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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銘源教授2004年加入澳門大學中華醫藥硏究院任教、並聯

同學院教師、研究生及本科生開始到不同的澳門中學進行科普講

座、介紹DNA的神秘面紗和DNA科學鑒證的原理，他發現很多同學

對DNA科學實驗感到非常大的興趣，但因當時大部份學校未有足

夠的實驗條件進行相關實驗，所以李教授與多名本地硏究生開創

了流動實驗室的新理念、帶同實驗器材教具進入學校，指導學

生動手做科學鑒證的DNA指紋圖譜實驗，出其不意地深受師生歡

迎。

   2008年，當時澳門科學技術協進會李怡平理事長及澳門大學

的中華醫藥硏究院李銘源教授科普團隊帶領下，由教育發展基金

贊助，在全澳中、小學展開了“普及生物技術教學實驗活動”，

全方位支持科學老師及技術員相關的教學實驗。其活動的宗旨

為：

  幫助全澳中、小學教師和實驗室管理員、技術員掌握生命科學

上最新的知識和資訊；

• 從小學、初中起步，建立系統的生命科學實驗系列，幫助學生

從小培養對科學的興趣；

•培訓學校中的學生領袖，使生命科學的普及得到最直接的傳播；

•為學校提供實驗器材和資源，讓同學們有更多的機會接觸科學，

培養更多對科學有興趣的新一代；

• 推廣實驗室安全知識，幫助老師和實驗室管理員、技術員解決

序言

有關在採購、實驗管理、實驗室安全和廢棄物處理上的問題；

• 建立平台讓教師、實驗室管理員和技術員能與周邊地區人員進

行交流，分享經驗。同時，通過此平台為教師、實驗室管理員和

技術員提供專業培訓及認證的機會。

    在 2010年已為29所學校提供教學實驗活動，服務了約1,700

名師生，而至 2012 年，服務了約 40 所學校，參與活動的師生已

續漸增加至 4,000 人次。且在 2013 年，在新任理事長崔世平博

士的帶領下，協會如常展開科普活動及教師培訓工作坊，參與的

師生繼續不斷上升，“普及生物技術教學實驗活動”在澳推廣至

今已十週年、已服務超過 30,000 師生人次，計劃的成功主要是

由於本澳老師教學熱誠、學生對自然科學的愛戴、以及多年來無

數的澳大的教授們、就讀的硏究生、本科生、全職導師無私付出

及教青局的支持，才得以順利開展，我們會不斷提升及改進我們

的實驗教材套，藉以提升學生們對科學的興趣、課外資訊和生物

技術實驗水平，以科學融於生活。而在工作坊的培訓方面，繼續

邀請不同的海外及本地專家，深入淺出地介紹前沿的生物技術知

識、實驗室常規性安全知識、實地考察的形式，走訪本澳及外地

的山林和濕地，使老師從中學習實驗的原理及過程，從而在課堂

上進行教學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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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一
口頰細胞DNA 抽提 – 
自製基因小瓶
DNA Extraction – 
Gene in Bottle

科學家打開古墓提取 DNA 或揭《蒙娜麗莎》真面目

報章來源：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3/08-11/5147763.shtml

報章日期：2013 年 8 月 11 日

小偷用口香糖開鎖盜竊  警察提取 DNA 破案

報章來源 : http://news.nen.com.cn/system/2013/04/26/010341743.shtml

報章日期：2013 年 4 月 25 日

實驗前思考

    	  意大利城市佛羅倫薩的科學家打開一座古墓提取 DNA，希望籍此解

開達芬奇筆下《蒙娜麗莎》畫中人的身份之謎。這座古墓內埋葬的是絲

綢商人喬貢多之妻麗莎 • 蓋拉爾迪尼（Lisa Gherardini）的家人。據

信，她曾經為達芬奇作模特。

科學家希望，此次提取的 DNA 能夠幫助鑑別去年從附近聖厄爾索拉

修道院中發現的三位女性遺骨。幾百年來，“蒙娜麗莎”原型的身份和

她的微笑一樣一直是一個解不開的謎。為了獲取 DNA，科學家在教堂石

地板上切割一個圓孔，地下是佛羅倫薩絲綢商人弗朗切斯科 • 喬貢多

（Francesco del Giocondo）的家族墓穴。研究人員將把獲取的 DNA 與

從修道院中發現的遺骨 DNA 加以對比。

01

	

麗莎 • 蓋拉爾迪尼在 1542 年死於修道院內。研究人員希望，此次打開的古墓內遺骨中至少包

括她的一位血親，比如，她的兒子皮耶羅（Piero）。

研究人員說，如果 DNA 匹配，“就等於找到了蒙娜麗莎。”此後，研究人員將可以通過頭骨塑造

出麗莎 • 蓋拉爾迪尼的原貌，並與名畫《蒙娜麗莎》加以比較。

NEWS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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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甚麼 DNA 能夠幫助鑑別身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為何遺骨裏仍存在 DNA ？怎樣從遺骨中提取 DNA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在上述兩篇報道，抽取 DNA 能協助研究人員及警察辨認身份外，DNA 還可以在哪些領域上有幫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僅憑一塊小小的口香糖，就能打開各式厚重

的防盜門，一名男子利用“絕活”半年內作案十

餘起，盜竊財物價值十餘萬元。25 日，福建泉州

鯉城公安刑偵大隊對外通報，成功將利用口香糖

技術開鎖入室盜竊的毛賊丁某及同夥宋某抓獲。

近一段時間以來，泉州鯉城警方連續接到報

案，多起被盜住戶家中門窗都未被破壞，經現場

勘察，未發現案犯留下任何指紋及相對明顯的線

索。

心的民警發現，雖然現場找不到指紋等明顯

的痕跡，但防盜門鎖孔內卻都殘留口香糖痕跡，

警方據此判斷應為同一夥人所為，且案犯極有可

能有犯罪前科。

經過比對，警方通過嫌疑人遺留在現場的口

香糖上提取的DNA鎖定四川籍丁某。 24日凌晨，

民警在泉州鯉城一家酒吧內，成功將丁某及同夥

宋某抓獲。經訊問，丁某交代了利用口香糖開鎖

入室盜竊的犯罪事實。

落網後，丁某交代，他開鎖的功夫，是之前

坐牢時，裏面的“高人”傳授給他的，他通過將

口香糖嚼軟後塞進鎖孔等導致鎖孔失效，再用特

製的工具開鎖入室行竊。為掩人耳目，丁某和同

夥作案時，都脫下腳上所穿的襪子套住雙手，以

免留下指紋。

經查，丁某利用這種口香糖技術開鎖在泉

州、南安等地作案多起。目前，“口香糖大盜”

丁某及宋某已移泉州警方刑事拘留，案件還在進

一步審理當中。

思考問題

1.1

實驗目標

實驗介紹

甚麼是 DNA ？

2.1

2.2

4. 你認為透過對比 DNA 可以找岀自己的血親嗎？為甚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驗簡介02

利用 DNA 抽提技術， 製作自己專屬的基因小瓶

脫氧核糖核酸（DNA）是一種存在於包括細菌、植物和動物在

內的所有生命體的分子。DNA 攜帶有可從父母遺傳給子女的遺傳信

息。它決定一個人的頭髮、眼睛、膚色、面部特徵、身高和血型。

它使個體獨一無二，同時又帶有全人類共同的關於人體的資訊。

換言之，你的 DNA 就像是你整個身體的生長和發育的藍圖。你

的 DNA 藍圖是一半你母親 DNA 和一半你父親的 DNA 的組合體。這就

是為甚麼你有來自於雙方的特徵。

DNA 包含有 4 個化學單位，以他們英文名稱的首字母簡稱：腺

嘌呤 A(adenine)， 鳥嘌呤 G(guanine)， 胸腺嘧啶 T(thymine)，和

胞嘧啶 C(cytosine)。

	

	
	 	 	

腺嘌呤 A(adenine) 鳥嘌呤G(guanine) 胸腺嘧啶T(thymine) 胞嘧啶C(cyto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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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4 個字母組成了遺傳信息的編碼。DNA 編碼的字母功能與

字母表中的字母的功能很相像。英語字母表中，26 個字母可以

以無限種方式排列組成單詞和句子，從而產生各種資訊；類似

的，DNA 的 4 個化學字母可以組織產生能被細胞理解的資訊，稱

之為“基因”。基因含有製造蛋白質的資訊，而蛋白質是幾乎所

有身體和細胞結構與功能的基礎。一個基因就像是一個功能表，

因為它攜帶由所有蛋白質合成所需要的資訊。(圖 1.1)

	
你的 DNA 序列是你的全部基因中的化學字母的特殊組合與排列。科學家們已經測定出人類 DNA 序列 99.9%

是完全一樣的。也就是說人與人之間這不到 0.1% 的序列差異使我們每個人都變得獨特。換句話說，你與你同

學的不同是由你們基因組中的化學字母的偶然差異引起的。

生物體的基本單位是細胞——它們組成了你所有的組織和器官（例如，

肌肉、消化系統、皮膚、腺體等）。細胞內的細胞核就像是細胞的控制司令部，

它含有 DNA 分子，是細胞功能的主要指導者。（圖 1.2）

圖 1.1 人類的 23 對染色體

圖 1.3 染色體

圖 1.2 動物細胞

圖 1.4 DNA 雙螺旋

在哪裡能找到 DNA?

人類 DNA 組織成 46 個緊密盤繞的結構。每次一個細胞為了生長，修復，

或繁殖而分裂成二個完全相同的細胞時，染色體就會被複製，從而保證新細

胞得到生物體基因藍圖的一個完整拷貝。（圖 1.3）

在分子角度來看，DNA 看起來像盤旋的階梯。這個階梯事實上由 2 股 DNA

鏈組成，鏈上的 A、T、C、G 化學字母配對形成橫檔。由於 DNA 雙鏈形成這樣

的螺旋形狀，因此這種結構被稱為 DNA 雙螺旋結構。DNA 的每條鏈都很細長且

緊緊地盤繞使它能裝在細胞核裏。

如果一個人類細胞中的所有 46 條染色體都被解開並首尾相接地排列在一

起，那麼DNA將會有 2米長 --但只有 2納米（一米的十億分之二）寬。（圖1.4）

	

	

在這個活動的開始，學生們先要刮取他們口腔內側的細胞，並把收

集到的細胞置於一個裝有裂解液的小試管。裂解液中含有去垢劑，可使

磷脂結構的細胞膜和核膜破裂，釋放 DNA。它也含有一個可維持溶液 pH

的緩衝劑從而使 DNA 保持穩定。

蛋白酶 （一種消化蛋白質的酶） 的加入可除去結合在 DNA 上的蛋白

質並破壞細胞內可消化 DNA 的酶。這就最大限度地保證了你抽提到的完

整 DNA 的數量。含有蛋白酶的細胞抽提物需要在 50OC 溫浴，這是蛋白

酶活性的最佳溫度。（圖 1.5）

DNA 和其他的細胞組分，如脂肪、糖和蛋白質溶解在裂解液中。

DNA 骨架上的磷酸基團使得 DNA 帶有一個負電荷，這個負電荷使得 DNA

變得可溶。

當樣品中加入鹽時，鹽上帶正電荷的鈉離子會與 DNA 上的負電荷相

吸引，中和 DNA 的電荷。這就使得 DNA 分子聚在一起而不是相互排斥。

加入預冷的酒精可沉澱 DNA，因為 DNA 在高鹽和酒精中是不可溶的。

DNA 的沉澱開始在酒精層介面形成可見的，纖細的白絲，而其他的細胞

組分仍保持在溶液中。（圖 1.6）

圖 1.5 蛋白酶消化蛋白質的過程

圖 1.6 DNA 的沉澱

	

	

收集細胞

3.1

我們怎樣才能看見DNA？03

為了要看見你的 DNA，我們會收集細胞，將之破裂，並將所有細胞內的

DNA 濃縮在一起。只要用一個刷子溫和而充分地刮擦你口腔的內側，你就能

收集數千個細胞。你口腔周圍的細胞分裂頻繁，新的細胞不斷的替換它們，

所以容易脫落。實際上，每次你吃東西咀嚼時，這些細胞都會脫落並被替換。

	

抽提和沉澱 DNA: 它是怎麼運作的？

DNA 沉澱而成的白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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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問題：

思考問題：

1.你怎麼能證實你是否真的從你的口頰收集到了細胞？你會使用甚麼樣的實驗室儀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當你洗盤子時，是溫水還是冷水的效果好？裂解細胞時，你認為是高溫還是低溫更有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當你裂解細胞後，你認為你能看到你的 DNA 嗎？為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裂解細胞

3.2

一旦你收集好細胞，這些細胞就需要被裂解以釋放 DNA。因

為細胞膜和核膜是由脂肪和蛋白質組成的，去垢劑將會溶解細胞

的膜，就像洗盤子的去垢劑溶解沾滿油污的盤子上的油脂和蛋白

質。膜的溶解導致了 DNA 被釋放。細胞破裂的過程被稱為裂解

（Lysis），含有去垢劑的溶液被稱為裂解液（Lysis buffer）。

（圖 1.7，圖 1.8）

	 	

思考問題：

4.在你的身體裏，你認為在哪裏可以找到蛋白酶？提示：你所吃的蛋白質是在哪裏被消化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除去蛋白質

濃縮 DNA

3.3

3.4

DNA緊密地包圍著蛋白質。就想線軸對於線的作用一樣，

這些蛋白使 DNA 有組織地緊緊纏繞，從而不會在細胞核內纏

結。去除蛋白質使 DNA 鬆開、膨脹，接著可以與其他細胞的

DNA 一起聚集成一團，以便於我們可以看到 DNA。將蛋白酶於

裂解後的口頰細胞共同溫浴，可以降解蛋白質，使之不再結

合 DNA。

蛋白酶是一種酶，或蛋白質機器，它的最佳作用溫度是

50℃，相當於微燙的水的溫度。蛋白酶可以破壞結合在 DNA

上的蛋白質，同時還有助於消化所有殘存的細胞膜或核膜的

蛋白質。

	

