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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從 20 世紀中期開始使用抗生素以來，許多細菌性感染疾病

得到改善

但因為大量使用抗生素導致菌株產生抗藥性，因此在 20 世紀中後期許多抗藥性
菌株開始蔓延，至今有些菌株幾乎可以抵抗所有藥物，故須研發新的抗生素藥
物

本研究針對台灣海域潮間帶之底泥中，篩選具有抗菌生物活性潛力之微生

物，採集了 5 個地點共 25 個樣品，包括澎湖

屏東大鵬灣

墾丁

龜山島

小

琉球外海，並使用 Marine Agar 2216 培養海洋菌和 Actinomycete Isolation Agar
培養放線菌，經由觀察菌株型態 分離以及純化，收集代表性菌株，共分離 313
株微生物，並進一步利用 7 株指標菌(Bacillus cereus
Klebsiella pneumonia
harveyi

Staphylococcus aureus

Salmonella typhimurium Pseudomonas aeruginosa

Escherichia coli )進行篩選抗生素活性

Vibrio

在 313 株細菌有 47 株具有抑制

指標菌之能力，以 16S rRNA 親緣分析具活性菌株其中有 9 株為 Bacillus spp. 1
株 Virgibacillus sp. 31 株 Pseudoalteromonas spp. 1 株 Vibrio sp. 1 株 Streptomyces
sp.

4 株 Microbulbifer spp.

革蘭氏染色試驗結果有 10 株為革蘭氏陽性，37 株

為革蘭氏陰性；需鹽性試驗結果有 10 株為不需鹽性菌，37 株為需鹽性菌 另外，
利用乙酸乙酯進行萃取生物活性物質，比較培養溫度和天數以及固 液態培養之
差異 以 Vibrio sp. (QWI06)為例，在 30 ℃第三天有最高的抑制效果(18 mm)，經
由萃取後，結果顯示，液態培養在 30℃第 3 天抑制圈較大(30 mm 以上)；固態培
養則是前三天抑制效果較佳(13 mm)

關鍵

：抗生素

潮間帶

海洋細菌

二次代謝物

vii

Abstract
Many bacterial diseases were controlled by antibiotics since mid 1900s.
However, over use of the drugs leads to the prevalence of resistant strains, some of
them are resistant to essentially all of the commercial antibiotics except for one or two.
Therefore, new drugs are needed to combat the die-hard resistant pathogens. This
study is aimed at isolating bacteria with antimicrobial activities from the intertidal
soils of Taiwan. A total of 25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5 locations, including
Peng-Hu, Da-Peng Bay, Ken-ding, Gueishan Island and Little Liu-chiu. Marine Agar
2216 and Actinomycete Isolation Agar were used for cultivation. Of 313 bacterial
isolated, 47 of them showed antimicrobial activities against at least one of the 7
indicators (Bacillus cereus, Staphylococcus aureus, Klebsiella pneumonia, Salmonella
typhimurium, Pseudomonas aeruginosa, Vibrio harveyi, Escherichia coli). The 47
strains were classified based on 16S rRNA phylogeny. The majority of them are
Pseudoalteromonas spp. (31) and Bacillus spp. (9) as well as Virgibacillus sp. (1),
Vibrio sp. (1), Streptomyces sp. (1) and Microbulbifer spp. (4). Over all, 10/47 are
Gram positive and 37/47 require added salts for growth. The titers of antimicrobial
substances as judged by ethyl acetate extraction were influenced by cultivation
conditions, such as: growth temperature, types of media and time.

Key words：antibiotics, intertidal soils, marine bacteria, secondary metabol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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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第一節：
第一節：微生物
微生物意指非常微小的生物，無法用肉眼觀察需要藉

顯微鏡觀察，包括

真菌界 原生生物界 原核界，例如:細菌 真菌 病毒…等，大小約在 1 m-1 µm，
甚至病毒只有 40~50 nm，微生物體

非常小且結構相當簡單，生長繁殖相當快

速且適應力很強，從寒冷到炙熱，高山到深海，皆可以發現微生物生長 其中細
菌是微生物中數量 種類最多，細菌屬於原核微生物，因為缺乏細胞核與胞器，
故被稱為原核生物，廣泛
泉或火山中；細菌也
生在裡面…等 細菌可
用，提供養
要

佈在許多環境中，例如:嗜熱菌生長在 50~60 ℃的溫

在人體表面與腸道中；甚至有些珊瑚 海綿中也有細菌共
為自營性和異營性兩種，其中異營性細菌可進行固

作

給生物體達到互利共生之益處，不僅如此，在生態系中細菌也是重

解者，可以處理廢水或

解油污和塑膠；此外，甚至發展成為抗生素藥物治

療細菌感染問題 雖然細菌會致病但也具有許多益處，在生態中是不可缺乏的重
要角色之一(Madigan and Martinko, 2006)
細菌生長為 4 個階段， 別是遲滯期(lag phase)這期間菌株還需要時間啟動
生長，對數生長期(log phase)此生長期之生長速度會以對數速度生長，隨後到達
穩定期(stationary phase)達最大生長則菌會開始停止生長，最後是死亡期(death
phase)當無任何養

以及有毒物質累

數會隨著時間漸漸減
20-30

鐘一代

過多，細菌死亡速率遠大於增殖速率，菌

細菌繁殖速度極快，主要是以無性二

以代謝產物來區

細菌生長階段可

裂法繁殖，約

為營養相(trophophase)

生產相(idiophase)，營養相為初次代謝生產物，主要是微生物生長所必需物質，
例如：胺基酸 脂質 碳水化合物…等，相當於第二階段對數生長期 生產相為
細胞生長緩慢或停止，所產生的產物，稱為二次代謝物，相當於第三階段穩定期，
例如抗生素等生物活性之物質 二次代謝產物是
-1-

初次代謝產物或中間物質所形

成，而初次代謝產物或生產前驅物及其他因子皆會影響二次代謝產物的合成以及
量多寡，因此培養條件是生產生物活性之關鍵因素(Stanier et al., 1970；Iwai and
Omura, 1992)
第二節：抗生素的發現
抗生素的發現
抗生素是20世紀重大發現，為可抑制細菌生長或殺死細菌的物質
發現是在1928年

抗生素

一位英國研究員亞歷山大 佛萊明(Alexander Fleming)，他在實

驗室裡意外觀察到一個放置多天準備丟棄的培養基被一種綠色的黴菌污染了，在
黴菌菌落的四周並沒有任何細菌生長，形成一個明顯的生長抑制圈，抑制葡萄球
菌(Staphylococcus)生長 因此，推論這種綠色黴菌會產生一種殺菌的物質，他把
這種殺菌物質稱為

青黴素(penicillin)

，並且把這種黴菌純化

離

來加以培

養(此黴菌後來命名為青黴菌，Penicillium notatum)，他嘗試發展青黴菌但因化學
背景不夠所以失敗(Fleming, 1946)

直到1939年牛津大學教授霍 華 佛羅理

(Howard Florey)和一位合作者恩內斯特 錢恩(Ernst B. Chain)向佛萊明要到青黴
菌的菌株，隨即著手培養和純化青黴素的工作，和生化學家希特雷(Norman
Heatley)共同研究下，使用冷凍乾燥法和層析法，得到初步純化的青黴素，隨後
動物和人體試驗也獲得成功，青黴素在20世紀中期開始普遍使用
明

佛羅瑞

1945年佛萊

錢恩獲得諾貝爾獎

1942-1944年賽爾曼‧魏克斯曼(Selman A.

力篩選下，

離到－鏈黴菌(Streptomyces)，含有鏈黴素

Waksman)的團隊，
(streptomycin)是一種

基糖

類抗生素，可治療當時危害最嚴重的傳染病-肺結

核，並開始大規模臨床試驗，證實鏈黴素對肺結核治療效果非常佳，也對鼠疫
霍亂

傷寒等多種傳染疾病有效果(Waksman, 1947)

離neomycin fradicin

1948年魏克斯曼陸續成功

candicidin candidin等抗生素，並於1952年獲得諾貝爾

獎 二次世界大戰後，相繼

黴素(chloramphenicol) 四環黴素(tetracycline) 巨

環類抗生素(macrolides) 頭胞菌素C (cephalospoein C) 以及萬古黴素(vancomycin)
陸續被

離

來(Kingston, 2004

Maartens et al., 2011) 至
-2-

，人類用來對抗

細菌的抗生素藥物

超過數百種

第三節：抗生素的作用機制
抗生素之效用是歸功於原核細胞與真核細胞的結構和生合成途徑截然不
同，原核細胞核仁無核膜 真核細胞核仁具核膜 有數個染色體 會進行有絲
裂 原核細胞含有細胞壁 原核細胞無細胞核結構以及缺
抗生素具有專一性對抗原核細胞

抗生素的作用機制，

膜狀胞器…等，因此
為五大類：(Ge et al.,

1999 Hawkey, 1998 Kohanski et al., 2010 Maartens et al., 2011 Patrick, 2005
Salyers and Whitt, 2002

Wright, 2003)

1 抑制細胞壁合成，細菌細胞壁主要是
構的組成，胜肽聚糖是
polysaccharide 是

胜肽聚糖(peptidoglycan)形成網狀結

多醣類(polysaccharide)與多胜肽(polypeptide)構成，

N-乙醯葡萄糖胺(N-acetylglucosamine，GlcNAc

NAG)和 N-

乙醯胞壁酸(N-acetylmuramic acid，MurNAc，NAM)形成糖骨架，polypeptides 是
在 N-acetylmuramic acid 帶 有

L-ala-D-glu-L-lys-D-ala-D-ala

，胜肽轉移酶

(transpeptidase)活化位有一個絲胺酸(serine)參與反應，將 D-ala-D-ala 之間的胜肽
鍵

開，倒數第 2 個

D-alanine

的細胞壁

游離

D-alanine

來，以 β-1,4 糖

會接到相鄰之另一鏈的 glycine，並將最

端

鍵相交(cross-linkage)組成，而形成具有保護性

β-lactam 抗生素在結構上具有一個 β-lactam ring，例如：penicillin

β-lactam 抗生素結構相似於細胞壁交鏈的過程中 D-ala-D-ala 之結構，因此胜肽轉
移酶(transpeptidase)則會作用於 β-lactam ring，導致細胞壁的 D-ala-D-ala 之結構
被斷裂，使 glycine 無法接到相鄰之另一鏈 peptidoglycan 之倒數第 2 個 D-alanine
上，細胞壁骨架無法交叉相接，使細胞壁變脆弱，滲透壓之影響使菌體膨脹而爆
裂(稱為溶菌,lysis)，而造成細菌死亡

-3-

2

干擾蛋白質合成，細菌核醣體是

30S 次單元和 50S 次單元形成一個 70S

粒子，原核生物的核醣體不同於真核生物 80S 核醣體，因此這類抗生素具有專一
性 抗生素抑制不同階段的轉譯過程，例如：作用於 30S 亞基之抗生素有四環黴
素和胺基糖

