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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於1996年1月1日創設至今，即將邁向第15個年頭。成立以來即以任務性導
向的醫藥衛生研究為執行重點，任務包括推動生物科技與藥物研發、建置醫藥衛生

資源與服務、扮演政府之生物醫學研究智庫、培育生物醫學專業人才與促進學術合

作。在院內研究上主要涵蓋四大範疇，包括群體健康科學、分子細胞與基因醫學、

臨床與轉譯醫學、生物科技與藥物研發；今年度在本院研發團隊的共同努力下，許

多辛勤栽種的種子已結出碩大的果實。

「國家衛生研究院98年報」呈現過去一年多來本院重要研究成果：為提昇癌症
患者的照護品質，透過基礎及臨床研究人員攜手合作，於2009年6月與成大醫院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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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症新藥及新療法的開發；心血管疾病是全世界名列前茅的死亡原因，本院心血管研

究團隊發現創新腦中風治療方法及機制，未來可應用在腦中風的治療及心血管所引

起的相關疾病上；分子基因研究團隊首度證明人類第四號染色體中，Cisd2遺傳基
因決定人類早衰、老化及調控哺乳動物的壽命長短；生藥研發團隊針對C型肝炎進
行藥物研發，已篩選出一有潛力發展為抗C型肝炎的口服先導化合物，透過國際合
作，以期早日發展出抗C型肝炎之新穎藥物；醫學工程研究團隊成功地開發出高階
醫療器材/設備—高強度聚焦超音波系統（HIFU），研發以子宮肌瘤治療為臨床標
的之產品；疫苗研發團隊cGMP設施硬體已於2008年底開始啟用，除配合政府所訂
定具備自行製造疫苗能力的政策，以因應任何緊急傳染性疾病的威脅，並致力於本

土性傳染病疫苗的研究及重要疫苗的生產。

除院內研究外，本院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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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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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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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未來，本院之願景在於成為國際醫藥衛生科技發展重鎮，帶動國內生物技

術產業，扮演政府醫藥衛生研發智庫。本院全體同仁將秉持專業與熱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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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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董 事 會

院 　 長

副 院 長

主任秘書

研究部門

研究所

癌症研究所

細胞及系統醫學研究所

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

研究組

分子與基因醫學研究組

感染症研究組

生物技術與藥物研究組

環境衛生與職業醫學研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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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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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動物中心

行政管理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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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事 室

會 計 室

圖 書 館

總 務 室

資訊中心

專案單位

生醫資料庫中心

工程專案小組

稽 核 室

秘 書 室

編輯中心

環境暨職業安全衛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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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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完整的全國性的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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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架構

研發策略

基礎建設

國家癌症
衛生政策
建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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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腫瘤分子與••
基因醫學
腫瘤病毒學••
腫瘤生物學••

基礎研究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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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譯醫學

癌症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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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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研所臨床研究病房原分置於台北榮

總、台大醫院及三軍總醫院。2007年底因配

合國家政策，結束位於台北榮總、三軍總醫

院的合作病房，僅保留台大醫院的門診合作

業務，並將整個臨床業務重心南移至台南的

成大醫院，開辦合作病房。臨床試驗將專注

於早期臨床試驗，及頭頸部鱗狀上皮細胞癌

與腸胃道消化系癌症之相關臨床試驗為主。

基於此任務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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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癌研所完成以RAD001（一種

mTOR抑制劑）在晚期肝癌病患之隨機分組

第一期臨床試驗，並於第45屆美國臨床腫瘤

學會年會（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

ogy 2009）中發表該研究初步成果。此外，

亦完成以liposomal-irinotecan合併每週24小時

注入高劑量5FU/LV灌注治療晚期實質腫瘤之

第一期臨床試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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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並於TCOG組織中

進行一胰臟癌患者術後單獨使用輔助性gem-

citab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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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適應症之開發，希望提供

病患最佳的醫療照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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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ase I Units in NCKUH / NTUH

Tumor Board

Wu-Chou•Su•(NCKUH)
Li-Tzong•Chen•(NHR) Radiation

Oncology

Nuclear
Medicine

GLP
Lab

CTC IHC FISH SKY Pharmacogenetics

Investigational
Drug•Storing•and
Dispensing

General
Ward

Ward
Animal
Facility

Basic
Research

Tissue
Bank

Pathology
Reading

PK

Biomarker
Drug

Development

Pathology
Department

Pathology
Department

Radiology
Surgical
Oncology

Pharmacist
Biostatistician
Project•Manager
Research•Nurse

■ 10 Medical Oncologists
TY•Chen,•CJ•Yen,•WP•Su,•PC•Lin,•WH
Chiu,•JY•Chang,•TW•Liu,•HS•Shiah,•KC
Tsai,•KY•Chang

■ 1 Radiation Oncologist
HJ•Ch'ang

Supporting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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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癌研所與台南成大醫院共同成立「前期臨床試驗
中心」，癌研所張俊彥所長及成大醫院陳志鴻院
長共同主持揭幕典禮。

二、癌症基礎研究

癌研所基礎研究部目前分為五個研究

群，分別為實驗性治療研究群（Program of 

Experimental Therapeutics）、細胞與分子腫

瘤學研究群（Program of Molecular and Cellu-

lar Oncology）、腫瘤病毒研究群（Program of 

Viral Oncology）、腫瘤免疫研究群（Program 

of Tumor Immunology）及癌症生物統計研究

（Program of Cancer Bio-statistics）。

(一) 實驗性治療研究

1.  研究癌細胞中調控O6-甲基鳥糞嘌呤-DNA-

甲基轉化酵素的機轉

三氧化二砷、荷爾蒙藥物tamoxifen與

platinum類藥物目前在臨床上已普遍被用來

治療不同的癌症。這些藥物與O6-alkylguanine

烷化劑合併使用時，對腫瘤毒殺效果具有加

乘作用。O6-甲基鳥糞嘌呤-DNA-甲基轉化酶

（MGMT）在DNA的修補功能上，扮演十

分重要的角色，可用來防護O6-alkylguanine

烷化劑的毒性。研究團隊先前的研究發現，

MGMT的表現量可調節第一型拓樸異構酶抑

制劑對細胞的毒殺能力；且三氧化二砷與荷

爾蒙藥物tamoxifen能抑制MGMT蛋白的表

現；而MGMT的表達與否，會影響到platinum

類藥物的作用。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已分別

發表於國際期刊「J Med Chem, Cancer Res, 

Biochem Pharmacol, J Pharmacol Exp Ther及

Int J Cancer」。

此外，研究團隊也發現CPT30與KB100

兩株喜樹鹼抗性細胞對BCNU的敏感性提

高，並進一步證實此兩株喜樹鹼抗性細胞

之MGMT基因轉錄能力降低，其機制乃與

MGMT CpG island位置有大量的methyl-CpG-

binding protein 2（MeCP2）蛋白存在，以及

增加H3K9甲基化有關。這項研究成果，不

僅提供喜樹鹼與BCNU臨床試驗合併使用之

依據，也藉由闡明MGMT更多元的角色，而

提供臨床治療上新的治療方式與資訊。此成

果也已發表於2008年8月之「Mol Pharmacol 

74:517-526」。

2.  Nrf2/ARE路徑在癌症化學預防、腫瘤發生

與化療抗性衍生之相關研究

癌症治療過程中，抗藥性是一個重要的

課題。過去Nrf2活化劑被認為是有潛力的癌

症預防物質。然而，近來卻有研究指出，

Nrf2活化與Nrf2標的基因的表達量增加，與

腫瘤惡化息息相關。由於Nrf2調節代謝解毒

酵素與抗氧化蛋白的表達，因此Nrf2活化可

能會減低化療時的藥物毒性，並誘發藥物抗

性產生。故調控Nrf2/ARE相關路徑，目前被

認為是抗癌與逆轉藥物抗性的新穎標的。研

究團隊與台南奇美醫院口腔外科合作，取得

口腔鱗狀上皮癌之組織檢體，初步的免疫組

織染色結果發現，Nrf2在口腔鱗狀上皮癌中

的表達量，較正常口腔黏膜上皮細胞為高，

其中，細胞核有較深染的情形發生。

根據這個結果，此團隊將進行更大規模

組織樣品之檢測，並與臨床數值做分析，以

確認Nrf2在台灣口腔癌化過程中之角色。此

外，該研究室的研究中也發現口腔癌KB之

抗藥衍生細胞株，其Nrf2的表達明顯較其原

始細胞為高，進一步的研究顯示，抗藥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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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Nrf2活化並轉位（translocate）到細胞核

中，導致由Nrf2所調控之抗氧化蛋白、代謝

解毒酵素與MRPs藥物外排幫浦之表達狀態也

明顯較原始細胞為高。進一步以Nrf2-targeted 

siRNA處理抗藥細胞株能明顯逆轉細胞的藥

物抗性，這些結果顯示Nrf2為一新穎的抗藥

因子。另外，在癌症化學預防的部分，也已

成功建立ARE報導基因系統，可供後續Nrf2

活化劑的篩選。

圖2：	 Nr f2免疫組織染色分析—正常口腔黏膜細胞
（左）及口腔鱗狀上皮癌細胞（右）。

3.  AXL啟動子及其負面回饋自我調節機制之

探討

受體酪胺酸激酶AXL在癌症細胞的侵犯

轉移能力，甚至癌細胞的抗藥性上扮演重要

角色，因此尋找可以干擾或阻斷AXL之表現

或活性的藥物或方法，成為具有臨床重要性

的關鍵議題。癌研所研究團隊除了發現AXL/

Gas6與血癌細胞之產生抗藥性有關外，亦

證明AXL蛋白對它自己基因的啟動子具有

回饋性抑制作用「Cancer Lett 268:314-324, 

2008」。此外，研究團隊也發現AXL基因啟

動子上為數眾多的CCWGG序列的甲基化程

度與AXL的表現量有關係（甲基化愈高者表

現量愈低），也與癌細胞在承受化療藥物攻

擊時AXL表現的反應有關（亦即，甲基化愈

高者反應愈弱，甲基化較低者反應較強）。

除了AXL以及其他基因之外，細胞內在的活

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含量

也與癌細胞的侵犯能立成正相關性。並且，

NAC抗氧化劑可以降低癌細胞的轉移能力，

而AXL已知可被ROS所活化，顯示AXL與

ROS的互相作用在肺癌細胞的侵犯轉移上應

扮演關鍵角色。

4.  以G-CSF移動骨髓細胞及癌細胞在癌症治

療中的角色研究

為評估在癌症治療，尤其放射治療中，

使用G-CSF的安全性，研究團隊利用綠螢光

轉殖鼠骨髓移植，標記綠螢光蛋白於骨髓細

胞上，並以螢光素（luciferin）標記腫瘤細

胞，以探討放射照射與G-CSF影響細胞移動

的現象與機轉，進而解釋放射照射與G-CSF

臨床上併用的疑義。初步研究結果認為，

G-CSF經由吸引骨髓細胞、促進血管新生而

加速腫瘤生長。G-CSF可直接促進腫瘤細胞

活動，或經由增加骨髓細胞移動到「將轉移

處」，改善微環境，增加腫瘤轉移。局部放

射治療，可以抑制G-CSF促進骨髓或腫瘤細

胞移動的現象，所以在腫瘤局部放射治療

中，給予G-CSF是安全的。同時使用G-CSF與

放射治療，不會促進腫瘤生長或增加轉移。

(二) 細胞與分子腫瘤學研究

1.  利用基因體分析，探討過度甲基化基因在

高度轉移性癌細胞中的角色和功能

多胺類（polyamines）是細胞內帶正電

荷的小分子，它和細胞生長、組織發育有密

切的關係。根據最新的研究發現，它也和癌

症的形成有關，因此分析體液中多胺類的含

量，也被當作癌症治療診斷的依據之一。許

多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化學治療藥物及細

胞激素等，都能夠誘導SSAT（spermine/sper-

midine N1-acetyltransferase）的表現。SSAT是

代謝多胺類的關鍵酵素，它可藉由乙醯化多

胺類，進而促進多胺類的降解，最後導致細

胞生長受阻。SSAT也和細胞的分化、細胞週

期的調控有關。依據不同的刺激來源，SSAT

會受到轉錄因子複合體（Nrf-2/PMF-1）、

NF-κB及PPAR-γ的調控，這些轉錄因子會結

合到SSAT基因驅動區的反應區（responsive 



癌症研究所10

element）來調節SSAT基因的表現。

利用基因微陣列（microarray）高速篩檢

的特性，再配合甲基化藥物的處理，可獲得

一群甲基化的基因，而這些基因可能在癌細

胞轉移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可作為癌

症檢測的生物指標（biomarker）。實驗室的

研究發現，當癌細胞表現大量SSAT蛋白時，

可以顯著降低癌細胞內多胺類的含量、癌細

胞生長及侵襲（invasion）的能力，因此研究

室評估SSAT具有侵襲抑制者（invasion sup-

pressor）的角色，截至目前為止，尚無報導

提出相關的論點，而詳細的機轉探討也付諸

闕如。因此實驗室藉由此新發現，率先研究

SSAT在癌細胞侵襲及轉移中扮演的角色及相

關的機轉探討，期望能發展出新的癌症治療

標的。

2. 探討AXL調控癌細胞轉移的機轉

AXL已被證實與癌細胞轉移有非常密切

的關聯，但是詳細的機轉卻不十分清楚。在

此研究計畫中，研究團隊證實了不論在活體

外或活體內，受體酪胺酸激酶AXL會促進間

質金屬蛋白酶MMP-9的表現，進而導致癌細

胞的轉移能力增強。而此過程與ERK的訊息

傳遞路徑有直接的關連。有趣的是，受體酪

胺酸激酶AXL的結合子（ligand）gas6雖會活

化AXL但卻不會影響間質金屬蛋白酶MMP-9

的表現，此結果表示，在癌細胞惡化的過程

中，只要受體酪胺酸激酶AXL大量表現，就

足以造成癌細胞的惡化，可見AXL的重要

性。此外，研究進一步發現AXL-ERK的路

徑，還需要活化一個重要的轉錄因子NF-kB

及染色質重組蛋白Brg-1，若抑制NF-kB轉錄

因子的表現，則活化的AXL-ERK也無法調控

MMP-9的活性，由此可知，ERK及NF-kB的

活性對於AXL調節MMP-9的活性是必需且重

要的。綜合以上的實驗結果顯示，該研究對

於AXL如何增強癌細胞的轉移能力，提供了

一個可能的機轉。此研究結果已發表於「On-

cogene 27:4044-4055, 2008」是第一篇詳細探

討AXL影響癌細胞轉移機轉的研究報告，此

發現對未來癌症治療提供一個新的方向。

圖3：	NF-kB及Brg-1A參與AXL-ERK的路徑，促進
MMP-9的表現，進而導致癌細胞的轉移能力
增強。

3.  探討人類PREPL和KLK13絲胺酸蛋白酶基

因於癌生成與惡化之角色

KLK13為新的促癌轉移蛋白酶基因。此

基因上游啟動子甲基化的程度，被發現於正

常肺細胞株內相當地高，但在轉移性肺癌細

胞株內則被顯著下調。而當細胞大量表現

KLK13時，可以明顯增加高轉移癌細胞株的

侵襲與轉移能力，反之，若以干擾性RNAi處

理壓低KLK13的基因表現量時，則癌細胞株

的侵襲與轉移能力就會變差許多。經由ECM

細胞外間質降解實驗，研究團隊發現細胞外

的laminin極有可能是KLK13的主要受質。因

此在肺癌生成與轉移過程當中，KLK13極有

可能是藉由基因轉錄調控區域的去甲基化，

使得己身基因的表現量得以提昇，進而導致

了細胞外間質laminin成分的被大量降解，而

最終促進了肺癌細胞的移動、侵襲與轉移。

圖4：	KLK13蛋白在正常及肺癌細胞株之表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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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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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巨噬細胞就

是腫瘤組織中一種主要的滲入性免疫細胞。

目前已有許多證據顯示腫瘤細胞與組織間質

及與間質內其它細胞之間的交互作用可以巨

大地改變腫瘤細胞的特性與行為。巨噬細胞

對某些如乳癌、非小細胞肺癌及頭頸部癌的

癌細胞之移動、侵入及轉移有促進的作用。

而腫瘤的轉移常常伴隨抗藥性的發生。因

此，研究目的在探討巨噬細胞引起腫瘤細胞

擴展及抗藥性的機制。研究發現：巨噬細胞

可藉由自己或是誘導腫瘤細胞產生的cyto-

kines（特別是IL-8及IL-6）引起腫瘤細胞表現

MDR1及MRP2而對Taxol、Taxotere及Gemzar

具有抗藥性。另外，此該實驗室已經陸續建

立模型探討得知巨噬細胞可促進癌細胞向內

皮細胞移動並對內皮細胞吸附，並進一步促

進癌細胞對內皮細胞之穿越能力，初步的實

驗結果指出內皮素（endothelin）均參與了這

些過程。

(三) 腫瘤免疫研究

癌轉移為癌症患者死亡的首因。腫瘤轉

移歷經多個步驟，有許多種蛋白質參與其

中。癌研所腫瘤免疫研究團隊過去的實驗結

果已確認甲型烯醇酶（ENO1）為腫瘤相關抗

原，95%非小細胞肺癌病患有ENO1之表達，

且ENO1高量表達之患者相較於低度表達患

者之預後為差。此外，ENO1已被證實可與

plasminogen結合，亦發現與癌細胞轉移有關

之urokinase-type plasminogen activator（uPA）

有較高表現量。此實驗室建立一人類ENO1蛋

白調降肺癌細胞株及一老鼠ENO1蛋白調降黑

色素癌細胞株。初步研究結果顯示，高轉移

之人類肺癌細胞株或老鼠黑色素細胞瘤細胞

株會表現較高量之ENO1，也有較強之體外移

動及組織侵襲能力，而調降ENO1可降低腫瘤

細胞之體外組織侵襲能力及體內轉移能力。

因此計畫將更進一步探討這些ENO1相關蛋白

質在腫瘤轉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尋求未來

對癌症轉移控制的契機。

計畫另探討以ENO1作為免疫治療目標抗

原之可行性。研究團隊先前蒐集了184位肺癌

病患及99位相當年齡健康人的血液。其分析

結果顯示抗甲型烯醇酶抗體的量在癌症病患

中，的確顯著地較健康人血中含量來的低，

並且此抗體量在癌症晚期病患血液中，也明

顯地較早期病患來的低。動物實驗中利用甲

型烯醇酶蛋白及其他免疫佐劑為疫苗抗原，

以提高體內抗甲型烯醇酶抗體量。其結果顯

示強化抗甲型烯醇酶的免疫力，可有相當顯

著地壓制腫瘤的生長的療效，此研究成果於

2009年5月發表在「J Immunol 32:363-369」。

此研究結果將有助於未來癌症之臨床診斷預

後評估及治療。

(四)腫瘤病毒研究群

1.  EB病毒重複的再活化對鼻咽癌細胞基因體

不安定性的影響

基因的不穩定性目前被普遍認定是癌症

發生的指標現象，而且這種現象在鼻咽癌

（NPC）病患的組織中，也普遍發生。研究

團隊過去的研究結果顯示：EBV第一型潛伏

膜蛋白（LMP1）所引起的微小核生成是由

抑制p53而抑制DNA損傷修復所引起的「On-

cogene」後續研究更發現LMP1可透過非p53

之途徑意志DNA損傷修復，此研究成果已發

表於「J Virol 82:8124-8137, 2008」。大規模

及長期血清流行病學研究顯示：EB病毒由

潛伏期再活化進入溶解期與鼻咽癌的發生及

治療緩解後之復發密切相關。實驗室進一步



癌症研究所12

檢測了幾個EBV的溶解期蛋白質是否會造成

基因的不穩定性以及是否會造成DNA損傷，

發現好幾個溶裂期基因均有這些作用，其中

DNase所產生的影響最大，而且由DNase所

造成的這些現象隨著蛋白質表現量增加而變

多。因此，EBV溶解期的蛋白質的確會造成

DNA損傷，並進而引發宿主上皮細胞的基因

不穩定。

此外研究團隊亦發現EBV陽性的NA細

胞以TPA/SB刺激進入溶解期，隨著刺激次

數增加，細胞不穩定性亦隨之增加；在實驗

動物結果也發現腫瘤生長速率也明顯增加。

實驗結果支持一個新穎的EB病毒在鼻咽癌的

致癌機轉，即EB病毒的再活化會造成基因

不安定，進而導致鼻咽癌的惡化。此研究成

果也已發表在「Int J Cancer 124:2016-2025, 

2009」。分析經多次再活化後之腫瘤細胞基

因，發現第三條染色體之致癌基因SKIL與

ROBO1表現亦隨之增加「Cancer Genet Cyto-

genet 185:1-10, 2008」。此結果可以解是鼻咽

癌病人治療緩解後復發的機轉。

圖5：	EBV陽性的NA細胞以TPA/SB刺激進入溶解期，
隨著刺激次數增加，細胞不穩定性亦隨之增加；
在實驗動物結果中也發現腫瘤生長速率亦明顯
增加。

2.  卡波西氏瘤病毒再活化與腫瘤形成之關聯

性探討

卡波西氏瘤（Kaposi’s Sarcoma, KS）是

一種由細胞及組織中，自分泌與旁分泌失調

所引起的疾病。在KS組織中幾乎百分之百

地可偵測到卡波西氏瘤病毒（KSHV）。他

和EB病毒（EBV），不僅基因體具高度相似

性，二者在體內的感染歷程也是非常相似。

KSHV基因體中有一個所有γ-herpsvirus均具

有的特早期（immediate-early）蛋白，稱為

replication and transcription activator（RTA）。 

KSHV RTA（K-RTA）不僅是KSHV啟動再

活化過程中表現的第一個轉錄分子，單獨

將K-RTA表現在感染KSHV的細胞中即可使

KSHV進入溶裂期（lytic cycle）。

研究初步結果顯示：K-RTA可有效地利

用宿主細胞的phosphorylation及O-GlcNAcy-

lation兩種後轉譯修飾系統，在溶裂期中調控

其本身轉活化下游病毒蛋白的表現。此研究

成功地鑑定出調控卡波西氏瘤病毒latent-lytic 

switch的轉錄因子K-RTA在宿主細胞中，受

後轉譯修飾系統（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

tion, PTM）的位點。K-RTA至少受到宿主細

胞二種PTM調控：第一為單醣乙醯化（O-Gl-

cNAcylation）、另一個為磷酸化（phospho-

rylation）。宿主細胞透過單醣乙醯化來抑制

K-RTA的活性，而K-RTA利用宿主細胞的核

內磷酸化系統來增強其轉活化下游病毒蛋白

的活性。研究成果已發表於「Cell Cycle 8:58-

65, 2009」。由於K-RTA誘導溶解期的發生與

卡波西氏瘤病毒引發腫瘤產生息息相關，因

此釐清K-RTA的生物活性如何受PTM調控將

有助於對卡波西氏瘤病毒致癌機轉的瞭解。

(五) 癌症生物統計研究

基因微陣列合作實驗室建置與應用微陣列之

比較基因體雜交實驗資料校正及分析方法之

研究

本院經過數年的跨實驗室合作，此實驗

室已建構數種微陣列實驗技術平台，包括

cDNA微陣列、genomic DNA微陣列和oligo-

nucleotide微陣列，用來研究癌細胞的基因轉

錄表現以及人類癌細胞染色體套數變化。同

時，他們也已開發出兩種貝氏統計分析法，

各用於(1)估計DNA病毒在宿主細胞之時間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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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現（Annals of Applied Statistics, 2009 ac-

cepted）。此法可應用於包括致癌病毒的基因

表現研究，及(2)定位所有染色體變化之斷點

（break point）所在位置，以及該位置確實為

斷點的機率。目前以肺癌細胞為研究標的，

且持續進行於不同肺癌細胞株中強迫表現或

默化候選基因等各類功能性分析。綜觀國際

間癌症研究趨勢，建立微陣列平台及分析方

法，此團隊認為這些平台及方法若能積極、

直接應用於臨床之檢體基因組剖析研究，將

可獲得用於癌症早發預測、診斷、及預後之

實用臨床生物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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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簡稱TCOG）成

立於1989年，其設立乃參照美國Eastern Co-

operative On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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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之醫院包括教學醫院及

區域醫院共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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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下半年安排至12家合作醫

院進行稽核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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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三軍總醫院

2. 台灣大學附設醫院

3. 台北榮民總醫院

4. 台北醫學大學萬芳醫院

5.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6. 馬偕紀念醫院

7. 國泰綜合醫院

8.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9.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10.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11. 台中榮民總醫院

12. 彰化基督教醫院

13.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14. 成功大學附設醫院

15. 永康奇美醫院

16. 柳營奇美醫院

17.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18. 高雄榮民總醫院

19.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20.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

圖6：	參與TCOG癌症
研究之醫院及其
分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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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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個研究計

畫，目前計有9個進行中的臨床試驗，並有

3件新的臨床試驗案預計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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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及放射治療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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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癌症疼痛處理指引」。此共

識及指引不僅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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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終目的就是提昇癌症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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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已出版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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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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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6-7日

舉辦「亞太口腔癌研討會暨第十二屆TCOG

年會」，會中邀請美國、比利時、日本、印

度等國際專家，及國內相關領域的傑出學者

做專題演講，報告口腔癌目前各種創新的治

療策略及未來研究發展趨勢，共同切磋分享

研究成果，可說是亞太地區癌症研究會議難

得的盛況。

癌研所與台灣癌症基金會共同執行衛生

署委辦之「舉辦藥品臨床試驗及執行有關之

醫事人員研習班」。2008年曾舉辦外科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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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神經腫瘤、護理人員、統計人員等專科

研習班，及2009年1月舉辦心臟血管外科腫瘤

專科研習班。此教育訓練目的在提供以實務

經驗為導向，以有系統的臨床試驗課程，增

加在臨床試驗計畫進行之相關專業知識，用

以培養臨床試驗研究專科人才。

此外，癌研所持續進行內科腫瘤專科醫

師、護士訓練及放射腫瘤專科醫師訓練。

2006年度第一屆放射腫瘤專科醫師訓練已完

訓放射腫瘤專科醫師共15名，2007年繼續進

行第二屆學員訓練。此訓練計畫名譽主持人

為本院伍焜玉院長，國內召集人為癌研所所

長及放腫醫學會理事長，國外召集人為Me-

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醫學物理

部主任林震博士。2007年8月於南港台北辦事

處，在彭汪院士與各院主任見證下，由伍院

長頒發結業證書給15位符合資格的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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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衛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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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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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Group, BIG）合作之研

究計畫，參與之「ALTTO計畫」及「Neo-

ALTTO計畫」兩個計畫均收案順利，進度超

前，其中「Neo-ALTTO計畫」已停止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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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相當卓著之成效；目前腫

瘤標記實驗室亦正籌備申請國際標準化（In-

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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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OG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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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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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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細胞研究部分主要進行成人幹細胞的新研發技術及治療潛力開發；心

血管與血液研究部分著重血管保護機制及治療策略的探究；老年醫學基礎研究部分著重在

肌肉骨骼細胞發炎反應及老化相關的細胞變化研究。此研究所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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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架構

細胞及系統醫學研究所

神經幹細胞研究••
其他種類幹細胞探討••
基礎研究••

再生醫學

基 

礎 

研 

究

轉 

譯 

醫 

學

臨 

床 

研 

究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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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其他學術單位合作，整合研究資源••

細胞機轉之研究••
免疫機制之探討••

心血管醫學

骨骼相關研究••
老化機轉之探討••

老年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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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果

一、老化相關疾病的研究

(一)  探討老化及高度糖基化終產物(AGEs)

