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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目前已知腸道菌叢(gut microbiota)會影響人類健康，最近也有報告顯示腸道菌
叢與冠狀動脈疾病(coronary artery disease, CAD)相關，因此我們想建立腸道菌叢的
培養體系統(culturomic system)以了解冠狀動脈疾病。
我們利用高登培養基(Gordon’s medium)以及伊藤培養基(Itoh’s medium)的 5
種非選擇性培養基(non-selective medium)和 11 種選擇性培養基(selective medium)
進行健康人腸道菌叢之培養，發現高登培養基及非選擇性培養基可培養出較多菌
種。再利用選擇性培養基分離出有興趣的菌種，結果分離菌種效率只有 60%以下。
另 外 ，比較檢體收集後的貯存方式，結果發現冷凍檢體可培養出新鮮檢體
30%-70%菌種。以細菌 16S 核醣體 DNA 定序(bacterial 16S ribosomal DNA
sequencing) 鑑 定 菌 種 ， 發 現 比 基 質 輔 助 雷 射 脫 附 游 離 飛 行 時 間 質 譜 儀
(MALDI-TOF)的鑑定效果佳。
我們的合作實驗室研究發現，給予健康受試者左旋肉鹼(L-carnitine)後，挑選
出 14 位在血漿中測量到較高濃度的氧化三甲胺(trimethylamine-N-oxide, TMAO)，
之後利用細菌 16S 核醣體 DNA 定序分析，發現其腸道菌叢中有較高比例的瘤胃
球菌屬(Ruminococcus)、毛螺菌科(Lachnospiraceae)、柔膜菌綱(Mollicutes)腸道菌。
他們也利用宏基因組定序(shotgun metagenomic sequencing)方式，發現 Odoribacter
splanchnicus、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 Bacteroides cellulosilyticus 高度存在於
TMAO 濃度較高的健康受試者腸道菌叢中，且三者皆帶有 cutC、cutD 基因。
由於無法培養分離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為了釐清 CutC 和 CutD 蛋白質
是 否 能 夠將 左 旋肉 鹼代 謝 成 三甲 胺 (trimethylamine, TMA) ， 將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的 cutC 和 cutD 基因克隆到大腸桿菌並表現。萃取 V14 受試者糞便中
的 gDNA，以此作為模板進行聚合酶連鎖反應(PCR)，將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的 cutC 和 cutD 基 因 放 大 後 接 在 表 現 載 體 pET28c 上 並 轉 型 到 大 腸 桿 菌
BL21(DE3) ， 結 果 發 現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的 CutC 和 CutD 無 法 將
d9-choline、d9-carnitine 代謝產生 γ-丁基甜菜鹼(γ-butyrobetaine, γBB)或 TMA。
總結，冷凍方式貯存糞便檢體為方便且是檢體收集的替代方法；高登培養基
及伊藤非選擇性培養基為較好的腸道菌叢培養基；細菌 16S 核醣體 DNA 定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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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性高的方法。以大腸桿菌表現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的 cutC 和 cutD 並無
功能。
關鍵字：冠狀動脈疾病、腸道菌叢、Ruminococcus bicirculans、左旋肉鹼、氧化三
甲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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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currently known that gut microbiota affects human health, and recent research
have shown that intestinal flora is associated with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CAD).
Therefore, we aim to establish a culturomic system of human gut microbiota to
understand the association of human gut microbiota with CAD.
We cultured human gut microbiota from healthy volunteer’s stools by Gordon's
medium and Itoh's medium which included 5 non-selective media and 11 selective
media. The result showed that Gordon's medium and non-selective media cultivated
more species than other did. Next, we used selective media to isolate specific species
from cultivated gut microbiota, the efficiency of isolation is below 60%. In addition,
comparing the storage methods for stool sample, we found that the culture rate from the
frozen sample was 30%-70% compared with that from the fresh sample. Bacterial 16S
ribosomal DNA sequencing is better than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free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er (MALDI-TOF) for the bacterial species identification.
Our co-laboratory found that healthy subjects challenged with L-carnitine, 14 of
them with high concentrations of trimethylamine-N-oxide (TMAO) in plasma were
detected, and a high proportion of Ruminococcus, Lachnospiraceae, Mollicutes in their
gut microbiota were analyzed by bacterial 16S ribosomal DNA sequencing. Moreover,
they also found a high proportion of Odoribacter splanchnicus,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Bacteroides cellulosilyticus and all of them harbored cutC and cutD genes
in high TMAO producers’ gut microbiota by shotgun metagenomic sequencing.
We are unable to culture and isolate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To delineate
whether the CutC and CutD proteins were able to metabolize L-carnitine to
trimethylamine(TMA), the cutC and cutD genes of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were
cloned and expressed in Escherichia coli. The gDNA from the feces of the V14 subject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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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extracted and then as the template for PCR. The cutC and cutD genes of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were amplified and ligated into the expression vector
pET28c and transformed to E. coli BL21 (DE3). Our results found that CutC and CutD
of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were not able to metabolize d9-choline and d9-carnitine to
γ-butyrobetaine (γBB) or TMA.
In summary, frozen stool sample is a convenient and an alternative method for
sample collections; Gordon’s medium and Itoh’s non-selective media are the better
media for culture of human gut microbiota; bacterial 16S ribosomal DNA sequencing is
an accurate method for identification. The cutC and cutD genes of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have no function in E. coli BL21 (DE3).
Key words: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Gut microbiota,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L-carnitine, Trimethylamine-N-ox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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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腸道菌叢(gut microbiota)
在過去十年中，由於高通量定序(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技術的進步，得
以開發大量的生物信息(1, 2)，目前已知人類腸胃道大約有 100 萬億個細菌，涵蓋
了 1000 種細菌(3)。後期，更發展了無菌動物模式(germ-free animal models)，證明
人類腸道菌叢與許多疾病都有重大相關性(4, 5)，藉此找到疾病根源，予以根除。
目前已知腸道微生物菌叢可藉由人類飲食，攝取營養來源，產生先天免疫反應
(6)，保護人類免於被病原菌攻擊(7, 8)。若人類腸道菌叢的平衡受到破壞時，將會
導致許多疾病的產生，例如:肥胖症(4)、營養不良(9)、發炎性腸道疾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10, 11)、神經系統疾病(12)、結腸癌(13)。

1.2 冠狀動脈疾病(coronary artery disease, CAD)
1.2.1 冠狀動脈疾病簡介
冠狀動脈疾 病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CAD)是心血 管疾病 (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的一種，為發展國家中常見的疾病。北美洲總死亡人數有 38%都與
心血管疾病有關(14)。根據統計資料，2002 年，美國有 60.7 萬人因罹患冠狀動脈
疾病及其併發症而死亡，大約每五人中就有一人死亡，是當時美國男性與女性最
常見的死亡原因(15)，2016 年，增加至大約 90 萬人(16)。在歐洲，每年有 400 萬
人因心血管疾病死亡，其中罹患冠狀動脈疾病人數有 180 萬人，佔歐洲總死亡人
數的 20%(17)。然而，隨著生活方式的改變與飲食的西化，冠狀動脈疾病不只發
生在西方國家。在印度城市，冠狀動脈疾病的盛行率四十年內就增加了六至八倍
(18)。在韓國則是二十年內增加五至六倍(19)。在台灣，冠狀動脈疾病導致的冠心
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死亡人數，男性大約每 10 萬人有 28.7 人，而女性
大約每 10 萬人有 15.5 人，且隨著時間住院率也逐年上升(20)。2002 年的統計資
料發現，全世界總死亡人數約為 5700 萬人，其中因冠狀動脈疾病死亡的人數為
1670 萬人，大約 29.2%，而因結核病(tuberculosis)、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和瘧疾(malaria)死亡的總人數約為 500 萬人，相比之
下差了三倍之多(21)，2010 年，全世界死亡人數約為 5280 萬人，其中 24.4%的人
因心血管疾病死亡，雖死亡率有下降的趨勢，但罹患人數還是高居不下(22)，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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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知冠狀動脈疾病是不容忽視的，因此開發新的治療方法有望成為現有治療方
式的替代方案。
冠狀動脈疾病的症狀為心絞痛(angina)。美國冠狀動脈疾病病患中，有 50%會
出現慢性穩定心絞痛(23)，心臟沒有足夠血液供應時產生的現象，主要是因為冠
狀動脈粥狀硬化(atherosclerosis)所導致(24)。心絞痛的特徵包含了胸骨後疼痛、壓
迫感，常伴隨頸部、肩膀、手臂放射痛等(21)。根據心絞痛的特徵與程度又可分
為三類: 典型心絞痛(typical angina)、非典型心絞痛(atypical angina)、非心源性胸
痛(noncardiac chest pain)(21, 25)。
過去十年來，冠狀動脈疾病的治療方式日新月異，除了藥物治療、冠狀動脈
繞道手術外，後期還有幹細胞、奈米技術等(26)，透過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不斷
嘗試，開發新的治療方法，使冠狀動脈疾病有更多、更好的治療方式。

