活化過程中的角色。

研究架構

建立蛋白質激
（例如MAP4Ks）
及去磷酸 （例
如 DUSPs）之基
因剔除小鼠

研究適配體
蛋白於 B 淋
巴球及腫瘤
調控之作用

研究類鐸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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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疫醫學研究中心

研究蛋白質激
（ 例 如 MAP4Ks）
及去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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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6968



蛋白激酶 GLK 透過活化蛋白激酶 PKC-θ 
控制 T 淋巴球之 NF-κB 訊息傳遞與自體免疫

NF-κB 過度活化在自體免疫疾病與癌症發生中扮演重要角色。T 細胞中受到 TCR（T-cell 

receptor）訊息刺激特別透過蛋白激酶 PKC-θ 以活化 NF-κB 而促進細胞增生。研究團隊發

現向來未知的活化 PKC-θ 之關鍵：GLK 特別地扮演承上啟下的角色，GLK 可與 proximal 

signaling complex 中 SLP-76 連結因而被活化，並直接結合與活化下游之 PKC-θ，引發 NF-κB

活化之訊息傳遞。此外在所創建的 GLK 基因缺乏小鼠進行體內試驗時，研究團隊發現 PKC-θ 

threonine-538 及 IKK 的磷酸化下降，抗原專一性 T 細胞免疫反應產生的專一性抗體及細胞激素

在該小鼠中皆顯著下降，由此可知 GLK 在 T 細胞活化及其免疫反應中至為重要。同時也觀察

到 GLK 基因缺乏小鼠於 Th17、Th1 免疫反應誘發的 experimental autoimmune encephalomyelitis

（EAE）自體免疫模型中較具耐受性，其血清中的 IL-17 細胞激素較低，並且浸潤至腦與脊髓

中的 Th17 細胞顯著下降，因此 GLK 也在自體免疫疾病中扮演正向調控的角色。

更進一步以全身性紅斑性狼瘡（SLE）、類風濕性關節炎（rheumatoid arthritis, RA），以

及史迪爾氏症（adult onset Still’s disease, AOSD）病人臨床檢體研究發現，病人特別在 T 細胞

中表現高量的 GLK，且與疾病嚴重性高度相關，而 B 細胞中則無此表現。此外，表現 GLK 的

T 細胞正是大量分泌 IL-17 的細胞。因此證實 GLK 在自體免疫疾病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研

究團隊期待未來可發展透過抑制 GLK 治療自體免疫疾病的方式。

Nature Immunology 12:1113–1118, 2011

(A)GLK 在全身性紅斑性狼瘡病人 T 細胞中高表現（大於 21%；n=16；皮爾森相關係數 =0.807；簡單線性迴歸

y=5.2085+0.2757x；adjusted r2=0.626，P=0.000159）之比例，與全身性紅斑性狼瘡疾病嚴重性（SLEDAI）

高度相關；(B) 蛋白激 GLK 透過活化蛋白激 PKC-θ控制 T淋巴球之 NF-κB 訊息傳遞與自體免疫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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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287:11037–11048, 2012