DNA 鏈實在是太細了，當它們溶解在溶液中時，是不可能被看到的。把細長的 DNA 分子

想像成纖細的白絲線，如果把絲線沿著一個房間拉直，我們將很難看到它。為了使絲線能更

好地被看見，你可以把它們收集在一起並在地板上堆起來。在這個實驗中，你將用鹽和預冷

的酒精把 DNA 從溶液裏分離出來，或稱沉澱。鹽和預冷的酒精造成一種環境使 DNA 不能保持

在溶液裏，這樣 DNA 就會結團形成一個可見的固體物質。

圖 1.7 裂解液 圖 1.8 細胞破裂的過程 (裂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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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問題：

5.你試過把糖加到冰茶裏嗎？糖容易化嗎？比起把同等量的糖放到同等量的熱茶中的情形怎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沉澱的 DNA 看起來是甚麼樣子的？

3.5

像糖和鹽一樣，DNA 溶解在液體裏時是無色的，但當它沉澱出足

夠看見的數量時，它是白色的。沉澱時，它以漂浮在液體裏非常纖細

的白絲線的形態出現。這些絲線比較脆弱，像非常細的麵條一樣，如

果操作粗暴會把它們打斷。而且，如果把一團沉澱 DNA 從液體裏拉出

來，它們就會結成塊，就像把煮熟的麵條從水裏拿出來會結成塊一樣。

	

實驗試劑 :( 四人一組）04

 
  95% Ethanol( 乙醇 ),10ml, 預冷  4 支

  Lysis Buffer( 裂解液 )-10ml 1 支

  Saturated Protease solution( 飽和蛋白酶溶液 )   
  [Prot],1ml

1 支

實驗步驟05

取一支空的 15ml 圓底試管，用耐

久記號筆寫上你的名字。

在紙杯中加入少許蒸餾水（大約

3ml）， 然後用水潄口30秒或以上，

為了得到最佳實驗結果，請確定你

花了所推薦的時間用於收集細胞。

然後吐回紙杯

加入2ml的裂解液 （Lysis）於試管中。 蓋上細胞提取物管蓋子，溫和的上下顛

倒 5次以混勻。觀察並記錄管內的情況。

小心溫柔地按摩口頰兩側，維持30秒。

小心不要傷著自己。(不要吞下唾液 )

用塑膠移液管將 3ml 漱口液收集於

15ml 圓底試管中（注意大約液體容量

約為 3ml）。

	
	

	

	

	
	 加入 2ml的裂

解液	

1

3

5 6

4

2

用塑膠移液管將
3ml 漱口液收集於
15ml 圓底試管中

漱口 30 秒，以獲
取你的口頰細胞

	 溫和的上下顛倒 5次	

	

名子

加入 2ml 的裂解液 溫和的上下顛倒 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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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標有Prot的試管中吸取5滴（200μl） 
蛋白酶（Prot），加入到含有你細胞

抽提物的試管裏。蓋上細胞提取物管

蓋子，溫和的上下顛倒 5次以混勻。

把試管豎直置於試管架上，室溫靜置5分鐘。 5 分鐘後，再觀察管內的物質，特

別是酒精層和細胞提取物層相接的

區域。你看到甚麼了嗎？寫下你的

觀察結果。把你的樣品與你同學們

的相比較。

把裝有你細胞提取物的試管傾斜 45o，慢慢地加入約 10ml 的預冷酒精（EtOH），讓它順著管內

壁溫和地流下來。你應該會看到形成上下兩層。當你加酒精時，仔細觀察酒精層和細胞提取物

層相接的地方。寫下你的觀察結果。

慢慢地上下顛倒 5次混勻，讓 DNA 開始沉澱。注意一切纖維狀、白色或透明物質。這就是你的 DNA。

把提取物的試管放在泡沫小試管架上，

將樣品放入 50OC 水浴鍋 10 分鐘，使蛋

白酶發揮作用。

	
	 	

	

	

7

10

12

11

9

8
用一個塑膠移液管仔細的把沉澱 DNA 與酒精轉移到小瓶裏。你便完成基因小瓶的製作了。

注意：

1) 先把小量上層酒精移至小瓶

2) 再把沉澱 DNA 移至小瓶

3) 最後加滿酒精，小瓶便制成

實驗後思考與討論06
1. 設想你正試著給比你小 2 歲的弟弟或妹妹解釋染色體、基因和 DNA 間的差異，用他們能理解的簡單的語言

寫下你的解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一個肝細胞中所含的染色體是否和一個口頰細胞相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如果你想分離一個給在胃裏發現的某蛋白質編碼的基因的拷貝，這個基因可以在口頰細胞裏被找到嗎？說

出你的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你認為在哪個細胞器內可以找到你的基因組 DNA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50oC 水浴鍋 10 分鐘

加入 5滴蛋白酶

溫和的上下顛倒 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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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肉類嫩化劑經常被用來嫩化硬塊肉類，比如牛排。我們知道牛排是由蛋白質豐富的牛的肌肉組織組成的，

你能解釋肉類嫩化劑是怎麼起作用的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請把左邊的結果與右邊的實驗步驟用線連起來。

收集細胞 在含去垢劑的溶液裏混勻

降解蛋白質 用牙刮擦你的口頰內側

溶解細胞膜 加入鹽

沉澱 DNA
 

加入蛋白酶

使 DNA 在水裏不可溶 細胞提取物上的預冷酒精層

12．實驗中用以裂解細胞的 Lysis buffer，其每一樣成份的作用是甚麼？ [Tris，EDTA，SDS，dd H2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你認為哪一步是細胞 DNA 抽提的第一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一旦細胞膜溶解，DNA 會被釋放到溶液裏去，但同時許多其他類型的細胞分子也一樣被釋放到溶液裏。除

了 DNA 外，列出你認為能在細胞裏發現的一些分子類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你認為甚麼方法或試劑可以用來降解這些不需要的分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在細胞內，甚麼類型的蛋白質有可能與 DNA 結合在一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這個實驗所使用的蛋白酶在 50℃活性最好，你認為可以從大腸桿菌裏分離出這個酶嗎？說出你的理由。提示：

大腸桿菌生活在哪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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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前思考01

新北市警局海山分局戶口組巡佐蔡淑女年

初發現土城區公墓某具無名屍與一名通報的失

蹤人口特徵相近，她憑藉豐富的尋人經驗決定

展開追蹤，透過 DNA 比對，證實為 97 年失蹤

的王姓男子，讓心懸多年家人相當欣慰。

據警方調查，王男於 97 年間離家出走後，

家人立即向警方報案，4 年多來生死未卜。今

年年初，警方在土城彈藥庫附近發現一堆白

骨，因確切死因及死亡的時間難以判定，只好

暫時以無名屍下葬。

1. 你知道甚麼是 DNA 嗎？在哪裏可以找到 DNA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比對 DNA 建功熱心警助無名屍歸根
報章來源：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aug/28/today-so15.html

報章日期：2013 年 8 月 28 日

蔡淑女得知此事，發覺屍體特徵與轄區內

一名失蹤人口非常相近，但家屬難以面對親人

辭世的消息，遲遲不願出面，歷經數個月苦口

婆心的勸導，確認家屬 DNA 與無名屍吻合，心

中的那塊石頭終於放下。

回憶整件事情的過程，蔡淑女除了感謝家

屬出面，也感謝台中市警方和法醫研究所的協

助，更要感謝長久以來協助弱勢尋找墓地及籌

措喪葬費用的善願愛心協會會長郭志祥，因為

有他們的幫忙王男才能順利落葉歸根。

思考問題

1.1

2. 報導指出只發現了一堆白骨，能夠利用從白骨中找出 DNA 作比對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試分析怎樣利用 DNA 比對而鑒定出無名屍與失蹤人口是同一人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DNA 只能從人類中萃取出來作鑒證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貓毛 DNA 破案	擒碎屍兇徒
首成入罪證據

報章來源：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aug/28/today-so15.htm

報章日期：2013 年 8 月 28 日

NEWS

NEWS

- 20 - - 21 -



指紋、血迹、毛髮……這些破案線索往往

屬於人類，英國警方卻憑著八條貓毛，將一名

碎屍案兇徒入罪，是當地首次靠貓咪脫氧核糖

核酸（DNA）資料庫破刑事案件。 

30 歲男子蓋伊（David Guy）去年 7 月被

人肢解，棄屍於漢普郡紹斯西一處沙灘，除了

一堆殘肢，裹屍布上的八條貓毛成了僅餘線

索。以動物 DNA 破案，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

校的獸醫遺傳學實驗室有超過 10 年經驗，可

惜亦只能查出八條毛髮所屬的貓品種，警方於

是轉向萊斯特大學教授韋頓（Jon Wetton）求

助。 

1. 以上報導是利用甚麼來作線索以分析 DNA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掉在地上或是黏在衣物上的毛髮是否就一定可以做 DNA 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認為利用 DNA 鑒證作法證及失蹤人口方面的調查有何好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學擬公開資料庫

韋頓曾建立狗隻 DNA 資料庫，他用了六周

時間，在英格蘭收集 152 隻貓的粒線體 DNA 樣

本，當中 23 隻貓來自紹斯西；這種 DNA 為母

系親屬之間的貓咪共有。製成貓隻 DNA 資料庫

後，韋頓追查到八條貓毛屬於蓋伊的 47 歲鄰

居希爾德（David Hilder）的貓咪，連同在希

爾德住所找到蓋伊血迹等證據，希爾德被裁定

誤殺罪成，判囚終身，至少監禁 12 年才能假

釋。韋頓指“全英國很多家庭的衣物與家具都

黏上貓咪毛髮”，他打算公開貓隻 DNA 資料庫，

“相信對科學鑑證有莫大裨益”。

思考問題

1.2

4. 除了尋找失蹤人口和法證方面，DNA 鑒證能夠運用在哪些方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為甚麼人們的基因差異這麼少，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樣貌？

2.1

實驗簡介02

人類基因組估計約有三百萬對鹼基對，構成數量龐大且

複雜的基因序列，但其中只有少於５％的基因（圖 2.1) 中紅

色長方形）可以編譯成有功能的蛋白（圖 2.1 中紅色圓形），

而其餘大多數的 DNA 序列（圖 2.1 中藍色長方形）只能製造

出無轉譯能力的 RNA，此類 DNA 稱之為“垃圾 DNA”（非編碼

DNA）。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科學家認為這些垃圾 DNA 沒有作用，

但隨著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發現其實很多非編碼 DNA 都有

獨特功能，尤其是基因剪切方面。 圖 2.1 RNA 剪切及轉譯過程

圖 2.2 VNTR 重覆序列元件

這些“垃圾 DNA”中有大量重覆的序列，當中有一種名叫 VNTR（串聯重覆變量）。VNTR 是一段在垃圾 DNA

上不斷重覆出現的 DNA 序列，在 VNTR 上，有不同的重覆序列元件（圖 2.2 長方形），會在某一位點開始以串聯

的方式重覆出現，每人所帶有的重覆次數不同，而這些基因組 DNA 序列之間的區別，令人們存在遺傳多態性，

因此人類的基因組雖然只有很少的差異，但卻能展現出不同的模樣。

垃圾 DNA

把垃圾 DNA 剪掉

編譯有功能的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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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少的基因組差異有甚麼應用？

2.2

VNTR上有一個常用的串聯重覆序列元件—DIS80，位於第一對染色體上，並帶有十六個鹼基對的重覆序列（圖

2.3 所示重覆序列：GAG GAC CAC CGG CAA G）。

每人 VNTR 上 DIS80 的重覆次數不同，如圖 2.4 所示，兄弟染色體上有 21 個重複單位，母親則有 15 個。

利用這個重複次數能夠應用在親子鑒定，或是一些法證鑒定、調查失蹤人口、大型災難死亡人士的身份認證等

方面。

GAG GAC CAC CGG CAA G

例如親子鑒定分析中，要檢測一個家庭中 VNTR 的基因座，假設父親有 12 和 18 個重覆

序列 (12,18)，而母親是 (15,30)，則其子代應有以下配搭的其中一個：(12, 15)、(12, 

30)、(15,18) 或 (18,30) 。可是只檢測兩個基因座錯誤鑒定的機會是十分高的，因此在親

子鑒定中，通常會檢測數個 VNTR 的位點以減低假陽性的發生。

以下是對一個家庭中三個 VNTR 基因座：X，Y，Z檢測的例子。你知道誰是他們所收養的孩子？

思考問題

實驗材料—瓊脂糖凝膠電泳

2.3

3.1

父親 10, 14 18, 24 8, 9

母親 12, 20 22, 22 8, 15

兒子 10, 20 22, 24 8, 8

女兒 12, 14 22, 22 26, 9

X Y Z

實驗原理及目標03

實驗中所用的瓊脂糖是從海藻中提取的糖分子鏈，

瓊脂糖會溶解於沸水中，後再將其冷卻會發生聚合作

用，糖分子鏈會相互交聯在一起，形成一個網狀的結構，

當中構成了很多“細孔”，冷卻後最終會形成半固體的凝

膠，就如平日我們吃的大菜糕一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圖 2.4 DIS80 的基因座示例

圖 2.3 DIS80 重覆序列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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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 因為有糖基磷酸鹽骨架而帶負電，因此 DNA 將

會在電場的作用下向正極移動，通電的時候 DNA 片段會

通過瓊脂糖凝膠中的“細孔”，但由於這些細孔是非常

微小的，分子量大的 DNA 片段則不能通過，分子量小的

則能通過，且分子量越小，移動的速度則越快，就如篩

子的作用，小的 DNA 片段能夠通過，最終目標是以分子

量大小分離開不同的片段。(圖 2.5)