1.2.2 冠狀動脈疾病與人類腸道菌叢關聯性
在高度發展國家，因為飲食習慣的改變，造成許多疾病的衍生。先前研究發
現紅肉、蛋黃、高脂乳製品中含有豐富的左旋肉鹼(L-carnitine)、膽鹼(choline)、
磷脂醯膽鹼(phosphatidylcholine)，可被腸道菌叢代謝，產生三甲胺(trimethylamine,
TMA)，藉由人類肝臟內的黄素單氧化酶(flavin monooxygenases, FMOs)氧化後，
形成氧化三甲胺(trimethylamine-N-oxide, TMAO)，並且證實此產物將導致心血管
疾病與動脈粥狀硬化(27, 28)。
先前研究已證實有些 Escherichia coli、Klebsiella pneumoniae 其中有一些常見
的菌株帶有 cutC/D 基因，可轉譯出具有甘氨酰自由基酶(glycyl radical enzyme)功
能的膽鹼三甲胺裂解酶(choline trimethylamine-lyase)，可將人類從食物中所攝取的
膽鹼裂解成三甲胺(29)。另外一些腸道菌則帶有 cntA/B 基因則被發現可將左旋肉
鹼裂解成三甲胺(30)。然而，最近一篇研究發現左旋肉鹼並不是直接被代謝成三
甲胺，而是透過某些腸道菌種先將左旋肉鹼代謝成中間物γ -丁基甜菜鹼(γ
-butyrobetaine, γBB)，而另外一些腸道菌種會將γ-丁基甜菜鹼代謝成三甲胺，利
用腸道菌叢豐富多樣的特性，使食物中的左旋肉鹼成功被代謝成三甲胺(31)。
黄素單氧化酶家族包含了黄素單氧化酶 1-5，從先前研究已知，在人類或是小
鼠肝臟中，黄素單氧化酶 3 是活性最高的黄素單氧化酶，使體內產生氧化三甲胺
的主要酵素。黄素單氧化酶 3 的抑制雖然有助於改善心血管疾病，然而也有許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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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應產生，例如:肝炎(hepatic inflammation) (32)。若黄素單氧化酶 3 缺陷，則
會罹患三甲基胺尿症(Trimethylaminuria)，一種罕見的遺傳代謝疾病，因三甲胺無
法被氧化，在體內累積，導致患者的汗液、尿液或是其他身體分泌物散發強烈臭
味，因此降低了以黄素單氧化酶 3 做為治療標靶的吸引力，改變腸道菌叢，降低
三甲胺的產生，成為治療的新方向(33)。
先前研究指出，給予小鼠添加左旋肉鹼、膽鹼之飼料以及飲用水，會使小鼠
血漿中氧化三甲胺濃度上升，促使動脈粥狀硬化，除此之外，觀察小鼠盲腸菌叢
變 化 ， 梭 菌 科 (Clostridiaceae) 、 瘤 胃 球 菌 屬 (Ruminococcus) 、 毛 螺 菌 科
(Lachnospiraceae)所佔比例與氧化三甲胺濃度呈現正相關(34)。
最近，與我們的合作實驗室，吳偉愷醫師團隊給予健康受試者左旋肉鹼後，
挑選出 14 位在血漿中測量到較高濃度的氧化三甲胺，另外，也挑選 14 位在血漿
中測量到較低濃度的氧化三甲胺，如附錄圖 一(35)。根據血漿中氧化三甲胺濃度
將受試者分成二組，發現這二組的受試者腸道菌叢有不同的分布情形。其中，14
位血漿中氧化三甲胺濃度較高的健康受試者，利用細菌 16S 核醣體 DNA 定序分
析，發現有較高比例的瘤胃球菌屬、毛螺菌科、柔膜菌綱(Mollicutes)腸道菌，反
之，另外 14 位健康受試者菌量比例則隨之下降，如附錄圖 二(35)。因此綜合上
述研究推測瘤胃球菌屬、毛螺菌科、柔膜菌綱等腸道菌與人類冠狀動脈疾病有關。
但由於此分析方法仍無法明確得知是哪些菌種影響人類血液中氧化三甲胺的
濃度，因此與我們合作實驗室利用宏基因組定序(shotgun metagenomic sequencing)
方 式 ， 發 現 Odoribacter splanchnicus 、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 Bacteroides
cellulosilyticus 高度存在於氧化三甲胺濃度較高的健康受試者糞便檢體中，且三者
皆有 cutC、cutD 基因存在，如附錄圖 三所示。

1.3 次世代定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1.3.1 次世代定序簡介
次世代定序是一種高通量(High-Throughput)的定序方法，能夠在一天內定序
出人類全部的基因，有別於傳統的 Sanger 定序法(Sanger sequencing)，是一種較有
效率、成本較低的方法(36)。相比於第一代定序，改良後的次世代定序優點:不需
要做細菌的剪接(cloning)，而是依賴次世代定序資料庫(NGS libraries)的建立、可
同時處理數百萬到數千萬個定序反應、不需要利用電泳(electrophoresis)分離 DN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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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鹼基的檢測可循環並同步進行；缺點是只能讀取較短的片段，因此對基因
體的組裝較為困難(37)。目前主要有三間公司提供 NGS 定序平台:2005 年 454 Life
Sciences (Roche 在 2007 年 收 購 454 Life Sciences) 開 發 的 焦 磷 酸 測 序
(Pyrosequencing) (38)；2006 年 Solexa(Illumina 在 2007 年收購 Solexa)將定序平台
商業化，提供最多定序系統，如 HiSeq2500、HiSeq4000 及 HiSeq X；2010 年 Life
Technologies(Thermo Fisher 在 2014 年收購 Life Technologies)開發了使用半導體技
術的 Ion Torrent 個人化操作基因組定序儀(Personal Genome Machine, PGM)，優勢
在於不需要利用螢光及相機掃描系統(37)。
雖然前面提及次世代定序的缺點是只能讀取較短的片段，也就是當片段長度
短於該平台讀取長度的二倍，勢必會看見末段序列有重疊的結果，因此對基因體
的組裝較為困難，但透過 FLASH( Fast Length Adjustment of Short reads)計算軟體
可改善此問題，正確、快速的找到重疊的位置，進行組裝(39)。
一般而言，次世代定序流程包含:提取 DNA、資料庫的建立、定序和數據分
析。資料庫的建立需要 5'和 3'接合體(adapter)的連接和擴增。接合體對平台具有專
一性，在擴增前被識別，再藉由乳液聚合酶連鎖反應(emuls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emPCR)或橋式聚合酶連鎖反應(bridg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bPCR)進
行擴增，454 Life Sciences 採用乳液聚合酶連鎖反應，Solexa 則是採用橋式聚合酶
連鎖反應，相較於傳統方法，此二種聚合酶連鎖反應不需使用微珠(microbeads)，
具有較高的成本效益(40)。

1.3.2 微生物體 16S 擴增子定序 (16S Amplicon Sequencing)
菌種鑑定方式目前以針對 16S 核糖體 DNA(Ribosomal DNA, rDNA)的基因做
定序最為廣泛。細菌的 16S 核醣體 DNA 全長大約 1542 個鹼基對，包含 10 個保
守區(conserved regions)和 9 個高度變異區(hypervariable regions)，保守區在菌種之
間差異小，高度變異區在不同細菌中具有序列多樣性，分別被命名為 V1、V2、
V3、V4、V5、V6、V7、V8、V9 (41)。根據先前研究指出:V1 可鑑別致病性鏈球
菌屬(pathogenic Streptococcus sp.)、金黃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和凝固
酶陰性的葡萄球菌(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us sp.)；V2 最適合鑑別分枝桿
菌屬(Mycobacterial)；V3 最適合鑑別嗜血桿菌屬(Haemophilus)；V4 最適合鑑別放
線 菌 屬 (Actinomyces) 及 腸 球 菌 屬 (Enterococcus) ； V6 可 區 分 除 了 腸 桿 菌 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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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obacteriaceae)以外的其他細菌；V5 和 V9 是最不適合做菌種鑑定的位置，
變異程度比其他區域小(42, 43)，而目前最廣泛使用的是以 V3、V4 作菌種鑑定。
本研究利用次世代定序平台以及 FLASH 計算軟體得到多種細菌的 16S 核醣
體 DNA 序列後，再將相似度大於 97%以上的序列歸類成一個操作分類單元
(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 OTU)，以此方式將物種分類，計算豐富度(圖爾思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 高 效 液 相 層 析 儀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高效液相層析儀是一種色譜分析技術，用以分離混合物，分離出的大分子化
合物通常具有低揮發性的特性，因而不適合用氣相層析進行分離。藉由高效液相
層析儀可以確認、量化各成分的比例。高效液相層析儀根據利用移動相(mobile
phase)和固定相(stationary phase)的交互作用以分離混合物，每種化合物的特性決定
物質在層析管柱內滯留的時間，利用移動速率之不同來分離(44)。

