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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alk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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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c o n t e n t s

微物坊（MiTalk） 微生物生態情報網 FB 社團
https://tinyurl.com/ybh2m6re
微物誌（MiTalkzine）電子版免費訂閱
https://tinyurl.com/y97ltsra 電子版免費訂閱FB 社團

共同培養時，細菌 Pseudomonas putida（綠色螢

光標定）附著在真菌 Morchella crassipes 的菌

絲上，並延著菌絲擴散。（圖片來源參見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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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累了嗎 ?  

參與藻菌交互作用的神奇分子

—維生素 B 1 2
江殷儒 / 著

星期五的下午，離下班還有難熬的兩小時。你累了

嗎 !?�紅牛、蠻牛及保力達 B，賣的就是維生素 B 

群（圖 1）。不只是勞苦的上班族，所有生物都需要來

一罐蠻牛！。

01 維生素 B12 （氰鈷胺）是提神飲料的重要組成。在實驗室中，氰鈷胺亦是細菌及藻類培養基的常見組成。這種維生素易溶於水，外

觀呈現漂亮的粉紅色。怕光且怕熱。因此通常會利用 0.22 μm 的濾膜進行無菌處理後，低溫儲存於深棕色的器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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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維生素 B12 與類似有機化合物

的結構多樣性。鈷胺素與偽鈷胺

素的差異在軸下配位基，前者是 

DMB，後者是由腺嘌呤所組成。

其中鈷胺素主要是異營細菌所製

造，而嚴格定義上的維生素 B12 

係指特定的鈷胺素結構 -氰鈷胺

（cyanobalamin）。偽鈷胺素主

要是藍綠菌（cyanobacteria）

所製造。原圖來自 Helliwell 

et al. 2016 [1]。

做為�B�族維生素的成員，維生素�B12  是一類含鈷的水溶性

有機化合物（圖 2），分子量在 1300-1400 Da 之間。一般對小

分子代謝物的定義是分子量小於 1000 Da 的有機化合物，具

有四環結構的固醇類物質已經相對複雜，分子量也僅有 250-

400 Da 左右。由此可知，維生素�B12 是相當複雜的有機化

合物，因此直到� 1950 年左右，英國生物化學家 Dorothy 

Hodgkin 才利用�X 光繞射法解開了這個複雜分子的晶體結

構。除了是已知結構最複雜的維生素，B12 � 也是唯一含有

礦物質的維生素。鈷原子的配位數是 6，也就是能與� 6 個

配位基接合。如圖� 2�所示，維生素�B12�的中心結構是平

面四環� corrin 透過� 4�個氮原子與單個鈷原子螯合；類似的

平面四環結構亦可見於葉綠素與血紅素。維生素�B12�的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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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下方再與核苷酸結構� 5,6-dimethylbenzamide （DMB） 接

合，因而形成維生素�B12�的基本結構 -鈷胺素（cobalamins）。

這個鈷原子最後還剩下一個配位可以與不同的基團作結合，

因此造就維生素�B12� 的結構與功能的多樣性。常見的軸上

配位基有能形成氰鈷胺（cyanocobalamin）的�CN� 基、能

形成羥鈷胺（hydroxycobalamin）的�OH� 基、能形成甲鈷

胺（methylcobalamin）CH3基的�CH3�基以及能形成腺苷鈷胺

（adenosylcobalamin）的腺苷。後兩種鈷胺是輔酶形式，也就是

人體真正可以利用的結構。但是這兩種型式不太穩定，因此商

業上販售的是結構穩定的氰鈷胺及羥鈷胺，可以經由口服及注

射被人體吸收後，再被體內酵素轉換成輔脢形式。提神飲料紅

牛及蠻牛的鈷胺成分即是氰鈷胺，因為可以利用有機化學方法

大量製造；而由於羥鈷胺與氰根離子有很強的親和性，因此也

可以用於治療氰化物中毒。

�關於維生素�B12�還常存在一些誤解：不少人以為人類依賴

腸道菌例如大腸桿菌產生的維生素�B12。事實上，人類的腸

道菌雖然可以發酵產生維生素�B12，但因為這類細菌主要棲

息於大腸，而只有小腸才可以進行維生素吸收，因此人體無

法吸腸道菌製造的維生素�B12。人體所需的維生素�B12，主要

還是來自蛋、奶、肉類等動物製品。雖然藻類食物如海帶、

紫菜及螺旋藻含有大量的維生素 B12，但是其結構為偽鈷胺

素（pseudocobalamin），其軸下配位基不是�DMB�而是腺嘌呤

（adenine）（結構參見圖 2），並無法被人體吸收利用。

我們終於要離開健康雜誌的話題，進入微生物學的領域。生合

成維生素�B12�的能力僅限於少數的細菌與古菌。因此真核藻

類例如海帶與紫菜的維生素�B12�不是自體合成，而是來自於共

生的細菌。一般而言，異營細菌主要產生鈷胺素，而藍細菌主



5

MiTalkzine  06  

03 海洋或湖泊光照區域的維生素 B12 

在藻菌之間的循環。原圖來自 

Helliwell et al. (2016) [1]。

要產生偽鈷胺素� [1]。真核藻類的生長依賴細菌單向地供應維

生素�B12。因此如果想在實驗室裡分離單株真核藻類（axenic 

culture），都需要於培養基中添加氰鈷胺來幫助藻類生長。另

外傳統的藻類培養基，例如�BG11�或�NC�培養基，通常只含

有礦物鹽，而不含有任何維生素。然而我們在分離單株藻類

的過程，常於培養基之中添加抗生素以消滅細菌，往往因此

造成目標藻類生長遲緩，甚或死亡；這可能是因為作為維生

素�B12�供應者的細菌消失之故。

真核藻類對於全球碳固定有重要貢獻，約佔了� 50%� 左右�
[2]。掌握影響海洋及湖泊生態系中藻類結構與動態變化的重

要因素，就能增加我們對於全球碳循環的認識。近年來的微

生物學與海洋學研究，逐漸明瞭除了氮、磷等主要元素之外，

一些微量化合物如維生素也是主宰藻類生長的重要環境因

子。由於藍綠菌與真核藻類在水體中常常會競爭氮、磷等資

源，因此藍綠菌可能透過生成真核藻類無法利用的偽鈷胺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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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避免這個戰略資源被競爭者所利用（圖 3）。然而，某些真核

藻類，例如萊茵衣藻（Chlamydomonas reinhardtii，一種單

胞藻）以及路氏巴夫藻（Pavlova lutheri，一種定鞭藻）已

經發展出新的代謝策略，可以利用�DMB�來取代偽鈷胺素

的軸下配位基—腺嘌呤，進而將偽鈷胺素轉化成可以加以利

用的鈷胺素。然而，目前仍未完全明瞭，製造鈷胺素及偽鈷

胺素的原核生物為何要將這類珍貴且必須的維生素釋放到環

境中。一種可能的假說是：不同種類的微生物透過交換維生

素來達成穩定的共生關係。

水體中的維生素�B12�濃度相當低，約在� 10 pM (picomolar)�

左右，因此成為極度稀缺的資源。某些異營細菌因此透過

供應�B12，來建立與真核藻類的互利共生關係。舉例而言，

Ostreococcus�屬的真核綠藻直徑小於一微米（micrometer），

是已知最小的真核藻類。它的基因體約在� 12-13 Mb，也

是相當小。這種藻卻在大洋中普遍出現，對全球碳循

環的貢獻度很大。綠藻�Ostreococcus tauri� 與細菌夥伴�

Dinoroseobacter shibae  （Rhodobacteraceae� 科）可以透過維

生素�B�群的交換，達到穩定的互利共生 [3]。故事中的男主

角─超微細綠藻�Ostreococcus tauri�提供維生素�B3、B7�及�

B9；女主角�Dinoroseobacter shibae�則回報以�B12。我們對

於這個神奇分子的生態角色與重要性，所知仍然非常有限。

維生素�B12�也有可能經由食物鏈，在生態系統中的各階層

之間逐層遞送，進而決定浮游植物及浮游動物的群落結構。

除了生態學的知識建構，維生素�B12�的生物交互作用之研

究成果亦可能應用於水產養殖與農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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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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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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中的盔甲浮游植物 