怎樣解讀瓊脂糖凝膠電泳的結果？

實驗目標

3.2

3.3

4.1

DNA 分子是無色的，爲了能夠在瓊脂糖凝膠上看見，就需要染色。常用的有溴化乙錠，它能夠插入

DNA 分子中，在紫外燈照射下發出橙色熒光，但由於溴化乙錠是致癌物 ；因此，我們將在實驗中使用一

個相對較安全的染色劑——SYBR Green，原理與溴化乙錠相同，跑完電泳後用紫外燈照射，會發出熒光，

讓我們能夠解讀。

在這個實驗中，將安排六個家庭成員的 DNA 樣品（當中有親生的，也有可能不是親生的）和一個

DNA 標準分子量來進行瓊脂糖凝膠電泳，每個樣品都包含有三個 VNTR 基因座的串聯重覆 DNA 片段，而

DNA 標準分子量則是用作參照的。由於每人的 VNTR 基因座串聯重覆次數不同，在凝膠上跑出來的 DNA

片段都各有差異，因此就像我們的指紋一樣，是獨一無二的，所以此實驗稱為 DNA 指紋圖譜。

 電泳槽（如圖 2.6 所示）

 電源

 微波爐 /加熱板

 250ml 錐形瓶

圖 2.6

用於分離 DNA 片

段的瓊脂糖凝膠

電泳

實驗材料04

儀器設備

實驗材料

製備瓊脂糖凝膠

4.2

5.1

實驗步驟05

材料 份量 備註

瓊脂糖凝膠 1.5% ，50ml 利用 0.75g 瓊脂糖粉末製 1.5% 50ml 瓊脂糖凝膠

1x 磷酸緩衝鹽 (TAE) 1x，50ml 包含 0.089M 的 tris- 磷酸，0.89M 的硼酸以及 0.02M 的 EDTA

1xTAE 緩衝液 600 ml 利用 1x 磷酸緩衝鹽配製成 1x 緩衝液

DNA 樣品 10μl
七個樣本 MK ,M，F，D1，D2，S1，S2，

依次代表：Marker( 分子量標準參照物 ) ,Mother，
Father，Daughter1，Daughter2，Son1，Son2

SYBR Green

拿出電泳槽中的凝膠槽，用膠紙把兩

邊封好。 

在三角椎形瓶加入 0.75g 的瓊脂糖和

50ml 的 1xTAE

0.75g 瓊脂糖 50ml 1xTAE

1 2

圖 2.5 DNA 片段在瓊脂糖凝膠電泳中的移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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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爐加熱法

一開始時用中火加熱 3 分鐘，取出後小心轉動，

使試劑混合，然後每次加熱 30 秒，取出後轉動使

之混合，直至所有粉末溶解，溶液呈透明才停止

加熱，然後放涼至 60℃，並加入 SYBR Green。 

加熱板法

把三角椎形瓶放上加熱板，不時小心轉

動，使試劑混合，直至所有粉末溶解和溶

液呈透明 , 然後放涼至 60℃，並加入 SYBR 

Green。 

OR

涼卻後把溶液慢慢倒入凝膠槽中，大約 0.5- 

0.75cm 厚（注意不要產生太多氣泡），圖中

所示為凝膠槽側面，注意倒溶液約到紅線位

置。溶液倒完後把梳垂直插進尚未凝固的溶

液中，靜待 10 至 15 分鐘。

把 10μl DNA 樣品按以上順序慢慢地注入各

個坑穴中。蓋上凝膠槽的蓋子，接通電源，

施 100V 電壓，30 分鐘時間進行電泳。（此

時要加入 Sybe Green 至電泳槽中之 TAE 溶

液中）。

膠凝固後，慢慢將梳取出，撕下膠紙，把凝

膠槽放回電泳槽，有孔的一邊放在黑色（負

極）那一邊，加入緩衝液 1xTAE，份量為覆

蓋凝膠，並高出 3mm 左右。（注意：電泳槽

中和凝膠所用的電泳緩衝液必須是同一批製

備的）。

DNA 會由負極向正極移動。如果金屬片貼附

得很好，那麽通電的時候，電極附近就會産

生氣泡（紅色箭頭位置）。30 分鐘後觀察移

動情況，切斷電流，並將凝膠小心地從凝膠

槽中取出。

5.2

移動方向

3

4

6 7

5

注入 DNA 樣品

拿出凝膠後，把凝膠放在 Blue Light Box 上，在 SYBR Green 的染色下，DNA 能夠在藍光下顯現，請在下

圖中畫出凝膠條紋：

分析你的凝膠的指紋圖譜並填到下面的空格中。

D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親生子女 /收養子女 /前夫 (或妻 )所生子女

D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親生子女 /收養子女 /前夫 (或妻 )所生子女

S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親生子女 /收養子女 /前夫 (或妻 )所生子女

S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親生子女 /收養子女 /前夫 (或妻 )所生子女

DNA 指紋圖譜的分析

構建標準曲線

5.3

5.4

5.5

如果在對照品的基礎上，鹼基對的常對數與移動距離

關係很好，將可以得到一條標準曲線，並且可以通過標準

曲線確定 DNA 片段的大小。（注意：移動距離是指上樣坑和

DNA 片段之間距離）

顯現 DNA

MK M F D1 D2 S1 S2

2100bp

1700bp

1100bp

850bp

600bp

250bp

MK 分子量標準物

M 母親

F 父親

D1 女兒 1

D2 女兒 2

S1 兒子 1

S2 兒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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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 MK 和 S2 兩個 DNA 片段測量移動距離 ( 上樣坑和樣品帶之間的距離 )。然後，以 MK 構建標準曲線並估測

S2 的 DNA 片段的大小。  

請在下圖劃出一個鹼基對常對數 log(bp) 對移動距離 (mm) 的標準曲線圖 

實驗後思考與討論06

1. 實際應用中，需要怎樣獲得 DNA 樣本來作 DNA 指紋圖譜技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樣本中要利用多少個細胞才能進行 DNA 指紋圖譜分析？有甚麼技術是用來擴增 DNA 數目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是次實驗是利用 DNA 指紋圖譜來作親子鑒證，那麼利用此技術可以鑒證非近親的親屬關係嗎？如祖父母、

表親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若是雙生兒，可以利用 DNA 指紋圖譜來分析基因組的不同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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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近年來，DNA 指紋圖譜的應用層面運用到中藥方面。“正如每個人的指紋不同，中藥也各具特性。對某種中

藥材或中成藥經適當處理後，採用一定的分析手段，得到標示該中藥材或中成藥特性的圖譜，這就是中藥指紋

圖譜。指紋圖譜已成為國際公認的辨別中藥真偽、控制中藥或天然藥物質量的最有效手段之一。”那麼，試分

析中藥指紋圖譜是如何繪就的呢？

（來源 : http://www.biosino.org/news-2003/200301/03010610.ht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驗三
聚合酶連鎖反應 (PCR)-
轉基因食品檢測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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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前思考01

有機黃豆營養高+豆渣更健康
報章來源 : http://onsale55.pixnet.net/blog/post/237172345

報章日期 : 2013 年 8 月 6 日

日前主婦聯盟公布，台灣黃豆幾乎仰賴進

口，每年從美國、巴西進口，九成都是基因改造

黃豆。然而基改黃豆在國外很少人吃，主要用來

餵牛豬，提煉生質柴油，在台灣卻當成特選黃豆，

直接吃下肚，安全堪憂。

國內學者指出，基改黃豆抗農藥、抗除草劑，

農民為了增加收成大量噴洒，所以基改黃豆的除

草劑含量都特別高，在基改黃豆田裏，連一隻蜜

蜂都看不到。基改黃豆不是為了增加營養價值，

而是為了提高產量。基改黃豆的DNA被破壞之後，

40 種以上的蛋白質也跟著改變，恐怕會引發過敏

反應。

雖然在科學上尚未能對基因改造食品的安全

性給予明確答案，但已有奧地利、義大利科學家

在 2008 年分別發表研究指出，基改黃豆所餵養

的豬不能生育，顯示長期食用基因改造作物，動

物的生育能力和免疫能力會受影響。儘管衛生單

位認為，基改黃豆安全無虞，但其他的國家卻不

敢輕忽風險。歐盟就規定，食品只要添加基改黃

豆超過 0.9% 就要標示，韓國 3%、澳紐 1%，台灣

最寬鬆，規定 5%，而且絕大多數的產品根本都沒

標，以致國內市售各種黃豆食品包括豆漿，大多

使用成本較便宜的基改黃豆，實在難安心。

至於歐美最多人吃的有機黃豆，當然是非基

因改造豆，而且是完全天然種植，它的營養價

值優於一般豆類，就是因為栽種條件受到嚴格規

範，不可使用化肥及農藥。有機黃豆不論在生產

與加工販售過程，都必須通過層層驗證與審查，

才能獲得合格認證。

有機黃豆很難用肉眼辨識，無法經由色澤、

顆粒大小等外觀來辨別，色斑是正常現象。真正

有機作物只能透過認證來認明，最簡單有效的辨

識方法就是看它是否有合格的有機認證標章。民

眾選購時應注意是否顆粒飽滿、大小顏色相近、

無雜色、無黴斑、無蟲蛀、無破皮。有機黃豆為

非基因改造，蛋白質含量超過 40%，營養價高於

基因改造黃豆。但是國人吃黃豆攝取多來自過度

加工的黃豆食品，不僅不是有機，而且經過繁複

加工，大部分的膳食纖維、機能性成分都跟著流

失，營養價值所剩無幾。

基改食品安全嗎？學者警告有風險
報章來源 : http://e-info.org.tw/node/75203 

報章日期 : 2012 年 3 月 15 日

瘦肉精風暴持續燃燒，也讓許多民眾開始關

心食品安全問題，15 日有學者提出警告，很多西

方食品都是基因改造的食品，這些食品吃多了，

除了會過敏，也有致癌的風險，呼籲政府，應加

強“基改食品”的標示，讓消費者有所選擇，這

樣才能讓消費者吃得安心。

學者說，所謂基因改造，是指用人為方式改

變物種的基因排序，雖然可以讓農作物不再受飛

蛾幼蟲的危害，增加農作物生產量，但也可能因

此改變土壤的微生物，甚至有些基改作物為了抗

思考問題

1.1

1. 你知道甚麼是基因改造食品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舉例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基因改造食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蟲，還植入具有抗藥性的抗生素，對環境和人類

都是一種傷害。

由於生活中有越來越多、可能含有基因改造

的食品，像是黃豆、玉米、植物油、起司、洋芋

片等，因此學者呼籲政府、應加強“基改食品”

的標示，同時也呼籲大賣場及連鎖速食業者，應

主動告知消費者，店內使用的黃豆、玉米是否為

基因改造，這樣才能讓消費者吃得安心。

NEWS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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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問題

思考問題

1.2

1.3

1. 基因改造食品有甚麼好處及壞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你贊同加入食品標籤標示基因改造食品嗎？為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基因改造技術除了運用在食品上？還有甚麼方面會運用到此技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根據以上報導，怎麼能夠培育出環保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培育環保豬的好處有甚麼？會有甚麼的不良後果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從以上三篇報導，試綜合分析何謂基因改造，及其好處及壞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若你是一名生物科學家，現在要利用基因改造技術去製造一種新品種（生物 /食品），你會怎麼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他從白蟻腸道 育出二代環保豬
報章來源 : http://e-info.org.tw/node/87441 

報章日期： 2013 年 7 月 19 日

東海講座教授鄭登貴從白蟻身上找到神奇的

微生物基因，未來可望培育出吃木屑長大的豬。

他還利用白蟻腸道的微生物，開發有機肥料，種

出沒有蟲害、更鮮美的蔬菜，並開發保健食品。

他從白蟻腸道內的微生物篩出五種基因酶，

比牛胃微生物的消化力量更徹底，目前已先用老

鼠做實驗，6 月基改鼠已出生，接下來要培育第二

代環保豬，讓豬吃木屑取得能量，減少對進口飼

料玉米的依賴，也減少豬糞的碳排放量。

鄭登貴幾年前在牛胃中找出微生物基因，利

用基因轉殖技術，從牛胃的微生物分離出基因，

注入豬的受精卵，培育出跟牛一樣吃草的環保豬，

讓豬的隻胰臟可以分泌大量植酸分解纖維素，讓

豬也可以吃草取得能量，且排泄物不髒不臭，降

低環境污染。

鄭登貴說，白蟻腸道內的微生物有很多寶藏，

除了計畫培育吃木屑的環保豬，也已成功開發出

微生物發酵有機質肥料，能促進植物氮、磷、鉀

肥吸收，提高農作物的收成及甜度，還可增加花

色的鮮豔度及開花數量。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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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簡介02

甚麼是轉基因食品？

2.1

轉基因食品，又稱為基因改造食品，是指利用基因工程手段，人為的將某些生物的基因

轉移到其他生物中去，改造生物的遺傳物質，使其在營養品質、消費品質等方面轉變成人類

所需要的模樣，這些加入了非原有基因的生物稱為轉基因生物，以轉基因生物為直接食品，

或以此作原料加工生產的食品就是轉基因食品。 

如玉米、大豆、黃金米（其介紹見以下報章）等就是常見的轉基因食品。

四百名反對基因改造作物的示威者八日闖入

菲律賓比科爾地區基改“黃金米”的試驗田，將

黃金米連根拔除。此舉挑動了學界的敏感神經，

全球數千名科學家罕見的連署力挺黃金米，認為

人們不應該出於恐懼全面排斥基改作物。

菲農毀基改米數千科學家連署痛斥
報章來源 : http://udn.com/NEWS/WORLD/WOR4/8120481.shtml

報章日期 : 2013 年 8 月 26 日

紐約時報報導，黃金米由非營利組織“國際

水稻研究所”的科學家研發，他們在水稻裏植入

來自玉米和細菌的基因，讓水稻胚乳累積 β 胡

蘿蔔素，由於胚乳呈金黃色，因此將這種水稻稱

為黃金米。菲律賓政府將決定是否容許黃金米在

一般農田種植。

轉基因食品的好處有甚麼？

2.2

通過轉基因的手段，人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得到所需要的食品。例如，將抗病蟲害、