1.5 研究動機
近年來，由於生活方式的改變與飲食的西化，台灣因冠狀動脈疾病導致的冠
心病死亡率，男性大約每 10 萬人有 28.7 人，而女性大約每 10 萬人有 15.5 人(20)，
全世界冠狀動脈疾病的盛行率也逐年升高，傳統的藥物治療與外科手術可能無法
根治疾病，甚至有副作用及抗藥性的疑慮，因此開發新的治療方法是不容忽視的。
從目前研究已知肉類中所含的左旋肉鹼、膽鹼，可被腸道菌叢代謝成中間物 γ-丁
基甜菜鹼，再轉化成三甲胺，藉由人類肝臟內的黄素單氧化酶氧化後，形成氧化
三甲胺，此最終產物將導致心血管疾病與動脈粥狀硬化等，且針對血漿中含有高
濃度氧化三甲胺的人類與小鼠作檢測，發現其腸道菌叢中，瘤胃球菌屬、毛螺菌
科、柔膜菌綱所占比例與氧化三甲胺濃度呈現正相關。後續也利用宏基因組定序
(shotgun metagenomic sequencing) 方 式 ， 發 現 Odoribacter splanchnicus 、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Bacteroides cellulosilyticus 高度存在於氧化三甲胺濃度
較高的健康受試者糞便檢體中，且三者皆 cutC、cutD 基因存在，推測可能具有可
將食物中膽鹼裂解成三甲胺的功能。然而，給予健康受試者左旋肉鹼後卻找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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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謝膽鹼功能的菌種，目前也尚未有研究表明 cutC、cutD 基因所轉譯的蛋白質與
左旋肉鹼代謝之關聯性。
由於冠狀動脈疾病與其病患腸道菌叢之間的確實因果尚未確定，因此本研究
想利用細菌 16S 核醣體 DNA 定序，比較健康人與冠狀動脈疾病病患的腸道菌叢，
之後分離並培養受試者中比例較高的特殊腸道菌叢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確
定是否與可產生高三甲胺表型相關，擬以培養體系統分離此菌種並做功能分析。
同時，也將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的 cutC、cutD 基因送入大腸桿菌中作表現，
進行 in vitro 實驗，確認 cutC、cutD 基因所轉譯蛋白質是否能夠將左旋肉鹼代謝
成三甲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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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實驗方法

2.1 材料
2.1.1 健康人之糞便檢體
本實驗所使用到三位健康人(subjectA/B/C)之糞便檢體皆來自本實驗室同學及
伙伴，便於取材以建立培養體系統。

2.1.2 健康受試者之糞便檢體
健康受試者之糞便檢體為吳偉愷醫師團隊提供，獲得之 10 個檢體中，有 5
位為在血漿中測量到較高濃度氧化三甲胺的健康受試者(V14、O08、O09、O10、
O27)，另外 5 位為在血漿中測量到較低濃度氧化三甲胺的健康受試者(V06、V09、
V15、O06、O07)。

2.1.3 高登培養基
本研究所使用之高登培養基配方列表於表 一。

2.1.4 引子(Primers)
本研究所使用引子列表於表 二。

2.2 方法
2.2.1 從糞便檢體培養出腸道菌叢
人類腸道為厭氧環境，因此腸道菌叢的培養皆在厭氧箱操作進行。取 0.1 g
的糞便檢體，放入組織研磨器，迅速移入厭氧培養箱中，加入 1 mL LB broth，將
檢體均質化，稀釋至 10-1，將此稀釋液序列稀釋至 10-8，將 10-4、10-7、10-8 的稀
釋液各取 50 μL，塗盤於分成三區的培養盤，培養三天後，即可長出菌落。

2.2.2 序列稀釋分離菌種
以上述方法將三位健康人(subject A/B/C)的糞便檢體塗盤於高登培養基，培養
三天後刮下，測量稀釋至 OD600=1，此時菌量約為 1×108 CFU/mL，稀釋 100 倍至
1×106 CFU/mL 後，取 20 μL 塗盤於 24-well GM 培養基，為 2×104 CFU/mL。三天
後將 24-well GM 培養基之菌落分別洗下來，以 Ruminococcus_1、Lachnospiraceae
NC2004 group、Mollicutes RF9 的 16S rDNA 序列設計專一性引子進行 PCR，尋找
在三位健康人腸道菌叢中，是否有目標菌種存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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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腸道菌叢提取 gDNA
由於有些腸道菌細胞壁較厚，加熱也不易破壞，因此需先將 DNA 純化後，
才能以聚合酶鏈鎖反應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 放大 16S 核醣體 DNA。
步驟:
1.

培養盤的菌落刮下來，以 0.95%的 NaCl 將菌落稀釋至 OD600=1。

2.

取 1000 μL 的稀釋菌液，4℃ 13000 rpm 離心 20 分鐘，去除上清液，加入 800
μL cell lysis solution(200 mM Tris-HCl，100 mM EDTA，75 mM SDS)，放在 80℃
乾浴器 10 分鐘。

3.

移入含有 2 匙 0.1 mm 和 1 匙 0.5 mm 玻璃珠的微管中，用 speed 6 3×30 秒，
再以 4℃ 13000 rpm 離心 10 分鐘。

4.

取上清液，加入 40 μL lysozyme (10 mg/mL)，4 μL lysostaphin(2 mg/mL)打散沉
澱物，並於 37℃加熱 30 分鐘後，再加入 3 μL RNase A 加熱 30 分鐘，以破壞
細胞壁。

5.

加入 200 μL protein precipitation solution(10M NH4OAc)，震盪，放在冰上 5 分
鐘後，加入 600 μL 酚-三氯甲烷，混合均勻後 4℃ 13000 rpm 離心 5 分鐘，吸
取水層至新管後再重複加入酚-三氯甲烷萃取一次，接著於抽取出之水層加入
等體積的異丙醇並 4℃ 13000 rpm 離心 5 分鐘，以沉澱 DNA。

6.

去除上清液，加入 70 % 酒精潤洗沉澱物後 4℃ 13000 rpm 離心 5 分鐘，去除
上清液並置於 70℃乾浴器使沉澱乾燥，最後加入 20 μL 無菌水回溶 DNA 並置
於室溫一晚後於-20℃保存。

2.2.4 菌落聚合酶連鎖反應(colony PCR)
先在 PCR tube 加入 1 μL LB broth，以牙籤挑起單一菌落混入 1 μL LB broth
中， PCR machine 90℃加熱 15 分鐘，得到細菌 DNA，或是藉由提取 DNA 方法
獲得。
作法:
Genomic DNA(10 ng/μL)

1 μL

2X Xtreme Buffer

10 μL

2 mM dNTP Mix

4 μL

Forward primer(20 μM, 16S-V3F/16S-F)

0.3 μ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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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rse primer(20 μM, 16S-V4R/16S-R)

0.3 μL

KOD Xtreme Hot Start polymerase

0.4 μL

ddH2O

4 μL

Total volume

20 μL

16S-V3F/ V4R 反應條件:

30 個循環

96℃

3 分鐘

96℃

30 秒

52℃

30 秒

72℃

1 分鐘

72℃

10 分鐘

25℃

10 分鐘

94℃

3 分鐘

94℃

30 秒

55℃

30 秒

72℃

90 秒

72℃

5 分鐘

25℃

10 分鐘

16S-F/R 反應條件:

36 個循環

2.2.5 基質輔助雷射脫附游離飛行時間質譜儀(MALDI-TOF)
先在 eppendorf 加入 300 μL 的無菌水，刮下 10 顆培養盤的菌落，與無菌水混
合，加入 100% 乙醇 900 μL，震盪均勻後，離心 12000 rpm 2 分鐘，去除上清液，
將蛋白質沉澱物晾乾後，加入 70% 甲酸 10 μL，100% ACN 10 μL，震盪均勻，離
心 12000 rpm 2 分鐘，取 1 μL 的上清液點在樣品盤上，晾乾後加入 1 μL HCCA
matrix 覆蓋在樣品上，晾乾後即可上機。

2.2.6 Uncultured Ruminococcus 之三甲胺測定(TMA assay)
由於在比較菌種之鑑定方法，以及分析高登培養基培養之腸道菌叢時，從
subject B、subject C 有培養出少部分的 uncultured Ruminococcus，為了測試其是否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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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將左旋肉鹼或膽鹼代謝成三甲胺的功能，並在人類肝臟中，藉由黄素單氧
化酶 3，使之產生氧化三甲胺，進而促使冠狀動脈疾病的發生。先前研究顯示，
Desulfovibrio desulfuricans(ATCC 27774)有 cutC/D 基因，並已確定可將膽鹼代謝成
三甲胺，因此可在此實驗中做為陽性對照組(45)。
1.

將可能為 Uncultured Ruminococcus 之菌種培養在 2 mL 的 GM broth，以 35℃
厭氧箱隔夜培養。Desulfovibrio desulfuricans 則培養在 2 mL 的 TS broth

2.

配置好隔天所需的培養液放入厭氧箱。

試劑:
10 mL GM broth/TS broth:
Contents

Volume (mL)

Final concentration

6.9 μL

0.069 mg/mL

d9-choline chloride(0.105M)

10 μL

105 mM

Contents

Volume (mL)

Final concentration

6.9 μL

0.069 mg/mL

20 μL

105 mM

iron(III) ammonium citrate
(0.1 g/mL)

iron(III) ammonium citrate
(0.1 g/mL)
d9-L-carnitine(0.0525M))

3.

取 OD600~0.9 培養隔夜的菌液 0.5 mL，加入配置好的 10 mL GM broth/TS broth
內，在厭氧缸培養 37℃ 3 日後取出。

4.

以 8000rpm 離心 10 分鐘，以 0.22 μm PES filter 過濾，得到的濾液送到台灣大
學食品科學所沈立言老師實驗室，以 HPLC 進行測定，觀察 d9-choline、
d9-L-carnitine、d9-TMA 濃度變化，確認 d9-choline 或 d9-L-carnitine 是否可被
代謝產生 d9-TMA。

2.2.7 從糞便檢體提取 gDNA
由於從健康受試者所獲取的糞便樣本會有許多雜質，因此需先提取其中的
gDNA 才能以 PCR 檢測樣本中所含菌種。
步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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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秤取 0.2 g 冷凍糞便檢體於 2 mL 的 microcentrifuge tube 中，置於冰上。加入
1.4 mL ASL buffer，震盪直到均質化。放在 70℃乾浴器上加熱 5 分鐘後，震盪
15 秒，以 12000rpm 離心 1 分鐘。

2.