顧銓、王柏崴 / 著

鈣板藻不僅有獨特的細胞

生理功能，在演化上也十

分耐人尋味。究竟這群定

鞭藻為何要生成鈣板，至

今仍是鈣板藻研究的大哉

問。有趣的是鈣板的有無、

結構、形狀、數量、大小

與排列，在不同物種或同

種不同生活史階段皆大不

相同，顯示鈣板生成的原

因可能不是單一假說能完

整解釋。

「鈣」世神功

光合作用是地球上最重要的固碳機制。以

全球尺度來看，陸生植物佔每年淨初級生

產力大約一半，另一半則來自海洋。不同

於陸上生產者以肉眼可見的植物為主，海

洋生產力大多不是來自於海帶等沿岸大型

藻類，而是稱作浮游植物的單細胞光合自

營生物。儘管它們生物量不到全球 1%，

遠不及陸生植物，靠著在透光層中快速生

長、繁殖並死亡，這些微生物撐起地球最

大的大洋生態系。其中有一群海中廣泛分

布的真核微藻鈣板藻（coccolithophores），

從赤道一直到極圈的海域都可發現它的蹤跡。「鈣板藻」

顧名思義會形成碳酸鈣的板片披覆在細胞表面，是大小約

3 到 25 微米的微小浮游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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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統分類上，鈣板藻是定鞭藻（haptophytes）中等鞭金藻目

（Isochrysidales) 及球石目（Coccolithales）共同組成的單系群，

又稱為鈣定鞭藻（Calcihaptophycidae）。典型的定鞭藻除了有兩

條鞭毛外，還有稱作「定鞭毛」（haptonema）的突起胞器。定鞭

毛與真正的鞭毛結構不同，一般用於抓取或吸附，然而在鈣板藻

大多不明顯或不存在。定鞭藻會在細胞表面形成有機質鱗片，此

種有機質是經由高基氏體的囊泡分泌而來。而定鞭藻中的鈣板藻

能在此囊泡中，於有機質基板上沉積碳酸鈣結晶，待特定結構成

形後，透過胞吐作用將鈣板移至細胞表面，並與先前分泌出的鈣

板組成特定的排列方式（圖 1）。海洋中其他的鈣化生物，大多是將

鈣離子和碳酸氫根離子分泌至胞外才生成碳酸鈣，相較之下，鈣

板藻是在胞內形成碳酸鈣，而此種方式可能比較不會受到環境因

子的影響。

01 鈣板藻遠洋球石藻

（Coccolithus pelagicus）

PLY182g 的形態（A）與鈣板生

成（B）。1，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下的細胞外觀。2–4，倒立式光

學顯微鏡下的鈣化細胞與脫落

鈣板（2）、單一鈣板（3）及

經 EGTA 去鈣化的細胞（箭頭：

有機鱗片）（4）。去鈣化細胞

在正常 f/2 培養液每隔 30 秒的

鈣板變化，可見第二片鈣板分泌

至細胞表面（0-90 秒）及第三

片鈣板於胞內生成（箭頭）。比

例尺均為 10 微米。[圖片取自 

Taylor et al. 2007. Eur. J. 

Phycol. 42:125-136，經作者同

意刊登於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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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定位

鈣板藻不僅有獨特的細胞生理功能，在演化上也十分耐人尋

味。首先，定鞭藻的葉綠體起源於古代的內共生單細胞紅藻，

在葉綠體雙層膜之外仍可見內共生紅藻遺留下來的細胞膜。然

而我們對該內共生的宿主所知甚少，譜系分析也多顯示定鞭藻

自成一支，除了紅藻內共生外與其他真核生物之間的關係尚有

待進一步釐清。目前證據顯示，定鞭藻起源於至少十億年前，

而鈣板藻則大約到三疊紀初期才現身（兩億五千萬年前）。究

竟這群定鞭藻為何要生成鈣板，至今仍是鈣板藻研究的大哉

問，有各種假說如物理性或生物性保護、密度調節、碳濃縮機

制等，目前仍未有定論。有趣的是鈣板的有無、結構、形狀、

數量、大小與排列，在不同物種或同種不同生活史階段皆大不

相同，顯示鈣板生成的原因可能不是單一假說能完整解釋。

不論鈣板藻是如何起源，它們在中生代和新生代海域中都是主

要的組成生物。中生代晚期鈣板藻大量生長產生許多碳酸鈣板

沉積，成為今日可作為粉筆的白堊（chalk，德語 Kreide），也

是白堊紀（Cretaceous，德語 Kreide，地質學縮寫 K）名稱的

由來，地形上以英格蘭東南部的多佛白崖最具代表性。在距今

6500 萬年前中生代大滅絕（K-T extinction）中，絕大多數的

鈣板藻與恐龍等生物一同消失，但在新生代又演化出多樣的類

群。目前海洋中最常見、也是鈣板藻實驗的模式物種赫胥黎氏

艾密利藻（Emiliania huxleyi），則是大約 29 萬年前才出現，8

萬多年前取代其他鈣板藻成為全球廣泛分佈的優勢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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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奇觀

許多定鞭藻有短時間內族群大量成長的藻華現象，而全世界最

壯觀的藻華正是來自赫氏艾密利藻。此藻的分布十分廣泛，從

極區到赤道附近皆可發現其蹤跡，於溫帶地區形成的藻華可達

數十萬平方公里，超過台灣面積的十倍。赫氏艾密利藻的大小

只有 3 到 5 微米，但藻華時細胞達每毫升一千顆以上，甚至有

超過十萬顆的紀錄。大量生成的鈣板脫落後反射光線，在衛星

影像可見一大片乳白色的海域，堪稱海洋中的生態奇觀。藻華

通常一年一次，每次時間最長約一個月，卻對地球碳與鈣循環

影響深遠，讓鈣板藻佔了全球海洋初級生產力五分之一，沉積

的鈣板則佔了海底碳酸鈣的一半。

另 外 鈣 板 藻 還 會 製 造 大 量 的 二 甲 基 巰 基 丙 酸

（dimethylsulfoniopropionate，DMSP）來調節滲透壓，其衍生物

二甲基硫醚（dimethyl sulfide，DMS）在大氣中容易抓住水氣

形成雲凝結核，促進雲的生成。從大尺度的觀點來看，藻華地

區大量的 DMSP 生成使雲量增加，或可提高地表的反照率而減

緩溫度的上升。另外，人類大量使用石化燃料，使大氣中的二

氧化碳濃度升高，除了造成全球暖化之外，溶於海水中也會導

致海水酸化。這樣的環境變遷對鈣板藻生長的影響，乃至未來

鈣板藻族群變化與其對地球環境的回饋，是目前十分熱門的研

究課題。短期來看，鈣化作用會消耗水中兩個碳酸氫根而釋放

出一個二氧化碳分子，增加局部的二氧化碳濃度。長期來看，

碳由大氣中進入海洋，經鈣化作用而轉為固態的碳酸鈣沉積於

海底。而雖然海洋酸化會影響二氧化碳、碳酸氫根離子及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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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離子在海中的平衡，也會加速碳酸鈣的分解，但藉由在囊泡

