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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個科學家對社會的關懷角度來看，醫學研究與醫學治療

和預防息息相關，藉由介紹目前所進行的醫療研究新方向，可

以來探討將來醫學的新突破。講到蛋白質的時候，在研究上，

往往和基因連上關係，科學家抱著期望，只要解密基因，任何

疾病都能在五、六年內可以了解，但並不是如此。

重要螺絲釘 主角醣分子

主要的問題是，從基因經轉錄、轉譯到蛋白質後還要經過一

個動作，稱為後轉譯（Post-Translation Modification），蛋白質
才能產生效用。細部去看，是基因上的去氧核糖核酸（DNA）
需經過轉錄變成核糖核酸（RNA）之後再由轉譯成蛋白質，但
此時的蛋白質尚未成熟，還需要再經過不同的機制「修飾」後，

才能有表現功能和疾病連上關係。

我要講其中最複雜的「醣化」，人體裡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蛋白質都需經過醣化成為醣蛋白，但為何醣化的現象特別多，

發現與創新
—醣分子科學與醫學

口述╱翁啟惠 中央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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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目前還不是很清楚，在研究工作方面也因為太複雜，大部分

人都避免去接觸。所以一直以來醣化的機制都沒有被了解，但

其實醣分子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多，例如：蛋白質的折疊、三度

空間的呈現、在生物體裡頭如何傳遞、如何到達最後的地方「細

胞表面」去表現功能，假如醣化的機制不清楚，就無法開發出

新的檢測及治療方法出來。

譬如說鑑定一個人的血型，就是利用醣分子的差異，一個單

醣就決定了一個人的血型，今天若要輸血，我們知道 O型的可
以給 A或 B型，但 A型血只能給 A 型、B型血只能給 B型，但
這個模式是可以透過生物科技去改變的，只要在試管裡頭用相

對的酵素就可以把任何血型都變成 O型給需要的人，在緊急狀
況或是戰場已經用這種技術。

剖析醣化序列 能量從何來

從基礎生物學的角度來介紹，蛋白質的合成到最後形成醣蛋

白，但醣分子是看到甚麼樣的結構，才能接到正在成長的蛋白

質，之後再從細胞質接著運輸到細胞表面而產生功用。過去在

教科書上學到假如有特定的三個胺基酸序列 (Asn-X-Ser/Thr)就
會被醣化，但實際上發現並不是，我們就去尋找，到底是甚麼

樣的序列，找到了一組胺基酸序列 Phe-X-Asn-X-Ser/Thr，研究
並發表在「科學」期刊上，序列其中的苯丙胺酸（Phenylalanine）
最為重要，因為它會與疏水性官能基產生連結，產生能量，啟

動蛋白質折疊。

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受慈濟醫學教育日

之邀，到花蓮慈院演講，帶來他研究有成

的醣分子及創新的科學。攝影／莊景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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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組特殊序列開始會以一種反轉向的結構 (reverse turn)存
在，醣化後這個序列的結構穩定性增加將近兩百倍，探討增加

的穩定性從何而來，所以就拿一個典型的人類免疫球蛋白來

看，接觸蛋白質的第一個醣分子有三個醣（core triose），去
看每一個單醣分子的貢獻在哪裡，發現到第一個就佔了三分

之二的能量，第二個加第三個分子則是三分之一，這三個醣

（trisaccharide）就可以直接控制醣蛋白折疊所需要的能量，其
他的醣分子不會影響這結構，但會與功能有關聯，例如，發現

在肝癌和肺癌上發現的一種六碳醣（Core Fucose, 核心岩藻糖 )
特別多，這可以作為一個指標，但就對結構沒有影響。

再看這三個扮演能量角色並穩定結構的醣分子，酵母和人類

都一樣會製造，所以現在大家在談生技產業，不論製造蛋白質

或抗體，都要用人類或蛋的細胞去培養，需要花費大量的經費，

那為甚麼不用發酵母，前面三個是完全一樣，差異是在其他的

醣分子，假如差異不重要的話，當然來源不一定要從人類細胞，

甚至是從改變差異著手，說不定會開發出更好的治療方向，這

是一個新的想法，相信未來很多生物研究的產生不會用今天人

類細胞的計畫。

尋找差異指標  從上游抑制癌化 

正常細胞及癌化的細胞表面的差異到底在哪裡，過去

二、三十年來，科學家一直在找尋兩者差異的標的物

（Biomaker），但幾乎都沒有找到，因為大家都把重點放
在蛋白質，頂多能看到的就是蛋白質表現較高或較低，沒

有辦法找到關鍵的標的物，那在設計疫苗上就有問題，也

就沒有辦法進行早期的檢測，所以現在很多疾病的檢測都

相當的晚期，尤其是癌症，發現的時候已經太晚了，所以

人體內的單醣可以決定一個

人的血型，若透過醣分子以

酵素技術改變血型，可以運

用在許多緊急需要大量用血

的狀況。圖為花蓮慈濟中學

學子在捐血活動中挽袖捐出

熱血助人。攝影／陳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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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若要設計癌症的疫苗，一定要去找非常特殊，而且只有