抑制脂肪細胞分化之機轉

脂肪細胞分化受兩個主要的轉錄因子

（transcription factors）-PPARγ及C/EBPα的調

控，而老化會抑制脂肪細胞的分化，然目前

其分子機制不甚清楚。因此張中和研究員利

用3T3-L1小鼠的前脂肪細胞，探討脂肪細胞

分化機制及老化如何影響此機制。

葡萄糖與蛋白質上的Lys及Arg的氨基群

作用，經一串反應後形成高度糖基化終產物

（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 AGEs），

其中糖尿病患之高血糖可加速AGEs的形成。

AGEs在老化的過程中會自然產生並累積在器

官及組織中。初步成果發現AGEs會抑制轉

錄因子，進而抑制3T3-L1細胞分化。AGEs

可經由其受體RAGE激活下游的Src、Akt及

ERK1/2。研究顯示AGEs信息傳導路徑上的

數個蛋白質（例如RAGE、Src及Akt）的活

性或蛋白質量均升高。進一步發現Akt會磷

酸化，並激活β-catenin的活性，促其轉移至

細胞核內。因此抑制轉錄因子的表達及脂肪

細胞之分化。另外，初步研究發現另一新基

因 （暫命名為REA）可增加轉錄因子在細胞

的表達，且會促進3T3-L1細胞分化為脂肪細

胞。

目前研究團隊積極進行探討REA促進脂

肪細胞分化的機制，另亦嘗試發展基因轉殖

鼠（transgenic mice）；尋找除Akt外，參與

AGEs抑制脂肪細胞分化的其他路徑；另在年

輕及老年的Fischer 344實驗鼠中，抽提出前脂

肪細胞（preadipocytes），比較兩者的分化能

力、AGEs之含量及AGEs的信息傳導能力上

的差異，希冀對老化機轉有更深刻地瞭解。

(二) 退化性關節炎的研究

骨關節炎是膝蓋軟骨慢性退化的症狀，

在膝蓋及髖關節等承重關節處特別容易發

生，其中體重過重及持續性的磨損是骨關節

炎的兩大重要導因。臨床研究顯示，發炎反

應亦在骨關節炎（osteoarthritis）形成過程

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何令君助研究員從事

由免疫機制的角度去研究發炎所導致的骨關

節退化，希冀能發展治療及預防的方法。其

以骨關節炎病人的軟骨細胞為研究材料，發

現維他命A活性產物全反式視黃酸（all-trans 

retinoic acid, t-RA）對第一介白質（interleu-

kin-1, IL-1）和腫瘤壞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ha, TNF-α）所導致的軟骨細胞活

化，具有不錯的免疫調節作用與抑制效果

（Ho LJ et al., Biochemical Pharmacology 2005, 

15;70:200-8）；且t-RA在軟骨細胞內的訊號

傳導路徑，會抑制IL-1與TNF-α所誘導的趨

化細胞激素（chemokines）產生（Hung LF et 

al., Immunological Investigations 2008, 37: 675-

693）。

此外，研究另發現銀杏粹取物EGB在軟

骨細胞活化發炎反應中經由阻斷轉錄因子

（AP-1）的訊息傳導效應，而達到免疫調節

作用；而將銀杏用於治療退化性關節炎患者

的臨床療效評估顯示對初期病徵病人有保護

關節之潛力。研究團隊進一步建立退化性關

節炎的動物模式，用以偵測免疫調節藥物對

退化性關節炎治療的體內療效。

研究團隊除對免疫機制的探討外，另探

討老化過程在退化性關節炎病機轉中扮演之

角色，以高度糖基化終產物（AGEs）在人類

軟骨細胞的效應發現，高度糖基化終產物會

引發關節軟骨細胞產生COX-2-PGE2與iNOS-

NO，進而引發軟骨基質喪失（Huang CY et 

al., European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2009, 39:417-428），此可能是老化過程中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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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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高度糖基化終產物會引發關節軟骨細胞產生
COX-2-PGE2 與iNOS-NO，進而引發軟骨基質
喪失。

(三)  老化相關骨骼原細胞及組織修復缺失

研究

過去的許多研究對骨骼原細胞（osteo-

progenitor cells）缺乏及其對骨骼形成的不利

影響已作了廣泛的研究。先前的研究成果顯

示在老化過程中骨骼原細胞的減少，乃因骨

骼原細胞無法對胰島素樣生長因子-I（IGF-

I）、血小板衍生性生長因子（PDGF）及鹼

性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bFGF）等生長因子

產生正常的細胞增殖反應，而IGF-I已確認可

能是調節骨骼原細胞增殖（proliferation）與

成骨生成系統表現（lineage expression）最有

效的生長因子。因此，林聖光助研究員研究

團隊建立老化動物模型（F344實驗鼠），自

成年鼠及老年鼠分離培養出骨骼原細胞，深

入探討老化影響骨骼原細胞增殖能力的作用

機制。

二、 心血管及其他免疫醫學相關研究

心血管疾病是包括台灣在內全世界名列

前茅的死亡原因。瞭解心血管疾病的調節機

制能夠協助提供藥物研發機制的新想法及階

段目標。

(一) 心血管疾病治療機制之探討

此系列研究探討環氧合酶-2（COX-2）

產生之PGI2如何活化PPARδ，增加14-3-3ε基

因之表達，來保護細胞存活，並進而發展心

血管疾病新治療方法。由伍焜玉院長與中央

研究院生醫所林天南博士以大老鼠中風模式

探討PPAR對於中風的療效，研究結果發現

治療糖尿病的藥物rosiglitazone可控制中風，

減少中風大老鼠腦部細胞凋亡，其療效是經

由驅動新款的細胞內轉錄因子proliferatior-

activatedreceptor-γ（PPAR-γ）調節基因表現

的機制來減少細胞凋亡，以防護局部缺血性

中風所造成之傷害（Wu KK et al., Circulation 

2009 119:1124-34）。未來可應用在腦中風的

治療，亦可應用在心血管所引起的相關疾病

上。

糖尿病藥物 丁型前列腺素

保護腦及心臟組織細胞

PPAR-γ轉錄

14-3-3ε蛋白質表達

減少壞蛋白Bad引起
的細胞凋亡

圖2：	糖尿病藥物保護腦及心臟組織細胞機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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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血管平滑肌細胞的研究

動脈粥狀硬化是一種血液高膽固醇引起

的血管疾病。林秀芳副研究員先前研究指出

在動脈受機械性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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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P2可能在動脈粥狀硬化的形

成也扮演重要的角色。為探討此問題，研究

團隊把CRP2和Apolipoprotein E（簡稱ApoE；

位於人類第19對染色體，是與心血管疾病有

密切關係的基因）基因缺陷小鼠交配，而得

到兩個基因都缺陷的小鼠。

複雜性的粥狀動脈硬化斑塊除了滿富脂

肪之泡沫細胞外也富含平滑肌細胞。為了探

討CRP2是否參與高血脂高膽固醇引起的動

脈粥狀斑塊形成，研究團隊給與ApoE–/–和

ApoE–/–Csrp2–/–小鼠高血脂高膽固醇食物，在

6週後檢驗動脈斑塊形成。組織切片染色顯

示ApoE–/–小鼠的為簡單形，且主要是泡沫細

胞的小斑塊（圖3A），與ApoE–/–Csrp2–/–小鼠

的比較，後者呈現粥狀斑塊除較大外且更為

複雜，斑塊內及頂冠都含有平滑肌細胞（圖

3B）。

圖3：	動脈粥狀硬化在ApoE–/–Csrp2–/–小鼠有惡化現象。
ApoE–/–和 ApoE–/–Csrp2–/–小鼠在4週大時開始給與
高血脂高膽固醇食物，而在6週後檢驗動脈斑塊
形成。(A) ApoE–/–小鼠的小斑塊主要是簡單形，
含有泡沫細胞（箭頭）。短箭頭（ ）指出像頂
冠的構造。Lu, 血管內腔；Med, 中層平滑肌細
胞。原始放大倍數，×100。

(三) 慢性心衰竭之免疫發炎反應機制

心臟衰竭為一牽涉多重致病機轉之心臟

末期病變。儘管許多研究致力於治療心肌梗

塞後續發的心臟衰竭，然而其死亡率與長期

預後之改善仍屬有限。近來研究證據顯示：

持續的免疫活化及伴隨的發炎反應可能是構

成心臟衰竭病程進展的一環。因此，調節免

疫反應可能為心臟衰竭之治療模式開啟新的

契機。合聘副研究員李啟明醫師研究團隊建

立豬隻心肌梗塞模型，並在心肌梗塞後的不

同時間點，將心臟取出後進行不同實驗。初

步分析顯示，在心肌梗塞的接近（adjacent）

及遠離（remote）部位都有組織學上的變

化。而針對這些發生變化的組織進行基因表

現分析，希冀有助於找出誘發後續長期免疫

發炎反應引起心臟衰竭的關鍵因子。

圖4：	慢性心衰竭之免疫發炎反應機制。

(四) 內皮細胞中前列腺環素的探討

內皮細胞（endothelial cells）是製造Pros-

tacyclin（PGI2）的主要細胞，而PGI2具有可

抑制血小板凝集（platelet aggregation）及控

制血管張力（vascular tone）之功能。劉俊揚

助研究員研究團隊之實驗結果發現PGI2可保

護內皮細胞存活，其分子機轉是經由PPARδ

（peroxisome proliferators activated recep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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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之結合活化誘導14-3-3ε之蛋白質表現。

細胞內14-3-3ε之量增加會與Bad結合並減少

Bad轉移到粒線體上，此反應進一步減緩經由

粒線體所引起之血管內皮細胞及大腸直腸癌

（colorectal cancer）細胞之細胞凋亡（Arte-

riosclerosis, Thrombosis, and Vascular Biology, 

2006；Cancer Research, 2007）。

包括sulindac及indomethacin等一系列非

類固醇抗發炎反應藥物（nonsteroidal anti-in-

flammatory drugs, NSAIDs）被證實可以誘發

大腸直腸癌細胞的凋亡。此研究證實NSAIDs

藥物會抑制PPARδ受體表現並進而抑制14-3-

3ε基因表達，降低Bad蛋白質接合能力，而

14-3-3ε基因的過度表達會阻止NSAIDs所誘發

的細胞凋亡（Molecular Pharmacology, 2008；

Methods in Molecular Biology, 2009）。另亦發

現PGI2會透過活化MEK1/2-ERK1/2之訊息傳

遞進而減少一細胞保護因子XIAP（X-linked 

inhibitor of apoptosis protein）被proteasome分

解（Journal of Cellular Physiology,  2007）。

圖5：	NSAIDs藥物透過抑制14-3-3ε誘導細胞凋亡的多
重生物化學流程架構圖。

而在14-3-3ε所扮演角色的研究中，發現

14-3-3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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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病人之存活有極

高之關聯性；亦發現14-3-3ε在肝癌細胞的表

現與一個調控細胞黏著與移動之重要因子fo-

cal adhesion kinase（FAK）有相當之關聯性，

而FAK已被證實在肝癌中會大量表現，並影

響肝癌細胞之轉移與存活（Human Pathology, 

2009）。因此研究這兩分子在細胞內之交互

關係，及分子調節機轉，將可作為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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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ymorphism（SNP）序列，該序列之變化可

影響癌細胞內14-3-3之表現與活性。因此，結

合14-3-3與FAK之研究將可作為未來探討癌症

轉移機轉及開發治療藥物之篩選平台。

(五)  探討TLR ligands免疫系統的活化機制

類鐸受體（Toll-like receptors）是一種模

式辨識受體，可與病原菌和轉型細胞的組成

份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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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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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先天性免疫新的理解，

不僅能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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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呈欽助研究員研究團隊發現利用熱

蛋白質90（Hsp90）特異性之阻斷劑（如

radicicol）和Hsp90β干擾性核糖核酸（small-

interfering RNA, siRNA）來進行抑制作用，

能夠干擾非甲基寡去氧核醣核酸（CpG oli-

godeoxynucleotides, CpG ODNs）誘導干擾

素α/β（IFN-α/β）生成。另外，研究也顯示

Hsp90β的抑制作用，可降低CpG-B ODN活化

干擾素轉錄因子3（IRF 3）。綜合這些結果

證明Hsp90β/IRF3訊息傳遞路徑在CpG-B ODN

誘導干擾素α/β生成作用的重要性，而這些研

究知識對研發新的預防和治療病毒侵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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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有其關鍵的重要性。

圖6：	Hsp90β/IRF3在CpG-B ODN誘導干擾素α/β生成作
用的訊息傳遞 路徑圖示。

三、再生醫學研究

研究團隊所進行的研究包括幾個方

向：神經幹細胞（NSC）的基礎研究和醫

療應用、人類胎盤多分化性細胞（PDMC）

研究、間葉系幹細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及毛囊幹細胞研究。此研究團隊亦

協助政府單位制訂幹細胞相關法律，和參與

整合幹細胞研究的跨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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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血管新

生、細胞分化、神經修復及組織生長等許多

生物反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纖維母細胞生

長因子的基因橫跨約12萬個鹼基，能夠經由

轉錄反應產生出稱為FGF-1.A、FGF-1.B、

FGF-1.C及FGF-1.D等4種不同的轉錄片段。

而這些片段分別由4種會在特定組織活化的啟

動子來啟動轉錄反應。邱英明特聘研究員先

前的研究指出FGF-1B主要表達在腦部區域，

進一步研究指出一個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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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目前與18個鹼基序列作用的調

控蛋白質還尚未被發現。研究團隊利用生物

資訊學的方法發現此18個鹼基序列與已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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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質在細胞內會與18個鹼基結合；利

用電泳移動偏移分析實驗，也證實了RFX1/

RFX1、RFX1/RFX2及RFX1/RFX3複合物可

專一性地與18個鹼基進行結合。RFX1之核轉

移現象為基因調控的重要證據，其在小鼠大

腦、海馬回，及小腦區域均發現表現FGF1的

神經細胞有RFX1之核轉移現象。

進一步將能表現RFX1蛋白質的質體轉染

至U 1240-MG人類神經膠母瘤細胞株中，發

現FGF-1B的轉錄產物表現量能隨著轉染的質

體增加而降低；若表現缺乏RFX1 DNA bind-

ing domain的RFX1突變質體，亦可降低FGF-

1B轉錄物之表現量。另外，若利用核酸干擾

素降低RFX1的表現，可以發現FGF-1B轉錄

物表現量因而增高。藉由這些實驗結果，證

明RFX1/RFX1與RFX1/RFX2、RFX1/RFX3之

複合物在FGF-1B的轉錄調控上扮演不同的角

色。未來將針對不同的RFX蛋白質如何調控

FGF-1B之表現進行更進一步的基礎研究。希

冀能有更完整的基礎研究資訊，提供未來的

臨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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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幹細胞（neural stem cells）保有增

生和自我再生的能力，並具有能分化成神經

元（neurons）、星狀細胞（astrocytes）和寡

樹突神經膠細胞（oligodendrocytes）的多潛

能性。近來的報告顯示組蛋白去乙醯酶（his-

tone deacetylase, HDAC）的抑制劑在小鼠實

驗中能改善神經突觸的可塑性（synaptic plas-

ticity），減輕和認知、壓力相關的精神疾病

病癥及治療其他精神疾病如亨丁頓氏舞蹈症

（Huntington’s Disease）與帕金森氏病（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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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son's Disease）。因此，瞭解基因表觀遺傳

修飾（epigenetic modification）的機制，像是

神經幹細胞中組蛋白的乙醯化，在神經退化

性疾病（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的臨床

應用治療上提供很大的潛力。

紀雅惠助研究員研究團隊發現，組蛋白

去乙醯酶的抑制劑在劑量和時間上的使用可

使神經幹細胞（NSC）分化成類神經元細胞

（neuron-like cells），而這些已分化的類神

經元細胞能表現神經元相關的基因，像是

neuron-specific class III β-tubulin（Tuj1）和

neurofilaments（NF）。此團隊正找尋能促使

神經幹細胞分化成神經元的組蛋白乙醯化和

去乙醯化因子，未來期許應用在神經退化之

疾病上。

3.  腦部神經幹細胞匿居（stem cell niche）

中細胞間的互通

神經幹細胞週邊微環境，即所謂的匿居

（niche），對神經幹細胞的功能，包括自我

更新、生長、遷移及成熟有重要調控作用。

探討參與此調控作用的分子和細胞成分及其

機制是目前神經再生的重要研究課題。

李小玲助研究員利用胚胎幹細胞衍生之

神經幹（前驅）細胞（neural stem/progenitor 

cells）在細胞共同培養（coculture）實驗中，

發現神經幹（前驅）細胞可經由直接接觸刺

激腦內皮細胞（brain endothelial cells）大量

合成某些細胞激素（cytokines），此機制是

藉由位在神經幹（前驅）細胞表面的第二型

跨細胞膜絲銨酸蛋白酶（type II transmem-

brane serine protease），作用於一位在腦內皮

細胞表面的分子，活化腦內皮細胞內訊息傳

導所致。此蛋白酶在中樞神經系統的表現，

侷限於神經幹（前驅）細胞及其分化的神經

元，然在占腦內絕大多數的細胞—星形膠質

細胞則不具表現。其參與神經幹（前驅）細

胞的遷移能力及對趨化分子（chemoattrac-

tants）的反應，並具有促使神經幹（前驅）

細胞向成熟神經元分化的功能。其參與這些

功能部分是藉由活化基質金屬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及其他蛋白激素（growth 

factors）所成。

神經幹(前驅)細胞

細胞內訊

細胞激素

息傳導

增生

分化

蛋白酶活化

蛋白激素活化

增生

分化

遷徙

腦內皮細胞

圖7：	嶄新神經幹細胞與匿居相互調控環路機制的模式。

目前已有報告指出cytokines、蛋白酶及

多種蛋白激素對神經元或神經幹細胞的成

熟、存活及分化有絕對影響，此團隊的研究

發現揭露了一項神經幹細胞與神經幹細胞匿

居相互調控環路的嶄新機制。

4. 生醫材料應用於神經相關疾病之研究

受損的周邊神經在重建時所遇到的障礙

包括：未規則排列的史旺細胞、神經膠質纖

維化、巨噬細胞或淋巴球細胞的滲透及神經

元的衰退等。儘管抑制髓鞘形成、減少局部

發炎並施加神經生長因子等方法可部分增進

軸突的生成，但還不能完全達到成功延長神

經纖維、正確的神經纖維對位與功能性的恢

復等，因此邱英明特聘研究員與中興大學徐

善慧教授（兼任研究員）合作，發展利用生

醫材料結合細胞，藉生醫材料提高細胞功能

性及引導神經組織再生的效果。因此研發新

穎神經導管，藉由導管之非對稱性孔 有效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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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代謝物，及FGF1生長因子緩釋的作用促

使神經再生，期望未來可提供受損周邊神經

的功能性重建及相關先天神經疾病的有效治

療。

圖8：	新穎設計之神經導管可使用接枝技術在導管內部
表面接上一種具有類神經生長因子活性的多醣體
並緩慢釋放，達到促進神經再生的功能。

圖9：	神經導管於動物實驗─坐骨神經模式。

(二) 人類胎盤多分化性細胞（PDMCs）

傳統上，幹細胞的來源包括胚胎幹細胞

（ESCs）及成體幹細胞（ASCs）。然而，

胚胎幹細胞的取得涉及到倫理的考量及有腫

瘤化的疑慮；而成體幹細胞如骨髓來的幹細

胞，則在接下來細胞分化的潛能上有較多的

限制。顏伶汝副研究員級主治醫師，已成功

地從人類胎盤分離出一群多分化性細胞（pla-

centa-derived multipotent cells, PDMCs）。

這群幹細胞展現許多與骨髓間葉幹細胞

（BMMSCs）及胚胎幹細胞共通的表面標記

抗原（cell surface marker），並且有多分化能

力，可分化成各種胚胎層的細胞，包括中胚

胎層的骨骼、脂肪及內皮（endothelium），

外胚胎層的神經，及內胚胎層的肝臟（Yen et 

al., Stem Cells, 2005；Chien et al., Stem Cells, 

2006；Wu et al., J Biomech, 2008；Yen et al., 

Tissue Eng, 2008），而且在取得此類幹細胞

的過程並無倫理的疑慮。此外，PDMCs也具

有抑制多種免疫反應的現象，包括可以抑制T

細胞增生及表現轉化生長因子-β（TGFβ），

因此在臨床的應用具有相當的潛力（Chang et 

al., Stem Cells, 2006）。

圖10：	胎盤幹細胞分化成神經細胞型類（左）、脂肪
細胞型類（中），及骨骼細胞型類（右）。

最近，研究團隊針對PDMCs免疫特性

進行的研究，進一步發現其對自然殺手細胞

（NK）的細胞毒性具有抑制效果。此外，也

正利用動物的軟骨疾病模型進行PDMCs的活

體試驗，希望能找出方法來治療這種自我修

復能力有限的關節疾病。目前分離出PDMCs

的技術及其製備方法已獲得台灣及美國的專

利，並正在技轉中，顯示團隊的研究具有相

當的發展潛力及國際競爭力。

圖11：	胎盤幹細胞分化成內皮細胞型類的功能測試：
lectin（左）、acetylated LDL（中），及 DAPI-
merged螢光染色（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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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人毛囊幹細胞研究

毛髮成長週期提供研究毛囊型態生成與

幹細胞生物學的一種模式系統。毛囊幹細胞

位在毛囊一個稱為隆突（bulge）的特別區

域，藉由靜止及活化狀態之調控來維持毛髮

週期的恆定。此外毛囊幹細胞可修補受創後

的皮膚上皮。過去研究結果顯示TGF-β訊息

可以使表皮細胞停止生長，而Notch訊息在前

驅細胞分化的選擇上具有作用。楊良棟助研

究員的研究小組應用分子生物學、細胞學及

小鼠基因條件性剔除（conditional knockout）

的研究方法，以期瞭解在毛囊週期中TGF-β3

及Notch訊息傳遞所扮演的角色。

最近幾年，研究小組發展出的基因轉殖

小鼠可用來在TGF-β3表達細胞中操控基因表

現。分析Tgfb3基因於表皮與毛囊的表現分

布，發現TGF-β3在毛囊與表皮有獨特的表現

區域。團隊也進行選擇性剔除Notch訊息傳遞

於TGF-β3表達區域，發現Notch訊號去活化

的毛囊有發育缺陷並轉化成不正常的表皮粉

瘤。此研究結果將有助於瞭解落髮的失調狀

況及表皮創傷後的療癒過程。

圖12：	運用Rosa26小鼠分析Tgfb3基因於毛髮週期（生
長期、衰退期、休眠期）在表皮裡的分布情形。

圖13：	在TGF-β3表達區域將Notch訊號去活化導致
選擇性剔除小鼠逐漸掉毛（同胎對照組小鼠
在旁）。

(四) 間葉系幹細胞研究

間葉系幹細胞已被證明存在於人類成體

之中，且可分化為各種來自中胚層的子代細

胞及組織包括成骨細胞、軟骨細胞、脂肪細

胞及肌肉細胞等，故間葉系幹細胞用於細胞

治療、組織工程及再生醫學之潛在應用價值

極高。然而，異體間葉系幹細胞移植時，可

能引起的免疫排斥反應為一重大考量，根據

合聘研究員李光申醫師（台北榮民總醫院骨

科主治醫師）先前的實驗結果顯示，人類間

葉系幹細胞於淋巴球混合實驗中，可以抑制

異體及異種之淋巴球生長活性。研究團隊實

驗目的，旨在進一步探討人類間葉系幹細胞

抑制非自體淋巴球之詳細免疫調節機轉中

TGF-β1的角色。此研究將可作為異體間葉系

幹細胞移植時應如何使用免疫抑制輔助之重

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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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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國際合作並提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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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經濟

學、生物資訊科學、老年醫學與照護、精神健康與藥物成癮、健康教育推廣與轉譯、健康

管理科學及衛生策略與政策規劃。

研究架構

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

群 

體 

健 

康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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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質疏鬆症

篩檢與整合型照護計畫

生物統計與

生物資訊研究

遺傳研究

臨床試驗分析

生物資訊研究

公共衛生與流行病學研究

統計方法學研究

老年醫學

臨床研究

流行病學研究

臨床研究

精神與成癮

醫學研究

基礎/臨床研究

基礎建設及研究平台

成癮醫學研究和訓練

健康體系

健康促進、健康照護及健康管理

衛生資訊及衛生相關基礎平台

衛生政策建言

衛生政策研究之學術合作與交流

整合型計畫

衛生政策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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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果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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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健所參與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史丹

福—亞太地區高血壓暨胰島素抗性遺傳基

因研究計畫（Stanford-Asian Pacific Program 

in Hypertension and Insulin Resistance, SAP-

PHIRe），並建立了台灣地區的資料協調中

心，負責台大、三總、台北榮總、台中榮

總四所醫學中心的資料管理及資料之分析

工作。研究團隊研究肥胖相關的表徵型，

分別在男性、女性發現了幾個數量性狀基

因座，例如針對BMI（身體質量指標）的基

因座在第12q染色體，MLS為3.37（empiri-

cal p=0.0043），針對臀圍的一個基因座則有

MLS=4.22（empirical p=0.000033），這些連

鎖結果主要在女性，也有僅在男性的連鎖結

果，似乎與肥胖相關的遺傳因子在不同的性

別有不同的相關基因，這些結果正與文獻中

不同種族的結果做比較。此外也發展了以家

庭為基礎的關聯性分析。針對IGF1基因，研

究其與體重、血糖值、胰島素值相關變數之

關聯，研究對象為669個家庭中之1,518個手

足，研究團隊發現了IGF1基因與體重、血糖

值及胰島素之間的強相關性，亦提出如何在

以家庭為基礎的關聯性分析中度量錯誤發現

率（false discovery rate）的方法。

2. 肺腺癌遺傳流行病學研究

此整合型計畫共有4個子計畫，並有6家

醫學中心參加，目前已收了3,204位病例及

2,7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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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期的計畫將利用已收集到的樣本，

進行全基因組關聯分析（簡稱為GWA）。

(1)  已發表4篇有關候選基因與肺癌關聯分析

以及女性不吸菸肺癌之危險因子研究的相

關論文，其中一篇由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接受，期刊主編並邀請專家

評論該論文，其主要內容如下：探討抽菸

是否與DNA修補基因-hOGG1有交互作用

而增加肺癌的危險性。對於抽菸史達到40

包/年以上的人而言，其若屬於Cys/Cys基

因型，則發生肺癌的危險性，是Ser/Ser基

因型者的3.6倍。肺癌有許多組織學上的

分類，例如像是鱗狀細胞癌、小細胞癌

等，針對這些次型別的肺癌加以分析，

所發現的現象與上述的結果類似。評論

者為Gwinn, Guersous and Khoury，論文

題目為「Genes, Environment, and Hybrid 

Vigor」。

(2)  採用Illumina 610K平台進行全基因組關聯

性分析：第一階段為550位女性非吸菸肺

腺癌病例以及550位非吸菸之年齡—性別

配對對照組。研究團隊針對所得之大量

基因資料進行品質檢查分析以及關聯性

研究。以關聯性分析在第5號染色體發現

一個SNP與肺癌之關聯性，檢定之p值達

6.47×10-11，值得做更深入研究。若加入

之前pilot study共105個個案再做分析，又

再找到一個SNP，與肺癌之關聯性檢定p

值約7.94×10-7。這些結果仍需用另外獨

立的樣本群再做驗證，目前已與美國NCI

研究團隊合作，正進行擴大樣本的驗證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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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肺癌組織庫核心已建立了標準作業程序，

至2009年8月已收集了108個病理條件符合

之檢體。

(二) 臨床試驗分析

臨床試驗統計中心主要負責臨床試驗之

資訊管理、統計設計及分析等工作。目前統

計中心負責包括本院、TCOG、EORTC及與

成功大學合作的共21個進行中的臨床試驗，

以及10個完成收案的試驗也在分析中，此

外，尚有4個正在設計的試驗。統計中心亦

規劃臨床試驗稽核，以提高品質。本年度有

一篇論文已刊登在Hepatology。臨床試驗資

訊管理系統新版之電子資料捕獲系統CTIMeS

（Clinical Tri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

tem）已陸續完成中。

(三) 生物資訊研究

1.  病毒基因微陣列多時間點表達資料之貝氏

分析

群健所延續之前的成果，發展資料校正

方法及貝氏統計分析法以便定位所有染色體

異常變化之斷點所在位置及其機率。此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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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團隊提出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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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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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erarchi-

cal Bayesian shape restricted regression meth-

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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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估計；

團隊也將此方法運用到桿狀病毒（baculovi-

r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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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結果