內生成碳酸鈣，鈣板藻或許能調控內在的微環境而減少胞外濃

度或酸鹼值對其鈣化的影響。

生老病死

在傳統生態學中，浮游植物為基礎生產者位於金字塔最底層，

其能量透過食物鏈傳遞到上層。然而除了動物或其他單細胞真

核生物的攝食之外，其他因素也會造成微藻死亡而影響生態系

統。1990 年代，研究人員首次發現赫氏艾密利藻會被一種二十

面體的 DNA 病毒感染，尤其在藻華後期病毒顆粒劇增，造成

細胞大量死亡。令人意外的是，這些從微小單細胞真核藻類分

離出的病毒大小接近 0.2 微米，比許多動物病毒都大。其基因

體超過 400 kb，更是比人類病毒中基因體最大的痘病毒還大上

一截，相當於小型寄生細菌基因體的大小，且有自己的醣神

經鞘脂質合成基因、 轉錄系統（RNA 聚合酶等）及複製系統

（DNA 聚合酶等）。一旦被感染，細胞不到一天就會死亡並釋

出幾百個病毒顆粒，幾天就能使實驗室培養的族群消亡。野外

研究也已證實，病毒感染會加速藻華過程中顆粒性有機與無機

碳的垂直傳遞，進而促進海洋中的碳循環。

海洋微生物交互作用的另一環則由細菌構成。原核生物是海中

數量最多的生物體，除了長久已知的分解者角色，近年來也發

現許多細菌與其他海洋微生物直接互動的模式。鈣板藻與其他

定鞭藻雖行光合作用，但仍保有祖先的攝食能力，一些物種已

證實會攝食細菌（稱為混營生物）。藻類細胞會擴散出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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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而形成一定範圍的藻圈，吸引特定海洋細菌前來，有些

細菌會分泌出促進藻類生長的激素，有些則是加速藻類死亡的

毒素，甚至有細菌在不同藻菌族群動態下會對同一種鈣板藻產

生截然不同的作用，在在顯示海中微生物之間錯綜複雜的情恨

糾葛。

總結

鈣板藻是一群獨特的單細胞海洋藻類，雖然無法直接用肉眼觀

察，但它們的細胞功能、演化過程與族群動態對地質歷史、海

洋生態與地球環境均造成深遠的影響。從分子層級到全球尺

度，歡迎有興趣的人加入研究鈣板藻的行列（圖 2）。

02 鈣板藻研究的多元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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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銓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助研究員

真核微生物演化生態研究室主持人，興趣包含真核基因體演化、表現調控、主要類群和

特徵的起源、微生物交互作用、世代交替、生物地理、單一細胞定序技術等，研究室目

前以微藻及巨大病毒為主要對象。平日嗜好為語言、文化、旅遊與足球。

王柏崴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實驗室經理

一個在因緣際會下進入海洋內宇宙，在碩士班又一頭扎進海洋微生物世界的小小觀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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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來水中的消毒水味道主要來自添加的次氯

酸鈉，也就是俗稱的漂白水。我國淨水程序

藉由加氯進行消毒，但水中的餘氯隨著停滯

時間拉長，會與水中的天然有機質反應而喪

失消毒能力，所以一般會提高劑量來維持餘

氯，以防止在配送過程中的細菌生長。我國

為了因應天災、管內壓力不足、用水量的變

化，普遍採用有水塔的間接供水系統（圖 2），

頂樓水塔（圖 1）中容易累積自來水中雜質或天然有機物，同時隨

著自來水在家戶配管中停滯時間的拉長，水中餘氯濃度漸漸下

降，所以環保署建議我們每半年至一年需要清洗水塔以維持水

中的餘氯濃度。

太陽能の湯屋─

介紹在自來水中熱水浴的細菌

張景隆、童心欣 / 著

你是否碰過打開水龍頭時聞

到水裡有消毒水的味道？過

年大掃除的時候有沒有清洗

過頂樓的水塔？你是否遇過

業者來推銷加裝太陽能熱水

器，告訴你政府有約一萬元

的補貼可以申請？

01 中部地區密集的頂樓水塔（張景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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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陰雨綿綿的北部，中南部具有充沛的陽光，具有獨棟

透天房舍的家庭通常會裝設太陽能熱水器（如圖 3 下），來節省

能源。然而太陽能熱水器影響餘氯除菌的功能。除了它的循

環加熱機制延長自來水的停滯時間，持續的高溫也會加速餘

氯與有機質的反應，加劇水中的餘氯消耗。另外有研究認為

熱水的環境有利於 Legionella 屬菌種、Mycobacterium 屬菌

種與 Pseudomonas aerugionas 等潛在致病菌的生長 [1]，其中

Legionella 屬菌種還可能經由微小水滴飛濺，經由吸入直接感

染肺部造成退伍軍人症。因此使用太陽能熱水供水，可能使自

來水中沒有足夠的餘氯濃度，而讓我們在使用熱水時暴露在接

觸致病菌的風險中。

02 台灣常見的冷、熱水供水系統比較，

包括直接供水、間接供水及太陽能熱

水系統（張景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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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來水進入水塔後、加熱後的水質變化

我們找了一棟台灣常見的透天厝來做檢測。這戶人家頂樓水

塔大約一年未清洗（圖 3），並且使用太陽能熱水器來加熱。我們

進行水質分析的項目與政府公告飲用水標準項目相同或相似，

重點項目包含水溫、餘氯濃度與總異營菌數 (Heterotrophic 

plate count, HPC)；採樣點分為進入水塔前的水管水（進流）、

水塔出流水（冷水）與經太陽能加熱的水塔出流水（熱水）；

每次採樣時間分為用水離峰期並經歷隔夜停滯的早上七點，

與晚上七點用水高峰期的晚上七點。

03 台灣建築供水系統常見的單元。上圖為

久未清洗的水塔底部，下圖為太陽能熱

水器（張景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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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們得到的結果來看 ( 圖 4)，早晚的進流與冷水溫度維持在 

20.0±1.0ºC；晚上七點洗澡尖峰時熱水可以達到 51.1±5.5ºC，

歷經隔夜的冷卻到隔天早上逐漸下降至 32.8±4.8ºC。早上的

進流水裡有較高的自由餘氯濃度，為 0.33±0.10 mg/L，到晚

上下降至 0.04±0.03 mg/L；早晚離開水塔時冷水的自由餘氯

濃度維持在 0.14±0.10 mg/L；早晚加熱後的熱水自由餘氯濃

度下降至 0.02±0.02 mg/L。早上的進流總異營菌數為 84±84 

CFU/mL (CFU 代表檢測到的菌量），到晚上略為上升至 

170±101 CFU/mL；早晚的冷水維持在 221±199 CFU/mL；早

上的熱水具有較高的總異營菌數為 3,155±681 CFU/mL，到

晚上下降至 41±20 CFU/mL。

綜合討論水質的變化，隨著自來水滯留在水塔內進行餘氯消

耗，冷水比進流具有較低的的自由餘氯濃度與較高的總異營

菌數。水塔內的水經過太陽能熱水器加熱後，熱水又比冷水

有較低的自由餘氯濃度，熱水在經歷隔夜停滯充分冷卻後有

最高的總異營菌數。

菌群隨著流入水塔、加熱的變化

在水質分析的同時，我們也同時對水中的細菌組成進行分

析。操作上先收集水中的菌體並萃取其 DNA，利用 16S 

rRNA 基因中具有高度保守的 V3 到 V4 區域設計引子，以

聚合酶連鎖反應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進行擴增，

並以 Illumina MiSeq 定序儀進行高通量定序，再與 德國 

SILVA 基因資料庫比對後獲得菌屬組成百分比。

04 水質隨著進入水塔、加熱後的變化。進流

為進入水塔前；冷水為水塔出流水；熱

水為水塔出流水再經太陽能熱水器加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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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如圖 5。早上的進流水裡具有較高的餘氯濃度及較低的總