抗除草劑等基因轉入農作物，就可以獲得具有相應基因的品種，還可以縮短獲得新品種的時

間，提高農作物的產量、增加作物的營養價值，生產一些高附加值的物質，如有藥用價值的

物質、維生素、工業上用的生物高分子聚合物等。

目前市面上的基改作物若不是耐除草劑，就

是抗蟲害，主要是對農民有利，消費者並未直接

受惠。黃金米則不同。食物中的β胡蘿蔔素可以

被人體分解成維生素Ａ吸收利用。每年全球有廿

五萬到五十萬名兒童因缺乏維生素Ａ而失明，每

年有兩百萬亞洲與非洲人因缺乏維生素Ａ、免疫

能力低落而染病死亡。科學家希望藉由黃金米，

讓世界各地以米飯為主食者有充足的維生素Ａ。

帶頭拔除黃金米的菲律賓農夫說：“我們不

希望菲律賓人被基改實驗利用，尤其是我們的小

孩。”

連署的科學家則指出，基改技術既能改善開

發中國家人民營養不良的問題，也能讓不知道自

己營養不均的已開發國家人民攝取足夠的營養，

不能一味反對。他們還點名「綠色和平」等團體

以製造恐懼的手法將基改作物污名化。

紐約大學生物學教授普魯格南說：“人們對

基改作物有太多錯誤觀念。科學家植入黃金米的

基因並不是甚麼奇怪的東西，這種基因在南瓜、

甜瓜和胡蘿蔔裡都找得到。西方國家對基改作物

的批評，很多都是因為不了解開發中國家的饑荒

和營養不良有多悲慘。”

帶頭連署的沙烏地阿拉伯阿布杜拉國王科技

大學教授尼娜·費多羅夫說：“科學家早該出面

疾呼‘別再扯謊了，別再製造無謂的恐慌’，基

改技術可拯救數百萬人的性命。”

黃金米二○○○年曾登上時代雜誌封面，微

軟董事長蓋茲的慈善基金會也支持讓黃金米進行

測試，以幫助非洲解決營養不良問題。反對者則

指控黃金米是推廣基改作物的“特洛伊木馬”，

他們強調基改作物的風險仍未被充分了解，“綠

色和平”發言人歐坎波說，該組織仍寧願站在“審

慎的那一方”，反對任何基改作物。

一名科學家在馬尼拉郊區的黃金米實驗田說明基改作物的特

性。菲律賓一處黃金米實驗田遭反對者破壞，引發全球數千

名科學家連署聲明。小圖左為一般米，右為黃金米。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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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基因食品有對身體有負面影響嗎？

PCR - 聚合酶鏈反應

2.3

3.1

世界上第一例轉基因植物誕生於 1983 年，到今還沒有證據表明轉基因食品會對人體健康造成危害。但是，

在基因操作過程中，可能發生意想不到的變化。對於健康和環境的長期影響，科學研究還不深入。因此，很多

國際組織、國家和地區，如歐盟、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香港等，都制定了相應的法律、法規，對轉基因

產品進行管理和標注，以便進行監控。

聚合酶鏈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是一種體外核酸擴增技術，是用於擴增一小段已知的

DNA 片斷或單個基因，甚至是某個基因的一部分，使所要研究的目標基因或 DNA 片段能於數小時內擴增至十萬

至百萬倍，使肉眼能直接觀察和判斷（如下圖所示，紅色和藍色是目標的雙鏈 DNA 片段，使用 PCR 可以不斷複

製出相同的 DNA 片段，用作擴增之用），因此在分析 DNA 和檢測鑒定中，PCR 是十分重要的生物技術，使我們

可從一根毛發、一滴血、甚至一個細胞中擴增出足量的 DNA 用來分析研究。在過去，要擴增 DNA 片段需要幾天

幾星期才能完成，現在用 PCR 技術幾小時便可完成，且具有特異、敏感、產率高、快速、簡便、重複性好、易

自動化等突出優點，大大增加了生物科學研究的效率。

實驗原理03

DNA 複製

PCR 反應步驟

3.2

3.3

PCR 技術的原理是利用 DNA 複製來完成擴增的目的， 所以說 PCR 就是重覆多次的 DNA 複製過程，在了解

PCR 之前，就必先了解甚麼是 DNA 複製。在 PCR 技術中的複製過程中有幾個基本組成１元件：

開始時，一種稱為 DNA 聚合酶的蛋白質（上表第三列）會找到 DNA 長鏈中某個特殊位置，把雙股螺旋 DNA

如拉鏈般地分開成為單股，這樣的單股 DNA 就是表中第一列所說的 DNA 模版，接下來引子（上表第二列）實質

是一 DNA 片段，它帶有與模版某一位點互補的鹼基對，兩個引子分別會黏合兩個模版上，因此引子能夠決定起

始和結束的位置。在複製過程中，DNA 聚合酶在外找到與模版互補的核苷酸（上表第四列），核苷酸會黏合在

模版上，形成的一對新 DNA 與原本的 DNA 一模一樣。 

一般的 PCR 反應由 20 到 30 個循環組成，每個循環包括以下 3個步驟：

利用高溫（93-97℃）使雙鏈 DNA 分離，高溫能將雙股 DNA 鏈中用作相連的氫鍵打斷。在第一個循環之前，

通常加熱長一些時間（1-2 分鐘）以確保模版和引子完全分離，僅以單鏈形式存在。 

在 DNA 雙鏈分離後，降低溫度使得引子可以結合於單鏈 DNA 上。此階段的溫度通常低於引子熔點 5℃。錯

誤的黏合溫度可能導致引子不與模版結合或者錯誤地結合。該步驟時間 1-2 分鐘。

★注意：Annealing 本意為黏合，在 PCR 反應步驟中可理解為退火的意思。

元件 說明

DNA 模板（template） 含有需要擴增的 DNA 片斷，即要複製的目標 DNA 片段

2個引子（primer） 決定了需要 PCR 擴增的起始和終止位置

DNA 聚合酶（polymerase） 聚合酶用作催化 DNA 複製過程，使互補的核苷酸鹹基能夠配對在模版上

脫氧單核苷酸（dNTP） 與模板互補的核苷酸能用於構造新的互補鏈

緩衝體系 提供適合聚合酶行使功能的化學環境

變性（Denaturation）

退火（Anne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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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Extension）

引子結合後，DNA 聚合酶會開始沿著 DNA 鏈合成互補鏈，而達到複製擴增之意。此階段

的溫度決定於 DNA 聚合酶的最適溫度，而時間則決定於聚合酶的作用，以及需要合成的 DNA

片段長度。估計合成 1000bp 大概需要 1分鐘。 

實驗試劑04

名稱 份量 數量

InstaGene Matrix --- 500μl 3 支

純水 水 40μl 1 支

GMO control DNA GMO 陽性對照 DNA 45μl 1 支

GMO Primer GMO 引子 100μl 1 支

Plant Primer 植物引子 100μl 1 支

Agarose 瓊脂糖 0.75g 1 支

1x TAE buffer 1x TAE 電泳緩衝液 50μl 1 支

Loading Dye 上樣染色液 100μl 1 支

100x Fast Blast DNA Stain DNA 染色劑 50μl 1 支

實驗步驟05

提取 DNA

5.1

在 3 支離心管上分別標記 non-GMO， Test A，Test B 稱量大約 1g 的非基因改
做綠豆，然後放進研磨中 加入 5ml 的水，然後研磨 2 分鐘，令綠豆變成糊狀。
再加入 5ml 的水，然後繼續研磨，令糊狀物更滑。

在 3支離心管上分別標記

non-GMO，Test A，Test B。

加入5ml的水，然後研磨2分鐘，

令綠豆變成糊狀。再加入 5ml 的

水，然後繼續研磨，令糊狀物更滑。

對被檢測食物（A 和 B）重複進行

步驟 2-5。

吸取 50μl 的綠豆糊狀物，放進 

“non-GMO” 的小管。

★注意小管中已有 500ml 的 InstaGene Matrix。

手指分別輕彈兩管管尖，然後放入

95 度水浴鍋中 5 分鐘。水溶後離

心 5分鐘，備用。

稱量大約1g的非基因改做綠豆，

然後放進研磨中。

加入 5ml 的水

1

3

5 6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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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 反應

5.2

標記 8支 PCR 小管

標記 8 支 PCR 小管並將其放置在無蓋

小管中，接著放於冰浴。

每次吸取不同種類的 Master Mix 時，要用新的 tip 頭。

用移液槍吸取 20μl 對應的 DNA（見表 1）於每一支 PCR 管中，蓋上管蓋；注意加不同

種類的 DNA 時要使用不同 tip 頭，在吸取時只吸取上清液，不要吸到下層 Matrix。

將 8支 PCR 管放入 PCR 儀，進行擴增。

1

3

4

5

2

製備瓊脂糖凝膠

5.3

拿出電泳槽中的凝膠槽,用膠紙把

兩邊封好。

在三角椎形瓶加入 0.75g 的

瓊脂糖和 50ml 的 1xTBE

TUBE Master Mix DNA 備註

1 20μl Plant MM (green) 20μl Non-GMO food control DNA 非基因改造植物 + 植物引物

2 20μl GMO MM (red) 20μl Non-GMO food control DNA 非基因改造植物 +GMO 引物

3 20μl Plant MM (green) 20μl Test food(A) DNA 檢測食物 (A) + 植物引物

4 20μl GMO MM (red) 20μl Test food(A) DNA 檢測食物 (A) +GMO 引物

5 20μl Plant MM (green) 20μl Test food(B) DNA 檢測食物 (B) + 植物引物

6 20μl GMO MM (red) 20μl Test food(B) DNA 檢測食物 (B) +GMO 引物

7 20μl Plant MM (green) 20μl GMO control DNA GMO 陽性植物 DNA 對照 + 植物引物

8 20μl GMO MM (red) 20μl GMO control DNA GMO 陽性植物 DNA 對照 +GMO 引物

微波爐加熱法

一開始時用中火加熱 3 分鐘，取出後小心轉動，

使試劑混合，然後每次加熱 30 秒，取出後轉動使

之混合，直至所有粉末溶解，溶液呈透明才停止

加熱，然後放涼至 60℃，並加入 SYBR Green。 

加熱板法

把三角椎形瓶放上加熱板，不時小心轉動，使

試劑混合，直至所有粉末溶解和溶液呈透明 , 

然後放涼至 60℃，並加入 SYBR Green。 

OR

1

3

2

表 1.PCR 小管

0.75g 瓊脂 50ml 1xT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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涼卻後把溶液慢慢倒入凝膠槽中，大約 0.5 

- 0.75cm 厚（注意不要產生太多氣泡），

圖中所示為凝膠槽側面，注意倒溶液約到紅

線位置。溶液倒完後把梳垂直插進尚未凝固

的溶液中，靜待 10 至 15 分鐘。

安裝好電泳裝置後，將 PCR 小管放於無蓋離

心管中，加入 10µl 的 Loading dye 於每一

個樣品中，用移液槍吸噴 3次，注意每次需

用新的 tip 頭。

蓋上凝膠槽的蓋子，接通電源，以 100V 電壓 , 30 分鐘時間進行電泳，DNA 會由負極向正極

移動（黑色移向紅色方向）。如果金屬片貼附得很好，那麽通電的時候，電極附近就會産生

氣泡（紅色箭頭位置）。30分鐘後觀察移動情況，切斷電流，並將凝膠小心地從凝膠槽中取出。

按表 2順序加入樣品到電泳槽。

凝膠凝固後，慢慢將梳取出，撕下膠紙，把

凝膠槽放回電泳槽，有孔的一邊放在黑色（

負極）那一邊，加入緩衝液 1xTBE，份量為

覆蓋凝膠，並高出 3mm 左右。（注意：電泳

槽中和凝膠所用的電泳緩衝液必須是同一批

製備的）。再加入 SYBR Green。

4

6

8

7

5
拿出凝膠後，把凝膠放在Blue Light Box上，在 SYBR Green 的染色下，

DNA 能夠在藍光下顯現。

Lane Sample 樣本 體積

1
Non-GMO food control with plant 
primer

非基因改做植物 + 植物引物 [陰性對照 ] 20ml

2 Non-GMO food control with GMO primer 非基因改做植物 + 引物 [陰性對照 ] 20ml

3 Test food with plant primers 檢測食物 + 植物引物 20ml

4 Test food with GMO primers 檢測食物 +GMO 引物 20ml

5 GMO positive DNA with plant primers GMO陽性植物DNA對照 +植物引物[陽性對照] 20ml

6 GMO positive DNA with GMO primer GMO陽性植物DNA對照 +GMO引物 [陽性對照] 20ml

7 PCR molecular weight ruler PCR 分子尺 20ml

表 2. 於 PCR 小管內加入的樣品

實驗試劑06

GMO- 陽性結果 GMO- 陰性結果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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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問題

1．除了用研磨外，有沒有其它提取食物 DNA 的方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如何解讀上圖結果？陽性和陰性對照物有甚麼作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驗四
轉基因工程 -
綠色螢光蛋白質粒
轉化實驗
pGLO Bacteri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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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前思考01

