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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四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21 年 4 月 10 日，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主辦：中華科技史學會、臺北市市立圖書館 

主持：邱韻如 

會員：邱韻如、李柏翰、陳春陽、羅時成、邱美華、徐勝一、孫郁興、歐陽亮、

張之傑、何邦立、沈志昌、張玉燕、巫紅霏、陳文華、楊龢之、陳德勤、徐  統、

陳大川。（18 位） 

會友：王聖文、倪簡白、張孝中、鍾芳玲、林良蔧、陳英夆、郭文華、陳波美、

何淸益、林秀玉、葉吉珄、曾鳳英。（12 位） 

講題：線蟲研究旅程及由西方傳入亞洲途徑 

講員：羅時成(長庚大學生物醫學系教授) 

綱要： 

秀麗線蟲(Caenorhabditis elegans)是當代生物醫學研究重要生物模式之一，它於

1960 年代由分子生物學家布瑞納(Sydney Brenner)在英國劍橋卡文迪西實驗室

(Cavendish Laboratory)奠基倡導，2000 年初連續有 6 位線蟲研究者先後獲得三個

諾貝爾獎，本演講簡介線蟲的奠基研究故事及它如何由西方傳入東方的歷程。 

 

討論紀要： 

今天的活動有三項，先由羅老師深入淺出，介紹生物及線蟲研究的基本概念。中

場休息時穿插了大川老師分享他的數術研究，大川老師的好奇及學習熱情，真是

令大家感佩。羅老師下半場介紹線蟲研究由西方傳入東方的歷程。演講至 15:50，

接著進行熱烈討論，至 16：20 結束。之後又由何邦立醫師介紹 Covid-19 的相關

知識，大家提問很多，欲罷不能，最後羅老師做了疫苗分類的補充，直到 16：40

結束。羅老師演講的討論紀要如下： 

紀錄：林秀玉 

 