異營菌數，水裡的細菌以 Phreatobacter  屬與 Sphingomonas 屬

菌種為主，占比超過 60%。過去 Phreatobacter  與 Sphingo-

monas 兩屬的菌種曾被認為可以適應低溫、寡養以及抵抗消毒

劑的環境 [2] [3]，或許這是它們成為優勢菌種的原因。但是這兩

屬細菌在進入水塔後比例下降，反而是其他菌屬比例上升，其

中以 Nitrospira 屬細菌數量上升較為明顯，Nitrosomonas 屬的

細菌也有相同的變化趨勢。這兩群菌均能進行硝化反應。早

上的熱水裡具有最高的總異營菌數，餘氯也已充分消耗，這

時 Meiothermus 屬與 Vulcaniibacterium 屬的細菌比例明顯上

升。Meiothermus 與 Vulcaniibacterium 為生活在地熱、溫泉環

境的嗜熱菌屬 [4] [5]，推測耐熱特性讓它們能在熱水中勝出。

同樣在餘氯充分消耗且具有較高水溫的晚上熱水裡，則是以 

Pseudomonas 與 Mycobacterium 兩屬細菌比例略為上升。如前

面所提，兩者為容易在熱水中生長的相關潛在致病菌屬 [1]。

05 水中微生物族群隨著進入水塔、加熱後變化。(A) 水中菌屬組成百分比。(B) 早上進流主要菌屬、加熱增加菌屬與硝化相關菌屬。

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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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氯和溫度主導了建物配管中的微生物族群

為了呈現物種與物種間、以及物種與環境參數間的關係，本研

究利用典型對應分析（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CCA），

來以二維圖呈現多維度的資料。圖 6 的 CCA 圖裡每個點代表

一個菌屬以點表示，聚一起的菌屬代表其族群比例的變化較為

一致；環境參數則以箭號表示，圖中原點為各環境參數的平均

值，沿箭頭所指的方向代表這項參數逐漸增加。以圖 6 裡的點

Meiother（代表 Meiothermus 屬細菌）為例，Meiother 在 HPC 

值高與 Temperature 值高的區域，並在 Residual chlorine 值低

的區域，我們可以在此解讀 Meiother 屬細菌比例與溫度、總異

營菌數正相關，與餘氯濃度負相關；換句話說，在具有較高的

溫度、總異營菌數與較低的自由餘氯濃度下，Meiother 屬細菌

的比例會上升。我們總結：在隨著溫度的提高加速水中餘氯的

消耗下，使熱水中的總異營菌數在隔夜停滯後增加，並改變其

微生物的組成令嗜熱菌屬的比例有所增加。

06 早上七點水中菌屬組成與餘氯

(Residual chlorine)、溫度

(Temperature) 以及總異營菌數

(HPC)之典型對應分析(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CCA)；

各箭頭指向的鄰近區域的菌屬代

表與箭頭標示之環境參數具正相

關；反白代表相關文獻發現具有

耐氯、嗜熱特性的菌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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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景隆 國立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 碩士

在台大環工所念碩士班，研究主題為建物配管裡的微生物，想瞭解我們常見的水塔、熱

水器是否會增加用水的生物風險。2019 畢業後目前在科技業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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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欣 國立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 教授

研究興趣為自來水及工程相關的微生物，找尋消毒、水中微生物及公共用水安全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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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核名偵探養成記
邵遵文 / 著

關於那些無形朋友的社交圈

相較於地球上大部分的生物，人類真的很

忙，忙讀書、忙賺錢、忙運動、忙減肥、忙

戀愛或忙家庭等等，煩惱從來沒有少過。生

活裡已經沒把握能否打理好自己，卻還得要

面臨各種的社交應對，跟親戚的、同事的還

有跟朋友的，要以「六個人的小世界」1 來形容人類社

交網絡的高度複雜性一點都不為過。試想當兩個不相

干的人，僅僅透過六個人就能連結出某種關係，資訊在

人群間散播（和扭曲）能有多快多廣，讓原本已很複雜

的人類社會變得更加複雜。你是不是曾經有那麼一次兩

次，想過如果能像海綿寶寶或派大星那樣「無腦」快樂

的活著，生活是不是可以簡單一點？不管你是不是點頭

了，哪怕只是一個念頭閃過，我很確信在你身上的那些

看不見的朋友已經在抗議，尤其是那些相對「簡單」而

「無腦」的原核生物們，因為這些原核生物間關係的複

雜度，恐怕不遜色於人類社交網絡的小世界。

我們的老祖宗們以人生經驗，歸

納人類社群活動中各種可能的歸

途，發展出各式各樣的算命術。

那我們是否也能為這些肉眼看不

見的微生物們，有邏輯地建構一

套觀察和預測模型，用以「預言」

微生物之間錯綜複雜的網絡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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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論原核生物之間的複雜關係之前，我們先來釐清原核

生物如何相互影響。這裡先以一個情境故事來幫助大家理

解。上課中，所有同學不可擅自離開座位。一個學生默默

在這時放了一個無聲且極有味道的屁。我們站在遠處，觀

察到同學的反應大致可以歸類出三種類型：正向反應型、

負向反應型和無反應型。正向反應的同學明顯對於聞到這

個屁味感到發自內心的喜悅（相信這類型的同學應該極

其少數），負向反應的同學則會有不悅的表情、言語或動

作。至於無反應型則較為複雜，他可能是對味道的敏感度

很低、習慣這樣的味道、處於忍耐狀態或只是因為空間效

應稀釋了屁的味道。類似的情況亦發生在原核生物上，它

們主要透過釋放各式各樣的化學物質和代謝物來相互影

響。碰到同一種化學物質時，不同細菌可能出現正向反

應、負向反應或完全無反應。而某種我們關心的化學物質

或代謝物到底是由哪些微生物產生？對哪些微生物會有抑

制的效果？這化合物又可作為哪些微生物的食物？空間效

應會不會影響了這個代謝物的傳遞？微生物之間的利害關

係錯縱複雜 [2] ，我們無法斷言它們之間的關係，是不是

會比人類社群活動的社交網絡更複雜，但至少我們可以仿

效它命名的方式，將（原核）微生物的「社群關係」稱做

為「微生物網絡」，以對其高度的複雜性致上最高的敬意。

是敵 ?是友 ?神機是不是能妙算？

既然網絡關係從複雜有形的人類社會到簡單無形的原核世

界都普遍存在，那麼在人類社會相當活躍的算命術，是不

是也能用在（原核）微生物上呢？若先排除是否符合科學

性這個議題，算命的本質正是統整人類在各種團體互動中

可能面對和導致的結果，並以符合邏輯的系統性方式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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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出來。這樣說來，不管是中國的紫微斗數、易經或是西

方的星象學等，和科學的共同特點似乎已經呼之欲出，那就

是「預測」。我們的老祖宗們以人生經驗，歸納人類社群活

動中各種可能的歸途，發展出各式各樣的算命術。那我們是

否也能為這些肉眼看不見的微生物們，有邏輯地建構一套觀

察和預測模型，用以「預言」微生物之間錯綜複雜的網絡關

係？

首先，系統性地蒐集訊息是必要的，然後再進一步統整這些

微生物訊息，用來進行預測。如果目標是預測微生物之間如

何相互影響，有個生態學上相當經典的掠食者與獵物方程式

洛特卡－沃爾泰（Lotka-Volterra）方程式，看起來相當適合

用來推估微生物的網絡關係。只要我們能蒐集到完整微生物

群落在特定一段時間內的變動狀況，就可以用來做預測。讓

我用簡化的掠食者與獵物系統來幫助大家瞭解：狼為掠食者，

而兔子為獵物。在這個系統中，狼和兔子的關係是明確的，

兔子是狼的食物，所以兔子的存在會促進狼群數量的增長，

但相反地狼卻是威脅兔子族群壯大的威脅因子。這個關係若
01 洛特卡─沃爾泰程式在狩獵

者─獵物系統和微生物網絡預

測的應用（摘自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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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符號表示則會是：