取 1.2 mL 的上清液移入新的 2 mL 的 microcentrifuge tube 中。

3.

小心放入一顆 InhibitEX tablet(切勿直接用手拿取)，震盪直到完全溶解，等待
1 分鐘作用完全，再以 12000rpm 離心 3 分鐘。

4.

將上清液全部移入新的 eppendorf 中，以 12000rpm 離心 3 分鐘。

5.

準備新的 eppendorf，加入 15 μL proteinase K、200 μL AL buffer、200 μL 樣品
上清液(皆可等倍增加)，放在 70℃乾浴器上加熱 10 分鐘。

6.

加入 200 μL 100% ethanol，震盪均勻後，將樣品離心下來。樣品全部移入
QlAamp spin column 中，離心 1 分鐘，去除濾液。

7.

加入 500 μL Buffer AW1，離心 1 分鐘，去除濾液。再加入 500 μL Buffer AW2，
離心 3 分鐘，去除濾液。將 column 取下，移到新的 2 mL collection tube 中，
離心 3 分鐘。

8.

再將 column 取下，移到新的 eppendorf 中，加入 200 μL Buffer AE，離心 3 分
鐘，等待 1 分鐘後，離心 1 分鐘，得到糞便中的 gDNA。

2.2.8 勝任細胞(competent cells)的製備
挑起 LB agar 上的 Escherichia coli DH10B 菌落至 3 mL 的 LB broth，於 37℃
隔夜培養。取 200 μL 菌液至 2 管 20 mL LB broth 中，於 37℃培養 2 小時，
OD600~0.5，置放於冰上 30 分鐘，以 5000rpm 離心 10 分鐘(預冷離心機至 4℃)，
去除上清液，以 2 mL 的 100 mM CaCl2 把離心下來的菌沖洗下來，置於冰上 20
分鐘，以 5000rpm 離心 10 分鐘(預冷離心機至 4℃)，用 1.5 mL 的 100 mM CaCl2
和 300 μL 60% glycerol 把離心下來的菌沖洗下來(在冰上操作)，200 μL 分裝成一
管 eppendorf，冰在-80℃冰箱保存，備用。

2.2.9 表現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之 CutC/D 蛋白質
1.

建構帶有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之 cutC/D 基因序列之質體 pET-28c，根據
所欲接入質體 pET-28c 之位置附近帶有的限制酶切位，來設計具有專一性切位
之引子對，且僅保留 N 端的 His6-tag。

11

doi:10.6342/NTU201901050

2.

針對 pET-28c 內的 NcoI 和 XhoI 限制酶切位設計反向引子 XhoI-F/NcoI-R，如
表 二。利用反向 PCR(Inverse PCR)的方式將 pET-28c 放大，預期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之 cutC/D 基因可以接在 NcoI 和 XhoI 限制酶切位之間。

3.

從糞便檢體提取 gDNA 後，設計一對引子 pET28c_CD NcoI-F/ pET28c_CD
XhoI-R，如表 二。此對引子可將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之 cutC/D 基因序
列進行 PCR 放大，且使放大之 cutC/D 基因序列二側帶有 NcoI 和 XhoI 限制酶
切位之序列。

4.

使用 In-Fusion Cloning Kit (TaKaRa Bio 公司)將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之
cutC/D 基因送入 pET-28c，其原理是因為欲插入之目標基因二側已帶有載體
(vector)的序列，因此可藉由此試劑組將二者接合(ligation)。

作法:
Volume

Contents

(mL)

Final concentration

5X In-Fusion HD Enzyme Premix

1 μL

-

Linearized vector(78.4 ng/μL)

0.64 μL

50 ng/μL

Purified PCR fragment(66.6 ng/μL)

1.5 μL

100 ng/μL

ddH2O

3.36 μL

-

Total volume

5 μL

5.

在 50℃下作用 15 分鐘後，即是質體(plasmid)，先放置於冰上，備用。

6.

從-80℃冰箱拿出 Escherichia coli DH10B 勝任細胞，放在冰上，等待其溶解。

7.

將 5 μL 質體加入 50 mL 勝任細胞中，溫和攪拌後，放在冰上 20 分鐘。

8.

置於 42℃水浴槽 90 秒，以熱休克(heat-shock)方式轉形(transformation)至勝任
細胞中。

9.

放在冰上 2 分鐘，再加入 900 μL LB broth(recover)，於 37℃培養 1 小時。

10. 以 6000rpm 離心 5 分鐘，用 200 μL LB broth 回溶後，塗盤於含有 50 μg/mL
kanamycin 之 LB 固態培養基上進行篩選，於 37℃隔夜培養。
11. 於 固 態 培 養 基 上 挑 選 經 抗 生 素 篩 選 後 長 出 的 菌 落 ， 以 載 體 上 之 引 子
T7-promoter/T7-terminator，搭配 cutC/D 基因上之引子，如表 二，以 PCR 確
認是否成功轉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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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確認後抽取轉殖成功之質體，送 DNA 定序(sequencing)確認欲接入之基因序列
無誤。

2.2.10 以 Escherichia coli BL21(DE3)表現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之
CutC/D 進行三甲胺測定(TMA assay)
為了測試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之 cutC/D 基因是否可將左旋肉鹼或膽鹼代
謝成三甲胺，並在人類肝臟中，藉由黄素單氧化酶 3，使之產生氧化三甲胺，進
而促使冠狀動脈疾病的發生。根據先前研究，將 Desulfovibrio desulfuricans(ATCC
27774)做為陽性對照組(45)。
1.

將帶有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之 cutC/D 基因之 Escherichia coli DH10B 再轉
型(re-transform)到 Escherichia coli BL21(DE3)。

2.

於固態培養基上挑選經抗生素篩選後長出的菌落，以載體上之引子
T7-promoter/T7-terminator，搭配 cutC/D 基因上之引子，如表 二，以 PCR 確
認是否成功送入。

3.

將確認過的菌落挑至 2 mL 的 kanamycin-LB broth，於 35℃厭氧箱隔夜培養。

4.

配置好隔天所需的培養液放入厭氧箱。

試劑:
10 mL Km50/LB + 0.4M NaCl:
Contents

Volume (mL)

Final concentration

6.9 μL

0.069 mg/mL

d9-choline chloride(0.105M)

10 μL

105 mM

Contents

Volume (mL)

Final concentration

6.9 μL

0.069 mg/mL

20 μL

105 mM

Contents

Volume (mL)

Final concentration

iron(III) ammonium citrate

6.9 μL

0.069 mg/mL

iron(III) ammonium citrate
(0.1 g/mL)

iron(III) ammonium citrate
(0.1 g/mL)
d9-L-carnitine(0.0525M))

2 mL Km50/LB + 0.4M Na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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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g/mL)
10 μL

d9-γ-butyrobetaine(10 mM)

5.

50 μM

取 500 μL 培養隔夜的菌液，加入配置好的 10 mL Km50/LB + 0.4M NaCl 內，
在厭氧缸培養 37℃ 2 小時，OD600~0.3，取出並移至厭氧箱，從中吸取 500 μL
菌液到 eppendorf，以 13000rpm 離心 3 分鐘，去除上清液，貯存於-20℃，備
用。

6.

加入 50 μL 100 mM IPTG 到 10 mL Km50/LB + 0.4M NaCl 中，以誘導蛋白質
表現，於厭氧缸培養 37℃ 16 小時。

7.

從中吸取 500 μL 菌液到 eppendorf，以 13000rpm 離心 3 分鐘，去除上清液，
貯存於-20℃，備用，以利之後誘導蛋白質表現之前後比較。

8.

將剩餘的菌液以 8000rpm 離心 10 分鐘，以 0.22 μm PES filter 過濾，得到的濾
液送到台灣大學食品科學所沈立言老師實驗室，以 HPLC 進行測定，觀察
d9-choline、d9-L-carnitine、d9-TMA 濃度變化，確認 d9-choline 或 d9-L-carnitine
是否可被代謝產生 d9-TMA。。

2.2.11 聚丙烯醯胺膠體電泳(Sodium dodecyl sulfate-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SDS-PAGE)與蛋白質染色(Coomassie blue staining)
SDS-PAGE 之基本原理為利用分子量大小來分離蛋白質，因 SDS 是種界面活
性劑，可使蛋白質變性，在其外圍包裹上負電荷，於是在 SDS-PAGE 系統中，樣
本分子的泳動率就不受原本分子所帶之電荷影響，僅取決於分子量，故此方法可
用於測定樣本中變性蛋白質(denatured proteins)之分子量，並藉由後續蛋白質染色
方法來粗估欲探討之目標蛋白質的含量。而在本實驗中利用此方法來偵測帶有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之 cutC/D 基因之 Escherichia coli BL21(DE3)的細胞溶解
物(cell lysate)中，是否確實有 CutC/D 蛋白質的表現。
試劑：
1.