李柏翰：線蟲調控，從訊號到抑制效果發生需要多久時間？ 

羅時成：5 個小時到 10 個小時，8 個小時反應就起來了。這個過程在從線蟲到

人體細胞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線蟲研究發現核仁和後天免疫系統調控有關。 

陳文華：線蟲有多大隻？ 

羅時成：成蟲 1mm 大小，肉眼可見，在培養皿就可以看到。 

李柏翰：Professor Mello and Fire 為什麼會想用雙股 RNA 去去做 RNAi 實驗，



而且我記得雙股 RNA 比較有效，跟單股比較？ 

羅時成：數學有加法、減法、乘法、除法等運算而生物實驗只有把基因加上去或

減去方法。默化 mRNA 通常用 anti-sense RNA 的互補股， sense RNA 當對照組；

這是個科學意外把 sense RNA 和 anti-sense RNA 混在一起，默化結果效果奇好，

後來發現雙股 RNA 非常重要，可以持續放大、干擾，再持續干擾。過去是用微

注射方法打入性腺看到對下一代影響，後來看到打到腸道也有效果，其他部份都

可以看到，後來就改用直接用餵大腸桿菌，吃進去雙股 RNA，不用微注射的方

式了。 

徐  統：請問線蟲影片是在哪裡拍的？ 

羅時成：這是把細菌養在洋菜膠上面，線蟲會在上面吃細菌，在 solid-phase 中；

線蟲在水裡只有擺動。 

陳文華：要讓線蟲發螢光要怎麼做？  

羅時成：透過轉殖植物、轉殖動物技術。把 GFP(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綠色

螢光蛋白)的基因打入嵌在線蟲的染色體中，子子代代發螢光；GFP 是來自太平

洋水母，是由日裔美人找到。 

陳文華：如何把螢火蟲的螢光那一段基因取出？？ 

羅時成：是用水母，不是螢火蟲。螢火蟲有人用，但要加很多東西；標定核仁蛋

白加上 GFP，可發螢光。 

陳文華：馬祖的藍色眼淚是水母嗎？ 

羅時成：不是水母。 

徐  統：電子顯微鏡解決了線蟲什麼問題？ 

羅時成：線蟲有幾丁質，包埋劑不容易進入，透過切片技術，把 302 個神經網絡

連上。1980 年代，這是很困難的工作，要看出幾個結點是很複雜的，因為突觸

(synapse)會變，突觸接在一起存在，網路訊號通暢；突觸是 dynamic，很快接觸、

離開、發生變化。 

李柏翰：用吃 RNAi 而不是用注射的，此吃進去的東西不是會被消化嗎，如何

保持影響力？ 

羅時成：到腸道是它重要部位，它具有 20 幾個核苷，進入腸道小泡、分泌到假

體腔、再穿過性腺上皮細胞、卵裡面。吃下去會遭受分解，但是誰保護它？如何

發揮作用？目前還未有標準答案。 

徐  統：線蟲最早是誰發現的，知道可以這樣玩？ 

羅時成：19 世紀末葉，歐洲科學家已經知道，1941 年，野生株（N2 type），到

Brenner 拿來做實驗時，已經七十到八十年了；不過，之前大多是描述性，例如：

雌雄同體、移動等，還沒有系統性的研究，人為創造出 300 個突變株，用遺傳法

則找到基因。 



李柏翰：是否可以用 CRISPR Cas9來做研究，把基因切割？ 

羅時成：可以用化學突變，把基因切割有 Forward genetic 和 backward genetic，

CRISPR Cas9 可以 knock-down 基因，相對 RNAi knock-down 是重大科學技術突

破，在活的生物體內就可以做修改，不像過去是在生物體外修改基因。 

李柏翰：為什麼張峰沒有拿到諾貝爾獎？ 

羅時成：他（她）們三人都有得到唐獎，不是當局，不知道。 

張之傑：線蟲研究拿到幾次諾貝爾獎？ 

羅時成：有三次，六位；兩次是生理醫學獎、一次化學獎。 

陳文華：DNA雙股螺旋如何觀察到？ 

羅時成：可以參考華生的半傳記，Double Helix（DNA 雙螺旋，,臺灣有出版這

本書的中譯本。克里克是物理學背景；華生是生物背景，背後重要的人是

Rosalind Franklin。 

李柏翰：他們用什麼解開？ 

羅時成：他們一直用模式（型）方式解開。生物電腦模擬(modeling)很常用，如

今 AI 可以藉此找到很好的藥，如電腦模式找尋對抗 Covid 19 的藥。 

李柏翰：我記得 DNA 一開始 model 曾經出現三股模型？ 

羅時成：三股模型是由 Pauling 提出的一個 hypothesis，這是 Watson 心目的一個

role model (典範)，華生超越了心目的 role model。他鼓勵年輕人要有自己的，作

為學習榜樣。 

孫郁興：發光水母基因串接至其他物種使其發光，有什麼限制？ 

羅時成：剛好可以提到我沒有講到的 Martin Chalfie 的故事。Prasher 是第一個科

學家把水母 GFP 選植成功並把基因序列唸出來。他到哥倫比亞大學演講，Martin 

聽到認為可以把 GFP 放在其他生物裡，因此向 Prasher 要 GFP 的質體，不過當

時熱戀的女友在 Devour，直到一年之後回去，才想到當初的質體，又剛好哥倫比

亞大學有一個 Lab Rotation 的女學生，把大腸桿菌啟動子放在質體上，而這位女

生剛好結束上一個 rotation，樓上有超好螢光顯微鏡實驗室看到線蟲的啟動子啟

動螢光。這個螢光真的很不亮，後來錢永健利用細菌的 GFP 做 random 突變，不

只更亮，也不只黃色、綠色，還有藍色，突變更多，也更好用，和其他兩個人(Osamu 

Shimomura 和 Martin Chalfie )得到 2008 諾貝爾化學獎。 

何邦立：從分子生物學來看，Covid-19是人工合成的可能性？ 

羅時成：人工合成可能性極低，Covid-19 是 RNA 病毒，有 3 萬個鹼基對，是一

般 4 倍之多，人工合成機率不大，目前已有上萬個從不同病人分離出來病毒

sequence 定出來，genetic tree 看來是來自大自然，源頭寄主來自蝙蝠，但跳到何

種生物再傳到人，則不確定；2003 年，經果子狸到人身上；2006 年，經駱駝到

人身上。 



補充一：大川老師的《數術舊錄暨籌算土香》： 

 

  

