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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介紹

MiTalk 
MiTalk 社群由一群熱愛微生物生態的人組成，成員是來自各相
關專業領域的研究人員。我們覺得科學的樂趣不該是科學家和
老師獨享的特權，而應該屬於每一位有強大好奇心的人。我們
想來說故事，把在研究上看到的有趣的事，變成大家都看得懂
的文字，與大家分享這些樂趣。MiTalkzine 是我們講故事的地
方，現在就加入我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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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德國醫師兼微生物學家柯赫 （Heinrich 

Hermann Robert Koch，1843－ 1910） 透過培養

基進行細菌的分離培養以來，百餘年間「正

宗」微生物學的首要工作，就是微生物的單

離（純種培養）。後續的生理、代謝及遺傳等

「 2 0 1 8 環境微生物體
學工作坊」的發想

江殷儒 / 著

大家都看過金庸小說裡，少林、

武當為首的武學正宗與日月神

教之間的大亂鬥。

01 2018 環境微生物體學工作坊與會人員於中央研究院跨領域研究大樓門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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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研究工作，完全依賴實驗室培養的純

化菌株。幾乎在同一時期，俄國的土壤微

生物學家維諾格拉茨基（Sergei Nikolaievich 

Winogradsky，1856－ 1953），透過維諾格拉

茨基微生物管柱（Winogradsky column）來

觀察營養鹽的生物地化循環與微生物群落的

變化，卻被時人視為旁門左道，嗤之以鼻。

因為這樣的微生物研究，不如單離的菌株準

確，難以了解各種顏色變化背後代表的微生

物種類，以及它們的生態功能。

柯赫的單離觀念，獲致了極大的成功，卻從

此束縛了微生物學家的想像，強迫世人把眼

光聚焦於數十種能單離的動植物病原菌。此

外，古典的環境微生物學研究，往往針對單

一菌株，餵給它們極高濃度的單一碳源，以

檢測利用該養份的能力。這樣單純的實驗條件，在野外幾乎不

會存在，而且嚴重忽視了群落中各種細菌競爭合作等等的交互

作用。簡而言之，這樣的研究結果，除了在實驗室中，絕無可

能在真實環境中發生。這就好像觀察土城看守所的 001 號囚犯

的一日作息，然後號稱 21 世紀的所有台北人都是過著孤離且

單調無聊的生活一樣無稽荒謬。

環境微生物學與微生物生態學長久以來的困境，在 21 世紀初

期，因為各種體學技術創新而獲致革命性的進展。生而逢辰這

一點，我們遠較維諾格拉茨基幸運。次世代核酸定序技術與生

物資訊學的快速發展，讓我們可以對各種環境的微生物群落組

成與功能基因進行分析。超高效液相層析儀結合各種質譜儀，

讓我們得以分析環境中的多種代謝物。還有多種的新興技術與

工具 [例如培養體學（culturomics）及奈米級二次離子質譜儀

02 2018 環境微生物體學工作坊的詳細

議程與講者。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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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scale secondary ion mass spectrometry）]，可望進一步帶來環

境微生物學的革命。

雖然起步較晚，台灣的環境微生物學者，陸續針對環境體學技

術進行嘗試性的研究，已經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國內首次

針對環境微生物的多種體學研究與相關技術進行交流的工作

坊，於 2018 年 9 月 6∼ 7 日假中央研究院跨領域研究大樓舉行
（圖 1）。主辦單位是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與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

所，由湯森林、江殷儒及郭志鴻老師擔任主辦人。與會人員約

為 170 人，主要由研究生以上的研究人員所組成。不同於典型

的研討會由各實驗室主持人進行研究成果報告的作法；這個工

作坊的主要報告者是在實驗室中實際進行技術操作的博士後、

研究生及研究助理們（詳細議程與講者們請參見圖 2）。個別報

告僅是開胃小菜，安排在各演講場次後的熱烈討論，才是這次

的主菜（圖 3）。未來將陸續（約每兩年一次）針對特定的體學技

術進展，進行較為小型的工作坊，增加研究人員之間的經驗交

03 

03 2018 環境微生物體學工作坊的小組

討論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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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殷儒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我們不可能充分了解一個生態系統，如果對於系統內的微生物種類與功能一無所知！我的

研究興趣是發現這個星球上尚不為人所知的新型微生物代謝途徑。

流。

如同在微生物單離培養的時代，不應忽視維諾格拉茨基博士在

微生物生態學的貢獻一般；在體學時代，也不應忽視微生物單

離培養的重要性。綜合性體學的限制，就是難以釐清個別細菌

的實際生態功能。原因有三：(1) 親緣基因與功能基因常常出

現在不同核酸片段上；(2)功能性基因的存在與表現，僅能用

來推測微生物的可能活性，而非提供實際證據。(3)基因的功

能預測的準確性，嚴重地受限於資料庫的大小與個別資料的正

確性。數十年前的酵素活性與動力學測定文獻，並不包含胺基

酸序列的資料；而現今資料庫中的酵素序列，大多數並無相應

的酵素活性與動力學測定等實驗證據。另外，尚未發現的微生

物功能與相關基因，是不可能存在於資料庫中的。根據基因體

分析而獲得的維生素等生長必需物質的生合成能力，以及細菌

間的代謝物交換等資訊，皆有助於發展新型的培養基，用來培

養未知的單離微生物（microbial isolates）或微生物群（microbial 

consortia），進而詳細研究個別微生物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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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秋陽明山硫磺溫泉的
嗜酸嗜熱紅藻

江殷儒、劉少倫 / 著

霜降是秋天的最後一個節氣。霜降過後，

進入深秋，天氣急遽變冷，台北人腦中的

導航裝置便會因為低溫的誘導而自行啟

動，設定「陽明山溫泉」。驅車前往金山

萬里泡溫泉，多數人會直接前往金山市區

或陽金公路上車水馬龍的時尚溫泉會館，

而忽視了台二線上往「焿子坪」的不起眼

台灣微生物歲時記

儘管毫不起眼，在歧異多樣的棲

地與微環境中，確實棲息著亟待

發現的神奇寶貝們。這個專欄將

依序介紹這個季節會出現在台

灣各個角落的有趣微生物。

01 在台 2 縣大鵬國小附近左轉即可前往焿子坪（擷取自 Google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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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標。在憂鬱的深秋，當你因為失戀造成的沮喪失志與恍惚失

智，而在濱海台二線上左轉，進入前往焿子坪的無人小路，眼

前的綠意很快會被了無生機的大片黑色岩壁所取代，清新的空

氣也逐漸充斥刺鼻的硫磺味。

近代史受到火藥的驅動，而硫磺是製造火藥的主要原料；產硫

甚豐的陽明山開拓史，因此伴隨硫礦開採而展開。時間回到

三百年前。康熙三十五年的這個季節，福州的榕城火藥庫失

火，五十餘萬斤硫磺、硝石全遭焚毀。為了補充短少的硫磺，

郁永河受命前往臺灣採硫。在台南府城登陸後沿陸路北上，郁

永河等人最終在陽明山附近駐紮，並聘用當地馬賽族金包里社

的原住民，開啟了台灣的採硫事業。曾經，焿子坪做為全台最

早進行開採且規模最大的採硫區，規模遠勝大小油坑。挑硫礦

夫因此在焿子坪與金山市街之間踏出了大坪古道。日治期間，

陽明山區甚至發展出八大採硫磺區。直至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02 白煙裊裊硫花處處的焿子坪 （江殷儒

提供）。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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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硫磺可從石油提煉，焿子坪的採硫事業才漸趨沒落，形成