2X loading sample buffer
Contents

Volume (mL)

Final concentration

1 M Tris-HCl (pH 6.8)

1

100 mM

100 % Glycerol

2

20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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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20 % SDS

2

4%

Bromophenol blue

optimal

0.2 %

1 M DTT

2

200 mM

ddH2O

-

-

Total volume

10 mL

5X Tris - glycine running buffer (pH 8.3) (Medicago, Sweden)
Contents

Amount

Final concentration

Tris

15.1 g

0.025 M

Glycine

94.0 g

0.192 M

20 % SDS

25 mL

0.1 %

ddH2O

-

-

Total volume

1L

SDS-PAGE gel preparation (兩片 10 cm x 8 cm 膠量)
Stacking gel

Separation gel

(5 % acrylamide)

(12 % acrylamide)

ddH2O

2.8 mL

4.95 mL

30 % acrylamide mix

0.833 mL

6 mL

0.5 M Tris (pH6.8) (AMRESCO)

1.26 mL

-

1.5 M Tris (pH8.8) (AMRESCO)

-

3.75 mL

10 % SDS

0.05 mL

0.15 mL

10 % APS

0.05 mL

0.15 mL

TEMED

0.005 mL

0.01 mL

Total

~5 mL

~15 mL

Contents

4.

Coomassie blue dye
Contents

Amount

Brilliant blue R-250

1.25 g

(BioShop, Canada)
Methanol

225 mL

Acetate

50 mL

ddH2O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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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volume

5.

500 mL

Destain buffer
Contents

Amount

Methanol

75 mL

Acetate

100 mL

ddH2O

-

Total volume

1L

步驟：
架設 Hoefer dual gel caster (Amersham Biosciences)。製作 SDS-PAGE 膠體：先
注入 Separation gel，待其凝固後，注入 Stacking gel。等待膠體凝固時，將前面三
甲胺測定時所貯存於-20℃的樣品取出，加入等體積(30 μL)之 2X loading sample
buffer 均勻混合，在乾浴器以 100℃加熱 10 分鐘。凝固之膠體置於垂直電泳槽
(SE250 Mighty Small II, Amersham Biosciences)中，倒入 1X running buffer 後，即可
以 loading tip 取 10 μL 蛋白質樣本與 protein marker 注入孔槽中。於 250 V、50 mA
條件下進行電泳約 1.5 小時。將膠體置於染色盒中，倒入適量 Coomassie blue 染劑
並蓋過膠體，於 shaker 上輕搖 15 分鐘。將染色盒中之染劑倒掉，加入退染劑(Destain
buffer)蓋過膠體，，於 shaker 上輕搖隔夜至背景完全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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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實驗結果

3.1 以不同培養基培養之健康人類腸道菌叢
從先前研究已知，腸道菌叢培養在高登培養基(Gordon’s medium, GM) (46)、5
種非選擇性培養基(non-selective medium)、11 種選擇性培養基(selective medium)
(47)，皆可培養出大量的腸道菌種。因此將三位健康人的糞便檢體塗盤於不同培養
基，再以次世代定序分析培養出的菌種比例是否有所異同，分析結果如圖 一所
示。新鮮檢體直接進行次世代定序有 471-693 個操作分類單元；高登培養基可培養
出 415-762 個操作分類單元；非選擇性培養基可培養出 560-633 個操作分類單元；
選擇性培養基可培養出 307-585 個操作分類單元，分析結果也可發現微量與冠狀動
脈疾病相關的細菌存在於三位健康人的腸道菌叢中，如圖 二及表 三所示。由於
高登培養基及非選擇性培養基可培養出較多菌種，因此選用此二種培養平台作為
後續腸道菌叢實驗之培養。

3.2 以不同保存檢體方式培養之健康人腸道菌叢
健康受試者的糞便檢體收集後，分別貯存在 Puritan 運輸培養液(Puritan’s
transportation medium)室溫下 4 小時、室溫下 48 小時、4℃72 小時，以及直接冷
凍貯存，分別塗盤在高登培養基後，與直接培養於高登培養基的新鮮檢體做比較，
次世代定序分析結果如圖 三所示，新鮮檢體可培養出 347-606 個操作分類單元；
在 Puritan 運輸培養液室溫下 4 小時可培養出 258-310 個操作分類單元；室溫下 48
小時可培養出 507-571 個操作分類單元；4℃72 小時可培養出 400-512 個操作分類
單元；冷凍檢體可培養出 225-400 個操作分類單元。冷凍檢體可培養出的種類約
為新鮮檢體的 50%-70%，分析結果也可發現微量與冠狀動脈疾病相關的細菌存在
於三位健康人的腸道菌叢中，如圖 四及表 四所示。由於新鮮檢體之收集較困難，
因此後續實驗主要以冷凍檢體做培養，特殊病人再收集新鮮檢體。

3.3 以基質輔助雷射脫附游離飛行時間質譜儀鑑定菌種
菌種鑑定方式推陳出新，除了利用細菌 16S 核糖體 DNA 做次世代定序，也
可以提取細菌的蛋白質，以基質輔助雷射脫附游離飛行時間質譜儀做鑑定(48)。
將健康人糞便檢體稀釋後，培養於高登培養基及非選擇性培養基，得到混合菌，
再以肉眼區別不同菌種，在高登培養基隨機挑選 10 顆菌，在非選擇性培養基隨機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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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選 4 顆菌，皆繼續培養使其增生為單一菌落，最後提取蛋白質，以基質輔助雷
射脫附游離飛行時間質譜儀做菌種鑑定，結果如表 五所示，培養於高登培養基的
菌種鑑別率大約為 40%，培養於非選擇性培養基的菌種鑑別率大約為 25%。由於
鑑定效果不佳，推測是各國的腸道菌叢差異性大，且台灣的腸道菌叢圖譜資料庫
的完整性不如國外，因此基質輔助雷射脫附游離飛行時間質譜儀無法辨識太多菌
種。

3.4 以細菌 16S 核醣體 DNA 定序(bacterial 16S ribosomal DNA
sequencing)鑑定菌種
由於基質輔助雷射脫附游離飛行時間質譜儀鑑定菌種的效果不佳，因此參考
圖爾思 16S 擴增子次世代定序所使用的實驗條件，設計相同的引子進行菌落聚合
酶連鎖反應，並使用與前述相同的菌種，將高登培養基挑選的 10 顆菌，及非選擇
性培養基挑選的 4 顆菌，做菌落聚合酶連鎖反應，得到細菌 16S 核醣體 DNA(16S
rDNA)的 V3-V4 區域，大約 480bp，利用 NCBI blastn 做比對後，得到對應的菌種
名稱，如表 六所示，雖然進行菌種鑑定時可能同時比對到 2 種以上的菌種，但效
果比基質輔助雷射脫附游離飛行時間質譜儀佳，因此後續的菌種鑑定以此做為實
驗方法。

3.5 以不同培養基分離菌種
將健康人糞便檢體稀釋後，培養於高登培養基、選擇性培養基，得到混合菌，
再以肉眼區別不同菌種，在高登培養基隨機挑選 24 顆菌，在選擇性培養基挑選 48
顆菌，皆繼續培養使其增生為單一菌落後，做菌落聚合酶連鎖反應，得到細菌 16S
核醣體 DNA 的 V3-V4 區域，大約 480bp，利用 NCBI blastn 做比對後，得到對應
的菌種名稱，如 表 七和表 八所示，結果顯示利用高登培養基分離菌種的效率大
約為 41.7%，而利用選擇性培養基分離菌種的效率大約為 58.3%，可分離出較多菌
種，且先前研究已知 11 種選擇性及 5 種非選擇性培養基個別可培養出的菌種，如
表 九所示，因此若未來欲研究的菌種可對應到所需的培養基，則利用該培養基來
分離菌種。

3.6 以 16S ribosomal DNA 序列設計專一性引子分離高三甲胺
產生表型之相關菌種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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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們的合作實驗室給予健康受試者左旋肉鹼後，找到 5 位健康受試者在血
漿中測量到較高濃度的氧化三甲胺，且腸道菌叢中有較高比例的
Ruminococcus_1、Lachnospiraceae NC2004 group、Mollicutes RF9，我們利用此分
析 結 果 所 獲 得 的 16S rDNA 序 列 設 計 專 一 性 引 子 (Ruminococcus_1-F/R 、
Lachnospiraceae NC2004 group-F/R、Mollicutes RF9-F/R)，以分離此三株高三甲胺
產生表型之相關菌種，如表 二所示。將三位健康人(subject A/B/C)的糞便檢體塗盤
於高登培養基，培養三天後刮下，稀釋後再次塗盤於 24 孔盤高登培養基培養，最
後將培養盤之菌落洗下來，以 16S rDNA 序列設計專一性引子進行 PCR，尋找在
三位健康人腸道菌叢中，是否有 Ruminococcus_1、Lachnospiraceae NC2004 group、
Mollicutes RF9 存在。結果如圖 五所示，當 subject A 稀釋至 2×104 CFU/mL 時，
Lachnospiraceae NC2004 group 部分有微弱的條帶，但由於細菌之 16S rDNA 序列
屬於保守區域，無法判斷是由於檢體中不含此特殊菌、引子專一性不足或是高登
培養基無法培養此三株特殊菌種等。subject B 和 subject C 則是完全沒有檢測到有
這三隻菌種的存在。

3.7 分析高登培養基培養之腸道菌叢
根據先前研究，腸道菌叢培養在高登培養基可培養出大量的腸道菌種(46)。為
了了解健康人的腸道菌叢中有多少種能夠被高登培養基培養出的腸道菌，我們將
subject B、subject C 的糞便檢體塗盤於高登培養基，培養三天後刮下，測量並稀釋
至 OD600=1 後，再以 10 倍序列稀釋法，稀釋 2×10-6 後再塗盤培養，三天後，將每
一顆菌落以牙籤挑到含有高登培養液的 96 孔盤中，培養三天後，部分冷凍-80℃保
存，同時取出 1 μL 菌液進行 16S rDNA 菌落聚合酶連鎖反應，作為菌種的鑑定方
式，分析結果如圖 六和表 十所示，瘤胃球菌屬(Ruminococcus)可培養出約 1%。