B 細胞中 HPK1 媒介負回饋調節 BLNK，進而減低 BCR

訊息傳遞路徑。在 BCR 刺激之後，BLNK 的酪胺酸

被磷酸化而激活。激活的 BLNK 會啟動與 BLNK 相互

作用之蛋白形成複合物，導致下游 BCR 訊息傳遞路

徑的激活。HPK1 也會與 BLNK 結合而被激活。活化

之 HPK1 反過來誘導 BLNK 的蘇胺酸 152 磷酸化，導

致其與 14-3-3 的結合。14-3-3 的二聚體招致一個

未知的 E3 泛素連接 到 BLNK 蛋白。這個未知的 E3

泛素連接 隨後誘導 BLNK 泛素化於賴胺酸 -37、賴

胺酸 -38，和賴胺酸 -42 位置，進而導致活化態之

BLNK 降解和隨後的 BCR 訊息傳遞衰減。

HPK-1 媒介活化態 BLNK 蛋白之磷酸化與 
泛素化而負調控 B 細胞受體訊號傳遞路徑  

B 淋巴球藉由 B 細胞受體（BCR）訊息傳遞路徑而活化。B 細胞會產生抗體用以排除致病

原的攻擊，抑或是引起自體免疫疾病的產生。Hematopoietic progenitor kinase 1（HPK1）是與

Ste20相似之蘇胺酸 /絲胺酸激酶，其會抑制免疫反應與自體免疫。B cell linker protein（BLNK，

又稱作 SLP-65）在 BCR 訊息傳遞路徑裡扮演中央適配器（adaptor）且調節多種訊號路徑。

BCR 活化會誘導 BLNK 與 HPK1 的結合。然而在 BCR 的訊息傳遞路徑活化下，目前仍然不知

道 HPK1 是否可相互調控 BLNK。

研究團隊發現，當在 BCR 訊息活化下，HPK1 缺陷的 B 細胞呈現高度的細胞增生與高活

化態的 IκB 激酶與 MAP 激酶（包括 ERK、p38 與 JNK）。HPK1 藉由誘發 BLNK 蘇胺酸 152

之磷酸化，造成 BLNK 與 14-3-3 的結合，進而降低 BCR 所誘發之細胞活化。進一步，在 BCR

訊息活化下，B 細胞中的蘇胺酸 152 磷酸化之 BLNK 會在賴胺酸 37、38 與 42 的位置被泛素化，

使得 IκB 激酶與 MAP 激酶的活化被減弱。這些實驗結果揭露一個新穎的 BCR 訊息傳遞路徑負

回饋調節，即 HPK1 造成活化態之 BLNK 的磷酸化、泛素化與其隨後的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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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特異性去磷酸酶 4 增強 CD25 之表現及 
CD4 T 細胞增生，但不影響胸腺細胞發展

雙特異性去磷酸酶（DUSP）可回饋調節有絲活化蛋質激酶之作用，同時亦可調節其他如

Src、FAK 及 STAT 等訊息傳導路線。為瞭解 DUSP 於免疫系統中之作用，研究團隊創建並分

析DUSP4基因缺乏之小鼠模型。其研究結果發現DUSP4基因缺乏小鼠之T細胞發生大致正常，

然而 DUSP4 缺乏之 CD4 T 細胞卻有 CD25 提早表現及介白質 2 過度分泌之表型，並於受刺激

後卻有過度分化之現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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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團隊後續研究中，研究人員發現 DUSP4 之過度表現可去磷酸化 STAT5，並調節其轉

錄因子之功能。同時於 DUSP4 基因缺乏之小鼠中，其調節型 T 細胞之分化亦受影響，而此表

型可能與 DUSP4 調節介白質 2 之訊息傳導有關。研究人員利用分子基因及生化方法進行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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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圖：雙特異性去磷酸 可去除其受質上絲胺酸 / 蘇胺酸 / 酪胺酸之磷酸基。右圖：DUSP4 對

T 細胞受器及介白質 2訊息傳導之可能調節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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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子類鐸受體 9和 CpG-ODN 在細胞內的相互作用。

293 細胞內兔子類鐸受體 9（紅色）與 CpG-ODN（綠色）之間的相互作用。細胞核進行 DAPI 染

色（藍色）。箭頭顯示 CpG-ODN 與兔子類鐸受體 9的相互作用位置。

Journal of the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ocieties for Experimental Biology (FASEB Journal) 5:2700–2710, 2011
Comparative Immunology, Microbiology & Infectious Diseases 35(5):443–451, 2012

類鐸受體（Toll-like receptor）活化機構的研究及 
免疫調控劑的開發

固有免疫（innate immune）系统是人體對微生物感染的第一道防禦。固有免疫細胞運用包

括類鐸受體在內的模式識别感受體（pattern-recognition receptors） 來感測微生物的入侵。類鐸

受體的活化可以觸發強力的免疫反應。為此，研究團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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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類鐸受體為標靶以開發免疫調控劑。