在癌細胞上面有的分子，所以醣分子變成是目前可能的一

個方向。

最近我們發現有一種酶（methyltransferase）在組織蛋白
（histone，負責 DNA的纏繞及基因的調節）的基因調節上有
抑制的作用，酶需要醣化後才有表現的功能，把三個官能基

接上組織蛋白，結果就沒辦法去抑制腫瘤的萎縮、及讓癌細

胞正常生長，那相反地，假如想辦法讓這個酶不要醣化，就

可以讓癌細胞萎縮，這是一個新的癌症治療機制。

破解病毒技倆  設計廣效流感疫苗 

醣 分 子 也 可 應 用 來 設 計 廣 效 流 感 疫 苗（universal 
vaccine），當前使用的疫苗大部分是去活性的病毒，用雞
蛋或細胞培養出來，產生的抗體主要就是去辨認病毒血凝素

（hemagglutin, HA），而且每年都不同，那為甚麼不用血凝
素當作疫苗，雖然有很複雜的醣分子，但只要保留蛋白質上

面的一個醣分子就足夠讓整體結構穩定。而最大的好處是，

如果把其餘的醣分子拿掉，暴露出病毒被醣蓋住的序列出來，

就會是新的抗原，而且準確性更高，被醣蓋住的序列幾乎都

是同源性的序列（conserved sequence, 不同物種間仍相似的
序列），病毒是沒辦法突變這段序列，改變的話病毒就無法

存活，醣化的過程是人類細胞做的不是病毒，所以病毒是利

用人類醣化的機制把自己最脆弱的地方蓋住。

接著也發現，利用單醣分子血凝素疫苗不僅可以中和一種病

毒的血凝素，這就是讓我們想到廣效疫苗（universal vaccine）
的設計，所以我們就用 H5和 H1的序列來設計慢慢推演，說不
定就能設計出一個廣效型的疫苗，目前已經做到可將所有的 H1
都可以保護到，方法是要從序列的相似度來看，從產生出來的

免疫細胞去分析，發現的確有更多的免疫細胞產生，表示有更

多的抗體去中和不同的部位，若要從免疫細胞的記憶功能來看，

不只疫苗的有效性增加，記憶性也會增加。

 一般我們所認識的流感病毒，都會以 H1N1 或 H7N9 等等來命名，而第一個英文字

母 H 簡稱血凝素（HA, hemagglutin），第二個英文字母 N 則代表神經胺酸酶（NA, 

neuraminidase），病毒表面的 HA 會與宿主細胞接合，而 NA 負責切斷此接合部位，可讓

病毒進入宿主細胞中進行複製並釋出，感染其他健康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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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合成多醣  流感篩檢快又準

