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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我是李承珊，個性樂觀，好奇的個性也讓我很願意學習新鮮的事物，小時候

也因為家庭影響，對自然科學有更多接觸。因為高中有專題課的機會，讓我有機

會有更多的時間進行生物研究！很開心實驗室願意收留我們，我們才可以完成這

份斑馬魚的研究。雖然，這兩年來頗辛苦，但也真的學習到不少（不論是實驗方

法或打報告），讓我在高中三年留下充實的回憶！! 

 

我是呂倩怡，高三生，感謝父母在家採取尊重及開明的教育方式，使我從小

就有許多機會涉獵科學及生物相關的知識，也因此培養出對各種事物敏銳的觀察

力猶記得小學一年級曾經因好奇心作祟，將溫度計置入一百度熱水中而造成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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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爆破！除了愛做實驗外，我還喜歡看英文小說及游泳。我總是秉持著執著及責

任心去完成每一件事，也因此能在此次實驗過程中有所斬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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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因陷阱(Gene trap)和增強子陷阱(enhancer trap)在近年來被廣泛應用於

斑馬魚的研究上。因此，本實驗利用實驗室現有的增強子陷阱，包含熱休克蛋白

（Hsp-70）促進子和綠螢光蛋白基因(GFP)及兩端的 Tol2 重複序列，得到不同位

置發亮的斑馬魚。 

其中，本實驗選用側線細胞之套細胞（mantle cell）和中間神經肥大細胞

（Interneuromast cell）表現綠色螢光蛋白的斑馬魚（HG7L）進行研究，推測

sortilin-related VPS10 domain containingreceptor 3 (sorcs3)為部份的被取

代基因。另外，將 HG7L 互相交配後，進行被取代基因對側線組織再生之功能的實

驗，發現雙股皆被取代的斑馬魚的毛細胞（hair cell）再生較遲緩且排列凌亂，

推測被取代基因對側線發育有影響。再者，藉由被標定的套細胞觀察側線組織的

發育，並模仿前人的實驗方法，觀察得知側線的發育過程不只與套細胞更和中間

神經肥大細胞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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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 trap and enhancer trap methods have been recently established in zebrafish. 

Utilizing the enhancer trap available in the laboratory, we combine it, which consists of 

a Hsp-70 promoter and GFP, with Tol2 transposon in order to introduce the trap set into 

zebrafish genome. Finally, we can end up with zebrafish that has different expression 

patterns.  

Among them, we choose the zebrafish with GFP expressing on mantle cells and 

interneuromast cells for further study and research. We have inferred that sortilin- 

related VPS10 domain containing receptor 3 (SORCS3) might be the candidate inserted 

gene. Apart from that, we observed that the hair cells of the homozygous replaced 

zebrafish regenerate much slowly than normal fish and those with only one-strand DNA 

inserted. In addition the regenerated cell pattern is much more disordered. To conclude, 

we infer that the replaced gene should have influence on the zebrafish lateral line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we take the advantage on HG7L which marks the mantle cells 

and the interneuromast cells to observe its development. Plus, by following previous 

experiments, we discovered that the interneuromast cells might play a major role in the 

lateral line regeneration following the fin re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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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基因陷阱（Gene trap）和增強子陷阱（enhancer trap）以往活躍於果蠅中（P 