類

結

類則是與核醣體產生不可逆之結合，會使 mRNA 讀錯或是提早釋

胺基糖

四環黴素主要阻斷胺基醯-tRNA 與核醣體-mRNA 之複合體鍵

，而使蛋白質不正確或無法製造；而作用於 50S 亞基之抗生素有
類抗生素

oxazolidinones

黴素 巨環

黴素主要阻斷胜肽鏈的轉移而抑制胜肽鏈延長

巨環類抗生素會結合 50S 亞基而抑制轉譯作用 Oxazolidinones 抗生素會鍵結 50S
亞基阻礙與 30S 亞基結合形成 70S 核醣體

3

干擾核酸合成，主要是干擾細胞

裂或合成必須蛋白質，例如：

fluoroquinolones 和 rifampicin Fluoroquinolones 作用於 DNA 複製，DNA 複製過
程，雙股螺旋須

螺旋酶(helicases)鬆開，解開過程，上端的 DNA 雙股螺旋會過

度捲曲，則需要拓樸異構酶(topoisomerase)解開，fluoroquinolones 主要作用於拓
樸異構酶，使 DNA 合成受阻 Rifampicin 是從 rifampicin B 製造的半合成，會以
非 共 價 鍵 方 式 鍵 結 於 DNA 依 賴 性 RNA 聚 合 酶 (DNA-dependent RNA
polymerases)，而抑制 RNA 合成
4 破壞細胞膜，細胞膜(cell membrane)是

磷脂質雙層

子為基本單位，其上

鑲嵌有各種類型的膜蛋白，形成不對稱結構 有些抗生素作用於細胞膜，例如：
valinomycin 和 gramicidin A 為離子傳導性抗生素，會使離子無控制一直被送
外

膜

Valinomycin 為環狀結構，是鉀離子載體，可將鉀離子從膜內聚集，轉運通

過細胞膜並送

膜外，因此使細胞離子失去平衡

Gramicidin A 是 15 個胺基酸

形成螺旋狀鑲嵌於細胞膜上，螺旋外為疏水性內為親水性，因此形成離子通道，
離子會一直往外流

多黏菌素 B (polymyxin B)會嵌入細胞膜形成通道，增加細

胞膜的通透性，導致細胞內的重要物質自菌體流失
性，因此不適用於當作藥物治療
-4-

但

於這類抗生素無專一

5

抑制重要代謝物合成，細菌合成酵素被抗生素的結構類似物抑制，形成競

爭 型 抑 制 (competitive inhibition) ， 例 如 ： 磺 胺 藥 (sulfonamides) 是 細 菌
dihydropteroate 合 成 酶 之 競 爭 抑 制 劑 ， 磺 胺 藥 結 構 與 對 - 胺 基 苯

酸

(p-aminobenzoic acid, PABA)結構相似，並結合活化位阻止 PABA 鍵結，抑制四
氫葉酸(tetrahydrofolate)的生合成，四氫葉酸在合成 DNA 的 pyrimidine 核酸
時，提供一個碳原子的輔酶 磺胺藥競爭結合使細胞無法生長和
是經

基

裂 人體葉酸

食物攝取獲得，非 PABA 合成，故此抗生素對人體無害，具有專一性

第四節：抗藥性(antibiotic
resistance)機制
機制
抗藥性
但

於長期使用抗生素，導致抗藥性菌株成為優勢族群而倍數增殖，例如：

抗藥性金黃色葡萄球菌(multiple-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 萬古黴
素抗藥性腸球菌(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us, VRE)

fluoroquinolone 抗藥

性綠膿桿菌(fluoroquinolone-resistant Pseudomonas aeruginosa, FQRP)…等，統計
1980-2010 年，30 年間
可以抵抗大部

原本 0-5％不斷的攀升到 30-50％以上(Yim, 2011) 這些

抗生素而產生抗藥性，被稱為

抗生素抗藥性機制大致上可
drugs)或

超級細菌(superbug)

為三大類， 1 使藥物失去活性(inactivation of

解藥物(degradation of drugs)，細菌

泌酵素會直接破壞抗生素，典型

例子便是細菌產生 β-lactamase，可破壞 β-lactam 抗生素的環狀結構使其失去活
性

β-lactamase 是 胜 肽 轉 移 酶 變 異 的 酵 素 ， 在 活 化 位 的 絲 胺 酸 殘 基 (serine

residue)，可水解
前

鍵並打斷 β-lactam ring，β-lactam ring 會將藥物再到達細胞膜

解，革蘭氏陰性菌有較高濃度 β-lactamase，主要

質內(periplasmic space)

在細胞膜與外膜之間的周

2 改變藥物作用標的(alteration of the drug targets)，改

變抗生素作用部位之結構，或發生突變使目標蛋白質產生單一

基酸的改變，使

抗生素無法與其結合而發揮作用，例如：萬古黴素為 β-lactam 抗生素，細菌抗藥
機制以

D-lactic

acid 修飾細胞壁

端

D-alanine，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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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醯胺鍵改變為

鍵，

D-Ala-D-Ala

變為 D-Ala-D-Lac，新型的細胞壁結構，使萬古黴素親和力下降，無

法有效地抑制細胞壁轉醣酶與胜肽轉移酶的作用 另外，抗藥性金黃色葡萄球菌
產生一種青黴素結合性蛋白質 2a (penicillin binding protein 2a，PBP 2a)的胜肽轉
移酶，取代原有的青黴素結合蛋白(PBP 2)，大幅降低與青黴素親和性
動外流(active efflux)或關閉孔道，細菌可藉

細胞膜孔道關閉，以減

3 主
藥物從膜

外滲透至菌體內 例如：革蘭氏陰性菌的外膜上有孔洞蛋白(porin)， 寡糖蛋白
聚合，為親水性(hydrophilic)，大小約為 0.6-2.3 nm，主要是負責胞外與外漿間隙
之間的物質交換，而細菌可藉

改變孔徑大小或改變胺基酸電荷，而影響穿透

力，使抗生素無法進 ，例如：四環黴素 fluoroquinolones…等 細菌也會利用
主動外流(active efflux)作用將抗生素自菌體內排除」就像幫浦一般)，需要消耗
ATP 或利用鈉-鉀離子梯度差，將抗生素排

以減

推

(Bolhuis et al., 1997；

Sander and Sanders, 1995)
抗藥性的基因可

細菌染色體突變，或是經

使沒有抗藥性的菌體獲得，抗藥性基因可藉

基因傳遞(gene transfer)的方式

幾種方式在菌體間傳遞，

transformation：細菌彼此間進行染色體的 DNA 交換
(bacteriophage)將抗藥性基因導入

3

1

2 transduction：噬菌體

conjugation：利用質體(plasmid)互相交

換抗藥性基因，F+菌株會開始複製質體並且利用接合橋(conjugation bridge)轉移
至 F-菌株，因此 F-菌株會帶有 F+菌株質體的抗藥性基因

帶有抗藥性基因的質

體稱 R 質體(Resistanc plasmid，R plamid)，R plamid 可具有多種抗生素
因，產生

解酶，使抗生素被酵素

解，導致抗藥性產生

除了轉位基因外，還含有一或多個具特定功能的基因 主要

4

解酶基

transposons：

為兩類：一為 simple

transposons，二為 composite transposons simple transposons 轉位因子是插入序列
(insertion sequence，IS)，IS 序列兩端具有反向重複(inverted repeat)序列，轉位酶
(transposase)可辨認反向重複序列而啟動並催化轉位子的移除與置入功能；
composite transposons 有兩個 IS 序列和同向重複(direct repeat)序列，當轉位酶辨
-6-

認一端的反向重複序列後，就會

割轉位子的起始端，造成轉位子被移除及再置

入，多重抗藥性細菌的 R 質體便是

轉位效應獲得了許多不同的抗藥突變基因

(Neu, 1992；Bush et al., 1995 Jacoby and Sutton, 1991 林, 2004) 此外，細菌更
具備了多條不同的抗藥代謝路徑，通常有兩種以上的抗藥機制，例如：New Delhi
Metallo-Beta-Lactamase (新德里金屬 β-內醯胺酶，NDM-1) 是一種新的超級耐藥
性基因，這基因會產生耐藥性酵素 metallo-beta-lactamase，可破壞 β-lactam 類抗
生素的環狀結構，且具有自我複製能力遺傳給子代，NDM-1 的基因位於一個 140
KB 的質體上，能在細菌之間傳遞抗藥性基因，因此，NDM-1 可藉
方式傳遞抗藥性基因，因可抵抗大部
2010

辜, 2011) 藉

垂直和水平

抗生素而成為優勢種(Kumarasamy et al.,

抗藥性機制我們知道細菌之間非常容易傳遞抗藥性基因，

而細菌具抗藥性問題一直

在且越來越嚴重，目前需要發展更多抗生素來改善病

患細菌感染之問題，因此尋求具抗生素活性(antibiotic activity) 之化合物，為現
代醫藥開發之當務之急
第五節：海洋微生物生物活性物質的先前
海洋微生物生物活性物質的先前研究
先前研究
往學者

認為海洋不適合微生物居住，認為

是

陸地而來，但自 1947

年 Rosenfeld 和 ZoBell 發表海洋微生物生物活性物質的研究後，海洋微生物開始
受到許多學者的關注 他們從海水中
Micrococcus spp.
生素作用，
sp.

Actinomyces sp.

別為 Bacillus spp.

Staphylococcus sp.

離 58 株海洋細菌， 別測試 Bacillus spp.
Serratia sp.共 9 株指標菌，其中 9 株具有抗

Corynebacterium sp.

Micrococcus sp.

Sarcina

Mycobacterium sp.，革蘭氏陽性菌較革蘭氏陰性菌容易

被抑制(Rosenfeld and ZoBell, 1947) 雖然資料不詳細，但可以推論海洋微生物不
同於陸地，且海洋微生物同時具有抗菌之生物活性能力，陸續開始有許多關於海
洋細菌生產抗生素的研究

現

-7-

Laatsch 團隊從海洋

物得到 Streptomyces sp. (strain：B8300) 離到四環

類抗生素 β-indomycinone 和 δ-indomycinone(附錄 1)，可抑制 B. subtilis E. coli
S. aureus

C. albicans，對 B. subtilis 最小抑菌濃度

別為 100 µg/ml 以及 113

µg/ml，對其餘指標菌的最小抑菌濃度為 100 µg/ml，且具有抗
al., 1997)

Laatsch 團隊還從太平洋紅樹林

樣品中

化作用(Biabani et

離到 Streptomyces sp.

