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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介紹

微物坊（MiTalk） 
微物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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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物誌

（MiTalkzine）是我們講故事的地方，現在就加入我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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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光蕈，發光的真菌，跟螢火蟲一樣會發出冷光

（bioluminescence）的生物。它的發光原理有別

於螢光（fluorescence），需要用外來的光源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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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一月 28~29 日在台南成功大學舉辦

的第三屆微物坊（MiTalk）年輕科學家工作

坊（2019 MiTalk Young Scientist Workshop, 

MiTalk YSW）成功圓滿落幕（圖１）。這次工作

坊參加者身分頻譜很廣，有高中生、高中老

師、大學生、碩士生、博士生、博士後研究

員、研究助理、產業界研發工程師、生技公司

第三屆微物坊（M i Ta l k）
年輕科學家工作坊 吳哲宏 / 著

除了吸引不同領域的研究人員

加入，我們希望此領域的研究

氛圍充滿朝氣，於是興起鼓勵

年輕後進站上學術舞台，並幫

助他 /她們從年輕的時候就建

立同儕網絡資源的念頭。

01 第三屆 MiTalk YSW全體參與者合照。地點為成功大學醫學院。（照片由吳哲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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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研究單位研究員、

醫師、以及大學教授等，

人數接近 130 人，會議

場上座無虛席。MiTalk 

YSW是每一年微生物生

態領域年輕研究人員與年

輕學者的交流活動，本次

年輕研究人員正式口頭發

表有 12 篇，海報展示發

表有 19 篇，研究內容涵

蓋自然環境、動物腸道、

人體腸道、工程環境等微

生物生態系統，相當精彩。我們特別邀請幾位微生物生態領域

的前輩現身談談他們在研究道路上不為人知的故事，建議年輕

學者（生）進入科學研究領域需要具備的專業上與非專業上的

能力及心理素質，以及如何帶領團隊 /實驗室，發展學術生涯

的經驗談，還有針對高中生與大學生的科普演講（圖２）。在辦完

YSW3之後，陳俊堯老師邀請我將舉辦經驗整理出來，一方面

留下紀錄，一方面傳承舉辦經驗。

MiTalk 是 Microbiologist Talk 衍生的字，這是個由台灣微生物

生態學研究領域的同好組成的開放社群（open community）。

微物坊（MiTalk） 是中研院湯森林老師提議，最初的想法是大

學實驗室的 PI 藉由不拘形式的聊天活動彼此認識、交流，然

後進展到實際的科研合作。由於微生物生態研究遍佈在各領

域，不管是環科、環工、養殖、生態、演化、醫學、食品等

都有微生物生態問題值得探討，於是江殷儒研究員與陳俊堯

老師建立微物坊（MiTalk）網站 (https://mitalktaiwan.weebly.

com/)、微物誌（MiTalkzine）、臉書社團（微物坊（MiTalk）

微生物生態情報網）等資源，介紹在台灣的微生物生態研究及

02 當天的演講包括（Ａ）成大環工退休

教授曾怡禎老師的老先覺開示；（Ｂ）

慈大生科系陳俊堯老師的微生物科普

演講；（C）成大生技系劉宗霖老師經

驗分享；（D）台大海洋所謝志豪老師

的領航講座。（照片由吳哲宏提供）

A

C D

B

https://mitalktaiwan.weebly.com/
https://mitalktaiwan.weeb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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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新知消息交換，為研究微生物生態學蓄積更多的能量，也

讓想要瞭解這個領域的年輕學子有更多接觸和認識的機會。除

了吸引不同領域的研究人員加入，我們希望此領域的研究氛圍

充滿朝氣，於是興起鼓勵年輕後進站上學術舞台，並幫助他 /

她們從年輕的時候就建立同儕網絡資源的念頭。因此，2017 

年 2 月在中研院生物多樣性中心由湯森林、江殷儒與郭志鴻三

位老師作東首次舉辦 YSW 會議，這是以年輕研究人員、年輕

學者、學生為主體的交流活動，相關會議活動亦盡量由年輕朋

友參與籌劃；2018 年 1 月第二屆 YSW 在花蓮慈濟大學由陳

俊堯、何翰蓁及林光慧老師舉辦，參加人數大約 100 人左右。 

我們在接下主辦第 3 屆 YSW 的任務時，就希望在台南成功大

學舉辦時能延續第二屆 YSW 在花蓮慈濟大學建立的永續發展

原則，YSW3 活動所需費用均由參與者的報名費支應，主辦單

位盡量做到收支平衡，因此在工作坊舉辦的半年前就動員我的

實驗室所有成員，開始規劃討論議程活動，工作人員分成設計

組、通訊組、場務組以及餐飲組，然後固定隔週的星期五下午 

4 點討論各組進度與協調事項。非常感謝我的實驗室人員，他

們在研究、課業忙碌之餘還用心盡力幫忙 YSW3 的籌備工作。

陳薇羽博士運籌帷幄掌控所有準備工作進度，張晁瑞對外聯絡

所有參加者與工業參觀活動，周育慈細心規劃佈置場地設備，

邵勇先耐心張羅台南小吃美食，陳炯文、陳翰德、劉筱君巧意

設計配套活動與相關手冊文宣（圖３A），還有全體工作人員分工

合作使兩天的 YSW3 工作能順利完成。

在所有準備工作中，場地與人數的確認是花最多時間，一開始

育慈評估成大內所有合適的場地，就屬意生科院的講堂，這是

全新的場地設備，會議室可容納 160人，我們請生技系劉宗霖

老師幫忙借場地（感謝劉老師），可是到報名中期人數還不如

03 主辦單位的用心安排。（Ａ）參與

者手上的微物坊（MiTalk）手冊；

（Ｂ）中場休息時間供應的台南小吃；

（C-D）參觀安平水資源回收中心污

水處理廠。（照片由吳哲宏（A-C）

和陳俊堯（D）提供）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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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於是我們將活動場地移回環工系大約可容納 100 人的講

堂，也希望節省場地費，由於和環工系系學會學生舉辦的環研

營衝突，還盡力與系學會與系辦公室協調時間。到了 11 月中

以後，報名人數突然超過 100 人，只好再次更動場地，最後以

投票定調口頭發表場地在醫學院第一講堂，海報展示場地留在

環工系不再更動。之後我們需控制人數上限，不再接受報名，

對後來幾位想要報名參加的老師與同學只能說抱歉。根據這三

屆 YSW 經驗，參加人數中大約有 100 人來自大學與中研院實

驗室，今年多了高中生與高中老師，以及產業界朋友，所以總

人數增加到 130 人。因為開始有高中生與高中老師熱情參與，

而且 2019 年至少已經有四位微生物生態學領域的年經博士後

學者轉換到大學擔任教職，可預期未來 YSW 人數應該會持續

增加，這對於非正式學會組織的微物坊（MiTalk）而言是值得

拍手鼓掌的好事。

YSW 希望做到收支平衡，所有活動花費均由報名費支應，因

此必須精準掌握實際參加人數與報名費，才能妥善分配各項活

動預算。我們是一直到會議前兩週才確認實際參加者名單及報

名費收入，這對會議準備工作造成不少壓力，建議以後的主辦

單位至少提早 3-4 週確認並設下退費原則，報名系統建議要留

聯絡手機號碼，方便需要時聯繫。由於成大的場地借用都要付

費的，扣掉場地費後，剩下經費使用更需錙銖計較，例如為了

讓大家嚐嚐台南的小吃點心，工作人員詢價好幾家有名店家後

發現其實台南小吃的單價偏高，可是預算實在有限，最後僅選

擇了克林肉包、酸梅汁、黑糖奶 （都是有名的排隊小吃哦）（圖

３Ｂ），搭配會議常見西式點心； 印製會議手冊與文宣的店家也

是比價後才決定。老實說，整個活動總預算是超出報名費總

收入，我們非常感謝主持人與邀請講者鼎力相助，以及業興

環境科技公司慷慨捐助，雖然最後仍有生技公司表達願意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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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此次活動已幾乎達到收支平衡因而作罷。至本文截稿前

我們尚未完成最後結算，若有結餘（應該不多）將捐給微物

誌（MiTalkzine）。初步檢討預算分配，若可省下場地費，則 

100~120人報名費用應足夠支應活動開銷。

在 YSW3 的活動規劃方面，除了年輕學者的口頭發表與海報

展示發表，我們保留第二屆陳俊堯老師規劃的 “老先覺開示 ”

與 “領航講座 ”，希望傳承前人在專業領域外但在發展研究生

涯上很重要的經驗與智慧，本人對於曾怡禎老師分享研究之路

的心路歷程及許多老照片感觸特別深（哈哈，因為很多張照片

我是當事人）；對於謝志豪老師分享發展研究生涯諸多建議是

心有戚戚焉，相信剛擔任教職的年輕 PI 應該會收穫良多；此

外，在給大學生與高中生的科普演講方面，特別感謝陳俊堯老

師臨時縮短演講時間，使第一天會議可以準時在下午 5 點結

束。這一課學到的是研討會一定會有延遲，因此議程安排要設

計緩衝，例如會議結束時間要比場地使用時間提早，或中場休

息茶點時間可以稍長一點。YSW3 開始有高中生參加，年輕學

生（高中生～碩士生）理解口頭報告的專業內容或許有限，然

而，誠如花蓮女中帶隊的黃文琴老師對學生所說，來參加這個

研討會聽不懂科學專業內容是很正常的，但是要試著學習聽懂

報告者想要探討的問題，並欣賞他們鋪陳研究故事，以及學習

如何表達實驗結果與製作簡報；在海報展示發表時，就挑一張

海報一直提問，直到搞懂內容為止（很棒的策略！）。海報發

表至少有兩個小時，而且報告者與觀眾是面對面互動，海報發

表討論氣氛之熱絡出乎意料，大家都超級認真（圖４），真令人感

動。在正規演講與發表之外，我們加碼安排腸道菌桌遊與參觀

污水處理廠，結果早到的朋友幾乎都選擇參加參觀活動（圖３Ｃ

Ｄ）。先實地看了什麼是活性污泥系統、厭氧消化槽後，再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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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哲宏   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吳哲宏博士目前任職於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他的研究主要是利用微生物技術分解