骨骼是怎麼變疏鬆的
報章來源: http://www.tj.xinhuanet.com/shkj/2013-08/19/c_114413781.html

報章日期 : 2013 年 8 月 19 日

日本大阪大學研究人員利用熒光蛋白標識實

驗鼠的破骨細胞，首次“目睹”了破骨細胞破壞

骨骼的情形，研究還發現破骨細胞在患骨質疏鬆

症的實驗鼠體內與健康實驗鼠體內的明顯差異。

這一發現將有助於研發出治療骨質疏鬆症和風濕

病的新藥物。

破骨細胞具有促進骨骼代謝的作用。機體中

存在著分解骨質的破骨細胞和形成骨骼的成骨細

胞，正常情況下這兩種細胞的作用保持平衡。骨

質疏鬆症患者體內這種平衡被打破，導致“破壞”

快於“再造”。

大阪大學教授石井優率領的研究小組首次成

功觀察到活體實驗鼠體內破骨細胞的破骨情形。

研究發現，破骨細胞會以兩種狀態存在，一種是

在骨組織表面釋放強酸溶解骨骼，被稱為Ｒ型；

一種僅在骨組織表面移動但不破壞骨組織，被稱

為Ｎ型。破骨細胞會在這兩種狀態之間轉換。

研究發現，在健康實驗鼠體內，Ｒ型破骨細

胞佔總量的約 40%，而在骨質疏鬆症實驗鼠體內，

這一比例則上升到 90% 以上。如果使用常用治療

藥物，雖然可以大幅降低破骨細胞的總數，但破

骨細胞過少會導致骨質脆弱。

螢光兔技術可協助藥物量產
報章來源：http://www.cmoney.tw/follow/channel/article-12394832

報章日期：2013 年 8 月 15 日

思考問題

1.1

1. 在研究人體內部的細胞變化、轉移時可以利用甚麼來觀察得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根據上述報導，試分析科學家運用了甚麼技術去觀察骨骼細胞變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除了觀察骨骼細胞變化外，利用上述技術還可以用作怎樣的研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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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問題

1.2

1. 轉殖螢光蛋白技術可以有甚麼用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根據上述報導，研究人員將螢光蛋白的基因與甚麼結合，再植入動物胚胎？為甚麼要結合螢光蛋白基因 , 

使其發出綠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研究中成功表現螢光蛋白的 2隻新生兔代表著甚麼？即具備了甚麼能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綜合報章所述，試說明甚麼是基因轉殖技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在動物身上運用基因轉殖技術製作藥物，可以取得甚麼？有何好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以血友病為例，怎樣利用基因轉殖技術去製造病人所缺少的酵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台灣醒報記者李昀澔綜合報導】

兔子發出綠色螢光，可不是徒具觀賞價值而

已。透過“基因轉殖”技術，研究人員可將螢光

蛋白的基因，與能夠製造藥物蛋白的序列相結

合，植入動物胚胎，若動物能夠發出螢光，代表

轉殖成功，則動物也具備了製造藥物蛋白的能

力。未來搭配、飼養、繁殖、食用及商用的法律

規範，將可望以動物為生產工具，提升量產藥物

的經濟效益。

夏威夷大學跟土耳其的研究人員，利用基因

轉殖的技術，從水母的基因中，提取能夠合成螢

光蛋白的序列，植入 8 個兔子的胚胎，再將胚胎

送入“代理孕兔”的子宮。夏威夷大學生物基因

研究中心“基因轉殖”技術主持人喬馬爾說，“一

窩 8 隻新生兔子當中，有 2 隻成功表現了螢光基

因。”這 2 隻兔子跟其他 6 隻同胞外觀上並無差

異，但能夠在黑暗中發出綠色螢光。

主導該計劃的夏威夷大學副教授莫伊斯亞蒂

表示，轉殖螢光蛋白的技術，可以用來作為追蹤

蛋白轉殖路徑的標記。研究人員將某個基因與螢

光蛋白的序列結合，植入動物胚胎，當動物發出

螢光的時候，研究人員就能夠確認基因轉殖成

功。“以血友病的患者為例，”莫伊斯亞蒂說，“他

們體內缺乏催化血液凝結的酵素，我們可以透過

基因轉殖技術，讓動物來生產這類酵素。”

莫伊斯亞蒂跟他的同事們相信，未來應該能

藉由操作基因調控的技術，從動物身上取得對某

些疾病具有療效的物質，例如從兔子的乳汁當

中，提煉出跟工業生產相比，造價相對便宜的蛋

白質藥物。

各國目前針對基因轉殖動物，都有科學背

景、安全評估、飼養、繁殖、食用或商用等相關

法規，未來實驗室可望與農場、畜牧業者合作，

繁殖藥物生產專用的動物。

目前基因轉殖的技術相當蓬勃，世界各地的

研究團隊，已經成功運用基因轉殖技術，讓螢光

蛋白的基因表現在豬、羊、猴、狗及貓等較大型，

且適合在農場繁殖的哺乳動物身上。另外已有公

司在販賣觀賞用螢光魚，有多達六種不同的顏色

可供挑選。2007 年《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刊載

了一篇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報告，該團隊研

發出眼睛會發出螢光的蚊子，有效應用於瘧疾傳

播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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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背景02

基因轉化（Genetic transformation）

如何將基因轉化到另一個生物體內？

2.1

2.2

我們常聽到的基因，實質上是一小段帶有遺傳信息的 DNA，作用是用來編碼蛋白質，這樣的蛋白質才可以

表現出生物學特性。基因轉化從字面上理解，就是將外源的基因轉入另一生物體，那些植入外源基因的生物就

能編碼出原本不具有的蛋白質，從而改變生物體的特性。基因轉化應用在很多生物產業中，如轉基因食物、醫

學上的基因治療等。

要將一段基因轉化到另一生物體，需要一個幫手—質粒（Plasmid）（圖 4.1）。細菌內除了染色體外，還

有一段在染色體外的環狀 DNA，這就是質粒。在自然界中，質粒可以在不同的細菌中轉移，因此在轉移的過程

就能將自身帶有的基因轉到不同的細菌中，這種特性幫助細菌不斷適應新的環境。利用質粒這個可以轉移的特

性，就可將基因轉入另一生物（圖 4.2 ：質粒能夠插入其他細菌的染色體內，令另一細菌也有相同的特性）。

圖 4.1 細菌構造

圖 4.2 質粒載體轉移進受體細菌過程

實驗簡介03

綠色螢光蛋白（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

綠色螢光蛋白的基因調控體系

3.1

3.2

本次實驗是綠色螢光蛋白的轉化實驗，綠色螢光蛋白存

在於一種水母中，能使水母在黑暗中發出螢光。在實驗中，

我們要使用這種蛋白來驗證轉化實驗是否成功，原則是未經

過轉化的細菌不含有綠色螢光蛋白，在紫外燈照射下不會發

出螢光，相反地，成功轉化的細菌帶有綠色螢光蛋白，能在

紫外燈下發出螢光。

生物技術Bio-Rad公司專門構建了一種質粒稱為pGLO（右圖），

這種質粒內含：

·綠色螢光蛋白（GFP）

用來編碼綠色螢光蛋白質，若成功編碼則能在紫外光下發出螢光。

·抗氨苄青黴素基因（Ampr）

用來編碼内酰胺酶（beta-lactamace）蛋白質，此蛋白能分解氨苄青黴素基因。

·調控基因（araC）

可調控綠色螢光蛋白的表達，在培養基中加入了阿拉伯糖（Arabinose）時，能啟動綠色螢光蛋白的表達，使

菌落在紫外光下發綠色螢光。若培養液中無阿拉伯糖，綠色螢光蛋白便不能表達，菌落為白色。

Ori：複製的源頭

當培養基中有阿拉伯糖（圖中紅色）時，會結合在

調控基因 araC 上使之起作用，此時會啟動綠色螢光蛋白

的表達，RNA 聚合酶（圖中藍色）會開始 GFP 綠色螢光蛋

白的基因（圖中綠色）的轉錄的工作，合成綠色螢光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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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試劑

實驗步驟

04

05

以 2-4 人一組的份量

試劑名稱 份量 備註

E.coli HB101 K-12 strain, 
on LB agar plate 1

大腸桿菌 , 在 LB 培養基上 1隻

Transformation solution 轉化液 TS 1 支 50mm CaCl2, pH6.1, 1ml

pGLO Plasmid pGLO 質粒 在冰桶內

LB nutrient broth LB 培養液 1支 0.75ml

LB/amp 培養基平板 2 1 隻

LB/amp 培養基平板 3 2 隻

LB/amp/ara 培養基平板 4 1 隻

1 本實驗中試用的 E.coli 不會令人不適 ,而且不可以在培養基外生存。

2 LB 培養基的成份 :Tryptone（胰蛋白腖）,Yeast Extract（酵母提取物）, NaCl, Agar（瓊脂）

3 LB/amp 培養基中另外加入了 amp–Ampicillin（氨苄青黴素）

4 LB/amp/ara 培養基中另外加入了 amp–Ampicillin（氨苄青黴素）和 ara–Arabinose（阿拉伯糖）

將兩根小管分別標記上“+DNA”和

“-DNA”，並請同時加上自己的組名。

用無菌吸液管吸取 250μl（0.25 ml）的

轉化液至每一根小管中。（吸液管上有

刻度）

1 2

將兩根小管放置於冰上。

用一根新的無菌接種環從質粒 DNA 小

瓶中沾一下（可以看到接種環中類似

於肥皂泡的物質），接種到標有“+DNA”

的小管中，不要加質粒在標有“-DNA”

的小管中。

在冰浴的等待過程中，用 Marker 筆按右

圖標記平板。

在 兩 小 管 中 分 別 加 入 250μl（0.25 

ml）的 LB 液體培養基（使用無菌吸液

管）。蓋好蓋子，然後室溫放置10分鐘。

用無菌接種環從起始平板上（或菌液）

挑取轉化用受體菌（大腸桿菌 HB101–

K12），將接種環伸至每個小管底部，

用食指和拇指輕輕旋轉接種環，使轉化

用受體菌溶入轉化液。

蓋好蓋子，將兩小管均置於冰上冰浴 10

分鐘，注意使小管下端全處於冰面下。

將冰浴結束的小管在水浴鍋中 42℃熱激

50秒。注意使小管下部完全處於水浴中。

50 秒後立刻置於冰上，冰浴 2分鐘。

3

5

7

9

8

6

4

用接種環在平板表面來回劃線，確保

菌液在板上均勻分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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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置平板，將自己組的組名寫在板底，

37℃溫箱培養過夜。

1．你認為在哪一個培養基平板上能找出原本未被轉化的 E.coli ？為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你認為哪兩個培養基平板上的結果可以用來判斷轉化實驗是否成功？為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驗後思考與討論05

11

3．Transformation solution（轉化液）有甚麼作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實驗中用到的熱激 50 秒，冰浴 2分鐘，和加入 LB 液體培養基，有甚麼作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為甚麼在培養細菌時要把平板倒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甚是中心法則（central-dogm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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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五
轉基因工程 -
綠色螢光蛋白質
純化實驗
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 
Purification kit

介紹

實驗基本原理

01

02

在生物技術產業化過程中，當通過研究發現有用的蛋白質後，便希望得到這個蛋白質。而在不同的生物體

往往產生大量的不同種類的蛋白質，如何純化所需的蛋白質是現代生物技術面臨的重要課題。層析是目前生物

產業用於蛋白質純化的最通用的手段。本實驗通過層析的方法純化綠色螢光蛋白，由於該蛋白質在紫外線下發

綠色螢光，學生可監測整個層析的過程。

在成功轉化了綠色螢光蛋白基因的細菌中，通過溶菌酶（Lysozyme）的作用和低溫過程，可將細菌表達的

不同蛋白裂解在溶液中。

利用不同蛋白與疏水柱結合程度不同，用層析的方法將綠色螢光蛋白與其它蛋白分離開。

在高鹽濃度下，蛋白的疏水端露在外。而在低鹽濃

度下，蛋白的親水端在外，而疏水端藏在裏面。

在高鹽濃度下，蛋白的疏水端露在外。蛋白結合在

柱子上。

	

	

	

	

經洗脫液洗滌後，綠色螢光蛋白由於疏水性能強，

仍結合在柱子上，而其他蛋白由於疏水性能弱，被

洗脫。

用 TE 溶液 ( 鹽濃度低 )，可將結合在柱子上的綠色

瑩光蛋白溶解，並用收集管收集。

- 61 -- 60 -



實驗步驟03

將轉化板從溫箱中取出，用紫外燈檢查，

在 LB/amp/ara 板上可以看到菌落發出

綠色螢光，LB/amp板上則只有白色菌落。

使用接種環分別從上面兩塊平板中挑取

單個菌落（單克隆）接種在兩支含有

LB/amp/ara 液體培養基的試管中。

將試管加蓋後放置在 32℃恒溫搖床中培養

過夜（或室溫靜置培養2天，期間加以搖動）

	

	

	

1

1

3

2
用紫外燈檢查兩根試管，觀察其中的區

別。將一小管標記“＋”號，加入 2 ml

液體培養基，8000 rpm離心5分鐘。（這

步驟使用的吸液管清洗後可在本次實驗

中重複使用）

用吸液管吸取 250μl 的 TE 溶液加入小

管中，並吹打數次。

用紫外燈觀察，棄去上清液。（可以看

到只有菌體沉澱發出綠色螢光）

加一滴溶菌酶（問老師索取）消化細菌

的細胞壁，用手指輕彈使反應充分。加

入液氮冷凍，使細菌破裂。

2

	

	

	

		

	

1

3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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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手溫使小管解凍，10000rpm 離心 10

分鐘，分離不能溶解的碎片。

加入 2ml 平衡緩衝液使純化柱平衡。在

約還剩 1ml 平衡緩衝液時加上柱“尾”