在人的細胞內一共有 10 個類鐸受體，其中類鐸受體 9（TLR9）是 CpG 寡脫氧核苷酸

（CpG-ODN）的細胞受體。CpG-ODN 是強而有力、副作用少，可以提高抗原特異性免疫反

應的免疫調控劑。因此在臨床研究上，以被開發用於抗癌、抗感染，以及作為疫苗佐劑的用途

上。兔子常用於實驗室以生產多克隆抗體並用於各種研究上。此外，已開發兔子單克隆抗體技

術，並使用這種技術來發展，生產醫療性的抗體（therapeutic antibody）。弗洛伊德的完全佐劑

（Freud’s complete adjuvant, FCA）廣泛有效地促進抗體的產生。然而，這種佐劑造成注射部位

周圍的炎症反應和病變。因此，研究團隊持續努力以期找到更有效的佐劑，以產生最佳的抗體

反應，並最大限度地減少副作用。

CpG-ODN 很有可能開發為兔子多克隆抗體用的佐劑，但是尚未研究過 CpG-ODN 和兔子

類鐸受體 9 之間的相互作用。在過去一年內，研究團隊克隆了兔子類鐸受體 9，和比較研究了

CpG-ODN與兔子、老鼠和人類類鐸受體 9的作用。兔子類鐸受體 9和CpG-ODN作用於細胞內。

而目前用於人和老鼠細胞上的 CpG-ODN 對兔子的活性並不好， 更證明 CpG-ODN 有其物種特

異性的活性。目前研究團隊也針對兔子的類鐸受體 9 開發高活力的 CpG-O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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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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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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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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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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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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神經及精神醫學研究中心（以下簡稱神經中心）於 2012 年 8 月成立，其前身為「群體健

康科學研究所精神與成癮醫學研究組」。主要研究主題包括：(1) 藥物濫用；(2) 精神疾病；(3)

退化性神經系統疾病。重要任務為：(1) 進行多方面性神經和精神疾病轉譯研究；(2) 發展在台

灣主要神經和精神疾病的治療策略；(3) 培養下一代神經精神研究科學家及其專業發展。

目標：

• 強化研究團隊在神經退化性疾病（包括中風、帕金森氏症、老化性疾病，和台灣其他主要神

經系統疾病）。邀聘研究人員加入退化性神經疾病研究發展。

• 強化神經系統疾病、藥物成癮，及藥物所引起之神經退化性疾病和精神疾病的研究。

• 擴展國內、外研究學術單位、機構合作。

• 培養醫師或非醫師職級之成癮醫學研究人員。

研究架構

主任　王昀

劉玉麗

陳嘉祥王聲昌

謝奉勳

陳慧諴 陶寶綠

合聘研究人員：
陳娟瑜

謝仁俊

藍祚鴻

藥物濫用 神經疾病 精神疾病

神經及精神醫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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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洛酮於疼痛傳導路徑相關部位轉殖變異性類鴉片
受體之小鼠，可產生止痛作用且不會引起副作用 

臨床上，使用嗎啡治療中、重度疼痛因伴隨大量的副作用產生許多問題。近年來，許多藥

理學家致力於藥物結構或是治療模式的發展，期望在慢性給予藥物後能保留止痛的效果且能消

除或是減少副作用的發生，尤其是耐藥性及成癮性，但仍然遙不可及。羅浩院士的實驗室發現

將 mu- 類鴉片受體部分結構突變後，給予生物鹼拮抗劑（如納洛酮），可活化 mu- 類鴉片受體。

基於此初步的發現，神經中心研究團隊決定探討利用病毒將變異性 mu- 類鴉片受體基因轉殖於

活體動物疼痛傳導路徑有關之部位，如中腦導水管周圍灰質或脊髓背角後，藉由全身性給予鴉

片類拮抗劑產生止痛效果之可行性。

神經中心研究團隊利用雙股腺相關病毒將 MORS196A-CSTA-EGFP 基因局部轉殖入小鼠，

藉由觀察螢光表現確認是否成功轉殖。研究團隊使用閃尾試驗及熱板試驗來評估納洛酮的止痛

效果，並以 conditioned place preference 試驗探討藥物對小鼠造成的酬賞作用。研究發現將基因

轉殖入中腦導水管周圍灰質之小鼠，給予納洛酮（10 毫克 / 公斤，皮下給藥），無論是在上脊

髓或是脊髓路徑，皆可產生止痛作用；然而，如將基因轉殖入脊髓背角，給予納洛酮僅能於脊

將生理食鹽水 (A) 或 dsAAV2-MORS196A-CSTA-EGFP 基因 (B、C、D)

注射入中腦導水管周圍灰質之小鼠兩個星期後免疫螢光染色切片

表現。

(A) 控制組中腦導水管周圍灰質圖片；(B) 綠色螢光點為

MORS196A-CSTA-EGFP 基因表現處；(C) 紅色螢光點為神經元表現

處；(D) 黃色螢光點為 MORS196A-CSTA-EGFP 基因及神經元共同表

現處。（比例尺：100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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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apse 66:694–704, 2012