工業廢水或環境中有機污染物，產生甲烷與穩定無害的物質，以及從生態體學的角度探討

處理系統中 ( 關鍵 ) 微生物群如何分解污染物。實驗室網址：https://mft-lab.webnode.tw/

about-us/。

04 超級認真的海報展示發表討論。（照

片由吳哲宏提供）

關活性污泥與厭氧消化的研究報告就會特別有印象，許多參觀

污水廠的朋友回饋給我的反應都相當正面。

最後，感謝各位 PI 對微物坊（MiTalk）的支持，鼓勵學生 /博

後 /研究員參加 YSW 活動。湯森林老師行前發高燒，劉少倫

老師臨時有事，兩位老師一直到最後一刻才放棄南下，微物坊

（MiTalk）在 PI 們熱情支持下不斷茁壯。趁這次會議我學到不

少微生物的新知，也認識不少對微生物生態有興趣的（年輕）

朋友。這次會議若有招呼不周的地方或沒注意到的細節，不要

客氣，請透過各種管道讓我 (們 )知道。

期待大家第四屆 YSW 再相見！

https://mft-lab.webnode.tw/about-us/
https://mft-lab.webnode.tw/abou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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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光派對─

叢林中的夢幻發光蕈

柯惠棉 / 著

發光蕈，發光的真菌，跟螢火蟲同樣是會

發出冷光（bioluminescence）的生物。

雖然有時候被稱為螢光蕈，但其實它的

發光原理和螢光大不相同。有別於螢光

（fluorescence）需要用外來的光源激發，

冷光則是由生物體內的化學反應來產生

光。簡單來說，發光的過程是由一個被

稱為螢光素酶 （luciferase）的蛋白氧化

一個稱為螢光素（luciferin）的化學分子，

在這裡過程中產生了光子而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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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cena 屬的發光覃。A 和 B，長在竹子上的 M. 

chlorophos，攝於屏東科技大學。C 和 D，長在枯木上

的 M. kentingensis，攝於屏東墾丁。（照片由柯惠棉

提供）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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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產生冷光的生物，從陸地上的螢火

蟲，叩頭蟲以及蕈類（圖１），到海洋中

的弧菌屬（圖２）以及雙鞭毛蟲門，甚至

磷蝦都演化出冷光系統。以螢光素酶和

螢光素產生冷光看起來似乎是個簡單

的化學反應，但其實它沒那麼簡單。

螢光素酶與螢光素只是統稱，實際上

不同物種螢光素酶的蛋白質序列並不

一樣，參與的螢光素也不同（圖３, Kaskova et 

al.  2016）。螢火蟲的螢光素酶以及螢光素

的分子組成早在 1968 （Kishi et al.）與 

1978（DeLuca & McElroy）已經被科

學家所解開，但是真菌的螢光素是直到 

2015 年才為人們所知（Purtov et al.），

而第一個真菌螢光素酶的序列甚至到

了 2018 年底才被解開（Kotlobay et 

al.）。除此之外，發光機制的不同，也

讓各物種發出顏色不一樣的光。例如發

光真菌發出的是波長介於 520 到 530 

02 培養在錐形瓶裡面的 Vibrio 菌種。（照片由

柯惠棉提供）

 

03 九種已知螢光素，各有不同的分子結構（取自 

Kaskova 等人，2016）。

02

03



11

MiTalkzine  04 台灣微生物歲時記

nm 間的綠光，而細菌大約是 490 nm，不同螢火蟲物種發出的

光 ,從綠光到黃綠光（538 - 570 nm）都有。 

發光蕈是什麼時候被發現的呢？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以及古羅馬作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曾經描

述過發光的木頭。但當時對他們而言，發光的木頭僅是一個既

夢幻又神秘的自然事件。直到 1954 年，奧地利化學家 Johann 

Florian Heller 才著手研究它，首先確認了發光的原因是木頭裡真

菌菌絲的傑作。真菌中只有傘菌目（Agaricales）中某些類群的

真菌具有發光特性，包括 Omphalotus  lineage 當中的 12 個物種、

Armillaria  lineage 裡面的 10 個物種，以及 Mycenoid lineage 裡

面超過 50 個物種都會發光。至於這些發光的真菌，是不是來自

相同祖先？它們可能是從同一個祖先演化出來，經過一段時間後，

部分種類喪失了發光的特性。它們也有可能是因為某種共同需求，

而都演化出類似的發光系統。這一點至今仍是個未解之謎。

更有趣的是，不同真菌物種的發光部位不盡相同。譬如 Armillaria 

mellea  在生活史中，只有菌絲體時期會發光，但是形成子實體

之後就不會。但是在台灣常見的螢光小菇 Mycena chlorophos  

上，則是在菌絲體及子實體的蕈傘與蕈褶皆會發光，而蕈柄則

無（圖１）。

由於發光小菇在台灣的普遍性，目前台灣發光小菇的採集記錄

最多，研究此真菌的報告亦最多。其中，嘉義大學園藝系洪進

雄教授研究的是發光小菇菌絲體的培養條件（周秀宜、洪進雄 

2014）。中興大學高孝偉教授研究團隊則記錄各地發光小菇的

特性。目前發光小菇都是在竹林中才能找到；不同地點採集到

的小菇在發光特性上略有不同，像是在台灣北部石碇以及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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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採集的樣本不會發光，中南部的溪頭及墾丁的樣本同時有發

光與不發光的個體，而在阿里山、臺南、屏東、花蓮所採集的

樣本則都會發光。然而，利用分子方式所建立的親緣關係可區

分石碇、三義跟中南部的樣本，但無法用來區分發光與不發光

的樣本（施雨伸、高孝偉 2013）。

至於其他 Mycena  屬的發光蕈物種，由於種類繁多（全世界

大約有五百多種），要以外部形態來鑑定是有名的困難。近幾

年高孝偉教授研究團隊利用形態及分子方法，鑑定出台灣新

種墾丁小菇（M. kentingensis）（Shih et al.  2014)、晶瑩小菇

（M. jingyinga）、鹿谷小菇（M. luguensis）及維納斯小菇（M. 

venus）（張瓊之、高孝偉 2017）。此外，中央研究院蔡怡陞副

研究員的研究團隊也以定序全基因體的方式，致力研究發光真

菌的演化。他們採取的策略是分別取出發亮與微弱或不亮的真

菌組織 RNA，定序後進行轉錄體（transcriptome）比較，根

據表現程度的不同來推測可能參與發光機制的基因。

既然提到了發光蕈演化的過程可能跟功能有關，接下來你便想

問：為何真菌要發光？為誰發光？我們知道螢火蟲發光是為了

求偶，那真菌是不是也是為了繁殖下一代而發光？的確，科學

家對於真菌發光所提出的假說之一，便是真菌利用發亮的子實

體來吸引昆蟲啃食，並幫忙散播孢子。

一群科學家在巴西椰林（Coconut Forest）裡做了個實驗

來驗證這個假說（Oliveira et al.  2015）。他們的目標是 

Neonothopanus gardneri（屬於前述 Omphalotus lineage  其

中一員），想知道它們發光的目的是否與繁殖有關。他們做了 

19 個假蕈，上面黏著發出發光波長 530 nm 的 LED 燈，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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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野生 N. gardneri  所發出的光。對照組則是把燈關掉的另外 

19 個假蕈。他們把假蕈放在森林裡，連續觀察五個夜晚，記

錄吸引到的昆蟲。實驗的結果顯示，發光的假蕈吸引了六隻鞘

翅目（對照組為零）和 17 隻雙翅目（對照組為四）的昆蟲，

證實它發的光具有吸引昆蟲靠近的功效。

雖然有這樣的實驗佐證，但其他發光的真菌物種是否也是為了

吸引昆蟲而發光呢？有些發光蕈只有無性世代的菌絲會發亮，

它們顯然是為了別的理由才這麼做的。另外有個假說認為，發

光的反應是蕈類在分解腐爛木頭時，為了移除過程中產生的有

毒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而產生的代謝副產物。

不過目前尚未有相關研究可以支持這個假說。

說了這麼多演化或是機制，科學家又為什麼要研究冷光機制

呢？冷光除了真的很夢幻之外，它們有沒有實際上的應用？當

然有的，冷光可以被運用在生物研究上。你可以利用基因工

程，把螢光素酶蛋白表現在某些特定的生物細胞內，當作標

記。這樣一來這個細胞不需要激發就會發光，可以藉由偵測發

出來的光來追踪細胞，而且在活體細胞也能夠觀察。或是也可

以把螢光素酶基因接在啟動子後面，幫助科學家來偵測某個特

定基因轉錄的程度。

說完這些有趣而費解的謎題，若想一窺它們的廬山真面目，

5-9 月在下過雨的嘉義阿里山、新化國家植物園、屏東墾丁的

竹林（圖４）或是山區，都是造訪它們的好去處。2018 年我們也

在台東太麻里發現它們的蹤跡。賞發光蕈需要在全暗的環境

下，建議選擇已經熟悉的步道或是在白天先探過一次路，最好

攜伴（或是妹子）同行。會長香菇的地方一定既潮濕又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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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竹林叢（Ａ）中的發光小菇（Ｂ）。

（照片由柯惠棉提供）

是同時觀察青蛙的好地方，但也是愛吃青蛙的掠食者（如蛇）

活動的好地方。此外有些昆蟲（包括蟑螂）也喜歡吃香菇，你

也有機會遇見。賞菇，也就同時是個觀察大自然各種生物生態

的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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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惠棉  東中央研究院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博士後研究員 

博士班研究發光的弧菌，現在迷上發光的真菌。小時候用放大鏡，長大用基因體及基因調

控觀察自然界生物的奧秘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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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天然物漫談 李宗徽 / 著