如今人煙罕至的蕭條景象。

愈近焿子坪，白煙沖天的景象更加驚人，硫磺臭氣益惡，你的

心情益發低落，想死的心都有了。到了焿仔坪，眼前一片蒼

茫。你蹲下身子，點起煙，想驅散寒氣。這時候，你發現看似

了無生機，佈滿黃色硫花的疏鬆岩石與火山泥地上，竟然充斥

一片片綠意，卑微但堅強地活在這片高溫且極酸，理應不存在

任何生命的惡地上。假使你是生科系學生，課本的知識會驅使

你思考，眼前的綠中帶藍的色彩可能來自某種細菌或古菌。事

實上，這片綠色生物膜竟然是紅藻所構成。紅藻！？那不是應

該出現在海邊的紅色多細胞葉狀生物嗎？ 

這種常見於硫磺溫泉的原始紅藻，是不具有藻紅素

（phycoerythrin）的單細胞真核生物，體積微小，直徑約在 0.2 

∼ 10 微米（μm）之間；目前已發現有三屬（Cyanidioschyzon、

Cyanidium 及 Galdieria） 十 餘 種， 統 稱 為 嗜 酸 嗜 熱 紅 藻

（thermoacidophilic red algae）。關於這些紅藻的命名與分類歸屬，

有一段有趣的歷史。早在 19 世紀中葉，即有人在義大利的溫

泉區發現這種可行光合自營生長的微藻，形態呈現簡單的圓形

03 大量生長在硫花附近的嗜酸嗜熱紅藻

群落 （江殷儒提供）。

04 Galdieria partita 常見於火山岩的近

表層 （江殷儒提供）。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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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橢圓形。然而當初發現的時候，由於其個體過於微小，無法

細看其內部結構，因此被認定為一種藍綠菌。之後陸續有學者

在不同酸性溫泉及火山區發現相同形態的微藻，有人認為是藍

綠菌，有人認為是綠藻，甚至也有人以為是隱藻的一種。關於

這種嗜熱嗜酸微藻的藻類歸群爭論，持續長達一世紀之久。

1958年日本學者 Hiroyuki Hirose 教授藉由以下特徵，才確

立此微藻應歸屬在紅藻門：(1)具有細胞核與葉綠體等胞

器；(2)僅有葉綠素 a 而不含葉綠素 b；(3)具有由藻藍素

（phycocyanin）及藻膽蛋白（phycobiliprotein）所組成的藻膽

體（phycobilisome）；使得藻體外觀不是典型紅藻的紅色，卻

是與藍綠菌相似的藍綠色；(4)固碳得到的產物為紅藻澱粉

（�oridean starch），與綠藻或陸生植物產生之澱粉（starch）不

同。第一個特徵顯示了這種微藻是真核生物，排除了藍綠菌的

05 Galdieria maxima 傾向生長在日照

強烈的水中岩石表面 （江殷儒提供）。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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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而後面三項則與綠藻的特徵大相逕庭。另一方面，近

代分子演化學研究指出，與綠藻、褐藻、矽藻等藻類比起來，

溫泉紅藻的親緣關係與其他紅藻最為接近，而被認為是在演化

過程中最早與其他紅藻分歧開來的一群。由此可以推斷，藻紅

素的生成應該是其他紅藻與溫泉紅藻演化分歧之後才出現的特

徵。換句話說，溫泉紅藻沒有藻紅素，是承襲了紅藻演化過程

早期的特徵。嗜酸嗜熱紅藻在紅藻親緣演化樹上特殊的分類地

位由此可見一斑。

嗜酸嗜熱紅藻還有許多生理特性迥異於其他真核藻類。首先，

這類生物在真核生物能容忍的環境極限還可以維持良好生長：

例如 pH 值介於 0 到 4 之間，溫度範圍攝氏 40 到 63 度之間，而

且充斥高濃度砷與鉛等重金屬的環境。其次，這類生物的代謝

行為頗為多樣，Galdieria 屬的嗜酸嗜熱紅藻，除了進行光合作

用，亦能於黑暗中使用 27種以上的不同有機物（包括醣類），

進行異營作用。進一步分析嗜酸嗜熱紅藻的基因體發現，它

們的基因體不大（12∼ 20 Mb 左右；大腸桿菌的基因體為 4.6 

Mb），是已知真核藻類中最小的。生理測試與基因體分析的綜

合結果顯示，這些紅藻藉由大量表現的氫離子運輸膜蛋白（H+-

06 Galdieria partita 在高濃度有機物（以

葡萄糖為例）存在時，可在強烈光照

條件下進行異營生長。此時細胞內的

葉綠素濃度明顯降低 （傅瀚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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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Pase），並耗費大量的能量（ATP），將氫離子送出細胞外，將

細胞內的 pH 值維持在中性 （pH 6.8 左右）。

另外，這些紅藻失去許多發酵基因，以降低酸性代謝產物

的生成。嗜酸嗜熱紅藻也製造許多抗逆境蛋白（heat-shock 

proteins）以降低極端環境條件對生理及細胞酵素的衝擊。分析 

G. sulphuraria的基因組成也有令人驚訝的發現：部份基因沒有

與其他真核生物相似的同源基因，推斷這些基因（佔基因體的 

5％ 左右），可能源自細菌或古菌，是透過水平基因轉移而進入

嗜酸嗜熱紅藻的染色體中。這個結果暗示，嗜酸嗜熱紅藻與共

棲的細菌及古菌之間，應該有很強的交互作用。這些基因多半

是存活於極端環境所必需，例如將有毒重金屬砷經由有機化而

去毒。由於這些極端的生理特性，嗜酸嗜熱紅藻可以被應用於

工業廢水（常常是高溫強酸且含有高量重金屬）的生物處理。

跟這批基因相當類似的極端環境適應機制與相關基因，最近也

在一種嗜酸綠藻 Chlamydomonas eustigma的基因體裡被找到，顯

示它可能是個極端環境藻類增強自己能力的機制。

台灣陽明山地區的嗜酸嗜熱紅藻研究其實不乏其人。早在 1990 

年代，台灣大學植物系的陳益明教授即已著手進行它的嗜熱生

理研究。近年來東海大學的劉少倫副教授，廣泛地採集並分離

東亞及東南亞地區的嗜酸嗜熱紅藻，數量將近有百株之多。他

使用光合生物都有的固碳酵素 rubisco的大蛋白質次單元基因 

（rbcL）作為親緣分類的標誌分子，以及藻類對醣類利用能力等

生理特性，對這些地區的嗜酸嗜熱紅藻做了完整的系統分類研

究。中興大學的劉雨庭助理教授也使用由台灣分離出來的嗜熱

嗜酸紅藻進行重金屬鉛吸附研究，發現溫泉紅藻有非常優異的

吸附能力，可以做為重金屬廢水處理優異的生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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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的江殷儒博士及傅瀚儀博士，

則對焿仔坪的地區的兩種優勢嗜酸嗜熱紅藻，帕緹塔加爾迪耶

里藻（G. partita）及最大加爾迪耶里藻（G. maxima），進行了

深入的光生理研究。劉少倫老師的田野調查發現，帕緹塔加爾

迪耶里藻主要生長在日蔭處的火山泥中、火山岩的內層及曝露

於日光照射下的土壤表面；最大加爾迪耶里藻分佈廣泛，除了

上述棲地環境，也可以生長在日照強烈的水底岩石上。傅博士

的生理研究顯示，前者生理上傾向異營；而後者則主要進行光

合自營作用。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帕緹塔加爾迪耶里藻相較於

最大加爾迪耶里藻，對光線更加敏感，在強光下容易死亡。但

如果外加葡萄糖則可讓帕緹塔加爾迪耶里藻在強光下恢復生

長。此結果解釋了在環境中，帕緹塔加爾迪耶里藻為何侷限在

弱光的地方生長；以及在有機物含量豐富且日照充足的土壤表

面，可以發現豐富的帕緹塔加爾迪耶里藻族群。從這些研究成

果，我們逐漸瞭解這些特殊紅藻的生理及生態特性。嗜酸嗜熱

紅藻雖然早在百餘年前即已被人類所發現，但是對於它們的分

類、生理與代謝，尤其是這些紅藻與細菌或古菌如何進行合作

或競爭，讓自己在如此極端環境下存活，仍有許多值得研究的

地方。

就連微小的嗜酸嗜熱紅藻，都使盡洪荒之力生長在這片硫花處

處的極惡之地上；再想想許多宅男連女生的手都沒牽過，你頓

時覺得失戀這種人生必修課題，似乎變得輕鬆而無關緊要。你

戴上安全帽離開此地，臉上掛著笑意。

參考文獻
• Hirooka S, Hirose Y, Kanesaki Y, Higuchi S, Fujiwara T, Onuma R, 

Era A,  Ohbayashi R, Uzuka A, Nozaki H, Yoshikawa H, Miyagishi-

ma SY. 2017. Acidophilic green algal genome provides insights into 

adaptation to an acidic environment.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4: 