element, P 元素），在近年來也被廣泛應用於斑馬魚的研究上。增強子陷阱包含一

段促進子（promoter）及一段報導基因（reporter gene）。經由基因轉殖技術，它能

隨意插入至斑馬魚的基因體中。在一定的機率下，當地的增強子（enhancer）能夠

影響此促進子，進而調控報導基因在特定的時間與特定的位置表現。藉由此方法

可以輕易地得到ㄧ大批與特定基因有關的斑馬魚株，也就是所謂的 screen（篩選），

進而解析未知基因的功能以及能操控此基因的促進子。 

    本實驗利用實驗室之前構築的增強子陷阱來進行實驗。此增強子陷阱參考之

前的研究[1]，結合了熱休克蛋白 70促進子（Hsp-70 promoter）與增強版綠螢光蛋

白基因(enhanced Green fluorescence protein, eGFP)及兩端的 Tol2 重複序列(附圖一

A) 。其中，熱休克蛋白促進子為敏感的 DNA 調控片段，先前已經證明其較為容

易遭受其他增強子的操縱[1]，而綠螢光蛋白基因則是經常被使用的報導基因。1

本實驗採用 Tol2 跳躍子（Tol2 transposon） （第一個在脊椎動物中保有活性的跳

躍子[2]）作為陷阱嵌入斑馬魚基因體的工具，主要是因為此跳躍子效率高，而且

能承載較長的 DNA 片段[3,4]。因此只需將 Tol2重複序列置放在設計好的增強子陷

阱兩端，與 Tol2 transposase mRNA 一起打入到斑馬魚卵中，Tol2 跳躍子便會辨認

該重複序列進而將中間的增強子陷阱隨機插入到斑馬魚的基因體中。 

    先前已經利用顯微注射的技術將增強子陷阱和 Tol2 transposase mRNA 打入單

細胞階段的斑馬魚魚卵，並將此批斑馬魚命名為 F0代。將 F0代養大成魚後，將

此批斑馬魚與野生斑馬魚交配，藉此篩選出單一性狀的斑馬魚。最終在六十多隻

F0斑馬魚株中篩選出十多種的斑馬魚株（附圖一）。其中挑選側線組織中的套細胞

（mantle cell）及中間神經肥大細胞（interneuron mast cell）發亮的斑馬魚（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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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7L）來進行研究。   

  側線組織是魚類感應水流流向與離子的構造，包含套細胞、中間神經肥大細

胞及毛細胞（hair cell）、支持細胞（supporting cell）[5]（附圖二）。其中，毛細胞

能伸出纖毛來感應身旁兩側水流的方向，藉以躲避掠食者或是進行群游（schooling）。

由於毛細胞在體表上容易被破壞，因此支持細胞便扮演著替補分化成新的毛細胞

的角色。此外，套細胞生長在毛細胞周圍，除了已知可能的幹細胞功能外，也能

分泌膠狀物來保護整個側線。中間神經細胞是位於每個側線組織（neuromast）之

間的細胞。過去對於側線組織除了探討在側線發育的過程中所參與的訊息傳導途

徑之外[6,7]，也針對側線組織的再生過程進行了深入的剖析[8,9]。本實驗寄望能利

用這隻既能標定套細胞與中間肥大細胞的增強子陷阱斑馬魚株（以往比較專注在

毛細胞與支持細胞）—HG7L—來揭開這兩種細胞在發育，或是甚至再生的過程中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此篇報告中，首先對於嵌入基因體位置做了偵測，發現此增強子陷阱斑馬

魚株的插入位置位於 SORCS3（sortilin-related VPS10 domain containing receptor 3）

基因的上游。利用雙股都被插入的增強子陷阱斑馬魚，觀察到其側線再生似乎受

到了些微的影響。最後，靠著綠螢光蛋白表現在套細胞與中間神經肥大細胞，除

了再次驗證套細胞參與尾鰭再生的過程中，側線組織的重新創造[10]，更目睹其實

中間肥大細胞也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希望藉由此實驗能夠對斑馬魚的側線細胞

的再生有所認識，甚至能夠對於神經組織的再生也有一層新的瞭解。 

貳、實驗流程與方法 

一、實驗器材： 

實驗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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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馬魚 