備用。

用吸液管在上清液中加入 250μl 上樣結合緩衝液。

在離心的時間裏，將純化柱的蓋和尾打

開，使其中的液體流掉（約3到5分鐘）。

離心結束後，用紫外燈檢測，應該發現

上清液發出綠色螢光。將上清液用吸液

管吸出至另一乾淨小管中。

	

		

	

	

3

1 2

4

5

4

將三根試管分別標記上 1、2、3。先選用

1 號收集管。打開柱的尾部，使剩餘的平

衡緩衝液流至液面與柱內填料面相切。

換用2號收集管，加入250μl清洗緩衝液，

洗去未結合的雜質，同時用紫外燈監測。

注意記錄所看到的螢光處於甚麼位置。

在紫外燈的激發下觀察 3根試管中所收集物質的差異。

此時使用一根新的吸液管，沿純化柱的

內壁緩緩加入混合均勻的樣品液 250μl
（發綠色螢光的上清液和結合緩衝液的

混合液），同時用紫外燈監測。觀察綠

色螢光蛋白在與純化柱的結合。

用 750μl 的 TE 緩衝液將綠色螢光蛋白

從純化柱上洗脫，同時用紫外燈監測，

見有綠色螢光蛋白下來的時候，換用 3

號收集管收集純化好的綠色螢光蛋白。

	

	

	

	

	

1

3 4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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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題04

1．請解釋以下儀器、試劑在實驗中的用途：

a) 紫外（UV）燈

b) 培養箱

c) 液氮

d) 溶菌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請解釋為甚麼在這兩管培養液中都有綠色螢光蛋白的表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請觀察每個純化實驗步驟中何處有綠色螢光，為甚麼？

是否觀察到綠色螢光蛋白 解釋原因

2.1 離心後

上清 

沉澱

3.1 離心後

上清

沉澱

4.2 上樣後

柱子上

管 1內 

4.2 洗滌後

柱子上

管 2內

4.3 加入 TE 後

柱子上

管 3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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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六
飲品中的營養標籤 -
蛋白質濃度檢定
Protein
Concentration
Investigation

實驗前思考01

蛋白質過量骨鬆找上年輕人
文章來源：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wjhealthnews/23418022/article-

%E8%9B%8B%E7%99%BD%E8%B3%AA%E9%81%8E%E9%87%8F-%E9%AA%A8%E9%AC%86%E6%89%BE%

E4%B8%8A%E5%B9%B4%E8%BC%95%E4%BA%BA?instance=med1

文章日期：2013 年 8 月 21 日

台灣骨質疏鬆症臨床治療指引受國際肯定，

刊登在收錄美國國家臨床指引交換中心（NGC）。

指引中提及，攝取過多蛋白質可能會加速骨質疏

鬆，但醫師表示，骨鬆好發於老人，老年族群攝

取蛋白質應足量，均衡飲食是預防骨鬆之道。 

台灣骨鬆治療指引是台灣首篇獲 NGC 收載的

指引。指引中指出，動物性蛋白質經代謝後，易

增加酸負荷，人體為維持酸鹼平衡，會釋出骨骼

中的鹼性離子，其中包含鈣，而被認定造成骨質

流失，建議每公斤體重應攝取 1到 1.5 克蛋白質，

以免影響骨骼代謝。 

台灣骨鬆學會秘書長詹鼎正表示，蛋白質經

人體代謝後會產生酸性物質，為了酸鹼平衡，身

體會從骨骼中融出鈣等鹼性物質，製造更多的鹼

離子。有些研究發現，在蛋白質攝取較多的民眾

尿液中，鈣離子也較高。 

詹鼎正解釋，蛋白質攝取應隨年紀而增加，

一般年輕人每公斤體重建議攝取蛋白質 0.8 克，

65 歲以上老人則每公斤要吃 1.2 克，以 60公斤老

年人為例，每天要攝取 72克蛋白質，相當於 1、2

兩左右的肉。 

不過，蛋白質也是構成骨基質、肌肉的營養

素，詹鼎正說，臨床上看到蛋白質攝取較多的老

年人，骨鬆機率較少。但一般老年人多半牙齒功

能退化，有時咬不動肉，造成蛋白質攝取不足，

故易有骨鬆等問題，他建議可以蛋類、豆腐取代。 

詹鼎正表示，一般常見“肉食族群”多是年

輕人，肉吃得太多，蛋白質攝取也超標，就可能

因此加速骨鬆，但年輕族群並非骨鬆好發族群，

若攝取超過建議量的肉類，可多吃蔬菜、水果來

平衡體內的酸鹼值。 

台灣健康署長邱淑媞提醒，存骨本應從小養

成高鈣飲食習慣，如喝牛奶，多吃起司、黑芝麻、

小魚、傳統豆腐、深綠色蔬菜等；適度曬太陽，

讓身體增加製造維他命 D；從事負重運動，強化

骨骼，如健走、慢跑、跳繩、伏地挺身、舉啞鈴等。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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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力與蛋白質有關
報章來源：http://news.hk.msn.com/international/%E8%A8%98%E6%86%B6%E5%8A%9B

%E8%88%87%E8%9B%8B%E7%99%BD%E8%B3%AA%E6%9C%89%E9%97%9C

報章日期：2013 年 8 月 30 日

隨年齡漸長，不少人會發現記憶力逐漸減弱。

美國科學家研究指出，人類記憶力衰退與大腦缺

乏一種蛋白質有關。

研究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行。研究員首先

將 8 個志願者死後捐出的人腦做對比。志願者的

年齡由 33 至 88 歲，沒有腦部疾病。研究員從大

腦的海馬體內，抽出齒狀迴（dentate gyrus）

及內嗅皮質（entorhinal cortex）兩個負責記

憶的部分，並測試當中的基因活躍狀况。結果發

現，齒狀迴內 17 種基因會隨大腦年齡增加而出

現改變，而一種控制生產蛋白質「RbAp48」的基

因，會隨年齡增長出現顯著退化，令長者腦部的

RbAp48 含量只有年輕人腦部的一半。

RbAp48 可令記憶力恢復

研究員再以老鼠做測試，以基因工程令部分

老鼠大腦的 RbAp48 生產基因失效，結果發現，缺

乏 RbAp48 的年輕老鼠記憶力與年長 4倍的老鼠一

樣差，無法走出迷宮，亦難以辨認曾見過的物件。

當研究員令老鼠產生額外的 RbAp48 後，其記憶力

便恢復正常。

帶領研究的坎德爾（Eric Kandel）博士稱，

今次研究說明，與年齡有關的記憶力衰退或可透

過增加 RbAp48 獲得改善，將研究影響該蛋白多寡

的因素。

思考問題

1.1

1. 為甚麼攝取過多蛋白質可能會加速骨質疏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驗目標

實驗介紹

2.1

2.2

2. 以 50 公斤的年輕人為例，他一日要攝取多少克蛋白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如攝取超過建議量，有甚麼方法可以平衡體內的酸鹼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RbAp48”是甚麼？研究員用甚麼方法測試“RbAp48”與記憶力逐漸減弱有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驗簡介02

通過 Bradford protein assay 方法，推斷未知樣本為哪一種飲料。

Bradford 的 dye-binding method 是利用

Coomassie brilliant blue G-250 （CBG） 

（考馬斯亮藍 G-250) 可與蛋白質結合而變色的

特性來定量，Coomassie G-250 是一種結構複

雜的化合物，這染料在未與蛋白質結合之前會

呈現紅棕色（因為吸收了波長 470nm 的藍光）。

	

NEWS

- 70 - - 71 -



而與蛋白質結合之後會呈現藍色（因為吸收了波長 595nm 的黃光），這個藍光是可以用肉眼很容易地觀察

出來的。若樣本中的蛋白質越多，呈色也會越深。

下圖表示了 Coomassie G-250 與蛋白質中的氨基酸如何結合 :

	
蛋白質越多，呈色也會越深。

	

Casein 酪蛋白是牛奶中最豐富的蛋白質，它的氨基酸排序如下 :

Casein 包括有 224 個氨基酸，其中有 13 個氨基酸能與 Coomassie 染料結合得較好 :

所以在這次實驗中，我們選擇了以下幾款飲品作為檢測樣本 :

（注意 :麥精維他奶中並沒有 Casein 酪蛋白成份）

Arginines 精氨酸（R） Tryptophan 色氨酸（W） Tyrosines 酪氨酸（Y） Histidines 組氨酸（H）

實驗樣本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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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試劑

實驗步驟

04

05

Bovine globulin standard （牛血球蛋白標準樣本）[BSA], 

（0.0-2.0mg/ml）, 40μl
          

7 支

未知樣本 [A,B,C] , 50μl 3 支

水 ,5ml 1 支

Bradford dye reagent（Bradford 染料）[BF dye], 25ml 1 支

	

	

A-20	 	 	 B-20	 	 	 	 C-20	

用 marker 筆在 11 個比色皿上寫上標記（如下圖）（應寫在比色皿下方有刻紋的位置）

使用 2-20μl 移液槍和 100-1000μl 移液槍，把 20μl 的未知樣本 (A,B,C) 和 380μl 的水混合成

20 倍稀釋的未知樣本 (A-20,B-20,C-20)（如下圖）

[注意 : 每個樣本都要使用新的槍頭 ]

1

2

使用 100-1000μl 移液槍 , 在 11 個比色皿中各加入 1ml 的 BF dye.（ 1ml = 1000μl）。

使用 2-20μl 移液槍 , 把 20μl 的標準樣本和 20倍稀釋的未知樣本加入相對應的比色皿中 。

利用石蠟膜把比色皿封口 , 然後倒轉一次 , 使試劑充分混合。

	

	

A-20	 	 	 B-20	 	 	 	 C-20	

注意 :

a) 每個樣本都要使用新的槍頭。

b)加入 20μl 的樣本後 ,可利用移液槍吸放試劑數

次 , 使樣本和試劑混合。

c)每次加入樣本後，請利用石蠟膜把比色皿封口，

以防倒瀉。

	

把 0-7 的比色皿順序排成一列 , 觀察顏色
有何差異。

把 A,B,C 比色皿和 0-7 比色皿進行比對 , 
以推斷未知稀釋樣品的蛋白質濃度。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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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算未知樣本的蛋白質濃度（如下例）:

假設 20 倍稀釋未知樣本的蛋白質濃度為 0.80mg/ml

則 未知樣本的蛋白質濃度為 0.80mg/ml x 20 = 16mg/ml = 0.016g/ml = 1.6g/100ml

未知樣本應為下列哪一款飲品？

樣本 A: 樣本 B:

飲品

蛋白質濃度  g/100ml  g/100ml  g/100ml  g/100ml

未知樣本

樣本 C:

實驗後思考與討論06

1.Coomassie blue 在實驗中的作用是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9

2. 為甚麼使用移液槍時每個樣本都要使用新的槍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的實驗結果與食物標籤中的蛋白質濃度是否相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經過這次實驗後你會否多留意食物標籤？為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biodee.net/UploadFile/image/Up-2009-11-08_633933057160023750-35%20%E8%80%83%E
9%A9%AC%E6%96%AF%E4%BA%AE%E8%93%9DG250.JPG

R → http://www.russelllab.org/aas/other_images/Asp_Arg_saltbridge.gif   

W → http://www.3dchem.com/imagesofmolecules/Tryptophan.jpg

Y → http://www.3dchem.com/imagesofmolecules/Tyrosine.jpg           

H → http://www.3dchem.com/imagesofmolecules/Histidine.jpg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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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七
魚肉加工食品中之真偽 -
蛋白質圖譜與西方墨點法
Protein Profiler & 
Western Blot

實驗前資料01

蛋白質是甚麼？

蛋白質的結構

1.1

1.2

蛋白質是一種複雜的有機大分子化合物。隨著近代物理、化學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蛋白質獲得了純的

結晶。根據元素分析，除了有碳、氫、氧，通常還有少量的氮和硫。部分蛋白質還含有其他一些元素，主要是磷、

鐵、銅、碘、鋅和鉬等等。這些元素在蛋白質組成中占的比例是：碳約占 50%、氫約占 7%、氧約占 23%、氮約

占 16%、硫約占 0-3% 和其他微量元素。蛋白質是生命最基本的組成部分之一，是生物化學的主要研究對象之一。

蛋白質是由氨基酸通過肽鍵有序連接而形成的多肽鏈。蛋白質的基本單位是胺基酸，胺基酸的氨基和羧基

縮合失水後形成肽鍵，由三個或三個以上氨基酸殘基組成的肽稱為多肽形成多肽鏈。

蛋白質的分子結構可劃分為四級：

*一級結構：組成多肽鏈的線性胺基酸序列。
* 二級結構：依靠不同肽鍵的 C=O 和 N-H 基團間

的氫鍵形成的穩定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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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級結構：由一條多肽鏈的不同胺基酸側鏈間

的相互作用形成的穩定結構。

*四級結構：由不同多肽鏈亞基間相互作用形  

成具有功能的蛋白質分子。

	 	

