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與基因醫學研究所
任務
分子與基因醫學研究所（以下簡稱分子基因所）於2011年5月改制，前身為1997年7月設立
之「分子與基因醫學研究組」。分子基因所設定以「精準醫療」為研究目的，任務為提供臨床
應用與產業發展所需之科學理論基礎及研究平台，以落實臨床應用。
在現今疾病的研究中，脂肪代謝的恆定，是體內非常重要的生理機制，當其失調，會造成
局部組織異常、系統性的代謝異常，甚至造成疾病。包含心血管疾病、肝病、糖尿病、癌症、
失智症等，皆與脂肪代謝有關，有鑑於其重要性，分子基因所設定以「脂肪代謝」為現階段之
核心研究主軸，研究肝病、癌症、神經退化性疾病之基礎基因分子機制，以及利用基因體學和
動物模型研究其致病機制，進一步發展生物標誌及治病策略，以創造轉譯價值。
分子基因所已建置完整的動物模式與尖端的基因體研究平台，運用此技術平台整合研究所
得之分子機轉與臨床、疾病世代研究資料庫，透過大數據分析進而歸納出致病之因子不僅可作
為疾病的診斷及預防，更用以協助臨床診斷與藥物開發之驗證，為臨床及推動生醫產業之必要
基礎與堅實的後盾。

研究架構

代表成果
發現癌細胞代謝調控可抑制乳癌轉移─治療三陰性乳癌新策略
新陳代謝變異是助於癌症發展的重要因
素。與正常細胞相反，癌細胞由於對能量的
快速需求，驅動了葡萄糖代謝機制的重塑，
使葡萄糖糖解代謝的途徑比例增加到85%，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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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5%左右是透過粒線體的有氧呼吸途徑。此
現象稱作瓦氏效應（Warburg effect），這種葡
萄糖代謝現象，幾乎存在於所有腫瘤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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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名譽研究員暨中國醫藥大學副校長
王陸海院士及其研究團隊，與臺大醫院乳房
醫學中心合作，發現癌細胞生長相關因子轉
酮醇酶（TKT）隨著腫瘤的生長而增加，而
且在乳癌患者中有高度表現，尤其在三陰性
乳癌患者中表現最高；接著，進一步鑑定出
TKT在乳癌轉移至淋巴腺的患者中的表現比
沒有轉移的患者為高。臨床資料分析顯示，
具有TKT高表現的乳癌患者其五年存活率較
差。研究團隊利用小型核醣核酸干擾片段
（siRNA）的方法減少TKT的表現後，發現提
升了其在癌細胞裡的相關代謝物 α -酮戊二酸
（α-KG）。
團隊推論此現象與癌細胞代謝有關，
若迴轉其代謝途徑，將能影響癌細胞生長。
進一步研究發現，減少TKT或添加其代謝物
α-KG到癌細胞後，可以抑制乳癌細胞的葡萄
糖糖解代謝途徑而增加有氧呼吸代謝途徑，
也就是讓乳癌細胞的葡萄糖代謝狀態趨向於
正常細胞，進而抑制乳癌細胞的生長和侵襲
能力。團隊進一步利用三陰性乳癌細胞在老

鼠致癌模型，證實抑制癌細胞的TKT或注射
α-KG到帶有腫瘤的老鼠，可以有效地抑制乳
癌的生長以及淋巴腺和肺部的轉移。
基於上述發現，進一步利用TKT的抑制
劑oxythiamine和目前乳癌（特別是三陰性乳
癌）臨床治療的第一線化療藥物doxorubicin
及docetaxel結合使用在體外及老鼠模型，發現
oxythiamine單獨使用可抑制三陰性乳癌細胞
生長和轉移，尤其是和上述化療藥物結合使
用，抑制三陰性乳癌細胞的生長和轉移效果
更強。
研究團隊證實了降低TKT或添加抑癌代
謝物 α -KG後，可讓乳癌細胞對葡萄糖的攝
取和代謝趨向正常細胞，透過粒線體進行有
氧呼吸的正常葡萄糖代謝運作，減緩乳癌細
胞的生長與轉移（如圖1）。此研究發現的抗
癌策略，不僅可應用於乳癌治療，更可望應
用在其他癌症。研究成果刊登在腫瘤學領域
的權威期刊《癌症研究》（Cancer Research
78:2799–2812, 2018）。