具有飼育養容易、胚胎透明、體外受精、突變

種多、遺傳學工具成熟等優點，近年來已成為

研究脊椎動物發育與人類遺傳疾病的新興模

式動物。斑馬魚每 2至 3天可產卵一次，每次

可產約 200顆以上的卵。 

實驗儀器： 

高速離心機 

一種利用離心力將離子從溶液中分離出來的

儀器 

PCR 儀器 

其原理仿照自然界 DNA合成的步驟。可以在

很短的時間內，於體外或試管內 (in vitro)，利

用  DNA 合成酵素  (DNA 聚合酶，DNA 

polymerase) 對特定基因或 DNA 序列進行量

的放大，使得原先只有幾個 pg 的 DNA 增加

至 µg 的量，而易於偵測 

電泳槽 

電泳槽是用來分離 DNA、RNA 或蛋白質的儀

器。利用蛋白質的帶電性(電荷數)與分子量來

做分離檢驗。一端是負電一端是正電，(不論

是核酸或蛋白質都會帶負電，而即使是帶正電

的蛋白質也會經由處理讓它帶負電 )，通電

後，游於異性相斥的原理，核酸或蛋白質會從

負電的方向往正電的方向跑。片段小的跑得

快，片段大的跑得慢，藉由這種方式分離不同

大小的核酸蛋白質片段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3%9A%E8%83%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3%9A%E8%83%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97%E7%B2%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A%81%E8%AE%8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A%81%E8%AE%8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1%BA%E5%82%B3%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4%8A%E6%A4%8E%E5%8B%95%E7%89%A9%E4%BA%9E%E9%96%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A1%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A1%9E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8%A1%E5%BC%8F%E5%8B%95%E7%89%A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8%A1%E5%BC%8F%E5%8B%95%E7%89%A9&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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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light box 

以照射紫外光以便觀察跑膠後的結果 

無菌培養箱 

提供操作細胞所需之潔淨無菌操作環境 

37℃恆溫振盪培養箱 

恆溫振盪培養箱將振盪、恆溫、定時三項功能

結合在了一起，縮短實驗操作的時間，是生物

反應樣品和化學反應樣品培養、孵化、催化、

保存以及混勻等反應過程理想的自動化儀器 

乾浴器 

用於樣品的烘焙、乾燥和作其它溫度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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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浴槽 

使溶液冷卻 

震盪混合器 

高速震盪使溶液混和 

螢光顯微鏡 

藉由全光汞燈源（包括紫外線白光），與特殊

的濾片來觀察生物體的螢光物質、或是經由人

為染色的分子 

實驗流程圖： 

 

http://highscope.ch.ntu.edu.tw/wordpress/?tag=%e5%88%86%e5%a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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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置實驗 ：得到側線表現綠色螢光蛋白以及後腦會表現綠色

螢光蛋白的標的魚 

1. 以顯微注射的技術將實驗室提供的增強子陷阱構築與 Tol2 跳

躍子  

mRNA 兩者同時大量地打入單細胞階段的斑馬魚胚胎中。使用

的注射量為 0.9 μL 混合物，包含 25 μg/μL 的 Tol2 跳躍子 mRNA  

和增強子陷阱構築 25 ng/μL。 

2. 將已注射的小魚（大約一百隻）利用螢光顯微鏡挑選綠螢光蛋

白有表現的胚胎，並置於 28.5 ℃與 14小時光照／10小時黑暗

的培養箱，並按照斑馬魚教科書將此胚胎養大成成魚[11]。 

3. 將此斑馬魚（F0 代）與野生種的斑馬魚進行交配，產生 F1代，

再將 F1代養  

大成成魚後，再與野生種的斑馬魚進行交配，產生 F2代。之後

重覆此步驟，為的是得到單一性狀的增強子陷阱斑馬魚株。單一性

狀的斑馬魚株再與野生種斑馬魚交配後的子代會符合孟德爾遺傳定

律，依此來判斷。  

4. 觀察魚體發亮位置。 

綠色螢光蛋白的表現需經激發才得以表現，所以使用螢光顯微

鏡發出藍色螢光以激發綠色螢光蛋白使其表現，進而進行觀察表現

的位置。使用的拍照儀器為 CoolSNAPfx（Photometrics）  

5. 最終得到發亮在不同位置的斑馬魚株，共 16 批。從中挑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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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的一批並針對此批斑馬魚進行研究及實驗，編號為 HG7L