E8304-E8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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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殷儒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我們不可能充分了解一個生態系統，如果對於系統內的微生物種類與功能一無所知！我的

研究興趣是發現這個星球上尚不為人所知的新型微生物代謝途徑。

 

劉少倫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副教授 

從小在臺灣最南端的恆春長大，跟著爸爸浮潛，跟著媽媽種花種草，在水跟植物的薰陶

下，當念大學後接觸到海藻多樣性的研究，似乎就理所當然的一頭栽入藻藻樂趣的科學人

生活。目前研究興趣使用分子生物技術來探討藻類的多樣性、親緣地理、基因體演化和群

落組成等生態演化研究主題。

• Hsieh CJ, Zhan SH, Liao CP, Tang SL, Wang LC, Watanabe T, 

Geraldino PJL, Liu SL. 2018. The effects of contemporary selection 

and dispersal limitation on the community assembly of acidophilic 

microalgae. J Phycol doi: 10.1111/jpy.12771.

• Hsieh CJ, Zhan SH, Lin Y, Tang SL, Liu SL. 2015. Analysis of rbcL 

sequences reveals the global biodiversity,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biogeographical pattern of thermoacidophilic red algae (Cyan-

idiales). J Phycol 51: 682-694. 

• Ju X, Igarashi K, Miyashita S, Mitsuhashi H, Inagaki K, Fujii S, 

Sawada H, Kuwabara T, Minoda A. 2016. Effective and selective 

recovery of gold and palladium ions from metal wastewater using a 

sulfothermophilic red alga, Galdieria sulphuraria. Bioresour Technol 

211:759-764.

• Schönknecht G, Chen WH, Ternes CM, Barbier GG, Shrestha RP, 

Stanke M, Bräutigam A, Baker BJ, Ban�eld JF, Garavito RM, Carr K, 

Wilkerson C, Rensing SA, Gagneul D, Dickenson NE, Oesterhelt C, 

Lercher MJ, Weber AP. 2013. Gene transfer from bacteria and ar-

chaea facilitated evolution of an extremophilic eukaryote. Science 

339: 1207-1210.

• Qin J, Lehr CR, Yuan C, Le XC, McDermott TR, Rosen BP. 2009. 

Biotransformation of arsenic by a Yellowstone thermoacidophilic 

eukaryotic alga.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06: 5213-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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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蟲上的酵母菌 林宛柔 / 著

酵母菌和人類社會息息相關。它們和人的關係包括

生產食品、飲料和工業化學品，也能作為生物學研

究的模式生物，當然也有一些種類會致病（例如白

色念珠菌）。然而，關於在自然環境中的酵母菌生

態，還有許多疑問等待釐清。

01 雙標紫斑蝶 Euploea sylvester swinhoei。來源 Peellden，CC BY-SA 4.0 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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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母菌為單細胞真菌，陸生環境中的各類

棲地都可能有酵母菌存在。植物提供酵母

菌多種不同的微棲地，包括花、蜜腺、果

實、葉表、樹汁，讓這些微棲地上各自出

現獨特的酵母菌相。越來越多的研究發

現，昆蟲也是酵母菌的棲地，可能和它們

密切相關。昆蟲是替許多開花植物授粉的

媒介，而花蜜則是植物回饋昆蟲的報酬。

花蜜中含有糖份，是酵母菌的重要營養來

源，而你也真的可以在多種植物的花蜜中

發現酵母菌的存在。訪花昆蟲可能藉由傳

粉及吸食花蜜的行為，從環境中沾附或者

攜帶酵母菌在身上，進而協助酵母菌的傳播和拓殖。

許多昆蟲的身上都攜有酵母菌，包括甲蟲、蜜蜂與熊蜂等。

蜜蜂有很高比例的個體身上帶有酵母菌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而且它也是冬季蜂巢內的優勢菌種。熊蜂身上則有 

Metschnikowia、Starmarella、Debaryomyces、Zygosaccharomyces 等酵

母菌菌屬。昆蟲除了是酵母菌的棲地，也可以是酵母菌的傳播

者。蝴蝶是重要的訪花昆蟲。台灣的紫斑蝶具有遷徙的習性，

春夏兩季分布在全台各地繁殖，冬季成蝶遷徙至南部蝶谷，在

世界兩大越冬蝶谷之一的茂林峽谷越冬（圖 1）。台灣紫斑蝶上有

包括Metschnikowia（圖 2）、Candida等多種優勢酵母菌。這些酵母

菌存在蝴蝶的口器、翅膀和前肢上，且可在其表面上生長。當

蝴蝶以花蜜為食、在樹葉上曬太陽、啜飲葉子上的水分、或停

在水坑或潮濕的沙土上時，就可能與當地的酵母菌接觸，進而

攜帶這些酵母菌。酵母菌可以附著在紫斑蝶身上，跟著遷徙的

紫斑蝶抵達遠方，達到拓殖散佈之目的。

昆蟲在協助酵母菌傳播時，是否也獲得了好處呢？有個生態假

02 紫斑蝶上常見的酵母菌

Metschnikowia  koreensis（林宛柔

提供）。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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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宛柔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生物資源保存及研究中心 研究員

投身應用產業的真菌生態學家，主要研究興趣主題為真菌的多樣性、群落構建機制以及

他們與其他生物間的交互作用。

說這麼認為：酵母菌演化出從糖中提取能量，並產生揮發性化

合物之代謝途徑。這些揮發性物質等於是「這裡有糖」的訊

號，吸引昆蟲前來，然後來的昆蟲就可以將酵母菌或其後代傳

播到另一個有糖的生境。反過來從昆蟲的角度來看，昆蟲演化

出偵測酵母菌產生的化合物的能力，並利用這種能力幫自己找

到糖源。酵母菌從免費搭車中受益，昆蟲則受益於可用資源的

誠實訊號。

近年微生物生態領域的研究正蓬勃發展。然而我們對於昆蟲和

酵母間生態、演化關係，所知還是很有限，遠遠不及其他生

物。這一部份知識的進展，將有助於協助科學家們預測特殊酵

母菌棲地或是酵母菌多樣性熱點。

參考文獻
• Brysch-Herzberg M. 2004. Ecology of yeasts in plant-bumblebee 

mutualism in central Europe. FEMS Microbiol. Ecol. 50: 87-100.

• Lin WR, Wang PH, Hsieh SY, Tsai CH, Hsiao, SC. 2018. Yeasts 

associated with Euploea butter�ies. Mycosphere 9: 149-154.

• Madden AA, Epps MJ, Fukami T, Irwin RE, Sheppard J, Sorger 

DM, Dunn RR. 2018. The ecology of insect–yeast relationships and 

its relevance to human industry. Proc. R. Soc. B 285: 20172733. 