髓路徑產生止痛作用。慢性給予納洛酮，無論是基因轉殖入中腦導水管周圍灰質或是脊髓背角

之小鼠，皆不會產生明顯的耐藥性、身體依賴性或酬賞作用。這些研究結果顯示，納洛酮引起

之止痛作用與 MORS196A-CSTA 轉殖部位是息息相關的。與嗎啡相比，給予納洛酮，不會產

生許多惱人的副作用，因此於疼痛相關區域局部轉殖變異性 mu- 類鴉片受體，再藉由全身性給

予納洛酮，可望成為治療慢性疼痛的新方法。

將 MORS196A-CSTA 基因轉殖入脊髓或中腦導水管周圍灰質後，小鼠對納洛酮（N5 為 5 毫克 /

公斤，N10為10毫克/公斤，N20為20毫克/公斤，N30為30毫克/公斤）或嗎啡的止痛表現。

(A) 及 (B) 為以閃尾試驗評估小鼠在基因轉殖入脊髓 (A) 或中腦導水管周圍灰質 (B) 兩個禮

拜後對納洛酮急性給藥及慢性給藥（10 毫克 / 公斤或 30 毫克 / 公斤，1 天兩次，持續給藥 6

天）反應；(C) 為以熱板試驗評估小鼠在基因轉殖入脊髓後對納洛酮（30 毫克 / 公斤）或嗎

啡（10 毫克 / 公斤）給藥反應；(D) 為以熱板試驗評估小鼠在基因轉殖入中腦導水管周圍灰

質後對納洛酮急性給藥及慢性給藥（10 毫克 /公斤，1天兩次，持續給藥 6天）反應。

（本數據以 mean ± S.E.M. 表示（每組數目 = 8-12）。***P < 0.001 係與 saline 組比較；

++P < 0.01、+++P < 0.001 係基因轉殖後與 saline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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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謝基因對美沙冬治療的影響 

海洛因成癮是嚴重的精神疾病。病人除了有嚴重戒癮症狀外，在交互施打藥物過程中更易

傳染愛滋病。台灣自 2006 年開始試辦美沙冬成癮藥物替代療法。病患個案間所服用的藥物劑

量差異很大，服用過高劑量的美沙冬有致命的危險。在美沙冬藥物的代謝途徑部分，美沙冬是

一個人工合成的類鴉片麻醉藥品，其化學結構由R- 型與 S- 型兩種鏡像異構物組成。美沙冬主

要經由肝臟酵素 P-450（CYP）的同功酵素所代謝。參與的同功效素包括 CYP2B6、CYP3A4

及 CYP2C19。同功效素對於不同型的美沙冬化學式有不同的親和性。CYP2B6 傾向代謝S- 型；

CYP2C19 傾向代謝R- 型。

藥物基因體學旨在藉著國人的基因型，探究甚或未來可以預測個人使用藥物的合適劑量，

個人的有效反應，並且避免嚴重的藥物副作用。美沙冬的治療是一個合適進行藥物基因體學研

究的主題，因為在護理人員協助下，病人確實使用藥物，這個可以從研究收案的血中濃度量測

確認。 

臨床的美沙冬替代療法合作收案中，收集了 366 位同意參與並且在美沙冬替代療法治療下

至少 3 個月以上時間，同時在過去 1 星期中仍持續固定到醫院接受治療。研究記錄了個案的成

癮史、治療劑量、治療結果（Treatment Outcomes Profile,  TOP）、戒斷嚴重度（Clinical Opiate 

Withdrawal Scale, COWS）、相關副作用（Treatment Emergent Symptoms Scale, TESS）等，

並且量測了個案美沙冬及代謝物的鏡像異構物血中濃度。基因型鑑定於美沙冬的代謝基因，

CYP2B6、CYP3A4及CYP2C19，發現CYP2B6的基因型與S-型美沙冬的血中濃度有顯著相關；

CYP3A4 與副作用和戒斷症狀有關；CYP2C19 與美沙冬劑量、R- 型美沙冬的血中濃度 / 劑量

比及心臟副作用有關。同時發現代謝嗎啡的酵素 UGT2B7 與戒斷症狀相關。

綜觀目前的研究，在美沙冬代謝基因的研究顯示藥物代謝基因的基因型不僅與血中濃度有

關，也影響戒斷及副作用等反應。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pharmacology 31(4):463–469, 2011
Pharmacogenomics 13(8):879–888, 2012 / 12(10):1397–1406, 2011