▲ ▲圖 1：降低轉酮醇酶（TKT）或添加抑癌代謝物 α- 酮戊二酸（α-KG），可
讓乳癌細胞對葡萄糖的攝取和代謝趨向正常細胞，透過粒線體進行有
氧呼吸的正常葡萄糖代謝運作，減緩乳癌細胞的生長與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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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鏈非編碼 RNA 致使口腔癌惡化轉移的致病機轉，可望開發口腔癌生物
偵測標記與治療標靶
口腔癌是全球第五大癌症。由於台灣
嚼食檳榔的特殊文化，口腔癌排名男性十大
癌症死因的第四位，也是發生率和死亡率成
長最快的癌症之一，而缺乏早期篩檢方法是
高死亡率的原因之一。近年研究發現，缺氧
是實體腫瘤快速生長的共同特徵，與腫瘤轉
移及預後不良緊密相關，缺氧誘導因子1A
（HIF-1α）是癌細胞於缺氧的條件下存活的
關鍵因子，深入瞭解腫瘤細胞調控缺氧反應
的機轉，已成為科學界與臨床醫學最迫切的
課題。

細胞惡化。一旦少了LncHIFCAR ，HIF-1α蛋
白質複合物的活性就會下降甚至崩解，癌細
胞也會因此而凋亡。分析口腔癌患者的組織
樣本，發現相對於周邊的正常組織，腫瘤組
織內的LncHIFCAR 有大量表現的趨勢。進一
步分析LncHIFCAR 的表現，發現LncHIFCAR
表現量高的口腔癌患者，三年內腫瘤復發與
整體存活率均顯著較LncHIFCAR 表現量低的
口腔癌患者差（圖3）；統計分析更顯示，
LncHIFCAR 表現量可作為口腔癌患者腫瘤復
發率的獨立預後指標。

臺北醫學大學、本院龔行健榮譽研究
員與奇美醫院組成的研究團隊以長鏈非編碼
RNA為研究主題，發現缺氧環境所誘發的長
鏈非編碼RNA LncHIFCAR ，可作為HIF-1 α
的輔激活因子。LncHIFCAR 在細胞缺氧時會
大量表現，不僅會和HIF-1α直接結合，其他
轉錄輔助因子也因而聚集，一起活化缺氧反
應基因群的表現，進而有利於腫瘤細胞在缺
氧環境中調整代謝途徑、有效存活、快速增
生，並強化腫瘤侵襲與轉移，造成癌症惡化
（圖2）。

此團隊另以動物模型進行試驗，分別將
一般口腔癌細胞株與降低LncHIFCAR 表現的
口腔癌細胞株，經由尾部靜脈注射至小鼠體
內。結果發現，降低LncHIFCAR 表現的口腔
癌細胞株轉移至小鼠肺部的能力顯著降低，
進一步證實LncHIFCAR 在腫瘤轉移的關鍵
角色，以及其作為癌症治療標靶的深厚潛力
（圖4）。同時，這些結果也顯示未來可以
LncHIFCAR 為標的，設計更靈敏簡便的生物
標記檢測套組，作為早期篩檢或預測口腔癌
惡化及轉移的工具。此研究成果發表於Nature
Communications 8:15874, 2017（doi:10.1038/
ncomms15874）。

研究團隊發現，缺氧環境所誘發的長鏈
非編碼RNA LncHIFCAR 是組成HIF-1 α 蛋白
質複合物所必須的輔助激活因子，會促使癌

▲ ▲圖 2：長鏈非編碼 RNA LncHIFCAR 與 HIF-1α 訊息傳
導在腫瘤形成與轉移過程所扮演之角色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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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長鏈非編碼 RNA LncHIFCAR 表現量與 42 位口腔癌患者資料的追蹤分析