兔子→狼：表達前者對後者有促進的關係

狼→兔子：表達前者對後者是壓制的關係

在這個系統裡，我們可以藉由長年累月追蹤狼和兔子族群數

量變化得到的數據，可以讓我們瞭解這個牠們所處的自然環

境處於何種狀態。如果環境中自然資源充足，兔子的數量會

增加，也會增加狼的數量。但是當狼的族群數量大幅擴增、

或是這個環境遇到乾旱或其他天災時，都可能導致兔子數量

大幅減少，而隨之影響狼群的數量。我們知道兔子與狼之間

的數量關係，在透過以掠食者與獵物數量變動以方程式建立

連結關係之後，我們可以利用這個「關係」和族群變化數據

來預測未來十年、二十年或更久遠之後的兩種動物的數量，

看看掠食者或獵物是會走向滅絕，或是在彼此消長中進入長

存的永續狀態。

簡單來說，洛特卡─沃爾泰方程式在預測微生物網絡上的應

用，可理解成是狼和兔子系統的反向操作。現在微生物間的

關係未知，但藉由蒐集不同時間點下微生物群落消長變化的

數據，我們就可以在分析後推測出這些微生物之間的關係。

運用這樣的技術，那些微生物彼此之間盤根錯節的明爭暗

鬥，包括互利、片利或競爭共生等，終於能系統性地搬到檯

面上來檢視。技術上如何透過原核生物所共有的 16S 核醣

體 RNA，利用次世代定序技術來揭開微生物群落組成的細

節，我不在這裡一一贅述。我們只需要知道，我們可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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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定序得到在特定環境條件下所有原核微生物的數量變化。

這個方法可以讓我們計算那些在過去以培養法無法研究的微生

物，包括那些難以在培養皿中培養的細菌或古生菌。有了這些

數量變化資料，就可以讓我們一窺微生物間究竟是有愛恨還是

帶情仇。如果從已知關係推測未來結果是算命師的工作，那由

發生的事件解開誰是誰的誰這種複雜關係就是名偵探辦案了。

解謎網絡結構又如何？

這樣的策略，讓我們在研究微生物之間如何相互影響的議題

時，大幅縮短了試誤的過程。試想若以一個簡化的微生物群落

為例，其中僅包含十種可在實驗室環境培養的細菌（真實狀況

則可能有數百種）。假若現在我們想探討高溫、高鹽或任何環

境變因對於整體微生物網絡的影響，如果要任選兩種細菌來看

它們之間的關係，光是挑出任兩種細菌（A 和 B）就有 45 種

可能的配對組合。為了簡化問題的複雜度，我們先不考慮細

菌混合比例和濃度的影響。這兩種細菌裡 A 對 B 有三種可能

的關係：促進、抑制和不影響，同樣的 B 對 A 也是這三種可

能。在依次測試完 45 種組合之後判定 A 對 B 及 B 對 A 的影

響，我們終於能釐清兩兩配對的細菌組之間存在的交互關係

是互利共生、寄生或掠食、片利共生、片害共生、互相競爭還

是互不影響。但等等，試驗還沒結束呢！ A 可能影響到 B 再

影響到 C 一路害到 D。而這裡總共有 390 個產生網絡關係的

可能性，要釐清這複雜的網絡關係，還要繼續從 10 種細菌任

取 3 ～ 10 種，完成至少 968 組試驗後才有可能搞得清楚。可

是別忘了，細菌間的比例和濃度其實還挺關鍵的，如果還要測

試它們對結果造成的影響，那實驗真的不知道要做到民國哪年

了。從這些想到就累的數字裡你可以看到在群聚裡微生物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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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有多少種可能性，科學家們很難有足夠的時間一一完成這

些實驗。而直接分析不同時間點的數量資料，可以幫助我們快

速找出微生物間可能的關係，在有生之年看到能解決問題的研

究結果。

名偵探柯南的佛心

看到這裡，如果你手上剛好有這樣一組微生物組成在至少四

個時間點變化的數據，你很想試著瞭解微生物之間的相互影

響，卻不知從何下手？這裡介紹一個簡單使用的微生物網絡預

測工具，讓你動動手指頭，喝杯咖啡就能得到預測的結果。

這 個 工 具 叫 做 MetaMIS（Metagenomic Microbial Interaction 

Simulator），是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中心王達益博士團隊所

開發，以洛特卡─沃爾泰方程式為基礎，透過視覺化的呈現，

簡化生物學家建立微生物網絡的過程，我們面對的問題是要找

出一群群的微生物彼此之間的關係，而 MetaMIS 的設計邏輯

是以「數大就是美」的排序簡化那些一輩子都算不完的網絡組

合。操作時是先找出微生物中數量最多的微生物群為起始，接

著找出還未加入網絡中且數量最多的那群微生物，把它加入網

絡。接下來每一次都這樣嘗試結未加入但數量最多的一群，目

的是希望能給每群微生物一個存在於網絡中的機會，也為生物

學家建構一個包含最多微生物類別的物網絡。因為推估出來的

微生物網絡關係錯綜複雜，會因為參與的微生物不同，影響網

絡預估的成敗。

MetaMIS 很好操作，只要將數據整理成一般純文字 .txt 格式，

由工具介面中叫出，按下「Run model」就能為使用者，讓電

腦代你掐指一算，偷窺微生物之間的愛恨交織。你馬上就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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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哪些微生物可能會是好哥兒，哪些微生物可能是死對頭，哪

些微生物彼此無感輕鬆自在的存在著，讓生物學家們能快速的

對這個小小的社群關係有個基本的認識。MetaMIS 功能強大，

不過也要提醒大家，雖然 MetaMIS 秉持著數大就是美的人生

哲學，但並不表示數量多的微生物在網絡關係上的重要性也是

最大的。就像我們以「體重」或「體脂肪」為依據，來了解健

身房會員社群關係時，想當然爾體重或體脂肪數值的大小，應

該無法幫我們定義誰是健身房扛霸子。關鍵的應用是追蹤體重

或體脂肪數值的長期變化，藉由解析數據變化的趨勢，我們因02 MetaMIS 的設計邏輯和使用者操

作介面（摘自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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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機會知道誰是健身效果最好的人氣王，大家總是愛跟著他

一起運動，誰又是不認真練的討厭鬼，大家總是敬而遠之。

希望聊到這裡，有讓大家明白微生物的社群關係到底有多不簡

單。而科學的奧妙就在能讓簡單不簡單，讓不簡單變簡單，而 

MetaMIS 扮演起微生物界偵探推理的角色，它的存在正是為了

讓微生物網絡預測變得非常簡單，以此向穿梭於世界各地各處

的微生物朋友們致敬。

結語

當次世代定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技術遇上 16S 核

醣體 RNA，我們真的該歡欣鼓舞一番，因為它能幫助我們記

錄微生物群聚的組成資料。比起無限組合的共培養試驗，現在

我們可在感興趣的試驗環境下，採集不同時間的樣本點，以次

世代定序技術記錄微生物組成，建立微生物群落隨時間的消長

起落趨勢，再藉由微生物網絡預測工具 2 預測微生物間的交互

關係。

微生物網絡可以讓我們在認識微生物互動關係時，提供一個輪

廓和指引。微生物群聚在不同的環境條件下（例如降溫干擾

[3]、中溫或高溫 [4] 等），會因為這些改變而造成微生物群落的

相繼改變，適時地反應在微生物網絡結構的改變上。因此微生

物網絡不僅僅是一個利用數學模型推導的結果，我們可以利用

這種網絡結構來直接找出在這個環境變因下，哪些微生物群和

代謝路徑特別重要，而能成為下一階段設計更精細的後續試驗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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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遵文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博士後研究員