天然物與藥物開發

自人類文明創始，真菌即以普遍地被各個文明應用於

食療用途。以東亞文明為例，著名的真菌藥材包括冬

蟲夏草、靈芝、蟬花、豬苓、茯苓、銀耳、馬勃及猴

頭菇。在武俠小說中，這些真菌藥材常被神化，得

到並食用者，常可憑空增加數十年功力，因而成為

江湖中眾人爭奪的神物，往往掀起一陣腥風血雨。可

見真菌產生的代謝物質，自古即為人類重要的醫藥來

源。另外，松露會產生與公豬的費洛蒙（豬烯醇）非

常類似的固醇類物質，足以使母豬為之瘋狂。可見

真菌生成各式各樣具有生物活性的有機物的能力很

強。世界上的真菌到底可以生成多少種的有機化合

物？據估計約在 50 萬種以上。這些有機化合物在分

子量大小、極性、官能基、揮發性熱穩定性及光穩定

性上，呈現極大差異，因此幾乎不可能用單一方法及

儀器，來分析這些物質的化學結構。所謂「天然物」，

泛指生物生合成的小分子（通常小於 2,000 Da）代

謝產物。這些次級代謝物，對於生物體的正常生理運

作與對外生存競爭上，通常不具有必要性，但對於生

物生存於特定環境中，多少具有一些助益，例如殺死

病原菌、競爭對手或天敵，或者是有助於吸引授粉

者或孢子傳播者。某些特殊結構的天然物只出現於

特定分類階層的一群生物體內，造就了化學分類學

（chemotaxonomy）的依據，提供核酸序列以外的微

生物分類依據。

微生物的尺寸、形態與行

為或許稍嫌貧乏，甚至微

不足道。然而它們在地球

上從事的種種代謝行為卻

那麼壯觀華麗，遠遠超越

真核生物。本專欄將依序

介紹微生物所推動的重要

且有趣的生物化學作用，

以及這些微生物代謝行為

對環境以及人類生活的重

大影響。本次介紹真菌及

它們產生的次級代謝物如

何成為重要的生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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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動植物及微生物生合成的天然物，至今仍是生技醫藥的最

重要來源。根據文獻回顧發現，從 1981 至 2014 年的 30 多年

間所有問世的臨床用藥中，無論直接來自於天然物本體或經化

學修飾後的衍生物，抑或以天物為模板所進行的全合成等，總

數約佔所有新藥的六成五。其中若以抗癌與抗生兩類藥物而言，

開發自天然物者更高達八成以上，意謂著在建構生技製藥發展

過程中必需的化學品庫（chemical library）時，天然藥物仍是

無可取代的篩選標的。天然物來源的藥品有兩個主要優勢，包

括生物體的相容性（biocompatibility）與化學結構上的多樣性

（chemodiversity），這是其他來源之化合物所不及的。

真菌是尋找新型天然物的新世界

早期的天然物研究的目標著重於開發來自動植物生成的有機物。

由於高等動植物資源的調查已經相當健全，目前很難發現新的物

種。因此，要從新發現的高等動植物物種找出新型的化合物，變

得愈來愈困難。另外，隨著自然環境的開發與破壞，許多動植物

族群在野外已經相當珍稀，因而被列為保育類生物。其生物個體

的採集與利用因而受到相當嚴格的限制。若考量由新的生物來源

尋找新的天然化合物，越來越多的證據及文獻均指向真菌可能是

首選。

真菌具有優勢整理如下。部分真菌種類早已被應用於各民族的食

用或醫療用途，已有實證的效用。相較於陸生植物及中草藥的天

然物研究而言，真菌天然物的相關文獻仍不多，還有深入探索的

空間。多種已知的臨床抗癌用藥皆可由原產生植物的內生真菌所

醱酵產生，凸顯微生物天然物易於擴量產業化的優勢，而採用生

物而非化學製程，又具環保的優點。近年來，日本的新藥開發公

司或組織漸摒棄以植物、放線菌、微藻及細菌來建構化學品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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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 33％ 的研究單位增加以真菌作為新藥篩選的材料，顯示

業界對真菌化合物的期待。若以生物多樣性的觀點來看，真

菌的多樣性高於它種生物，必然對應到較高的代謝體多樣性，

生產出新奇化合物的機會較大。據估計台灣潛在的應至少有 

100,000 種真菌，目前被鑑定發表出的不過 6,000 種左右，推

測仍具有極高的開發潛力。真菌的另外一個優點是在不同培養

條件的誘導下，可能走向不同的代謝途徑而產出截然不同的天

然物，此為他種生物少具有的特性。

內生真菌的化合物是新藥的潛在來源

內生菌（endophytes）指的是生活史中部分時間棲息於植物宿

主組織內，且對於宿主不會造成傷害的微生物。內生菌包括細

菌、真菌、黴漿菌（mycoplasma）或古菌（archaea），其中

真菌為最常見的內生菌（請提供資料來源）。而依其與宿主間

的關係有互利共生（mutualism）、片利共生（commensalism）

與寄生（parasitism），其中又以互利共生為最常見的型態。

截至目前為止的研究結果，曲黴菌（Aspergillus）屬菌種是分

布最廣、最歧異的內生子囊真菌（ascomycetous fungi）。文獻

中已有總總證據顯示內生真菌的存在可刺激植物的生長、增強

植物對疾病的抵抗力，以及改善植物體對於緊迫環境（stress）

的耐受性等。目前也已有為數不少的抗癌、抗氧化、抗真菌、

抗細菌、抗病毒、抗蟲和免疫抑制等活性天然物陸續由內生真

菌被報導出來，充分顯現內生真菌是新藥開發上相當具有潛力

的活性二次代謝產物來源。近年來，抗生素的濫用使得致病微

生物的抗藥性異形嚴重。據此推測，在極端氣候的加持下，微

生物的變種速度加快，讓人憂心的是萬一產生臨床用藥皆束手

無策的超級細菌，人類的生存將面臨很大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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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找到新天然物？海洋大型藻類研究實例

有鑑於此，從環境中找尋具新機理活性的抗生素，應為一當前

重要的研究，在此以海洋大型藻內生真菌天然物的研究為例來

說明過程。海洋大型藻分布於潮間帶，長時間曝露於日照、濕

度與鹽度的巨大變動、潮汐改變，為數眾多的微生物和草食生

物環伺的艱鉅環境下，能適應這樣惡劣的緊迫環境，可能與其

藻體內多樣的共生真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因此本研究室成員嘗試進行採集藻體、單離真菌、培養、紙錠

擴散試驗（disc agar diffusion assay 和 18S rDNA 序列鑑種等

步驟（圖１），期能分離出具抗生潛力的真菌株。為避免重複分離

出前人已分離過的天然物，在進行後續分離和鑑定天然物前，

必須採用去重複（dereplication）的策略來提高研究效率，而

最基本的做法是菌種的學名輸入資料庫中（如 Scifinder），檢

索該菌種目前被研究的狀況如何，若已有太多相關文獻，可

01 藻體衍生真菌株的單離、培養、抗菌

試驗與菌種鑑定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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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降低其研究的優先順序。此外，更進階的做法是先試行

小規模培養，所得萃出物採用 HPLC-DAD-microfractionation 

方法收集微量的樣品，搭配貴儀中心之 Q Exactive Hybrid 

Quadrupole Orbitrap Mass Spectrometer 進行 MS2 分析，得

到母離子 （parent ion）與斷片離子峰（fragment ion），為此天

然物之分子指紋。接著將這份資料在 ChemBioFinder 12.0 化

學資料庫中找尋比對，可構築完整的質譜分子網絡（molecular 

networking）（如圖２），以確認萃出物中所含化合物是否新穎，以

及各圖峰間的結構相似性。若所得分子片段資訊皆為資料庫中

所搜尋不到者，意謂著是新穎化合物的可能性很高。

02  Albifimbria terretris NTOU945 

菌株粗萃物中的活性化合物，經串聯

質譜以及 GNPS 軟體分析，所得分子

網絡圖。其中紅框者為新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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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選中的化合物接下來可進行大量培養、分離和純化未知化合

物，並以各種光譜資料進行結構鑑定。最後，所得化合物除了

回到起始點進行抗菌活性評估與相關藥理機制探討外，也可進

行其他多種疾病相關平台的活性評估。例如自紅藻細翼枝菜中

所單離的菌株 Phoma sp. NTOU4195，經分離、純化其活性

化合物，發現 phomaketide A 具強的抑制血管增生的活性（圖

３）。該化合物可望用於血管新生相關疾病，如癌症和黃斑部病

變等疾病治療藥物的開發。

未來展望

除了上述傳統的醱酵研究外，真菌天然物的產出仍有幾

個方向可以嘗試：(1) 針對環境中微生物的多源基因體

（metagenome）進行異質表達（heterogeneous expression），

例如將收集到的其它菌種 DNA 以大腸桿菌表現後測試活

性。惟這樣的方式未必能成功，且欠缺原菌體的後轉譯修飾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2) 單離、培養出一般條件下

所無法存活的特殊真菌株，如設法培養來自高山或深海等極端

環境中的菌株；(3) 誘導真菌靜默基因（silence genes 請確認，

或許是 silent genes？） 的表現或進行表觀遺傳（epigenetics）

的調控，如異種菌株的對峙培養（coculture）或於培養基中加

入表觀遺傳調控藥物（如 HDAC inhibitors）等，嘗試讓原本

關閉的基因啟動並生產以前未知的化合物。

天然物研究在一般人眼中或許是傳統而基礎的科學，但也是因

為是基礎而不可偏廢，但投入研究的人也越來越少，這跟新穎

化合物的不易獲得、投稿的門檻日益加高、跨多領域和投資報

酬低有關。事實上，該研究在過程中的所習得之各種技術，包

括層析學、光譜學、各種藥理活性平台和基因操作等，往往是

03 Phomaketide A 抑制血管增生的動

物試驗結果，中為以雞胚胎（chick 

chorioallantoic membrane assay）

進行活性測試，下以小鼠（mouse 

directed in vivo  angiogenesis 

assay）進行活性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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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製藥產業中所倚重的，而如何應用這些方法加速新藥的研

發與應用，仍是相當具有挑戰性。在此鼓勵對微生物天然物感

興趣且跨多領域學習的年輕學子們，可加入我們的行列。

參考文獻
• Newman DJ, Cragg GM. 2016. Natural products as sources of new 

drugs from 1981 to 2014. J Nat Prod 79: 629‒661.