（側線部分發亮）。 

6. 經多次交配得到單一性狀(發亮位置固定不變)的斑馬魚後，便得

到側線會表現綠色螢光蛋白以及後腦會表現綠色螢光蛋白的標

的魚。 

三、分析實驗 

（一） 分析增強子陷阱插在基因序列上的位置: 

1. 抽出欲分析的增強子陷阱斑馬魚體中的基因體 DNA，並「洗淨」

（clean-up）。 

2. 利用 4 mer 的限制酶（HaeIII）將純化後的基因體 DNA切成數

段。 

3. 純化切碎的基因體 DNA 片段，並擴大連接反應的體積至 20-30

倍致使各段 DNA 容易產生自接（self-ligation）。 

insert DNA 6 

vector DNA 2 

T4 ligase 1 

10x 緩衝液 1 

Total： 10（μl） 

4. 置於 16℃水浴槽中作用至隔天 

5. Inverse PCR 

利用此方法可以尋找 enhancer trap 插入到基因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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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溶液成分：（其中的 Template 為 self-ligation 後的 DNA） 

Primer(SP＋ASP) 0.4＋0.4 

dNTP mix 1.6 

Ex Taq Buffer(10×) 2 

Ex Taq    0.3 

Template 10 

ddH2O 5.3 

Total： 20（μl） 

6. 電泳分析 

(1) 置備 35毫升的 1%洋菜膠，降溫後倒入膠片盤中並插入 17齒

(tooth/well)的塑膠片於頂端，冷卻凝固。 

(2) 加入 2μl 的 6×Loading Dye 至樣品，混合振盪後於室溫，6,000 

rpm離心 10秒鐘。 

(3) 將膠片盤放入核酸電泳槽中，倒入約 300毫升的 1×TAE以蓋過

膠片表面。吸取 5μl的marker加入靠兩端的孔中及 12 μl的DNA

樣品並依序加入  膠片的孔中。 

(4) 通以 100伏特電力約 30 分鐘，將膠片於室溫下以 5ug∕ml 

Ethidium Bromide溶液染色 5分鐘。 

(5) 最後以紫外光照射膠片觀察紅色的 DNA片段分布圖。 

7. TA 選殖（TA cloning） 

此步驟的目的是把含有增強子陷阱的一段基因接到質體上。以

下為溶液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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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ation Buffer(2×) 5 

pGEM Teasy 0.5 

Ligase   1 

Product 3.5 

Total： 10（μl） 

8. 電泳分析 

9. Transform 

利用此方法目的是將含有 enhancer trap 的質體放入細菌中。 

10. Cloning PCR 

此步驟是為了確認細菌中的質體是否真的接上含有的序列。確

認後將細菌置於迴旋式震盪培養箱中培養。以下為溶液成分： 

Primer(SP＋ASP) 0.2+0.2 

dNTP(10μM) 0.2 

Vas Taq Buffer 1 

Vas Taq 0.1 

Template 略 

 (用牙籤將沾點菌落混入到溶液中) 

ddH2O 8.3 

Total： 10（μl） 

11. 電泳分析 

12. Nested PCR 

因進行 inverse PCR 時會出現多段（multiple bands）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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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此技術可以運用兩對引子對，來確定之前所複製的 DNA片段其

中某一片段為正確的基因序列。 

以下為溶液成分： 

Primer(SP＋ASP) 0.4＋0.4 

dNTP mix 1.6 

Ex Taq Buffer(10×) 2 

Vas Taq 0.3 

Clean up product 1 

ddH2O 14.3 

Total： 20（μl） 

13. 電泳分析 

14. 將含有 enhancer trap 的質體送到台大生技中心進行基因序列分

析。 

15. 原位雜交（In situ hybridization）經染色的原理確定並檢測增強

子陷阱插入的位置(即基因表現的位置)。 

分析被取代基因對側線細胞復原的影響 

1. 將斑馬魚分成三組，放在培養皿中： 

 