研究專長是微生物網絡預測和應用，近年來以厭氧醱酵槽環境提升甲烷產量為研究主軸。

畢業於陽明生物醫學資訊所，因此對於環境、動物和人類腸道等微生物體的研究議題都

備感興趣，希望有生之年能藉由對微生物體的瞭解，將所學應用於癌症的治療和診斷，

並能減緩病人的疼痛與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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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體、黏膜微生物組與虎頭鯊：

一場驚心動魄的攻防戰素 

劉育甄、陳立軒、邱于哲、楊智翔、王亮鈞 / 著

致病菌入侵宿主的過程其實

就像人類帶兵打仗，而魚類

如何在危機四伏的環境下生

存，他們所作的防禦策略在

我看來，是不亞於孫子兵法

的完美戰略 !
01  Pangasianodon hypophthalmus (https://

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f/fe/

Iridescent_Shark_Catfish.jpg)

魚與細菌的防衛戰

自然環境中有很多致病菌。面對外來的致病菌，魚類依賴體表的

皮膚來做為第一道防線來保自己。魚的皮膚由多層上皮細胞組成

上皮組織做為物理性的阻隔。此外，魚的上皮細胞裡有特化的黏

液細胞，會分泌黏液，在體表外形成一層黏膜層，是魚類與環境

之間進行物質交換的主要表面。

當環境改變時，黏膜上的微生物組菌相也會跟著改變（Lokesh and 

Kiron 2016)（圖 2），若環境的改變使魚體處於逆境，黏膜上的微生

物組無法抵禦外來致病菌入侵時，將引起表皮免疫防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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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魚類黏膜上微生物組，病原體和宿主免疫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

細菌入侵魚體的過程就像在中世紀封建時期的歐洲，發生在各個

城堡間的攻防戰。外敵就是想入侵魚體的致病菌，而城堡就是魚

體本身，城堡外圍的防禦設施就是魚表皮的黏膜。

為了抵禦外敵的侵入，城裡的人會在主堡周圍建築護城河、高聳

的城牆及塔樓等防禦設施；而外敵在進攻時會使用攻城槌、投石

車及雲梯等機械裝置。城裡城外雙方彼此激烈的攻防就如同魚體

黏膜上的微生物藉由傳遞不同的物質以干擾病原體的進攻，避免

病原體突破黏膜上的防線。當外敵快要攻破城牆的防線時，塔樓

發放信號通知主堡，主堡派遣騎士進行支援，這就好像病原體已

經入侵到黏膜與魚體表皮的交界面時，表皮啟動免疫防禦，分泌

各種促進發炎反應的物質。

回歸正題，現在大概了解到致病菌是如何侵入魚體的過程，但是

事實上，魚在環境改變後，菌相改變的過程及魚表皮與黏膜相互

的免疫調控尚未研究徹底，這樣的狀況就像我們不知道在城堡攻

防戰的過程中，城牆遭受到什麼樣程度的破壞；城牆在被破壞之

後，牆上的士兵分佈如何因應改變；或是城堡的領主如何針對城

牆被攻陷，而擬定下個對策來支援前線。為了要進一步的釐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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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防線上的一來一往，我們就必須設計不同的試驗從第三人

稱的視角進行觀察，所以這個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了解在投

入特定病原體的壓力下，魚表皮黏膜微生物群落的變化及其改

變機制，及表皮的免疫反應是如何對應黏膜菌相與病原的交互

作用。

不要以為這只是魚體與病原之間簡單的攻防戰，若我們把範圍

擴大至水產養殖業，一旦了解微生物組在環境改變時，菌相的

改變過程，或是清楚魚體、黏膜微生物組及致病菌三者的交互

作用，如此一來不僅可以解決水產養殖業上常遇到的細菌性病

害，也可運用黏膜上微生物組干擾病原菌的特性，在水中投入

共生菌或其分泌物質，來有效競爭水體中的致病菌，以減緩水

質惡化速率。            

為了瞭解致病菌，黏膜微生物組及魚體免疫反應的交互作用關

係，也就是我們剛剛所比喻的外敵、城牆外圍的防護設施、城

堡之間的攻擊與防禦過程，於是我們將實驗分成兩組，比較有
03 黏膜微生物組與表皮免疫反應交互

作用測試關係實驗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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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致病菌或沒有添加致病菌的情況下，利用相關分子生物學

研究方法觀察魚黏膜上的微生物組變化情形，再來探討當致病菌

侵入至魚黏膜與魚表皮的交界面時，微生物組菌相與魚表皮免疫

反應的相互作用。藉由投入不同濃度的致病菌，觀察在不同刺激

下，魚體抗衡致病菌的效應，來自黏膜微生物組或是魚表皮的免

疫反應。

由於全球海洋資源耗竭的關係，養殖漁業供給人類食用數量已超

過捕撈漁業，且不論我國或全球，養殖漁業多半供應內銷 ( 徐承

堉 2018)，因此透過此實驗成果，將其應用到水產養殖產業，將

有利於降低養殖漁業因魚類細菌感染傷亡而產生的高昂生產成

本，增進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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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普遍認為，全球濕地生態系之

總碳儲存量與森林生態系相比可能

更高；而且又以海岸濕地生態系

碳儲存總量最多�(Chmura� et� al.�

2003;�Kennedy�and�Bjork,�2009;�

Pidgeon,� 2009)。然而濕地同時也

是全球多種天然的生態系中，在土

壤透氣性與厭氧環境條件上最複雜

且多樣化的區域。

看看厭氧菌

在紅樹林裡幹了那些好事 !

蕭友晉 / 著

濕地，在閩南話又稱作「湳地」或是「湳

阿」，意即為低窪潮濕之凹陷地。在台灣，

這樣的生態系常出現在靠近河口且排水不

良的低窪處，如淡水河口的關渡以及八里，

就是很典型的代表。在這類沼澤地區，由於

土壤長期淹水，因此只有像是紅樹（水筆

仔）、海茄苳這些能夠從葉子輸送氧氣到根

系的植物才能夠生存。然而在紅樹林這裡

的植物由於根系密集，不僅會攔阻垃圾阻

礙排水，且呼吸根容易附生藻類，因此在

過去都是蚊蟲孳生的溫床，成為人類難以活動利用的窮山惡

水。因此，不只是台灣的阿港伯，全世界這類的河口濕地，

在早期多成為居民眼中傾倒垃圾、廢土、廢水等的絕佳場所

（圖 1）。

01 根系密集的紅樹林，易阻礙水

流淤積垃圾，且易孳生蚊蟲（蕭

友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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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60 年代起，世界各國開始意識到過去人們所認為的廢棄之