美沙冬鏡像異構物代謝途徑及參與的代謝酵素。代謝

酵素 CYP2B6 傾向代謝S 型的美沙冬，而 CYP2C19 傾向

代謝R 型的美沙冬。

嗎啡化學結構式與代謝途徑參與的UGT2B7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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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

我國自 2001 年以來，從綠牡蠣事件、鎘米事件、美牛狂牛症事件、戴奧辛汙染事件、毒

鴨蛋事件、瘦肉精事件、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及 2011 年的塑化劑事件，平均每年均有一件毒

性物質汙染事件發生，在在顯示我國環境毒物與國人食品安全防治體系有待加強。

國內相關機關（食品藥物管理局、環檢所、農檢所、勞研所等）已對本土環境毒物進行監

測達數十年，累積許多本土汙染數據，然這些汙染物是否進入人體，及其造成人體健康之影響

仍極度缺乏。另外，由於政府缺乏環境汙染政策智庫，當環境污染事件爆發時，政府無法依據

環境毒物或汙染的特性，於第一時間與民眾進行風險溝通，造成大眾的恐慌。

尤其在 2011 年 5 月爆發塑化劑事件，是 30 年來國內最大宗的食品汙染事件，政府痛定思

痛，平時應建立有效的防治機制或體系，對民眾進行風險溝通、風險知識轉譯及風險教育，否

則事件爆發再做溝通往往徒勞無功。為此，本院於 2012 年 5 月配合衛生署的政策，成立「國

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進行環境毒物健康危害與防治之實證研究，建立各種重要環境毒物暴

露評估資料，以期儘速確定汙染源及其預防暴露之策略，以實證提供主管機關作為政策擬定的

參考依據，成為政府的智庫。

宗旨

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設立的宗旨是「以科學研究的實證結果預防或降低環境毒物對國人

的健康負荷」：(1) 以實證研究基礎協助衛生署建構健康與安全的生活環境；(2) 以最新的科學

研究知識協助衛生署建立國家重要環境健康危害之預防、減害、應變及復原之機制；(3) 以有

功能的協調者協助進行大眾關心的環境毒物篩選、研究與成果揭露、知識轉譯；(4) 以國內外

環境毒物研究成果提供民眾對風險教育、風險溝通之概念，防範於未然。

主任　江宏哲 陳裕政副主任　林嬪嬪 黃柏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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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國家衛生研究院

臨床研究組 流行病學、健
康危害風險評
估與毒性物質
健康危害效應
預測組

環境污染分析核心 基礎醫學研究組 轉譯醫學組

學術諮詢委員會

中心主任

國際合作諮詢

執行委員會

重點成果

1. 建立資料整合之機制與政策運用

(1) 毒性物質資料庫：建置「毒性物質資料庫」同時也提供國際環境毒物資料庫搜尋引擎，建

立環境毒物影響人體健康之專業及民眾風險知識溝通平台。

(2) 環境毒物衛教資料庫：與美國 ATSDR 合作將 ToxFAQs 教育文獻引進台灣，翻譯為中文，

作為民眾健康風險教育的文章。使民眾能由簡單的文字敘述而容易瞭解化學物質的特性及

對健康的影響，以及如何減低暴露機會。

2. 強化政府處理危機事件之能量

(1) 參加由中央研究院何英剛院士與周昌弘院士共同主持之「國家環境毒物及食品安全研究與

防治體系」之起草，本院協助建立防治體系架構，以應對未來事件發生。

(2) 防治體系有 6個工作要項（預警監測系統、通報系統、公共衛生評估、臨床毒物醫療體系、

流行病學病因調查與效應評估、基礎毒理及醫學研究），且彼此間環環相扣，分工合作。

　最後基於上述實證研究結果，提供政府防治策略總結報告及建議，以作為政策擬定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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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資源中心

生醫資源中心致力於推動便捷的研究資源服務，支援國內醫藥衛生研究。研究資源服務項

目包括：

• 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本院接受中央健保局委託，在保障民眾隱私以及資料安全的前