• Stevic S. 1962. The signi�cance bees (Apis sp.) and wasps (Vespa 

sp.) as carrier of the yeast for the micro�ora of grapes and the 

quality of wine. Arkhiv. Poljjoprivredne Nauke. 50: 8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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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等菌種鑑定結果？
試試 MALDI-TOF MS 吧！

施朝仁 / 著

在學界，正確的菌種鑑定關係著研究生能

不能順利畢業、教授的論文能不能發表；

在業界，微生物產品中菌的正確性則關係

著普羅大眾的健康與權益；在醫界，精確

的菌種鑑別，更是影響醫生能否正確下藥，是攸關生死的重大

任務。

傳統微生物的鑑定方法建立於形態觀察及生理生化反應的基礎

上。形態觀察不外乎菌長的圓還是扁？長還是短？有無鞭毛？

會不會產生內孢子？革蘭氏染色是紅還是藍？菌落形態是濕潤

隆起或是乾扁皺縮等等。生理反應要看菌的厭氧性、生長溫

度、生長酸鹼值、耐鹽程度等。生化反應則是看對碳源的利

用、碳水化合物的氧化或發酵、酵素反應等等。然而，這些檢

測所謂的表現型特性（phenotype）的觀察或試驗，往往費時且

耗工，甚至不一定精確。

因應著科研人員對「快速」、「可靠」的渴望與需求，微生物鑑

定平台也跟著快速演進中，更快、更準的套組與儀器不斷地推

陳出新。以生化反應偵測為例，Biomerieux公司在 1970年代

推出的 API ®鑑定產品堪稱全球最早開發的手工微生物鑑定系

統。這套系統將繁複的零散生化試劑融合成套裝式組合，曾被

視為微生物領域中的黃金標準鑑定法，被廣泛運用在各領域

微概念

無論是在學界、業界抑或是醫界，對所

有微生物研究的從業人員而言，精確的

微生物身份判定或鑑定，一直都是最重

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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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整個系統大約涵蓋 600多種菌株，所需的鑑定時間只要

18∼ 72小時（圖 1）。然而，他畢竟還是「手工套組」，操作時的

試劑添加、結果判讀都還是得自己來。於是另有廠商推出了半

自動的鑑定系統，如 BiOLOG公司推出的MicroStation微生物

菌種鑑定系統（圖 2），只要手動添加菌液到 96孔樣本盤，反應結

果就交由機器判讀、比對。這套系統可鑑定的菌株範圍更廣，

多達 2,500種。有了半自動系統後，當然就會有廠商研發全自

動系統，Biomerieux公司繼 API ®系統後，再接再厲推出全自動

微生物分析系統 Vitek 2 Compact（圖 3），強調只要備妥菌液，機

器就可以自動將菌液吸入測試卡內，在含有不同試劑的小反應

槽裡進行反應，腸內桿菌最快 2∼ 6小時即可判定身份。

上述這些鑑定方式，都是根據微生物的表現型來進行判定，然

而隨著分子生物技術的快速進步，基於微生物基因型的分類方

法發展得如火如荼。不管是利用細菌的 16S RNA基因序列，或

是真菌的 18S RNA基因序列，只要能取得目標微生物的 DNA，

經過簡單的聚合酶連鎖反應（PCR）及定序反應就能獲得菌種

的 DNA序列。也因此，線上基因序列資料庫的資料正以每日

數以萬計的數量快速累積中。根據這些序列，生物資訊專家可

快速的將各個微生物樣品進行比對分類，甚至畫出他們的系統

01 API® 鑑定系統（施朝仁提供）。

02 BiOLOG MicroStation 微生物菌

種鑑定系統（施朝仁提供）。

03 Vitek 2 微生物鑑定系統（施朝仁

提供）。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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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樹圖。微生物學家只要將手上未知菌種的 16S 或 18S rRNA

基因的序列與資料庫進行比對，很快地就能得到最接近的菌

名，而且多數菌種的身份判定能精確到連同種不同品系都鑑定

得出來。於是，現在的微生物從業人員，遇到未知菌株，第一

個反應就是定序。至此，微生物鑑定平台正式進入了基因型的

時代。

而隨著定序繼續的突飛猛進，尤其次世代定序儀的發展，更將

微生物鑑定帶入另一個境地—不用純菌也不用活菌就可了解

全菌組成的宏觀基因體世代（metagenomics），不過這不是此篇

重點，表過就好。對微生物生態學家、醫院微生物檢驗人員

或食品、藥廠環境監控人員而言，每天所面對的絕對不會是簡

單、少數幾株菌的鑑定工作，往往一次就是數百甚至上千個未

知菌落。即使你的老闆很有錢，可以很豪邁地把全部的未知

菌落（菌液）通通送去做定序，但別忘了還要先一個一個抽 

DNA、跑 PCR、跑電泳確認增幅片段等等的工作得先進行，就

算實驗室裡有錢到可以將上述工作都以全自動設備代勞，」時

間」仍是無法避免的成本。

解決的方法就是基質輔助雷射脫附游離飛行時間式質譜儀，以

下簡稱MALDI-TOF MS（圖 4），這項技術近年已被廣泛應用在微

生物鑑定與研究上。這項技術的原理為：將樣品與基質（通常

為有機酸）混合，以鐳射光激發樣品，讓樣品氣化游離後，飛

行至偵測器，系統再將樣品中所有蛋白質、胜肽、代謝物等依

質量大小以圖譜呈現。這就像是要分析一個班級（細胞）的學

生體重（全細胞蛋白質）組成，讓學生穿上感應槍聲會強迫起

跑的特定衣物（基質），並排站於起跑線（樣本盤），鳴槍（雷

射激發）後起跑。學生裡體重輕的跑得快，體重重的跑得慢，

裁判在終點線依抵達順序將學生排序，排列於司令台（圖譜），

則可得到該班級學生體重組成（蛋白質指紋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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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DI-TOF MS解析微生物的全細胞蛋白質分子量大小範圍

在 2000-20000 Da之間，此區間的蛋白質以核醣體蛋白等胞內

負責持家的蛋白質為主（Wieser et al.,2012）。核糖體蛋白在不

同菌種都需要用到且需求量相當，所以不易受到外在培養條件

影響，故質譜訊號有良好重複性與再現性，可作為菌種鑑別之

依據。MALDI-TOF MS設備的製造商已與德國菌種中心合作，

將已知菌株的蛋白質指紋圖譜建立資料庫，利用相同物種指紋

圖譜一致的特性，將未知樣本圖譜與已知圖譜比對，則可快速

完成微生物身分鑑定。對於一般微生物而言，其解析度已能達

到「種」層次的鑑別，甚至是近緣物種之區分，因而被認為具

有取代細菌 16S rRNA基因定序比對之潛力（Dieckmann et al., 

2008; Ruiz-Moyano et al., 2012; Sedo et al., 2013）。MALDI-TOF MS 

技術比對菌株細胞裡的多種蛋白質，而 16S/18S rRNA基因的

比對只用一個基因為代表。想像要區分兩個班級的特色差異，

分析全班同學的體重組成，似乎比只抓班長出來比較身高體重

來的宏觀一些。

04 MALDI-TOF MS 系統（施朝仁提

供）。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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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朝仁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生物資源保存及研究中心 研究員

大學時一頭栽入冷門艱深的絕對厭氧菌世界，博班畢業後因緣際會又學了 MALDI-TOF MS

菌種快速鑑別，現在這兩項技能倒成了吃飯的工具 !

利用MALDI-TOF MS進行微生物分類鑑別最大優勢在於時間

成本的降低。只要將欲分析的菌落直接塗抹於樣本盤，覆以

特定基質即可，而且每個樣品盤可同時處理 96個樣品，上機

後 2小時內即可完成所有分析。每一個樣品點所需使用的試劑

耗材花費低於百元新台幣，相較於前述的手動微生物鑑定套組

（API®）與半自動（BiOLOG）或全自動鑑定系統（Vitek 2），甚

至是 16S rRNA基因序列分析，在操作上更加簡便且成本更低，

因此非常適用於短時間內進行大量樣品之快速分群鑑別分析。

故，想做菌種鑑定，你不用再苦等生化反應與定序結果了，試

試 MALDI-TOF MS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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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中默默耕耘的藍碳大象：
大型海藻生態系