 

 

2. 接著加入 DASPEI 以標定毛細胞（由於此實驗的目的為觀察被

 對照組 實驗組一 實驗組二 

特徵 正常 單股被增強子陷阱取代 雙股皆被取代 

是否加入 

硫酸銅溶液 
不加入 加入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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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基因對側線組織的影響，而 HG7L並沒有標定到側線組織

上的毛細胞，因此加入 DASPEI 作為標定） 

3. 分別在實驗組的培養皿中加入 10 uM 的硫酸銅溶液，並浸泡魚

體兩小時。 

4. 將實驗小魚用乾淨的 0.3X Danieau’s buffer 清洗數次後，利用螢

光顯微鏡進行持續一周的觀察（每天觀察一次），並拍攝照片。 

觀察側線組織再生過程 

1. 為了將最尾端的三個側線組織（L6-8）給切除，我們使用五天

大的斑馬魚，在主血管回流處用刀片劃斷尾鰭與一小部分的軀

幹（圖四Ａ）。 

2. 連續一周每天觀察並紀錄在尾鰭再生過程中，側線的再生情

形。 

3. 將所得結果整理分析。 

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篩選出單一性狀（後代發亮位置不再改變）的斑馬魚，作為標

的魚 

    本實驗延續實驗室學長的實驗，從一批已被注射入增強子陷阱的基因改

造魚中，挑選出一種特殊部位發亮的斑馬魚作為實驗對象。而因為之前文獻

對斑馬魚的側線組織中的套細胞（mantle cell）與中間肥大細胞（interneuron 

mast cell）未有深入研究，便挑選能在這兩個細胞表現的斑馬魚株（HG7L）

進行研究，以期能在經過篩選後做出該部位發亮的標的魚，並做其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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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套細胞與中間神經肥大細胞發亮的斑馬魚與野生種斑馬魚進行交配後，

並利用螢光顯微鏡逐代觀察。於第四代篩選出單一性狀的斑馬魚，並命名為

HG7L(圖二 A)，其發亮位置包括後腦（圖二 B，白色箭頭處）、胸鰭（圖二 B，

藍色箭頭處）、眼睛、心臟（圖二 A，黃色箭頭處）、側線組織中的套細胞（圖

二 C，紅色箭頭處）及中間神經肥大細胞（圖二 C，綠色箭頭處）。而心臟表

現報導基因則是增強子陷阱構築上本身的設計，是為了在篩選成功嵌入的增

強子陷阱斑馬魚株的指標，而眼睛與體節／肌肉則是熱蛋白 70 促進子的基本

表現位置，因此在之後分析增強子陷阱插入位置的附近基因時將不列入考

慮。 

二、增強子陷阱插入位置之候選基因為 sortilin-related VPS10 

domain containing receptor 3 (SCORCS3) 