3.8 Uncultured Ruminococcus 之三甲胺測定
先前在比較菌種之鑑定方法，以及分析高登培養基培養之腸道菌叢時，有培
養出少部分的 uncultured Ruminococcus，將這些 uncultured Ruminococcus 進行三甲
胺測定，並以 Desulfovibrio desulfuricans(ATCC 27774)做為陽性對照組，分析結果
如表 十一所示。Desulfovibrio desulfuricans(ATCC 27774)在本次實驗中，有汙染的
情況發生，因此 d9-TMA 沒有上升，而 12G9、16F5、17G5 這幾隻可能為 uncultured
Ruminococcus 在加入 d9-choline 後，d9-TMA 有上升的趨勢，但由於在 96 孔盤中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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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凍保存容易相互汙染，後續將這三組進行三區畫線，挑出單一菌落，定序確認
是否為 uncultured Ruminococcus，結果如表 十二所示。12G9、16F5、17G5 內有常
見的腸道菌叢中存在。將 16F5 分離出來的菌種(16F5-1、16F5-2、16F5-3、16F5-4)
再進行三甲胺測定，如表 十三所示。確定是其中的 Escherichia coli 將 d9-choline
代謝，產生 d9-TMA。若改以 d9-carnitine 做為反應物，進行三甲胺測定，結果如
表 十四所示。3D11、6G3、13E3、5F9、6A11、5H3 在加入 d9-carnitine 後，
d9-γ-butyrobetaine 和 d9-TMA 有上升的趨勢，γ-butyrobetaine 則是背景值，存在於
GM broth 中。後續將這三組進行三區畫線，挑出單一菌落，定序確認是否為
uncultured Ruminococcus，結果如表 十五所示。3D11、5F9、5H3、6A11、6G3、
13E3 進行三區劃線並以 16S 定序分析，發現有常見的腸道菌叢存在。

3.9 以 cutC、cutD 基因設計引子尋找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與我們合作實驗室利用宏基因組定序方式，發現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高
度存在於氧化三甲胺濃度較高的健康受試者糞便檢體中，且有 cutC、cutD 基因存
在，我們利用此分析結果所獲得的 cutC、cutD 基因序列設計專一性引子，以分離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健康受試者之糞便檢體為吳偉愷醫師團隊提供，我們獲
得之 10 個檢體中，有 5 位為在血漿中測量到較高濃度氧化三甲胺的健康受試者
(V14、O08、O09、O10、O27)，另外 5 位為在血漿中測量到較低濃度氧化三甲胺
的健康受試者(V06、V09、V15、O06、O07)，先以細菌 16S 核醣體 DNA 定序結
果進行分析，可以看到瘤胃球菌屬、毛螺菌科、柔膜菌綱在 10 個檢體的豐富度如
圖 七及表 十六所示。從中發現 V14 有較高比例的瘤胃球菌屬。接著，提取糞便
中的 gDNA，再用專一性引子進行 PCR，結果如圖 八所示。在 V14 檢體中，無論
利用 cutD 基因的引子或是 cutD 基因內的引子皆可檢測到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的存在。但目前仍無法培養出來，可能是由於目前實驗室所使用的培養基皆不適
合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之生長。

3.10

將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cutC/D 基因送入 pET-28c

由於目前無法分離出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因此利用分析結果所獲得的
cutC、cutD 基因序列設計專一性引子，將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之 cutC/D 基因
放大後，送入 pET-28c，完成帶有目標基因之質體建構，之後再以 Escherichia coli
BL21(DE3)做表現，如圖 九所示。其中，Odoribacter splanchnicus、Desulfovibrio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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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ulfuricans 之 cutC/D 基因也送入 pET-28c，Odoribacter splanchnicus 是高度存在
於氧化三甲胺濃度較高的健康受試者糞便檢體的其中一隻腸道菌，Desulfovibrio
desulfuricans 則可做為之後三甲胺測定之陽性對照組(由佩芳學姊提供)。

3.11

以 Escherichia coli BL21(DE3) 表 現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之 CutC/D 蛋白質
將帶有 cutC/D 基因之質體送入 Escherichia coli BL21(DE3)做表現後，再進行
三甲胺測定，過程中所收取的沉澱菌貯存於-20℃，將此細胞溶解物跑 SDS-PAGE
後，觀察是否有 CutC/D 蛋白質的表現，如圖 十所示。在 d9-L-carnitine、d9-choline、
d9-γ-butyrobetaine 存 在 下 ， 以 IPTG 誘 導 後 ，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
Odoribacter splanchnicus、Desulfovibrio desulfuricans 之 CutC/D 蛋白質都能夠大量
表現，確定 CutC/D 蛋白質在 Escherichia coli BL21(DE3)能正常表現。

3.12

以 Escherichia coli BL21(DE3) 表 現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之 CutC/D 進行三甲胺測定
將

Desulfovibrio

desulfuricans

、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

Odoribacter splanchnicus 之 cutC/D 送到 pET28c 後，利用 Escherichia coli BL21(DE3)
表現，分別以 pET28c-Dd、pET28c-Rb、pET28c-Os 表示。將五隻菌進行三甲胺測
定，pET28c-Dd 作為陽性對照組，如表 十七所示。實驗結果發現加入 d9-choline
後，pET28c-Dd 的 d9-TMA 有上升的趨勢，其他菌種則沒有變化。若改以加入
d9-carnitine，全部菌種的 d9-TMA 都沒有上升趨勢，且 d9-carnitine 也不會被代謝
成中間物 d9-γ-butyrobet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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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討論

關於腸道菌叢之貯存與培養，從上述實驗結果得知高登培養基及非選擇性培
養基可培養出較多菌種，因此選用此二種培養平台作為後續腸道菌叢實驗之培
養。雖然以新鮮檢體直接做培養可以培養較多菌種，但收集較困難，因此後續實
驗主要以冷凍檢體做培養，特殊病人再收集新鮮檢體。由此，腸道菌叢的貯存方
式與培養方法確立。
關於腸道菌叢之鑑定方法，實驗中所用的基質輔助雷射脫附游離飛行時間質
譜儀鑑定效果不佳，因目前仍在測試階段，且推測各國的腸道菌叢差異性大，台
灣的腸道菌叢圖譜資料庫的完整性不如國外，因此無法辨識太多菌種。後來以細
菌 16S 核醣體 DNA 定序鑑定菌種，雖然進行菌種鑑定時可能同時比對到 2 種以
上的菌種，但明顯比基質輔助雷射脫附游離飛行時間質譜儀鑑定效果好，後續實
驗以此做為鑑定方式，而基質輔助雷射脫附游離飛行時間質譜儀也同時建立圖譜
資料庫，未來將有助於菌種鑑定。
關於腸道菌叢之分離方式，利用高登培養基分離菌種的效率大約為 41.7%，
而利用選擇性培養基分離菌種的效率大約為 58.3%，大約提升了 17%，可分離出
較多菌種，且先前研究已知 11 種選擇性及 5 種非選擇性培養基個別可培養出的菌
種，因此若未來欲研究的菌種可對應到所需的培養基，則利用該培養基來分離菌
種。由於分離菌種效率最好仍只有 60%以下，因此仍須開發其他更好的菌種分離
方法。
先前在比較菌種之鑑定方法，以及分析高登培養基培養之腸道菌叢時，有培
養出少部分的 uncultured Ruminococcus，將這些 uncultured Ruminococcus 進行三甲
胺 測 定 ， 可 以 看 見 許 多 腸 道 菌 叢 會 將 d9-choline 代 謝 ， 但 代 謝 效 果 不 如
Desulfovibrio desulfuricans 好。另外，有些腸道菌叢會將 d9-L-carnitine 代謝產生
d9-TMA，也有中間產物 d9-γ-BB 的生成，另外也發現 Desulfovibrio desulfuricans
不會將 d9-L-carnitine 代謝產生 d9-TMA，只能代謝 d9-choline，後續會將三區畫
線分離的菌種，再次確認是哪一隻菌可將 d9-L-carnitine 代謝產生 d9-γ-BB 或
d9-TMA，未來的三甲胺測定也可作為陽性對照組。從結果中可以猜測，健康人也
有很多可以代謝膽鹼、左旋肉鹼，產生三甲胺的腸道菌，但在 CAD 病患中可能
可以找到代謝率更高的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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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們合作實驗室利用宏基因組定序方式，發現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高
度存在於氧化三甲胺濃度較高的健康受試者糞便檢體中，且有 cutC、cutD 基因存
在，我們利用此分析結果所獲得的 cutC、cutD 基因序列設計專一性引子，以分離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個別提取糞便中的 DNA，再用專一性引子進行 PCR。
在 V14 檢體中，無論利用 cutD 基因的引子或是 cutD 基因內的引子皆可檢測到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的存在。但目前仍無法從 V14 分離培養出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可能是由 於目前實驗室所使用的培養基皆不適合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之 生 長 ， 或 是 因 為 檢 體 是 以 冷 凍 方 式 進 行 保 存 ，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可能較難保存，須利用新鮮檢體進行培養。
給予健康受試者左旋肉鹼後找到能代謝膽鹼功能的菌種，目前尚未有研究表
明 cutC、cutD 基因所轉譯的蛋白質與左旋肉鹼代謝之關聯性。將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的 cutC、cutD 基因送入大腸桿菌中作表現，進行三甲胺測定，發現
cutC、cutD 基因所轉譯蛋白質無法將左旋肉鹼、膽鹼代謝成三甲胺，因此，目前
仍無法確定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與 CAD 的相關性。先前提及與我們合作實
驗室利用宏基因組定序(shotgun metagenomic sequencing)方式，發現 Odoribacter
splanchnicus、Ruminococcus bicirculans、Bacteroides cellulosilyticus 三者皆有 cutC、
cutD 基因存在，但從胺基酸序列互相比對後，發現差異性大，推測是否功能因此
有所差異，因而不會將左旋肉鹼、膽鹼代謝成三甲胺。另外，最近一篇研究發現
左旋肉鹼並不是直接被代謝成三甲胺，而是透過某些腸道菌種先將左旋肉鹼代謝
成中間物 γ-丁基甜菜鹼，而另外一些腸道菌種會將 γ-丁基甜菜鹼代謝成三甲胺，
因此後續實驗將會以 d9-γ-BB 作為反應物，觀察 CutC、CutD 是否可將 γ-丁基甜
菜鹼代謝成三甲胺，探討其與 CAD 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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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一