▲ ▲圖 4：降低 LncHIFCAR 之表現能有效減少口腔癌細胞的肺轉移能力。
分 別 將 控 制 組 的 口 腔 癌 細 胞 株（sh-Ctrl） 與 降 低 LncHIFCAR 表
現的口腔癌細胞株（sh-HIFCAR ）經由尾部靜脈注射至小鼠體內。
結果發現，降低 LncHIFCAR 表現口腔癌細胞株轉移至小鼠肺部
的能力顯著降低

腸道可以影響阿茲海默症病程─阿茲海默症患者應避免腸道感染以免加劇
病情
β類澱粉蛋白沉澱在大腦所引起的大腦
發炎，被認為是造成阿茲海默症的主因。
然而，最近的研究發現引起大腦疾病的源頭
也可能來自於腸道，例如憂鬱症或精神分裂
症，皆都與腸道菌相的失衡有關，然而其作
用機制仍然有待發掘。
莊志立研究員團隊首先在2012年透過果
蠅動物模式研究發現，腸道細菌性感染會牽

動其它的器官也產生發炎反應（Cell Host &
Microbes ）。基於此項發現，研究團隊假設腸
道菌相的失衡，是否也會影響大腦神經退化
的病程？果不其然，利用動物模式，將腸道
桿菌導入罹患阿茲海默症的果蠅，破壞其腸
內菌相，結果發現神經退化病程明顯加劇，
並且縮短了動物壽命，降低行動能力。進一
步探討其致病機轉，發現腸道菌感染後，會
刺激體內免疫血球細胞移動至阿茲海默症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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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引發大腦發炎的細胞激素及氧化自由基
的大量產生，加速腦神經細胞死亡。接著
發現，這些免疫血球細胞的移動能力會因腸
道菌感染而提高，而這些過動的免疫細胞後
續若受到大腦的氧化自由基所吸引，便會轉
移至大腦加劇發炎反應。此研究證明，腸道
可以透過身體的免疫血球細胞調控大腦的發
炎反應，加劇阿茲海默症的神經退化。此項
前瞻創新的研究成果獲得國際高度的青睞，
2017年發表於Nature Communications 。

此研究發現亦提供未來在研發阿茲海
默症的治療策略上的新思維，也暗示著腸道
與大腦之間的免疫溝通，是一種控制大腦發
炎以及神經退化性的重要機制，合理推論阿
茲海默症的患者應避免腸道感染以免加劇病
情。此外，未來有待進一步研究證實，利用
藥物或飲食調控腸道功能，可能可以減緩阿
茲海默症的病程。

▲ ▲圖 5：利用果蠅模式，發現「腸－腦軸（gut-brain axis）」器官間的交流對話，可以調控阿茲海默
症的病程。腸道菌相失衡會改變免疫血液細胞的活動力，患有阿茲海默症的腦部利用氧化自
由基吸引這些免疫細胞到大腦，加速神經細胞死亡

雙特異性磷酸酶 VHR/DUSP3 的新功能─調節酪氨酸激酶 FAK 和細胞遷移
雙特異性磷酸酶（dual specificity phosphatases, DUSPs）與酪氨酸去磷酸酶在結構上
相似，早期認為是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s（MAPK）的抑制酵素。Vaccinia H1-related phosphatase（VHR）/DUSP3是DUSP
家族的成員，在各種惡性疾病中，可觀察到
VHR的失調；而近期有研究提出幾種非典型
的DUSPs在調節酪氨酸激酶之訊息傳遞上，
扮演重要角色。VHR最初被發現是酪氨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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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酶，卻在不同系統中抑制c-Jun氨端激酶
和細胞外信號調節激酶的活化。
陳怡榮副研究員團隊先前發現，VHR使
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去磷酸化，並抑制非小細胞肺
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細胞
的腫瘤形成。此點與臨床樣本之結果一致，
因為NSCLC組織中的VHR表現量也有顯著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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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有鑑於其在抑制肺癌發展中的作用，陳怡
榮副研究員與免疫醫學研究中心譚澤華特聘研
究員團隊更深入地研究VHR的生物學功能。
Focal adhesion kinase（FAK）在調節細胞
的黏附和遷移上扮演重要角色。由FAK缺陷小
鼠建立的纖維母細胞，其周邊細胞黏附接觸
的數量和大小增加，而遷移和擴散的速率降
低。FAK受其本身或Src激酶家族調控以及各
種蛋白磷酸酶去磷酸化。缺乏Src、Yes和Fyn
的纖維母細胞，其運動性和擴散性皆降低；
此外，缺乏protein tyrosine phosphatase-PEST
或SHP-2的纖維母細胞，其黏附數量增加，但
遷移能力減弱。
研 究 團 隊 發 現 ， V H R 與 FA K 會 相 互 作
用，並且造成FAK去磷酸化。體外試驗亦證