• Lee MS, Wang GJ, Pang KL, Lee CK, Kuo YH, Lin RK, Lee TH. 2016. 

Angiogenesis inhibitors and anti-inflammatory agents from Phoma sp. 

NTOU4195. J Nat Prod 79: 2983-2990.

• Hsiao G, Chi WC, Pang KL, Chen JJ, Kuo YH, Wang YK, Cha HJ, 

Chou SC, Lee TH. 2017. Hirsutane-type sesquiterpenes with inhibitory 

activity of microglial nitric oxide production from the red alga-der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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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徽 台灣大學漁業科學研究所教授

李老師畢業於台大動物系，畢業後一路追隨的老師都是植物系畢業，顯見他對生命科學

的熱愛。之後在北醫大任教十一年後，目前服務於母校。事實上，所有的生物皆由化合

物所組成，所有的生理、生態現象皆起源於化學反應，李老師的實驗室專注於找尋具新

藥潛力的天然小分子化合物，材料由微生物到高等生物都有，最終目標是能產業化，一

方面希望解決部分疾病仍無藥可醫的窘境，一方面期待能替學生尋找出路。期待有志者

能加入天然物研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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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神經網路、

人工智慧與微生物

吳育瑋 / 著

前言

這篇文章是我在讀到 Nature Methods 在 2018 年三月五日

刊登的文章「Using deep learning to model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a cell [1]」後，在臉書 MiTalk 社團寫

下的三篇短文的整理集結。在這三篇短文中，我簡要地介紹了

目前人工智慧的技術基礎─類神經網路─的概念，再將其延伸

到這篇文章提及的系統生物學研究，並解釋目前類神經網路之

所以被稱為「黑盒子」的原因，以及這項系統生物學研究處理

黑盒子的手法。

之一

我們先來聊聊目前機器學習中最火紅的演算法─類神經網路

─究竟是什麼東西。動物的神經元大致上都有著可以接受來

自其他神經元的訊號的樹突（dendrite），以及可以傳送訊號

給其他神經元的軸突（axon）。類神經網路的單位神經元架

微概念

類神經網路就是連結在一起的人工

神經元，而且可以透過無數次訓練

盡量提高執行任務（比如說下棋或

預測天氣）的準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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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與生物的神經元類似：都有著數個可以接受其他神經元的 

「輸入（Input）」，以及數個傳送訊號給其他神經元的 「輸出

（Output）」。將一大堆這樣子的神經元連結起來，就是類神經

網路了。

當然，這種連結也不是亂連的。類神經網路通常會分成好幾

「層」，而每一層與每一層之間的神經元都會緊密連結著（fully 

connected）。讓我用個實際的例子來說明這所謂的「層」是怎

麼回事。在 1989 年的時候，卡內基美隆大學發明了第一台透

過類神經網路控制的無人車 ALVINN [2]。這台無人車的主要架

構有三個：一台在車子前面隨時拍照的照相機或攝影機，一台

執行類神經網路運算的電腦，以及由電腦控制的方向盤。這裡

的類神經網路架構其實相當簡單，總共只有三層（如圖１）：

第一層（圖１下）：照相機照出來的 30 x 32 個 pixel 的影像，以及 

8 x 32 個雷射距離測定器影

像。總共輸入單位是 30 x 32 

+ 8 x 32 = 1216 個。

第二層（圖１中）：由 29 個類神

經網路神經元構成的隱藏層

（最初期的設計只有 4個）。

第三層（圖１上）：45 個輸出神

經元，代表著方向盤要打那個

角度；每個神經元代表一個角

度，例如第一個神經元代表方

向盤往右打 30 度，第二個代

表方向盤往右打 28 度，依此

01 自動駕駛系統 ALVINN 的類神經

網路架構。圖片取自 1989 年卡

內基美隆大學發表在神經資訊處

理 系 統 研 討 會（Conference o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簡稱 NIPS，為最高等級

的機器學習研討會之一）的ALVINN

論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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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推。

這麼簡單的類神經網路，就已經可以讓這台車在路上以 60 英

哩的速度行駛了。可見得類神經網路機器學習的威力。

那麼類神經網路是怎麼訓練的呢？簡單地說，我們在訓練類神

經網路時，必須要給它一組（通常是數量很多的一大組）已經

知道正確答案的訓練樣本，讓類神經網路之間的神經元連結可

以自動透過輸入訊號與正確答案的比對調整自身的參數。這樣

的訓練會持續上數千或甚至數百萬次，直到正確率無法再提昇

為止。比如說 ALVINN 無人車的訓練就是在真人開車時，將每

張相機照出來的圖片與人類開車者的方向盤角度（也就是正確

答案）進行連結，並持續調整參數直到答案錯誤率很低為止。

換句話說，ALVINN 這台無人車 所做的事，就是模仿人類的開

車行為。

之二

在上一段我們解釋了何謂類神經網路。一句話總結 的話就是類

神經網路就是連結在一起的人工神經元，而且可以透過無數次

訓練盡量提高執行任務（比如說下棋或預測天氣）的準確率。

在這一段中我將提到類神經網路與生物網路之間的關係。

類神經網路通常是由許多的「層」數以及每一層內的「神經

元」數量所構成的；然而究竟需要多少層網路，或是每一層網

路需要多少神經元，則沒有一定的準則。私以為這是類神經網

路最關鍵，卻也最難以決定的參數。舉例來說，先前提到過的

自駕車 ALVINN 總共只有一層網路（不考慮輸入與輸出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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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且這一層只包含 29 個神經元節點。但是現在如 Tesla 或

其他品牌自駕車的類神經網路絕對比這個架構複雜許多。我們

在設計類神經網路的時候，甚至需要不停地 trial-and-error 後

才能決定「最佳」的網路架構，而這裡的「最佳」理所當然是

由預測準確率來決定的。

那麼這和微生物或生命科學有什麼關係呢？這要先從一篇 

Nucleic Acids Research 論文 [3] 講起。在這篇論文中，卡內

基美隆的研究人員試圖透過類神經網路試圖研究不同的細胞

（比如說胚胎分化時期的 early-2-cell、late-2-cell、8-cell、16-

cell，或不同種類的細胞如 fibroblast、BMDC、以及上皮細胞

等），並查看這些細胞的基因表現是否有著明顯的差異。他們

的研究標的是不同研究團隊定序出來的 single-cell RNASeq 

資料。簡單來說，他們希望將許多人體內不同種類細胞的 

RNASeq 資料透過類神經網路處理後，能夠過濾雜訊，留下最

清楚的基因表現訊號。其最終目的當然是透過分群演算法視覺

02 不同細胞的基因表現差異視覺化。圖

片取自 [3] Figure 2C 與 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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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比如說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簡稱 PCA）地看

出每種細胞的區別。舉例來說，在論文的圖中（如圖２所示），我們

可以看到不同的人類細胞在經過類神經網路處理後，能夠有著

最大化的分群效果；而且群與群之間大致上距離都相當遠，顯

示出基因的表現量的確會隨著細胞的不同而不同。

在同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也發現如果小心地設計類神經網路

架構，並將其與生物意義結合的話，將能達到最好的效果。這

裡說的與生物意義結合的意思，指的是在設計的類神經網路層

級中考慮到生物網路的數量以及結構。他們首先算出這些基因

表現量資料，並將資料建成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PPI） 

與 protein-DNA interaction（PDI）的網路系統，並找出裡面總

共有 348 個彼此之間有關聯的子網路；而就在找出「348」這

個神奇數字後，研究人員就將類神經網路的隱藏層設計成兩

層，且各有著 348 個神經元節點，分別代表這 348 組 PPI 與 

PDI 子網路。他們發現這樣子的類神經網路設計將能達到最理

想的分群效果。

好的。到底我之所以鋪了類神經網路和生物意義這些梗要幹嘛

呢？當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說明 2018 年 Nature Methods 

的論文 [1]到底在講什麼。這篇論文雖然也是走類神經網路路

線，但是他們網路的設計相當極端─完全按照生物的代謝途

徑（metabolic pathway）來設計神經元的分佈（作者群在另

一篇論文 [4]中提到他們就是受到 [2]這一篇  Nucleic Acids 

Research 的論文啟發而設計出這種奇妙的架構的）。換句話

說，這篇系統生物學的論文設計的類神經網路事實上已經不太

有傳統的「隱藏層」的概念，而是完全按照代謝途徑連結人工

神經元。透過這個方法，他們的類神經網路中總共包含了酵母

菌的 2526 個子網路系統，分別代表不同的細胞代謝途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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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訓練與比較後，這個經過特殊設計的網路結構可以準確地

透過不同的基因表現預測酵母菌的細胞生長，並且預測的準確

率比傳統數層緊密連結的類神經網路還要好上許多。

之三 

在類神經網路的世界中，常常會聽到一個說法：以類神經網路

為基礎架構的人工智慧預測模型是「黑盒子 （black box）」。這

裡的黑盒子當然不是飛機出事後可以撿回來分析的那個，而是

無法打開無法分析而且完全不曉得裡面到底在幹嘛的系統。為

什麼會有這種說法呢？一切都要從類神經網路模型是如何訓練

的開始講起。

在類神經網路的世界中，每一個神經元可以接收來自數十甚至

數百個神經元的訊號，並且可以傳送訊號給數十到數百個其他

神經元。這種連接方式讓類神經網路的參數異常地多，且輕易

就可以上到百萬千萬甚至億這種等級。我再次拿 ALVINN，那

台 1989 年的無人車來當例子好了。ALVINN 的輸入層有 1216 

個神經元節點，中間的隱藏層有 29 個神經元，而輸出層有 45 

個神經元。這個相對來說架構非常簡單的類神經網路的參數就

有 1216 X 29 X 45 = 1586880 個參數要考慮了，更別提其他

更複雜的深度學習類神經網路模型了。

事實上，參數數量多還在其次，真正的關鍵在於類神經網路的

訓練方式。在訓練類神經網路時，我們往往會做以下兩件事：

(1) 『隨機』初始化類神經網路中的『所有』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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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隨著每個樣本的預測對錯微調所有的參數