蛋白質的性質

蛋白質的性質

1.3

1.4

構成細胞骨架和動物大部分結構的纖維物質也是蛋白質：膠原和角蛋白組成了皮膚，毛

髮和軟骨；肌肉大部分也是由蛋白質組成。

蛋白質對於它周圍的環境十分挑剔。它們僅在一個很小的 pH 範圍內並且含有少量電解質

的溶液中保持他們的活性或天然狀態，許多蛋白質不能存在於蒸餾水中。蛋白質失去了它的

天然狀態就稱為變性。變性的蛋白質通常除了隨機卷曲以外沒有其他的二級結構。處於天然

狀態的蛋白質通常都是摺疊的。

催化 蛋白質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作為生物催化劑，酶。

調劑 一些蛋白質對生物體內的新陳代謝具有調劑作用，例如，胰島素。

運輸 一些蛋白質具有運輸代謝物質的作用，例如，離子通道。

儲存 種子中的大量蛋白質，就是用來萌發時的儲備。

運動 例如肌肉蛋白。

結構 比如毛髮，等等。

其他 比如防禦、進攻等等。例如人類的免疫過程中有大量蛋白質參與。

實驗前思考02

頭髮豉油鞋底花膠
內地造假創意無限
報章來源：

http://the-sun.on.cc/channels/news/20080817/20080817034119_0000.html

報章日期：2008 年 8 月 17 日

	內地黑心食品層出不窮，輕則以劣質食材魚

目混珠，重則以不能入口的工業原料加工醃製而

成，嚴重影響消費者健康。近幾年，傳媒多次揭

發內地大大小小的黑心食品製作工場，更愈揭愈

多，無不令人膽戰心驚。

在眾多黑心食物之中，最惡名昭彰的可說是

“頭髮豉油”。內地不法商人竟覷準人體毛髮含有

高蛋白質，於是利用人體毛髮混合黃豆煮製，酸

解毛髮中的氨基酸，之後再加入鹽和色素，有關

工場在被搗破之前，曾經一個月內生產出逾千噸

的“頭髮豉油”。

黑心食物不單會食壞肚，有些更會食死人。

深圳曾有無良商人，為求令饅頭雪白，竟在製作

過程中加入工業原料硫磺。本港亦曾經有酒樓，

購入貴價花膠，經浸泡後始發現花膠是由皮鞋底

冒充而成，令人哭笑不得。

即使成本低的食物，造假情況亦不絕於耳。

只售一元八塊的雞蛋、皮蛋亦成不法分子造假對

象。蛋殼、蛋白、蛋黃無一是真，均由碳酸鈣、石膏、

樹脂等化學物質混合製成，煮熟後與真雞蛋無異。

不法商人甚至可調節蛋黃的顏色，造出假皮蛋和

鹹蛋，假食品無日無之，不少內地網民譏諷無良

商人，對造假食品的創意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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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問題

2.1

1. 甚麼是黑心食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你認為為甚麼會有人製造黑心食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認為黑心食物對人體會帶來甚麼影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有甚麼方法可以判斷食品是不是黑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白飯魚都有假？

2.2

Quoted from http://tw.myblog.yahoo.com/mandy-sun/article?mid=647&prev=648&next=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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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簡介

SDS-PAGE 電泳圖譜實驗

03

04

假設你是一名食品化驗室的員工，你手上有圖中的“白飯魚”的樣本， 你會如何分辨圖中的“白飯魚”是

否真的白飯魚，內裡是否含有魚肉？

   

試從以下的關鍵詞中，思考如何用科學化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在一星期後進行堂上討論（可善用網上

資源）， 和為下週的實驗堂準備 10 克魚肉製品（如魚旦，魚肉腸，鯪魚肉）。

實驗目標 : 利用 SDS-PAGE 電泳圖譜和西方墨點法，檢測魚肉食品中是否真的含有魚肉。

SDS-PAGE 電泳的基本原理

4.1

SDS-PAGE（ 十 二 烷 基 硫 酸 鈉 - 聚 丙 烯 醯 胺 凝 膠 電 泳 ）（sodium dodecyl sulfate 

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是目前最常用的分離蛋白質的電泳技術，是在聚丙烯

醯胺凝膠系統中引進 SDS，SDS 能斷裂分子內和分子間氫鍵，破壞蛋白質的二級和三級結構，強

還原劑能使半胱氨酸之間的二硫鍵斷裂，蛋白質在一定濃度的含有強還原劑的 SDS 溶液中， 與

SDS 分子按比例結合，形成帶負電荷的 SDS- 蛋白質複合物，這種複合物由於結合大量的 SDS，

使蛋白質喪失了原有的電荷狀態形成僅保持原有分子大小為特徵的負離子團塊，從而降低或消

除了各種蛋白質分子之間天然的電荷差異，由於 SDS 與蛋白質的結合是按重量成比例的，因此

在進行電泳時，蛋白質分子的遷移速度取決於分子大小。若將已知分子量的標準蛋白質的遷移

率對分子量對數作圖，可獲得一條標準曲線，未知蛋白質在相同條件下進行電泳，根據它電泳

遷移率即可在標準曲線上求得分子量。

聚丙烯醯胺凝膠電泳（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PAGE）利用了兩層的聚丙

烯醯胺凝膠。上層是 4% 聚丙烯醯胺的積層膠（stacking gel），而下層是 15% 聚丙烯醯胺的分

離層膠（resolving/separating gel）。這種設計可以讓所有蛋白質樣本在同一時間進行電泳分

離。由於每一個孔道中所加入的樣本容量都可能有所不同，使得樣本條帶有些較闊、有些較窄，

最後不能同時進入凝膠進行泳動。所以，低濃度的積層膠可以讓所有蛋白質以較快速度泳動，

而且層積在積層膠和分離層膠之間的交界，使得所有蛋白質樣本可以濃縮成較窄的條帶，然後

同時進入濃度較高的分離層膠進行泳動。

	
○一	

	

電
泳
方
向	

○十	

	

電泳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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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動蛋白（Actin）和肌球蛋白（Myosin）

分析結果

4.2

4.3

在魚的肌肉中，均存在肌動蛋白（Actin）和肌球蛋白（Myosin），本實驗就是根據提取魚肉食品中的蛋白

質，然後與已知的魚肌動和肌球蛋白樣本進行 SDS-PAGE 電泳，然後進行圖譜分析，嘗試判斷魚肉食品中是否

真的含有魚肉。

如果樣本蛋白質條帶的位置和肌動 &肌球蛋白的吻合，則代表樣本含有魚類肌肉。

	

實驗試劑

實驗步驟

4.4

4.5

Laemmli 樣本緩衝液與二硫蘇糖醇 [LSB]（Dithiothreitol）（ Laemmli sample buffer with 

DTT），600μl
1 支

肌動與肌球蛋白標準樣本 [AM]（Actin & myosin standard），17.5μl 1 支

染色的蛋白質標尺 [Std]（Precision Plus Protein Kaleidoscope prestained protein 

standard），12μl
1 支

裝備的聚丙烯醯胺凝膠 15%，10-well（Ready Gel precast gel） 1 塊

甘氨酸 -SDS 電泳緩衝液 [TGS] （1Xtris-glycine-sds running buffer），500ml 1 支

考馬斯蛋白質染料（Bio-Safe Coomassie stain for proteins），100ml 1 支

食物蛋白質提取

根據魚肉樣品分別標記 2 支有蓋的 1.5ml

的小管及同時分別標記 2 支螺旋小管。

將魚肉樣本切成約 0.25x0.25x0.25cm3 的

小塊，並放於 1.5ml 小管中，蓋好蓋子。

手指輕彈小管 15 次，讓魚肉在緩衝液中充

分搖動。

1

3

2

4

往1.5ml小管裡加入250ul Laemmli 緩衝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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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溫培養 5分鐘。

於 95℃水浴加熱 5分鐘。

將魚肉樣品和肌動與肌球蛋白標準樣本置於 95℃恒溫水浴 2-5 分鐘 .

小心轉移緩衝液到螺旋小管，

不要把魚肉都吸走。

蛋白質圖譜分析 以下實驗需要 2組人共用 2塊凝膠

按以下排列加入樣本 :

孔位置 凝膠 1

加樣量

凝膠 2

加樣量

樣品

1 & 2 空白 空白 空白

3 5μl 5μl         

4 10μl 5μl 魚肉樣品 1 （第一組）

5 10μl 5μl 魚肉樣品 2 （第一組）

6 10μl 5μl 魚肉樣品 3 （第二組）

7 10μl 5μl 魚肉樣品 4 （第二組）

8 10μl 5μl 肌動與肌球蛋白標準樣本 （AM）

9&10 空白 空白 空白

5

7

1

2

6
在 200V 電壓下電泳 30 分鐘。

在 200V 電壓下電泳 30 分鐘。

凝膠 1繼續步驟 5; 凝膠 2則進行西方墨點法。

電泳完畢後，將凝膠 1取下，並放到

染色盤用自來水沖洗（若時間允許下，

沖洗凝膠 3次，每次 5分鐘）。

染色 : 將水倒去後，將 Bio-Safe 

Coomassie blue（考馬斯亮藍）50ml

傾注入染色盤中，輕搖至少一小時，以

取得好的染色效果。

Western Blot（西方墨點法）是將蛋白質轉移到膜（membrane）上，然後利用抗體進行檢測。對已知表達

蛋白，可用相應抗體作為一抗進行檢測。

脫色 : 染色後，倒掉染料，注入大量的清

水過夜脫色（必須至少更換水一次）。

西方墨點法實驗05

西方墨點法的基本原理

5.1

3

5 6

4

蛋白質標尺   （S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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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泳後的蛋白質由於凝膠上的孔隙比較密，比較難用其他物質（如抗體）來做更進一步的標定，若將凝膠

上的蛋白質轉印至膜（membrane）上，再以第一、第二級抗體跟膜上的蛋白質做專一性的結合，最後利用抗體

上攜帶的特殊標示物顯示出該蛋白質的存在。

實驗試劑

5.2

轉印緩衝液 （Blotting buffer-1x Tris-glycine with 20% ethanol）， 100ml 1 支

阻斷劑 （Blocker-5% dry blocker in wash buffer）， 25ml 1 支

清洗緩衝液 （Wash buffer-1xPBS with 0.025% Tween20）， 250ml 1 支

抗肌球蛋白的第一抗體 [PA] （Ready-to-use primary antibody 
（anti-myosin antibody）， 10ml

1 支

第二抗體 [SA] （Ready-to-use secondary antibody-）， 10ml 1 支

HRP 顯色底物（HRP color detection substrate）， 10ml 1 支

實驗步驟

5.3

蛋白質轉印

免疫染色 如果樣本的位置出現任何染色條紋，則代表樣本含有魚類肌肉。

用間尺把凝膠的頭和尾截去。

把凝膠轉到膜上，需注意每層之間避免有氣泡

將膜浸泡在 25ml 的阻斷劑中（blocking 

solution）中，室溫搖動 15 分鐘。 

倒掉 blocking solution，換入一抗

（primary antibody）10ml，在搖床

上搖動 10 分鐘。

安裝完成後以 20V 轉印 2.5 小時。

把凝膠放置於盒子中，加入轉印緩衝液

（blotting buffer）（需要蓋過凝膠），

置於搖床上 15 分鐘（搖床速度：中）。

1

3

1 2

4

2

正極+

-

濾紙

膜

凝膠

濾紙

負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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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50ml 清洗緩衝液（Wash buffer）快

速清洗膜後倒掉。

將清洗液倒掉後，加入二抗（secondary 

antibody）10ml，將搖床速度調至快速，

搖動 5分鐘。

加入 50ml 清洗緩衝液，中速搖動 3分鐘。

加入 50ml 清洗緩衝液，中速搖動 3分鐘。 

加入 50ml 清洗緩衝液進行快速清洗後，將

液體倒掉。

倒走清洗緩衝液後，換入 10ml HRP 顯色底

物，不斷搖動，直至能看見條紋。

3

5

7 8

6

4
實驗後思考與討論06

1. 除了檢測蛋白質外，還可以用甚麼方法來分辨食物真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除了蛋白質圖譜，你還知道其它的圖譜技術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類似的技術還有甚麼用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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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八
傳染病的偵測 - ELISA
Immuno Explorer :
Infectious Disease
Investigtion 

實驗前思考01

H7N9 源頭發現 街市雞播毒
報章來源：http://paper.wenweipo.com/2013/08/23/HK1308230010.htm

報章日期：2013 年 8 月 23 日

帶更毒H7N7可致人肺炎 華東入秋或大爆發 

死亡率高達 33% 的 H7N9 禽流感病毒在內

地肆虐多時，昨日源頭之謎終獲拆解。香港大

學醫學院聯同內地及英美研究人員發現，活禽

市場的家雞正是最重要的病毒源頭。可是，禽

流感陰霾仍未消散，因為研究同時發現，部分

雞隻帶有一種傳播力較弱、但毒性較強的新型

H7N7 病毒，有機會感染人類而患上肺炎。研

究團隊警告，內地華東地區同時面臨 H7N9 及

H7N7 禽流感威脅，雖然人傳人風險有限，但不

排除入秋後會出現零星，甚或大規模人類感染

個案。 

H7N9 病毒源頭未明的隱憂，昨日終被消

除。由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及

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教授管軼，及

朱華晨博士帶領的研究團隊，與汕頭大學醫學

院、美國聖裘德兒童研究醫院及英國的研究人

員合作，於 4 月 4 日至 18 日，在香港、浙江 

省溫州市、山東省日照市及廣東省深圳市，採

集逾 2,300 個家禽及候鳥的樣本。 

	

病毒候鳥傳鴨 雞感染洗牌傳人 

經病毒基因排序後發現，病毒是先由候鳥

傳給鴨，病毒在鴨的體內重組後，再傳給帶有

H9N2 病毒的雞隻，並進行病毒基因洗牌，產生

可感染人類的 H7N9 病毒，以致內地及台灣至

今共有 135 宗人類感染個案，當中 44 人死亡。

研究被刊登於最新一期的學術期刊《自然》內。 

香港大學醫學院聯同內地及英美研究人員發

現，活禽市場的家雞正是最重要的病毒源頭。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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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華晨指，活禽市場的家雞是兩種病毒感染

人類的重要源頭，病毒主要在口咽和呼吸道繁殖

和排毒，而雞隻亦會通過鼻腔和糞便進行排毒。

而目前 H7N9 及 H7N7 病毒能人傳人的機會有限，

但不排除病毒會變種為高度人傳人的病毒。管軼

更說：“內地華東地區至少同時面臨 2 種病毒，

即 H7N9 及 H7N7 威脅，我們不排除入秋後，會出

現零星人類感染個案，甚或引起流感大流行。”