(strain：B7046)，16S rRNA 定序與 Streptomyces peucetius (strain：ICM9920)有 98
％相似性，與 Streptomyces bikiniensis 有 97 ％相似性，
物 Chalcomycin A 和 Chalcomycin B，前者為
Chalcomycin B (附錄 2)

離到大環內

知化合物，後者為

類化合

知化合物，

別對 B. subtilis E. coli S. aureus 具有抑制效果，最小

抑菌濃度與紅黴素相當，尤其對 S. aureus 最小抑菌濃度達到 39 µg/ml，對 B.
subtilis 最小抑菌濃度達到 6.25 µg/ml，顯示高效抗菌活性(Asolkar et al., 2002)
Takahashi 團隊從海洋菌 Alteromonas rava (strain：73390) 離一系列獨特的
含硫化合物 thiomarinols A B C D E F G (附錄 3)，對許多革蘭氏陽性菌
和陰性菌具有抑制生長之抗菌活性，其中最特別是，thiomarinols A 對 S. aureus
和 E. faecalis 的最小抑菌濃度≦0.01 µg/ml，thiomarinols B~G 對 S. aureus 的最小
抑 菌 濃 度 ≦0.01 µg/ml ， thiomarinols D~F 對 E. coli

P. aeruginosa

K.

pneumoniae P. vulgaris 的最小抑菌濃度 0.1~1.5 µg/ml，thiomarinols 結構類似
pseudomonic acid 衍生物，且對革蘭氏陽性菌和陰性菌生物活性強於 pseudomonic
此證明，海洋微生物活性物

acid (Shiozawa et al., 1995；Shiozawa et al., 1997)
質具有重大經濟效益，是目前重要研發藥物的資源
Gram 團隊從海洋

物 貝類 水母 藻類…等不同的樣品中，有 301 株

具有能力抑制魚類病原菌 Vibrio anguillarum strain 90-11-287，放置-80 ℃ 6-12
個月後只剩 138 具有抑制 Vibrio anguillarum strain 90-11-287 和人類病原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 strain 8325 之生物活性，經
擇 5 株被進一步

液態培養後乙酸乙

萃取，選

析，5 株菌的抑制效果直徑大於 10 mm 以上， 別為 Vib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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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alliilyticus (strains S2052 和 S4053)和 Photobacterium halotolerans (S2753 可抑
制 V. anguillarum 和 S. aureus 和 Vibrio neptunius (strains S2394 和 S4051)只能抑
制 V. anguillarum 其中 S2052 和 S2753 抑制 V. anguillarum 之抑制圈直徑超於 30
mm

V. coralliilyticus strain S2052 為 andrimid 化合物(附錄 4a)，屬於 acetyl-CoA

carboxylase 抑制劑，同時也可以抑制 Salmonella enteritidis
Yersinia enterolitica

Yersinia ruckeri

Vibrio harveyi

Bacillus cereus

Vibrio vulnificus ； P.

halotolerans strain S2753 為 holomycin 化合物(附錄 4b)，主要是干擾 RNA 合成，
同時也可以抑制 Listeria monocytogenes

Serratia marcescens

S. enteritidis

B.

cereus Y. enterolitica Y. ruckeri V. harveyi V. vulnificus V. parahaemolyticus (Wietz
et al., 2010)
第六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抗藥性問題一直
性

許多研究指

在，目前需要一個新的抗生素來改善細菌感染和抗藥

海洋極端環境中」高

高壓 低溫 低光照 貧營養)，蘊

藏著的生物資源極為豐富(Hosny et al., 2011) 臺灣，又是一個四面環海的島國，
台灣東部為太平洋，西部則台灣海峽，屬於亞熱帶氣候，台灣海岸受到季風的影
響，使得海面終年

有大氣帶動水體流動，形成營養

灣海域潮間帶土壤，意指

於高潮線和低潮線之間的區域，隨著海岸的地形不

同，潮間帶的水平長度可從幾公尺到幾百公尺長
境，可

為軟底質的潮間帶，例如:沙灘

的潮間帶，例如:岩礁

充足 本研究主要針對台

礫石…等，其生

泥灘

臺灣周圍有許多不同棲地環
紅樹林…等；另一種為硬底質

的生物也會因地形而有所差異，因此

台灣具有相當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此外，生

在不同海洋環境中的細菌，相對也

具有特殊性 海洋細菌不僅與陸地細菌有所差異，且因不同地形而生

的細菌

也會有顯著差異，因此，推論海洋細菌所產生的生物活性也具有特異性，台灣潮
間帶海域是篩選細菌抗菌之生物活性最好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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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從台灣海域潮間帶的海洋
經

觀察菌株型態

離 純化，將菌種保

物中篩選具有抗菌活性的細菌，
後測試菌株是否具有抗生素之生物

活性，具有抗生素生物活性之菌株，再利用 16S rRNA 定序和親緣關係
及測試需

析，以

性和革蘭氏染色 並選擇特株菌株進行二次代謝物萃取，並進一步探

討最大生物活性之生長條件，以及萃取二次代謝物之最大生物活性的生長條件
本研究主要目的期望可篩選

具有抗菌活性的細菌，並進一步探討菌株之特性和

生物活性之培養條件

- 10 -

二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實驗架構大綱流程如圖 1 所示

1. 樣品採集：
樣品採集：
本研究針對台灣周邊海域共 5 個採集地點(圖 2)，收集 25 個樣品
採樣地點於 99 年 12 月 11 日在澎湖馬公市，

別為案山漁港

第一個

龍門漁港

菓葉

漁港 奎壁山，共 4 個點 5 個樣品」菓葉漁港×2)，如圖 3 所標示之採樣地點 第
二個採樣地點於 100 年 3 月 4 日在屏東大鵬灣國家風景區， 別為崎峰濕地 青
洲濱海 鎮海 以及崎峰濕地的海茄冬」生物) 海茄冬周邊土壤底泥，共 5 個點
6 個樣品」崎峰濕地×2)，如圖 4 所標示之採樣地點 第三個採樣地點 100 年 6 月
15 日位於屏東墾丁國家公

，

別為海口

萬里桐

及 101 年 3 月 10 日萬里桐的團扇藻周邊土壤底泥

白砂

後壁湖

南灣

馬尾藻周邊土壤底泥

以
匍匐

藻周邊土壤底泥 軟珊瑚」生物)，共 9 個點 9 個樣品，如圖 5 所標示之採樣地點
第四個採樣地點 100 年 7 月 25 日位於龜山島，於龜山島頭部之熱硫磺底部，共
2 個樣品，如圖 6 所標示之採樣地點

第五個採樣地點 101 年 1 月 20 日位於小

琉球外海，於緯度 22.16147；經度 120.11231；深度 1035 m，利用重力

物採

樣器(gravity-corer)採樣，共 3 個樣品，如圖 7 所標示之採樣地點 用無菌採樣袋
和無菌採樣匙，於採樣點潮間帶位置取
置於冰上保

2.

許土壤底泥(sediment)和海水，密封後

，帶回實驗室後進行培養

離與純化：
離與純化：
將採回來的樣品，利用滅菌的燒杯以及攪拌棒，取 10 g 樣品加入 90 ml 配

製的無菌 3-salts seawater (表 1)至燒杯中，攪拌混合 10

鐘， 澱數

鐘後取上

清液 準備滅菌過的玻璃試管，每支試管中加 900 µl 3-salts seawater 加 100 µl 樣
品上清液，用 3-salts seawater 做一系列 10 倍數稀釋(100~10-4)，再將每個稀釋倍
- 11 -

數

別取 100 µl 至配製的培養基中均勻塗開，

別為 BD Difco™ Marine Agar

2216 海洋培養基(表 2)和 actinomycete isolation agar (AIA)放線菌培養基可利於放
線菌生長(表 3)，置於 25 ℃恆溫培養箱培養 2 天
以肉眼觀察 marine agar plate 和 actinomycete isolation agar 菌落形態，挑選
菌落外觀不同的菌株，皆在 marine agar plate 以四區劃法(four-way)
一菌落，置於 25 ℃恆溫培養箱培養 1 至 2 天，重複此步驟確定是否

離純化

單

純化，再

取純化單株菌接種於配製無菌的 5 ml BD Difco™ Marine Broth 2216 (表 4)中，於
25 ℃恆溫培養箱搖晃培養 16~18 小時，利於後續菌株保

以及活性測試實驗

3. 菌種的保 ：
Marine agar plate 上以四區劃法純化，確定為單株菌株，挑選

單一菌落接

種至配製 5 ml marine broth 中，於 25 ℃恆溫培養箱搖晃培養 16~18 小時，各取
0.5 ml 菌液與配製無菌 0.5 ml 50％甘油」甘油與人工海水以 1：1 混合) (表 5)放
至 1.5 mL 微量離心管(eppendorf)中，均勻混合後，保
註明地點及給予數

編號

在-70 ℃供日後使用，並

沾取一 loop 以四區劃法在 marine agar plate 上培養，

置於 25 ℃恆溫培養箱培養 1 至 2 天，確認菌種是否保

成功，此外，並測試是

否具有抗菌之生物活性

4. 活性測試：
活性測試：
將純化單株菌接種於 5 ml marine broth 中，於 25 ℃恆溫培養箱搖晃培養
16~18 小時，用無菌濾紙(直徑 0.6 cm)沾取菌液貼於 marine agar plate 上，於 25 ℃
恆溫培養箱培養 1 至 2 天 利用 7 株指標菌做抗菌活性測試，此 7 株指標菌來自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購買而來， 別為 Bacillus cereus ATCC 6051 (仙人
掌桿菌,Gram +) Staphylococcus aureus ATCC 9144 (金黃色葡萄球菌,Gram +)
Klebsiella pneumoniae ATCC 10031 (克雷伯氏肺炎桿菌,Gr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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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monella

typhimurium ATCC 14028 (沙門氏鼠傷寒桿菌,Gram -) Pseudomonas aeruginosa
ATCC 27853 (綠膿桿菌,Gram -) Vibrio harveyi ATCC 14126 (哈維氏弧菌,Gram
-) Escherichia coli ATCC 25922 (大腸桿菌,Gram -) 將致病指標菌種以四區劃法
在 LB agar plate (表 6)純化

單一菌落，置於 35 ℃恆溫培養箱培養 1 至 2 天，挑

取單一菌接種於 5 ml Miller's LB Broth (表 7)中，於 35 ℃恆溫培養箱搖晃培養，
培養至 OD 600 nm 為 0.5，使用微量

光光度計測量(The NanoPhotometer,

IMPLEN)，利用光徑 1 cm 的比色管進行測試，取 1 ml 的體

偵測，先以初始培

養液」無菌液)進行校正(blank)，之後將待測菌液進行量測，若吸光值超過 0.5，
將菌液用無菌水稀釋至適當濃度

利用“flip-flop” agar-diffusion 的方法測試活

性，將菌液濾紙培養的 marine agar plate 翻過來至蓋子面，再將培養在 LB Broth
的致病指標菌(OD 600 nm 為 0.5)，用無菌棉棒沾致病指標菌液，

別塗至翻面

過後的 marine agar plate 上，於恆溫培養箱(35 ℃)培養 1 天，之後觀察有無抑制
指標菌生長

5. 需 性測試：
性測試：
從-70 ℃的冰箱拿具有抗生素活性的保

菌種，取一 loop 以四區劃法在

marine agar plate 上純化，置於 25 ℃恆溫培養箱培養 2 天，取單株菌測試需
將單株菌落

別培養在含

的 marine agar plate 及無

性，

的 MSWYE (PYE)

plate (表 8)上，置於 25 ℃恆溫培養箱培養 1 天，觀察菌株是否可在無

的

MSWYE (PYE) plate 上生長

6. 革蘭氏染色測試
)：
革蘭氏染色測試」
測試」Gram stain)
細菌以革蘭氏染色法，可

為革蘭氏陽性菌(Gram positive)和革蘭氏陰性菌

(Gram negative) 將純化單株菌接種於 5 ml marine broth 中，於 25 ℃恆溫培養箱
搖晃培養 16~18 小時，用竹棒沾取菌液抹於玻片上，用酒精燈以熱固定，用結晶
紫滴於玻片上，靜置 1