劉少倫 / 著

自從 17世紀工業革命推動了全球化的工業發展，將原

本封存在地底或深海地層中的石化燃料（例如煤、天

然氣等），轉化成大量溫室氣體（主要是二氧化碳），

釋放到大氣；這些溫室氣體，宛如掙脫地獄枷鎖的惡

魔，在人類的貪婪中，以非常快的速度提高氣溫，並

加劇全球氣候的改變。

這幾年，我們對極端氣候的感觸似乎

更為強烈，聽著以下這些新聞：南歐

和東京夏季更久更高溫的熱浪、北極

圈創紀錄的夏季高溫、南北極冰川大

量的崩解、臺灣五月竟然創下比夏季

更高的溫度、澳洲大堡礁珊瑚因高溫

白化將在未來死去 60∼ 80％ 等。每

一年，新聞媒體都說這些極端氣候打

破過去幾百年來的紀錄，非常「異常

（abnorm）」（圖１）。這樣的新聞每年重

複的發生，新的一年又再次創下新的高溫紀錄，這些極端氣候

的新聞已經不再異常，甚至可以說這些極端氣候的新聞已經變

成「正常（norm）」。在我們享受石化燃料使用及工業發展帶來

的舒適便利和富裕的生活時，它們帶來的暗黑破壞性猶如喪鐘

般替人類末日開始倒數計時。

01 臺灣各媒體有關極端氣候的報導標

題（擷取自各媒體 2018 年網路報

導劉少倫提供）。

微生活



24

MiTalkzine  03 微生活

藍碳是什麼？

在 1990 年， 聯 合 國 環 境 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及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

組織下的跨政府海洋學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UNESCO）共同發表聲明指出全球海洋有 55％的

初級生產者應被視為「藍碳（blue carbon）」。其中海草、紅樹

林和鹽草等沿岸生態系，在封存大氣二氧化碳的數量上更是遠

高於熱帶雨林。但，相較於熱帶雨林，這些藍碳生態系卻是以

過去 5∼ 10倍的速度快速消失，對全球暖化狀況雪上加霜。

在氣候變遷的威脅下，也因這樣的報告，激起全球政府跟海洋

學界一股對這些沿岸藍碳生態系的保育重視跟研究，尤其著重

在海草、紅樹林和鹽草等維管束植物為主的生態系。

到底藍碳是什麼？海洋中怎樣的初級生生產者才可以被視為

藍碳？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得了解「碳吸存（carbon 

sequestration；抑或翻譯成碳匯及碳截存）」是什麼。當維管束

植物或藻類進行產氧光合作用時，能夠使用太陽光能將大氣中

的二氧化碳固定，產生葡萄醣（C6H12O6；或 6(CH2O)）及氧

氣（反應式一）。因為葡萄醣主要是以碳為分子骨幹，並由生物合

成，故可歸類為有機碳。

反應式一（光合作用）： 

CO2 + 2H2O + >8 photons → CH2O + H2O + O2

由光合作用產生出來的有機碳葡萄糖，能進一步在維管束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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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例如海草、紅樹林和鹽草）體內合成另一種有機碳分子木

質素（lignin），用來支撐維管束植物。木質素是一種非常難被

微生物分解利用的有機碳。因此當維管束植物死去後，這些不

易分解的木質素就成為一個天然的碳吸存裝置，能抵抗微生物

分解並最終埋進地底沉積物，不再釋放回大氣，而達到降低大

氣二氧化碳的目的。我們將這樣的碳吸存過程稱為「碳埋葬

（carbon burial）」。此外，在大洋中生長的小型浮游藻類，死掉

後會沉降到微生物作用不活躍的低溫深海區。微藻殘骸在這裡

無法被微生物分解，而最終埋葬於深海中，這樣的碳吸存方式

稱之為「生物幫浦（biological pump）」。整體而言，當二氧化碳

藉由光合作用固定成為有機碳後，它們就能夠藉由碳埋葬或生

物幫浦方式被長期儲存，而不被微生物轉化為二氧化碳，再度

釋放回大氣中，這就是碳吸存的概念。因為海草、紅樹林、鹽

草及大洋小型浮游微藻們身處藍色海洋中，又具備碳吸存的功

能，故以藍碳稱之，以與陸域生態系的功能區隔。

海藻與碳吸存

從碳吸存的定義思考，假如海洋中初級生產者死後不能夠被碳

埋葬（=碳封存），或是無法有效降低大氣二氧化碳，我們是

不能把它們視為藍碳的。生活在海洋中的大型海藻（簡稱海

藻），因不具備木質素，又大多生長在岩岸，導致殘骸不易被

沉積物包埋。再者它們也不像小型浮游微藻可藉由生物幫浦方

式進行碳吸存，因此傳統上認為它們在藻體死亡後會快速被微

生物分解，再度以二氧化碳方式釋放回大氣中，所以它們在藍

碳科學討論中一直乏人問津。但近年來隨著更多的研究，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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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生態學家逐漸體認到沿岸這

些大量生長的海藻，其實可以藉

由不同的方式具備碳吸存的生態

功能，可以說是一個長期被低估

的藍碳生態系。在這幾年的研究

裡，海洋生物生態學家到底學到

了什麼，讓我們得以重新認識這

群默默協助我們降低大氣二氧化

碳的功臣？

海藻碳吸存其中的一種方式，就是藉由鈣化作用累積碳酸鈣。

在所有海藻中，約有 5％ 的物種能進行鈣化作用，在藻體內累

積碳酸鈣。這些海藻被泛稱為「鈣化海藻」，其中以紅藻中的

珊瑚藻科藻種為最大宗，且具有最多樣的鈣化海藻。另外珊瑚

藻科的殼狀珊瑚藻更能夠層層推疊，建構與珊瑚礁在規模上不

相上下的巨大生物礁體（super reef），例如臺灣西北海岸的桃園

藻礁（圖 2）。在水中的海藻無法像陸上的維管束植物可藉由氣孔

從大氣獲得源源不絕的二氧化碳。此外因為海水是弱鹼性的環

境（約 pH 8.2），二氧化碳溶於海水中時主要是以碳酸氫根負

離子（HCO3
-）形式存在，而非二氧化碳。因此海藻進行光合

作用時會面臨二氧化碳不易取得的難題，勢必要有辦法退而求

其次地使用碳酸氫根負離子。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海藻演化出

鈣化作用，來將碳酸氫根負離子來提供光合作用所需的二氧化

碳。

02 桃園大潭藻礁潮間帶（上圖；劉少

倫提供）退潮後暴露出來的胞石

藻屬（Sporolithon）的殼狀珊瑚藻
（左下圖；劉少倫提供）和珊瑚藻屬
（Corallina）的有節珊瑚藻（右下圖；

陳品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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鈣化海藻細胞膜上的質子鈣反向轉運蛋白（H+/Ca2+ antiporter）

可以將鈣離子濃縮在細胞間隙，產生高鹼度區域，使細胞間隙

成為催化碳酸鈣累積的區域（反應式二）。

反應式二（鈣化作用）： 

CO2 + Ca2+ + H2O → CaCO3 + 2H+

在運送鈣離子到細胞間隙的同時，細胞也將質子運輸到細胞

外，產生出高酸性區域，把海水中的碳酸氫根負離子變成二氧

化碳。這樣一來鈣化海藻間接使用水中的碳酸氫根負離子產生

高濃度二氧化碳，擴散至細胞內使用（反應式三）。

反應式三（碳酸氫根負離子使用）： 

2H+ + 2HCO3
- → 2CO2 + 2H2O

在這些複雜的反應式把你搞得暈頭轉向前，希望你已經看出鈣

化海藻的策略。它們利用在細胞間隙累積碳酸鈣，竟然可以協

助藻體細胞獲得高濃度的二氧化碳，供光合作用所需。

碳吸存與藻礁

走筆至此，我不禁想起過去所學的鈣化作用反應中，鈣離子與

碳酸氫根負離子的反應除了合成出碳酸鈣，也會釋放出大量的

二氧化碳（反應式四）。

反應式四（動物鈣化作用）： 

Ca2+ + 2HCO3
- → CaCO3 + CO2 + 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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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那鈣化作用豈不是不能降低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反