我來用實際生活案例舉個例子好了。假設你要登一座山，目標

是山頂。這座山每個地方的地型都完全不一樣。所以從 A 點上

山和從不一樣的 B 點或 C 點上山的路都不盡相同。假設隨機

把你放在這座山邊的某一點，要你朝著山頂為目標前進。這時

候你的每一步就都會是在「那個當下」最佳的往山頂路線。所

以從不同的點上山路線就有可能會差異極大，雖然最後都能到

山頂就是了。

類神經網路的黑盒子，就是來自這個初始化與細微調整。因為

參數太多，而且微調整的方式會隨著初始位置的不同而不同，

所以一個調整好的類神經網路雖然可以達到不錯的預測成果，

但是幾乎沒有人知道為什麼能夠達到這個預測效果。

（題外話，這個議題已經受到機器學習以及人工智慧界的重視

了。許多人都在想辦法解開這個「黑盒子之謎」 [如 5, 6, 7]）

再舉個例子。每個人的大腦會隨著發育環境的不同而有著不同

的發展軌跡，所以幾乎沒有兩個人的大腦神經連結方式是完全

相同的。雖然每個人都知道蘋果可以吃，或者是被打會痛；但

是發展出這個知識的「神經元連結」則有可能每個人都不一

樣。

回到主題。在前一段落提到的完全按照代謝途徑建構的類神經

網路與其他網路系統不同的是它有著「解開黑盒子」的效果

呢。這是因為這套酵母菌的類神經網路預測模型是完全按照生

物的代謝途徑來連結的，所以雖然每個參數還是會因為類神經

網路訓練過程而有所不同，但是我們可以得知某個神經元的總

輸入參數值，也就是這個神經元的活化（activation；中國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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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成『激活』）程度。只要將

預測過程中每個神經元被活

化的程度彼此比較，就能夠

得知那個神經元扮演著最重

要的角色；而這個神經元也

就會是整個代謝途徑中最關

鍵的基因或是調控因子。圖

３的上下兩圖中皆可在這個

類神經網路中，不同的基因

活化後將會趨動不同的細胞

反應，如圖３上的 PMT1 與 

IRE1 兩條基因與細胞壁的

組成與強度有關，而圖三下

則可見 ERV7 與 RAD57 與 

DNA 的修復有著密切關聯

性。

回到系統生物學。這套系統

之所以對系統生物學的研究

很有幫助的原因，在於它是

一個可模擬生物在輸入各種

訊號（如食物或環境刺激）

後，將整個生物代謝途徑中最關鍵的基因標示出來的系統。礙

於篇幅我沒辦法將所有的元件講的非常清楚（比如說類神經網

路本身就有一大堆參數要設定，然後訓練時也往往要扯到方程

式微分模型之類的），只是很概略地將最大方向的概念用各種

例子來說明。希望各位在讀完這個系列後能夠對何謂類神經網

路有著最基本的認知，也能大致理解為什麼類神經網路會被詬

病為「黑盒子」的原因。

03 按照細胞代謝途徑建構的類神經網路

系統模擬測試結果。圖片取自 [1] 

的 Figure 3a 與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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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育瑋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資訊研究所助理教授

一直在試圖跨越到生命科學領域的電腦工程師。興趣是去閱讀與自己的研究領域完全無關

的論文（然後常常讀不懂）。目前瘋狂迷上微生物體的各種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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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天早上醒來，第一步先是按掉設定好的

鬧鐘；在上班通勤的時候，使用手機關注國家

社會大小事；然後在到達工作崗位後，打開筆

記型電腦開始一天的工作與學習。這些讓我們

的生活如此便利的工具們，全都仰賴電池能源

的使用。如果有那麼一天，這世界突然沒有電

池可以用了，這將會是多麼令人痛苦的事啊！

有沒有可能，讓我們可以拿生活中免費的、垂

手可得的廢棄物，來當做生活中需要的「電

源」？如果這些廢棄物能夠不靠類似燒瓦斯燒媒那樣的高溫處

理，就能被高效率地的轉化成能使用的能源，豈不是更理想？

在我們日常家庭生活中，常常剩下大量沒吃完的廚餘、沒喝完

的飲料、甚至每個人的排泄物中都含有豐富的有機物。這些有

機物的成份大多是我們熟知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質、有機酸、

脂肪等等，都是富含能量的分子。但是要把這些成分分解掉並

且產生能源，就非得要靠微生物的幫忙不可。在水資源與能源

短缺的現在，這些微生物就好像一台台小型發電機，能將廢棄

物循環再利用，回收成有效可利用的能源，能夠兼顧經濟與環

保，一舉數得。

小小菌種大發雷霆：

談微生物燃料電池原理

李學霖、張朝欽、黃立勛、于昌平 / 著

如果有那麼一天，這世

界突然沒有電池可以用

了，這將會是多麼令人

痛苦的事啊！有沒有可

能，讓我們可以拿生活

中免費的、垂手可得的

廢棄物，來當做生活中

需要的「電源」？

微生活



33

MiTalkzine  04 微生活

什麼是微生物燃料電池？

微生物也能發電，這是天方夜譚還是科幻小說？在 1839 年，

英國物理學家威廉 •葛洛夫把電解水（水分裂成氫氣與氧氣）

的反應逆向操作，製作出世界上第一個氫氧燃料電池。在七十

年後，英國杜倫大學的波特教授就想到如果把陽極的氫氣氧化

反應置換掉，換成微生物氧化反應，不知是否可行？因此他做

了個實驗，先將酵母菌與葡萄糖投進燃料電池的陽極端取代氫

氣反應，電池陰極端則照舊使用氧氣，看看能否產生電流。雖

然實驗的結果只能得到相當微小的電流，卻是科學歷史上的巨

大創舉—微生物真的能發電！

微生物燃料電池的基本原理是兩極中間以質子交換膜隔開。透

過不斷添加燃料（有機物）到陽極，就能形成持續循環之氧化

還原反應。微生物透過氧化過程產生的能量來生長，氧化有機

物時釋放出電子與氫離子，電子經由外部導線傳輸至陰極端給

氧氣，而陽極產生的氫離子也通過安置在電池中央的質子交換

膜到達陰極端與氧形成水，完成還原反應（圖 1）。在陰極上將氧

氣還原成水需要克服相當大的活化能，因此經常會在上面塗佈

一些催化劑以利反應的生成。比較常見的催化劑有貴重金屬

（如白金），或是有機化合物（如酞菁鐵 C32H16FeN8）。

01 微生物燃料電池示意圖。細菌在陽

極氧化有機物產生電子，送到陰極

還原氧氣，形成持續不斷的電流。

（圖由黃立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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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的介紹我們可以了解，微生物燃料電池的原理其實是把

兩個氧化還原電位迥異的環境（陽極為還原態、陰極為氧化

態）湊在一起。河水流過落差很大的地勢，可以形成雄偉壯觀

的瀑布；氧化還原反應間的電位差也推動電子在電極間流動，

產生出可觀的能量。為了生存的細菌在電極上彼此競爭，留下

最有效率的種類。在這樣精心營造的環境之下，陽極電極上也

會因此而孕育出特別的微生物，來發揮出電池最大的威力。

原來呼吸作用真的可以發電？

我們前面談了這麼多，那麼究竟微生物為什麼要產生電子，傳

遞到陽極電極呢？談到電子的流動，我們就必須來談談呼吸作

用。呼吸作用狹義的定義是生物將過剩電子交給氧氣的行為；

但是廣義來說，電子從電子提供者（也就是微生物的食物）經

由生物作用，轉移給電子接受者的反應，都可以稱之為呼吸作

用。因此在陽極上生長的微生物們，就可以利用電極當作電子

接受者來進行電子傳遞。使用電極作為電子接受者並不是很容

易的事情。氧氣可以先被攝入生物細胞之內再進行電子交換，

但是電極不行，因為對微生物而言，電極太龐大了！所以這些

微生物必須要將電子送出細胞外，才能進行呼吸作用，我們稱

這個反應為胞外電子傳遞。在自然界中存在許多金屬還原菌就

有這種能力。它們生存在土壤、湖泊或地下水層裡，能夠在沒

有氧氣的環境裡氧化有機物，透過電子傳遞鏈釋放出電子到胞

外給固態礦物（鐵錳氧化物）或是大分子有機物（腐植質）。

因為如此，我們也不難想像，這些金屬還原菌可以利用相同的

機制，將電子交給電極。以下我們就三種不同的胞外電子傳遞

機制分別說明（圖 2）：

 



35

MiTalkzine  04 微生活

（一）利用細胞外膜之細胞色素：金屬還原菌與其他一般菌株

最大的差別，最主要就是因為在它們的細胞色素（一種可進行

氧化還原作用的蛋白質）是鑲嵌在細胞外膜上並且裸露在外

的，因此使得它們的外表看起來是紅色。當這些細胞色素直接

接觸到電極表面的時候，就可以產生電子傳遞，因而產生電

流。

（二）利用電子傳遞媒進行之傳遞方式：有時候由於空間的阻

礙，造成細胞色素沒有辦法正確的接觸到電極時，有些微生物

會分泌一種我們稱之為電子傳遞媒的物質，可以在氧化還原兩

態間轉換，接收微生物身上的蛋白質的電子，把它帶到胞外進

行電子傳遞。這些微生物分泌的電子傳遞媒中，最有名的是希

瓦氏菌（Shewanella oneidensis） 分泌的核黃素（又稱為維他

命 B2），以及綠膿桿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產生的

綠膿桿菌素。這兩株菌也因此經常被用來進行微生物燃料電池

的相關研究。

（三）利用菌體奈米導線進行之傳遞方式：另外一種電子直接

傳遞的方式是利用微生物本身生成的特殊導電性結構。這樣的

結構首次在 2005 年時首次被發現，這種新的菌體胞器被命名

為菌體奈米導線（nanowire）。目前菌體奈米導線在 Geobcter 

sulfurreducens  PCA 及 S. oneidensis  MR-1 這兩株產電能力

02 胞外電子傳遞機制。由左至右依序

為：利用細胞外膜之細胞色素、利

用電子傳遞媒、及利用菌體奈米導

線進行之胞外電子傳遞機制。( 圖

由李學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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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強的微生物上都有。為了證實這樣的特殊結構是否真能導