30

後用蒸餾水洗去多餘的結晶紫，再使用碘液滴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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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片上，靜置 1

鐘後，用蒸餾水洗去多餘的碘液，之後用酒精脫色，用蒸餾水

洗去多餘的酒精，再以番紅複染，約 30
乾後，即可置於顯微鏡下觀察

後用蒸餾水洗去

用紙將多餘的水吸

厚細胞壁的細菌(20-40 nm)吸收色素後被染成紫

色，此菌為革蘭氏陽性菌，細胞壁薄的菌(2-7 nm)較容易被酒精洗掉色素，再以
另一種色素染上後呈粉紅色，此菌為革蘭氏陰性菌

7. 細菌 Genomic DNA 萃取：
萃取：
使用 Viogene 公司的 Blood and Tissue Genomic DNA Extraction Miniprep
System (DNA 萃取套組)，萃取培養液中的菌體 DNA 或者是單一菌落的 DNA
取培養之菌液約至 109 CFU/ml (最多取 3 ml 菌液)，以 7500 rpm (5000 × g)離心
鐘後，去除上清液 加入 200 µl Lysozyme reaction solution (20 mM Tris-HCl

10

pH8，2 mM EDTA，20 mg/ml Lysozyme)，並且與 pellet 混合均勻，保持在 37 ℃
下，30

鐘 加入 200 µl EX buffer 和 20 µl proteinase K，振盪 20

60 ℃下 30

鐘，每間隔 5

鐘振盪數

鐘，使酵素作用均勻

鐘，並同時預熱無菌的二次去離子水

30

後，保持在

保持在 70 ℃下

加入 200 µl isopropanol 振盪混合均

勻，將混合均勻的液體取到 kit 所附之 column 和 collection tube 中，以 8000 rpm
(6000 × g)離心 2

鐘，移除 collection tube 之液體 取 0.5 ml WS buffer 至 column

中，以 8000 rpm (6000 × g)離心 2

鐘，移除 collection tube 之液體，再取 0.5 ml

WS buffer，重覆此步驟一次 打開 collection tube 的蓋子，以 8000 rpm (6000 × g)
離心 2

鐘，使酒精揮發 將 column 移至新的 1.5 ml 微量離心管中，加入預熱

過的無菌二次去離子水 50 ~100 µl，靜置 1~5
心2

鐘，即可保

再以 8000 rpm (6000 × g)離

在 4 ℃或-20 ℃之冰箱中，以便後續實驗使用

8. 引子設計 短片段增幅及產物純化：
短片段增幅及產物純化：
1

鐘

引子 (pri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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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核生物選用 16S rRNA 基因，不僅具有高度保留性，以及基因演化速率慢
Woese, 1987 ，且比 23S rRNA 2300 bp 或 5S rRNA 120 bp 夾
為適當

析，長度為

1500 bp ，除此之外，16S rRNA 具有普遍性，基因資料

庫在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豐富資訊以便

長度較

NCBI 網站上，

經有相當

析 因此，利用細菌高保守性 16S rRNA 序列，來設計引子，進

行 PCR 放大，並進行定序

根據 Weisburg et al. (1991)的文獻設計引子，如下：

16S-F (8-27): 5’-AGAGTTTGATCHTGGCTCAG -3’
16S-R (1491-1511): 5’-ACGGHTACCTTGTTACGACTT -3’
*H = A, C or T, not G
forward primer 的位置相對於 E. coli 16S rRNA 基因為 8-27 bp；reverse primer
則為 1491-1511 bp，預計片段為 1.5K bp
2

聚合酶連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
本實驗所使用的聚合酶連鎖反應器為 ABI 公司的 2720 Thermal Cycler，將

特定片段放大

DNA 的合成包括三個步驟：雙股 DNA 之變性(denature) 引子

的黏合(annealing)

以及引子的延伸作用(elongation)，此三步驟為一週期反覆進

行 PCR 藥劑則使用 VIOGENE 公司 VioTaqTM DNA Polymerase，反應試劑添加
量於表 11，PCR 反應總體
3

為 25 µl，PCR 反應條件於表 12，總共跑 30 個 cycles

瓊脂膠體電泳檢視：
以 1.5％濃度的瓊脂膠體進行電泳，取 1.5 g agarose powder，加入 100 ml 1X

TAE buffer (表 9 為 50X TAE buffer 稀釋成 1X TAE buffer 做使用)，用微波爐加
熱溶解且使之沸騰，確定溶液完全溶解後，數

鐘冷卻至手可觸摸之溫度但不可

冷卻至凝固，將液態的瓊脂膠體倒入電泳膠模型中，避免產生氣泡，等待瓊脂膠
體凝固，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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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PCR 產物進行瓊脂膠體電泳，取 2 µl 100 bp DNA ladder (10X Marker)，
注入第一個瓊脂膠體的
合，
DNA
異，

槽中，取 4 µl 的 PCR 產物與 1 µl 6X loading dye 均勻混

別依序注入瓊脂膠體的

槽中，以 100 伏特進行電泳 25-30

子带負電，向正極移動，其移動速率受到 DNA

鐘

於

子形狀和大小而有所差

子量越小移動速率越快
電泳完成後，將瓊脂膠體置於 1 µg/ml ethidium bromide (溴乙烷, EtBr ,

C2H5Br)中染色 15-20

鐘，EtBr 會嵌入核酸

基中，並吸收紫外線波長的光線，

再利用 UV 電泳照膠系統觀察 band 的位置是否正確
4

定序與

子親緣關係

析：

確定 single band 的位置正確，將 PCR 產物送至明欣生物

技公司進行序列

析，將定序結果利用 DNA star 軟體將 forward reverse 序列結果進行重疊比對
以及相接，並且去除前後端混亂訊號後得可信度較高之片段，之後將結果利用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NCBI) 的 資 料 庫 進 行 比 對
(BLAST) 比對後下載前 100 株

知菌株且同屬不同種的細菌 16S rRNA 之序列

(fasta 檔案)，並且取 Escherichia coli 之 16S rRNA 序列為 negative control，在將
下載的序列用 Bioedit 軟體(Hall, 2001)進行編輯，將序列 CLUSTALW 排

其相

對位置，然後再使用 MEGA (Molecular Evolution Genetic Analysis, Version 3.1)軟
體(Kumar et al., 2004)以鄰位連接法(Neighbor-Joining)計算方式建立親緣關係樹
狀圖，Bootstrap value 為 1000，呈現序列比對結果 此方法是利用統計方式，計
算序列成對

類單位，此相鄰連接是指兩個

類單位在某一無根

叉樹狀圖中僅

用一個節點(node)來相連，可循序將相鄰點合併，建立一個相應的親緣關係樹狀
圖

9. 萃取生物活性：
萃取生物活性：
1

液態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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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取細菌生長過程中具有活性的二次代謝產物 從-70 ℃的冰箱拿具有抗生
素活性的保

菌種，以 Vibrio sp. (stain QWI06)為例

從保

菌種取一 loop 以四

區劃法在 marine agar plate 上純化，置於 25 ℃恆溫培養箱培養 2 天，將純化單株
菌接種於 5 ml marine broth 中，於 25 ℃恆溫培養箱搖晃培養 16~18 小時，並配
製無菌 200 ml marine broth 置於 1000 mL 錐形瓶中， 別 25 ℃ 30 ℃ 35 ℃三
個溫度各 1~7 天，共 21 瓶
別置於 25 ℃

30 ℃

取 20 µl 菌液 別加入每 200 ml marine broth 瓶中，

35 ℃恆溫培養箱搖晃培養 1~7 天，以 24 小時為基準，

再將培養後的 200 ml marine broth 加入等量的 ethyl acetate (乙酸乙
CH3COOCH2CH3)於

液漏斗中，搖晃數下，靜置後會

乙

層經

層)，取乙酸乙

為兩層」菌液層及乙酸

濾紙過濾至濃縮瓶中濃縮，三次重複加等量乙酸乙

搖晃 靜置 過濾 濃縮等步驟，用 methanol
將萃取液從濃縮瓶中取

, EtOAc ,

醇, MeOH , CH3OH 回溶後，

置換到 20 ml 樣品瓶中，取

量萃取液到 1.5 ml 微量離

心管中抽乾後秤重，抗菌活性測試總重量為 2 mg 萃取物，再加入 60 µl

醇混

合均勻，將 25 ℃ 30 ℃ 35 ℃三個溫度各 1~7 天萃取液， 別滴入無菌濾紙(直
徑 0.6 cm)中，置於無菌操作台上一個晚上，使

醇揮發，使

醇不干擾抑制圈

之判斷 將進行抗菌活性測試，取一株會被抑制的指標菌培養液(培養至 OD 600
nm 為 0.5)，用無菌棉棒沾菌液，
紙

別塗於 LB agar plate 上，將含有萃取液的濾

別貼於 LB agar plate 上，於恆溫培養箱(35 ℃)培養 1 天，觀察有無抑制圈之

現象，並記錄每個抑制圈之直徑
2

固態培養：
仍以 Vibrio sp. (stain QWI06)為例，將純化單株菌接種於 5 ml marine broth

中，共 10 管 marine broth，於 25 ℃恆溫培養箱搖晃培養 16~18 小時，並配製無
菌 marine agar plate，

別 25 ℃

30 ℃

35 ℃三個溫度各 1~7 天，每天各培養

10 盤，共 210 agar plate 每盤取 100 µl 菌液塗於 marine agar plate 均勻塗滿，
別置於 25 ℃

30 ℃ 35 ℃恆溫培養箱培養 1~7 天，將 marine agar plate 全部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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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下來浸泡於乙酸乙

，且利用超音波震盪器震盪 30

鐘，將濾紙置於漏斗上

過濾震盪後的乙酸乙 ，置於濃縮瓶中，用濃縮機將乙酸乙
泡 震盪 過濾 濃縮等步驟，用

抽乾，三次重複浸

醇回溶後，將萃取液從濃縮瓶中取

置換到

20 ml 樣品瓶中，取 量萃取液到 1.5 ml 微量離心管中抽乾後秤重，抗菌活性測
試總重量為 2 mg 萃取物到微量離心管中」如同上述液態培養此步驟)，進行抗菌
活性測試，觀察且記錄此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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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果
1. 菌種收集
菌種收集及
收集及抗菌活性：
抗菌活性：
析海洋樣品期望篩選海洋微生物具有抗生素作用，
為 35 ‰，故培養需要選擇含有
許多研究報告指

Marine Agar 2216
抗生素大多

是從放線菌

isolation agar (AIA)以利於

離

之特定營養成
，放線菌

具有生物活性，且目前市面上

離放線菌 本研究針對台灣周邊海域 5 個採集地點，
塗抹培養後，以肉眼觀察菌株型態外觀，

別取菌株型態外觀和顏色相異之細菌，以四區劃法
於-70 ℃，從海洋樣品中總共

種命名方式皆以地點之縮寫然後依序編號
agar-diffusion 之方式，篩選
篩選

，通常會選用海洋培養基

來，因此另外使用放線菌培養基 Actinomycete

共收集 25 個樣品，樣品經過稀釋

用 50 ％甘油保

於海洋環境平均

離純化，確定是單株菌再利

離到 313 株細菌，其保

的菌

抗菌活性測試，利用“flip-flop”