而增加它的濃度了？沒錯，鈣化骨骼形成的確是一種釋放二氧

化碳的過程。然而，別忘了，鈣化海藻是能夠行光合作用的生

物，這些產生的二氧化碳會進一步被藻體的光合作用反應使用

殆盡。因此，當我們結合反應式一的光合作用、反應式二的鈣

化作用和反應式三的碳酸氫根負離子使用，鈣化海藻的光合作

用確確實實是一個降低外界二氧化碳，產生碳酸鈣、葡萄醣跟

氧氣的化學反應（反應式五）。

反應式五（鈣化海藻光合作用）： 

Ca2+ + 2HCO3
- → CaCO3 + CH2O + O2

想像一下，當殼狀珊瑚藻以約 7500 年的時間，將碳酸鈣層層堆

疊建構出如桃園藻礁長達 27 公里的藻礁，這些礁體可以說是

一個長期封存大氣二氧化碳的碳吸存裝置。除了殼狀珊瑚藻建

構的藻礁能進行碳吸存，近年同屬於珊瑚藻科的有節珊瑚藻也

被發現具有合成木質素的能力。這是個和陸地植物合成木質素

相似的趨同演化，讓藻體可以抵抗強浪的拍打。木質素不易分

解，因此可以想見珊瑚藻死後有機碳也能像維管束植物一般被

保存，以碳埋葬於淺海沉積物中。如果整合文獻資料來粗算珊

瑚藻的有機碳（例如木質素）或無機碳（例如碳酸鈣），全球

每年約有 1.6 × 109公噸的碳可藉由它們的碳埋葬或生物礁體建

構被吸存起來。

把碳埋葬封存起來

海藻還有另一種進行碳吸存的方式：生長在岩岸的海藻剝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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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藉由藻體漂移沉降到能夠碳

吸存的環境中被保存下來。舉例

來說，許多褐藻（例如昆布、馬

尾藻或囊藻）具有氣囊結構，能

夠使剝落的藻體在海洋中漂移一

段時間（圖 3）。以馬尾藻為例，氣

囊約在剝落 5 小時後才在洋流外

力影響下崩解，才讓藻體在離岸

較遠的淺海沉積物上封存。利用

穩定碳同位素分析技術，科學家發現在淺海海草床或紅樹林的

沉積物中，約有 50∼ 60％ 的碳是來自於海藻或其它非維管束

植物之初級生產者，顯示絕大多數海藻雖不具木質素，但其有

機碳確能搶在微生物分解前被封存於這些淺海沉積物中。

此外還有個非常類似生物幫浦的機制可以幫助碳封存。生長在

沿海岩岸的海藻，如果位於海底峽谷附近，其剝落的藻體很容

易由淺海經海底峽谷一路滑落到深海，或漂移到大洋並沉降至

深海，讓這些藻體得以埋葬於深海低溫的沉積物中，不受到微

生物分解。由文獻資料粗算得知，藉由海藻有機碳在淺海碳埋

葬或深海沉降方式，可貢獻全球每年約有 1.73×108公噸的碳

被封存起來。其中，約有 88％ 是由深海沉降所貢獻的。

同樣也是粗略估算，在沿海生態系中的維管束植物（海草、紅

樹林和鹽草）的有機碳，全球每年約有 1.21×108公噸的碳可

藉由淺海碳埋葬封存起來。相較之下，海藻顯然具有與沿海這

03 漂浮在東沙內環礁的亨氏馬尾藻
（Sargassum henslowianum； 

上圖）及羊棲菜馬尾藻（S. 

fusiforme；左下圖）。白色箭頭為

羊棲菜馬尾藻具有氣囊的小葉（右

下圖）（劉少倫提供）。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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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維管束植物相當或更高的

碳吸存量。綜合這些研究，

我們開始了解到，沿岸海藻

對碳吸存的貢獻很大，分別

利用鈣化作用礁體建構、木

質素合成、淺海碳埋葬及深海沉降等四種方式來達成（圖４）。

檢視台灣的藍碳生態系

和維管束植物相比，海藻在碳吸存上的貢獻長期被學界所忽

視。有鑑於雨後春筍般的新研究證據，Krause-Jensen 等人於 

2018 年在國際著名期刊 Biology Letters 撰文，以藍碳大象來描述

海藻在藍碳中的貢獻，並呼籲學界應開始正視海藻在全球藍碳

舞台上舉足輕重的地位。

排除海藻在藍碳的貢獻其實是種鴕鳥心態，這樣一來將無法有

效管理保育這些能夠減輕氣候變遷的藍碳生態系，並可能因輕

忽而導致破壞。當這些尚未被好好了解的藍碳生態系消失後，

將可能在全球氣候變遷下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以臺

灣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大潭藻礁生態系保育議題來說，政府希

望在這個區域建置第三天然氣接受站，以提高臺灣未來石化燃

料天然氣的使用量進行發電。然而，在這樣工程政策的背後，

似乎並未意識到大潭這一片藻礁在藍碳中的貢獻，使得臺灣不

僅無法遵守全球在 2015 年所簽訂巴黎協議以降低溫室氣體的排

放外，可能更進一步摧毀能夠降低溫室氣體的藍碳生態系。

04 

04 海藻碳吸存示意圖（劉少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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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倫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副教授 

從小在臺灣最南端的恆春長大，跟著爸爸浮潛，跟著媽媽種花種草，在水跟植物的薰陶下，

當念大學後接觸到海藻多樣性的研究，似乎就理所當然的一頭栽入藻藻樂趣的科學人生

活。目前研究興趣為使用分子生物技術來探討藻類的多樣性、親緣地理、基因體演化和

群落組成等生態演化研究主題。

臺灣四周環海，具有多樣的沿海藍碳生態系，包括墾丁的海草

生態系、西海岸的紅樹林生態系、西北部的藻礁生態系及東海

岸鄰近海底峽谷的海藻生態系。然而，對於臺灣周遭這些藍碳

生態系的碳吸存，許多基礎研究資料仍舊不明。在氣候變遷下

的臺灣，了解我們四周海域藍碳的價值，是臺灣人身為全球公

民一份子責無旁貸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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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海邊的小香菇頭 何翰蓁 / 著

細菌在哪裡

細菌小到即使在光學顯微鏡下，都只能隱約看到它們

的輪廓，因此，解像力至少好一千倍的電子顯微鏡成

為看清楚細菌長相的常用工具之一。 據說細菌無所不

在，那我們就來看看它們是不是真的那麼神？是不是

什麼鳥不生蛋的地方都可以找到它們的蹤跡？在這個

專欄裡我將利用自己在電子顯微鏡下拍攝的超顯微照

片，帶著大家縮小自己，四處探查細菌的家。
01 石梯坪有漂亮的地形

景觀，是花東海岸的著

名景點（陳俊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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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潮間帶生物有興趣的人，絕對不能錯過花蓮的石梯坪（圖 1）。

這裡有發達的海蝕地形，岸邊的珊瑚礁、一個個壼穴形成的潮

池，都是你可以花上大半天、觀察潮間帶生物的寶地。

在潮間帶石頭上仔細找找，海葵的親戚菟葵是群容易出現的可

愛生物。Palythoa屬的菟葵是石梯坪潮間帶相當容易看到的種

類。它們總是以數十到數百隻的群聚出現（圖 2），退潮時會縮成

像一隻隻小指頭露出水面（圖 3），像是縮小版的童話城堡。當海

水回來讓牠們完全浸在水中時，才會像朵朝天挺立的香菇大傘

那樣慢慢張開。這種可愛的外型，讓人想不注意到都很難。在

02 退潮時露出水面的 Palythoa 屬菟

葵（陳俊堯提供）。

03 菟葵張開時（左）和縮起來（右）有

不同的外型（陳俊堯提供）。

04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下菟葵的面貌。

這是低倍下觀察的照片，可以看到

表面有黏液覆蓋（何翰蓁提供）。

02 

0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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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直徑大約有 1∼ 2公分、高度大約 2∼ 4公分的菟葵上，可