地，其實有很多生態上的價值，尤其是作為候鳥棲息，以及魚類

產卵及仔稚魚成長之重要棲地，因此具有相當豐富且重要的生態

功能。因此從那時候開始，各國陸續透過立法等手段來保護這些

環境 ( 圖 2)。

目前全球海岸草澤濕地與紅樹林濕地面積合計高達超過五千兩百

萬公頃，其中海岸紅樹林主要分布在熱帶與亞熱帶地區。而台灣

因四面環海，且在西海岸地勢較為平緩，因此具有極多種類形式

的海岸濕地。1980 年代開始，尤其從 2000 年起至今，由於政府

與民眾日漸重視海岸生態，尤其是紅樹林生態系的維護與保育，

海岸濕地在台灣受破壞的狀況漸趨減少。且因為政府在各大海岸

劃設生態保護區，天然海岸濕地受到人為活動干擾的狀況亦漸有

控制。

02 關渡水鳥保護區，可見各種候鳥

棲息其中（蕭友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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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生態的觀點來看，海岸濕地具備多樣性且高生產力的植物與

活躍的土壤微生物活動，使其具有多種生態系的功能。舉例來

說，濕地中的水生植物與土壤微生物能吸收水體中的無機營養

鹽類，並幫助消除其中過多的氮與磷。在這個過程中，海岸濕

地間接成為上游人類活動與海洋生態間的一個重要緩衝區，減

少河口優養化的可能。另外多樣的水生植物與無脊椎動物，也

提供海洋生物棲息地及食物的來源。

近年來，氣候變遷與溫室效應日漸被重視，而濕地這類具有高

度初級生產力的生態系，亦成為研究學者開始關注的地方。學

者普遍認為，全球濕地生態系之總碳儲存量與森林生態系相比

可能更高；而且又以海岸濕地生態系碳儲存總量最多 (Chmura 

et al. 2003; Kennedy and Bjork, 2009; Pidgeon, 2009)。然而濕地

同時也是全球多種天然的生態系中，在土壤透氣性與厭氧環境

條件上最複雜且多樣化的區域。也因為這樣的特性，使得濕地

成為自然界中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來源之一。甲烷和氧化亞氮

都是溫室氣體，過去科學家的研究就發現，濕地生態系中的

甲烷排放量可介於 -0.1 到 256 mg C m-2 day-1 (Altor and Mitsch, 

2006; Dinsmore et al. 2009; Holm et al. 2016)，而氧化亞氮排放

量平均約落在 -0.3 到 3.86 mg N m-2 day-1 (Dinsmore et al. 2009; 

Hernandez and Mitsch, 2006; Morse et al. 2012) ( 圖 3)。

厭氧土壤中的微生物處於高度還原態下的環境，傾向使用氧

氣以外的電子接受者來呼吸。因此，30% 的微生物會利用二

氧化碳作為替代的電子接受者來進行厭氧呼吸；而 70% 的

微生物會利用土壤中可能存在的單碳或雙碳有機物進行發酵

作用，最終產生甲烷並排放於大氣中。這些甲烷菌常見的有

Methanosarcina 以 及 Methanobacterium (Smith and Mah 1966; 

Gujer and Zehnder 1983; Zehnder and Stumm 1988; Thauer 1998; 

03 用來蒐集濕地土壤溫室氣體排放之氣

密箱 （蕭友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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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er et al. 2000; Schlesinger and Bernhardt 2013)。因此不同的

土地使用與管理 (Nacke et al. 2011)、不同的植被所提供的土壤

有機質 (Oh et al. 2012)、不同的土壤物理化學性質 (Shen et al. 

2013; Wang et al. 2015) 等，都可能影響濕地甲烷的淨排放量。

然而在自然環境之下，微生物彼此之間往往有複雜的合作或是

競爭的關係，在厭氧的生態系裡亦是如此。自然的濕地生態

中，土壤表層土同時存在著另一類微生物－嗜甲烷菌，會利

用甲烷作為電子提供者與氧氣作為電子接受者，作為自己產生

能量的來源。也因此，雖然厭氧生態系如濕地的深層土壤會

製造出不少的甲烷氣體，但是在這些氣體從土壤深層擴散到

大氣之前，約有 52%～ 90% 的甲烷會在淺層好氧區被嗜甲烷

菌所分解代謝 (Roslev and King, 1996; Le Mer and Roger, 2001; 

Megonigal and Schlesinger, 2002)。

嗜甲烷菌，在許多文獻上又或稱之為甲烷氧化菌。在生態

系常見包含 Methylococcaceae 以及 Methylocystaceae 兩個科 

(Bowman et al., 1993)。這些微生物所構成的濕地土壤表層生

態，過去被認為是極可能是造成海岸濕地甲烷排放量降低的原

因之一 (Megonigal and Schlesinger, 2002; Segarra et al. 2013)。

在這兩個科裡面的嗜甲烷菌，又可以依據其生物體構造與氧

化甲烷的能量反應機制的不同，而有 Type I、Type II 與 Type 

X 三 個 類 群 (Hanson and Hanson 1996; Trotsenko and Murrell 

2008)。也因為這幾種嗜甲烷菌在生理上的不同，他們表現

在生態系中的生態區位 (ecological niche) 也不一樣。一般而

言，Type I 嗜甲烷菌主要較容易出現在有高甲烷濃度的環境中 

(Krause et al. 2012)，然而當環境中的甲烷變少的時候，這些 

Type I 嗜甲烷菌也較易受到影響，而族群數量下降 (Eller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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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此外，在過去研究亦曾發現，Type I 嗜甲烷菌較常出現在

高鹽度與鹼性的土壤中 (Knief 2015)。相反的， Type II 嗜甲烷菌主

要多出現在低濃度的甲烷環境中，且這些微生物生長速度比 Type 

I 嗜甲烷菌緩慢，但是卻較穩定。它們在遭受到其他物種競爭的時

候或是碳源缺乏的環境下，也能夠以休眠的方式，來降低環境壓

力的衝擊，維持族群的總量 (Eller et al. 2005; Krause et al. 2012)。

近年在台灣紅樹林濕地土壤對嗜甲烷菌的研究也得到類似結果。

研究發現，紅樹林濕地的土壤中，由於海水鹽分的關係，使得這

裡主要的嗜甲烷菌族群以 Type I 為主。且這些嗜甲烷菌代謝甲

烷的能力高，能夠以平均超過 10 μg C g-1 soil day-1  的速度，將

來自土壤深層的甲烷氧化，以減少紅樹林濕地對溫室氣體的排放 

(Shiau et al. 2018) ( 圖 4)。

04 竹圍高矮紅樹林土壤的嗜甲烷菌

組成 (modified from Shiau et 

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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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菌真菌的合作旅程

不過，兩種菌之間漢賊不兩立的局面

正在逐漸改變。我的啟蒙故事是� 2011 

年�PNAS 上出現的一個來自荷蘭和

以色列的研究� [1]。故事的主角是細菌�

Paenibacillus vortex，培養時會在培養

基上爬，從培養基的中心向四面八方擴

散。他們發現細菌在成群移動時會把

真菌�Aspergillus fumigatus�的孢子拉著走，因為孢子比細菌

大得多，看起來就像浪帶著貨物前進。這種行為顯然對真菌

有利，因為這樣一來長得慢又不會跑的真菌就可以乘著菌浪，

到遠方去探險。

但這細菌是吃飽太閒，要找人到處陪著玩嗎，為什麼要帶著

一個拖油瓶闖天涯呢？這群科學家接下來做的實驗很有意

一條日光的放歌大道
陳俊堯 / 著

真菌跟細菌的名字裡都有菌字，很

多人覺得它們應該是一家的。身為

細菌人我常常都得解釋，細菌是小

小的原核生物，真菌是大大的真核

生物，完全不一樣。更何況，研究

細菌的人最討厭會長孢子的真菌了，

實驗室裡只要有培養基上長了真菌，

就會放出無數孢子，輕飄飄地隨著

空氣流動散播，安全抵達並摧毀在

實驗室對角線那端進行的細菌實

驗。因此我對出現在實驗室的真菌

很感冒，處理手段向來都是殺無赦

的。細菌和真菌絕不允許共存。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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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他們在培養基裡細菌的前進路線上切了個大峽谷，細菌