利用增強子陷阱，可以找到操控此增強子陷阱的元素，然而，希望可以

針對 HG7L側線的發亮做更多研究，因此決定研究增強子陷阱插在 HG7L基

因上的位置，進而瞭解被增強子陷阱所取代基因的功能，若該段基因功能與

HG7L發亮部位有關，則可推測操控增強子陷阱之元素會影響發亮部位。 

此實驗設計一對引子（primer）並利用 inverse PCR找到HG7L基因體DNA

中含有增強子陷阱的 DNA片段。將含有增強子陷阱的 DNA片段純化、送定

序後，接著利用 NCBI(http://www.ncbi.nlm.nih.gov/) blast 功能將該段 DNA片

段與斑馬魚基因序列比對。最終得到數段與目標基因相似的序列(表 1)，從中

選取相似比例最高的一段。由電腦程式結果顯示，HG7L的基因體中增強子陷

阱插入位置之候選基因為 sortilin-related VPS10 domain containing receptor 3 

(sorcs3)，其功能與大腦發育有關[12]且與 HG7L的部分發亮位置（腦部）相

符，因此可推測此增強子陷阱可能受到 sorcs3 增強子的調控。 

增強子陷阱可以提供使用者幾個方向來研究，除了能標定特別的細胞、

組織來觀察某些不易研究的生物現象以外，隨機嵌入基因體的增強子陷阱構

築有機會能影響、甚至破壞當地基因的表現，造成所謂的插入式突變

http://www.ncbi.nlm.nih.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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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ertional mutagenesis）[1]。因此在接下來的實驗中，會分別針對這兩個方

向來做更深入的研究。 

三、被取代基因對側線組織的毛細胞復原有正面影響 

因為側線組織的復原在目前並沒有很詳細的研究，希望利用被綠色螢光

蛋白標定到套細胞和中間神經肥大細胞的 HG7L，進行此方面的研究，並結合

上個實驗的結果，推論被取代基因對側線組織復原有何影響。 

此實驗將單一性狀的斑馬魚互相交配，以得到雙股皆被增強子陷阱取代

的斑馬魚（四分之一的機率能得到）。在這邊，利用曝光時間的觀念來篩選：

將每隻欲挑選的小魚用螢光顯微鏡搭配攝影機的感光器偵測，雙股皆被取代

的斑馬魚應該會曝光比較短的時間，甚至精準到二分之一的時間。接下來原

本企圖觀察在發育過程中，是否因為候選基因被破壞掉後而有任何缺陷產生。

不幸地即使在觀測並記錄雙股皆被取代的斑馬魚發育過程到七天大，該小魚

都正常地宛如對照組一樣長大（在此沒有秀出結果）。 

因此結果似乎告訴我們該插入位置並沒有影響到整隻斑馬魚的胚胎發育。

但是根據之前的文獻，M. Behra等人發現 phoenix 基因突變斑馬魚雖然能正常

發育,甚至完整的側線組織也能成功長出來，但是在將毛細胞用硫酸銅溶液給

破壞殆盡後，側線組織的再生復原則被嚴重地破壞[13]。於是企圖探討是否側

線組織的再生有受到增強子陷阱插入到基因體所影響。 

靠著側線細胞會吸收離子的特性，以低濃度的硫酸銅溶液（10 μM）只會

破壞斑馬魚的毛細胞（若用到高劑量的硫酸銅溶液則會連支持細胞都會破壞

而無法進行再生[8]）。首先，由於沒有標定到斑馬魚側線組織上的毛細胞，而

此實驗的目的為觀察被取代基因對側線組織的影響，所以會在觀察前加入

DASPEI以標定毛細胞（圖三 A）。接著將斑馬魚分成一組實驗組與兩組對照

組，分別為加入硫酸銅溶液，以及不加入硫酸銅溶液，其中又分別對單股被

增強子陷阱取代及雙股皆被取代的斑馬魚進行實驗（圖三Ｂ）。 

經過兩天的記錄且等到大多比例的毛細胞都已復原後，發現正常的毛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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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有一定的排列，大約有八顆毛細胞放射狀地排列在中間（圖三 A）。單股被