刊登於Annals of Applied Statistics。

圖1：	病毒基因微陣列多時間點表達資料之貝氏分析。

2. 蛋白質交互作用體資料庫

透過比較蛋白質體學的方法，將現有已

知的蛋白質交互作用關係，轉化為序列模組

與模組之間的關係，藉此建立統計模型，來

預測同一物種內或是不同物種間，可能存在

的蛋白質交互網路架構，並可以透過這樣的

機制來註解那些未知功能的蛋白質。已完成

包括幽門桿菌、果蠅、念珠球菌及人類蛋白

質體交互作用網絡等之預測模型及線上資料

庫，並提供動態網絡模型解析。針對所提供

之線上資料庫，分析其使用紀錄，有許多來

自世界各國之使用者。在數個物種上系統預

測之蛋白質體交互作用，已有多對在之後的

其他文獻中獲得實驗的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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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蛋白質交互作用體資料庫。

3.  類人猿之比較基因體研究與生物醫學之潛

在關聯

從人類單核甘酸多型性資料庫（the SNP 

database）中擷取人類插入/缺失之多型性資

料，依據這些資料製作「虛擬」之人類DNA

序列，再將這些序列與NCBI參考人類基因體

序列以及黑猩猩、彌猴、小家鼠之序列一同

排序，據此找出新的人類特有插入/缺失，並

且判定這些人類特有之變異是否為多型性。

結果顯示，排除低複雜度區域（low complex-

ity region）後，大約有42%的人類特有插入

/缺失為多型性。研究團隊進一步利用兩種

測試演化力量之方式DH test以及McDonald-

Kreitman test來驗證人類特有之插入/缺失是否

受到正向選擇（positive selection）。結果大

多數的人類特有插入/缺失是中性（neutral）

的變異，對於人類的性狀應該沒有影響。然

而，有多達2,000個基因體區域受到正向選

擇，這些區域的功能值得進一步探究。

4.  分子演化與表型演化的遺傳法則及其生醫

應用

跨物種的基因體及轉錄體比對能夠輔助

研究團隊瞭解基因體中掌管生命運作的遺傳

訊息，以及瞭解基因型（genotypes）與表型

（phenotypes）的關聯。研究目的在建立可應

用在此學門所需的知識，重點工作分為兩大

方向：(1)瞭解譯碼區（coding regions）演化

速率的決定因子；(2)瞭解突變對生物在生理

及型態上的影響。小家鼠（Mus musculus）

為生醫實驗中最被廣泛應用的模式物種，因

此，研究初期分析的對象以小家鼠為主。

為達上述目的，現已完成基因剔除鼠（gene 

knockout mice）突變性狀的線上分析工具。

另一方面，對負責不同表型的基因進行特性

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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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速地尋

找人類遺傳疾病的肇因，並有助於未來進行

藥物試驗時模式生物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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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藥品管理局共同執行，每4年

一次針對台灣地區與離島居民抽取代表性樣

本，進行健康相關的訪問調查。目前已成功

執行成果包含有2001年、2005年兩次調查，

2009年進行第三次的NHIS調查，受訪人數約

為3萬人。

訪問調查與資料管理中心本年度內(1)

完成2009年健康訪問調查抽樣設計，此次調

查抽樣設計基本架構為沿襲2005年NHIS具

有縣市代表性的設計，另外有幾組附加題組

則採全國代表性的設計，針對管管局自填問

卷部分，也另行設計，對特定年輕族群加重

抽樣；(2)完成NHIS網頁改版；(3)完成2005

年NHIS資料以及健保串檔外釋作業（2001 

NHIS：90-94；2005 NHIS：93-95）。

研究成果方面，學術論文刊登於Clinical 

Nutrition，主要探討國人肥胖指標—BMI、腰

圍、腰臀比在預測代謝相關異常疾病例如高

血壓、高血脂、糖尿病、高尿酸等的異同，

以及性別、年齡、抽菸與否等不同族群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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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性。此研究分析資料檔為2001年NHIS與

2002年三高調查的串連資料檔。

圖3：	國民健康訪問調查。

2.  環境曝露評估的統計方法及其在戴奧辛風

險評估的應用

主要目的為探討統計方法與應用在健康

風險評估與環境暴露評估的相關研究。主要

研究成果如下： 

(1)  毒物動力學模式應用：一篇論文刊登於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Biology，另一篇

論文刊登於Stochastic Environmental Re-

search and Risk Assessment。此兩篇為應

用多空腔生理機制毒物動力學模式，利用

隨時間重複量測的血液中化學物質濃度去

回推環境中的曝露濃度。此外亦研究利用

尿液中代謝物濃度去回推環境中的曝露濃

度。

(2)  職業曝露評估相關研究：一篇論文刊登於

Annals of Occupational Hygiene，主要內容

為探討有關長期曝露趨勢的採樣策略，利

用GEE在廣義線性模式的漸進公式，進行

欲達到一定顯著水準與檢定力所需樣本數

與重複量測次數推算。

(3)  健康風險評估相關研究：完成衛生署委託

計畫美國牛肉風險評估報告，作為政府相

關開放政策依據；並針對英國所發生狂牛

症與賈庫氏症案例，持續進行統計模式與

流行病學相關研究。

(4)  垃圾焚化爐戴奧辛曝露相關研究：探討某

焚化爐附近空氣與土壤戴奧辛採樣的空間

統計分析，利用排列統計檢定，研究發現

環境中土壤戴奧辛濃度確實與焚化爐距離

成反比關係。另外針對戴奧辛採樣樣本的

指紋分析比對，利用多變量統計分析，研

究結果也提出不同的排列檢定方法。

(五) 統計方法學研究

1. 多點相關分析複雜型疾病之搜尋

在病例—對照研究的相關性定位分析

中，加入環境因子的資訊，可以幫忙找出與

環境因子有交互作用的基因、瞭解基因或非

基因因子在致病機制所扮演的角色。研究團

隊提出加入共變數之多點相關性定位分析

法，亦即在運用多點相關性定位分析法時，

加入環境因子或遺傳因子之資料，利用無母

數及有母數之模型，建立環境或遺傳因子與

疾病基因之關係，以協助搜尋致病基因，這

些資料可為連續型變量或離散型變量。研究

結果顯示，這個改良後的方法，確實可提昇

估計疾病位置的精確度與準確度，並協助研

究者，更進一步地瞭解致病的機制。

2. 評估藥物與生技產品之統計方法論

生技藥品統計方法論主要是關於連續性

滿足點（endpoint）的Phase II臨床試驗設計統

計方法的研究。計畫中針對連續性滿足點，

提出了一種最優化兩階段的藥物篩選設計。

在控制型一錯誤與統計檢定力的條件下，所

提供的最優化兩階段設計具有最小期望樣本

數的優勢。此計畫也提供一個電腦程式，以

協助計算所需的樣本數。此篇文章已發表於

Drug Information Journal。

另一方面，研究團隊也針對連續性滿足

點的臨床試驗，發展一個phase II/III的試驗

設計來評估候選藥物的效能性。在phase II

試驗，包含多種不同劑量之群組與安慰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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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在此階段，如果此藥物各劑量的效能均

比安慰劑群組為佳，便可選擇一種藥效最好

的劑量與安慰劑群組進入phase III試驗，否則

便停止此藥物的試驗。而且，所有進到phase 

III試驗群組之phase II的病人均可進到phase III 

試驗，如此便可減少試驗所需的樣本數，因

而縮短試驗所需的時間。

3. 非劣性臨床試驗設計之評估

在某些臨床試驗中，例如癌症臨床試驗，

如果具有療效之藥品已經上市，此時就不能

採用對照組（給與對照組病人毫無療效之安

慰劑）來證明實驗組（給與此組病人欲測試

之新藥）之藥效。因此，採取非劣性試驗為

一選擇。研究之目標為發展非劣性試驗評估

之統計方法論，探討議題包括非劣性幅度的

選取、恆定性假設的檢驗，以及統計檢定量

的建立等。另一方面，在隨機臨床試驗中，

採取實驗組與對照組的比較，雖是驗證新藥

有效性與安全性的有說服力之方式，然而此

種試驗仍有其侷限性。因此，增加一組所謂

的有效對照組，即為發展所謂的黃金標準設

計，將能對新藥的有效性提供最有說服力的

驗證。此計畫另一個目的為在黃金標準設計

下，發展評估新藥的有效性的統計方法論。

(六) 生物統計與生物資訊研習會

群健所與其他的研究單位共同舉辦了數

場生物資訊核心設施使用說明教育訓練課

程，以促進生物醫學之研究。2008年11月時

則舉辦了一場有關臨床試驗相關研究方法之

研討會，主題為「Current Advanced Statistical 

Issues in Clinical Trials─Flexibility and Global-

ization」，有美國FDA、大學以及跨國藥廠

的資深統計專家，以及本院及國內相關專家

提供最新方法，參加者約有200人。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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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提昇台灣老年醫學專業能力；並持續推動

次專科醫師訓練計畫，協助各級醫院成立老

年醫學部門，提供老年醫學專科照護服務。

(一) 社區研究

1.  APOE基因型態與身體活動功能之相關性

研究

本世代研究是以924位老人為研究樣本，

探討APOE基因與3年的不同階段身體活動功

能變化情形之關係。在這為期3年的追蹤後，

分別有91位發生活動功能（mobility）衰退，

79位有工具性日常活動功能（IADL）衰退，

35位出現日常活動功能（IADL）衰退情形。

此研究以條件式對數迴歸，在控制與身體活動

功能相關干擾因子後，估算APOE基因型ε2和

ε4對於發生身體活動功能衰退之風險比。研究

結果發現，APOE基因型ε2和ε4與不同階段的

身體活動功能衰退皆無直接相關。

2. 老人髖骨骨折風險因子研究

以病例對照研究方式，探討老年人罹患

髖骨骨折的重要風險因子，病例組為228位首

次髖骨骨折病人，對照組為497位沒有罹患

髖骨骨折者。將所有老年人髖骨骨折的77項

可能風險因素依其屬性分類成13類，並以條

件式對數迴歸估算風險比。研究團隊發現，

對女性而言，低牛奶攝取量、肺尖峰流速較

低、手握力強度較差及骨質密度低者較容易

發生髖骨骨折，而對男性而言，認知功能較

差與低骨質密度者發生髖骨骨折機率較高。

3. 台灣多中心植物雌激素研究

結合本院、北、中、南3家教學醫院與業

界，探討植物性荷爾蒙在台灣停經女性骨質



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 31

減少者中對骨質密度及代謝症候群之影響。

431例受試者隨機分配至試驗組及對照組。雖

然統計上大豆異黃酮無法改善骨質密度，每

天服用300mg大豆異黃酮的更年期婦女骨質

密度隨時間下降的趨勢較對照組緩慢。 

4. 台北地區老人周全性營養評估

2007年5月至2009年12月間選取台北地

區40歲以上中老年人共600人（分別65歲以

上為老年組，40-64歲為成人組），進行完

整的營養評估。結果發現：(1)成人組有較

高的身高、小腿圍、體脂肪、代謝率、脂

肪攝取熱量等；(2)各種營養不良指標的盛

行率從0-40.5%不等，其中老年組低膽固醇

（TC≦160 mg/dl）的盛行率大於成人組；(3)

老年組血中鉻、銅及硒平均值較成人組低，

其他如維他命B12、鐵與鋅等微量元素於老年

組及成人組並無不同。

(二) 臨床研究

1. 台灣老年病症候群文獻複查

為瞭解台灣過去20年來對老年病症候

群的研究狀況，利用Medline、PubMed與

PsycInfo等3個西文資料庫，以及「中文期

刊篇目索引影像系統」與「全國科技資訊網

路之國內期刊論文摘要」等兩個資料庫，搜

尋1989年以來（至2009年3月）台灣有關老

年病症候群的原創性研究，共找到255篇。

初步將這些研究分為老人學、老年病症候

群、老人照顧以及老年疾病教育與政策等4

大類。這255篇研究中以和老年病症候群相

關的最多，共有142篇（55.7%），其中有

54篇（21.2%）與功能退化、衰弱和跌倒有

關，探討認知功能退化與情緒問題的有49篇

（19.2%），而和營養、肥胖及代謝有關的

有17篇（6.7%）。和老人學有關的研究占74

篇，主要探討的主題為情緒反應、社會活動

與溝通的有34篇（13.3%），探討生活品質

的有26篇（10.2%）。和老人照顧的研究有

35篇（13.4%），多數為長期照護（long-term 

care）與居家照護（home care）的研究17篇

（6.7%)。針對「老年疾病教育與政策」的研

究最少，僅有4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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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老年症候群

2006-2009年對台大醫院參加老人健康檢

查的受測者進行兩年追蹤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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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評估有關其智能、步態、平衡、跌倒與

老年憂鬱的情形。研究團隊目前正分析2006-

2009年所收集之資料：包括完成血液收集者

計343例，完成問卷訪問者311位，完成腦部

核磁共振檢查者294位，完成頸動脈超音波

檢查者305位，分析的項目包括心血管危險

因子、腦血管的病變與老年人智能表現、心

情、步態、平衡功能等的關係，同時也特別

分析頸動脈的硬化狹窄或大腦白質缺血性病

變，是否為老年人心血管危險因子與其所造

成的智能或身體功能退化的重要媒介因素。

3.  老年人同半胱胺酸濃度與大腿前側伸展強

度、步伐速度及晚年行動障礙狀況的關聯

性研究

體內同半胱胺酸濃度的上升已知會引起

氧化壓力、內皮細胞傷害、促使蛋白質分解

為同半胱胺酸，造成組織損傷。同半胱胺酸

濃度的上升也與多種因年紀增加而產生的問

題有關，這些問題包括心血管疾病、老年癡

呆及骨質疏鬆骨折等。然而，同半胱胺酸在

造成老年人肢體障礙的角色卻還不是很清

楚，因此研究團隊對此進行研究，結果發現

體內同半胱胺酸濃度升高的確與老年人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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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活動障礙有關，是影響肌肉強度與

步伐速度的原因之一，顯示體內同半胱胺酸

濃度可以作為老年人行動能力的重要指標。

4. 老年病人周全性評估與衰弱研究

研究團隊在不同時間序列進行收案，從

2007年1月開始收案至2009年8月止，實驗組

共有189人，控制組133人。個案以多種面向

及跨專科的綜合性老年病學評估方式進行資

料收集，以瞭解身體衰弱老人的醫療、心理

社會學及功能性問題，並提出一項治療與長

期追蹤的照護計畫。188位實驗組病人已進行

第一年周全性評估與衰弱研究，以其生理狀

況判定出36位為衰弱者、103位為前衰弱者、

49位為非衰弱者。其中部分（57位）給予核

磁共振影像檢查（MRI），結果發現：MRI

結果所判定出的衰弱病人肌肉量和由體脂儀

機器所判定出的預期肌肉量有正向的關係，

其中95位病人尿液中的高度糖基化終產物活

性，顯示跟老化有相關，研究小組正進一步

確認其蛋白分子量及胺基酸序列。

5.  臨床虛弱量表中文電話訪問版之信效度分析

「臨床虛弱量表中文電話訪問版」

（CSHA-CFS Telephone Version）之信效度分

析，此分析採用在其他醫學中心門診所取得

的67份有效問卷，進行信度分析，透過加權

的kappa值，可反映出不同評估者對相同受訪

者對重複回答同一問卷一致的程度。此研究

「評分者間信度」相當不錯（weighted kappa 

0.684, p=0,002）。研究的校標效度是比較電

話訪問版與醫師評估版分數間的一致性。兩

組間weighted kappa為0.689（p<0.0001），

Kendal’s tau為0.612（p<0.0001），電話訪問

版之效度確立。電話訪談執行時間約計3分

鐘。此工具是一個快速、可信賴且有效並適

合為居住在社區的年長者篩檢虛弱的工具。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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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

lational research）」，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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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及臨床研究成果（論文發表之主

要成果來源）

1. 精神疾病及精神藥物之流行病學研究

(1) 台灣地區兒童青少年精神疾病之流行病學

研究

利用台灣地區全民健康保險資料庫，於

1997-1999年出生世代中定義出3,440位自閉症

個案，及33,391位以年齡與居住地區都市化

程度配對之對照組兒童，評估其自閉症（au-

tism，依其認知能力分層）與神經學、免疫

學及內分泌等疾病間之共病相關性。研究結

果顯示，接受治療的自閉症及其他發展障礙

患者有逐年增加的趨勢，被鑑定出來的年齡

也有越來越早的現象。研究團隊發現這些結

果有顯著的城鄉差異，表示醫療服務有不平

等現象，在都市有較佳的條件。早期診斷與

介入對自閉症兒童很重要，醫師及政策制訂

者也應對一些具有差異性的議題加以重視。

(2) 精神藥物使用之流行病學研究群（Psy-

chopharmaco-Epidemiological Research 

Group, PERG）【NHIS計畫跨組計畫】

參與的研究人員包括精神病學家、流行

病學家、醫療經濟學家及生物統計學家。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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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將運用全民健保資料庫，針對benzodiaz-

epines類安眠藥的使用形式及健康風險進行研

究，例如：探索長期使用以及長期使用後的

中斷使用benzodiazepines類安眠藥的危險因

子，並進一步探討使用或長期使用這類藥物

後之髖關節骨折等意外或失智症等健康風險

的影響。

2.   臨床藥理基因學研究—抗憂鬱藥物基因體

藥理學研究

此研究的目的在探討兩種抗憂鬱劑escit-

alopram（ECIT）以及paroxetine（PAR）在不

同的代謝基因、藥效相關的基因影響下，探

討於不同基因型（genetic polymorph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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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針對檢測其酵素

基因與蛋白質活性相關的幾個多型性，特

針對CYP2D6、CYP2C19以及CYP3A4部分

進行探討。初步發現在ECIT研究部分，其

CYP2C19基因多型性以基因劑型的統計模式

作分析，發現可用來預測ECIT血中濃度，

poor metabolizer血中ECIT濃度約為extensive 

metabolizer的一倍，卻與治療的效果無關，

則無法預測治療效果。

然而，CYP2D6基因多型性以半基因劑型

作統計模式，與ECIT的治療相關，CYP2D6

的0.5 intermediate metabolizer比起非0.5 inter-

mediate metabolizer對ECIT的反應和治療效果

較差，而CYP3A4由於對偶基因多型性頻率

低，則無法進一步分析。在藥物治療與憂鬱

症的分析方面，藥物血中濃度與治療效果在

第8週無論是使用ECIT或者PAR都有顯著改

善，更多的結果將隨統計的結果，陸續在文

獻中報告。

3. 精神疾病基因學研究

 (1) 以功能性基因體研究法探討影響精神狀態

藥物的作用機轉

抗精神病藥物要發揮療效需連續使用至

少兩周以上，過去研究對其機轉並非清楚，

只透過調控腦部基因的表現達到治療的效

果。陳嘉祥研究員實驗室使用功能性基因體

研究法的方法，包括微陣列基因表現晶片分

析與蛋白質體學分析，進行一系列抗精神病

藥物的作用標的，期找出各種抗精神病藥物

作用的共同機轉和精神疾病的病理機制，以

茲作為研發新藥之基礎。

最近研究的抗精神病藥物則是aripipra-

zole，aripiprazole是最新的一種抗精神病藥

物，第一個有臨床療效的dopamine receptor 

partial agonist的藥物。實驗室發現數個受arip-

iprazole調控的腦部基因，包括early growth 

response gene 1, 2, 4 (Egr1, Egr2, Egr4), chro-

mobox homolog 7 (Cbx7), cannabinoid receptor 

(Cnr1), catechol-O-methyltransferase (Comt), 

protein phosphatase 2c, magnesium dependent 

(Ppm2c), tachykinin receptor 3 (Tacr3), Wiscott–

Aldrich syndrome-like gene (Wasl) and DNA 

methyltransferase 3a (Dnmt3a)。 

 (2) 重大精神疾病的病因研究

重大精神疾病的病因大都與基因的缺陷

有關，陳嘉祥研究員實驗室運用一系列遺傳

學研究方法，試圖找出重大精神疾病的致病

基因。最近研究成果包括發現一個三代家族

患有智能不足合併精神異常症狀的病因，於

第5號染色體短臂有部分缺失，此結果發表在

Clinical Genetics（2008; 73:585-90）。另在精

神分裂症的病因研究方面，實驗室發現PAWR

基因（PRKC, apoptosis, WT1, regulator gene）

的變異與精神分裂症有關，這個發現提供遺

傳學的證據顯示dopamine receptor的訊號傳遞

路徑異常與精神分裂症的病理有關。

(3) 抗精神病藥物誘發X症候群與糖尿病藥理

遺傳學研究

探討個別基因序列差異對抗精神病藥物

藥效與副作用的影響，與檢測演算法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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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重變化的表現。採比較精神分裂症個案與

一般族群之血糖值的差異，個案體重，佐以

基因資訊，檢驗neuro-fuzzy modeling的預測

表現，分析個案之肥胖與代謝異常狀況，及

候選基因的角色。研究發現精神分裂症病或

服用抗精神病藥物可能把血糖異常的發生危

險年齡提早。此研究相關發表在Mol. Psychia-

try（2008;13(12):1129-1137）。

(4) 精神分裂症候選基因在22號染色體q12位

置的搜尋

延續一個國際性收案（含台灣個案檢

體）研究精神分裂症染色體區域的關連性研

究中，在染色體22q12.3位址的標誌D22S278

顯示與精神分裂症有統計上意義的連鎖關

係。研究團隊針對47位台灣人的DNA檢體中

已確認過的單核酸多型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圍繞在D22S278上下

游約1 Mb的位置作單核酸基因體多型性的鑑

定工作進行細微的mapping ，主探討SNP構

成的haplotype與精神分裂症，或精神分裂症

患者注意力有無缺損的小群（subgroup），

以神經心理學的 continuous performance tests

（CPTs）方法作量測，同時以Wisconsin 

Card Sort Test（WCST）的方法來觀察有

無categories achieved缺損的小群。在5個

基因（RASD2, APOL5, MYH9, EIF3S7, and 

CACNG2）中，我們發現有3個基因與精神分

裂症的疾病有相關。總結：RASD2, MYH9, 和

CACNG2可能是在神經心理學所定義的精神

分裂症小群的候選基因。

4. 成癮醫學轉譯研究

自1995年起，國內推行美沙冬替代療

法，始至今對於個案使用的藥效、安全性資

料以及合適的治療指標與規範仍相當匱乏，

其治療成效也需要進一步透過嚴謹的監控與

標的性臨床試驗來評估。研究小組特針對此

案，結合7個實驗室為基地的研究員成立成癮

醫學研究團隊，分別進行籌備臨床研究和基

礎研究兩個部分。臨床部分，主要是研究美

沙冬的藥物動力學（pharmacokinetics）和藥

物基因學（pharmacogenetics），試圖瞭解個

體有效而安全的適合藥物劑量，和用藥成效

與藥物代謝基因的相關性；而在基礎部分，

則注重於類嗎啡藥對人體，特別是對胎兒的

長遠影響。

5. 類鴉片物質成癮疾患臨床研究群

臨床研究計畫特針對類鴉片物質成癮疾

患之治療與病因研討，透過整合多中心臨床

合作網絡，包括：衛生署立桃園療養院、八

里療養院、嘉南療養院、台北市立聯合醫

院、中國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恩主公醫院、

台中榮民總醫院與亞東醫院等機構。研究團

隊除建立標準化的收案、評估、檢體與資料

處理流程，並針對類鴉片物質成癮疾患的成

因、美沙冬維持療法的療效與副作用及創新

治療策略等幾個面向，進行5個臨床子計畫，

包括：海洛英成癮美沙冬維持療法與基因對

心臟生理的影響、高成癮性毒品依賴個案危

險因子前瞻性研究、美沙冬療法的藥物血中

濃度監測與藥物基因體學研究、台灣美沙冬

維持療法療效追蹤研究與鴉片類物質減害治

療計畫合併使用乙基半胱胺酸之成效評估研

究等。除擬定本院與合作醫院收案及檢體輸

送流程和持續收案外，並訓練研究收案人員之

臨床會談技巧，以玆利於臨床收案進行順利。

6.  神經精神科學基礎研究

(1) 微膠質細胞選擇表現發炎性或抗發炎性細

胞激素的調節機制

此研究使用新生之近親品系LEW/N及

F344/N大鼠，建立膠質細胞的初代培養，進

而證實微膠質細胞的發炎反應是有品系專一

性。相較於F344/N微膠質細胞，LEW/N微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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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細胞在被脂多醣體（lipopolysaccharides）

刺激下，可以轉錄較多的發炎性細胞激素，

及較少的第十型介白質（interleukin-10）。

因此，相對於F344/N微膠質細胞，LEW/N微

膠質細胞對脂多醣體會產生較嚴重的發炎反

應，並且比較無法抑制發炎反應的進行。已

知LEW/N以及F344/N大鼠對許多與發炎相關

的中樞神經疾病的易感性有所不同，所以此

品系特定的微膠質細胞發炎反應，可能對大

鼠品系特定的疾病易感性有所影響。此結果

發表在J Neuroimmunol（2009; 211:23-38）。

另外，LEW/N星狀神經膠細胞不論有沒

有刺激，都比F344/N星狀神經膠細胞轉錄轉

更多的Exon-專一性大腦衍生神經滋養因子

（BDNF）。大腦衍生神經滋養因子的自體分

泌可能參與上述的品系特定的大腦衍生神經

滋養因子表達的調控機制。LEW/N星狀神經

膠細胞會表現較多的大腦衍生神經滋養因子

的現象，對易發炎的LEW/N大鼠而言，可能

是維持體內恆定的代償機制。

(2) TLRs受體過早激活的神經精神疾病發病
原理

此研究旨在證明胚胎時期神經組織受到

環境毒素影響，是導致神經精神疾病的一種

原因。研究團隊初步結果發現，細菌脂多醣

體對神經系統的傷害會造成大腦多巴胺神經

元和血清素神經元減少，是通過胚胎早期

「類鐸受體」（toll-like receptors）激活引

起的。此研究結果數據資料如圖（Table 1和

Table 2, Figure 1），此結果發表在Brain Res

（2009;10;1265:196-204）。

行為學研究發現，胚胎期受到酯多醣影

響而造成多巴胺與血清素神經元減少的大鼠

的焦慮行為明顯增加，對外界刺激的壓力反

應也比對照組大，憂鬱行為也增加。顯示胚

胎期在重要發育關鍵若受到環境毒素干擾，

會造成日後精神疾病發生機率增加。

(3) 海馬體神經細胞增生在憂鬱症中所扮演的

角色

此研究旨在定義新生神經在憂鬱症病理

上的角色。近年來研究發現憂鬱症患者之大

腦前葉與海馬體出現體積減少的現象。而海

馬體的體積減少很可能與神經新生有關，而

不單是原有的神經細胞發生萎縮。研究團隊

利用兩種大鼠的憂鬱症模式來研究海馬體神

經新生與憂鬱行為的相關性。第一種模式是

使用長期輕微壓力來誘發類似憂鬱的行為，

研究發現大鼠的品系與憂鬱反應有很大的相

關，主要原因是來自於不同品系大鼠對壓力

的反射機制之敏感度不同，而這種長期輕微

壓力對神經新生的影響也不同。第二種模式

以模擬憂鬱症患者的無望與無助行為，研究

發現在受到強大刺激後有無助行為的大鼠的

海馬體牙核的神經新生受到抑制，而抑制的

區域主要是侷限在海馬體的上半段，主要是

控制學習與記憶的區塊，而沒有表現無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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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的大鼠神經新生也受到干擾，但其中機轉