明，VHR會直接去磷酸化FAK和paxillin。雖
VHR剔除小鼠沒有明顯的異常，然而VHR剔
除細胞顯示，integrins和FAK的表現會降低；
但由fibronectin誘發的細胞中，FAK和paxillin的磷酸化會增強；另外，VHR剔除的纖維
母細胞和肺上皮細胞配體（ligand）誘發的
EGFR磷酸化亦會增加。此外，VHR的表現
能抑制定向細胞遷移（directional cell migration），而缺乏VHR會導致更高的細胞遷移
能力。VHR剔除之細胞在點狀黏著區域具有
更強的FAK磷酸化（圖6）；另外，細胞遷移
時有持久的細胞後緣，而點狀黏著有更慢的
週轉速度。研究團隊的實驗證據顯示，調節
非受體酪氨酸激酶FAK和細胞遷移，是VHR/
DUSP3新發現的功能。此發現已發表於Oncogene 36:6509, 2017。

▲ ▲圖 6：VHR 剔除之細胞在點狀黏著區域具有更強的 FAK 磷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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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疫總譜為基礎之個體化醫療研究，找出登革熱免疫特徵
隨著高通量基因體技術的進步，研究
學者逐漸瞭解個體之間生物上的差異，遠多
於過去的認知；因此，未來的醫療處置必須
將個體之間的獨特性也列入考慮，方能達到
最大的治療效果。對各種疾病而言，個體的
免疫功能占了很重要的角色，除了每個人的
免疫系統有所差異外，很多疾病的致病機轉
也與免疫系統息息相關；所以能夠適當評估
個體的免疫系統，並提供相對應的個體化醫
療，是未來醫學一個很重要的研究方向。
劉鴻興醫師研究團隊致力於建立以免疫
總譜為基礎之個體化醫療研究，由於感染症
疾病表徵與宿主的免疫反應密切相關，劉醫
師利用現代的定序技術來尋找人類生理或病
理狀況下的適應性免疫系統反應特徵，藉由
整合量化生態學與計算機平行處理技術，已
找到B型肝炎疫苗注射後的特定抗體反應。
近期接續以登革熱為疾病模型，於7例的典型
及出血登革熱病例分析出4種IgG及7種相對的
IgA特徵序列（圖7）；其中，IgG特徵與其
他學者在美洲發現之登革熱免疫總譜特徵相
符，而IgA特徵則與出血症狀相關。特別的
是，以簡單的多元統計主成分分析法（princi-

pal component analyses, PCAs）即可分辨出血
性及非出血性案例，而前者之TGFβ1的表現
不但明顯高於後者，也同時具有相異之抗體
種類轉換率（class switch）。此項前驅研究清
楚地展示可以利用宿主免疫特徵來分析登革
熱之臨床表徵，而出血性患者特別的IgA抗體
總譜變化暨特異之總譜調控，可能與其他常
見之出血性疾病有相同之機制連結。此項重
要的研究成果，已發表在國際知名免疫學期
刊Frontiers in Immunology 8:1726, 2017。此免
疫反應分析平台未來將進一步結合多體學技
術，解析更多疾病特異的適應性免疫反應及
相關的致病機轉。
近來利用人類抗體作為標靶藥物已蔚
為風潮，這也是個體化醫療最重要的手段之
一，因此如何結合最新科技以加速此類藥物
之開發乃是生醫界非常重要之課題。透過分
子基因所建立之基礎，未來結合動物模式及
新的生物資訊學技術，將有機會以嶄新的方
式開發抗體藥物，預期對全民健康將極有助
益，亦期待能夠促進台灣生醫技術之扎根與
茁壯。

▲ ▲圖 7：利用多元統計主成分分析法分辨出血性及非出血性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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