具有抑制指標菌生長之活性細菌，313 株細菌中共

47 株具有生物活性之細菌(表 13)，47 株生物活性菌中最特別為 HBH14

Padine01
Coral-07

WLT13 可抑制 6 株指標菌，另外，AS02

HBH14

Coral-03/04

Herposiphonia-07 具有最大抑制效果能抑制 Staphylococcus aureus 直

徑大於 20 mm，例如圖 8 顯示 AS02 抑制 Staphylococcus aureus

2. 需 性及革蘭式染色：
及革蘭式染色：
利用革蘭氏染色法，可將細菌
性菌(Gram negative)

為革蘭氏陽性菌(Gram positive)和革蘭氏陰

於革蘭氏陽性菌有一層很厚細胞壁，在第一個試劑」結晶

紫)染色過程中，會吸收色素而被染成藍紫色，在第三個試劑」酒精)脫色過程中，
因為革蘭氏陽性菌有厚的細胞壁，因此不容易將結晶紫洗掉色素，最後試劑」番
紅)則不容易著色；而革蘭氏陰性菌則反之，因為革蘭氏陰性菌的細胞壁較薄，
故較容易被酒精洗掉色素，最後番紅試劑，則革蘭氏陰性菌較容易染上而呈現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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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 47 株具有抗菌活性之細菌中，有 11 株為革蘭氏陽性菌， 其他 36 株為革
蘭氏陰性菌(表 14)，另外，利用革蘭氏染色從顯微鏡下可以看到 Bacillus spp.具
有孢子(圖 9)
陸生細菌為廣
菌必需生長在含有
細菌，因此可藉

性菌，可在無任何

或含有

的環境中，在無任何
需

的環境生

的環境下無法生長，不同於陸生

性測試結果而得知是否為海洋細菌

之細菌中，有 37 株在無

；而海洋細

47 株具有抗菌活性

的培養基中無法生長(無法在 PYE plate 生長)，故此

被歸屬為海洋菌；另外 10 株在無任何

的培養基中仍可生長，這些菌株可能

來自陸地(表 15)

3. 定序與親緣樹狀圖
定序與親緣樹狀圖：
樹狀圖：
鑑定菌種可利用外觀型態以及生化特性來做區別，還可利用

子生物技

術，從基因角度探討演化

類 原核生物可使用23S rRNA 16S rRNA 5S rRNA

基因序列設計引子做演化

析，通常選用16S rRNA基因，不僅具有高度保留性，

而且基因演化速率慢

長度較為適當

析(1500 bp)，此外，16S rRNA具有普遍

性，基因資料庫在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NCBI 網站上，
經有相當豐富資訊以便

析

將具有生物活性之菌種，取單一菌落萃取DNA，之後使用普遍性16S rRNA
primers進行PCR增幅，以電泳確認是否為single band在1.5 K bp的位置，再將PCR
產物純化後送明欣生物

技公司定序，定序結果用NCBI進行比對後，共

離到

六屬， 別為9株Bacillus spp. 1株Virgibacillus sp. 31株Pseudoalteromonas spp.
1株Vibrio sp. 1株Streptomyces sp. 4株Microbulbifer spp. 表16 ，並且下載前100
株 同 屬 不 同 種 之 菌 株 的 序 列 ， Escherichia coli 之 16S rRNA 序 列 為 negative
control，再利用Bioedit軟體編輯序列，將序列CLUSTALW排
前後端序列

齊，然後使用MEGA軟體進行親緣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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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其相對位置，將

經
AM05

NCBI資料庫比對有9株是屬於Bacillus spp.，
AMSS03

QWΠ06

LQdown01

LQdown08

別為AS02
LQup01

析顯示，AS02與Bacillus pumilus

MEGA軟體進行親緣關係

似性高達100％；AM01與Bacillus aquimaris

AM01

LQI04，再

Bacillus safensis相

Bacillus baekryungensis

Bacillus

marisflavi有99.7％相似性；AM05與Bacillus stratosphericus相似性高達99.9％
AMSS03與Bacillus licheniformis
與 Bacillus altitudinis
amyloliquefaciens

Bacillus sonorensis有97.1％相似性

Bacillus subtilis 有 99.8 ％ 相 似 性 ； LQdown08 與 Bacillus

Bacillus vallismortis

tequilensis有99.7％相似性

Bacillus methylotrophicus

LQup01與Bacillus altitudinis

比對是屬於Virgibacillus sp.， 親緣樹狀圖

Bacillus

Bacillus subtilis有99.8

％相似性 LQI04與Bacillus aerius有97.6％相似性(圖10) QC07經

有99.7％相似性(圖11)

LQdown01

NCBI資料庫

析， QC07與Virgibacillus chiguensis

QWΙ06經16S rRNA定序是屬Vibrio sp.，親緣關係圖顯示

與Vibrio proteolyticus有98.1％相似性(圖12)

本研究篩選具有生物活性菌株中以

Pseudoalteromonas spp.佔大多數，共有31株Pseudoalteromonas spp.，但
離到是同菌株，故取不同特性或抑制不同指標菌做親緣關係

析

於有些
親緣

析

結 果 顯 示 ， HK03 與 Pseudoalteromonas phenolica 有 99.8 ％ 相 似 性 ； SB01 與
Pseudoalteromonas rubra有99.4％相似性；HBH14與Pseudoalteromonas citrea有
99.9％相似性；WLT02與Pseudoalteromonas viridis有99.3％相似性；WLT15與
Pseudoalteromonas phenolica有99.0％相似性；WLT25與Pseudoalteromonas rubra
有100％相似性；Padine02與Pseudoalteromonas viridis有99.3％相似性；Padine02
與 Pseudoalteromonas rubra 有 98.7 ％ 相 似 性 ； GSII01 與 Pseudoalteromonas
flavipulchra 有 99.8 ％ 相 似 性 ( 圖 13)
Streptomyces sp.，親緣圖

LQII02 經 NCBI 資 料 庫 比 對 是 屬 於

析顯示與Streptomyces roseoviolaceus

globisporus subsp. globisporus

Streptomyces cavourensis有高達100％相似性，與

Streptomyces cavourensis subsp. Cavourensis
Streptomyces albolongus

Streptomyces

Streptomyces tsusimaensis

Streptomyces griseobrunneus有99.9％相似性，故推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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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是屬同一群(圖14) 經
為 Coral-03

Coral-07

NCBI資料庫比對有3株是屬於Microbulbifer spp.， 別
Herposiphonia-07 ，

親緣

析 結果 顯示， Coral-03 與

Microbulbifer epialgicus 有 99.9 ％ 相 似 性 ； Herposiphonia-07 與 Microbulbifer
variabilis有99.8％相似性；Coral-07與Microbulbifer variabilis有97.0％相似性(圖
15)

4. 生物活性：
生物活性：
培養溫度和天數是影響生物活性關鍵之因子，不同菌株之最佳生長溫度各
有所不同，因此需知道菌株之最高耐受生長溫度(表 17)，而得知生長溫度之範
圍 可高於 50 ℃培養溫度有 4 株，其中 AMSS03 最高容忍培養溫度(58 ℃)，而
40 ℃是最多菌株之耐受生長溫度，約佔了 36％，其次則是 43 ℃約佔了 23％
緊接著，利用培養天數進而測試菌株的代謝產物之生長週期， 於本研究之菌株
在培養至第二天

完全生長，且具有生物活性，並非為生長緩慢之菌株，故天數

測定以一個禮拜(7 天)做為測試範圍，以海洋菌之培養溫度 25 ℃做測試溫度，
指標菌皆為 Staphylococcus aureus，而得知不同菌株最大抑制圈之最佳培養天數
(圖 16)，以 AS02 而言，第 6-7 天到達生物活性最高點呈現穩定之狀態，HBH14
在第 3 天達到生物活性最高峰，從第 4 天起生物活性開始下降減
第 7 天有最高生物活性，QWI06 在第 3 天有最高生物活性

，QWII06 在

於表 17 得知，QWI06

(Vibrio sp.)最高生長活性為 45 ℃，因此測試 25 30 35 40 45 ℃培養 1-7 天
之生物活性，經

測試後發現 40

45 ℃的 1-7 天皆無任何生物活性，但菌株仍

可生長，推論溫度較高影響抗菌活性

故往後實驗只測試 25

溫度 1-7 天(圖 17)，在 30 ℃第三天有最高抑制圈(18 mm)

5. 萃取後生物活性：
萃取後生物活性：
1

液態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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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5 ℃此三個

抗生素為二次代謝產物，採用中極性乙酸乙
溶於水，可將大多數二次代謝產物萃取
，利用

液漏斗

物做生物活性試驗

層，取乙酸乙

來

進行萃取，因為乙酸乙

微

將液態培養菌液加入等量乙酸乙

層濃縮後，用

醇回溶後，取 2 mg 粗萃取

例如：QWI06 在三個不同溫度及天數下之粗萃物的生物活

性，指標菌為 S. aureus，經實驗後發現，在 30 ℃第三天有極高抑制圈，高達 30
mm 以上，為最佳培養條件可產生最佳的抗菌活性(圖 18)，與圖 16 17 的 QWI06
結果互相呼應，再次證明 QWI06 在第三天活性是最好
2

固態培養：
測試固態培養與液態培養之活性差異，雖然培養基成

一樣，但

是利用搖晃培養，仍有流動性之差異 將固態培養基加入乙酸乙
乙

層濃縮後，用

於液態

浸泡，取乙酸

醇回溶後，取 2 mg 粗萃取物做生物活性試驗 測試 QWI06

在三個不同溫度及天數下之粗萃物的生物活性，指標菌為 S. aureus，經實驗結果
得知，三個溫度差異性不高，但抗菌活性會隨著天數增加而下降(圖 19)

- 23 -

四 結論與討論
結論與討論
隨著抗藥性的菌株增加以及新突變的菌株

現，在醫療上不斷需要開發新

的藥物，海洋環境不同於陸地環境，海洋細菌不僅處在含有 35 ‰
在缺乏營養

份下，還處

的環境中，甚至可在更多極端環境中生長，從寒冷到炙熱，高山到

深海，皆可以發現細菌生長，海洋環境歧異造就細菌種類不同和代謝產物的差
異，因為細菌具有抵抗惡劣環境之能力或是擁有特殊生理特性，生長在奇特的環
境中或是生物量多海洋環境中，因此具有特殊性以及新
中，菌種之間需要競爭生

性

生物量多的環境

資源和抵禦外來保護自身生 ，故採樣地點更需要有

獨特性，例如：生物體的寄生或共生菌 無任何汙染的外海 生物量豐富紅樹林
或是火山熱泉口等多種海洋環境 本研究主要是針對台灣海洋潮間帶土壤 生物
體周圍土壤 生物體寄生或共生菌 高溫火山泉口 深海

物，進行篩選具有

抗菌生物活性潛力之細菌，採集了 5 個地點共 25 個樣品，包括澎湖
灣 墾丁 龜山島 小琉球外海，共保
有 47 株具有抑制指標菌之能力

屏東大鵬

313 株細菌進行篩選抗生素活性 其中

本實驗 5 個採樣地點的樣品皆不相同，

代表離島 深海 觀光客遊玩的潮間帶 生物量豐富的國家公

別有

火山泉口的龜

山島 甚至海洋生物體相關之研究，收集到許多不同具有抗菌活性之菌株，有 9
株為 Bacillus spp. 1 株 Virgibacillus sp. 31 株 Pseudoalteromonas spp. 1 株 Vibrio
sp.