以次世代定序分析不同培養基培養之健康人腸道菌叢

將三位健康人的糞便檢體塗盤於不同培養基，以次世代定序分析培養出的菌種
比例是否有所異同，分析結果發現，新鮮檢體直接進行次世代定序有 471-693 個操
作分類單元；高登培養基可培養出 415-762 個操作分類單元；非選擇性培養基可培
養出 560-633 個操作分類單元；選擇性培養基可培養出 307-585 個操作分類單元 (圖
爾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ubjectA/B/C:三位健康人；1:新鮮檢體直接進行次世代定序；2:新鮮檢體培養於高登
培養基；3:新鮮檢體培養於 5 種非選擇性培養基；4:新鮮檢體培養於 11 種選擇性培
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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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

以次世代定序分析三位健康人在不同培養基所含冠狀動脈疾病相關腸道

菌比例
以次世代定序分析三位健康人所含冠狀動脈疾病相關腸道菌比例，發現有微
量的 Ruminococcus_1、Ruminococcus_2、Lachnospiraceae_ND3007_group、
Lachnospiraceae_NK4A136_group、Lachnospiraceae_UCG-001、
Lachnospiraceae_UCG-004、Lachnospiraceae_UCG-010、Mollicutes (圖爾思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subjectA/B/C:三位健康人；1:新鮮檢體直接進行次世代定序；2:新鮮檢體培養於高
登培養基；3:新鮮檢體培養於 5 種非選擇性培養基；4:新鮮檢體培養於 11 種選擇
性培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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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

以次世代定序分析不同保存檢體方式培養之健康人腸道菌叢

健康受試者的糞便檢體收集後，分別貯存在 Puritan 運輸培養液室溫下 4 小時、室溫下 48
小時、4℃72 小時，以及直接冷凍貯存，分別塗盤在高登培養基後，與直接培養於高登培養基
的新鮮檢體做比較，次世代定序分析結果發現，新鮮檢體可培養出 347-606 個操作分類單元；
在 Puritan 運輸培養液室溫下 4 小時可培養出 258-310 個操作分類單元；室溫下 48 小時可培養
出 507-576 個操作分類單元；4℃72 小時可培養出 400-519 個操作分類單元；冷凍檢體可培養出
101-400 個操作分類單元 (圖爾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ubjectA/B/C:三位健康人；2:新鮮檢體培養於高登培養基；5:貯存在 Puritan 運輸培養液室溫 48
小時；6:貯存在 Puritan 運輸培養液 4℃72 小時；7:直接冷凍貯存的檢體；8:貯存在 Puritan 運輸
培養液室溫 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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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

以次世代定序分析三位健康人在不同保存檢體方式所含冠狀動脈疾病相

關腸道菌比例
以次世代定序分析三位健康人所含冠狀動脈疾病相關腸道菌比例，發現有微
量 的 Ruminococcus_1 、 Ruminococcus_2 、 Lachnospiraceae_ND3007_group 、
Lachnospiraceae_NK4A136_group

、

Lachnospiraceae_UCG_004

、

Lachnospiraceae_UCG_010、 Lachnospiraceae_FCS020_group、 Mollicutes (圖爾
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ubjectA/B/C:三位健康人；2:新鮮檢體培養於高登培養基；5:貯存在 Puritan 運輸培
養液室溫 48 小時；6:貯存在 Puritan 運輸培養液 4℃72 小時；7:直接冷凍貯存的檢
體；8:貯存在 Puritan 運輸培養液室溫 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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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

以 16S rDNA 序列設計專一性引子分離高三甲胺產生表型之相關菌種

以 16S rDNA 序列設計專一性引子，以分離 Ruminococcus_1、Lachnospiraceae
NC2004 group、Mollicutes RF9 高三甲胺產生表型之相關菌種。當 subject A 稀釋至
2×104 CFU/mL 時，Lachnospiraceae NC2004 group 有微弱的條帶，但由於細菌之
16S rDNA 序列屬於保守區域，無法判斷是由於檢體中不含此特殊菌、引子專一性
不足或是高登培養基無法培養此三株特殊菌種等。
Ruminococcus_1-F/R 所夾片段為 163 bp；Lachnospiraceae NC2004 group-F/R 所夾
片段為 190 bp；Mollicutes RF9-F/R 所夾片段為 205 bp
每一個 lane 為 24 孔盤所洗下來的菌液，總共有 24 個 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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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六

分析高登培養基培養之腸道菌叢

為了了解健康人的腸道菌叢中有多少種能夠被高登培養基培養出的腸道菌，
將 subject B、subject C 塗盤於高登培養基，分析結果發現，瘤胃球菌屬(Ruminococcus)
可培養出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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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七

以次世代定序分析十位健康受試者所含冠狀動脈疾病相關腸道菌比例

以次世代定序分析十位健康受試者所含冠狀動脈疾病相關腸道菌比例，發現
有微量的 Ruminococcus_1、Ruminococcus_2、Lachnospiraceae_ND3007_group、
Lachnospiraceae_NK4A136_group、Lachnospiraceae_NC2004_group、 Mollicutes
血漿中為高濃度氧化三甲胺之健康受試者:V14、O08、O09、O10、O27
血漿中測量到較高濃度的氧化三甲胺之健康受試者:V06、V09、V15、O06、O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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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八

以 cutC、cutD 基因設計引子尋找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健康受試者之糞便檢體為吳偉愷醫師團隊提供，各別提取糞便中的 DNA，再
以 cutC、cutD 基因序列設計之專一性引子進行 PCR。在 V14 檢體中，無論利用 cutD
基因的引子或是 cutD 基因內的引子皆可檢測到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的存在。
血漿中為高濃度氧化三甲胺之健康受試者:V14、O08、O09、O10、O27
血漿中測量到較高濃度的氧化三甲胺之健康受試者:V06、V09、V15、O06、O07

31

doi:10.6342/NTU201901050

圖 九

將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cutC/D 基因送入 pET-28c

將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之 cutC/D 基因放大後，送入 pET-28c，完成帶有
目 標 基 因 之 質 體 建 構 ， 之 後 再 以 Escherichia coli BL21(DE3) 做 表 現 。
Odoribacter splanchnicus 是高度存在於氧化三甲胺濃度較高的健康受試者糞便檢
體的其中一隻腸道菌，Desulfovibrio desulfuricans 則可做為之後三甲胺測定之陽性
對照組(由佩芳學姊提供)。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cutCD: 3623bp
Desulfovibrio desulfuricans cutCD:3587bp
Odoribacter splanchnicus cutCD:3189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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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以 Escherichia coli BL21(DE3)表現 CutC/D 蛋白質

在 d9-L-carnitine (上)、d9-choline (中)、γ-BB (下)存在下，以 IPTG 誘導後，三
種菌之 CutC/D 蛋白質都能夠大量表現，確定 CutC/D 蛋白質在 Escherichia coli
BL21(DE3)能正常表現。
Desulfovibrio desulfuricans CutC: 94kDa CutD: 35kDa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CutC: 77kDa CutD: 28kDa
Odoribacter splanchnicus CutC: 89kDa CutD: 29kDa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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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

高登培養基(GM)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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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

本研究所使用引子
引子名稱

序列(5’-3’)

用途
colony PCR

16S-V3F

CCTACGGGNGGCWGCAG

16S-V4R

GACTACHVGGGTATCTAATCC

菌種鑑定

16S-F

AGAGTTTGATCMTGGCTCAG

colony PCR

16S-R

AAGGAGGTGWTCCARCC

菌種鑑定

Ruminococcus_1-F

GTAAACTCCTGTTGAAGAGGACGAT

colony PCR

Ruminococcus_1-R

CATAGTTTTCACATCTGACTTGCCATC

菌種分離

Lachnospiraceae NC2004
group-F
Lachnospiraceae NC2004
group-R

GGGAGCGCAGGCGGCAT

colony PCR
菌種分離

GAGCCTCAGCGTCAGTCATC

Mollicutes RF9-F

TTAGGGACGAACGACCAGTATAG

colony PCR

Mollicutes RF9-R

AACAGTTTTGGTGGCGAACCGAA

菌種分離

cutD-F

ATGGAGGGATTTATACATTCTACGG

從 stool 抽
gDNA
確認有無目
cutD-R

GCGGCGTTGAAAAAGAGAAAATAG

標菌種
從 stool 抽

cutD(inner)-F

AAAGCTTTGGTACGGTGGACG
gDNA
確認有無目

cutD(inner)-R
XhoI-F

GTGAGATAAACTCACCCAGCC
TCGAGCACCACCACCAC

標菌種
Inverse PCR
放大

NcoI-R
pET28c_CD NcoI-F

pET28c_CD XhoI-R

CATGGTATATCTCCTTCTTAAAGTTA

pET-28c

AGGAGATATACCATGGAAAGACAGT

cutC/D 基因

TTTATGACGAATG
GGTGGTGGTGCTCGAGTTTTCTCTTT
TTCAACGCCGC

二側帶有
NcoI 和 XhoI
之序列

接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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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名稱