電，科學家們在電導式原子力顯微鏡上面配合奈米級的探針裝

備來檢驗（El-Naggar et al . 2010）。他們首先讓菌體與菌體奈

米導線沉積在導電基材上，將探針的尖端抵在奈米導線的一

端，再由原子力顯微鏡對另一端提供直流電壓形成回路，用這

個方法就可以證實並測量奈米導線的導電度。而根據這幾年最

新的研究顯示，菌體奈米導線的主體其實是由微生物（特別是

革蘭式陰性菌）的細胞外膜衍生而成，在膜的脂雙層結構中包

覆著非常密集的細胞色素以進行導電。雖然到目前為止，菌體

奈米導線的生成與傳電機制仍然有許多爭論，但隨著奈米級的

檢測技術越來越進步之後，菌體奈米導線的神秘面紗也將在未

來一一揭露。

日常生活中有許多可利用的資源會在不經意間被浪費掉，甚至

被視作廢棄物，花費更多金錢與人力去處理。近數十年來人類

活動消耗掉大量的能源和資源，將這些廢棄物納入再利用的循

環經濟系統的想法與技術，則越來越受到重視。微生物燃料電

池技術透過地球環境中自然存在的微生物，替我們將生活中垂

手可得的廢棄物直接轉換成電能，在兼顧經濟與環保之餘，亦

03 菌 體 奈 米 導 線。Geobacter 

sulfurreducens PCA 生成之菌體奈

米導線（左）。菌體奈米導線的導

電度可以使用原子力顯微鏡來測量

（右）。（圖由李學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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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立勛 台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生 

喜歡默默觀察，卻語出驚人的羽球愛好者。

張朝欽 台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博士生 

我的興趣是各種與產電相關的再生能源技術，喜歡在學習各項技術的同時探索自然界的

本質。

李學霖 東海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我的興趣是拿（很貴很貴）的三用電錶來電微生物，理想是找到全臺灣最會發電的微生物，

妄想是這輩子都不用繳電費，叫微生物發電就好。

于昌平 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副教授 

我的興趣是結交不同的微生物朋友，藉由這些小夥伴的幫助，可以讓我實現將污染環境，

變成綠水青山，將廢物垃圾，變成金山銀山。

讓我們感受到大自然的奧妙。原來透過微生物呼吸真的可以發

電，自然界仍有許多寶藏等著我們持續去挖掘！

參考文獻
• El-Naggar MY, Wanger G, Leung KM, Yuzvinsky TD, Southam G, 

Yang J, Lau WM, Nealson KH, Gorby YA. Electrical transport along 

bacterial nanowires from Shewanella oneidensis  MR-1.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0 Oct 19;107(42):181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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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微生物科普書是冷門中的冷門， 常常晚一點出手就被清倉絕版說掰掰， 所以要
趕在它們消失之前趕快讓大家知道。 我們在這裡介紹的是 MiTalker 喜歡， 而且目
前還買得到的書。  

Paul G. Falkowski ／著　

肖湘、蹇華嘩、張宇、徐俊、劉喜朋、

王風平／譯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7 年 12 月出版

推薦人

陳宜龍

目前為中國廈門大學近海海洋環

境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博士後研

究員

⊗ 為什麼微物客MiTalker 該讀這書：
 微生物與環境間的交互作用，就是生命演化

及地球歷史的核心。作者以黑海生態系中特

殊菌群的起源為引子，介紹人類如何觀察、

培養及區分微生物；接著探討微生物細胞內

各式奈米機器的功能及演變；隨後說明這些

奈米機器如何運用在真核、大型多細胞生

物；最後以尋求地球外生命為結尾。

 這本書有趣、易讀，能打通 MiTalker 對生

命及地球科學認知的任督二脈。

⊗ 讀起來的感覺：
 作者描述科學發現的過程及相關人物的方式

令人耳目一新，使本書充滿歷史感，讓原本

從教科書吸收到的單調知識，一下子鮮活了

起來。

生命的引擎：
微生物如何創造宜居的地球

Life's Engines:  
How Microbes Made Earth Habitable

沒有微生物，我們人類就不會出現在地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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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受邀來分享經驗和心路歷程的是三位來自花蓮女中的

同學陳虹妘、鄧羽媃和吳念芸。她們在高二時在花蓮女中

張淑美老師的指導下，進入慈濟大學生命科學系陳俊堯老

師的實驗室，研究高音符絲鱉甲蝸牛的腸道菌相，參加 

2018 年的東區科展及 2019 年的國際科展，並且在 2018 

年的細菌學研討會發表研究成果。

超新星

願意嘗試的勇氣
陳虹妘、 鄧羽媃、 吳念芸

01 在 2019 年國際科展與

研究成果海報合照。左

起鄧羽媃、吳念芸、陳

虹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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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虹妘

高二的科展，是我認為在高中最重大的事件，因此高一便胸懷

大志立下目標－一定要做到最好。但什麼是「做到最好」？當

初的我沒有思考太多，只覺得一定要趁著高中揮灑一把青春。

升高二的暑假，我們這組選擇接續學姊的研究，以擁有美麗名

字的高音符絲鱉甲蝸牛及其腸道菌為主軸發展下去。起初我對

科學研究的過程抱有很多想像，想像自己專業的操作儀器設

備，想像團隊得到的實驗成果有了重大發現，想像大家一同腦

力激盪討論的過程。但想像總歸是想像，回到現實，我正要踏

上前人未完的旅程，眼前盡是一片荒野等待我去開拓。未知的

道路與冒險，使我茫然至極，頓時不知該如何舉步向前。

科學研究之路本就不是康莊大道；然而，這也不是一條絕路。

經過一番掙扎，我們發現也承認了自己的能力有限，開始尋求

師長和學姊的幫助。在這些樂意幫助我們的人身上，我看見自

己的懦弱和匱乏：從小到大，我總是喜歡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任

務，總順服於師長的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即使心中萌生一點不

一樣的想法，也被自己的懦弱與顧慮禁錮，無法持續發展，更

因此失去很多機會而無法讓自己的心被擴大，去承載更多元的

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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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我們不得不承認，自己的能力還不夠完備以致無法達成一

項任務或是做得不夠好。但難道就要因此放棄而拒絕嘗試嗎？

其實最關鍵的，是你願不願意給自己一個機會去「試試看」。

常常，我們因著太多的顧慮而失去一次又一次成長的機會。也

許是時間，也許課業，也許是害怕面對失敗，每個人都有自己

的顧慮；但只要你願意給自己一個機會去挑戰，你會發現，過

程中學得的一切，必定遠超自己的想像，並且值得所有的努力

與願意嘗試的勇氣。

研究過程中，我們遇到無數的失敗和挑戰。每每為了實驗的不

順利而快要發瘋時，昏天暗地中總會出現一絲生機，雙眼一亮

精神一振，我們又能繼續往下走。科學研究一路走來雖傷痕累

累，但其中培養的思考能力和面對挫折的心胸卻是自己難以測

度的。我不後悔走這條路，甚至非常慶幸自己能走在這路上。

雖然汗淚交織真實的過程在發表的講台上是看不到的，但在學

習的路上，我們勝過了許多自以為的不可能，成就了能接受更

多可能，更有彈性的自己。

這段時間以來最感謝的就是帶領我們的師長們，是他們讓我有

機會認識不一樣的自己，也訓練我成為一個願意用腦思考的

人。科展結束了，但研究不會結束；而如今我們將這份精神

交棒給每一個嚮往一窺科學研究殿堂的讀者。不要小看自己年

輕，一份願意嘗試的勇氣，便勝過了路上一切風雨的磨難；你

絕不後悔奔跑此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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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高中生活中，高二重要的大事就是科展了，在分完組

別選定題目後就開始我們的研究路程，在剛開始動手做實驗之

前，我們必須先想清楚這個研究想要解決的是什麼問題，以及

用什麼方法去證明，在將我們的想法和教授討論時，我才意識

到還有很多問題原來還沒有想清楚，藉由和教授的問答，讓我

們更明白有那些方法是可行的，那些是無法達成的。

接下來我們便開始實際動手做實驗，在實驗開始後才發現，許

多事情並不會順順利利的照著期望的方向發展。像我們原本希

望把抗生素混在食物裡餵蝸牛吃，但是實際上蝸牛並不太吃含

有抗生素的食物，因此我們便碰到了第一個問題，最後仍因蝸

牛拒絕配合而更改了研究方向。接下來就是尋找樣區、萃取蝸

牛腸道�DNA�等等實驗，除了假日一整天的實驗，平日的專題

四節課時間往往不夠用，常會做到很晚。萃取出�DNA�後，接

下來是做�PCR，這些分子生物的實驗和我們小時候學校做的實

驗很不一樣，每一個實驗器材都要滅過菌，每個步驟都要仔細

的處理乾淨，藉由這個過程，也讓我在做實驗時更加小心仔

細。過程中也常常碰到實驗做不出來的問題，這時我們也學會

回想實驗時是否有做錯或思考有那些條件需要改變試試看，進

而摸索出解決的方法。

自從做了科展以後，我覺得我學到了很多不一樣的東西，不只

是增加更多知識，也學到許多學習的方法。像我做科展之前是

鄧羽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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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安靜不太會提出問題的學生，常輕易的就接受老師給的東