第二個技術是分子的自動化合成多醣的程式，合成多醣的工

作在過去好幾十年都無法解決，利用這個新技術要合成五六個

單醣幾分鐘就可以做到，只要將想要合成的多醣放到程式裡，

電腦就會自動告訴你需要哪些原料（building block）。
這背後是有一個故事的，一位研究室學生花了大概四年的時

間都做不出一個結果，他想要離開去念管理學院（MBA），有
一天來找我，因為他真的沒有興趣念化學，而且怎麼做也都做

不出來，談了好久才知道他的興趣是資訊數學方面，我就跟他

討論目前實驗室遇到的問題，雖然已經知道很多反應式，足以

累積了一個資料庫，但一直想要自動化，只因為實驗室沒有程

式設計的人才，一直都還無法實行這個計畫，聽完後這位學生

就非常興奮，把實驗室的筆記本裝了好幾箱帶走人就不見了，

一個禮拜後回到實驗室，拿出設計好的程式，試看看的結果真

的可以運作！所以他就用這套程式在一個禮拜內畢業，而且拿

到智慧財產權，這位學生現在在蘋果當高階經理，負責程式設

計，所以很多蘋果產品的軟體都是他設計的，雖然他開始學的

是化學，起初會覺得很浪費時間，不過他說每次在跟我交談的

時候，都覺得時間很寶貴，因為讓他用不同角度去解決問題，

看到了不同世界。

所以用分子的自動化合成多醣的程式可以快速的合成各式各

樣的多醣分子，有一個應用是把這些多醣分子放在小玻璃片（晶

片）上進行檢測，例如我們要檢測流感病毒，過去流感病毒的

檢測有兩種，有種就叫做逆轉錄聚合酶鏈式反應（RT-PCR）需
要耗時六小時，但是如果從機場下來要看誰得了 H1N1，六個小
時已經太晚，旅客都要先關起來，打噴嚏、咳嗽、發高燒、健

康的人就聚一起集中傳染，所以機場篩檢一定要快速，應該是

要一兩分鐘，而且在下機的時候就要知道；另外一個就是依據

核蛋白進行快速篩選，準確度大約是百分之五十，這樣的準確

度是很低的，早期 H1N1來襲時候就是用這個篩檢，造成許多
問題。

減低流感的散播，需要一個快速、準確度又高的檢測方式，

所以就利用醣晶片陣列的方法，因為病毒感染到人的細胞，第

一步就是接觸到醣分子，HA（血凝素）會接觸到醣分子，特定
HA針對醣分子具有專一性，就可以判定是得到哪一類的流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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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打疫苗一直是人類對抗病

毒和疾病的重要方法之一，

若能利用醣分子開發出廣效

疫苗，便能辨認出多種相似

卻不同的病毒，提高疫苗的

保護力及時效性。圖為玉里

慈院醫護同仁到社區為長者

注射流感疫苗。攝影 / 陳世淵

毒。醣晶片的原理，是將特定幾個會和病毒上 HA做結合的醣分
子放上晶片，把唾液塗抹到晶片上，看反應分布的位置，就可

以依肉眼看出差異。甚至醣晶片也可以使用在治療上，目前用

於治療流感的藥物有克流感和瑞樂沙，某些病毒對克流感已經

有抗藥性，為了避免無效用藥，把握治療時間並減少傳染層面

擴大，研究團隊開發了一個簡易的檢測方式，利用克流感與瑞

樂沙對病毒結合的競爭性，若克流感能與瑞樂沙競爭和病毒結

合，就知道尚未對克流感有抗藥性的方式，在投藥時就能先進

行篩選。

因此在流感研究方面，除了設計廣效疫苗以及用晶片去做快

篩檢測，實驗室目前正在進行的，包括尋找針對流感藥物抗藥

性的抑制劑，以及從人類自行產生的抗體去製備疫苗，人類抗

體是由免疫 B細胞製造，所以只要拿到被感染的人或已恢復的
人之 B細胞，就可以從基因去製備針對 HA的抗體，這個過程
在一個月的時間就可以做到，所以緊急情況可以用抗體來阻斷

病毒的感染，從這延伸出去，當然同時也可以應用到癌症、肺

結核、愛滋病等等，上述這些跟流感類似，都是在表面膜蛋白

的部份，用人的醣化機制自己包裝起來。

愛滋疫苗新出路  醣分子探針辨分明

愛滋病毒到目前至少有超過兩千種的突變，

不過，在愛滋病人身上所發現的抗體，至少可

以對付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突變病毒，那為何愛

滋病毒的疫苗製作一直失敗？這可能要歸因於

愛滋病毒表面的蛋白（GP120）醣化現象。
不過最近在愛滋病病人身上發現的抗體，它

的抗原正是 GP120上的醣分子，讓研究者覺得
開始有了一線希望，這一些 GP120上面的特殊
醣分子，說不定是設計疫苗最好的抗原。

一位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人叫做 Peter Kwong，
分離出被感染愛滋病的病人抗體 PG9，它會認
識 GP120兩種醣分子，但現前的問題是，從來
沒有人用人類的免疫細胞（human CD4 positive 
T cell）來當作 GP120的來源，目前都是用昆
蟲或人類其他的細胞來取得，現前的方式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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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病 毒 感 染 到 人 的 細

胞，第一步就是接觸到

醣 分 子， 若 能 應 用 得

當，設計一個快速、準

確度高的檢測方式，就

能減低流感的散播。圖

為臺北慈院「大量傳染

性疾病防疫演練」，感

染病患移至負壓隔離病

房。攝影／馬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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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真正的醣蛋白，不過研究要用被愛滋病毒感染的抗體去了