序列(5’-3’)

用途

T7-promoter

TAATACGACTCACTATAGGG

確認是否成功

T7-terminator

TGCTAGTTATTGCTCAGCCG

送入基因

outcutC-F

TTCCGTGAATTGGGTAACCG

outcutC-R

TATCGTAAGATGACCCTGACCG

outcutD-F

TTTGTGAGCGAGCAGAAACGG

outcutD-R

TCAAACCTACAGCCCTTTCGC

cutC(inner)-F

TACTGGTATCGCTGGTCTGTC

cutC blunt-F

GAAAGACAGTTTTATGACGAATGGG

cutC blunt-R

GAACCCCATCTTCGTTAAGCTC

cutD blunt-F

GAGGGATTTATACATTCTACGGAAAG

cutD blunt-R

GTTTTCTCTTTTTCAACGCCGC

outerIIcutC-F

TTGAGGTAATATGTGCTGCCCG

outerIIcutD-R

TCATTCAGAGAATGTGCGTTTCC

Seq cutC-F

AGGAGCTTAACGAAGATGGG

Seq cutD-R

CCGTAGAATGTATAAATCCCTCC

incutC-F

CGTTTTTGACGCTTACACACC

incutC-R

TTTACATACAGACCAGCCAGC

cutC/D 定序

cutC/D 定序
cutC/D 定序
cutC/D 定序

cutC/D 定序

cutC/D 定序

cutC/D 定序

cutC/D 定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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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

以次世代定序分析三位健康人在不同培養基所含冠狀動脈疾病相關腸道

菌比例

以次世代定序分析三位健康人所含冠狀動脈疾病相關腸道菌比例，發現有微
量 的 Ruminococcus_1 、 Ruminococcus_2 、 Lachnospiraceae_ND3007_group 、
Lachnospiraceae_NK4A136_group

、

Lachnospiraceae_UCG-001

、

Lachnospiraceae_UCG-004、Lachnospiraceae_UCG-010、Mollicutes
subjectA/B/C:三位健康人；1:新鮮檢體直接進行次世代定序；2:新鮮檢體培養於高
登培養基；3:新鮮檢體培養於 5 種非選擇性培養基；4:新鮮檢體培養於 11 種選擇
性培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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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

以次世代定序分析三位健康人在不同保存檢體方式所含冠狀動脈疾病相

關腸道菌比例

以次世代定序分析三位健康人所含冠狀動脈疾病相關腸道菌比例，發現有微
量 的 Ruminococcus_1 、 Ruminococcus_2 、 Lachnospiraceae_ND3007_group 、
Lachnospiraceae_NK4A136_group

、

Lachnospiraceae_UCG_004

、

Lachnospiraceae_UCG_010、 Lachnospiraceae_FCS020_group、 Mollicutes
subjectA/B/C:三位健康人；2:新鮮檢體培養於高登培養基；5:貯存在 Puritan 運輸培
養液室溫 48 小時；6:貯存在 Puritan 運輸培養液 4℃72 小時；7:直接冷凍貯存的檢
體；8:貯存在 Puritan 運輸培養液室溫 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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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

以基質輔助雷射脫附游離飛行時間質譜儀鑑定菌

種

G:高登培養基(GM)；B: BL，為非選擇性培養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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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

以菌落聚合酶連鎖反應鑑定菌種

G:高登培養基(GM)；B: BL，為非選擇性培養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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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七

以高登培養基分離菌種

在高登培養基隨機挑選 24 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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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八

以選擇性培養基分離菌種

在選擇性培養基隨機挑選 48 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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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九

11 種選擇性培養基與 5 種非選擇性培養基個別可培養出的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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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十

分析高登培養基培養之腸道菌叢

為了了解健康人的腸道菌叢中有多少種能夠被高登培養基培養出的腸道菌，
將 subject B、subject C 塗盤於高登培養基，分析結果發現，瘤胃球菌屬(Ruminococcus)
可培養出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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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十一 加入 d9-choline 後 Uncultured Ruminococcus 之三甲胺測定

將先前實驗培養的 uncultured Ruminococcus 進行三甲胺測定，以 d9-choline 做
為 反 應 物 ， 並 以 Desulfovibrio desulfuricans(ATCC 27774) 做 為 陽 性 對 照 組 。
Desulfovibrio desulfuricans(ATCC 27774)在本次實驗中，有汙染的情況發生，因此
d9-TMA 沒有上升，而 12G9、16F5、17G5 這幾隻 uncultured Ruminococcus 在加入
d9-choline 後，d9-TMA 有上升的趨勢，但由於在 96 孔盤中冷凍保存容易相互汙染，
因此後續會將這三組進行三區畫線，挑出單一菌落，確認是否為 uncultured
Ruminococ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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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十二 以三區畫線確認菌種(12G9、16F5、17G5)

12G9、16F5、17G5 進行三區劃線並以 16S 定序分析，發現有常見的腸道菌叢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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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十三 16F5 分離之菌種進行三甲胺測定

將 16F5 分離出來的菌種(16F5-1、16F5-2、16F5-3、16F5-4)進行三甲胺測定，
確定是其中的 Escherichia coli 將 d9-choline 代謝，產生 d9-T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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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十四 加入 d9-carnitine 後 Uncultured Ruminococcus 之三甲胺測定

將先前實驗培養可能為 uncultured Ruminococcus 菌種進行三甲胺測定，以
d9-carnitine 做為反應物，3D11、6G3、13E3、5F9、6A11、5H3 這幾隻 uncultured
Ruminococcus 在加入 d9-carnitine 後，d9-γ-butyrobetaine 和 d9-TMA 有上升的趨
勢，γ-butyrobetaine 則是背景值，存在於 GM broth 中。由於在 96 孔盤中冷凍保存
容易相互汙染，因此後續會將這六組進行三區畫線，挑出單一菌落，確認是否為
uncultured Ruminococ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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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十五 以三區畫線確認菌種(3D11、5F9、5H3、6A11、6G3、13E3)

3D11、5F9、5H3、6A11、6G3、13E3 進行三區劃線並以 16S 定序分析，發現
有常見的腸道菌叢存在。

49

doi:10.6342/NTU201901050

表 十六 以次世代定序分析十位健康受試者所含冠狀動脈疾病相關腸道菌比例

以次世代定序分析十位健康受試者所含冠狀動脈疾病相關腸道菌比例，發現
有微量的 Ruminococcus_1、Ruminococcus_2、Lachnospiraceae_ND3007_group、
Lachnospiraceae_NK4A136_group、Lachnospiraceae_NC2004_group、 Mollicutes
血漿中為高濃度氧化三甲胺之健康受試者:V14、O08、O09、O10、O27
血漿中測量到較高濃度的氧化三甲胺之健康受試者:V06、V09、V15、O06、O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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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十七 以 Escherichia coli BL21(DE3)表現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之 CutC/D 進
行三甲胺測定

將

Desulfovibrio

desulfuricans

、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

Odoribacter splanchnicus 之 cutC/D 送到 pET28c 後，利用 Escherichia coli BL21(DE3)
表現，分別以 pET28c-Dd、pET28c-Rb、pET28c-Os 表示。將五隻菌進行三甲胺測
定，pET28c-Dd 作為陽性對照組。實驗結果發現加入 d9-choline 後，pET28c-Dd 的
d9-TMA 有上升的趨勢，其他菌種則沒有變化。若改以加入 d9-carnitine，全部菌種
的 d9-TMA 都 沒 有 上 升 趨 勢 ， 且 d9-carnitine 也 不 會 被 代 謝 成 中 間 物
d9-γ-butyrobet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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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圖 一

健康受試者之血漿所含氧化三甲胺濃度

在臨床實驗中， 健康受試者給予 1200 mg 的左旋肉鹼，其中，有 14 位在血
漿中可測量到較高濃度的氧化三甲胺，另外 14 位則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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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圖 二

28 位健康受試者之腸道菌叢分布情形

根據血漿中氧化三甲胺濃度將受試者分成二組，發現二組受試者的腸道菌叢
有不同的分布情形，在血漿中測量到較高濃度的氧化三甲胺隻健康受試者，腸道
菌叢中有較高比例的 Ruminococcus_1、Lachnospiraceae NC2004 group、Mollicutes
R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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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圖 三

Odoribacter splanchnicus 、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 、 Bacteroides

cellulosilyticus 皆有 cutC、cutD 基因
與我們合作實驗室利用宏基因組定序方式，發現 Odoribacter splanchnicus、
Ruminococcus bicirculans、Bacteroides cellulosilyticus 高度存在於氧化三甲胺濃度
較高的健康受試者糞便檢體中，且三者皆有 cutC、cutD 基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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