與有無助行為之大鼠不同。實驗團隊正利用

基因微陣列分析的方法去探討不同行為表現

的大鼠神經新生的調控機制，以期對憂鬱症

病理機轉有更深的認識。

(4) 微膠質細胞之自然免疫性在阿滋海默氏症

的病理影響

全球約有2,500萬人罹患阿滋海默氏症

（Alzheimer’s disease, 簡稱AD），俗稱老年

癡呆症。近年研究顯示，大腦中具有自然免

疫性（innate immunity）的微膠質細胞（mi-

croglia）可能在AD的病理發展過程中，扮演

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研究重點除瞭解整個微

膠質細胞活化的機制，並探索可防堵微膠質

細胞引發的神經毒性並同時提昇其吞噬作用

的方法。目前發現某些接受體（例如PPAR及

EP2）可能與此種微調機制有關。同時也建立

一篩選平台發現一類合成化合物具有調節微

膠質細胞活化的作用。此類化合物不僅可抑

制微膠質細胞引發的神經毒性，更可提昇細

胞之吞噬作用。其運用於疾病治療的可行性

將在未來的研究作更進一步的測試。

(二)  基礎平台與核心設施（協助研究與提

供服務之工具與技術）

1.  台灣精神醫學研究網（Taiwanese Psychi-

atric Research Network, TPRN）

以全國性合作架構為藍本，結合全國性

精神醫學與神經科學臨床及轉譯研究之架

構，此組織架構設有疾病與治療專家共識委

員會，已推動2個多中心臨床研究涵蓋8家教

學醫院與精神專科醫院，目前成立憂鬱症、

精神分裂症與成癮疾患之臨床合作網絡，藉

由標準化收案、處遇流程，進行多中心臨床

合作研究，從事大型臨床試驗及研究，以提

供國人重大疾病診療之實證依據，亦為台灣

重要學術研究之資源之一。有鑑於精神疾病

的藥物治療反應與副作用，個案藥物劑量、

時間與服藥遵囑性息息相關。本網絡建置精

神疾病用藥藥物濃度分析系統（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 TDM）為主核心實驗設施，

已建立與藥物動力學及藥效學相關的因子分

析，以便監測患者之藥物順從性，及探討藥

物濃度與療效/副作用之相關性，有助於致

病機轉有關之endophenotypes與生物標記之

研究。目前可監測之藥物包括抗精神病藥物

clozapine、抗憂鬱劑paroxetine、escitalopram

與venlafaxine，及類鴉片藥物methadone及bu-

prenorphine等。

2. 動物核心（Animal 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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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之實驗資料整合。主要研究藥物群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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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沙酮；(6)丁基原啡因，分別共

計6個子計畫同時進行。此核心設備主要負

責懷孕Spraq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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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教育培訓（知識傳承與推廣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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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培訓時程三年，含一年臨床和兩年研究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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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核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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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12名參與培訓，均為從事成癮醫學之主治

級醫師，於2008年10月20日開訓，培訓內容

涵蓋課室和臨床實務訓練，並籌設北區、

中、南區代訓機構，預計12家醫院進行臨床

實務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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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衛生政策研究發展

群健所衛生政策研究發展重點在進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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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據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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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提昇國

民健康。

(一) 公共衛生研究成果

1. 健康體系

(1) 台灣新藥藥事經濟與藥物安全研究

以全國性之全民健保申報資料探討及評

估新藥在進入市場後之藥物安全、藥物政策

及藥事經濟分析。藥物安全研究發現糖尿病

TZD新藥可能引發較高的心血管疾病住院風

險、抗血栓新藥clopidogrel較貴，而且腸胃道

副作用未減少；藥物政策研究發現健康局自

2002年起推行之「嬰兒大便卡」，使得膽道

閉鎖個案能夠及早發現疾病並及早接受治療

後，有減少醫療費用支出的影響效果；而藥

事經濟分析消化性潰瘍與三合一療法對腸胃

道疾病之效益，結果發現使用三合一療法的

研究個案其發生消化性潰瘍住院的機率是較

未使用三合一療法的個案為低，且間隔時間

是較久的。

(2) 精神藥物使用模式與藥物經濟評估

此研究評估第二代抗精神病藥物及新抗

憂鬱症藥物相較於傳統治療藥物對精神分

裂症患者及重鬱症患者醫療資源使用之影

響。結果發現第二代抗精神病藥物（amisul-

pride、olanzapine、quetiapine、risperidone或

ziprasidone）治療少於12個月時，每月門診

費用和總費用高於sulpiride；但接受第二代抗

精神病藥物治療12個月以上時，每月醫療總

費用與門診之使用及費用與sulpiride相當。

新抗憂鬱症藥物（citalopram、escitalopram、

fluoxetine、fluvoxamine、paroxetine、sertra-

line或venlafaxine）治療少於6個月時，每月

門診使用和費用及總費用高於傳統抗憂鬱症

藥物；但接受新抗憂鬱症藥物治療6個月以上

時，每月醫療總費用與門診之使用及費用與

傳統抗憂鬱症藥物相當。

(3) 衛生醫療體系優先順序之制定的研究

為找出可以將台灣國民醫療保健支出資

料轉化成對優先順序制定有實質參考價值之

資訊的資料分析方法，並發展方法以引出社

會大眾對於台灣衛生醫療體系公平性之看

法，以建構適切之優先順序制定程序。此計

畫利用2007年收集的全民健保給付決策之程

序正義與實質正義全國性調查資料，2008年

共完成下列議題之論文投稿(i)分析台灣健保

體系中藥品利用之優先順序相關政策的效

果；(ii)剖析台灣健保體系中之關鍵決策機構

的地位、運作與功能；(iii)剖析台灣民眾對於

健保資源配置決策過程以及此體系之公平性

的意見。

2. 健康促進、健康照護及健康管理

(1) 建構病人安全體制

為探討全國醫療機構主管對於病人安全

的態度，瞭解病人安全政策落實的困難，

2008年邀請35位醫療機構主管進行焦點團體

訪談，結果發現藥師對於工作壓力的感知

高，對於安全的態度也最正向，而其他部門

的主管間對於病人安全的態度較無差異。此

研究並於12月20日辦理病人安全推動成果回

顧與展望研討會，分別就政府體系、社會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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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民間團體）及醫療體系（醫師、護理人

員、藥師、其他醫療人員等）三方面邀集專

家，針對國內病人安全推動成效進行檢視，

並提出具體可行政策建言，以供相關單位未

來繼續推動病人安全之參考。

(2) 台灣民眾健康識能研究

此研究藉由公共衛生、臨床醫學、教育

心理學、語言學及傳播學等學者專家進行相

關討論與合作，並綜合質量性研究方法，包

括國內外文獻探討、評估工具的設計、專家

學者的審查、不同人口學特性的深度訪談、

300份之小規模預試，於2008年發展具良好信

效度之中文健康識能評估工具及使用手冊。

並依據所發展的「健康識能評量表」，執行

全國2,000人具代表性之面訪調查，現已完成

1,901份健康識能訪視問卷及1,683份健康識能

評量表。

(3) 台灣健康老化政策推動計畫

此計畫旨在探討與老年人口健康相關之

社經狀況、健康情形、生理環境、個人行為

及基因等因子，建構健康老化指標（health 

ageing index, HAI），並以此指標監測老年人

的健康狀況。研究結果顯示：(i)咀嚼能力可

以作為台灣老年人的死亡預測因子，且代謝

症候群會增加死亡的危險性；(ii)以台灣版的

常模分數重新計算老人之SF36分數，顯示存

活者較已過世者有較高的生活品質及各面向

分數；(iii)糖尿病患者如服用metformin超過3

年以上者，較非糖尿病患者服用metformin小

於3年者有較低的癌症發生率。

3. 流行病學研究

(1) 醫療不良事件流行病學調查

此研究乃依據美國哈佛研究（Harvard 

Medical Practice Study）之二階段病歷回顧法

（Chart Review），修訂其研究方法及工具以

推估國內醫療不良事件之發生率及盛行率、

分析醫療不良事件之類型及可預防性，以及

建立以病歷回顧法調查醫療不良事件之指標

及模式。2008年已發展病歷篩選審查指標及

調查表，並完成第一階段病歷審查護理人員

之教育訓練。另以2家研究醫院2007年全年出

院病歷為母群體，抽樣研究醫院(I)病歷3,000

份及研究醫院(II)病歷7,000份進行審查，初步

結果顯示研究醫院之醫療不良事件的發生率

為9.8%，多為內科系住院病人；可預測醫療不

良事件的指標包括：住院期間產生的院內感

染、醫療處置產生之併發症、侵入性處置後

造成器官損傷及住院中發生藥物不良反應。

(2) 第二型糖尿病腎病變之流行病學追蹤研究

此計畫研究對象為本院「糖尿病社區聯

合照護網絡計畫」中所收案之第二型糖尿病

病人（共1,223人），每年實施2次定期之問

卷訪視及臨床資料收集，追蹤5年。初步結果

發現：(i)第二型糖尿病病患血糖控制較差者

（糖化血色素大於9）比控制較好者（糖化血

色素小於7）者，其造成腎功能降低的機會增

加11%，且男性較女性嚴重；(ii)基因分析結

果顯示，45 T>G、276 G>T和-11377 C>G在

糖尿病與糖尿病腎病變三種基因型的分布類

似，並無差異；(iii)多攝取富含n-3多元不飽

和脂肪酸之食物（如海魚與黃豆製品），可

能有益於降低糖尿病病人罹患糖尿病腎病變

之危險性。

(3) 慢性腎病病患之人口學特性、罹病之危險

因子、醫療利用與生活型態研究

2008年研究結果包括(i)發現台灣地區第二

型糖尿病男性患者罹患慢性腎病之盛行率為

30.9%，無論糖尿病罹患時間長短，抽菸者的

腎病罹患風險是沒有抽菸者2.28-8.14倍；(ii)慢

性腎病高危險群脂締素（adiponectin）基因型

在各種族間之分布可能有差異；(iii)分析「心

臟血管疾病長期追蹤計畫」資料，發現有11％

的研究對象罹患慢性腎臟疾病，經6年追蹤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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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顯示年齡較高、高三酸甘油脂與高血清尿

酸濃度較易有慢性腎臟疾病的問題。

(二) 衛生資訊及衛生相關基礎平台

群健所除了提供衛生政策實證參考資料

外，亦投入衛生資訊系統的發展，建置並維

護下列重要的衛生政策相關資料庫：(1)國民

健康訪問調查htp://nhis.nhri.org.tw/；(2)兒童

與青少年行為之長期發展研究http://cable.nhri.

org.tw/；(3)實證臨床指引平台http://ebpg.nhri.

org.tw/index.aspx/；(4)衛生資料地理資訊系統

http://hgis.nhri.org.tw/；(5)衛生政策數位學院

http://eclassroom.nhri.org.tw/；(6)健康體系政

策研究整合網絡http://hdata.nhri.org.tw/。

1.  設計與規劃2009國民健康訪問調查研究

（NHIS）

此研究乃長期與健康局及管制藥品管理

局合作，自2001年開始每4年進行1次國民健

康訪問調查，此調查是長期觀察國民健康現

況、健康行為、醫療服務利用等改變的一個

很好的機制，更能用來評估衛生政策的影

響。在2005年時完成第2次訪問調查，該調查

資料已於2008年7月釋出。目前此計畫正要執

行2009年的第3次訪問調查，現已完成問卷設

計與訪員訓練；而2009年調查將全面採用電

腦輔助調查，不再使用紙本問卷，以及健康

局、管管局及本院正式簽署三方合作備忘錄

為第3次調查最大不同之處。此外，研究團隊

亦以過去調查資料共發表2篇國際期刊論文及

3篇論文被國際期刊接受。

2.  利用GIS的方法來評估醫療及非醫療資源

之可近性

此研究發展改良式GIS工具及模擬程式來

展現地理可近性的結果，透過地區土地利用

及坡度調整作人口分布的調整，並與其他地

理加權的方法進行比對。以苗栗縣為研究對

象，進行資源分布研究，配合多種現有當地

資源的資料，進行可近性之分析，最後，再

以改良式人口分布圖形展示並檢視實際人口

與設施及路網分布是否符合現實情況，結果

發現苗栗縣部分鄉鎮之資源可近性尚缺。 

3. 設立實證醫學發展服務暨東亞考科藍中心

群健所於2007年引進實證醫學資料庫

（the Cochrane Library，考科藍資料庫），

2009年度共有62家合作醫院使用；研究團隊

於2008、2009年間共舉辦10多場實證醫學研

習課程，有超過1,500人次的醫療專業人員參

與研習，並與醫策會合作舉辦第九屆及第十

屆實證醫學競賽，以增進醫療專業人員對於

實證醫學資料庫的知識及應用技能。另與the 

Cochrane Collaboration合作進行「考科藍系統

性文獻回顧資料庫」中文摘要之翻譯，已建

置考科藍中文化線上翻譯輔助平台，並已審

查完成89篇中文摘要開放各界查詢。

(三) 衛生政策建言

1.「2020健康國民白皮書」計畫

群健所接受衛生署委託，於2006年6月開

始著手規劃「2020健康國民白皮書」，期望

藉由公共衛生及健康方

面的專家學者與衛生行

政單位共同合作，規劃

台灣未來10年的健康藍

圖，以利計畫性執行相

關衛生政策，達到提昇

全民健康及減少健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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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情況。已於2008年9月出版「2020健康

國民白皮書技術報告（上、下冊）」，並於

2009年5月再版「2020健康國民白皮書精要」

與「2020健康國民白皮書」，其中技術報告

更榮獲衛生署2008年度「優良政府出版品」

圖書類佳作。

2. 我國愛滋病防治政策之規劃

為探討目前愛滋病防治政策問題及未來

十年之政策建議，此計畫藉由專家小組分別

就預防、臨床治療、照護及支持和研究發展

等4個研議主題研擬建議書內文，並於2008年

12月舉辦「我國愛滋病防治政策建議」研討

會，邀請50位國內長期致力於愛滋病防治相

關工作之專家、醫護人

員、NGO代表以及政府官

員一同參與，對於建議書

內容作諮詢，並於參考、

彙整各方意見後，於2009

年2月出版「我國愛滋病

防治政策建議書」。

3. 地理資訊系統在公共衛生之實務應用

群健所於2008年執行衛生署委辦計畫—

「傳染病預警及預測模式整合計畫」，研究

團隊應用地理資訊系統為分析工具，來探討

地理空間資訊（geo-spatial information）與衛

生之間的關係，並將部分研究成果彙集，於

2009年7月出版「地理資訊系統在公共衛生

之實務應用」專書，全書共11章節，內容以

地理資訊系統為主軸，除了基礎的公共衛生

知識之外，附錄中亦收錄了簡易的地理資訊

系統個案實作，讓讀者透過

書本進行實作，將實務與理

論作結合。此外，讀者還可

由書中對實務面的描述，瞭

解傳染病時間與地理環境之

關係，延伸探討健康差距研

究、傳染性疾病預防、環境衛生、醫療與照

護等議題。

群健所也於2008年提出「東南亞禽流感

及對台灣加入國際組織之影響」、「2008年

我國再次叩關WHO情勢之預判」、「中國禽

流感疫情現況分析」及「亞洲各國對禽流感

防治及預防因應措施」等4份政策建言，並已

送交政府相關單位，作為我國國際衛生政策

之參考。

(四) 衛生政策研究之學術合作與交流

為促進學術交流與合作，群健所舉辦下

列研討會：於2008年11月與台灣大學公共衛

生學院及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合辦「第

三屆衛生政策學術研討會—全民健康」，以

「健康之決定因子」及「全民健保之影響評

估與未來」兩場次進行主題演講，超過300位

來自學術界、政策制定者及醫療照顧提供者

與會。另於2009年2月與陽明大學國際學術交

流中心共同主辦「當代社區健康照護國際會

議：台英經驗比較及交流」，該會議逾200人

參加；此外，該所研究同仁並與Imperial Col-

lege成員針對衛生政策相關議題，進行經驗

分享與交流。同年8月由群健所主辦，亞蔬—

世界蔬菜中心、中央研究院、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澳洲在台商工辦事處等單位共同協辦

「亞太地區糧食、食品與健康安全國際研討

會暨專家會議」，此會議共邀請來自澳洲、

美國、德國、日本、韓國、越南、中國大陸

等11位國外學者及35位國內學者與會，針對

如何改善我們當前所面臨的糧食與健康安全

危機進行公開演講與圓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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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與基因醫學研究組
任務

分子與基因醫學研究組（以下簡稱分子基因組）於1997年成立，旨在瞭解台灣盛行疾

病的分子及基因致病機轉，以基礎及轉譯研究成果提出臨床上的相關治療方法，改善疾病

預測與預防的管理方式，進而協助促進健康與預防疾病。相關研究團隊引進最新的分子與

基因體技術，進行高品質研究，循序漸進，達成短期與長期研究目標。

研究架構 

分子與基因醫學研究組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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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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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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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應用

疾病相關基因蛋白與治療標的

新技術平台的建立與應用

疾病臨床檢體和細胞及動物模式

重要成果

一、臨床基因體研究

(一)  克雷白氏肺炎菌中檸檬酸發酵代謝路

徑的基因體差異

Citrate fermentation genes in K. pneumonia

克雷白氏菌除了是人類重要的伺機性感

染病原，同時也是科學家研究微生物檸檬酸

發酵代謝路徑的模式生物。然而在全基因體

定序一株台灣的克雷白氏菌臨床分離株之

後，研究團隊意外發現基因體序列中竟缺少

了整個全長1萬3000鹼基對，負責檸檬酸發酵

代謝路徑的的基因簇。進一步分析收集來自

台灣各醫院的菌株後，發現竟有約一半的克

雷白氏菌具有這個基因簇。除了首次發現檸

檬酸發酵基因簇在這個菌株中具有如此的差

異，研究團隊也認為這樣的基因體差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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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克雷白氏菌在環境或者感染過程中的適應

有關。

(二)  qnrB2抗藥基因與新型跳躍子ISCR1在

細菌質體中的轉位

研究團隊定序並比較了兩個同源抗藥質

體的核酸序列，發現一個新型跳躍基因ISCR1

可能參與了恩菎類藥物抗性基因在細菌之間

的傳播，研究團隊為這類新型跳躍基因的分

子重組模型提供了世界上第一個此類的佐

證。

(三)  Gα12訊息傳遞路徑藉由改變肌動蛋白細胞

骨架的重組促進鼻咽癌細胞的侵犯性

Gα12 signaling is deregulated in NPC

鼻咽癌源自於鼻咽黏膜上皮之頭頸部癌

症，在歐美國家屬罕見的腫瘤疾病，但在台

灣卻高度盛行。此惡性腫瘤極易於早期即出

現發生頸部淋巴結轉移和遠隔轉移，這是此

癌症的主要致死原因。但是，鼻咽癌轉移的

分子機制至今仍不清楚。此研究利用不同分

期鼻咽癌的初代細胞（primary cells）大規

模分析全基因體基因表現，結果發現Gα12是

一個與鼻咽癌惡化及轉移的重要因子。減少

Gα12的表現量也降低許多參與上皮—間質轉

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基因的表現。例如，IQGAP1是一個已知與

EMT有密切關連的蛋白，研究團隊發現Gα12

可能藉由調控IQGAP1進而影響EMT，所以

Gα 12可能是EMT的上游樞紐分子。另一方

面，亦發現Gα12在鼻咽癌病患的組織標本中

有過量表現，並且在有頸部淋巴結轉移的鼻

咽組織標本表現量更高。總結而言，Gα12訊

息傳遞路徑在鼻咽癌的腫瘤生成及侵犯性成

長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四)  克雷白氏肺炎菌肝膿瘍與腦炎致病株

NTUH-K2044的全基因體定序以及比

較基因體學分析

分子基因組完成了克雷白氏肺炎菌株

NTUH-K2044的全基因體定序。研究團隊並

根據這個基因體序列設計重疊序列探針，將

NTUH-K2044與另外15株來自社區感染或院

內感染的不同菌株進行比較性基因體雜合分

析。在層次類聚分析後將各株根據基因體序

列的插入及缺失分群，獲得3個與各株的臨床

資訊、抗藥性及毒性相關聯的主要子群。

Common  variation  sites  identified  by  comparative  hybridization

(五)  家族性原發型澱粉沉積症中新發現的

IL31RA 與原始遺傳的OSMR 之基因

突變

原發型澱粉沉積症（primary cutaneous 

amyloidosis, PCA）是一種會造成皮膚搔癢

症狀並伴隨著澱粉沉積在真皮表層部位的疾

病，好發於東南亞及南美洲。根據文獻報

導，屬於體染色體顯性遺傳的PCA與染色體

5p13.1–q11.2區域有關，其中的OSMR基因所

產生兩個致病性的missense mutations，會進

而影響interleukin-6 family cytokine recep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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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ostatin M receptor beta（OSMRβ）的轉譯，

因此造成疾病的發生。

研究團隊調查台灣29個有PCA病史的家

族，發現在第5號染色體上兩個基因有突變的

現象：

1. OSMR基因

在10個PCA疾病家族中的OSMR基因

產生heterozygous missense mutations，分別

為：p.D647V（1個家族），p.P694L（6個

家族），及p.K697T（3個家族）。而發生

p.P694L突變的6個家族中有5個家族具有相同

的haplotype，且於兩個偶發型（sporadic）的

PCA案例中也可見。

2. IL31RA基因

在另外的19個家族雖然沒有OSMR基因

突變，但其中8個家族在同樣的染色體5號位

置上有3個其他interleukin-6 family cytokine 

receptors的突變，包含interleukin-31 receptor 

A（IL31RA）。而IL31RA會與OSMRβ形成

heterodimeric receptor，在接受interleukin-31

刺激後可引起訊息傳遞。另一個家族被發現

IL31RA基因有點突變，c.1562C>T，導致發生

missense mutation，p.S521F，此突變與OSMR

基因所發生的突變相同，皆位在fibronectin 

type III-like repeat domain。

研究指出，原發型澱粉沉積症（PCA）

屬於遺傳異質性疾病，在染色體5號位置上的

兩個細胞激素接收器（cytokine receptor）基

因發生突變會導致此疾病的發生。而OSMR與

IL31RA基因發生突變可用來解釋原發型澱粉

沉積症於台灣為高盛行率的原因，未來可藉

此發現，進一步探討此疾病的致病生理學。

二、功能性基因體研究

(一)  MCT-1及p53缺失共同促進染色體不

穩定性和腫瘤生長

MCT-1（multiple copies in T-cell malig-

nancy）致癌蛋白最早被發現於淋巴腺癌細胞

中。分子基因組近期發現MCT-1蛋白在人類

肺癌組織中表現量明顯增加。MCT-1大量分

布於癌組織之細胞質中，有別於其主要位於

正常組織之細胞核中。過度表達MCT-1明顯

增加遺傳物質病變、破壞細胞生長週期休止

之調節，以及降低p53抗癌蛋白之穩定性；同

時促進MAPK（ERK1/2）功能活性。於乳癌

細胞中提昇MCT-1活性雖可增強DNA斷裂接

合活性，但因缺乏嚴謹正確之修護功能，而

導致染色體位移、染色體末端聯結，及部分

染色體片段複製。

目前研究成果包含：(1)MCT-1與p53之交

互作用，過度激發細胞生長及分裂之訊息傳

導；(2)MCT-1促使p53缺失之正常乳腺細胞，

轉變成具有癌化特質；(3)共同結和MCT-1與

p53缺失足夠導致或增強腫瘤生成。由此推論

出MCT-1活性與p53缺失對人類癌症形成具相

當之關聯性。研究成果提供MCT-1相關之人

類疾病機轉之瞭解，MCT-1表現活性可能運

用為腫瘤病變及預期診斷之工具，且評估研

發癌症新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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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Cisd2基因剔除小鼠。

圖2：	蔡世峰研究員（中）與蔡亭芬合聘副研究員（左
一）團隊首度證明人類第4號染色體中，Cisd2遺
傳基因決定人類早衰、老化及調控哺乳動物的壽
命長短。

圖3：	組織切片—基因剔除鼠。

(二)   Cisd2調控哺乳類動物的粒線體完整

性及壽命

Cisd2是目前為止尚無深入研究的一個新

穎基因，並且此基因與第二型Wolfram氏症候

群（Wolfram syndrome 2, WFS2）的疾病發生

有關。基因體科學分析比較人瑞的染色體圖

譜，推測能讓人類長壽的基因位於人類第4號

染色體的長臂，而Cisd2基因就位在這個區域

之內。因此，Cisd2在哺乳類動物的壽命調控

上，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

1.  基因剔除小鼠在Cisd2短缺的狀況下，粒

線體會發生結構破損以及功能缺失的現

象，此時會伴隨細胞自噬死亡反應的發

生。然而，粒線體作為細胞能量工廠的角

色，對於需要大量能量的肌肉和神經細胞

特別重要；粒線體的功能失調，不但造成

神經與肌肉的衰退與變性，進一步導致一

連串提早老化的症狀。

2.  Cisd2蛋白主要表現在粒線體上，對於

其結構與功能的維持非常重要；所以在

Cisd2基因剔除小鼠發生加速老化的症

狀，可能是由於粒線體的結構破損及功能

缺失所導致的結果。

3.  Wolfram氏症候群是一種少見的遺傳性的

神經退化疾病，Cisd2基因剔除小鼠與臨

床上所觀察到第二型Wolfram氏症候群的

症狀相當類似，以此疾病動物模式可證明

Cisd2的突變是造成第二型Wolfram氏症候

群的原因，更證實第二型Wolfram氏症候

群是粒線體功能失調而導致的疾病。

4.  利用小鼠動物研究瞭解Cisd2蛋白與粒線

體的功能與結構完整性相關，進一步影響

壽命控制，此外，亦可用以研究第二型

Wolfram氏症候群的病理形成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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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鼠肝臟高度表現Aurora-A會藉由

p53表現導致肝細胞再生停在有絲分

裂前期

Aurora-A蛋白為一個serine-threonine激

酶，會高度表現在人類癌症組織中，肝癌組

織也不例外。分子基因組運用基因轉殖小鼠

模式，使人類的Aurora-A基因高度表現於小

鼠肝臟，用以研究Aurora-A對肝臟再生及致

癌的機制。

1.  肝細胞高度表現Aurora-A基因的小鼠，進

行肝臟切除手術後，可發現其再生的肝細

胞會提早進入有絲分裂的S時期而有助於

DNA合成，並且停在premitotic（G2）時

期。相較於野生型小鼠的肝細胞，高度

表現Aurora-A基因小鼠的雙核肝細胞數較

多；再生的肝細胞中，也發現較多三核甚

至多核的肝細胞。推測可能是再生中的肝

細胞於第一次分裂時所累積的缺失導致之

後細胞質分裂（cytokinesis）的失敗。

2.  肝細胞再生的過程中，如果有不正常的狀

況發生，p53的表現就會上升以抑制細胞

分裂反應。結果證實，讓肝細胞高度表現

Aurora-A基因但卻無法表現p53，可挽救

停在有絲分裂前期以及細胞死亡的現象，

但另一方面，卻無法挽救不正常的有絲分

裂以及細胞質分裂的失敗。

3.  肝細胞高度表現Aurora-A基因的小鼠，長

期觀察後發現，得到肝癌的比例偏低，約

3.8%。

肝細胞高度表現Aurora-A的基因轉殖小

鼠，有助於之後研究Aurora-A在肝臟再生的

生理作用以及其如何誘發肝癌的產生。

(四)  Rapamycin本身加上carboplatin可以對

抑制卵巢癌細胞的生長有加成的作用

目前標準治療卵巢癌的方法，主要為手

術及其之後使用carboplatin和paclitaxel的化

Rapamycin additively enhances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carboplatin on ovarian cancer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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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此治療方法的主要問題在於復發率極

高。因此分子基因組的研究目標是要使用分

子的機制找出治療卵巢癌更有效的辦法。透

過分析9種已建立的卵巢癌細胞以及由人類

卵巢癌分離出的24種初代細胞，研究發現這

些細胞均有頻繁地過度表現PI3 kinase下游的

Akt的情況。因此研究團隊結合使用傳統化療

用的藥物carboplatin，以及有針對性抑制Akt/

PI3 kinase的藥物rapamycin，發現這兩種藥

物會對抑制卵巢癌細胞生長及入侵有加成的

作用，同時對細胞凋亡也有加強的功能。因

此，rapamycin結合標準的化療藥物可能會更

有效地提高卵巢癌的治療。

(五)  斑馬魚sox17基因的演化保守的順式

調控元件之功能分析

此研究的功能性目標是：通過比較基因

組和分子生物學方法，研究胚層特異性轉錄

因子的轉錄調控。此研究可提供其他相似研

究的技術支援。

Summary of the regulation of the zebrafish sox17 cis-element 
compared with Xenopus sox17