增強子陷阱取代的斑馬魚再生的毛細胞排列與原來的相似（圖三Ｃ），在處理

硫酸銅溶液後兩天毛細胞數目能恢復到五顆左右。但是雙股皆被增強子陷阱

取代的斑馬魚，側線組織細胞的再生速度較為緩慢，在兩天後只能恢復不到

四顆，而且再生的毛細胞排列似乎有較為凌亂的趨勢（圖三Ｄ）。因此推測：

被取代基因對側線組織的毛細胞復原似乎有些正面的影響。 

四、在側線組織再生過程中，會先生成一團膨大構造，與套細胞與

中間神經肥大細胞相關 

接著企圖利用這隻能同時標定套細胞與中間肥大細胞的斑馬魚來對側線

組織發育做更多的剖析。這兩種細胞所扮演的角色以往所做的研究並不多，

P. Dufourcq等人在 2006 年用原位雜交的方法，分別標定「毛細胞」、「支持細

胞」以及整個側線組織，並觀察斑馬魚成魚尾鰭切除後的復原情形[10]。觀察

到：毛細胞的再生情形為「新形成的尾鰭上的毛細胞必須等到尾鰭再生後才

能在新位置觀測到」，而且支持細胞也是如此。但在整個側線組織的實驗中卻

發現「再生細胞是一路跟著尾鰭再生往尾端移動並且分化出特定細胞」的現

象。從此現象推論「未被特別標定出的套細胞」，其再生方式為「一路跟著尾

鰭再生往尾端移動並且分化出特定細胞」。因此想藉由 HG7L所標定的套細胞

進行追縱實驗，證明套細胞的再生真是如以上所述。 

因為 HG7L成魚套細胞與中間肥大細胞的標定不甚清楚（某部分原因出

於該增強子陷阱構築本身會在體節／骨骼肌表現），所以決定使用五天大的斑

馬魚來進行本次實驗。此外選擇主血管的回流處用刀片切斷尾巴來去除尾端

的三個側線組織（L6-8），以觀察其再生(圖四 A)。發現：第一天，側線組織

似乎看起來沒有太大的變化（圖四Ｂ）。第二天，刀切的傷口處出現膨大、長

橢圓狀構造(圖四Ｃ)，且中間肥大細胞似乎排列地比以往更擠密。但到了第六

天，這些膨大的構造卻已經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魚體尾端上下側的未知

構造，而再生的側線上已長出新的套細胞及中間神經肥大細胞(圖四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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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連續觀察易導致斑馬魚死亡，無法觀察側線組織復原的完整過程，因此

推論：在尾鰭再生過程中，側線組織的再生會先生成一團膨大構造，而這構

造似乎是由中間肥大細胞分裂且移動、聚集所形成的，這與之前的研究套細

胞為主要調控角色有著截然不同的結果[10]。 

  

圖一 利用增強子陷阱剖析未知基因的功能 

（Ａ）增強子陷阱構築本身包含了熱蛋白 70促進子、增強版綠螢光蛋白和兩旁的

Tol2 重複序列以提供 Tol2 跳躍子酵素作為辨認依據。（Ｂ）製作增強子陷阱斑馬魚

株的過程：將 Tol2 跳躍子酵素 mRNA與增強子陷阱構築一起利用顯微鏡注射技術

送到一胞期的斑馬魚胚胎，便能預期 Tol2 跳躍子能認得增強子陷阱兩旁的 Tol2 重

複序列將此構築隨機地插入斑馬魚基因體中。挑選綠色螢光蛋白有表現的卵並將

其養大成成魚，視為 F0代。接著與野生種斑馬魚交配，生出的子代視為 F1代。

持續進行與野生種斑馬魚交配的步驟，直到獲得單一性狀表現的斑馬魚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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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HG7L 

（Ａ） 兩天大的 HG7L，發亮位置包括腦部、心臟（黃色箭頭處）、胸鰭、側線組

織等。（側邊視野）（Ｂ） 其中綠色螢光蛋白大量表現在腦部區域，包含中腦（白

色箭頭處）與後腦，還有發育中的胸鰭也可明顯看出其表現（藍色箭頭處）（上端

視野）。（Ｃ）利用共軛交顯微鏡可以清楚地看見 HG7L能專一地標定側線組織裡

頭的套細胞（紅色箭頭處）與中間肥大細胞（綠色箭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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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被取代基因對毛細胞再生有一定的影響 