補充二：邦立醫師提供的資料 

新冠病毒究竟從哪裡來？｜何邦立（《觀察》2021 年 1 月) 

http://www.observer-taipei.com/article.php?id=3203 

對新冠肺炎疫苗的認知｜何邦立（《觀察》2021 年 2 月) 

http://www.observer-taipei.com/article.php?id=3237 

新冠病毒突變株及疫苗何去何從｜何邦立（《觀察》2021 年 3 月) 

http://www.observer-taipei.com/article.php?id=3271 

全球疫情與疫苗注射｜何邦立（《觀察》2021 年 4 月) 

http://www.observer-taipei.com/article.php?id=3307 

 

 

http://www.observer-taipei.com/article.php?id=3203
http://www.observer-taipei.com/article.php?id=3237
http://www.observer-taipei.com/article.php?id=3271
http://www.observer-taipei.com/article.php?id=3307


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 30位。感謝美華、郁興、德勤攝影，照片請參見本會網站的

「例會存影」或FB社團。 

二、 今日收到陳大川及李柏翰繳交會費，共收到 2000 元會費。 

三、 例會後，揪團去食朋新疆小館品嚐上個月討論熱烈的「饢」及新疆菜，共有

13位會員會友(韻如、歐陽、之傑、玉燕、時成、龢之、文華、柏翰、邦立、

徐統、芳玲、郁興、鳳英)一起開心品嚐新疆美食，大家平攤的餐費溢繳200

元，留存當下次聚餐基金。下個月例會(5/8)後，張之傑老師揪團去吃北方菜

(北平西平順)，在捷運東門站附近。 

四、 第十二屆「科學史研討會：跨文化歷史中的科學、技術與醫療」國際學術研

討會於3/26-27在清華大學人社院圓滿結束，本會會員口頭發表的有邱韻如、

歐陽亮、陳德勤、劉昭民、何邦立及會友林秀玉、韓學宏，此外還有莊蕙芷、

楊龢之、徐統、劉有台、黃莉晴等全程參加。下一屆（第十三屆）預定於2023

年舉辦，主題暫定：他者眼中的科技與醫療史。2022年工作坊(上半年)，預

定主題：宗教與科技、醫療的歷史考察。 

五、 會長跟市圖趙先生討論後，未來申請演講改為以年度為單位(每年1-12月)(原

本是9月到隔年7月)。110年度9-12月例會演講已經送交，以便及早預定場地，

請見會訊附件。現徵求111年1-12月的演講，有興趣者請回覆給會長！！ 

六、 2021「觀象授時-古天文與計時儀器」特展 2021/4/1~10/11台北市立天文館  

七、 「說‧古地圖」展，2021/4/23～7/22，故宮博物院。 

八、 清華通識講座：萊布尼茲與牛頓 

時間：2021/5/4～5/25 週二週四(7:00pm~8:30pm) 

地點：清華大學教育館一樓承德空間 

網址：http://cge.nthu.edu.tw/leibniz-newton/ 

 

五月份演講預告 

民國 110 年 5 月 8 日(六)14:00~16:00 (13:30 即可入場)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 總館 11 樓 研習教室(臺北市建國南路 2 段 125 號) 

主辦：中華科技史學會、臺北市市立圖書館 

講題：收聽國際短波那段歲月 

講員：陳德勤(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 

簡介： 

筆者於 1978 年開始藉由短波收音機收聽各國中文及英文節目，有些電台會推出

特別英語節目(美國之音、BBC 倫敦電台)將廣播速度降慢，以利聽眾收聽，以增



加英語聽力，我藉此受惠不少，許多電台會推出其國家語言教學(韓語、德語、日

語…..)節目，並寄來教學課本，以利學習；藉由此方式可收聽到最新國際新聞事

件，不同國家對同一件有不同觀點，藉由此方式讓我學習更客觀觀察事物，筆者

將介紹何謂短波？如何收聽短波節目方法，收聽波段、時間，寫收聽報告，獲得

收聽報告卡(QSL)，然而隨著網際網路來臨，各個國家廣播電台逐漸減少甚至取

消短波放送，而是藉由網路播送，甚至只有文字圖片介紹，取消播音項目，現在

打開收音機僅能零星收到一些國家廣播節目，謹以此文懷念收聽短波那段歲月。 

 

本會網站 

中華科技史學會網站：http://sciencehistory.url.tw 

中華科技史學會 youtube 錄影頻道網址：goo.gl/VoJB9A 

中華科技史學會 FB 社團：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14487732055242/   

 

（2021 演講排程請見下一頁） 

http://sciencehistory.url.tw/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144877320552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