Sox17是內胚層細胞的一個重要的轉錄

因子。根據基因調控網路的預測，及文獻記

載和擾動試驗，sox17與其他兩個調節基因，

sox32和pou5f1有密切關連。Nodal信號活化幾

個內胚層特異轉錄因子來確定內胚層分化。

此外，內胚層分化需要受到FGF和BMP信號

途徑的抑制，sox17如何在基因組序列上受到

調控目前還不知曉。

研究團隊發現sox17順式調控元件，並探

討了基因調控網路中調控sox17基因的預測。

研究發現了三個演化保守區塊：A、B和C，

與他們之間的協同效應。實驗證明，在B區塊

有Pou5f1結合元素及C區塊上的Sox32結合元

素，透過結合在此DNA序列上Pou5f1及Sox32

可一起合作調控sox17基因表現。

此外，一個在演化上非保守R區塊在腹

側和背側都具有抑制sox17基因表現的效果。

研究團隊已直接證明在斑馬魚的內胚層發育

網控網路在此關鍵節點的結構與功能關係的

基因代碼。此信息對瞭解複雜的內胚層的形

成，提供了一項嶄新並深入的見解，並作為

用於建立一個完整的內胚層細胞基因調控網

絡的一項寶貴資源。

三、基因技術發展與支援服務

有關「斑馬魚胚胎發育基因調控網

路」，此研究的功能性目標是整合文獻資料

及發育過程的重要基因之表現形式建構出胚

胎發育基因調控網路。過去二、三十年中斑

馬魚的胚胎發育，已有廣泛的研究和大量

的實驗數據的累積，包括基因之相互關係及

各基因在空間和時間上的表達形式。這些資

訊提供一個有用的起點，來建構胚胎發育的

基因調控網絡。該數據庫已被儲存在網站：

http://www.zebrafishGRNs.org，成為一個非常

有用可搜索的基因相互作用網絡數據庫。研

究結果表明：

1.  研究團隊使用不同的生物資訊工具進行分

析，包括Pathway Studio 6.0, BioTapestry 

and ZFIN，該團隊建立了第一個斑馬魚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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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發育基因調控網路，其運行方式主要

是通過調控轉錄因子和信號通路的基因表

達。研究結果發現許多的基本調控單元，

形成基因調控網路中最重要的功能構件。

例如不同的正回饋循環驅動背腹側發育，

背腹軸似乎決定於驅動兩個母體正反饋迴

路競爭。

2.  此項研究是第一個利用系統生物學的概

念，旨在制定一個全球研究網系統基本斑

馬魚胚胎發育綜合模式。比較不同物種之

間的基本調控單元提供發育及演化全新的

見解。

Zygotic mesoderm and endoderm transcription factors activated by 
Nodal

四、研究合作

(一) 與院內其他單位進行研究合作

分子基因組與院內其他單位進行合作，

合作單位包括癌研所及生技藥研組。與生技

藥研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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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合作研究

基因的功能及對環境的毒性試驗計畫。

(二)  與新竹地區學術研究單位進行合作

分子基因組對新竹地區學術研究單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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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基因組正式在清

華大學與中央大學成立一個針對醫學生物科

技的培育計畫，由分子基因組研究人員對區

域大學學生進行課程講授及實驗室研習。

(三) 參與基因體醫學國家型科技計畫 

分子基因組在肝癌及肺癌研究、微生物

基因體研究及創新技術研發上與「基因體醫

學國家型科技計畫」的目標一致。透過參與

這個計畫，分子基因組可以獲得研究經費的

挹注，並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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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醫療照護系統及生物科技產業進行

合作 

分子基因組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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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研究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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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分子基因組有兩個新的對外合作計

畫正在進行。第一項是與工研院合作的計

畫，主要工作為研究與乳癌細胞侵入能力有

關的microRNAs；第二項研究計畫則是與長

庚大學合作的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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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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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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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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正式更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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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致病機制與毒性

因子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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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架構

感染症研究組

監測及
流病研究

抗生素使用及抗藥性分析（TSAR/TSARY）••
多重抗藥菌（MRSA/PDAB/KP）研究••
潛伏性結核病診斷及治療••
本土重要病毒研究（Influenza,•EV,•HIV）••

基礎研究

細菌/黴菌毒性、抗藥性及毒性基因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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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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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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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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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i-

microb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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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R自1998年開始，每兩年進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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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R

資料顯示，多重抗藥菌的盛行率在社區及醫

院依然居高或甚而增加，例如，過去四期之

1200多株肺炎雙球菌（Streptococcus pneumo-

niae）中，高過90%對紅黴素具抗藥性，32%

對盤尼西林（penicillin）不具感受性（最低

抑制菌株濃度值>2 μg/ml），其中有10%對

氟化恩菎類（fluoroquinolone）亦具抗藥性

（ICAAC 2009）；對carbapenem具抗藥性的

鮑氏不動桿菌（Acinetobacter baumannii），

從2004年之16%（ICAAC 2006）及2006年之

32%增加至2008年的49%（圖1）；院內感染

之大腸桿菌（Escherichia coli）及克雷伯氏肺

炎桿菌（Klebsiella pneumoniae），對廣效性

乙醯胺（extended spectrum ß-lactam）具抗藥

性已高達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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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imi-

crob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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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發現不同於

美國及其他歐洲國家，熱帶念珠菌（Candida 

tropicalis）為台灣地區非白色念珠菌（Can-

dica albicans）最常見的念珠菌。值得注意

的是，高比率C. tropicalis分離株對抗黴菌劑

fluconazole具有抗藥性（Diagn Microbiol In-

fect Dis, 2008及Medical Mycology, 2009）。此

外，對fluconazole有抗藥性之C. tropicalis親源

性高，而且從1999年至2006年間在全台灣傳

播感染（圖2）（Diagn Microbiol Infect Dis, 

2007；J Med Microbiol, 2007；Microbial Drug 

Resistance, 2009）。再者，在感染HIV之病人

分離出多於一種的念珠菌種比率增高，並且

有更多不常見念珠菌種被分離出來。

圖1：	鮑氏不動桿菌對
carbapenem之抗
藥性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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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對fluconazole有抗藥性之熱帶念珠菌（Candida 
tropicalis）親源性高，而且從1999年至2006年間
在全台灣傳播感染。

2. 細菌抗藥及毒性因子之分子機制研究

蕭樑基研究員首次發現非鮑氏不動桿

菌（non-baumannii Acinetobacter spp.）之

不動桿菌屬臨床分離株帶有blaOXA-51-like基因

（OXA-type carbapenemase genes），據基

因序列分析，此基因係由Acinetobacter bau-

mannii經同源重組（homologous recombina-

tion）而來。因blaOXA-51-like基因被用來鑑別A. 

baumannii，此研究提出未來在Acinetobacter 

spp.型別鑑定上需特別留意（J Chemother, 

2009）。

針對TSAR收集到之對廣效性乙醯胺具抗

藥性之克雷伯氏肺炎桿菌（extended-spectrum 

beta-lactamase-producing Klebsiella pneumo-

niae, ESBL），蕭研究員團隊探討其同時對

beta-lactam和aminoglycoside兩類抗生素具藥

性的普遍性、原因及快速傳播的途徑，並

發現IS element與CTX-M型的ESBL以及造成

aminoglycoside抗藥的armA和rmtB基因共存

於同一質體上。一個菌株同時對兩類抗生素

具有抗藥性，不僅是台灣也是全球性感控上

的重要問題，醫護人員應高度的重視（Anti-

microb Agents Chemother, 2009）。

為了探討金黃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

cus aureus, 簡稱S. aureus）毒性因子在不同

臨床疾病中之差異，齊嘉鈺醫師研究團隊

收集社區感染之感染性心內膜炎（infective 

endocarditis, IE）及非複雜性菌血症（Staphy-

lococcus aureus bacteraemia, SAB）病患，對

其S. aureus臨床分離株進行分析。以IE病人之

住院時間較長，且較多的病例為藥癮者。所

有分離株均帶有clfB基因，但都不帶eta及etb

基因。IE及SAB病人之S. aureus分離株，其所

攜帶16種常見毒性因子之分布並無差異。然

MLST（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分型均

屬於ST59。此型別已成為台灣社區性感染S. 

aureus最主要的分型。

楊采菱副研究員與分子基因組合作，發

現一從K. pneumoniae分離出的多重抗藥性

質體（pK245），同時帶有超廣效乙內醯胺

（extended spectrum β-Lactamase）與恩菎類

抗生素抗藥性（quinolone-resistance）基因，

及一系列抗其他抗生素的抗藥基因，這是首

次在台灣被發現帶有恩菎類藥物抗性基因之

質體（Antimicrob Agents Chemother, 2006）。

楊副研究員跟陳逢叡助研究員合作之MRSA

（methicillin-resistant S. aureus, 簡稱MRSA）

研究，發現台灣最常引起社區MRSA感染的

ST59 pvl-positive菌種中，部分為對methicil-

lin具混合性（hetero-resistant）低程度抗藥性

（hMRSA）之菌，這些hMRSA如被誤判是對

methicillin具感受性之菌，可造成治療選擇錯

誤而篩選出高抗藥性之菌，可能是ST59 pvl-

positive MRSA在台灣盛行的原因之一（Diagn 

Microbiol Infect Di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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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基因調節系統（accessory gene regu-

lator, agr）藉由調控金黃色葡萄球菌（S. au-

reus）多種的毒素產生來致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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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陳逢叡博士研究團隊找出三個殘基的變

化，T101A、V107S及I116S，足以轉換AIP

的辨識特異性，使其從AgrC-IV轉至AgrC-I

（Journal of Microbiology, 2009）。此發現提

供了設計毒性抑制劑的信息，將可作為替代

治療來控制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

圖3：	膜蛋白AgrC-I及IV的拓樸圖。

在黴菌抗藥性研究方面，羅秀容副研究

員研究團隊首先提出負面調控藥物幫浦（ef-

flux pump）MDR1與C. albicans之抗藥性有關

（Fungal Genetic Biology, 2009）。近期並發

現非致死性cph1/cph1 efg1/efg1之C. albicans

突變株能部分保護實驗鼠免於致死性C. albi-

cans造成系統性感染（Mycological Research, 

2009）。於抗黴菌藥劑的研究，羅博士研

究團隊改造Pac525為D-Nal-Pac525胜肽，

其活性不再受鹽類影響（FEMS Yeast Res, 

2009），提高發展D-Nal-Pac525胜肽成為抗

黴菌藥劑的可行性。

(二) 結核病研究

結核病仍是台灣主要的疾病與死因。杜

鴻運助研究員、蘇益仁特聘研究員及曾凡真

助研究員，與分子基因組合作，已完成台灣

地區不同族群的結核菌株分子流行病學與基

因型別研究（Infection, Genetics and Evolution, 

2008；BMC Infectious Diseases, 2008），這

些分析結果反應出台灣地區結核病正面臨防

疫上的挑戰。有關結核病疫苗之研究，已開

發出結合表現結核菌專一性抗原（ESAT-6, 

CFP-10, TB10.4, Hsp-X）及IL-12的結核菌疫

苗株，這些疫苗株施打在小鼠，於肺及脾臟

均表現較多的抗原專一性免疫細胞，並發現

可誘發出比BCG較多數量的抗原專一性的多

功能性細胞激素製造細胞，目前將持續探討

此重組BCG疫苗之免疫性及保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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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1N1流感病毒分別在2005/2006年及

2008/2009年爆發疫情。2005年3月之前，由

感染症組合聘研究員王貞仁博士負責的台南

病毒實驗室鑑定出的A型流感病毒（H1）之

臨床分離株為A/New Caledonia/20/99-like株，

自2005年3月至2006年5月，抗原Ca1發生漂

移（drift），A型流感病毒（H1）轉變為A/

Solomon Islands/3/06-like株。其他抗原漂移則

發生在台灣，於2007年11月分離出最早期的

A/Brisbane/59/07-like分離株的Sb位置。世界

衛生組織建議2009-2010年的北半球流感疫苗

株為A/Brisbane/59/07-like株，但台南病毒實

驗室之分析結果顯示2008年12月抗原位置Sb

已發生漂移，自2009年1月，其他的抗原漂移

則發生在Ca2的位置。

有鑑於H1N1新型流感（swine-origin in-

fluenza A virus）於2009年4月爆發世界性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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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感染症組提出一「A/H1N1新型流感病

毒之診斷、致病機制及治療」研究計畫，以

深入探討此病毒。此實驗室於2009年4至8月

間，於南台灣地區已鑑定出15個H1N1新型流

感陽性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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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演化分析結果得知台

灣過去流行之腸病毒71型（enterovirus type 

71, EV71）分別有B2、B4、B5、C2及C4基

因型。進一步利用中和試驗分析1998至2008

年所分離腸病毒71型之抗原性得知，首次自

2003年分離之B5基因型在2008年爆發大流

行，其抗原性有別於其他基因型（圖4），因

此推測B5基因型抗原性的變異與造成該年度

腸病毒71型爆發大規模流行有關（J Clin Mi-

crobiol, 2009）。故對於腸病毒71型之抗原性

分析有助於瞭解腸病毒71型造成流行之機轉

及疫苗之研發。

圖4：	台灣地區1998年至2008年間腸病毒71型之抗原
圖譜。

台灣地區的兒童常規性是接受口服沙賓

疫苗的接種，而是否因口服沙賓疫苗反而造

成疾病，為重大的衛生政策問題。齊嘉鈺醫

師、曾凡真助研究員及蘇益仁特聘研究員研

究台灣地區2002至2005年間感染小兒麻痺

病毒疫苗株之臨床表徵。共有208個小兒就

醫案例分離出OPV-like病毒（與沙賓疫苗株

VP1序列相比差異性<1%），且無其他共同

感染原分離出。臨床症狀包含下呼吸道感染

（24.5%）、急性腸胃炎（16.8%）、上呼吸

道感染（10.6%），雖沒有神經病變案例，但

有3例死於心肌炎，其中2例所分離之病毒株

為基因合成株（recombinant strains），另一

例未接受OPV施打（J Clin Virol, 2009）。有

鑑於此調查結果，未來應持續地進行小兒麻

痺病毒臨床分離株的監測及分析。此研究提

供我國疾病管制局再評估以沙克疫苗取代口

服沙賓疫苗之疫苗政策。

3. 因應H5N1禽流感流行之準備

感染症組持續投入H5N1禽流感流行之準

備工作，2009年5月出版第四版「認識H1N1

及H5N1新型流感」中文書，提供第一線醫

護人員及民眾參考，在必要時刻提供正確的

醫療，一般民眾亦可藉此書解答對疫情的疑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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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染症組蘇益仁特聘研究員與成功大學

醫學院研究團隊在2000年的發現，B型肝炎病

毒pre-S突變蛋白是一種病毒致癌蛋白（viral 

oncoprotein），與肝癌的發生相關。蘇特聘

研究員於慢性B型肝炎病人觀察到含有pre-S2

突變株之毛玻璃肝細胞（ground glass hepa-

tocytes, GGHs）呈現似腫瘤前期增生病變，

並發現pre-S2蛋白可以誘發cyclin A的增強表

現，在基因轉殖鼠中引起結節性增生及異生

（dysplasia），證實pre-S2突變蛋白是一種致

癌蛋白（oncoprotein）（Hepatology, 2005；

Cancer Sci, 2006），為B型肝炎病毒與肝癌間

的致癌機制提出了一個全新且可能是最重要

的致癌機制。蘇特聘研究員並提出與生長相

關的信息傳導路徑（例如VEGF/Akt/mTOR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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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B1/p27/RB/Cyclin A）之活化為引起癌化過

程的一個新路徑，是為進行肝癌預防與標靶

治療之可能標的（Hepatology, 2001 & 2005；

Am J Pathol, 2003；J Biol Chem, 2004；Car-

cinogenesis, 2004；Mol Cancer Res, 2007；J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08）。近期進一步提

出pre-S突變蛋白能藉由調控生長因子VEGF-

A，啟始肝細胞之分化及生長（圖5）（He-

patolog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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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mophago-

cytic syndrome）之研究，蘇益仁特聘研究

員延續過去提出EBV LMP-1能經由T細胞中

TRAF2,5及NFκB此二路徑調控TNF-α（Blood, 

2005；Am J Pathol, 2007 & 2008）， EBV 

LMP-1可以經由NFκB去活化ATF5，再去抑

制SAP及活化T細胞（Am J Pathol, 2008）。

由於NFκB在此訊息路徑中扮演一個重要角

色，蘇特聘研究員提出以PPAR agonist（針對

NFκB信息路徑）治療EB病毒相關噬血症候

群或T細胞淋巴瘤是可行性方法之嶄新的治療

觀念（Blood, 2005；Am J Pathol, 2007；Can-

cer Sci, 2007；J Formos Med Assoc, 2008）。

近期於兔子感染兔子疱疹病毒（Herpesvi-

rus papi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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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AR agonist為治療病毒相關之噬血症候群

的可能物質（圖6）（Antiviral Therapy, i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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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EB病毒感染T細胞在小兒引起特殊的噬血症候群
演變為T細胞淋巴瘤之進程及信息路徑：NFκB 
抑制劑為可能的標靶治療目標。

張堯助研究員所帶領的實驗團隊致力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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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EB病毒溶裂期

轉活化蛋白質Zta會促進鼻咽癌細胞表現多種

發炎相關的趨化因子和細胞激素，進而引發

免疫細胞的浸潤並調控其生物功能（J Virol, 

Wang HC et al. Am J Pathol,
2003;163:2441-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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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5:2023-32.

2

Wang HC et al. Hepatology,
2005;41:7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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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g JH et al. J Biol Chem,
2004;279:4638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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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sieh YH et al. Mol Cancer Res,
2007;5:1063-72.

6 Yang JC et al. Hepa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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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 2008）。該實驗團隊近期發現EB病毒

潛伏期致癌蛋白質LMP1也會調控細胞激素的

表現，並且造成免疫抑制現象；而宿主細胞

的內質網壓力是誘發EB病毒表現LMP1的重

要因子（Cancer Research, 2009）。此外，在

與成大醫院蕭振仁醫師的合作研究中發現與

腫瘤轉移相關的integrin αvβ 6普遍表現於頭頸

部癌組織中，而EB病毒LMP1可以促進鼻咽

癌細胞表現此獨特的integrin（Head and Neck, 

2009）。目前張博士正繼續探討EB病毒如

何影響鼻咽癌的免疫抑制機制，包括PD-1/

B7-H1交互作用以及具有免疫抑制作用的調

節性T細胞（regulatory T cells）和樹突細胞

（dendritic cells）。

(五)  愛滋病毒分子流行病學及抗藥性研究

台灣地區2004至2006年間爆發靜脈毒品

注射者（injection drug users, IDUs）感染「人

類免疫缺乏病毒第一型（human immunode-

ficiency virus, HIV-1）」大流行，初步認為

是中國大陸雲南等西南省份毒品金三角所盛

行的CRF_07BC隨已感染注射者傳入台灣。

感染症組兼任研究員柯文謙醫師及林錫勳醫

師，針對IDUs同時感染HIV-1及C型肝炎病毒

（hepatitis C virus, HCV）之流性病學研究，

顯示感染HIV-1之IDUs同時感染HCV的比

例，自2002年的80%左右提高至2004年的95%

以上，且2004年出現新的HCV基因型（6, 2及

3），這些基因型亦盛行於中國大陸及東南亞

（Clin Infect Dis, 2008），暗示新的HCV基因

型伴隨著IDUs傳播路徑傳入台灣。曾凡真助

研究員與柯文謙醫師利用疾病管制局資料，

及2003至2008年愛滋病自願諮商檢測資料

（voluntary HIV counseling and testing, VCT）

進行分析，調查結果經由性行為傳染HIV-1感

染的新案例可由VCT中有效檢測出，但大部

分IDUs族群則否（ICAAC, 2009）。這些分析

結果提供衛生單位新的防治HIV感染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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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08年底，已自越南胡志明市第一

兒童醫院收案近500個腸病毒感染病例，包

括86例重症病例，並收集超過1,000個臨床檢

體。2009年，計畫主持人蘇益仁博士完成與

越南合作之有關兒童噬血症候群研究（Brit-

ish Journal of Haematology, in press），此計畫

自越南收到噬血症候群檢體共33例，針對臨

床表徵、基因體及預後進行分析，越南地區

的噬血症候群病例多於台灣，並且具高死亡

率，及早診斷並給予適當之治療是必要的。

此外，2009年亦協助完成越南胡志明市第一

兒童醫院建立病毒培養實驗室，包含醫師及

技術人員病毒培養技術與流程的訓練，及實

驗室相關設備之建置。此計畫2009年11月於

越南舉辦學術研討會，是為第一階段合作研

究之成果發表。

三、學術活動

感染症組於2008年共舉辦9場學術研討

會、研習會與學術會議，其中包括「台灣微

生物抗藥性研討會（2009 MIRL Symposium: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in Hospitals and Com-

munity）」、「2009年致病性黴菌研討會」

等學術研討會。藉由相關政府單位人員與研

究人員的參與討論，建立抗生素使用與感染

控制之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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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生物技術與藥物研究組（簡稱生技藥研組）於1998年成立，以建立並支援國內新藥與

生物技術之研發，增進民眾健康與生活品質為宗旨。生技藥研組以整合性新藥研發團隊，

進行包括分子生物技術、藥物化學合成與分子結構模擬、自動化高速藥物篩選、藥物動力

與藥物代謝及動物藥理等之上游新藥研發工作，開發本土性高發疾病及其他重要疾病之新

穎藥物。研究團隊也透過產學研合作與研發成果移轉兩大策略，與國內學術、研究機構及

業界合作，進行新藥研發資源分享，並推廣藥物研發成果。

研究架構

生物技術與藥物研究組生物技術與藥物研究組

候選藥物

GLP毒理

申請進行臨床試驗（IND）

第一、二及三階段臨床試驗（PhaseⅠ、Ⅱ、Ⅲ等）

申請新藥上市（NDA）

新藥審查上市

GMP量產、製劑、品管

專利申請

病因及病理基本研究

藥療分子標的探索及測試設計

化合物庫

高速藥物篩選

傳統藥物合成

動物體內藥物動力學 疾病動物模型

組合化學合成

體外活性測試

專利申請

分子標的基因複製與表現分子模擬

先導藥物 組合蛋白質試量產及純化

「
新
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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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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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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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果
生技藥研組之整合性新藥研發團隊在藥

物研發過程中，扮演新藥探索之上游研發角

色，彼此相互支援與配合，共同參與新藥之

研究、鑑定及進一步的藥品開發。所研發之

候選藥物可銜接中、下游體系，進行藥物製

程、製劑開發、毒理試驗及臨床試驗等工

作，創造我國發展生技製藥產業之競爭優

勢。同時善用國內上中下游的研究資源，發

展相關前瞻性技術，推動整體新藥發展。

一、新藥研發成果

目前生技藥研組已確認多項候選藥物及

先導化合物，並將所研發之候選藥物推展至

臨床前及臨床試驗階段，於2008年7月至2009

年6月間，已取得13項國內外專利以及發表國

際期刊論文41篇。

(一) 抗癌症藥物之研發

由於一般化學治療（chemotherapy）於

對抗癌症並非絕對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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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ed therapy）

開發，為21世紀新藥開發的重要策略之一。

其優勢包括：以治療標靶為目標，療效專一

有效；藥品治療標靶明確，縮短藥品研發

時間，提早上市時程，開發成功率大；安全

性較高，且符合未來個人化醫療（personal 

medicine）趨勢等。從2007年開始，生技藥研

組即著手進行抗癌標靶藥物研發，選定北極

光磷酸激酶（Aurora A & B kinases）與上皮

生長因子受器激酶（EGFR）兩類標靶（mo-

lecular targets），針對此兩種激酶抑制劑，已

找到數類具潛力之先導化合物，進行進一步

的最佳化及動物試驗。

圖1：	以北極光磷酸激酶抑制劑作為標靶抗癌藥物之新
藥研發。

(二) 抗肥胖藥物之研發

肥胖問題已被公認為越來越嚴重的健康

問題，是全球十大健康威脅之一。許多慢性

疾病如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高血壓、中風

及某些癌症的成因，也證明與肥胖有相當密

切的關係。已有研究顯示cannabinoid receptor 

type 1（CB1）受體主要表現於中樞神經系

統，在下視丘管控飽足感與進食量，亦存在

於一些與代謝相關的組織如肝臟及脂肪組織

等，並與脂肪形成及糖類吸收有關。其拮抗

藥物能有效減少生物進食量，進而達成減重

目的。此外，臨床試驗也證實CB1拮抗劑除

能減重外，亦具有改善胰島素阻抗性及其相

關新陳代謝症狀的極大附加效益。生技藥研

組針對CB1拮抗劑進行研究，研究團隊合成

超過900個化合物，並挑選具高度體外活性的

化合物進入動物模式試驗，測試抑制食慾效

果。目前找到數類化合物具有很好的抗肥胖

效果，同時也著手設計開發不易滲透進腦的

CB1化合物，以減少副作用的可能。本藥物

開發已申請多國專利，未來將選出一具潛力

的候選藥物推展至臨床前試驗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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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抗C型肝炎病毒藥物之研發

C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具有造

成慢性肝臟發炎和肝臟疾病的危險性，由於

目前尚未有任何的抗C型肝炎病毒新藥上市，

因此開發治療C型肝炎的新藥為生技藥研組的

重要任務之一。經由藥物篩選系統，已發現

一類化合物對C型肝炎病毒的replicon assay有

明顯的抑制效果，且在各種細胞株的細胞毒

性測試中顯示無毒性作用，經由設計及合成

一系列結構類似的衍生物，成功地證實大部

分此類化合物都具有明顯的抗C型肝炎病毒活

性，其作用機制可能與HCV NS3 protease的生

物機轉有關。經由進一步的藥物動力學以及

藥物代謝的實驗，目前已找到一有潛力發展

為抗C型肝炎的口服先導化合物，該系列化合

物具有獨創性的結構，同時繼續尋找具優勢

特質的候選藥物。

(四) 抗登革熱藥物之研發

此團隊研發出數個重要篩選技術用以輔

助抗登革熱病毒藥物之研發，並建立一帶有

冷光酶報導基因（reporter gene luciferase）

的登革熱複製子（replicon），此複製子不論

是短暫地或穩定地在BHK21細胞中表現時，

都具有相當活躍的複製能力，因而相當適合

用來偵測小分子化合物對登革熱病毒複製的

影響。因此，登革熱複製子是篩選抑制登革

熱病毒複製之小分子化合物很有用的工具。

此一用來構築穩定的登革熱感染性cDNA質

體（RNA-based infectious clone）的方法已

申請專利。此外，該團隊也成功構建完成一

個不須先合成RNA即可使用的登革熱感染性

cDNA質體（DNA-based infectious clone）。

這些研究結果為後續預防與治療登革熱的研

究（如藥物與疫苗研發），提供了非常重要

的發展依據。

圖3：	成熟登革熱病毒電顯照片（×123,000）。

圖4：	創新構築穩定的登革熱感染性cDNA質體。

圖2：	化合物BPRCB0890
給藥（0.03 mg/kg, 
0.1 mg/kg, 0.3 mg/
kg）於肥胖鼠 （diet-
induced obese mice）
皆有明顯減重效果。
（ 此 成 果 發 表 於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2009; 52: 
4496-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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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藥研發核心設施