1 株 Streptomyces sp.

相對可以適應生

4 株 Microbulbifer spp.

就地形而言，特殊的環境中

物種種類較 ，相對細菌可適應生

種類也較 ，例如龜山島

火山泉口附近，兩個樣品中收集到 30 株細菌其中只有一株有抗菌活性，不僅營
養
殊生

貧乏且平均溫度約 40~50 ℃以上，可適應此環境的菌株，其菌株必具有特
機制，例如可耐高溫以及適合生長溫度可高達 40 ℃以上，其生物代謝產

物也具有歧異性 而在墾丁國家公

不僅生物量豐富且也較多觀光客遊玩 人為

因素 ，因此，相對細菌生物量也較豐富，且物種之間互相競爭情況下，較多菌
株產生抑制之機制，故收集到 170 株細菌其中有 33 株菌具有抗菌生物活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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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

離到數量多且具有抗菌生物活性也相對增加，主要

離到具有抗菌生物活性

為 Pseudoalteromonas spp.數量最多，且 Pseudoalteromonas spp.會以許多不同顏
色生

著，例如紅色

黃色

海洋約佔地球表面

白色…等(附錄 5)

70％，但

於海洋資源較陸地難開發，其因素一為樣

品採集較為困難，二為海洋細菌人工培養困難，約有 99％之微生物是無法直接
培養 然而隨著研究
目前

技 論點之進步，加速許多研究者成功開發海洋資源

知許多具有生物活性之二次代謝產物，約有 50％以上

離來自放線菌，

而在海洋細菌方面則較 ，本實驗主要針對海洋細菌產抗菌活性之方向研究，期
望可找到許多海洋細菌具有抗菌之生物活性
推論為海洋菌，

因此，

別為 Pseudoalteromonas spp.

離到 37 株為需

Vibrio sp.

性菌，

Microbulbifer spp.，

進一步深入探討其中 QWI06 (Vibrio sp.)最佳生物活性培養條件，實驗得知 QWI06
可抑制 S. aureus

B. cereus

K. pneumonia

E. coli 此四株指標菌

探討 QWI06

對抑制 S. aureus 最佳生物活性培養條件，在 30 ℃第三天有最高的抑制效果(18
mm)，經

乙酸乙

萃取後二次代謝物，測試粗萃物之生物活性，結果顯示，

液態培養的粗萃物在 30℃第 3 天抑制圈較大(30 mm 以上)；固態培養的粗萃物則
是前三天抑制效果較佳(13 mm)，液態培養不僅操作方便

成本

且又利於放大

培養，最重要是相同溫度和天數下，液態培養方法使抗菌生物活性效果大大被提
升，抑制效果優於固態培養，推論可能

於液態培養基含水量較高，且有藉著搖

晃培養之方式，使培養基質充份均勻混和，而且液態培養與微生物接觸面
於固態培養，可使菌株完全利用培養液之營養成 ，液態培養有

遠大

於細菌之快速

擴增，但需要注意是必須要搖晃培養之方式，而控制細菌所需之通氣量 因此，
QWI06 最佳培養條件為液態培養 30℃第 3 天的生物活性最好，往後

析皆以此

培養條件
於本實驗是將具有抗菌活性之菌株，
乙酸乙

別經

固態和液態培養後，利用

萃取生物活性物質，再將萃取物做活性測試 而有些菌株經乙酸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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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

取後，萃取物卻沒有抗菌之活性，推測可能是一為無刺激物使菌株產生防禦機
制，因此菌株不會產生抗菌的活性代謝物質；二為乙酸乙

萃取範圍只

於中低

極性物質，有活性物質推論可能屬於高極性，可能因為上述這兩個因素而導致有
生物活性之菌株，培養經乙酸乙

萃取後，生物活性卻不見 實驗室常用之有機

溶劑，極性

烷＜

乙醇＜

小至大排序為：正

醇＜水 會選用乙酸乙

苯＜正丁醇＜

仿＜乙酸乙

當有機萃取液是因為乙酸乙

＜丙

微溶於水特性，

可從含水溶液的培養基中萃取生物活性物質，若選用較高極性，例如
許多代謝物質

萃取

此，可利用基質輔

＜

來但相對也許多不具有生物活性之物質被萃取

醇，可將
來，因

雷 射 脫 附 游 離 飛 行 時 間 質 譜 法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MALDI-TOF MS)輔
析高極性物質
給

MALDI-TOF MS 主要是藉

析物，在真空下使

基質吸收雷射光的能量後，在傳遞

析物進行脫附游離，脫附成氣體

子，在經外加電壓作用產生動能進入飛行管，依據
不同而

析質量(Posthumus et al., 1978)，可藉

活性之表現，不僅可快速

子並游離成氣相離

析物離子到達偵測器的時間

質量變化觀察菌株所產生抗生素

析且所需樣品量 ，以及具有高準確度和靈敏度之優

點，且又不破壞菌株本身之物質 MALDI-TOF MS 將測試菌株和指標菌株」刺激
物)放置在一起培養進行

析(附錄 6)，測試菌株(AS02)為澎湖案山

離到具有抗

菌活性之菌株(表 13)，MALDI-TOF MS 不需經有機溶劑萃取破壞菌體本身，樣
品藉

灑上基質處理後，在真空情況下利用雷射光激發，將

析物離子化進行

析，可觀察測試菌株(AS02)本體的質量與指標菌株(S. aureus)之間的質量之關
係，而利於我們觀察到抗菌之抑制現象與質量變化(附錄 7)，質譜圖顯示，可觀
察到 AS02

泌之活性物質擴散而抑制指標菌，使指標菌無法生長，質譜圖顯

示，只要有 AS02 活性物質之訊號，指標菌皆無法生長
海洋細菌所產的生物活性物質不僅只有抗生素之作用，還有抗癌 抗發炎
抗病毒…等多種生物活性物質，因此，本研究除了將粗萃物測試抗菌之生物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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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還另外送測抗發炎之生物活性測試 發炎機轉是

巨噬細胞被刺激活化，膜

上 phosphatidylcholine (PC)被 phospholipase A2 水解成花生四稀酸，在經
作用(cyclooxygenase, COX)，產生大量前列腺素和一
細胞培養再經
炎活性 一

化

化

環

化

此實驗主要是利用

脂多醣(lipopolysaccharide；LPS)刺激下的發炎模型來檢測抗發
(nitric oxide；NO)是

NOS (Nitric Oxide Synthase)所合成，當

巨噬細胞受到 lipopolysaccharide (LPS)刺激時，會大量表現 iNOS (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和產生大量的 NO，iNOS 在細胞

活化時是不表現的，唯有當細

胞受到脂多醣刺激才會表現，一旦表現，便會大量的產生 NO，iNOS 主要
於巨噬細胞

肝臟細胞

平滑肌及骨骼肌等，iNOS 所誘導

佈

的大量 NO，具有

殺菌功能，但對細胞相對也有毒性，而造成組織細胞的損傷(MacMicking et al.,
1997；Morris et al ., 1998) 將

離到的菌株粗萃物送測做 LPS 誘導之抗發炎測

試，以降低 iNOS 表現所產生 NO 作為評估，通常會使用測量 nitrite (NO2-)是
否有 NO 產生，NO2-得知 NO 所累

含量，以便觀察 經

實驗發現，AMSS13

AM05 可將 LPS 降到 50％以下，且不會大量表現 iNOS 及產生大量的 NO，使
組織細胞不因大量 NO 而受到傷害，具有抗發炎之活性(附錄 8) 而其中 AM05
(Bacillus sp.) 經 實 驗 結 果 得 知 ， 不 僅 具 有 抗 生 素 之 生 物 活 性 ， 可 以 抑 制
Staphylococcus aureus

Bacillus cereus 之生長(表 13)，還具有抗發炎之活性(附

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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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藥品配方
實驗藥品配方：
藥品配方：
表 1：3-Salts Seawater 配製
Components

Weight

NaCl
KCl
MgSO4‧7H2O

23.4 g
0.746 g
6.901 g

Add ddH2O to

1000 L

Heat to boiling to dissolve completely and sterilize in the autoclave.

表 2：BD Difco™ Marine Agar 2216
Components

Weight

Peptone
Yeast extract
Ferric citrate
Sodium chloride
Magnesium chloride
Sodium sulfate
Calcium chloride
Potassium chloride
Sodium bicarbonate
Potassium bromide
Agar
Strontium chloride
Boric acid
Sodium silicate
Sodium fluoride
Ammonium nitrate
Disodium phosphate

5.0 g
1.0 g
0.1 g
19.45 g
8.8 g
3.24 g
1.8 g
0.55 g
0.16 g
0.08 g
15.0 g
34.0 mg
22.0 mg
4.0 mg
2.4 mg
1.6 mg
8.0 mg

55.1 g BD Difco™ Marine Agar 2216 add ddH2O to 1000 L. Heat
to boiling to dissolve completely and sterilize in the autocl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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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Actinomycete isolation agar
Components

Weight

Sodium caseinate
Asparagine
Sodium propionate
Dipotassinm phosphate
Magnesium sulfate
Ferric sulfate
Agar

2.0 g
1.0 g
4.0 g
0.5 g
0.1 g
0.001 g
15 g

22.0 g Actinomycete isolation agar add 3-Salts Seawater to 1000 L
and heat to boiling to dissolve completely. Add 5.0 g of glycerol.
Sterilize in the autoclave.

表 4：BD Difco™ Marine Broth 2216
Components

Weight

Peptone
Yeast extract
Ferric citrate
Sodium chloride
Magnesium chloride
Sodium sulfate
Calcium chloride
Potassium chloride
Sodium bicarbonate
Potassium bromide
Strontium chloride
Boric acid
Sodium silicate
Sodium fluoride
Ammonium nitrate
Disodium phosphate

5.0 g
1.0 g
0.1 g
19.45 g
5.9 g
3.24 g
1.8 g
0.55 g
0.16 g
0.08 g
34.0 mg
22.0 mg
4.0 mg
2.4 mg
1.6 mg
8.0 mg

37.4 g BD Difco™ Marine Broth 2216 add ddH2O to 1000 L. Heat
to boiling to dissolve completely and sterilize in the autocl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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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0％甘油配製
Components

Volumes

3-Salts Seawater
Glycerin

100 ml
100 ml

Heat to boiling to dissolve completely and sterilize in the autoclave.