提下，建置與管理「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提供學界研究利用。此外，為配合行政

院衛生署推動知識經濟加強生物技術產業發展方案，健保局另以西藥、特材等資料，委由

本院提供產業界研究使用。

• 生物資訊核心設施：提供全國研究人員生物資訊分析工具、資料庫鏡相站、教育訓練課程，

使用諮詢及客製化資料分析服務。

• 細胞庫：本院與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合作，1998 年 8 月於食品所生物資源中心設立細胞庫

核心設施，以全國學術界為服務對象，提供研究人員優良品質的細胞株。

核心儀器設施中心於 2009 年 11 月成立，為提升全院的研究水準，負責統籌管理及整合全

院之貴重儀器資源，提高其使用效率，避免重複採購及有效維護儀器之功能。目前共設有公用

儀器室、核酸定序核心實驗室、光學生物核心實驗室、流式細胞儀核心實驗室、基因微陣列核

心實驗室、活細胞影像系統核心實驗室及蛋白質化學核心實驗室。主要任務為：

• 核心設施各項儀器管理及維護

• 代客上機服務

• 不定期舉行各項儀器訓練課程

核心儀器設施中心開放受過訓練之研究同仁自行操作使用，並以低收費標準，提供代客上

機之服務。另亦不定期舉辦儀器應用說明會及教育課程，除訓練各種儀器、設備操作技術外，

亦提供儀器設備新知及資訊，期藉此達到教育訓練之功能與目的。對於研究人員之各項研究工

作進行，應能扮演重要協助角色，以提升本院之研究品質。

核心儀器設施中心

82



研究支援單位

基因轉殖鼠核心實驗室

利用基因改造小鼠所建立之人類疾病模式為目前生物醫學研究與新藥開發之重要工具。基

因轉殖鼠核心實驗室主要為院內研究人員進行動物模式相關研究時，提供完善的技術服務，藉

以節省成本、爭取時效、減少動物運送之不便及增進基因改造小鼠之應用。同時經由與研究人

員之互動，持續研發各項與基因改造小鼠產製之相關技術，進而協助研究人員創造優良之人類

疾病小鼠模式，提升本院之研究品質。服務項目包括：

• 小鼠原核顯微注射

• 小鼠淨化

• 小鼠胚胎冷凍

• 小鼠胚胎復育

• 小鼠胚胎保存

• 小鼠囊胚顯微注射（2013 年底前提供）

• 各項服務之相關技術諮詢

動物行為核心設施主要設置目的是針對本院研究人員在動物行為實驗上的需求，統籌管理

本院已有的動物行為實驗相關儀器，減少相同儀器重複購置及達到資源有效彈性利用，同時透

過此核心設施專業人員之協助與規劃，提供行為實驗必要之技術與軟硬體支援，以提高院內動

物行為實驗之品質與穩定度。

動物行為核心設施

病理核心實驗室

為結合基礎與臨床醫學研究，病理組織檢查及免疫染色已日趨重要，設立病理核心實驗室

以提供本院高品質服務，是相當必要的。本院病理核心實驗室已於 2007 年開放為全院服務。

目前可提供之服務項目包括：組織處理，蠟塊包埋及切片染色、空白切片、免疫染色、顯色原

位雜交染色、螢光原位雜交染色、組織脫鈣處理、組織化學染色、測試新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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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發展處
學術發展處主要任務在統籌本院整體學術研究業務之規劃、推動整合性醫藥衛生科技研究