(一) 自動化高速藥物篩選核心.設施

自動化高速藥物篩選核心設施結合電腦

控制之自動化操作方式、高速及高效率活性

分析方法及資料庫管理及分析，可在短時間

內分析數萬至幾十萬個化合物的生物活性。

生技藥研組利用此核心設施針對已有的分子

標的進行活性測試，已找到數個包括抗C型肝

炎病毒、抗糖尿病、抗癌症以及抗新陳代謝

疾病等有效的活性化合物。這項核心設施同

時也支援「生技製藥國家型科技計畫」，提

供抗癌症與抗糖尿病化合物活性篩選服務。

圖5：	自動化高速藥物篩選核心設施。

圖6：	自動化細胞影像擷取系統。

(二) 重組蛋白核心設施

重組蛋白核心實驗室以一致的技術平

台，有效率地表現與純化量高質純的蛋白

質，提供大規模藥物篩選以及結構生物學的

研究之所需。生技藥研組已可熟練地利用

大腸桿菌及昆蟲細胞表達系統，近年來致

力於上皮生長因子受器激化酵素（EGFR ki-

nase）、北極光磷酸激酶A與B（Aurora A ＆

B kinases），以及流感病毒神經氨酸酶（in-

fluenza neuraminidases）等重組蛋白的表現與

純化。

(三) 先導藥物最佳化核心設施

先導藥物最佳化（lead optimization）核

心設施以選定之活性化合物為基礎，依任務

需求合成大量衍生物，以獲得最佳化先導化

合物。生技藥研組多項藥物合成計畫以及本

院跨組合作研究運用此先導藥物最佳化核心

設施，已在抗癌（例如北極光磷酸激酶與上

皮生長因子受器抑制劑）與抗流感病毒等研

究中獲得數種具有良好藥理作用選擇性之最

佳化先導化合物。

圖7：	化合物資料庫。

(四) 藥效藥理評估核心設施

藥效藥理評估核心設施已建立數個藥理

作用及疾病動物模式，用以評估生技藥研組

開發中之化合物。此核心設施運用疾病動物

模式進行抗癌藥物及治療糖尿病藥物之藥效

及藥理試驗，並評估其毒性劑量範圍。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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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持續運用此設施建立各種疾病動物模式，

篩選具生物活性之候選藥物，並支援候選藥

物之臨床前試驗規劃。

(五) 藥物動力及藥物代謝核心設施

藥物動力與藥物代謝核心設施用於藥物

動力、藥物藥效、藥物代謝及毒理動力等藥

物在動物體內之特性研究。生技藥研組運用

此核心設施，常規性地進行各新藥開發計畫

之藥物動力與代謝等試驗，試驗的結果為藥

物開發前期的先導藥物最佳化階段，提供了

非常重要的評估及後續發展依據。

圖8：	API3000 LC/MS/MS液相層析三段四極柱串聯式
質譜儀。

圖9：	API 4000Qtrap LC/MS/MS 液相層析四極柱/線性
離子阱串聯式質譜儀。

三、候選藥物臨床前開發

新藥之研發在完成上游的藥物探索階段

後，必須經過臨床前試驗，才能進入人體臨

床試驗。臨床前試驗即是為了確認所開發新

藥之療效及安全性，並同時解決藥物製程及

品質上的相關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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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在推動新藥研發的技術移轉

時，若此候選藥物具有良好安全性的臨床前

試驗資料，可大幅提昇國內外生技製藥業者

承接的意願。此項研究乃針對所選定之具潛

力候選藥物，規劃臨床前開發研究（包括藥

物動力與代謝研究、安全藥理、毒性試驗、

配方開發與製程放大生產等）。

脯基雙胜肽酶（dipeptidyl peptidase IV, 

DPP-IV）抑制劑是新型且有效的分子作用標

的，可用來治療第二型糖尿病。生技藥研組

的新藥研發團隊透過循理性研究及化學修飾

所得，找到一候選藥物DBPR108可有效抑制

DPP-IV，並申請多國專利。與已上市之藥物

比較，DBPR108在體外具有較佳抑制DPP-IV

活性之能力、較好的水溶性、較少的蛋白質

結合率，以及相當好的相關蛋白酶選擇性，

因此潛在的副作用低，在動物體內也具有良

好的藥物動力學及口服降血糖效果，非常具

有發展潛力。

為加速DBPR108的研發腳步，研究團

隊配合行政院生物技術產業指導小組訂定之

「促成生技成功投資案例」計畫，為台灣建

立具高商業價值及產業策略性的關鍵技術平

台或產品，以期促成在台灣設立生技公司，

或輔導國內現有公司轉型投入高附加價值之

生物技術與藥物研發，以提高生技產業之經

濟能量。此生技成功投資案例計畫，於2009

年4月17日與健亞生技公司等產業聯盟召開

記者會，宣示政府推動此項生技投資成功案

例，此計畫各項臨床前試驗已陸續進行中，

期望在三年內申請IND（investigational new 

drug），進入第一期人體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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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2009年4月17日促成生技成功投資案例記者會。

四、協助解決國家重大健康衛生危機

生技藥研組於2006年8月起與長庚大學、

清華大學、交通大學及中央研究院等單位之

相關研究人員組成研究團隊，進行「抗流感

病毒藥物研發」計畫，積極尋找可抑制流行

性感冒病毒複製之新穎化合物。透過高速藥

物篩選的方式，已發現一些不同類型之小分

子流感病毒抑制劑，未來將持續根據結構與

活性關係（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合

成更多的類似物，期望找出先導藥物並進一

步進行抗病毒藥物動力相關之分析。

五、產研技術合作

生技藥研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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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能協助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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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於2008年共有3項藥物研發

計畫進行不同模式的產研合作。

(一) 國科會計畫產學合作

CB1拮抗劑之抗肥胖藥物研發計畫自

2008年起與國內業者共同發展具拮抗CB1的

新穎抗肥胖藥物。期能在兩年計畫中，找出

具發展潛力之新藥。

(二) 國際合作

本院於2008年7月與美商Genelabs Tech-

nologies, Inc.（現已被荷商葛蘭素史克藥廠併

購為旗下一研究機構）及健亞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三方共同簽訂合作計畫，由生技藥

研組與Genelabs公司合作進行治療C型肝炎新

穎藥物研發，雙方共同致力於後續的研發工

作，以期早日發展出抗C型肝炎之新穎藥物。

(三) 技術移轉

在抗癌症藥物研發方面，研究團隊研發

出的兩類具有抗微管蛋白（antitubulin）活性

候選藥物DBPR10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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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杏輝所

成立之杏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後續新藥

發展、製程開發與臨床試驗等。預計未來向

美國FDA及衛生署申請新藥人體臨床試驗。

圖11：	2008年8月8日與杏輝醫藥集團技術專屬授權簽
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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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衛生與職業醫學研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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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毒理學研究；(2)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研究；(3)基因

體國家型科技整合型計畫，例如台灣女性肺腺癌與基因毒理及基因與環境交互作用研究；

(4)實證衛生政策研發，著重環境衛生危害分析研究；(5)職業醫學相關議題；(6)即時性重

要環境衛生與健康議題之健康風險評估。

研究架構

環境衛生與職業醫學研究組

環境衛生研究 職業醫學研究

職業病研究
砷之相
關研究

持久性有機
污染物研究

女性肺腺癌
研究

實證衛生政
策研發計畫

職業醫學專
科醫師訓練
計畫

重要成果

一、砷之相關研究

砷的研究為環職組重要研究主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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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的砷曝露可能引發

多方面的健康效應，如癌症、皮膚病、糖尿

病和血管性疾病。砷的致癌性與細胞p53的

狀態有密切的關係，而香菸中的化學致癌物

曝露與p53基因的突變有關。吸菸者若是同

時曝露砷，很可能會大幅增加砷引起的細胞

中心粒不正常，而細胞中心粒的不正常又已

被證實會造成細胞染色體不穩定並引起細胞

癌化。藉由分析尿中的尼古丁代謝物cotinine

與二手菸誘發的去氧核醣核酸加成物（DNA 

adducts）作為二手菸與致癌風險相關的生物

指標，分析內容包括尿中的DNA危害指標物

質8-hydroxy-2’-deoxyguanosine（8-OHdG）與

7-Methylguanine（7-MeG）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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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砷曝露的確會加強腫瘤壞死因子

（TNF-α）所誘發之血管內皮細胞沾黏分子

（VCAM-1）的表現，同時在此過程中，細

胞內氧化還原狀態的變化，也扮演重要的角

色。在心血管系統中，TNF-α會造成多種不

同的生物效應，包括誘發沾黏分子（adhe-

sion molecules）及發炎性細胞素的表現、纖

維蛋白（fibrin）沈積、調節一氧化氮的產

生、增加血管通透性（permeability）及細胞

凋亡（apoptosis）等。然而，造成個體間砷

代謝差異的因素可能有很多，研究團隊進行

砷代謝體外（in vitro）與活體（in vivo）研

究，針對砷代謝途徑中重要基因（AS3MT、

GSTO1、GSTO2）進行基因相關性研究。

流行病學方面的研究結果指出，在高砷

曝露區抽菸者比低砷曝露區之抽菸者有更高

的肺癌發生率，此研究也發現A/J小鼠同時曝

露於砷與香菸中的物質NNK，會誘發其肺部

腫瘤，肺部腫瘤的發生率從10%（只施以砷

或NNK其中之一）增加到50%（同時施以砷

及NNK），發生率增加的倍數與國內報導之

流行病學研究資料相符。

研究團隊探究金屬砷與抽菸或是砷和香

菸內含物（NNK及BaP）對癌症產生的致病

機轉，結果發現砷的存在讓NNK刺激肝組織

中更多的DNA adduct形成並提高癌症發生的

可能性。此外，還發現砷透過增加CYP1A1

和CYP2A酵素的活性增強身體對NNK或BaP

（benzo[a]pyrene）的代謝，因而增加NNK或

BaP的致癌風險。此研究成果顯示在肺細胞中

砷與香菸內含物（NNK/BaP）之間確實產生

了交互作用，並且證實此交互作用造成NNK

或BaP在代謝過程中衍生成有害的中間產物，

進一步使DNA鍵結物、自由基和DNA的損害

增加，同時抑制DNA修復與促進DNA突變

率。對砷/香菸中物質作用機轉有了更深一層

瞭解之後，將有助於進行以干預其作用為導

向的後續研究。

此外，有關砷曝露是否及如何影響血管

內皮細胞與發炎性細胞素（inflammatory cy-

tokines）或免疫單核球（monocytes）的交互

作用，進而造成血管內皮細胞功能不良，研

究結果顯示，砷曝露的確會加強腫瘤壞死因

子（TNF-α）所誘發之血管內皮細胞沾黏分

子（VCAM-1）的表現，同時在此過程中，

細胞內氧化還原狀態的變化，也扮演重要的

角色。在研究團隊所建立的體外血管內皮細

胞系統中，首先將界定TNF-α處理的劑量和

時間，使其能夠產生不同生物效應，包含：

(1)單核球與血管內皮細胞的黏合；(2)血管內

皮層通透性的改變；(3)誘發細胞凋亡；而這

些生物效應皆與血管功能異常有關。其次，

藉著調節細胞內氧化還原狀態，團隊也探討

在此過程中，還原相關的訊號傳遞分子及

對氧化還原敏感的轉錄因子（如AP-1、NF-

κB）的變化及其對這些生物效應的調控機

轉。

有關砷與代謝研究，飲用水中的無機砷

進入人體後，會經過一連串的代謝作用，最

後形成甲基化的有機砷化合物藉由尿液排

出。雖然代謝途徑大致相同，但不同個體對

無機砷的代謝能力卻有顯著差異，以致尿液

中各種砷代謝物的濃度和種類分布都因人而

異。為找出影響個體砷代謝能力的遺傳因

素，研究團隊針對砷代謝途徑中重要基因

（AS3MT、GSTO1、GSTO2）進行基因相關

性研究。初步結果發現，GSTO2 N142D的基

因型可能與砷代謝能力有關，帶有D對偶基

因的個體，其尿中無機砷的含量較低，但二

甲機砷含量較高。此研究並未發現AS3MT和

GSTO1基因與砷代謝有顯著相關。

二、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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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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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污染物的研究包括戴奧辛、多氯聯苯

（PCBs）與鄰苯二甲酸酯類（phthalates，聚

氯乙稀穩定劑）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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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化合物存留在體

內的半衰期大約7至14年，且會產生副作用，

例如，癌症、生殖機能障礙、內分泌失調

（甲狀腺激素、生長激素、類固醇激素）以

及神經認知不良。為瞭解環境的曝露與健康

效應之間的關係，研究團隊已建立世代研究

資料，收集孕婦其新生兒的環境內分泌干擾

物質曝露資料，進一步探討曝露在這些持久

性有機污染物是否會影響幼兒或學齡前兒童

的生長、發育、發展等，以及和其他內分泌

干擾物質有無交互作用。

為了瞭解鄰苯二甲酸酯類與生長發育之

關連，研究團隊建立了一個世代研究資料，

從孕婦開始建立，收集其新生兒的環境內分

泌干擾物質曝露資料，以研究先前的曝露

（產前、產後的，或2-3歲時的曝露）是否與

學齡前（5-6歲）性別相關之行為模式有關。

其次，持續對此世代進行追蹤研究，以瞭解

先前曝露的劑量是否會改變類固醇類等荷爾

蒙。

研究結果顯示，4-6歲學齡前兒童、2-3

歲幼童都普遍受到各種鄰苯二甲酸酯類的曝

露。國人的曝露量一般而言與歐美相當或略

低，單酯代謝物可經由胎盤被胎兒吸收，曝

露程度相對於雄性素與生長激素的交互作用

呈負相關，和雄性素與甲狀腺素的交互作用

成正相關，代謝物MiBP與荷爾蒙的交互作用

相關性亦然。這些結果皆符合文獻上對實驗

動物之研究結果，烷基短之化合物毒性顯得

較強。兒童的甲狀腺功能、性腺發育以及性

別取向之行為表現會因曝露鄰苯二甲酸酯類

而有所影響。生長激素結合蛋白（IGFBP3）

是生長激素（IGF1）的運送蛋白，而IGF1在

兒童軀體生長和器官的發育扮演關鍵角色。

研究發現IGFBP3與鄰苯二甲酸酯類代謝物有

顯著相關，正進一步深入研究其機轉，協助

防止鄰苯二甲酸酯類對兒童生長發育可能造

成的干擾和破壞。此份孕婦及其孩童的追蹤

研究之重要性在於協助提昇並培養更健康的

下一代。

圖1：	於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執行學齡前孩童追踪計
畫，配合小兒科醫師進行抽血、體位測量、尿液
收集等相關檢查。

圖2：	母親、母親乳汁及孩童之不同樣本及年齡者的
主要鄰苯二甲酸酯類（phthalates）代謝物濃度
（μg/L）。

三、 女性肺腺癌的研究—著重於疾病
預防

歐美國家有85%以上之肺癌是由抽菸引

起的，但台灣僅有50%能以抽菸來解釋其病

因。因此台灣肺癌之發生可能與抽菸以外之

環境因子有關。過去此研究團隊已發現人類

乳突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 HPV）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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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之感染與女性肺癌之發生有關。最近之研

究更顯示HPV16/18 E6致癌蛋白確實會表現

於HPV感染之肺腫瘤中，同時發現肺腫瘤組

織中之E6表現與p53蛋白呈負相關性，顯示

E6蛋白表現可能參與p53蛋白之降解。研究團

隊又由肺癌患者之胸水中培養出具有HPV16

感染之肺腺癌細胞株，並命名為Taiwanese 

lung cancer cells－TL-1, TL-2, TL-3細胞。由

這些細胞之實驗結果證實HPV16 E6確實參與

p53蛋白之降解與去活化，進而引起肺腫瘤

化。此外研究團隊亦發現鎳與鉻累積於肺組

織與台灣肺癌之發生有關。初步結果又發現

鎳與鉻之累積與肺癌患者肺腫瘤組織p53以及

EGFR基因突變之發生有正相關性，顯示台灣

肺癌患者鎳與鉻之環境曝露可能參與肺癌之

發生，但其致病分子機轉仍須進一步證實。

肺癌是台灣女性癌症死因首位，因此女

性肺腺癌的研究特別引起關注。對於非吸菸

女性肺癌患者，烹飪油煙（cooking oil fumes, 

COF）被認為是可能致癌因子之一，而機車

廢氣（MEP）、二手菸煙霧（ETS），以及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等之各種化學物

質亦為可能導致女性肺腺癌之重要因子。機

車排氣樣品的基因毒性較餐廳廚房樣品及香

菸樣品的為高，且經S9酵素模擬體內代謝活

化作用後突變率會更高。機車廢氣中之PAH

種類與含量皆不足以解釋其強烈的突變測試

結果，推測機車廢氣中可能另有強烈的致突

變物質存在。因機車廢氣含有強烈的致突變

性、細胞毒性及增強TCDD對多環芳香烴類

受器（AhR）之活化作用，它對增加女性肺

癌的風險可能相對高於油煙和香菸。

此研究著重於此疾病之基因與環境的交

互作用，並進行疾病預防之介入研究。研究

團隊已經發現AhR的配基可能會參與肺腺癌

的發生，而干擾AhR的訊息傳遞路徑可以幫

助進行疾病預防介入。藉由致突變性實驗與

多環芳香烴分析研究，研究團隊探討為女性

肺腺癌危險因子的環境混合物。結果顯示，

機車排放廢氣中細懸浮微粒（PM2.5）的部分

圖3：	A.以西方墨點法在肺癌患者胸水建立之肺腺癌細
胞偵測人類乳突病毒16型E6和p53蛋白之表現。
以子宮頸癌Caski細胞為正對照組、Beta-actin為
蛋白量之對照組；B.以免疫沉澱法偵測人類乳
突病毒16型E6會與p53蛋白交互作用；C.以西方
墨點法偵測以E6 RNAi剔除TL-1細胞E6後p53蛋
白之表現；D.以real-time RT-PCR分析E6剔除之
TL-1細胞的p53下游之p21, Mdm2 mRNA之表現。
本圖摘自Cancer Res, 2007; 67(22):1068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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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抽菸都是引起女性肺腺癌的潛在因子，

減少曝露於上述危險因子，有助於預防該疾

病。目前亦已建立動物實驗，證明雌鼠曝露

於苯並芘（benzo[a]pyrene, BaP）會誘發特定

的肺腺癌細胞腫瘤生長，然而在公鼠身上並

沒有發現。

利用LC/MS/MS儀器分析BaP的DNA ad-

duct，但因曝露量低，廚師尿液中這個adduct

的含量低於偵測極限，因此將研究轉向開發

偵測trans,trans-2,4-Decadienal（t,t-DDE）醛

類的生物指標。目前已合成出t,t-DDE的硫醇

酸（mercapturic acid）作為其尿液代謝物的曝

露指標，並已完成NMR、二維的H-H NMR與

C-H NMR結構鑑定，確定有2個光學異構物。

針對206位北台灣中式餐館之有證照廚師進行

回顧式流行病學研究，結果發現有證照廚師

肺癌死亡率為一般人的2.64倍，有證照烤麵

包師的肺癌死亡率為一般人的3.84倍。

研究團隊並針對餐廳廚師與員工執行健

檢與收集血液與尿液檢體，配合個人採樣評

估曝露劑量，透過問卷收集個人背景與生活

習慣資料，分析生物指標與基因多型性。結

果發現，GSTT1基因多型性與廚師肺功能異

常有統計上顯著相關，也發現廚師尿液中的

8-OHdG與MDA（3, 4-亞甲二氧基苯丙胺）都

顯著地增加。團隊再利用回顧式流病研究廚

師的肺癌死亡率，證實烹飪油煙（COF）可

能為人類的致癌物質，而其對餐廳員工的肺

功能影響與GSTT1多型性亦相關。

總結餐廳工作人員的採樣結果，顯示

PAHs的曝露量不高，超過五分之三的人尿液

中的代謝物1-OHP濃度低於偵測極限。個人

採樣結果也顯示PAHs的曝露量約在μg/m3的範

圍，反而t,t-DDE曝露量高約在μg/m3的範圍，

同時t,t-DDE多數都出現在可吸入性的粒狀物

中。t,t-DDE為一致突變物質，也會誘發氧化

壓力與脂質過氧化。因此t,t-DDE應可以作為

COF曝露評估的指標物質，研究團隊已領先

國際，率先建立t,t-DDE代謝物的分析方法，

未來將可對COF曝露進行系統性的曝露評估

及基因與環境交互作用的研究。

烹飪油煙產物如BaP致癌物及t,t-DDE致

突變劑，懷疑是誘導肺部細胞癌化及促進

腫瘤成長的重要因子。曝露在廚房油煙中

所含t,t-DDE中，可造成人類氣管上皮細胞

之DNA斷裂。且此一DNA傷害可能即由t,t-

DDE所帶來之氧化壓力造成。而抗氧化劑

如NAC、SOD、或CAT則可減低t,t-DDE帶

來之DNA傷害。女性重要的雌激素E2，在

與2OHE2/4OHE2協同作用之下，可刺激人

類氣管上皮細胞，藉由造成氧化壓力，來

活化 NF-κB路徑，最後增加COX-2的表現

與PGE2的合成。抗氧化劑NAC之處理，可

抑制此一現象之發生。女性本身動情素之

存在，可能在與環境因子如BaP之曝露下，

2OHE2/4OHE2之累積，產生協同作用，並增

加肺癌之風險。而廚房油煙中富含之t,t-DDE

則可透過產生氧化壓力，造成DNA傷害，並

活化細胞週期，導致上皮細胞增生。而抗氧

化劑之處理，則在細胞實驗中證明可以抑制

t,t-DDE所造成傷害。動物實驗進一步證實t,t-

DDE造成肺組織之發炎與第二型肺泡細胞之

異常增生。這些研究結果指出，t,t-DDE之環

境曝露，尤其是主婦與廚房烹飪過程中之相

關曝露，確實有可能會增加肺癌發生與/或惡

化之風險。

目前正收集連接汽車和機車排氣管稀

釋到的空氣樣品，以瞭解添加乳滴奈米化

（nanoemulsion）燃料是否有助於降低汽機車

之廢氣排放。

四、  實證衛生政策研發計畫—環境
衛生危害分析研究

環職組於2007年開始執行衛生署優先推

動計畫之環境衛生危害分析研究，探討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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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之環境危險因子，包括農地中高劑量重

金屬（鎳、鎘、鉻、砷）污染、食物於高溫

油炸過程產生之丙烯醯胺以及充斥於環境中

之細懸浮微粒等，並利用地理資訊系統探討

上述危險因子之空間分布與健康之關係。

健康風險評估（health risk assessment）

是評估曝露於環境中的污染物而引起疾病之

機率。由環境污染引起的健康問題，是當今

台灣面臨的重大挑戰。此研究著重環境及食

品中污染物之健康風險分析及評估，包括：

攝食致癌物質丙烯醯胺（acrylamide, AA）之

健康風險評估、彰化居民體內重金屬濃度與

健康效應之關聯性，以及空氣中粒狀污染物

（particulate matter, PM）與心血管及呼吸道

疾病之關係與防治等三大主題，並依據現行

風險評估程序（危害認定、劑量反應分析、

曝露評估、風險特徵描述）進行上述主題之

研究，期能透過有效評估風險因子，並訂定

管理與溝通策略，提供政府執行相關管制工

作之參考，以達風險減免之目的。

丙烯醯胺被歸類為可能的人類致癌物

（Group 2A），也具神經毒性。AA被發現

殘存於高溫炒炸的食物中，隨後發現可能經

梅納反應（Maillard reaction），在溫度超過

120℃以上，就自發性的開始產生AA，而炒

炸愈久，AA含量愈高。研究團隊收集全國具

代表性的高溫炒炸食物，分析其AA的含量後

發現蛋白質類的食物中，AA含量範圍為7至

105 ng/g，米飯類的食物中AA含量範圍為6至

321 ng/g，遠小於馬鈴薯片的AA含量（8,218–

8,240 ng/g）；另外，麵粉類食物中，油條AA

含量也較高（3,674–4,087 ng/g），這些食品

的AA含量與油炸的時間長短有關，研究團隊

正收集分析更多食品以作進一步確認。目前

已完成市面上107種油炸食品中AA含量的分

析，並區分為米類、麵粉類、玉米粉類、馬

鈴薯類、蔬菜類、蛋白質類（含禽畜肉類、

海鮮及豆類），以及烘焙類食品。研究結果

發現馬鈴薯片有較高的AA含量（8,218–8,240 

ng/g），油條AA含量也較高（3,674–4,087 ng/

g），麵粉及玉米粉類油炸食物AA含量可高

達800 ng/g，米飯類的油炸食物AA含量範圍

為6至321 ng/g，蛋白質類的油炸食物AA含量

範圍為7至105 ng/g，這些食品的AA含量也與

油炸的時間長短有關。

在重金屬分析研究主題中，主要探討彰

化地區居民（n=649）血液鎘濃度與紅血球

因子的相關性，發現男性（n=313）血中鎘

平均幾何濃度為1.48 μg/L、女性（n=336）為

1.29 μg/L。進一步分析發現5組男性：沒抽菸

且無二手菸曝露、沒抽菸但有二手菸曝露、

戒菸、每天抽少於20支，及多於20支者的血

液鎘濃度分別是1.24、1.18、1.36、2.33、

2.53 μg/L，血液鎘濃度與曝露量有趨勢上的

顯著差異（P trend <0.001）。在調控年齡、

鐵蛋白、抽菸習慣、GFR、β2微小球蛋白、

尿素氮等變項後，女性血中鎘濃度≦1.26 μg/

L罹患貧血者危險對比值是濃度>1.26 μg/L者

的4.76倍（95% CI: 1.58-14.33, p=0.006）。

在女性腎功能方面，β2-microglobulin濃度

≦80.1.1 μg/L罹患貧血者的危險對比值是濃

度>80.1 μg/L的2.24倍（95% CI: 0.92-5.43, 

p=0.076）。這些研究結果與美國及歐洲的研

究結果近似。

有關空氣中粒狀污染物之健康危害研

究，研究團隊利用環保署空氣品質資料庫中

各測站的PM2.5與PM10的比值進行細懸浮微

粒（PM2.5）資料的推估，時間從1994年到

2002年，涵蓋全國74個測站，並採用衛生署

1996年至2005年的死因資料作為計算基礎，

死亡個案為30歲以上，並排除他殺與自殺等

意外死亡，最後納入分析的肺癌死亡總人數

有63,364人，心肺疾病死亡總人數有363,810

人，並進行各縣市死亡人數的整理。應用地

理統計克力金法（Kriging）進行污染物濃度

分布估計，結果發現PM2.5最低的縣市是宜蘭



環境衛生與職業醫學研究組68

縣（年平均濃度為22.68 μg/m3），最高的縣

市為高雄市（年平均濃度49.23 μg/m3）。若

將細懸浮微粒的管制標準設定為每年15 μg/

m3，則10年來共可減少12,817民眾因肺癌而

死亡，同時也可以避免51,549人因心肺疾病

死亡；若將標準設定成12 μg/m3，則10年來共

可減少14,464民眾因肺癌而死亡，同時也可

以避免58,640人因心肺疾病死亡。

五、職業醫學研究

在職業醫學研究方面，除了職業醫學專

科醫師專業訓練計畫之外，職業醫學研究重

點包括：因職業引起之肺部疾病（氣喘、慢

性阻塞性肺病）、異位性皮膚病、職業性癌

症以及椎間盤突出（HIVD）。

環職組先後與高雄醫學大學（2007年5

月）及台灣大學（2008年5月）建立研究合

作伙伴關係。與高雄醫學大學的研究合作包

括職業醫師訓練計畫與職業醫學相關研究。

由於在台灣相當缺乏專職的職業醫學專科醫

師，且職業病常因診斷不足而未及時發現病

情。因此，國衛院積極延攬醫師加入職業醫

學醫師訓練，截至目前為止，已有4位醫師加

入此計畫。

在職業醫學相關研究方面，高雄醫學大

學的研究團隊已收集296位成人氣喘病患，根

據1995年ACCP（American College of Chest 

Physicians）的分類標準，其中有42例病患

（15%）被診斷出其氣喘與工作相關。此

外，社區調查研究的325名受訪者中，其最新

診斷資料顯示，有82例為肺癌患者，105例為

膀胱癌患者。目前正進一步收集詳細職業履

歷以及工作曝露情形，以利瞭解與職業相關

的癌症診斷並闡述職業危害因子。

自2008年6月起，環職組與台灣大學合

作，共同進行職業癌症相關以及椎間盤突出

的研究，以台大醫院就診資料與回溯性訪談

方式，進一步確認職業性的肺癌、皮膚癌、

膀胱癌及血友病發生機率。皮膚癌的職業性

危害因子以醫院病例進行對照研究，受試者

來自台大醫院及中台灣與南台灣的數家醫

院，共徵得375位HIVD患者與375位對照者參

與。研究內容包括職業性危害因子、復健計

畫與復工後身體狀況追蹤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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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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任務為：(1)執行高品質之醫