（Ａ）五天大的 HG7L 小魚，每個側線組織有八個左右的毛細胞放射狀地排列在

中間。紅色箭頭指的是被 DASPEI化學藥劑所標定的毛細胞；綠色箭頭則描述

HG7L所標定的套細胞（位於組織的外圍）。（Ｂ）剛被低濃度的硫酸銅溶液（10μM）

處理過後的側線組織，可以發現沒有任何毛細胞被標定到。0 dpt （days post 

treatment，處理過後的天數）。（Ｃ）只有單股被取代的班馬魚其毛細胞再生就跟對

照組一樣，兩天後便能恢復將近六成的毛細胞總數。（Ｄ）在雙股皆被取代的斑馬

魚裡，不僅再生的速度明顯變慢，新生成的毛細胞更是排列參差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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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伴隨著尾鰭再生的側線組織再生與套細胞和中間肥大細胞息息相關 

（Ａ）斑馬魚側線組織發育一開始會形成五個平均配置的側線在兩側軀幹上

（L1-5），在尾端還會加上連續三個側線（L6-8）。為了將第六至八個側線剔除掉，

選擇用五天大的小魚，在主血管回流處用刀片尾鰭與一小部分的軀幹。（Ｂ）切除

後一天（1dpa, 1 day post amputation），中間肥大細胞一如往常地平均排列在兩側。

（Ｃ）切除後兩天，會有一個膨大、長橢圓狀的構造（黃色框內）出現在切口處

（紅色虛線）旁。（Ｄ）切除後六天，大多數的膨大構造都會消逝。取而代之的是

在魚體尾端上下側的未知發亮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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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表一 HG7L增強子陷阱插入處基因體 DNA 之比對結果 

（Ａ）被取代基因序列與斑馬魚基因序列之比較。以不同顏色表示相似度，相似

程度由高至低，依序為紅、粉紅、綠、藍、黑。（Ｂ）被取代基因序列與斑馬魚基

因序列之比較。Query 表示 HG7L之基因序列； Sbjct 表示斑馬魚基因序列上

sortilin-related VPS10 domain containing receptor 3 (sorcs3) 之基因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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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之前所製造出來的 16 批增強子陷阱斑馬魚株。HG，顧名思義為熱蛋白

70促進子（Hsp70 promoter）和綠螢光蛋白報導基因（GFP）所建立的增強子陷阱。 

 

附圖二｜斑馬魚側線組織結構圖。總共有三種細胞：毛細胞（hair cell）、支持細胞

（supporting cell）、套細胞（mantle cell）。毛細胞能伸出纖毛來感測水流方向，並

與神經系統連結。支持細胞與套細胞則作為整個側線組織的保護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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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應用 

歸結研究結果為以下幾點：  

1. 挑選側線組織中的套細胞（mantle cell）及中間神經肥大細胞（interneuron 

mast cell）發亮的斑馬魚進行篩選，並做出該部位發亮的標的魚（HG7L）。 

2. 基因 sortilin-related VPS10 domain containing receptor 3 (sorcs3)可能與斑

馬魚側線發育有關。 

3. sorcs3 被破壞對斑馬魚側線的復原似乎有不良影響，不只再生速度變慢，

而且會造成毛細胞排列凌亂。 

4. 推測斑馬魚的側線組織復原情形為：在尾鰭再生過程中，側線組織的再

生會先生成一團膨大構造，而這構造似乎是由中間肥大細胞分裂且移動、

聚集所形成的。 

未來，可以針對 sorcs3 的蛋白質的表現進行分析，確認其與斑馬魚之側線發

育的關係，也可以將此段基因與人類基因進行比對，或許會與人類的神經或腦部

有關。針對側線組織的再生過程，可再嘗試利用麻醉劑於觀察魚體，經由連續數

天觀察，以期對側線組織的再生過程有更完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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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 

1. 本作品利用增強子陷阱分析斑馬魚被取代基因對側線組織再生之功能。 

2. 實驗成果豐碩、研究主題創新，具有國際期刊發表之潛力。 

3. 後續可針對尾鰭再生過程，側線組織再生的膨大構造繼續研究印證其為

套細胞中間肥大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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