以發現那些微生物呢？

採集回來的菟葵經過繁複的樣本處理後，我們一樣先在掃描式

電子顯微鏡下觀察菟葵的表面。（圖 4）是收縮中、頂端開口朝左

的菟葵低倍照片。

在菟葵表面主要可以看到矽藻（圖 5）和以桿狀細胞為主的細菌（圖

6）。矽藻是海水中常見的光合生物，原來也會在菟葵上停留。

此外，在菟葵也能看到一些形狀特別的微生物（圖 7），由大小推

測可能是細菌，但只靠形態觀察還無法判斷它們的身分。至於

菟葵表面的細菌種類，在我們培養下，發現超過 90％ 為海洋

弧菌屬（Vibrio）的細菌。 

海葵和珊瑚一樣，在靠近體腔側的細胞內有共生的甲藻

（dino�agellates）。從過去珊瑚及海葵的研究中證實，這些共生

05 有上下蓋、像精緻雕刻的肥皂盒，是矽

藻的特徵（何翰蓁提供）。

06 菟葵表面的桿狀細菌（箭頭）（何翰蓁

提供）。

07 形態特別、依附在菟葵表面的不知名

微生物（箭頭）（何翰蓁提供）。

05 06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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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翰蓁  慈濟大學解剖學科 副教授

喜歡觀察細胞組織的不同形態及細微特徵。大學時一頭栽進電子顯微鏡下迷人的黑白世

界，以研究精子細胞內各種胞器變化開啟研究生涯，目前觀察對象小至細菌，大至人體。

藻行光合作用，提供刺絲胞動物養份，也影響了在這些動物上

的細菌組成。由於位在細胞內，我們得先把樣本撕開才能在掃

描式電子顯微鏡下看到它們。觀察到被裂開的細胞內部時，可

以看到這些大致呈圓球形的藻類細胞（圖 8）；而換成以穿透式

電子顯微鏡觀察菟葵切片時，更可以看到這些直徑大約 6∼ 8 

um、具有細胞核和葉綠體的共生藻（圖 9）。經過序列分析後，發

現菟葵主要的共生藻屬於 Clade C Symbiodinium。

海邊礁石間的菟葵在我們看來像是縮小版的城堡。在顯微鏡觀

察下，我們發現牠真的也像城堡一樣，讓很多不同種類的微生

物都能在動盪不安的海洋環境裡有個安身的棲所。

08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下，觀察裂開的菟

葵細胞，其中圓球形的為胞內共生藻
（箭頭）。左上角為高倍下的共生藻（何

翰蓁提供）。

09 穿透式電子顯微鏡下，可以觀察到菟

葵細胞內充滿共生藻。共生藻具有細

胞核（黃色箭頭）、葉綠體（紅色箭頭）

及蛋白核（pyrenoid，綠色箭頭）等構

造（何翰蓁提供）。

08 09 



36

MiTalkzine  02

我們鼓勵對環境細菌真菌藻類病毒感到好奇的新生代來試

試微生物生態，這幾年來也發現好多位年輕同學真的很投

入，而且玩出了興趣，得到還不錯的研究成果。這在高中

繁重的課業下實在不容易。我們會邀請他們來分享這個過

程中的體悟、歡笑與淚水。這次提供經驗分享的郭正浩是

建國中學的畢業生，高中時期曾在中研院生多中心湯森林

老師指導下，進行環境微生物相關研究。

超新星

研 究 之 路 的 初 探 ，
自 我 實 踐 的 旅 程
郭正浩

01 郭正浩與他的研究成果海報（郭正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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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正浩
建國中學

回想高中三年的專題時光，會有笑顏、會有懊惱、會有驕傲、

會有失落，但更多的是無數把汗水滴落，以及滿滿的收穫在心

中。

專題研究，簡簡單單的四個字，在高中數理資優班的課程中，

代表著一學期的六個學分，可謂相當重要。然而對我來說，專

題研究不只是一堂課，更代表了高中時代一個重要的學習里

程碑，背後有著許多的努力付出、不斷的學習進步，以及最初

最原始的感動。或許因為專題犧牲了其他事物，但在回顧這些

時光時，我可以很驕傲地說，專題研究使我的高中生涯精采萬

分。

高一時，我們開始接觸專題研究。從了解研究方法的設計、學

習基本的數據統計，到後來尋找有興趣的領域，甚至是題目，

難免會使沒有太多經驗的我們不知所措。慶幸當時有著專題老

師的引導，使我們不必多走冤枉路，能逐漸確定自己的方向。

由於我選擇的是生物專題，比較需要借助大學端或研究機構等

的資源與指導，故此大約在高一下中旬時便開始尋找合適的實

驗室。而我與我的研究夥伴尋求中央研究院的幫助，在湯森林

老師的指導下開始了我們的研究 「油汙環境中微生物群聚感應

與生物降解的探討」。此研究主要是在環境的生物復育領域中

引入「群聚感應」這個概念，期望透過影響整體環境的菌相使

全體環境微生物可以一同分解汙染物，以達到生物復育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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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而不是單單在環境中投入幾株可以分解汙染物的微生物，

進而被原本環境的微生物所抑制而無法產生預期效果。

在教授與學姊的指導下，我們學會了如何設計實驗、如何尋找

文獻等，在嚴謹而正確的邏輯思維下，規劃了一系列的實驗流

程，並一一動手完成它們。依然記得教授前幾次討論中灌輸給

我們的觀念：「要做一份專題，不只是要自己動手操作，更是

要自己動腦思考，自己動眼觀察。老師與學姊提供的只是從旁

的技術指導和實驗設計的建議。」雖然一開始可能會覺得有點

忙碌、徬徨，甚至到後面無數次失敗時可能會覺得無比挫折，

但在最終完成時回頭欣賞自己所做的一切時，會為自己堅持下

去的態度感到驕傲，而最後的收穫將更是芬芳。

不過對於高中生做專題一事最大的困擾點在於「如何同時兼顧

課業」。由於專題研究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與精力，許多人會

質疑是否在課業方面就會無法像其他同儕一樣有夠多的時間來

讀書，進而導致成績下滑等問題。我認為首先應該要確定自己

對於專題的研究的看法為何。以我與我的專題夥伴為例：對我

來說，專題研究是我想在高中生涯中盡心盡力去完成到好的事

情，因此我願意犧牲一些讀書與課餘時間來做這份專題；而對

我的專題夥伴來說，專題研究是一堂課，不應將其凌駕於其他

課業上面，因此他選擇在課業上面付出更多。這兩種想法無對

錯之分，純粹是基於你今天對於專題研究的熱忱有多大，或是

基於你今天對於課業的要求有多高。如果是前者的看法，勢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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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會犧牲一些讀書時間與精力，成績下滑也無可避免；後者

的看法則可能會使你高中生涯中少了一味獨特而深刻的記憶，

留存的多半是無趣的讀書時光。另外我認為同樣重要的事是幫

自己設定一個底線，比如我的是「成績依然要保持在班上前

半」，來督促自己善加利用零碎的時間來讀書，以免招來父母

的責備與不諒解。透過以上的認知，相信你也能在專題研究與

課業壓力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再來，想分享一些做專題會學到的其他事：

( 一 ) 解決問題的能力：在做研究時，總是會有無數的問題出

現，此時你將學習到如何利用工具、或是自行思考，來解決這

些問題。有別於一般課內學習和考試，透過專題研究，你所學

會的是如何探索未知的領域，而不是停留在早已為人知曉的知

識中。

( 二 ) 閱讀文獻的能力：要完成一份研究，需要有許多前人的

研究為你鋪路，因此閱讀文獻便是一個很重要的能力。這裡說

的閱讀文獻的能力不只包括看懂英文專有名詞等的能力，更重

要的是整理、歸納、以及發想的能力，因為許多厲害的點子都

是在閱讀文獻中突然跳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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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口語表達的能力：通常對於你一步步完成的研究，沒有