西，有不懂的地方也不太敢問出來。而在做研究的過程中，我

才慢慢學會從實驗或資料中找尋問題並且想辦法解決，直到找

不出問題為止，這才是真正的想清楚了，接著學到的另外一件

事是團隊合作，和同伴一起思考問題時，可以有另外一個人從

不同的面向加入自己從未想過的方法，進而共同想出更好的解

決辦法，且在遇到困難時可以互相加油打氣，當我們條件一直

試不出來，再加上有時間和課業的壓力，能有個同伴可以互相

扶持真的很重要，最後在實驗的過程中也讓我理解到一次的成

功是由許多的失敗堆砌而成，在能試出適當的條件前，總會需

要一次次的更改條件，然後再試一次，也讓我體會到科學家的

艱辛，在成功的背後是需要付出這麼多的努力。經由這次科

展，學到了面對挫折以及思考的能力，也讓我在過程中不管是

態度還是技巧上受益匪淺，在研究的路程中，雖然沿途可能歷

經了狂風暴雨又或者晴空萬里，但這一路上的磨練，都讓我們

成為了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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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中三年的這段時期，是一個值得讓我們展現動力並

實踐各種夢想的時刻。一般人可能認為�研究室裡應該

是具備豐富經驗的資深人員才能操作實驗，對於還要發

展成研究報告，更是覺得遙不可及，但，現在的我們為

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驕傲。

雖然只是高中生，當懵懂的我們踏進了實驗的殿堂，就

知道將會有很大的改變。我們選擇了研究的路，一個不

同的領域，失敗在這段路上是常有的事，可能因為某一

個不小心就害了一鍋的結果成了失敗品。而我們在這過

程中成長，帶著不退縮的心情勇敢去嘗試，也因此改變

了我面對成敗的態度。當然技術上的知識也擴展了我的

眼界，不管是萃取�DNA、做�PCR�還是跑電泳，能實際

操做一些在課本上看得到卻摸不到的東西品，滿足了我

的好奇心。在過程中學到別人不會或不了解的事物，我

覺得是很偉大的，也藉此讓我看見自己原來可以變得很

不一樣。

實驗這個字眼看似嚴肅，但當害怕在體內萌生的時候，

便無法為自己做點什麼；過程的艱辛是個很好的歷程，

學會克服它才能接受更多的挑戰。其實研究也可以很生

活化，在自己周遭所發生的小事物都是值得我去探討

吳念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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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然而當發現問題，懂得發問與尋找解決辦法，是一個做實

驗必備的態度。和教授討論議題時更是難得的經驗，與教授平

起平坐，挖掘腦部深層的想法表逹，就像在為高中的自己架構

一顆科學腦，只有讓腦不斷的使用才能使它更活化。

做研究其實高中生也可以，帶動著高中生對實驗產生興趣，有

堅持努力不懈且認真的態度去處理問題，相信自己一定也做得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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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微生物生態（上）：

不要說我們的抗壓性低
魏廷翔 / 著

細菌曼波

微生物的分佈在地球上可以說是無所不在，而

所謂微生物生態學（microbial� ecology），主

要以各種自然環境或是生態系（ecosystem）中

微生物（細菌，古生菌以及真菌）為目標，調

查它們的多樣性、數量、組成以及扮演的角色

（例如對於碳循環的貢獻），或是它們在極端環

境中的生存機制。

 

在台灣很少人在進行典型的微生物生態學研究，主要是台灣

的原始自然環境早因天然災害 （地震以及颱風）或是人為的

過度開發，幾乎已被破壞殆盡。不過還是有幾位學者致力於

這方面的研究，例如台灣大學已退休的謝文陽教授（海洋研

究所）和蔡珊珊教授（植物科學研究所），以及中興大學生命

科學系賴美津教授。他們針對許多在台灣海洋，海底火山以

及溫泉環境中特有的新穎 （novel）真細菌 （eubacteria）以

及極端古生箘 （archaea）菌種進行分離（isolation）以及鑑

定（characterization），並發表在國際知名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atic and Evolutionary Microbiology 。這類

研究策略雖然可以針對純化得到的菌株（strain）進行測試，

去瞭解它們特殊的生理生長機制以及生化酵素反應活性，進而

去推斷這些細菌在這個生態環境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它最大的

缺點在於大部份的細菌無法在實驗室的培養條件下生長，因此

所分離培養的菌株不能完全地反映在原始生態環境中的真實多

樣性。例如環境中的優勢菌種不能在培養基上生長，而在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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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中數量多的優勢菌種在自然環境中的數量或

許很少。或是這個菌株的某些基因可以在實驗

室條件下表現，但是在自然環境中細菌卻可能

受限於環境因子（environmental factors）或是

生物性因子（biotic factors），而不會表現這個

基因。

近年由於分子生物學技術的大幅耀進，現階段

的定序技術可以不需經過培養及挑選單一菌落

的步驟，而能直接從環境樣本中萃取 DNA （稱

為 environmental DNA），再經由次世代定序

平台（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直接定序

上千萬條的 DNA（圖１）。細菌多樣性調查大多利

用 16S rRNA 基因序列來判定種類，如此一來

只要針對細菌 16S rRNA 基因進行次世代定序，

得到的序列再經生物資訊軟體的分析及資料庫

比對，我們就可以知道特定環境中細菌的種類，

更可以依該菌序列的多寡來推算該菌在環境中

的數量。

國外微生物生態研究的主題非常廣泛，研究人

員對於極端環境中的微生物群落（microbial 

community） 尤 其 感 興 趣。 沙 漠 生 態 系

（dryland 或 desert）在陸域微生物生態研究

裡是個非常理想的天然實驗室，因為在這種環

境裡許多高等動植物無法生存，不會對微生物

造成干擾（圖２）。沙漠的基本定義為年雨量少於 

250 mm 的區域。驚人的是，可以歸類為沙漠

的區域居然佔了地球陸地表面積的 35%。約

01 次世代定序的流程。 從環境樣本中萃取 DNA 後，直

接由次世代定序平台來定序上千萬條的 DNA 序列 。

圖來自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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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一般沙漠的景觀。在這種環境看

到的大部分是石頭以及土壤，高

等 動 物 無 法 在 此 生 存， 而 植 被

（vegetation）只有較矮小的灌木

叢或是耐乾旱的草。圖出自 [1]。

03 地球陸地上的沙漠分布。聯合

國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 根據乾燥指標（aridity 

index, AI） 來 將 沙 漠 分 類。

此 指 標 的 計 算 是 該 沙 漠 的 降

雨 量（precipitation） 除 以

可 能 的 揮 發 量（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一 個 沙

漠環境的 AI 如果介於 0.5 到 

0.65 之間歸類為乾以及半濕（dry, 

subhumid)；介於 0.2 到 0.5 之間

稱為半乾燥沙漠（semi-arid）；介

於 0.05 到 0.2 之間的是乾燥沙漠

（arid）；如果 AI 值低於 0.05，

通常年雨量不超過 100 mm，則被歸

類為超級乾燥沙漠。另外在北極圈

以及南極洲的某些區域則被歸類為

極地沙漠，該特徵會在之後的

文章裡介紹。圖出自[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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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4.2% 的陸地被歸類為更可怕的超級乾燥沙漠（hyper-arid 

desert），年雨量大約只有 100 mm（圖３）。生物體如果想在這

個環境裡生存，首先要克服的就是乾旱（desiccation）。沙

漠除了缺乏液態水之外，這個環境還面臨了以下的環境壓力

（environmental stressor）：高劑量的紫外線（high incidence 

of ultraviolet），劇烈的溫差（temperature fluctuation），養份

缺乏（oligotrophy）甚至高滲透壓（osmotic stress）等等問

題。當這些環境壓力越來越大的時候，就只有少部分非維管

束植物，原生生物（protist）、真核微藻（micro algae）、真菌

（free-living fungi）以及細菌以及可以在沙漠裡生存下來。這些

生物被統稱為變水性生物（poikilohydric life forms），因為可以

在含水量變化很大的環境裡活下來。它們通常生長於土壤、石

頭表層，或是離表層幾公分以內的區域，形成所謂的土壤 /岩

石表面聚落（soil- and rock-surface communities）。

土壤中變水性生物可能會在特殊情況下形成尖錐狀的生物性土

壤結皮（biological soil crust，BSC，圖４A）。在 BSC 裡面的優

勢菌群為藍綠細菌。在優勢菌種裡也包含其他異營細菌、微型

綠藻、真菌、地衣（lichen）及苔類（moss）。

若是生長在石頭的上表面，這些生物群落就稱為岩面群聚

（epilithic community，圖４B）。岩面群聚除了可用肉眼看見

的蘚苔類植物外，當然也包含了細菌以及真菌所組成的生物

膜（biofilm）。有時候，如果把在沙漠上的石頭翻過來，會

發現石頭的背面有一層綠色的生物膜，這些群落就稱為岩

下群聚（hypolithic community）。岩下群聚的優勢菌群為 

Chroococcidiopsis 屬的菌種，是單細胞形式（unicellular）的

藍綠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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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各 種 形 式 的 土 壤 / 岩 石 表 面 聚

落（soil- and rock-surface 

communities) 。(A) 尖 錐 狀 的 生

物 性 土 壤 結 皮（biological soil 

crust）。 (B) 顯而易見的岩面群聚

（epilithic community）通常可以在

沙漠的石頭表面發現。(C) 岩下群聚

（hypolithic community）生長在石

頭底下的表面，也就是石頭與土壤的

接觸面。 (D, E & F) 若把在沙漠的

石頭敲開，可以發現綠色的微生物群

落生長在石頭的腔室或是裂縫中，稱

之為顯岩內群聚（chasmoendolithic 

community）。(G-I) 如果微生物生

長在接近石頭上表面的內部孔隙中，

並且有不同顏色的層狀排列，則稱之

為 隱 岩 內 群 聚（cryptoendolithic 

community）。(J) 上述各種的生物群

落統整示意圖。圖出自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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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微生物會生長在石頭裡面，這些生物被稱為岩內

群聚（endolithic community）。如果根據出現的位置可以把

岩內群聚更仔細地區分為在石頭孔洞之中的稱為隱岩內群

聚（cryptoendolithic community, 圖４E & F），和生長在石頭縫

隙或腔室裡的裸岩內群聚（chasmoendolithic community，圖

４D, G, H & I）。雖然說這兩種岩內群聚的主要優勢菌群一樣是 

Chroococcidiopsis 屬的藍綠菌，但是隱岩內群聚有個明顯

的特色：不同顏色的微生物會組成規則排列的有色微生物層

（pigmented microbial layers，圖４I）。此外，這兩種 endolithic 

community以及多彩的微生物層被視為是一種抵抗環境壓力的

機制。

在地球上有兩個知名的超級乾燥沙漠，一個是位於南美洲的阿

塔卡瑪沙漠（Atacama desert），屬於年均溫高於攝氏 18度的

熱沙漠，另一個則是位於南極洲的馬克莫多乾谷群（McMurdo 

Dry Valleys），屬於年均溫低於攝氏 18 度的冷沙漠。微生物在

這兩個沙漠生態系當中的多樣性為何？為何微生物只會生長在

石頭內？他們要如何抵禦極端的環境壓力？微生物在這兩個沙

漠中又分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這些將會在下一期來做介紹。

參考文獻
1. Pointing SB, Belnap J. Microbial colonization and controls in dryland 

systems. Nat Rev Microbiol. 2012 Jul 9, 10(8):551-62.