學工程研究；(2)進行跨領域及院校之整合；(3)以產品導向研發為發展重點，促進台灣之醫

學工程產業發展；最終目標是將醫工組之研究成果，發展出可實際運用在動物或臨床試驗

之醫工產品，並為產品進入市場做準備。

此研究組的研究包括四個研究領域：生物力學、生醫材料與組織工程、生醫影像工

程，及生醫光電與醫學儀器設備。過去幾年來，醫工組研究主軸著重在生醫影像研發上，

並成立兩個整合型研究計畫：介入式磁振造影技術（interventional MRI, iMRI）與多功能

分子影像平台（multi-modality molecular imaging platforms），相關研究已有良好成果正

進行技術移轉，同時開發新型治療儀器。近年來，因應醫學工程的蓬勃發展，此研究組也

將一部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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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生物力學及醫用電子將著重於老年醫

學及家用醫電的器材研發，邁向學術卓越的研究。

研究架構 

醫學工程研究組

基 礎 研 究

產品導向研究

學術交流合作與服務

專利與技術移轉 臨床實用產品開發 產•業•界

生
醫
影
像
工
程

生
醫
材
料

生
物
力
學

醫
用
電
子
暨
生
醫
光
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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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醫材料於癌症診斷與治療之應用••
組織工程及再生醫學••
中藥快速篩檢平台技術開發••

介入式磁振造影先期臨床研究••
磁振導引高能聚焦超音波肝腫瘤熱治療研究••
磁振導引高能聚焦超音波系統子宮肌瘤臨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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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合作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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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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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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下背痛在一年內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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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中主要是利用具有熱敏感性（ther-

mo-sensitive）的幾丁聚醣/甘油磷酸鹽（chi-

tosan/glycerophosphate, C/GP）水膠作為細胞

載體，研究中製備出不同組成比例及pH值之

幾丁聚醣/甘油磷酸鹽水膠。C/GP水膠可在室

溫環境下保持液體狀態而在注射進入人體後

隨著溫度的升高而轉變成固體狀的水膠。藉

由流變儀分析，pH值之變化為影響水膠溶液

轉變成固體水膠之主要因素，pH 6.8之水膠

其gel point為68.10℃，隨著pH升高，其成膠

溫度會逐步下降，pH 7.4之幾丁聚醣/甘油磷

酸鹽水膠gel point為35.85℃。綜合水膠流變

分析結果顯示，C/GP水膠在37℃之環境下，

可以在5分鐘內由液態完全轉變成膠體，在未

來應用於注射方式上相當有利。

此研究在材料體外試驗部分，首先由兔

子體內取得椎間盤髓核細胞（nucleus pulpo-

sus cells, NP cells）進行初代培養，椎間盤

髓核細胞增生速度相當緩慢，因此要取得

後續實驗所需之細胞數量，須取得更多的初

代細胞，並以高細胞密度的方式培養以利

於髓核細胞之增生。研究中也發現髓核細胞

在以單層細胞方式培養時，會隨著培養代數

的增加而失去髓核細胞原有的功能，基因

表現的結果顯示細胞合成第二型膠原蛋白

（Type II collagen）和蛋白多醣（aggrecan）

的能力下降，並且逐漸分化成類纖維母細胞

（fibroblast-like cell）而使得第一型膠原蛋白

圖1：	注射式幾丁聚醣
（chi tosan） /甘
油磷酸鹽（glyc-
erophosphate diso-
dium）水膠作為
細胞載體用於椎
間盤髓核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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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I collagen）的基因表現增加。反之，

當髓核細胞培養於3D的C/GP水膠時，細胞

在培養二週後的基因表現顯示，第二型膠原

蛋白（Type II collagen）和蛋白多醣（aggre-

can）的基因表現分別為單層細胞之3.2及1.25

倍。此外，培養於3D C/GP水膠之髓核細胞合

成硫化醣胺素（sulfated glycosaminoglycan，

sGAG）的含量也有顯著地增加。

(二)  細胞—奈米材料交互作用之分子機制

近年來奈米技術的快速發展，為生醫材

料的研究找到了新的發展方向。材料植入

後，僅得表面接觸人體細胞，且發現其表面

奈米程度上的局部物性以及化性的些微差

異，對於接觸其上的細胞行為有著很大的影

響。此研究旨在試圖釐清細胞–奈米材料交互

作用之分子機制。

裘正健博士與台大高分子所徐善慧老師

合作，研究一系列的奈米材料上細胞的行為

變化。最近發現，含有奈米金粒的聚胺酯高

分子（奈米金–聚胺酯），以及含有奈米銀的

聚胺酯（奈米銀–聚胺酯），都有明顯的奈

米特徵，而且皆能明顯促進內皮細胞（HU-

VEC）生長，及lamellipodia的形成。然而奈

米金–聚胺酯似乎是透過Akt促進eNOS活化來

調控，奈米銀–聚胺酯卻並非經由此種途徑來

調控細胞。不過此兩者在動物血管內都有很

好的相容性。

圖2：	奈米金–聚胺酯奈米材料促進血管內皮細胞增生
及遷移的分子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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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於骨傷科中藥之科學

化應用，嘗試將口服或外敷的骨傷科中藥以

骨組織植入方式投藥。結果顯示，中藥對實

驗動物的骨修復有明顯幫助，可有效提昇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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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嘗試將此「中藥晶片系統」應用於骨

組織工程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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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探討中藥對

間葉幹細胞分化的影響，結果顯示，骨碎補

等中藥明顯呈現協同分化之成效。目前正利

用「中藥晶片系統」探討中藥對幹細胞之膜

蛋白作做快速評估。

二、生醫力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

(一)  血流剪力調節血管平滑肌細胞型態之

分子機制

血管平滑肌細胞型態的調控是影響血管

功能及病理發展的重要因素。在正常狀態

下，平滑肌細胞維持收縮型（contractile phe-

notype），藉以調控血管彈性及功能。在疾

病發展過程中，平滑肌細胞型態轉變為合成

型（synthetic phenotype），此時細胞開始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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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與發炎，並轉移至內皮細胞（endothelial 

cells）處，造成血管壁增厚且逐漸阻塞，此

為形成動脈硬化症的重要細胞病理機制。而

臨床醫學證據顯示，動脈硬化常發生於血管

分歧處的擾流（disturbed flow）區域，在較直

血管的層流（laminar flow）區域，高血流剪

力（shear stress）具有保護作用，較少動脈硬

化症的形成。然而，血流剪力對於調控血管

平滑肌細胞型態的影響及分子機制，迄今尚

未有文獻報導。

醫工組血管分子生物工程實驗室（Vas-

cular Molecular Bioengineering Lab）利用自

行研發建構的血管內皮與平滑肌細胞共培養

（co-culture）血液動力系統，發現高血流剪

力（12 dynes/cm2）可促使內皮細胞調節平

滑肌細胞的型態，由病理的合成型轉變為生

理的收縮型，此時平滑肌細胞收縮型結構蛋

白（如SMα-actin、SM-MHC、calponin、h-

caldesmon及SM22α）的表現量增加，並抑制

平滑肌細胞增生及發炎因子的表現。收集內

皮細胞經由高剪力刺激24小時後的培養液，

發現可誘發平滑肌細胞內過氧化體增生劑活

化受體（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

ceptor）alpha、delta與gamma配位體結合活性

（ligand binding activity）的增加。

利用小干擾型RNA（small interfering 

RNA）抑制平滑肌細胞內過氧化體增生劑活

化受體alpha與delta的表現後，發現可抑制血

流剪力所誘發的平滑肌細胞型態改變。高血

流剪力可促使內皮細胞釋放前列環素（pros-

tacyclin），此為高血流剪力誘發平滑肌細

胞過氧化體增生劑活化受體的活化及收縮型

態表現的主要原因。此外，利用過氧化體增

生劑活化受體alpha的基因剔除（knockout）

小鼠進行活體動物實驗發現，相較於野生型

（wild-type）小鼠，過氧化體增生劑活化受

體alpha基因剔除鼠的胸主動脈平滑肌細胞會

明顯呈現病理的合成型，而此種小鼠對於血

管收縮劑，例如第二型血管張力素（angio-

tension II）的刺激，也會引發明顯的血管收

縮作用。此研究結果發現高血流剪力可促使

血管內皮細胞釋放前列環素，誘使平滑肌細

胞內過氧化體增生劑活化受體alpha、delta的

活化，進而誘導平滑肌細胞由合成型轉變為

收縮型（圖3）。此項研究成果已於2009年8

月發表於國際知名的「循環研究（Circulation 

Research）」期刊（影響因子：9.989；5年影

響因子：10.445）。

圖3：	血流剪力調節血管平滑肌細胞型態轉變之分子
機制。

此實驗室利用自行研發的血管細胞共培

養血液動力系統，近年來從事血管內皮與平

滑肌細胞交互作用的研究，已獲得多項重要

的研究成果，先後發表多篇論文於國際知名

期刊。例如2003、2006及2007年連續發表3

篇論文於「血液學（Blood）」，並於2006、

2008年連續發表2篇論文於「美國國家科學

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期刊之影響因子均為

10左右。發表之論文為此實驗室一系列研究

中，首次闡明高血流剪力影響血管平滑肌細

胞型態表現，進而提供維持血管恆定保護作

用的分子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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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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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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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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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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證實可以用溫度調節剝離（temper-

ature-modulated detachment）的方式來獲得體

外培養細胞層，製造生物工程人類角膜內皮

細胞內皮層。目前研究也發現角膜內皮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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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將找出具有前驅細胞特性的角膜內皮幹細胞

並於體外大量培養用以植入人體。

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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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tachm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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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研
究團隊也發現角膜內皮細胞中央及邊緣部分有不
同的再生能力，表示在角膜內皮細胞層邊緣可能
存在角膜內皮前驅細胞。未來將分離出這群細
胞並培養於生物分解性薄膜上；(D)再移植回角
膜；(E)預期恢復角膜功能。

三、多功能動物分子影像平台

(一)  應用分子影像及條件式基因轉殖鼠於

發炎反應之研究

條件式基因轉殖動物技術可以在特定器

官組織上進行誘發基因轉殖或基因剔除的實

驗，克服傳統技術無法對特定器官內之調控

表達基因進行的限制，成為較完美之動物

實驗模型。此研究特別針對幾種動物模型

進行轉譯醫學研究（translational medical re-

search）。主題包括：研究新型RU486誘導激

發CreDNA重組酶基因轉殖小鼠及分析牠們的

組織專一性與敏感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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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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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此研究的關鍵

點及最令人興奮的部分是探索這些轉殖小鼠

模式在疾病診斷及治療的應用。結合光學、

核醫影像系統之多重影像技術平台（multi-

modality）之動物影像研究。

此研究之成果證明二聚體（dimers）形

式之DsRed-T1螢光蛋白能夠在轉殖基因鼠內

表現，並於成鼠產生心臟疾病；此研究也顯

示Hsp60蛋白大量表現會導致新生小鼠心臟

衰竭；結合條件式Hsp60轉殖小鼠及適當的

螢光DNA重組脢C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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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壓力反應等之複雜角色的研

究；MCP-1驅動子參與早期發炎反應並且與

很多呼吸及免疫異常有關；此研究所建立的

MCP-1轉殖基因鼠模式對於研究各種MCP-1

相關的發炎性疾病是非常有用的工具。研究

團隊並於肺部異物性肉芽腫實驗疾病模型證

明此發炎基因報導小鼠之功能。



醫學工程研究組74

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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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並建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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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ju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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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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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xorubicin等，形成一多功能複合式

（theranostics）之腫瘤功能性顯影劑及抗癌

奈米藥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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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6：	互動式缺血性缺氧控制系統─血管夾持模組

四、發展台灣生物醫學影像產業

醫工組於2007年獲得國科會科發基金之

醫材研發特別補助經費至今，團隊已完成階

段性任務並且成功地開發出高階醫療器材/設

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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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uterine fibroids treatment）。此系統係利用

超音波探頭產生之聲束（acoustic beams）由

體外經正常組織最後聚焦於腫瘤組織內，惟

聚焦區內之腫瘤細胞吸收數千束聲波後，在

數秒內溫度上升至65℃以上，導致腫瘤細胞

發生熱凝固性壞死，進而達到治療效果。治

療過程中，此系統會精準地執行腫瘤定位、

治療中之即時監控、超音波熱/焦點之移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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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成果之評估等項目，以下針對各子系統

如何運作以達成非侵入式子宮肌瘤熱治療進

一步闡述。

(一) 核磁共振造影（MR Imaging）

核磁共振影像可提供高對比之組織解剖

影像，並且能以三個互相垂直的畫面來呈

現，故採用核磁共振造影技術對身體局部進

行掃描後，藉由核磁共振影像可準確地把腫

瘤組織定位出來。此外，核磁共振系統能夠

取得因溫度變化而產生之訊號，經過特殊運

算後可呈現出身體該部位的溫度分布影像，

放射師/醫師可藉由此項功能來即時監控超音

波熱治療過程。核磁共振系統是目前醫學造

影技術中唯一能夠提供精準之組織溫度監控

功能的設備。最後，腫瘤組織之熱治療結果

可再由核磁共振影像來進行初步評估。醫工

組已將彰化基督教醫院捐贈之核磁共振造影

系統重新建構於國衛院竹南院區內，經過團

隊中專業工程師之組裝、系統更新與測試，

本套系統已正常運作。研究團隊於2009年6月

起陸續使用該系統進行假體（phantom）與豬

隻之造影及溫度影像測試，目前正結合自行

開發之高強度聚焦超音波系統進行子宮肌瘤

熱治療之動物實驗。

圖7：	建構於醫工組內之MR room與MRI系統，MRI為
西門子1.5Tesla。

圖8：	迷你豬之MRI掃描試驗，豬隻重約70公斤。

圖9：	豬隻腹部之axial MR影像，經由醫工組內MRI系
統掃描而得之。

(二)  高強度聚焦超音波（High-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HIFU）

利用高強度聚焦超音波來達成最小侵入/

非侵入式之腫瘤治療已經被證實，其治療腫

瘤的原理為HIFU探頭產生聲束，聲束會穿

透正常組織例如皮膚、脂肪、肌肉、軟組織

等匯聚在腫瘤組織內的一個小區域，此區域

稱之為焦區，在焦區內的聲束被腫瘤細胞吸

收後，短時間內腫瘤細胞本身溫度上升至60-

70℃導致凝固性壞死（necrosis），達到治

療效果。尚未聚集在焦區的聲束其強度並不

高，因而不會對正常組織產生影響，活體實

驗已驗證焦區內外溫度落差相當大。因此，

HIFU腫瘤治療是一種無須開刀的物理性療

程。開發HIFU探頭是另一項核心技術，此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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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團隊已在醫工組內建立起設計、製作與測

試HIFU探頭之技術，並且成功地開發出各式

各樣的HIFU探頭。已完成假體與豬肉、豬肝

之燒灼實驗，結果相當不錯，目前正進一步

利用自行開發之HIFU探頭在MR導引下針對

豬之子宮肌瘤進行燒灼。

圖10：	醫工組內自行設計、製作與測試完成之單元
素HIFU探頭，其特性為MR相容、重量體積輕
薄、輸出聲功率高。

(三)  自動控制定位系統（Automatic Posi-

tioning System）

HIFU探頭必須經由自動控制定位系統來

與MRI系統整合，其功能為在MR組織影像與

MR溫度影像導引之下，自動控制定位機構會

帶動HIFU探頭至正確的位置，進而讓熱點能

準確地落在治療區域。整個定位系統必須是

與MR相容之材料，再者，整套定位機構必

須在有限的空間內運作並達到該有的工作特

性，所以在設計與製作上相當困難，此研究

團隊中專業的工程師已克服諸類工程問題，

並且成功地開發出多套該系統與MRI系統整

合，目前已透過自行開發的軟體來驅動定位

機構至預設點。另外，此自動控制定位系統

之特點在於能夠與現有不同廠牌之MRI系統

整合，並具有容易搬運與拆裝方便之優點。

(四) 介面軟體（Interface Software）

開發一套介面軟體來同時操控MRI系

統、HIFU驅動系統以及自動控制定位系統是

一件浩大的工程，不僅需要瞭解各系統間的

工作規格與限制後撰寫程式，還需要考慮到

介面視窗之設計是否能讓使用者接受。此研

究團隊已開發出GUI軟體介面來呈現MR組織

影像與MR溫度影像，並且在同一視窗下調

控HIFU探頭之功率以及操控自動控制定位機

構。

醫工組經由此項計畫已經開發出子宮肌

瘤熱治療專用之核磁共振影像導引高強度聚

焦超音波系統之原型機，並且衍生出9項專

利正在美國與台灣申請中。目前全球唯一

經FDA許可之商品為GE/Insightec ExAblate 

2000，與之相競，此團隊研發之系統具有多

項優勢，現在正處於技術轉移與尋求創建公

司投資之階段。此研究團隊未來之研究將以

現有技術與設備為基礎，針對女性癌症治療

為目標，例如乳癌，進行相關子系統的重新

設計與測試，以符合不同部位腫瘤之要求，

預期此非侵入式治療之MRI導引HIFU系統將

是乳癌病患者的一項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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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研發中心
任務

疫苗研發中心（以下簡稱疫苗中心）成立於2003年，主要使命係為配合國家整體防疫

需求，推動國內生技產業發展，執行政府託付疫苗發展及產業計畫，致力於台灣與亞洲地

區特殊傳染病之預防疫苗及免疫製劑研究，利用生物製劑cGMP生產技術及專業能力，形成

疫苗相關之知識模組與實務訓練之培育園地，以提昇國家疾病防治與國民健康照護水準。

研究架構

疫苗研發中心

經營運作策略

研發策略

疫苗產品發展

國際策略聯盟

建立cGMP設施

營運計畫

疫苗產業發展

下游製備

疫苗學相關
技術平台開發

免疫活性調••
節系統研究
以脂質為基••
礎的免疫刺
激研究
抗原傳遞系••
統開發

流行病學
研究

腸病毒71••
型(EV71)
人類乳突••
瘤病毒
(HPV)

臨床前
試驗評估

臨床試驗••
網路
免疫學核••
心實驗室

疫苗研發

● 亞洲常見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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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價質疫苗研發
呼吸道融合病••
毒疫苗

品保/品管/藥政法規配套措施••
cGMP品質管理教育訓練課程••
製程發展••
臨床試驗疫苗候選株小量生產••
新藥註冊登記••

國際策略聯盟••
風險/營利共享••

● •台灣人用疫苗研發(含量產技術)
計畫
H5N1、H1N1流感(flu)••
日本腦炎(JEV)••
腸病毒71型(EV71)••
腦膜炎球菌(MGB)••

臨床試驗疫苗製備••
技術合作轉移••
申請產品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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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果

一、 建立疫苗研究中心基礎建設及
cGMP設施

疫苗中心目前已建立企劃組、品管 /法

規組、產品製造組、產品支援組，將持續徵

求生物分析化學、分子病毒學、動物模式發

展、發酵生物製程以及疫苗配置的專業人

才，並持續完成相關基礎建設，以強化疫苗

中心的研發能力。

疫苗中心之cGMP設施硬體已於2008年

底正式開幕啟用。已建立從材料入庫到產

品釋出6大品質保證系統（quality assurance 

systems），此系統建立過程獲得非營利國際

生技醫藥顧問機構Parenteral Drug Association

台灣分部（Parenteral Drug Association Taiwan 

Chapter, TPDA）各領域專家的協助與引導。

二、 與國際疫苗公司策略聯盟發展疫
苗先端技術

疫苗中心目前已邀集的策略聯盟夥伴包

括：荷商葛蘭素史克藥廠（GlaxoSmithKline, 

GSK）、日本國家傳染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NIID）、台灣

榮陽基因體定序團隊（Veterans General Hos-

pital - National Yang Ming University, VGH-

NYMU）、加拿大卑詩省疾管局（British Co-

lumbia Centre for Disease Control, BCCDC）、

韓國國際疫苗研究所（International Vaccine 

Institute, IVI）、印度免疫製劑公司（Indian 

Immunologicals Limited, IIL）、美國IOMAI

公司（Iomai Corporation, IOMAI）、瑞士

AmVac公司，及台灣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ADImmune Corporation）。這些夥伴

協助疫苗中心獲取先進疫苗學專業技術與知

識、建立cGMP設施及啟動台灣與亞洲其他地

區的臨床試驗。

葛蘭素史克藥廠於2007年提供訓練課程

協助本院同仁組織並進行臨床試驗；疫苗中

心腸病毒71型（enterovirus 71, EV71）及日

本腦炎病毒疫苗（Japanese encephalitis virus, 

JEV）小組已於2006年前往日本國家傳染病

研究所參訪，並獲得日本所進行的JEV第三

階段人體試驗及EV71疫苗最新發展的第一手

資料；與奇異生技公司（GE Healthcare）分

別於2007、2009年合辦生物製程研討會；與

榮陽基因體定序團隊合作進行臨床試驗疫苗

效力監測研究、緊急與慢性持續病毒感染狀

況的免疫調節機制研究，關於成立訓練臨床

醫師轉譯研究論壇（translational research fo-

rum）的可行性正進行研議。目前與IOMAI、

IVI、AmVac合作研發新型佐劑。

三、疫苗產品開發

(一) 緊急製備疫苗對抗流行性疾病

配合政府所訂定具備自行製造疫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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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強化疫苗研發基礎建設，因應任何

緊急傳染性疾病的威脅，疫苗中心邀集相關

領域整合所需的資源及專業建立一個國家級

疫苗研發團隊，致力於本土性傳染病疫苗的

研究及重要疫苗的生產。基於公共衛生、疾

病預防與傳染性疾病疫情緊急應變的考量，

疫苗中心於過去已完成疫苗生產用之MDCK

細胞種庫與RG-14病毒種庫之建立，並已完

成滾動瓶細胞培養H5N1流感疫苗之製備製

程與建立製程中及放行之品管檢驗項目。於

2009年執行之進展與成果為：

1.   完 成 第 一 期 人 體 臨 床 試 驗 用 疫 苗

（ProVEU）之製備；

2.  完成BFDA cGMP設施軟體查核作業；

3.  取得台大醫院與本院人體試驗委員會之試

驗同意函；

4.  遞送IND技術性文件，並取得衛生署第一

期人體臨床試驗許可函；

5.  H5N1流感疫苗之第一期人體臨床試驗於

2009年11月開始執行，預計將於2010年完

成試驗。

(二) H1N1新型流感疫苗之開發

依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之指令，疫苗中

心將全力投入人力、物力研發H1N1新型流

感備用疫苗。疫苗中心已建立疫苗生產用NI-

BRG-121病毒種庫，也已完成三批次滾動瓶

細胞培養製備之H1N1新型流感疫苗原液以及

品管檢驗項目。下一步將針對疫苗原液執行

動物免疫試驗與安全性測試。為提高疫苗製

備之產能，疫苗中心亦規劃發展30公升與150

公升生物反應器之細胞培養製程。另亦結合

民間企業之能量，輔導廠商研發H1N1新型流

感疫苗製備技術。

(三) 腸病毒71型（EV71）疫苗之開發

腸病毒71型疫苗開發計畫於2007年自台

灣疾病管制局技術轉移至本院持續進行研

發，目標為建立以非洲綠猴腎細胞（Vero）

生產腸病毒71型疫苗之製程，進而執行臨床I/

II期試驗。近期的重要進展與成果包括：

1. 2009年11月20日已完成所有主細胞庫、工

作細胞庫及生產終細胞之安全性確效測

試，結果顯示所建立之細胞總庫無內生性

與外源性汙染物。

2. 截至2009年11月20日止，主病毒庫（MVS）

及工作病毒庫（W V S）分別完成2 1項

（21/30）及3項（3/5）安全性確效測試，

執行進度為68.6%（24/35），已測試項目

皆符合安全性標準。按目前進度，病毒庫

安全性確效測試將在2010年3月完成。

3.  已完成3批次40公升無血清細胞培養臨床前

試驗用疫苗試製及1批次40公升無血清細

胞培養臨床試驗用疫苗之量產製程。

4.  臨床前毒理試驗已於2009年12月進行。

(四) 日本腦炎（JEV）疫苗開發

自疾病管制局轉移之疫苗株經進一步篩

選繼代後建立病毒履歷文件。已完成主病毒

庫MVS（384 vials）及工作病毒庫WVS（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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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ls）之建立，毒力分別為9.16x106 pfu/mL

及5.8x107 pfu/mL；兩者皆已通過無菌性試驗

及mycoplasma測試之品管檢驗。並已於2009

年10月輸出主病毒庫與工作病毒庫至英國

Bio-Reliance檢驗公司進行安全性確效測試。

(五) B群腦膜炎球菌（MGB）疫苗之開發

Ag473為以抗B型腦膜炎雙球菌（NMB）

單株抗體篩選所發現的一個新的表面抗

原，此抗原蛋白質序列保守度很高，且表

現於所有的NM血清群菌株。前期研究已

證明Ag473具有成為廣效性疫苗；包含對

抗A、B、C、Y及W135型的潛力。疫苗中

心以Ag473（奈瑟氏菌表面抗原Ag473—

中華民國專利I280247、美國US7357932、

US20080118535、歐盟EP1612218）為標的，

進行B群腦膜炎球菌重組次單元疫苗之開發計

畫，目前已開發一個有效率的重組脂化蛋白

質純化製程（製程專利申請中）。

為了執行本疫苗之第一、二期臨床試

驗，已建立符合cGMP規範之細菌性疫苗生

產線以生產人用之Ag473抗原、建立疫苗品

管分析方法、發展疫苗效力小鼠動物評估模

式、完成細胞種庫製備及確效，並進行申請

臨床試驗之investigational new drug（IND）及

chemistry, manufacturing, and controls（CMC）

等文件之準備，期於2010年開始進行第一

期臨床試驗。研究團隊並進行Ag473脂化蛋

白質作為混合型疫苗之基礎研究，已發現

Ag473具有增強其他抗原的免疫原性，例如

登革熱病毒E抗原等；並研究Ag473作為其他

小分子醣聯疫苗載體之可能用途。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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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節性T細胞反應應用於慢性病毒感染及受

體調節先天性免疫反應研究

此系列研究期望釐清轉化生長因子-β與

介白質-10（TGF-β/IL-10）在調控人類骨髓間

葉幹細胞（hMSCs）免疫抑制活性的角色。

研究小組發現臍帶血間葉幹細胞（uMSCs）

可以促進CD4+CD25+調節性T細胞的生成，

活化Smad2蛋白，正向調節細胞週期控制因

子p15、p19、p21及p27，進而改變細胞週期

蛋白（cyclins）及細胞週期依賴性蛋白激酶

（CDKs）的關聯性狀況。uMSCs對T細胞

的作用與TGF-β的調控作用非常相似，特別

是由TGF-β1媒介的抑制作用。由uMSCs誘

發的反應會因為在共同培養系統裡加入中和

TGF-β1抗體而受到干擾。

研究結果顯示uMSCs會誘導CD4+CD25+

調節T細胞，透過分泌TGF-β1蛋白調控免疫

系統，並活化接下來後段的訊息傳送路徑。

目前已完成5種人類Foxp3 isoform（包括wild 

type）的蛋白質表現測試。將繼續進行human 

FOXP3 isoforms in non-activated and activated 

lymphocytes Human之定量測試。此研究利

用檢測C57BL/6小鼠脾臟內LAP+細胞的存

在。初步結果發現CD4+LAP+細胞的數量約

占0.79-2.93%，而在活化的CD4+細胞中，

約有0.02-0.05%為CD4+CD25+LAP+細胞。

而這些CD4+CD25+LAP+細胞的數量遠低於

CD4+CD25+Foxp3+（nTreg cells），故此研

究小組還需進一步探討LAP+、Foxp3+與自體

免疫疾病間之相關性。

2.  人類間葉幹細胞促進Treg細胞生成調節機

制之研究

(1)  已構築pGL3-Foxp3/pGL3-RORrt質體，

DNA定序業已完成。目前為了分析Ｔreg

與Th17細胞間受環境因子刺激後Ｔ細胞

可能由表現Foxp3轉換成IL-17分泌之細

胞的可能性，此研究小組欲將Foxp3與

RORrt兩起動子片段整合在同一個質體

DNA上，將重新構築同時能以螢光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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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評估Foxp3/RORrt兩基因表現之質體。