表 6：LB agar plate 配製
Components

Volumes

Luria Broth
Miller's LB Broth

1000 L
15 g

Agar

Heat to boiling to dissolve completely and sterilize in the autoclave.

表 7：ALPHA BIOSCIENSES Luria Broth

Miller's LB Broth

Components

Weight

Tryptone
Yeast extract
Sodium chloride

10.0 g
5.0 g
10.0 g

25.0 g Luria Broth Miller's LB Broth add ddH2O to 1000 L. Heat
to boiling to dissolve completely and sterilize in the autocl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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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MSWYE PYE plate 配製
Components

Weight
5g
3g
15 g

Proteose peptone
Yeast extract
Agar
Add ddH2O to

1000 L

Heat to boiling to dissolve completely and sterilize in the autoclave.

表 9：50 X TAE buffer 配製
Components

Weight

Tris base
Glacial acetic acid
0.5 M EDTA pH=0.8

48.4 g
11.42 mL
20.0 mL

Add ddH2O to

200 mL

Heat to boiling to dissolve completely and sterilize in the autoclave.

表 10：0.5 M EDTA pH=8.0

配製

Components

Weight

EDTA‧2H2O
NaOH pellets
pH=0.8

93.05 g
10 g

Add ddH2O to

50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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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PCR 增幅反應添加的試劑及量
Experimental Volumes

Components
Template DNA

5

10X PCR buffer plus MgCl2

2.5

10µM forward primer

1

10µM reverse primer

1

10mM each dNTP

0.5

VioTaq

0.25

5U/µl

Add sterile ddH2O to

25

Final volume

表 12：PCR 增幅反應條件

Initial Denaturation

95℃ for 5：00

Denature

95℃ for 1：00

Anneal

58℃ for 1：00

Elongate

72℃ for 1：30

Final Elongation

72℃ for 7：00

Maintain

4℃

Run 30 cycles

for 1.5 kb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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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l

表 13：具有抑制致病菌之生物活性菌
採樣地點和樣品

菌株名稱\測試菌株

澎湖案山漁港,
澎湖案山漁港,土壤

AS02

屏東大鵬灣崎峰濕地
屏東大鵬灣崎峰濕地,
崎峰濕地,海茄冬

AM01/05

大鵬灣崎峰濕地
大鵬灣崎峰濕地,
崎峰濕地,海茄冬週邊土壤

AMSS03

大鵬灣青洲濱海,
大鵬灣青洲濱海,土壤

QC07

大鵬灣崎峰濕地,
大鵬灣崎峰濕地,土壤

QWΙ06

大鵬灣崎峰濕地,
大鵬灣崎峰濕地,土壤

QWΠ06

墾丁海口,
墾丁海口,土壤

HK02/03/24

墾丁後壁湖/
墾丁後壁湖/南灣,
南灣,土壤

HBH06/ SB01

墾丁後壁湖,
墾丁後壁湖,土壤

HBH11

墾丁後壁湖,
墾丁後壁湖,土壤

HBH14

墾丁後壁湖,
墾丁後壁湖,土壤

HBH15/25

墾丁後壁湖,
墾丁後壁湖,土壤

HBH17

墾丁後壁湖,
墾丁後壁湖,土壤

HBH18

墾丁後壁湖,
墾丁後壁湖,土壤

HBH19/27

墾丁後壁湖,
墾丁後壁湖,土壤

HBH21/24

墾丁後壁湖,
墾丁後壁湖,土壤

HBH22/23

墾丁後壁湖
墾丁後壁湖,
後壁湖,團扇藻周邊土壤

Padine01/WLT13

S.a.a

B.c. a

V.h. a

P.a. a

K.p. a

S.t. a

/墾丁萬里桐,
墾丁萬里桐,土壤
墾丁後壁湖,
墾丁後壁湖,團扇藻周邊土壤
團扇藻周邊土壤

Padine02

墾丁後壁湖,
墾丁後壁湖,團扇藻周邊土壤

Padine03

墾丁後壁湖,
墾丁後壁湖,團扇藻周邊土壤

Padine25/26/ GSΠ01

/宜蘭龜山島,
宜蘭龜山島,土壤
墾丁萬里桐,
墾丁萬里桐,土壤

WLT01/23/25

墾丁萬里桐,
墾丁萬里桐,土壤

WLT02/03

墾丁萬里桐,
墾丁萬里桐,土壤

WLT15/21

墾丁小琉球,
墾丁小琉球,底泥

LQdown01/ LQup01

墾丁小琉球,
墾丁小琉球,底泥

LQdown08/ LQI04

墾丁小琉球,
墾丁小琉球,底泥

LQII02

墾丁萬里桐,
墾丁萬里桐,軟珊瑚

Coral-03/04/07

墾丁萬里桐,
墾丁萬里桐,匍匐藻周邊土壤

Herposiphonia-07

a

S.a.：Staphylococcus aureus, B.c.：Bacillus cereus, V.h.：Vibrio harveyi, P.a.：Pseudomonas aeruginosa, K p.：

Klebsiella pneumonia, S. t.：Salmonella typhimurium, E. c.：Escherichia coli；+：weak inhibition (zone of <10 mm
of diameter)；++：Moderate inhibition (zone 0f 10-20 mm)；+++：High inhibition (zone of >2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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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 a

表 14：生物活性菌之革蘭氏染色
菌株名稱

Gram

孢子

菌株名稱

Affiliation

stain

Gram

孢子

Affiliation

stain

AS02

G

Bacillus sp.

HBH27

G－
－

Pseudoalteromonas sp.

AM01

G

Bacillus sp.

SB01

G－
－

Pseudoalteromonas sp.

AM05

G

Bacillus sp.

Padine01/WLT13

G－
－

Pseudoalteromonas sp.

AMSS03

G

Bacillus sp.

Padine02

G－
－

Pseudoalteromonas sp.

QC07

G

Virgibacillus sp.

Padine03

G－
－

Pseudoalteromonas sp.

QWΙ06

G

Vibrio sp.

Padine25/26

G－
－

Pseudoalteromonas sp.

QWΠ06

G

Bacillus sp.

WLT01

G－
－

Pseudoalteromonas sp.

HK02

G

Pseudoalteromonas sp.

WLT02/03

G－
－

Pseudoalteromonas sp.

HK03

G

Pseudoalteromonas sp.

WLT15/21

G－
－

Pseudoalteromonas sp.

HK24

G

Pseudoalteromonas sp.

WLT23/25

G－
－

Pseudoalteromonas sp.

HBH06

G

Pseudoalteromonas sp.

GSΠ01

G－
－

Pseudoalteromonas sp.

HBH11

G

Pseudoalteromonas sp.

LQdown01

G＋
＋

Bacillus sp.

HBH14

G

Pseudoalteromonas sp.

LQdown08

G＋
＋

Bacillus sp.

HBH15/25

G

Pseudoalteromonas sp.

LQup01

G＋
＋

Bacillus sp.

HBH17

G

Pseudoalteromonas sp.

LQI04

G＋
＋

Bacillus sp.

HBH18

G

Pseudoalteromonas sp.

LQII02

G＋
＋

HBH19

G

Pseudoalteromonas sp.

Coral-03/04

G－
－

Streptomyces sp.
Microbulbifer sp.

HBH21/24

G

Pseudoalteromonas sp.

Coral-07

G－
－

Microbulbifer sp.

HBH22/23

G

Pseudoalteromonas sp.

Herposiphonia-07

G－
－

Microbulbifer sp.

革蘭氏染色結果，G＋：Gram-positive

G－：Gram-negative，革蘭氏染色後在

顯微鏡下觀察是否有孢子，以及將表16的定序結果統整放置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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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生物活性菌之需
菌株名稱

NaCl

性

菌株名稱

NaCl
requirement

requirement

需

AS02

HBH27

AM01

SB01

AM05

Padine01/WLT13

AMSS03

Padine02

QC07

Padine03

QWΙ06

Padine25/26

QWΠ06

WLT01

HK02

WLT02/03

HK03

WLT15/21

HK24

WLT23/25

HBH06

GSΠ01

HBH11

LQdown01

－

HBH14

LQdown08

－

HBH15/25

LQup01

－

HBH17

LQI04

－

HBH18

LQII02

－

HBH19

Coral-03/04

HBH21/24

Coral-07

HBH22/23

Herposiphonia-07

性測試結果，No：可在無

Yes：無法在無

PYE plate

培養基上生長，為廣

PYE plate 培養基上生長，為海洋性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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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菌；

表16：以16S rRNA鑑定各菌株之序列
測序後之屬名

菌株名稱

Bacillus spp.

AS02

AM01

AM05

AMSS03

LQdown08

Virgibacillus sp.

QWΠ06

LQup01

LQdown01

LQI04

QC07

Pseudoalteromonas spp.

HK02 HK03 HK24 HBH06 HBH11 HBH14 HBH15/25
HBH17
SB01

HBH18

HBH19

Padine01/WLT13

WLT01

WLT02/03

HBH21/24
Padine02

WLT15/21

Vibrio sp.

QWΙ06

Streptomyces sp.

LQII02

Microbulbifer spp.

Coral-03/04

47株具有抗生素活性的菌株，經

Coral-07

HBH22/23 HBH27

Padine03

Padine25/26

WLT23/25

GSΠ01

Herposiphonia-07

16S rRNA定序，定序結果用NCBI進行比對

後，共有六屬， 別為9株Bacillus spp. 1株Virgibacillus sp. 31株Pseudoalteromonas
spp.

1株Vibrio sp.

1株Streptomyces sp.

4株Microbulbifer s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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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生物活性菌之最高生長溫度
菌株名稱

菌株名稱

Maximum growth
temperature

50
47
53
58
49
45
57
38
40
43
40
40
40
43
40

AS02
AM01
AM05
AMSS03
QC07
QWΙ06
QWΠ06
HK02
HK03
HK24
HBH06
HBH11
HBH14
HBH15/25
HBH17

℃

Maximum growth
temperature

HBH18
HBH19
HBH21/24
HBH22/23
HBH27
SB01
Padine01/WLT13
Padine02
Padine03
Padine25/26
WLT01
WLT02/03
WLT15/21
WLT23/25
GSΠ01

℃

40
43
40
43
40
40
43
42
40
35
42
43
40
35
43

不同菌株的最高耐受生長溫度各有所不同，因此測試生物最佳活性之前，需知道
菌株之最高耐受生長溫度 可高於50 ℃培養溫度有4株，其中AMSS03最高容忍
培養溫度

58 ℃ ，而40 ℃是最多菌株之耐受生長溫度，約佔了36％，其次則

是43 ℃約佔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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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

離純化菌

保

菌

抗生素活性測
活性菌株

是否需

Gram stain

萃取活性

PYE medium

定序
16S rRNA

圖 1：實驗架構大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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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與
培養條件

龜山島

澎湖

大鵬灣
墾丁

小琉球外海

圖2：本研究台灣周邊5個採集地點， 別為澎湖 大鵬灣 墾丁 龜山島 小琉
球外海之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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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壁山

菓葉

案山

龍門

圖 3：第一個採樣點澎湖馬公市， 別為案山漁港 龍門漁港 菓葉漁港 奎壁
山，四個採樣地點 左地圖為全澎湖縣地圖；右地圖為澎湖縣的馬公市地圖，並
將四個採樣地點的位置用紅色