計畫、加強國內外學術資訊交流與促進國際合作及人才培育。為達成其任務，設置企劃室、推

展室、審查室及培訓室等 4 個二級單位，各室業務執掌分述如下：

• 企劃室業務以年度綱要計畫為主軸，配合辦理每年度綱要計畫提報及各項由計畫所衍生或

對應之作業。此外，企劃室亦負責本院預、決算書計畫內容及成果彙整、學術合作規劃推

動、全院共享資源行政統籌、研究單位窗口業務及其他專案業務。

• 推展室負責定期辦理學術評鑑，以評估研究人員之學術研究成就；並負責辦理合作計畫之

審查管核與成果評鑑業務，以推動本院與院外機構之合作。此外，推展室亦協助辦理研究

人員之延攬及升等業務。

• 審查室負責辦理整合性醫藥衛生研究計畫相關業務，包含計畫之徵求、申請、審查、核定、

管考等行政相關業務及科技管理工作。同時，亦負責辦理本院提供學界及院內研究人員之

各項人才獎助。

• 培訓室負責協助研究人員爭取外來研究經費、申辦院外學術獎項，並負責辦理本院傑出成

就獎以及研發替代役男之甄選、管理等相關業務。

實驗動物中心
實驗動物中心於 2005 年設置，占地 6,830 平方公尺，主要功能區域為囓齒類動物飼養區、

生物安全等級二感染動物飼養區、中大型動物飼養與手術區、洗滌區、高溫高壓滅菌區與物品

儲存區、行政區等。實驗動物中心不僅支援研究人員之動物試驗，並於 2009 年設置「動物分

子影像核心設施」、2010 年設置「基因轉殖鼠核心實驗室」、2012 年設置「動物行為核心設

施」，以滿足多樣化的科學研究需求。

實驗動物中心定期舉辦各區使用說明會，說明動物保護法、人員使用動物進行研究時注意

事項，以及實驗動物中心各區使用守則等；並於各區說明會後安排人員參觀現場，以加強人員

對環境的掌握度。實驗動物中心將因研究人員的使用而有價值，而卓越的研究成果與優良的動

物品質更是研究人員與管理人員的共同責任，實驗動物中心也將提供更優質及專業的服務，以

符合科學研究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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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支援單位

技轉及育成中心
技轉及育成中心主要職掌為管理及推廣院內的智慧財產權與研究發展成果，為了更有效地

應用本院研發成果及提高運用價值，將其發明化為具有市場價值的商品和服務，藉由技術移轉

的運作與業者建立合作關係，激發本院同仁研發的潛能、提昇研究水準、落實研發成果，加速

國內相關產業技術提昇以增加國家競爭力，創造研、學、產互利共勝之局面，促進生技醫藥之

發展，提升國人生活品質。

國家衛生研究院為維護醫學研究倫理，建立獨立審查機制，保障研究參與者之權益，並規

劃及審議本院與研究有關之醫學倫理相關事宜，以增進醫學研究計畫倫理審查之效率，特於

2000 年設置國家衛生研究院醫學研究倫理委員會（IRB）。IRB 目前設主任委員 1 人，及委員

共 18 人；主任委員由院長任命。IRB 下設執行秘書 1 人，負責統籌 IRB 之運作。具生物醫學

科學背景委員：13 人（院內 4 人、院外 9 人）；非生物醫學科學背景委員：5 人（院內 1 人、

院外 4人），含法律專家、社會科學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以上男性委員 9人，女性委員 9人；

院內委員 5 人，院外委員 13 人。

醫學研究倫理委員會

總辦事處
總辦事處下設人事室、會計室、總務室、圖書館、資訊中心、營繕中心、採購中心；各室

可分科辦事。主要目的為：

• 整合簡化行政支援單位與流程，增進行政支援單位間之協調；

• 配合院務新增實際需求，增設專案單位；

• 強化委員會運作機制，提供必要之協助，促進研究發展。

其任務為服務全院同仁，協助各項醫藥衛生研究工作之推動，提供高效率且高品質之行政

支援與服務，使院內各單位順利推行業務。總辦事處為達成此任務，將致力於：

• 簡化行政流程，建立行政作業規範；

• 運用資訊科技，增進行政效率與管理效能；

• 培養總辦事處同仁具備「顧客滿意」的服務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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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主要負責業務如下：

• 公文文書處理及檔案管理；

• 特聘暨講座研究員、名譽研究員審查作業及榮譽研究員聘任作業；

• 董事會、院長遴選委員會、諮詢委員會、院務會議、行政及研究單位主管座談會等會議召

開作業；

• 國內外學術機構參訪接待；

• 學術演講及國際研討會籌辦； 

• 國會及媒體聯繫窗口；

• 其他秘書行政庶務支援。

秘書室

環境暨職業安全衛生室
• 職業安全與衛生：新進與在職員工教育訓練、作業環境測定、災害預防與事故調查、安全

衛生查核、在職員工定期健康檢查、健康管理、健康促進、緊急救護、協助本院環安衛委

員會等業務。

• 生物安全：實驗室生物材料與生物毒素之輸出入、異動與使用管理、協助本院生物安全委

員會審查業務。

• 化學安全：實驗室化學品運作申請、申報、查核、緊急應變。

• 輻射安全：放射性物質與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運作申請（含進出口與轉讓）、申報及查核；