解到底是哪些醣分子，假如用的 GP120來源不對，當然找不
出抗原，所以我目前為止一直在找合作對象，用特定免疫細胞

（human CD4 positive T cell）來表現 GP120，假如能做到，就
能分析 GP120上面真正的醣分子結構。
傳染病相關新的檢測、治療和預防，很多新的想法都和醣分

子有關，不只流感，像是多重抗藥性肺結核（multidrug resistant 
tuberculosis; MDRTB）一年大概有四十萬個案例，一半是發生
在中國大陸和印度，目前仍沒有好的治療方式針對多重抗藥性

的肺結核，這部份也已經列入實驗室研究計畫當中。

廣效癌症疫苗之發展

最後一個議題是藉由設計「醣分子探針」來尋找不同細胞上

的差異，方法是先製作類醣分子，在類醣分子溶液中餵養細胞，

作為標記醣蛋白的探針，當類醣分子和細胞蛋白質結合，再使

用只會和醣蛋白分子上類醣分子反應產生訊號的螢光反應劑，

以利做細胞內追蹤，把正常細胞和癌化細胞都分別利用醣分子

探針做標記，去分析就可以比較兩者的差異，決定醣蛋白的結

構。

另外，醣分子探針不只可以追蹤醣蛋白，還可以追蹤醣脂質，

一開始談到在蛋白質上找不到真正好的標的物，結果卻在醣脂

質上找到了，這個發現是新的突破，在癌細胞和癌化的幹細胞

上發現三個特殊的醣脂質 SSEA3、Globo H、 SSEA4，是正常
細胞所沒有的，這就讓我們想到癌症疫苗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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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就用探針去看分布，取乳癌幹細胞及乳癌細胞，

看這三個不同的醣脂質（glycolipid）都有高度表現，尤其是
SSEA4，正常細胞都沒有，而且不只在癌化幹細胞（cancer 
stem cell）上有，在成熟的癌細胞（mature cancer cell）上也可
以發現，若製造出針對這個標的物的疫苗，就可以消滅掉癌細

胞，在癌症初發早期就可以除掉。

利用這三個醣脂質來設計疫苗，可以進行非常早期的檢測，

大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乳癌細胞上有 Globo H（一種醣脂質），
但是如果把這三個醣脂質都加起來，有超過百分之九十六的病

患有，包括肺癌、前列腺癌、卵巢癌、胰臟癌、腦癌、子宮內

膜癌、口腔癌、肝癌、胃癌、腦瘤、及大腸直腸癌，所以這一

個有一點像是廣效性的癌症疫苗，就是說這個疫苗的設計可以

針對十四種的癌症。

隨著醣分子科學被解密，令人聞之喪膽的愛滋病和癌症，和

近幾年來不斷變異的流感病毒，致病機轉愈益清晰，研究學者

除了治癒眼前的疾病，更朝向預防醫學的目標邁進，運用醣晶

片有效率的篩檢流感，以防傳染病散播，並找出癌化及正常細

胞的差異指標，製作廣效疫苗和癌症疫苗，醫學研究與臨床密

不可分，要突破臨床的困難需不斷地研究，研究的題材更是依

循著臨床的發展。 （整理／吳宜芳）

翁啟惠院長簡介

出生於嘉義縣義竹鄉，自臺灣大學畢業後，隨臺大化學系教授進行八年蛋白質化學研究取得碩士，

其後於麻省理工學院（MIT）獲得化學博士學位。接著進入哈佛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

一九八三年起陸續到德州農工大學、聖地牙哥的斯克里普斯研究院化學系擔任教職。一九八五年，

獲得「美國生物醫學西樓學者獎」。一九八六年則成為「美國總統青年化學家獎」得主。

一九九四年當選中研院院士，一九九六年當選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得過美國哈理遜化學獎、

國際酵素工程獎、美國化學會合成有機化學獎、哈德生醣化學獎、總統綠色化學獎和亞瑟科博獎。

二○○三年回臺灣擔任中央研究院基因體中心主任，二○○六年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翁院長著

作等身，研究跨足了生物和化學領域，解開複雜醣分子的神秘面紗，並運用於疾病治療與預防上，

像是開發癌症疫苗、廣效流感疫苗以及醣分子晶片等，目前已經具有一百項以上的專利。二○一四

年一月，翁院長獲得被視為諾貝爾獎前哨的「沃爾夫化學獎」榮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