人會比你更了解的，因此許多時候你必須將你所做的東西講解

給外行人聽。不論是科展比賽，或是科學交流活動，能夠將你

的研究侃侃而談的說出，並讓其他人都能夠了解，是一項需要

練習的事。透過專題研究，你將有無數次練習的機會，將你的

成果大方展現出來。

( 四 ) 接受失敗的能力：對大部分的人來說，專題研究是一條

充滿荊棘的路，鮮少人能夠一帆風順地得到最後結果。接受

實驗的失敗、研究設計的失敗、科展比賽的失敗，你將擁有更

開闊的心胸，去擁抱這些挫折，感受每一次失敗帶給你的新力

量、新想法，再接再厲，直到你獲得你想要的結果。

然而，回到最一開始的起點，不去考慮做專題會帶給你的任何

好處、任何收穫，其實做專題會讓你再一次拾起對於科學最初

的熱忱，讓你重溫當初科學帶給你的美妙感受。

最後，來談談做好專題可能可以帶來的好處。第一，你可以憑

藉著你的專題成果去參加國內外大大小小的科展比賽，舉凡

臺灣的「全國中小學科展」、「臺灣國際科展」、「旺宏科學獎」

等，或是代表臺灣去參加國際的科展比賽，為自己、為學校爭

取榮耀。第二，你可以參加許多科學活動與交流，像是臺北市

的「中學生科學獎助計畫」、科教館的「青少年培育計畫」、國

內外的科學論壇、代表學校向國際友校分享專題成果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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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加美國 INTEL 每年所舉辦的科展比賽 ISEF（由臺灣國

際科展 TISF 選出代表）的升學政策比照國際奧林匹亞比賽辦

理，可以做為一條升學管道。第四、一份完整的專題在未來大

學面試或備審資料中，都是一個很好的證明，證明自己有獨立

研究的能力。

以上是我高中三年做專題的心得，不知道是否燃起你做專題的

熱情呢？或許要等到你親身走了一次專題之路，才能實際體會

一路上揮灑汗水和淚水的態度，以及回頭時所見的滿山滿谷的

收穫。如果你有興趣，期待你能走出屬於自己的專題路，品嘗

屬於你自己的感動記憶，為高中的生涯寫下一篇無比動人而刻

骨銘心的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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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牛吃草引發的
蝴蝶效應

陳俊堯 / 著

細菌曼波

陪我想像一下：你坐在花蓮海邊，看著窗外，

眼前是碧藍的天空加點白雲，你聽到海浪打上

礫灘，小石頭嘩啦啦滾動。你手上拿著冰涼的

果汁，慵懶地靠在椅子上，聽我講個細菌故事。

01 

01 吃草的牛會影響土壤裡及植物

上的菌相。照片來自 Dominik 

Schraudolf，http://bit.

ly/2PVezTJ，CC0 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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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得吃草才能活，這是我們幼稚園時就學會的事（圖 1）。牛是動

物，草是植物，但是動物和植物之間的事，居然搞到微生物世

界都發生了不得了的動盪。

如果你是熟知微生物世界新聞的人，應該覺得可以猜到我後面

的故事了。牛要吃草，吃下去的草裡有大量以纖維素為主的植

物多醣，影響腸子裡的細菌組成。細菌用了這些多醣來發酵，

其中古菌們啃了有機物後產生甲烷，甲烷組成屁被牛排出，害

大氣裡甲烷濃度升高。甲烷是溫室氣體，人吃的牛越多，大氣

裡甲烷越高，地球變熱，又把人類往滅亡的方向推進了一點。

好可怕。

02 植物是土壤有機物的主要來源（陳

俊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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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講的事的確沒錯。但我要講的不是這個你已經聽過的故

事。

草食性動物吃草，直接影響被吃植物的生存和能量分配，吃得

認真點還可能會改變當地的植物組成。如果一棵植物被啃掉一

半的葉子，一定會設法趕快從土壤裡把氮源吸起來讓自己造新

葉來補光合作用的不足。不過植物認真吸走氮源，也就表示土

壤裡的微生物能用的氮源也變少。

植物生長難免會有枯枝落葉，這些東西在地表逐漸分解，都變

成供應土壤微生物的養份（圖 2）。2015 年在美國懷俄明州的研究

就發現，少了草食動物啃食的草地土壤裡，細菌真菌的數量比

較多，而且分解植物纖維素木質素的基因、呼吸和分解含氮化

合物的基因都比較多（Peschel et al. 2015）。好像動物多吃個兩

口，就要害微生物們縮衣節食了。

2017 年的一篇研究也指出，動物的啃食不只傷到植物，躺在

土裡的微生物也中槍。在研究的這個區域裡數量最多的細菌是 

Actinobacteria 門的菌種，而真菌的第一名則是 Ascomyces。在有動

物啃食的區域，Actinomycetes 門細菌的數量變少，導致多樣性增

高，但是 Ascomyces 門真菌的數量反而增加，讓多樣性降低。他

們發現除了這個因為啃食造成的數量變化，啃食區還同時伴隨

著較低的土壤含碳量、微生物分解纖維素木質素的基因變少、

微生物呼吸作用和分解含氮分子的基因也變少，似乎在草食動

物來搶食物的後果是微生物退讓，利用養份的狀況都變差了。

另一個在奧地利森林裡做的研究也看到類似的狀況。在有牛隻

啃食植物的地方，不但菌相改變，還發現原本可以吸存甲烷的

森林土壤，而變成會向大氣排放溫室氣體甲烷（Mutschlechner 

et al. 2018）。就算不放屁，牛也一樣可以藉別人的手來衝康地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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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你一定沒想到會出現下面這種影響。有個研究想看動物

啃食對周遭生物的影響，做實驗去比較了開放給草食動物覓

食的區域，以及用網架隔離動物進不去的區域。要比較什麼

東西呢？他們找了這個地區常見的蛾類幼蟲（spring webworm 

caterpillars, Ocnogyna loewii，圖 3），要來比較在這些草地上毛蟲

在腸子裡的細菌組成。實驗結果發現兩地的腸道菌相還真有不

同，毛蟲在小時候群居期的菌相還算接近，長大一點開始獨自

行動後，兩組的菌相開始變得不一樣。難道說，作者認為牛隻

在草地裡走來走去吃草，會嚇得毛毛蟲拉肚子而改變腸道菌

相？

你猜錯了，不是。毛毛蟲沒辦法「看見」一隻牛走來走去。但

是，走來走去的牛可以吃光某些好吃的植物，改變當地的植物

組成。而當它們羽化成蛾時，會隨機在植物上產卵，下一代就

以那植物為食。科學家們發現兩區草地上的植物組成不一樣，

03 蛾類 Ocnogyna loewii 的幼蟲。

照片來自 Ziva & Amir，http://bit.

ly/2PTSViK，CC BY-NC-ND 2.0 

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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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俊堯  慈濟大學生命科學系 助理教授

駐守花蓮的細菌人，這輩子的努力目標是讓更多人喜歡細菌。大學學的是動物，大學後專

攻微生物，從脊椎動物玩到無脊椎動物到植物到環境，只要有細菌的東西都忍不住要出手

摸摸。專長是微生物生態，喜歡講動植物跟微生物之間的八卦故事。

推測是因為植物改變，進到毛蟲肚子裡的食物也改變，在被採

回實驗室分析後就得到不一樣的菌相。

牛啊牛啊，你吃個草就天下大亂了，那人的罪孽該怎麼辦呢？

參考文獻
• Berman TS, Laviad-Shitrit S, Lalzar M, Halpern M, Inbar M. Cas-

cading effects on bacterial communities: cattle grazing causes a 

shift in the microbiome of a herbivorous caterpillar. ISME J. 2018 

Aug;12(8):1952-1963. 

• Eldridge DJ, Delgado-Baquerizo M, Travers SK, Val J, Oliver I, 

Hamonts K, Singh BK. Competition drives the response of soil 

microbial diversity to increased grazing by vertebrate herbivores. 

Ecology. 2017 Jul;98(7):1922-1931.

• Mutschlechner M, Praeg N, Illmer P. The in�uence of cattle grazing 

on methane �uxes and engaged microbial communities in alpine 

forest soils. FEMS Microbiol Ecol. 2018 May 1;94(5). �y019. 

• Peschel AR, Zak DR, Cline LC, Freedman Z. Elk, sagebrush, and 

saprotrophs: indirect top-down control on microbial community 

composition and function. Ecology. 2015 Sep;96(9):2383-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