圈圈

來

- 44 -

鎮海

青洲濱海
崎峰濕地

圖 4：第二個採樣點屏東大鵬灣國家風景，
以及崎峰濕地的海茄冬

生物

別為崎峰濕地

青洲濱海

海茄冬周邊土壤底泥，共三個採樣地點

鎮海
左地

圖為南台灣地圖；右地圖為屏東大鵬灣國家風景區內的地圖，並將採樣地點的位
置用紅色

圈圈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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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

萬里桐
南灣
白砂

後壁湖
圖 5：第三個採樣點屏東墾丁國家公 ，100 年 6 月 15 日於海口 萬里桐 白砂
後壁湖

南灣，以及 101 年 3 月 10 日萬里桐的團扇藻周邊土壤底泥

馬尾藻周

邊土壤底泥 匍匐藻周邊土壤底泥 軟珊瑚」生物)，共五個採樣地點 左地圖為
南台灣地圖；右地圖為屏東墾丁國家公
圈圈

的地圖，並將採樣地點的位置用紅色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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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山島頭

圖 6：第四個採樣點龜山島，位於台灣東北方的離島，太平洋上的一座火山島，
隸屬於宜蘭縣， 於龜山島是火山地質，仍有火山活動，因此第四採樣點於頭部
之熱硫磺底部 左地圖為龜山島空拍圖；右地圖為龜山島示意圖，並將採樣地點
的位置用紅色

圈圈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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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vity-corer
重力
物採樣器

圖 7：第五個採樣點小琉球外海，利用重力

物採樣器採集樣品，於緯度

22.16147；經度 120.11231；深度 1035 m 的地點

綠色箭頭所標示

南台灣地圖；右上下圖為採集所使用器具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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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地圖為

圖8：AS02周圍的Staphylococcus aureus

無法生長，明顯看到抑制效果直徑高達

20 mm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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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利用革蘭氏染色從顯微鏡 1000倍油鏡 下可以看到Bacillus spp.具有孢子
黑色箭頭所標示 ，上圖為AS02的革蘭氏染色；下圖為AM05的革蘭氏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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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illus aerius
LQI04
Bacillus mojavensis
Bacillus licheniformis
Bacillus sonorensis
AMSS03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LQdown08
Bacillus vallismortis
Bacillus methylotrophicus
Bacillus tequilensis
Bacillus pumilus
Bacillus safensis
AS02
Bacillus stratosphericus
AM05
Bacillus aerophilus
Bacillus altitudinis
LQup01
Bacillus subtilis
LQdown01
Bacillus ferrariarum
Bacillus aquimaris
Bacillus baekryungensis
Bacillus marisflavi
AM01
Escherichia coli

.

圖10：Bacillus spp.親緣關係樹狀圖，比對後下載前100株同屬不同種的16S rRNA
序列編輯，Escherichia coli之16S rRNA序列為negative control，用MEGA3.1選取
Neighbor-joining，設定bootstrap = 1000，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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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緣關係樹狀圖

QC07
Virgibacillus chiguensis
Virgibacillus pantothenticus
Virgibacillus dokdonensis
Virgibacillus proomii
Virgibacillus marismortui
Virgibacillus olivae
Virgibacillus salarius
Escherichia coli

.

圖11：Virgibacillus sp.親緣關係樹狀圖，比對後下載前100株同屬不同種16S rRNA
序列編輯，Escherichia coli之16S rRNA序列為negative control，用MEGA3.1選取
Neighbor-joining，設定bootstrap = 1000，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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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緣關係樹狀圖

Vibrio owensii
Vibrio azureus
Vibrio campbellii
Vibrio natriegens
Vibrio alginolyticus
Vibrio harveyi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Vibrio rotiferianus
Vibrio proteolyticus
QWI06
Escherichia coli

.

圖12：Vibrio sp.親緣關係樹狀圖，比對後下載前100株同屬不同種的16S rRNA序
列編輯，Escherichia coli之16S rRNA序列為negative control，用MEGA3.1選取
Neighbor-joining，設定bootstrap = 1000，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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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緣關係樹狀圖

Pseudoalteromonas viridis
Padine02
WLT02
Pseudoalteromonas rubra
SB01
WLT25
Padine25
Pseudoalteromonas citrea
HBH14
Pseudoalteromonas peptidolytica
Pseudoalteromonas piscicida
GSII-01
Pseudoalteromonas flavipulchra
Pseudoalteromonas maricaloris
Pseudoalteromonas luteoviolacea
Pseudoalteromonas byunsanensis
WLT15
Pseudoalteromonas phenolica
HK03
Pseudoalteromonas spongiae
Escherichia coli

.

圖13：Pseudoalteromonas spp.親緣關係樹狀圖，比對後下載前100株同屬不同種
的16S rRNA序列編輯，Escherichia coli之16S rRNA序列為negative control，用
MEGA3.1選取Neighbor-joining，設定bootstrap = 1000，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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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緣關係樹狀圖

Streptomyces roseoviolaceus
Streptomyces tsusimaensis
Streptomyces cavourensis subsp. cavourensis
Streptomyces griseobrunneus
Streptomyces globisporus subsp. globisporus
Streptomyces albolongus
Streptomyces cavourensis
Streptomyces roseochromogenus
LQII02
Streptomyces celluloflavus
Streptomyces griseus
Streptomyces anulatus
Streptomyces bacillaris
Streptomyces parvus
Streptomyces badius
Streptomyces californicus
Streptomyces floridae
Streptomyces griseus subsp. rhodochrous
Streptomyces puniceus
Escherichia coli

.

圖14：Streptomyces sp.親緣關係樹狀圖，比對後下載前100株同屬不同種的16S
rRNA序列編輯，Escherichia coli之16S rRNA序列為negative control，用MEGA3.1
選取Neighbor-joining，設定bootstrap = 1000，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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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緣關係樹狀圖

Microbulbifer variabilis
Herposiphonia-07
Coral-07
Microbulbifer cystodytense
Microbulbifer mediterraneus
Microbulbifer epialgicus
Coral-03
Microbulbifer maritimus
Microbulbifer thermotolerans
Microbulbifer donghaiensis
Microbulbifer okinawensis
Microbulbifer arenaceous
Microbulbifer chitinilyticus
Microbulbifer celer
Microbulbifer hydrolyticus
Microbulbifer salipaludis
Microbulbifer agarilyticus
Microbulbifer elongatus
Escherichia coli

.

圖15：Microbulbifer spp.親緣關係樹狀圖，比對後下載前100株同屬不同種的16S
rRNA序列編輯，Escherichia coli之16S rRNA序列為negative control，用MEGA3.1
選取Neighbor-joining，設定bootstrap = 1000，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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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緣關係樹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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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各菌株在 25 ℃下最佳活性的生長天數，AS02 第 6-7 天到達生物活性最
高點呈現穩定之狀態，HBH14 在第 3 天達到生物活性最高峰，從第 4 天起生物
活性開始下降減 ，QWI06 在第 3 天有最高生物活性，QWII06 在第 7 天有最高
生物活性

- 57 -

QW

直徑 m

.

.

ay

圖 17：QWI06 生物活性，藍色代表 25 ℃；綠色代表 30 ℃；黃色代表 35 ℃，
別

析三個溫度培養 1-7 天之活性差異性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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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0 ℃第三天有最高抑制圈

18

QW

直徑 m

.
.
.
.

ay

圖18：QWI06液態培養之粗萃物生物活性，藍色代表25 ℃；綠色代表30 ℃；黃
色代表35 ℃， 別

析三個溫度在培養1-7天之活性差異性 在30 ℃第三天有極

高抑制圈，高達30 mm以上，為最佳培養條件可產生最佳的抗菌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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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W

直徑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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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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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QWI06固態培養之粗萃物生物活性，藍色代表25 ℃；綠色代表30 ℃；黃
色代表35 ℃，

別

析三個溫度在培養1-7天之活性差異性

高，但抗菌活性會隨著天數增加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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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溫度差異性不

附錄1：β-indomycinone和δ-indomycinone的化學結構，indomycinone為四環類抗
生素，可抑制B. subtilis E. coli

S. aur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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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lbicans

附錄2：Chalcomycin B的化學結構，為大環內
coli

S. aur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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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抗生素，可抑制B. subtilis

E.

附錄3：Thiomarinols的化學結構，Thiomarinol為含硫化合物，對許多革蘭氏陽性
菌和陰性菌具有抑制生長之抗菌活性，Thiomarinols結構類似pseudomonic acid衍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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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4：(a)為andrimid化合物，屬於acetyl-CoA carboxylase抑制劑，對V. anguillarum
之抑制圈直徑超於30 mm，也可抑制Salmonella enteritidis Bacillus cereus Yersinia
enterolitica Yersinia ruckeri Vibrio harveyi Vibrio vulnificus (b)為holomycin化合
物，是干擾RNA合成，對V. anguillarum之抑制圈直徑超於30 mm，也可抑制Listeria
monocytogenes
ruckeri

Serratia marcescens

V. harveyi

V. vulnificus

S. enteritidis

B. cereus

V. parahaemolyti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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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nterolitica Y.

附錄5：上面兩張圖皆是在墾丁國家公
Pseudoalteromonas spp.以許多顏色

別

離 到 Pseudoalteromonas spp. ，

在，例如有黃色 淡粉色 紅色 白色…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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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6：MALDI-TOF MS樣品製作，測試菌株(AS02)為左邊黃色菌株，指標菌株
(Staphylococcus aureus)為右邊白色菌株，一起放置鐵片與培養基上培養，樣品處
理後再利用MALDI-TOF MS觀察菌株本體與菌株之間質量變化，MALDI-TOF
MS不需經有機溶劑萃取破壞菌體本身，可觀察到抗生素之抑制現象，樣品藉
灑上基質處理後，在真空情況下利用雷射光激發，將
而

析物離子化進行

析，進

析測試菌株(AS02)本體的質量與指標菌株(S. aureus)之間的質量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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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附錄7：(a)為附錄6之樣品處理後之圖(上機前
記範圍為MALDI-TOF MS所
(直線)，(b)為雷射光激發後經

析之樣品圖)，黑色鉛

筆所標

析之範圍，上面為測試菌 ( 圈)，下面為指標菌
質譜圖

析後之結果，可觀察到測試菌(AS02)

泌之活性物質，質譜圖顯示，只要有AS02活性物質之訊號，指標菌皆無法生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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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8：抗發炎活性測試結果，AMSS13(屏東大鵬灣崎峰濕地的海茄冬週邊土壤
所

離之菌株)

AM05(屏東大鵬灣崎峰濕地的海茄冬植物所

離之菌株)可將

LPS降到50 ％以下，且不至於影響細胞增生，具有抗發炎之活性
示

將

以藍色表

離到的菌株粗萃物做LPS誘導之抗發炎測試，當巨噬細胞受到LPS刺激

時，會大量表現iNOS和產生大量的NO，通常會使用測量nitrite (NO2-)是否有NO
產生，若可以降低iNOS所產生NO，使組織細胞不因大量NO而受到傷害，便為
具有抗發炎之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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