過不了。不過當這群菌卡在峽谷邊上時，神奇的事發生了─

真菌孢子萌發長出菌絲，像傑克仙豆一般伸向空中跨過了峽

谷。接著，他們看到細菌一隻隻上了真菌大橋通過峽谷，繼

續未完的旅程。原來帶著真菌出遊有這種用途啊！這群研究

人員推測這種互助關係，能幫助細菌與真菌在崎嶇不平的自

然環境裡拓展勢力範圍。

真菌公路

自然環境是個充滿挑戰的地方。試試看把自己縮小到細菌的

尺度，來感受它們面臨的挑戰有多大。一隻 1.6 微米（um）

長細菌面對一公厘高的土粒，比例上就等於一個 160 公分高

的人面對�1000�公尺高的建築，這相當於兩棟台北�101�疊

在你的面前了。如果土是濕的那細菌還能努力游到遠方；如

果土乾一點，細菌又不能飛，就只能靠疊羅漢一點一點長上

去，天堂或許看得到但永遠到不了。

不過泥土裡還有大量真菌生長。每立方公尺的土壤裡真菌菌

絲的總長度估計可能有兩萬公里長 [3]，足以繞地球半圈了。

這時菌絲就成了連結高高低低不同土粒國度的道路─事實上

學界也出現了真菌高速公路（fungal highway）這樣的名詞

來描述它們 [2]。如果每條菌絲都能當公路用，那這密度一定

是全世界最高，而且還是 3D 的。

接地氣國道的上路管制

那麼在土壤裡，到底是哪些細菌會利用這些公路呢 ?瑞士一

間實驗室設計了個專門用來分離這些細菌的放歌嗨味培養管

1

01 菌絲可以做為環境微生物到處跑的公

路。照片來源：Sonali Thimmiah (CC 

BY 4.0, http://bit.ly/2SmEj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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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gal highway column，沒人用音譯的啦）來回答這問題�
[7]。他們把這培養管一根根插入土裡，讓真菌的菌絲長到穿

過接觸層，抵達沒有跟土壤直接接觸的內層。因此在內層出

現的只有會長菌絲進來的真菌和會爬菌絲的細菌。他們選了

三種不同類型的土壤樣本（histosol, cambisol, fluvisol）來做

實驗，再利用序列分析來判定菌種。

分析結果發現，土壤裡真菌種類複雜，但菌絲會長到內層

卻只有�Zygomycota�門的真菌。土壤裡的細菌種類更複雜，

在原本土壤裡主要是�Acidobacteria�和 Proteobacteria�最多，

但是抵達內層的菌群卻大部份是來自�Proteobacteria 和土壤

裡相對較少的�Firmicutes。從種類來看，公路愛用者絶大多

數是�Firmicutes�門的菌種，尤其是�Bacillus�和�Clostridium�

兩個屬的種類。內層數量佔前幾名的�OTU� 裡也有好多�

Bacillus�屬的菌種。有趣的是，通常被認為是不太會積極搶

養份的�Acidobacteria�門也有一些菌種擠進前�20�名，或許

在菌絲的幫忙下它們有機會在環境裡搶得先機。這結果顯示

不是所有細菌都一樣愛用菌絲公路，路上有像有高乘載匣道

管制那樣有個篩選機制，控制菌種的散佈。菌絲勢必有機會

會影響細菌社會的散佈與組成。

如果自然界有上路篩選機制，那會不會有某細菌特別愛甲真

菌、討厭乙真菌絕不上它身的事發生呢？這一點有人證實

了，不過不是在土壤，而是在個你想不到的環境，起司。起

司是微生物發酵的產品，上頭住滿包括乳酸菌的多種有益微

生物。研究人員在用顯微鏡觀察起司邊的微生物時，發現

看到的細菌們大多出現在真菌菌絲旁，而且會沿著菌絲移

動� [8]。他們找來� 23�種起司上分離的細菌，用同樣來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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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Mucor、Galactomyces、Penicillum�三個屬的真菌來做

配對測試，看細菌能不能利用菌絲來拓展勢力範圍。在受測

的菌株裡，Proteobacteria�的菌種不挑路，三種菌絲公路都

走，只是速度快慢不一樣。而�Firmicutes�和�Actinobacteria�

裡的菌種則明顯有偏好，這種真菌促進擴散，另一種又會抑

制。顯然，細菌與真菌間的互動顯然是有專一性，不是誰來

都可以的。

地下暗黑版的田中馬拉松

別忘了菌絲公路不只是條路，人家有生命會生長，還可以變

成養份供應站。一篇�2017�年的研究用�Bacillus subtilis�休

眠的內孢子當指標，證實�Pythium�屬真菌菌絲可以向附近

細菌提供水分、碳源和氮源�[4]。他們用�NanoSIMS�技術看

到水和養份真的進到內孢子裡，幫助內孢子甦醒過來。其它

研究裡也有類似的發現，以穩定同位素實驗證實菌絲公路上

的細菌真的有在享用真菌釋出的養份�[5,6]。

最近有個發生在花生上的有趣案例。花生是豆科植物，會靠

共生的根瘤菌固氮來提供氮源。每棵花生苗在發芽後都要從

泥土裡重新招募�Bradyrhizobium�根瘤菌。很多根瘤菌移動

能力不好，有人發現如果加了�Phomopsis liquidambaris�真

菌後，會增加花生根部結瘤（根瘤菌入住）的數量 [5]。他們

發現根瘤菌會附著菌絲表面，被帶到遠方的花生根部，加速

形成共生關係。從基因表現量來看，這些上了快速道路的細

菌不是提高運動相關基因的表現，在細胞分裂的基因表現量

也增加，顯示上路還可以被促進繁殖。上了這條會生長的公

路，土壤裡的菌絲讓你不只用路還同時提供大餐，這根本是

地下暗黑版的田中馬拉松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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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日光大道

不過，真菌為什麼要幫忙細菌散佈呢？前面我們看到�

Paenibacillus�有帶著真菌孢子幫助擴散的事蹟，這裡再提

供一個想法：瑞士那間找真菌公路的研究室認為真菌其實

是在放養細菌，把細菌當成是備用養份� [6]。他們把細菌�

Pseudomonas putida� 和真菌�Morchella crassipes� 養在一起

時，細菌會附在真菌菌絲上。如果把它們接種在同個培養

基上的不同位置，會發現離細菌近的真菌沒什麼變化，但

是遠離細菌的真菌開始結成菌核（sclerotium）。菌核是真菌

在養份不足時用來貯存養份的構造，而離細菌近的真菌有

成群的細菌可用，就用不著菌核了。

我們提到的這些神奇案例都還只是個案，還不知道這種菌

菌互動在自然界是否普遍存在。不過即使只有這一點點資

訊，已經能讓微生物學家有了滿腦子的想像，捲起袖子準

備出發到野外挖土採泥來做實驗驗證了。又有一條研究上

的日光大道出現在眼前了呢！我彷彿聽見李泰祥老師豪放

的歌聲�[9]，

一條日光的大道上

我奔走在日光的大道上

啊����卡巴卡巴����上路吧　

這雨季永不再來

02 共同培養時，細菌 Pseudomonas 

putida （綠色螢光標定）附著在真

菌 Morchella crassipes 的菌絲上，

並延著菌絲擴散。小圖是沒菌絲幫忙

而沒擴散的細菌。Bar = 500 um。圖

取自文獻 [6]（CC BY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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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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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