輻射作業人員資格審查與人員輻射佩章管理；放射性廢棄物清理業務；非密封放射性物質

作業場所環境輻射檢測與擦拭測試。

• 環境保護：廢棄物管理、廢水管理、室內空氣品質與固定污染源排放管理、環境教育推動。

學務辦公室
本院為培植醫藥衛生研究人才，除積極延攬博士後研究員，也與國內多所大學院校合作碩

博士班研究生培訓計畫，每年亦舉辦大專生暑期研習，提供完整培育與訓練，並有完善研究設

施、舒適的生活環境和眾多相關領域研究夥伴與師資，歡迎優秀年輕學子報考並加入本院研究

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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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之業務範圍：

• 有關組織、人事、財務、會計、營繕、採購、財產與資訊管理等作業規章及制度之遵行與

適用情形之檢查、評估與建議；

• 各項業務計畫之規劃擬定、研究發展、執行控管、計畫變更、經費流用、達成目標、智慧

財產權管理、技術移轉、服務績效及成果管理等情形之檢查、評估及建議。

稽核之目的：

• 協助組織之管理階層及董事會，有效解除其責任；

• 檢查各項作業及資訊之可靠性、完整性；

• 確認資產保全；

• 確保資源之經濟及有效之使用；

• 確認營運或專案計畫目標之達成。

稽核室

英文編輯室
英文科學編輯室主要協助本院研究人員投稿國際期刊前之英文編修，以提升研究論文發表

的速度與成效，並充分展現本院研究成果及其影響效益。另也協助本院相關英文文件、書信及

文稿之潤飾。

編輯中心製作多元化的文宣出版品，使其具一致性、功能性、時效性，並藉由網際網路的

傳播，使更多民眾瞭解本院的組織及功能，以整體呈現本院形象。

• 國衛院電子報：每週出刊；內容包含研究發展、學術活動、學術交流、院務紀事、人事動態、

健康知識、知識產權、出版資訊、影音節目及最新著作等。

• 年報型式的出版品：中英文簡介（年報）、中英文簡介摺頁、中英文多媒體簡介、衛生署

公共衛生中英文年報、行政院中華民國年鑑、中華民國科學技術年鑑。

• 英文編譯業務：協助本院其他單位公告與請辦單之英文翻譯。

• 網頁填報業務：學術活動行事曆之填報、本院全球資訊網首頁之「院務特寫」、「影音節目」

之更新維護。

• 出版品中心管理業務：全院出版品管理包含轉登錄政府出版品編號、電子檔上網、委託銷

售寄發及庫存處理與盤點等事宜。

編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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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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單位 研究支援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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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21 / 037-586-261 

衛生政策轉譯組 
36395 / 037-586-261 

醫療保健研究組 
36301 / 037-586-261

生技與藥物研究所 
35701 / 037-586-456 

分子與基因醫學研究所 
353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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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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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米醫學研究中心 
38101 / 037-586-447 

免疫醫學研究中心 
37601 / 037-586-642 

神經及精神醫學研究中心 
36727 / 037-586-453 

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 
38501 / 037-584-730

生醫資源中心 
33601 / 037-586-410

核心儀器設施中心 
33701 / 037-586-674

基因轉殖鼠核心實驗室 
33801 / 037- 582-679

動物行為核心設施
33501 /  037-586-453 

病理核心實驗室 
33706 / 037-586-459

實驗動物中心 
32912 / 037-583-024 

學術發展處 
33001 / 037-580-784

技轉及育成中心 
33201 / 037-583-667

醫學研究倫理委員會 
38603 / 037-580-784 

總辦事處
32001 / 037-587-411

人事室 
32211 / 037-586-297 

會計室 
32307 / 037-584-922 

圖書館 
33642 / 037-583-153 

總務室 
32521 / 037-585-049 

資訊中心 
33666 / 037-583-198 

營繕設管中心 
32611 / 037-586-369 

採購中心 
32711 / 037-587-405

環境暨職業安全衛生室 
33023 / 037-582-646

學務辦公室 
31102 / 037-580-255 

秘書室 
32536 / 037-586-401 

英文編輯室 
21040 / 02-2655-8009

稽核室 
31603 / 037-587-403

編輯中心 
31505 / 037-587-402

電話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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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MP生物製劑廠

竹南院區圖

NHRI 交通圖

竹南院區圖

6 

5 
4 

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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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5. 研究大樓（二）
6. cGMP 生物製劑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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