2. Chan Y, Lacap DC, Lau MC, Ha KY, Warren-Rhodes KA, Cockell CS, 

Cowan DA, McKay CP, Pointing SB. Hypolithic microbial communi-

ties: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Environ Microbiol. 2012 Sep, 

14(9):2272-82.



52

MiTalkzine  04

魏廷翔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中心 博士後研究員

研究興趣在於微生物在自然或是特定環境中的多樣性以及功能性。博士班畢業於 

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從事南極沙漠的微生物生態研究，目前在生物多

樣性中心任職，調查微污染物 (micro-pollutant) 對於都市河口底泥的微生物生態系的

影響。

3. Wierzchos J, de los Ríos A, Ascaso C. Microorganisms in desert 

rocks: the edge of life on Earth. Int Microbiol. 2012 Dec, 15(4):173-83.

4. Roh SW, Abell GC, Kim KH, Nam YD, Bae JW. Comparing microar-

rays and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technologies for microbial 

ecology research. Trends Biotechnol. 2010 Jun, 28(6):291-9.

5. De Los Ríos, A., Wierzchos, J., & Ascaso, C. The lithic microbial 

ecosystems of Antarctica’s McMurdo Dry Valleys. Antarctic Science, 

2014, 26(5), 459–477.



53

MiTalkzine  04

神經散漫的水螅

與細菌小房客的對話
許嘉合 / 著

細菌曼波

由目前的證據推測，科學家們認為這可

能是因為神經系統在演化上出現的時間

比後天免疫系統還早，在後天免疫系統

還沒發展出來的年代，神經系統在動物

演化的長河中就扮演了與細菌房客交流

的重要的角色！

 

「靠！絞痛又開始了，而且一陣比一

陣還痛！」心裡忍不住的罵了髒話

後，我還是認命的吞下ㄧ顆止痛藥。

對許多受原發性經痛困擾的女性朋友

來說，止痛藥才是我們的好朋友。真

不知道痛覺神經演化出來折磨人幹

麻？其實，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讓我

們怪罪給水螅與它的祖先！

水螅（hydra）生活在淡水中（圖１），屬於刺絲胞動物門

（Cnidaria）、水螅蟲綱（Hydrozoa）。同樣隸屬於刺絲胞動物

01 水螅照片與形態。水螅構造簡單，呈

輻射對稱：觸手環繞在口部周圍用以

捕食；基盤用來附著或移動。雌雄同

體，有精巢和卵巢可行有性生殖，但

通常行無性的出芽生殖。常見的種

類有綠水螅與褐水螅。形態圖改繪

自 GeoChembio.com (http://bit.

ly/2R3PbLS)，照片來自 https://

visualhunt.com/，CC0 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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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的還有水母、海葵、珊瑚。它們擁有簡單的散漫神經系（圖

２），是第一群具有神經系統的動物。其中水螅因為構造簡單，

培養、繁殖容易的特性，最適合拿來當模式物種來研究神經傳

導。

神經系統的功能與定義一直都被認為是清晰無疑的：它可以接

收環境中的物理、化學訊息，讓生物能感知、並能對這些訊息

有所反應或行動。然而近年來科學家發現神經系統在演化初期

可能具有不同功能，可能被用來與周遭環境中的微生物溝通，

還能控制微生物菌相的組成。疑！這聽起來是不是很像後天免

疫系統的工作內容？由目前的證據推測，科學家們認為這可能

是因為神經系統在演化上出現的時間比後天免疫系統還早，在

後天免疫系統還沒發展出來的年代，神經系統在動物演化的長

河中就扮演了與細菌房客交流的重要的角色！

然而，水螅到底是怎麼利用神經系統來跟它們的細菌房客溝

通的呢？在水螅 Hydra magnipapillata  的上皮細胞（epithelial 

cell）表面，有群細菌定居在那（圖２）。裡面數量最多（佔了

75%以上）的成員是�β- 變形菌綱（β-Proteobacteria）的成

02 水螅結構示意圖。水螅擁有最簡單

的散漫神經系統，神經系統缺乏統

整訊息的中樞，具有兩種不同的神

經細胞，包括感覺細胞 （sensory 

cells） 與 多 極 神 經 元（ganglion 

neurons）。水螅上皮細胞表層的黏

膜主要成分為醣蛋白複合物，適合

細菌居住。圖片改繪自 Murillo-

Rincon et al. 2017 圖 1c 及 

Reese et al. 圖 49-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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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尤其是曲桿菌屬（Curvibacter）的菌種。第二多和第三多

的居民則是�γ- 變形菌綱（γ-Proteobacteria）和擬桿菌門

（Bacteroidetes）的菌種。

細菌房客的種類組成會受水螅房東的種類和健康狀況影響，

並且會受水螅上皮細胞分泌的抗微生物胜肽（antimicrobial 

peptides）抑制。然而，抗微生物胜肽的生成又會受到神經系

統的抑制（圖３，a）。因此，科學家在缺乏神經系統的水螅突變個

體上，發現過量的抗微生物胜肽導致上皮細胞原有的 β-變形

菌綱菌種大量減少到只剩下原本的一成。但是原來的第三名擬

桿菌門菌種的數量則增加了十倍。所以雖然社區裡面的總菌口

數還是維持不變，但組成卻大大的改變了。

除此之外，神經細胞還會分泌另一種叫做 NDA-1神經胜

肽（cationic neuropeptie），去控制主要細菌居民曲桿菌

（Curvibacter）在自己身體上的分佈位置！這種神經胜肽 NDA-

1 在水螅的觸手細胞製造得比較多，合成後會被傳送至上皮細

胞表面的黏液層中，用來抑制曲桿菌生長（圖３，b）。這也是為什

麼曲桿菌主要出現在水螅的軀幹而非觸手上的原因。這個結果

證實水螅能用神經系統控制細菌社區的成員組成與分布位置。

03 水螅神經訊息傳遞與抑制途徑示

意圖。a. 神經細胞會抑制上皮

細胞分泌抗微生物肽，減弱抗微

生物肽抑制細菌生長的功效。b. 

水螅觸手部分的神經細胞會合成

神經胜肽 NDA-1，傳送至上皮細

胞表面的黏液層中，抑制曲桿菌

生長。（本圖由許嘉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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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你以為細菌只能單方面受制於水螅，那就錯了！細

菌與水螅的溝通是雙向的。雖然目前還沒有直接的證據，可是

當研究人員用抗生素去除掉水螅身上的細菌後，發現如果水螅

身上沒有細菌的話，身體收縮的頻率會不正常升高。另外在水

螅胚胎發育的過程中，如果和有正常菌陪伴成長的水螅胚胎相

比，無菌的水螅胚胎在發育時更容易發生嚴重的真菌感染。所

以，好房客細菌可以保庇你健康長大！而為了要讓好房客細菌

乖乖的、不離家出走、不失控，神經系統可是擔負著重要的使

命呢！

整合目前在水螅的研究結果，科學家推測神經系統不但可以偵

測環境中的細菌、辨認出其中的特定菌種，還可以依據細菌房

客組成的不同，來調節體內的生理代謝狀況或控制、篩選體表

菌相的組成。當有房客搗亂時，它們還可以引發上皮細胞的先

天免疫反應，來維持秩序。

藉由研究模範房東水螅與細菌房客的對話，我們才有機會進一

步瞭解神經、免疫系統與共棲微生物的交互作用。例如水螅

上的共棲菌如何影響神經系統的放電，以及如何影響水螅的

行為。這樣的研究對應到人類，就和最近很夯的 ”腸腦軸線 ” 

(gut-brain axis) 有關。所謂的 "腦腸軸線 "，是指腸與腦兩個

器官間有神經網路讓彼此，連結溝通。近年來科學家發現，藉

由這條專線，腸內的菌群可以影響大腦的發育、功能與內分泌

系統；而大腦也利用這條熱線控制腸胃道內的內分泌與免疫反

應，進而影響了腸道內的菌群組成。所以當你緊張時可能會拉

肚子或引起腸躁症；而當你飲食不正常造成腸內菌相失衡時，

也可能引起過敏反應或增加焦慮、憂鬱行為。廣義來說，腦腸

軸線其實包含了腸道菌群、神經系統、內分泌系統與免疫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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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畢業後跳入海洋生物的世界，並受到共生藻與珊瑚互相幫助的感召，開始關注細菌與

海洋生物的你來我往。眼球會自動被“共生”的相關字眼吸引。目前研究菌相在不同種珊

瑚幼生間的差異。

統。其研究範疇更可以橫跨微生物學、生理學與神經心理學，

在高等生物上所牽涉到的反應非常的錯綜複雜。因此，或許藉

由研究小巧簡單的神經模式物種 ”水螅 ”，能夠幫助我們釐清

一些蛛絲馬跡，找到新的答案。

在了解了神經系統的重要性與在演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後，我比

較能體諒神經系統這一路走來所負擔的工作既複雜又辛苦。我

想下次經痛時，我我我 .....髒話會少罵一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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