(2)  在細胞激素的分析實驗中，目前正收集由

人類PBMC分離之T細胞與MSC共培養//T

細胞//MSC等胞培養條件之培養液，將利

用不同細cytokine array分析這些樣本間之

異同後，進一步找出調節Foxp3與RORrt

基因表現的可能因子為何。

(3)  此研究已利用細胞激素分析實驗確定了

GRO-r這種細胞激素能夠抑制周邊血單核

球細胞分化成樹突細胞的作用，將進一步

瞭解MSC, T, 以及MSC+T細胞在活化作用

下所產生的細胞激素對於樹突細胞分化與

Treg和Th17細胞生成的調節為何，這些研

究成果對於發炎、自體免疫疾病、移植乃

至於癌症控制的治療都將有極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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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傳遞HPV致癌蛋白的抗原表位以開發新型

疫苗

過去幾年來的研究以藉由生物資訊與

此研究建立的CTL表位篩選平台，已針對

HPV16，18，52，58的E6與E7蛋白，分別合

成9個胺基酸長度的胜肽，利用合成的胜肽分

別測試胜肽對HLA-A11的結合能力，再經由

免疫HLA-A11的基因轉殖鼠以確定哪些胜肽

能夠誘發T細胞反應。此研究發現HPV18E6

的2條胜肽具有誘發HLA-A11基因轉殖鼠T細

胞的能力，利用DNA免疫技術免疫HLA-A11

小鼠，或用HPV感染的病人周邊血，也得到

相同的結果（Cancer Biol Ther, 2009）。另

外，也發現一條胜肽源自於HPV16 E7也能抑

制TC-1/HLA-A11腫瘤的生長，顯示此研究開

發的CTL胜肽篩選平台，再結合適當的佐劑

將能對亞洲人種的疾病有相當的治療效果。

2.  合成脂溶性胜肽為內生佐劑之技術平台以

開發疫苗

30微克單棕櫚酸脂化胜肽（lipo-IDG）

與不完全佐劑（incomplete adjuvant）免疫

小鼠能促進胜肽專一性T細胞反應，並能抑

制腫瘤的生長，即使直到第60天依然沒有觀

察到腫瘤的生長，其抗癌效果優於無脂化胜

肽（IDG）。即使在低劑量的lipo-IDG（1微

克）依然有很好的抑制腫瘤生長的能力。然

而，當此研究用lipo-IDG刺激樹突狀細胞以探

討其作用機制時卻發現，lipo-IDG並無法活化

樹突狀細胞分泌細胞激素（IL-6, IL-12p40 and 

TNF-α）。但是脂多醣體（lipopolysaccharide, 

LPS）或三棕櫚酸脂化胜肽（Pam3CSK4）皆

可以誘發樹突狀細胞分泌細胞激素。這些證

據顯示，單棕櫚酸脂化胜肽促進免疫反應強

化抗癌的作用並不是藉由活化樹突狀細胞。

為了進一步研究其作用機制，此研究已獲得

國科會計畫補助以進一步釐清脂化胜肽的作

用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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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脂質化重組抗原為基礎之內生佐劑技

術平台以開發疫苗

此研究建立了一個新穎的技術平台，可

以大量表達含內生性佐劑效果的脂質化重組

抗原。首先，此研究成功地在大腸桿菌C43

（DE3）的菌株中，將腦膜炎雙球菌的脂質

抗原Ag473，成功地得到脂質化的Ag473。接

下來，此研究將此技術應用在預防性疫苗的

研發上，成功地將登革熱非脂質抗原（部分

外鞘蛋白，E3）脂質化，並鑑定出可大量表

達脂質抗原的訊息序列，需含Ag473 N端40

個胺基酸。純化的脂質化抗原（rlipo-D1E3）

比未脂質化的rE3或rE3加佐劑更能提高中和

抗體的效價。此研究更進一步利用突變的人

類乳突病毒的致癌蛋白質（E7m）當抗原，

來測試脂質化抗原治療上的應用，初步結果

顯示，脂質化的rlipo-E7m可引發E7專一性的

T細胞反應，而非脂質化的rE7m效果並不明

顯。在動物模型試驗中，rlipo-E7m有很好的

效果。這些結果，均顯示了脂質化抗原的優

越性，也擴展了一個新的方向，來研究開發

新一代的疫苗。

(三) 登革疫苗之發展

登革病毒（dengue virus）依其抗原性不

同共可分為4種血清型（serotype），有效的登

革疫苗必須能同時引發免疫反應對抗4種不同

血清型之登革病毒。由於登革病毒的結構膜套

蛋白區塊III（envelope protein domain III, ED 

III）是病毒感染細胞之重要結合區域，也是

許多中和性抗體（neutralizing antibody）的辨

識區域，因此選定登革病毒ED III作為登革病

毒次單位疫苗（subunit vaccine）研發之標的。

研究團隊進行4種登革病毒ED III的系列

分析，以獲得其共有胺基酸的序列（consen-

sus amino acid sequences），並將推演的共有

胜肽（deduced consensus peptides）作為次單

位疫苗的候選疫苗。研究團隊發現此候選疫

苗能夠誘發出對抗4種血清型登革病毒的交叉

中和抗體反應，未來可作為登革疫苗之標的。

(四) 發展黏膜基因疫苗

1. 發展黏膜基因疫苗以對抗呼吸道感染疾病

人類呼吸道融合細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RSV）是公認的兒童下呼吸

道感染主要原因，並且也有逐漸增加的證據

顯示其為老年人之間的重要病原體。先前研

究發現福馬林不活化RSV疫苗接種時會引起

Th2細胞免疫反應並引起肺炎及嗜酸性淋巴球

的增生。因此研發一個安全有效的疫苗必須

會引起宿主Th1細胞免疫反應並活化殺手T細

胞，是很重要。

研究團隊利用一個腺病毒傳遞載體（ad-

enoviral delivery vector, rAd）表現此病毒

之F結構蛋白質，來發展對抗此病毒之疫苗

（rAd-F），以保護免於受RSV感染。動物實

驗發現rAd-F可以有效引起抗病毒中和性抗體

反應之體液性反應及細胞性免疫反應，並且

有效抵抗RSVB-B1病毒株的感染，同時不會

引起嗜酸性淋巴球的增生，顯示rAd-F是一個

理想的RSV疫苗候選。 

同時利用人類HLA-A2基因轉殖鼠篩選

RSV F蛋白質之CD8 T細胞的抗原胜肽，結果

顯示，4個CD8 T細胞的抗原胜肽已被選定具

有活化病毒感染時之保護性Th1免疫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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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進行的動物實驗證明可引起細胞性免

疫反應之抗原性，對爾後發展胜肽型RSV疫

苗提供抗原的來源。發表論文：（Shao et al., 

Vaccine, 2009 Sep 4; 27(40):5460-71）。

2. 利用重組麻疹病毒發展基因黏膜疫苗

(1)  麻疹減毒疫苗株全基因長度為16kb，分成

三個DNA合成，三個麻疹病毒基因片段

已合成100%，基因定序結果發現有12個

點突變；7個位於病毒的表面蛋白（H和

F）。點突變改正已全部完成。目前正進

行兩個外來基因表現模組的構築與pVax-

MV的組裝銜接。

(2)  人類乳突病毒（HPV）第十六型的突變

E7蛋白的表現優化基因序列已合成完

成，預定將置入pVax-MV的兩個外來基因

表現模組中。

(3)  成功利用螢光染色技術來偵測麻疹病毒的

N蛋白在感染細胞中的分布，對未來分析

重組麻疹病毒可提供幫助。

(五) 流行病學研究

為了明瞭腸病毒71型的感染年齡及發生

率，以作為將來設計臨床試驗及制定疫苗政

策的參考，疫苗中心與林口長庚醫院合作，

共同執行「腸病毒71型流行病學世代追蹤研

究」。此研究目的如下：(1)明瞭腸病毒71型

母體抗體的消退速度；(2)估算腸病毒71型相

關的手足口病的年齡別發生率。於2006年6月

下旬開始進行收案，截至2008年已完成309對

血清中和抗體測試，孕婦、新生兒及6個月大

嬰兒的血清中和抗體陽性率分別為65%、50%

及1%。結果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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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大以下嬰兒。

五、年期刊發表與專利申請

(一) 期刊發表（2009.01-2009.11）

Status Publi-cation
Accepted
•&•In•press Submitted Total

No. 42 10 3 55

(二) 專利申請

Status
院內技轉
室審查

智管會
審查

專利事務
所撰寫

送出美國
專利申請

總
數

No. 2 2 14 11 29

六、舉辦疫苗相關生物技術教育訓練

疫苗中心於2009年8月18日舉辦「疫苗生

物製劑製程研討會」，此研討會由本院及新

竹科學園區管理局主辦，並由自強工業科學

基金會、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技所、奇異亞

洲醫療設備股份有限公司、賽宇細胞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莎多利斯有限公司及岑祥

股份有限公司協辦。研討會的目的期能透過

專家學者的經驗分享，俾利於同仁對生物製

程的認識與瞭解。特別邀請9位國、內外專家

學者蒞臨演講，超過140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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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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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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協助達成奈米國家型計畫以及政府提高研發效能，厚植國內醫藥相關科技基礎，增

進國際競爭力。

研究架構

奈米醫學研究中心

分子與基因醫學
研究組

群體健康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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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及系統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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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委會

陽明大學

核能研究所

台灣微脂體

台北榮總

台灣大學

清華大學

台中榮總

同步輻射中心

院內合作 院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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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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議題也逐漸於國際官方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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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dardized exposure protocol，奈米懸浮粒

子之隔離曝露腔建置，模擬一般環境奈米粒

子曝露參數及指標；(2)in vitro cell based in-

vestig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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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tiga-

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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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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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的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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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在肝臟以及脾臟中Cd/Te都

保持一定的比例，但隨著時間增加，腎

臟當中Cd/Te的比例卻明顯升高，表示

QDs在腎臟中可能被降解並且游離出Cd

的現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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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已被國際期刊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otechnology 等刊登

（圖1）。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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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奈米中心團隊針對二氧化鈦（titanium di-

oxide）及氧化鋅（zinc oxide）等兩種已

經被廣泛使用的奈米粒子，利用奈米中

心已經開發完成的奈米粒子曝露腔系統

（nanoparticles exposure chamber system, 

NECS）（圖2）進行吸入性曝露的安全

性研究。研究團隊利用intratracheal instil-

lation給藥方式進行TiO2的動物急性曝露

實驗，分為高劑量組（0.5mg TiO2）、低

劑量組（0.1mg TiO2）與對照組（Ring-

er’s solution），其後觀察動物的肺功能

（pulmonary function）變化、肺部電腦

斷層掃描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CT）、鈦或鋅元素在各個器官組織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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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情形，結果發現動物肺功能變化依

嚴重情形順序為高劑量組、低劑量組、

對照組；研究團隊期待藉由指標元素在

生物體內的質量平衡關係，建立一套基

礎的安全性評估流程，以因應未來奈米

相關產業的需求及奈米規範訂定。

圖2：	對於動物及細胞的奈米懸浮粒子健康潛在風險曝
露腔系統（TW Patent : I 312411）。

(三)  奈米科技為一新興科技，許多國際組織

如：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

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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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昇國

內奈米相關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奈米中

心除積極參與國際奈米標準訂定組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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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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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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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衛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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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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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我們得以較低的激發能量即

可達到高細胞毒殺的能力。研究成果已被

國際期刊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刊登

（圖3）。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圖3：	利用奈米載體中孔洞奈米矽球附載光敏試劑對癌
細胞進行光動力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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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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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衛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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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氧化鐵粒子」（以氧化鐵為

核心、矽為外殼狀似湯圓的奈米粒子）標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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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

safe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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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已被國際期刊Nano Let-

ters, Biomaterials, Analytical Chemistry, Small, 

FASEB等刊登（圖4）。

Biomaterials

圖4：	瑞瑟維斯（Ferucarbotran）於細胞及生物體核
磁共振攝影中有效標定人類骨髓間葉幹細胞
（hMSC）。

三、 奈米科技於活體偵測及分子醫學
影像之研究與應用

(一)  奈米中心建置一可追蹤性之奈米矽球

（MSN）靶向藥物輸送系統。ICG（in-

docyanine green）是FDA核可並可用於人

體之近紅外光區螢光顯影劑。由於其激

光與放光皆在長波長光區，而大部分的

生物分子在此光區並無吸收與放光的現

象，因此可以大量降低背景值的干擾。

然而，ICG作為一螢光顯影劑受到一些限

制，例如：ICG分子在光、熱、酸或鹼性

的作用下易造成分解；在生理溶液中，

ICG易產生聚集現象而喪失螢光；ICG

容易與蛋白質高度的結合（大約95%的

ICG），在體內很快速地被移除並分解。

因此，利用奈米矽球可將ICG分子良好的

保護在其孔洞內，可以有效解決以上所

面臨的問題，並產生一高效率的螢光作

為生物體內有效之光學訊號放大器。此

技術不但可發展用來快速評估奈米粒子

在體內的靶向與生物分布，亦可進一步

被用來追蹤並確認病灶。研究成果已被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刊登。

(二)  奈米中心成功研發由數個金原子組成的

金量子點（gold quantum dots），其具

有冷光性質的螢光發射團，由於螢光效

率優於有機螢光物質，再加上臨床上已

經證實金對生物體不具有毒性，所以具

有螢光的金量子點是十分有潛力的生化

與醫學材料。這個金量子點的開發，除

了目前已經克服發光金量子點的合成，

同時也已經運用表面修飾的技術，將金

量子點功能化，完成作為觀察細胞的螢

光發射團，由於金量子點的尺寸十分小

（< 1 nm），特別有助於細胞核的藥物輸

送。研究成果已被Chemical Communica-

tions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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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奈米材料智慧型複合載體的開發
與在生物醫學上的應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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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

機奈米粒子往往具備特殊的物理性質，使

其在診斷的應用上具有絕佳的優勢。研究

團隊成功結合有機與無機材料的優勢發展

複合式奈米載體平台。利用感熱微脂體包

覆氧化鐵奈米粒子所形成之複合奈米載體

具有微脂體攜帶藥物、感熱及表面易修飾

的特性，可有效達到標的給藥的目的，而

其包覆的氧化鐵奈米粒子除可作為MRI顯

影劑用在影像的診斷分析外、並可作為內

建式熱源在外加交替式磁場下生熱達到控

制感熱微脂體釋放藥物的目的。研究成果

已被Nanotechnology刊登。

(二)  研究團隊（台灣大學、國衛院）合作發展

出一系列中孔洞奈米矽球，因為中孔洞奈

米矽球具備大的內表面積與豐富的化學

特性，研究團隊設計奈米矽球骨架裡修

飾上帶有正電荷的四級銨鹽官能基來加強

其對藥物的吸附力，而矽球表面豐富的矽

氧官能基則會因為pH值的變化而產生強

烈的電性改變（+30(酸性) ~ -30 mV (中性

條件)）。利用表面矽氧官能基對電荷的

調控，帶負電的分子在酸性下可以有效地

被保護在奈米孔洞中，避免在胃酸條件造

成藥物的分解與失活，而在中性的條件下

藥物分子便可持續性地釋放出。在此研究

中，將一臨床上用於治療結腸炎症的前體

性藥物（sulfasalazine）吸附於奈米矽球

孔洞中，並且證實利用這給藥系統可以專

一性的在結腸酸鹼值下進行藥物的釋放，

而在胃酸酸鹼值下則被有效地保護在孔洞

中。因此，口服性給藥提供相對方便性，

也因此病患對此療程有較高的接受度。研

究成果已被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刊登。（圖5）

圖5：	中孔洞奈米矽球用於口服性藥物之傳遞系統。

(三) 研究團隊（國衛院、成功大學）合作發

展聚乳酸-聚乙醇酸（poly (lactic acid-co-

glycolic acid), PLGA）高分子奈米粒子作

為藥物載體來治療脊髓損傷。脊髓損傷是

屬於中樞神經系統的破壞，一旦發生須立

即送醫進行治療，以避免更劇烈的損傷

導致終身癱瘓。研究團隊選擇聚PLGA高

分子奈米粒子作為藥物載體，具備高度生

物相容性及生物可分解性，且已廣泛應

用於藥物控制釋放系統，並設計利用100

奈米大小之PLGA奈米粒子包覆GDNF。

由藥物釋放的活性測試結果發現，PLGA-

GDNF奈米粒子能夠長時間釋放並延長

GDNF有效活性，且由細胞實驗觀察到此

奈米粒子能有效保護神經細胞避免高濃

度的glutamate所造成的細胞毒害。研究團

隊進一步利用脊髓挫傷大鼠進行實驗，

結果發現在受傷部位的細胞組織染色顯示

出神經細胞損傷的程度明顯降低，而在動

物行為分析的結果顯示施打長效性PLGA-

GDNF奈米粒子的受傷鼠相較於只在挫傷

初期施打一次GDNF的受傷鼠，在後肢行

為上有良好的改善，此改善情形隨著時間

增長而增加。這些改善應該來自於PLGA-

GDNF能夠長時間釋放GDNF，抑制神經

細胞的死亡及神經纖維（neuronal fibers）

的傷害。PLGA能有效延長GDNF在脊髓

損傷中心停留時間，藉此呈現較好的神經

細胞再生及修復。此研究成果已刊載國際

期刊Biomaterials。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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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醫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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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免疫調控及傳染病免疫調控的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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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ases）及去磷酸酶

（phosphatases）在免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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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成果

一、 MAP kinase pathway對T細胞的
發生及免疫調節之功能研究

MAP kinase pathway對T細胞的發生、存

活、分裂及Th1/Th2細胞之分化極為重要。文

獻報告顯示MAP kinases的活性可被MAP4Ks

家族之蛋白質所調控，而基因剔除小鼠實驗

則進一步證明MAP4Ks能影響T細胞之活化及

自體免疫疾病之引發。Th17細胞是一種helper 

T細胞，其功能已被證明與自體免疫疾病有

密切的關係。Th17細胞的分化需要IL-6、

TGFβ以及轉錄因子RORγt之作用，但其細胞

內訊息傳導機制仍未被闡明。為更進一步瞭

解MAP4Ks對Th17細胞之調節，此研究團隊

利用體外分化之小鼠Th17細胞，以real-time 

PCR之方式分析MAP4K家族之基因在Th17

及未分化之T細胞中表現量之差異，其結果

發現在Th17細胞內MAP4K3及MAP4K4有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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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蛋白質激酶
（如MAP4Ks）
及去磷酸酶（如•
DUSPs）在免疫
細胞內的訊息傳
導機制、免疫系
統中的功能，及
癌症與自體免疫
疾病中的角色

建立新近發
現免疫細胞
（如Th17）
之研究平台

研究巨噬細
胞與樹突細
胞之功能調
節及訊息傳
導

研究癌症之
免疫調控及
免疫治療方
法

免疫醫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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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現象，而MAP4K1及MAP4K5則相對減

少（圖1）。此團隊現正利用由美國之合作

實驗室所獲取之MAP4K1及MAP4K4基因剔

除鼠以進行下一步之功能性研究，同時相關

研究人員亦戮力創建其餘MAP4Ks基因之基

因剔除小鼠模型。此團隊亦於2008年中已

成功創建MAP4K5基因剔除小鼠，現正進行

MAP4K2及MAP4K3之小鼠胚胎幹細胞之基

因操作。在基因剔除小鼠創建完成後，相關

研究人員將對其免疫系統做一系列之探討。

為能更完整瞭解MAP kinases對T細胞免

疫反應之作用，此研究團隊亦選擇多種與

MAP kinases調控相關的基因如PP2A及PP4等

以創建條件性基因剔除小鼠。同時也將建立

一個涵括數種組織專一性Cre基因轉殖小鼠的

群落。透過這兩類小鼠的交配，此團隊可望

獲得多種組織專一性基因剔除小鼠以有助於

對MAP kinases免疫調節功能之系統性研究。

圖1：	從體外分化之小鼠Th17細胞獲取之RNA經由
cDNA合成後，以專一之MAP4K primers進行real-
time PCR之分析。其結果在以β-actin之PCR補正
後以長條圖顯示，圖為兩次實驗中具代表性之結
果。B圖如同圖A之基因表現量比較，不同處為
此圖中之RNA是在外加PMA+ionomycin刺激兩小
時後收取。

二、 蛋白質去磷酸酶（Protein Phos-
phatases）基因剔除小鼠模型之
建立及免疫功能研究

MAP kinases的活性除可被MAP4Ks所調

節外，同時亦受去磷酸酶家族所調控。目前

研究人員認為去磷酸酶不但可被MAP kinases

引發而進行對MAP kinases的負反饋作用，

且其基本活性亦對訊息傳導之臨界點設定有

重要的指標性。去磷酸酶可根據其胺基酸專

一性而被分為serine/threonine phosphatases、

tyrosine phosphatases，及dual-specificity phos-

phatases（DUSPs），其中具有MAP kinase 

binding（MKB）domain之DUSPs被稱為典型

DUSPs，其他則被稱為非典型DUSPs。

研究團隊之主要目標為以基因剔除及基

因捕捉方式來建立DUSPs基因缺陷之小鼠模

型，進而利用這些新創之小鼠模型來從事

DUSPs之體內功能分析及相關免疫研究。於

2008年中，已成功創建DUSP4、DUSP11，

及DUSP12之基因缺陷小鼠，同時也已得知

DUSP5基因剔除胚胎幹細胞之標的機率約為

1:50，現正積極進行中。

圖2：	A. 四至六週大之正常或Dusp4缺陷小鼠之骨髓細
胞以CD5及CD138抗體染色後，用CantoⅡ流式細
胞儀分析之結果。圖中所顯示者為三次實驗中具
代表性之結果。B. 圖A結果之統計分析。標準誤
差及雙尾學生式t試驗之p值亦如標示。標本數為
6。

由於DUSP4之同型合子小鼠較早產出，

此團隊亦已進行DUSP4小鼠之初步表型分

析。在利用八色流式細胞儀對同胎之不同

基因型之小鼠分析後，相關研究人員發現

DUSP4小鼠之plasma B細胞在骨髓及脾臟中

有顯著增加（圖2）。初步之西方墨點反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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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於此小鼠之胸線細胞的DUSP4表現約為正

常小鼠之1/10以下。目前此團隊正利用純化

後之B細胞來進行生化及訊息傳導之分析，以

期更進一步瞭解DUSP4之體內功能。同時此

團隊亦進行多種專一性之多株抗體之製備及

相關分析平台以利未來之研究。

於進行DUSPs研究同時，相關研究人員

也針對serine/threonine去磷酸酶家族的免疫調

節功能從事進一步的研究。此團隊正利用PP4

條件性基因剔除小鼠來進行免疫細胞分化、

VDJ rearrangement，及DNA修補之訊息傳導

機制的研究，同時也將以PP4抑制劑如okadaic 

acid等來進行細胞組織培養的體外實驗，以探

討PP4家族phosphatases之功能。

三、 MAP4K3/GLK透過磷酸化PKCθ
傳遞NFκB訊息傳導路徑以活化T
細胞

圖3：	MAP4K3/GLK促進細胞生長及NFκB活化。將
載體、表現GLK及突變型GLK（GLK KR）之
質體轉染至Jurkat T細胞或是293T細胞。細胞於
轉染後24小時，進行西方墨點分析蛋白表現量
（上排），或螢光報導基因以測量NFκB活性
（下排）。

MAPKs（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

nases）負責調控許多細胞的生理功能，其

上游的調控分子為MAP2Ks、MAP3Ks以及

MAP4Ks。然而MAP4Ks的生物功能及調控

機制仍尚待釐清，此團隊因而進行相關研究

以瞭解MAP4Ks在免疫系統中的功能及其本

身的調控機制。由於MAP4K3（又稱GCK-

like kinase, GLK）與在T細胞活化時極為重要

的負調控分子MAP4K1（又名hematopoietic 

progenitor kinase 1, HPK1）蛋白質序列達49%

相似度，故此團隊接續研究GLK在T細胞中

扮演的角色。2009年的研究成果發現過量表

現GLK在T細胞中可活化NFκB並促進細胞生

長，而突變型GLK（GLK-KR）（圖3）或是

GLK之siRNA則抑制此現象。GLK在T細胞中

特別受到TCR（T cell receptor）訊息刺激以活

化NFκB。

此外，不論是在小鼠初代T細胞或是人

類T細胞株中，施以抗體CD3刺激TCR訊息

傳導，皆會活化GLK之表現。而在TCR訊息

路徑中，NFκB會增加PKCθ threonine-538及

IKKβ的磷酸化因而活化PKCθ及IKKβ。此研

究團隊在其所創建的GLK基因缺陷小鼠中發

現，GLK表現量顯著抑制，且在抗體CD3的

刺激下，TCR下游分子IκBα（NFκB抑制分

子）之磷酸化同時受到抑制，亦即GLK可正

調控NFκB之活性。綜括而言，GLK在T細胞

中透過磷酸化PKCθ及IKKβ活化NFκB，進而

促進T細胞活化（圖4）。此團隊將利用小鼠

模型持續研究GLK在個體免疫系統中的角色

及其他MAP4Ks的作用機制。

圖4：	簡圖說明MAP4K3/GLK在TCR訊息傳導路徑中的
調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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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JKAP/DUSP22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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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rosine）位置的磷酸化，由分

子量大小推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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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地，喪失去磷酸

酶活性之突變JKAP（JKAP-CS）則沒有此作

用。研究團隊已建立可調控JKAP與JKAP-CS

表現的細胞株，結果顯示JKAP會降低細胞

中Src誘發之FAK的酪胺酸磷酸化程度，且降

低血清與生長因子所誘發之細胞移動；相反

地，JKAP-CS則會增加這些現象。藉由核酸

干擾技術將JKAP表現抑制後，FAK的酸磷酸

化程度與細胞移動均增加。此研究顯示JKAP

的功能是調節細胞移動之訊息傳導。由於細

胞移動是免疫反應中很重要的環節，此研究

亦已建立JKAP之基因剔除小鼠以研究此基

因在免疫系統發育與免疫反應中扮演之角色

（圖5）。

圖5：	JKAP之表現減少局部黏著點（focal adhesion）蛋
白paxillin之細胞周邊分布，此現象與JKAP調節
細胞運動之功能相吻合。

五、樹突細胞生物學之研究

(一)  研究樹突細胞中含有ITAM片段之分

子在Dectin-1功能中的角色

C-type lectin receptors（CLRs）繼TLRs

之後已成為近年來相當熱門的研究方向，因

為它們也能活化與調控樹突細胞的功能，而

Dectin-1是在真菌免疫反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

CLRs。Dectin-1在樹突細胞中的研究正逐漸

增加，其在細胞內結構中具有一個類似ITAM

片段來啟動訊號傳導，但是是否需要其他含

有ITAM片段之分子則並不瞭解。此研究利用

DAP12與FcRγ缺失的樹突細胞為材料，發現

DAP12與FcRγ參與了Dectin-1訊號傳遞並具有

負向調節的作用，與對TLR的作用類似，目

前正進一步建立真菌感染模式來研究其調控

的功能。

(二)  雙活性去磷酸酶DUSP4在樹突細胞中

的角色

雖然DUSPs在免疫反應中的作用已有一

些報告，但是DUSPs在樹突細胞功能中的角

色尚未被清楚地建立。此研究根據所有已知

的DUSPs建立一套以real-time PCR為基礎的

篩選系統，找出在小鼠樹突細胞的活化中特

別表現之DUSPs，已發現DUSP1, 2, 4, 5經由

LPS刺激後會被大量誘發。由於DUSP1, 2已

有較多的研究，因此針對DUSP4做進一步的

探討，研究其在樹突細胞功能及訊號傳導途

徑中所扮演的角色，並進一步生產基因轉殖

與缺陷小鼠來研究其細胞與生物上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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