 

2009 年 H1N1 新型流感是一次由流感病毒新

型變體 H1N1 新型流感所引發的全球性流行病疫

情。

2009 年 3 月底，該流感開始在墨西哥和美

國加利福尼亞州、德克薩斯州爆發，不斷蔓延。

2009 年 5 月底，該流感在墨西哥死亡率達 2%，

但在墨西哥以外死亡率僅 0.1%。持續了一年多的

疫情造成約 1.85 萬人死亡，出現疫情的國家和

地區達到了 214 個。世界衛生組織在 2013 年公

布的數據顯示，在流感季中，全世界每 5 人中就

有 1 人感染 H1N1 新型流感，但死亡率可能不到

0.02%。另據美國CDC估計，截至2010年3月中旬，

這場疫情導致 5 千 9 百萬美國人染病，26 萬 5 千

人住院，1萬 2千人死亡。 

思考問題

1.1

1.H7N9 與 H1N1 的“H”和“N”代表的是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抗原是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過 ELISA 免疫檢測方法，推斷班上哪一位同學是帶菌源頭。

ELISA 間接法示意圖

ELISA（酶聯免疫吸附測試，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正是利用抗原抗體之間的專一性鍵結，對

檢驗體進行檢測。本次實驗將使用 ELISA 間接法。

間接法的基本原理如下

ELISA 的基本原理

3.1

實驗目標

實驗原理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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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讓抗原附著在承載物上（形成固相抗原）。

2. 加入一抗並持之與抗原結合；清洗掉沒有結合的一抗。

3. 加入標記了酶的二抗並持之與一抗結合；清洗掉沒有結合的二抗。

4. 加入底物，與酶結合後會成有色產物。

5. 若果沒有相應的抗原存在，則抗體會被洗掉，故加入底物後亦不會顯色。

6. 因此，我們能從它有否顯色來判斷對應的抗原是否存在。

實驗試劑

實驗步驟

04

05

測試樣本 （黃色小管），0.75ml 4 支

陽性樣本 （紫色小管（+）），0.25ml 1 支

陰性樣本 （藍色小管（-）），0.25ml 1 支

第一抗體 （綠色小管（PA）），1ml 1 支

第二抗體 （橙色小管（SA）），1ml 1 支

酶底物 （啡色小管（SUB）），1ml 1 支

清洗緩衝液，45ml 1 支

每組取三支黃色小管，用 marker 筆在管

上寫上自己組的名字。

每組使用一個 12 孔 strip，先用 marker 筆

在 strip 上作出標記（如下圖）。

利用 20-200μl 移液槍，在標有“O”標記的

孔中加入 50μl 的原測試樣本。

1 2

找一組同學，利用 100-1000μl 移液槍，

把 700μl 的黃色小管中的樣本加入對方

的黃色小管中，蓋上蓋子，然後輕輕搖

晃，使之混合。

找其它組別，重覆步驟 3和 4兩次，

記下交換過樣本的組別名字。

更換新的槍頭，分別在 3個有“-”標記

的孔中加入 50μl 的陰性樣本（-）。

等待 5分鐘，讓蛋白質能依附在孔上。

然後再利用 100-1000μl 移液槍，把

700μl 的對方的黃色小管中的樣本放

回自身的黃色小管中，然後在右表中

記錄和你交換過樣本的組別的名字。

利用20-200μl移液槍，分別在3個有“+”

標記的孔中加入 50ml 的陽性樣本（+）。

更換新的槍頭，分別在 3個有“M”標記

的孔中加入 50μl 的三支混合樣本。

 #1
 #2
 #3

	

3

5

7 8

9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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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步驟 :

a. 把 strip 上下倒轉，讓液體流在紙巾上，輕拍 strip 數次，注意不要過份用力，避免

樣本濺回孔中；

b. 丟掉頭幾張紙巾；

c. 利用 20-200μl 移液槍，在所有孔中分別加入 150μl 的清洗緩衝液；

1. 不要加得太滿，避免緩衝液由一個孔流到另一個孔中；

2. 槍頭不要碰到孔壁，和不要碰到已加入孔中的緩衝液，這樣可以避免更換新的槍頭；

d. 重覆步驟 a和 b。

重覆步驟 10 一次。

更換新的槍頭，利用20-200μl移液槍，在12個孔中各加入50μl的第一抗體（PA），靜置5分鐘，

讓抗體和抗原結合。

［槍頭不要碰到孔壁，和不要碰到己加入孔中的緩衝液，這樣可以避免更換新的槍頭］

	

10

11

12

重覆步驟 10 兩次 ,沖走未結合的第一抗體。

重覆步驟 10 三次 ,沖走未結合的第二抗體。

更換新的槍頭，利用 20-200μl 移液槍，在 12 個孔中各加入 50μl 的第二抗體 (SA),

靜置 5分鐘，讓抗體和抗體結合。

更換新的槍頭，利用20-200μl移液槍，在12個孔中各加入50μl的酶底物，靜置5分鐘，

然後觀察結果。

[槍頭不要碰到孔壁，和不要碰到已加入孔中的液體，這樣可以避免更換新的槍頭 ]

［槍頭不要碰到孔壁，和不要碰到已加入孔中的液體，這樣可以避免更換新的槍頭］

	

	

第二抗體

第一抗體

酶底物

13

15

1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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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後思考與討論06

1. 你知道一些疾病的途徑傳播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假若你的樣本對檢測呈陽性反應，這代表你與起初受感染的學生有直接交流嗎？那你可以解釋疾病如何在
一個社區中傳播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如何能有效地避免受到疾病感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驗後思考與討論06

實驗九
自製培養基
DIY Bacteria 
Culture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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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後思考01

內外調理戰勝痘痘面子掛得住    

報章來源：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aug/25/today-health2.

htm?Slots=BHealth

報章日期：2013 年 8 月 25 日

最近天氣炎熱，許多原本皮膚狀況穩定的

病人出現症狀復發，尤其是青春痘，更是讓許

多青少年聞之色變，不但外表難看，更嚴重影

響社交。

一般來說，痘痘會發生不外乎三個條件，

第一是皮脂腺分泌過度，二是毛孔阻塞，三是

細菌感染；西醫處理常以抗生素治療細菌感

染、用 A酸去除阻塞的毛孔、用類固醇抗發炎。

當然短期間一定能看到療效，但是有許多病人

用一陣子後，效果就變差，甚至一停藥，復發

更嚴重。

細菌感染是因本身正氣不足以對抗外界細

菌，加上臉又油油的，自然成為細菌最佳的培

養基，痘痘就會長得特別兇。要根本治療這些

問題，一要除痰除濕，降低皮脂腺的分泌，二

要降虛火，臉部才不會常常油油的，三要補正

氣，細菌才不會在臉部滋生，如此才能真正停

藥後不復發。

思考問題

1.1

1. 培養基為細菌提供的是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驗簡介02

甚麼是培養基

2.1

2. 在生活中有很多例子都與細菌培養基有關係，你可以列出兩個例子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細菌培養在科學技術中有甚麼應用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培養基是供微生物、植物和動物的組織生長、培養所用的養份。培養基由不同的營養物質所組成，通常

含有生物所需要的碳水化合物、含氮物質、無機鹽，甚至根據實驗的要求可以加入其他營養物質。

組成培養基的五類成份 :.

無機營養物

無機營養物主要由大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兩部分組成。

維生素

在培養基中加入維生素，常有利於外植體的發育。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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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調節物質

常用的生長調節物質大致包括以下三類 :  (1) 植物生長素類。

									                    (2) 細胞分裂素。

                                      (3) 赤霉素。 

有機附加物

包括人工合成或天然的有機附加物。最常用的有酪朊水解物、酵母提取物、椰子汁及各種

氨基酸等。

碳源

培養的植物組織或細胞，它們的光合作用較弱。因此，需要在培養基中附加一些碳水化合

物以供需要。

利用大菜絲、馬鈴薯、葡萄糖粉等生活上能接觸到的材料製造培養基。

實驗介紹

2.2

家用大菜、牛奶、馬鈴薯、葡萄糖粉、培養皿、燒杯、本生燈（或加熱板）。

（可在家中進行，但必先得到家長同意，且禁止單獨操作實驗。）

實驗材料及實驗步驟03

實驗材料

實驗步驟

3.1

3.2

馬鈴薯培養基

加入適量的水（約 100–150 ml）到燒

杯中，並加熱到沸騰。

將馬鈴薯切成粒狀，放入燒杯內煮，待

水變得有點微黃為止。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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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馬鈴薯汁倒入另一燒杯內，加入約2g的大菜絲及5g的葡萄糖粉，再加熱直至大菜絲完全煮溶。

（註 : 當水不足夠的時候，請馬上加水，不然則容易煮糊。另外加熱時請保持攪拌，不然也很

容易煮糊。）

把馬鈴薯汁煮到沸騰後，將馬鈴薯汁分裝

到培養皿內，待培養基凝固後即可使用。

把 100ml 牛奶倒入燒杯內，加入 2g 的大菜

絲及 5g 葡萄糖粉，再加熱直至大菜絲完全

煮溶。

將牛奶分裝到培養皿內，待培養基凝固後

即可使用。

培養基凝固後，按照指示將手指按壓在

培養基上。

牛奶培養基

3

4

1 2

5

上述培養基可以作多種菌種培養的自然培養基，不作菌種培養亦可“新鮮”食用，但不是所有的培養基都

可作食用，有不少培養基內加入有利菌種生長的材料，但同時對人體有毒或有害。

培養基的滅菌與保存 

培養基配製完畢后，應立即滅菌。培養基通常應在高壓蒸汽滅菌鍋內，滅菌 20 分鐘。

如果沒有高壓蒸汽滅菌鍋，也可採用間歇滅菌法進行滅菌，即將培養基煮沸 10 分鐘，24

小時后再煮沸 20 分鐘，如此連續滅菌三次，即可達到完全滅菌的目的。 

經過滅菌的培養基應置於 10℃下保存，特別是含有生長調節物質的培養基，在 4～ 5℃

低溫下保存要更好些。

實驗後思考與討論04

1. 大菜、馬鈴薯、牛奶和葡萄糖粉分別有甚麼作用？（提示：你平時吃到的大菜糕是怎樣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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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什麼做出來的馬鈴薯培養基，有的顏色比較深，有的顏色比較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5lask.com/question/3522945.html

參考資料 

實驗十
微生物基礎技術測 - 
無菌操作
Aseptic
Technique in
Micro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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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前思考01

每張人民幣細菌 2.5 萬個具有耐藥性

報章來源：http://life.dayoo.com/health/201309/11/129782_32455716.htm

報章日期：2013 年 8 月 11 日

上班族在買早餐時，當店主接過錢將早餐递

過来的瞬間，是否想過在這個過程中會有細菌的

傳播，而載體正是人們習以为常的紙幣。

用卡增多 紙幣细菌减少

北京化工大學教授兼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院

長袁其朋介紹，香港城市大學一項早年針對亞洲

數個國家鈔票衛生的實驗中發現，人民幣的紙幣

細菌含量最多，數量多達每張 17.8 萬個，比第

二名的香港的紙幣整整多出了 16 萬個。之後研

究又發現人民幣細菌數量的明顯下降，與國人越

來越多地使用銀行卡、信用卡有關。” 據了解，

澳元是世界上首先使用塑料布作為印刷材質的國

家，傳播起来含菌量極低；日元中加入了大量磁

石粉，抑制細菌滋生，且國民整體衛生習慣良好，

但造價很高。

紙幣上的細菌喜熱潮  細菌易通過食物傳播

袁其朋介紹，研究發現紙幣污染程度隨氣候

變化明顯，細菌喜愛高温濕熱環境。人民幣上的

细菌含量就表現出了明顯的季節性，夏季细菌數

最多。雖然人民幣细菌總數有所减少，但潛在致

病菌污染情況仍比較嚴重，實驗顯示人民幣上大

腸菌群、大腸杆菌、金葡菌、沙門氏菌最容易通

過食物傳播。“更需引起關注的是，人民幣菌的

耐藥性問題非常嚴重。”袁其朋表示，實驗中發

現這些細菌對多種抗生素有高耐受率，越來越難

被殺死。

思考問題

1.1

1. 你認識的細菌是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驗簡介02

實驗目的

2.1

2. 細菌在我們的生活中無處不在，每種細菌都是對人體有害的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菌落是怎樣形成的？我們怎樣觀測菌落的數目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學習基本的無菌操作觀念

在處理已滅菌之製品時，避免介入微生物之污染。

2. 本次實驗讓學生練習平板畫線技術 (Streak-Plate Technique)，分離單一菌落。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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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介紹

實驗介紹

2.2

3.1

細菌分離

3.1.1 醇類

無菌操作技術

微生物體積小，屬於肉眼無法觀察的生物，所以利用微生物進行實驗時需先確認菌株為純種菌株 (pure 

culture)，因此可用固體培養基進行菌株分離 (isolation)。讓單一的細菌細胞長成單一的菌落 (colony)， 

最常使用的方法稱為畫線培養 (streak culture) －將沾有菌種的接種環在培養基表面畫線，在畫線過程中，

細胞逐漸分散，培養後形成單個菌落。純種菌株一般需定時活化，斜面培養法為最佳的方式。

無菌技術主要是避免培養用的無菌培養基、培養皿及其他實驗器具接觸到雜菌，要完成此工作必須注意下

列事項：

·必須用消毒劑清潔工作環境，以減少可能存在的雜菌。 

·滅菌包應保持乾燥以避免毛細現象，並注意有效日期。

·非無菌物應遠離無菌區 2吋以上，勿對著無菌區談話、咳嗽、打噴嚏。

·未經消毒之物品或手不可越過無菌面。

·移殖工具必須無菌 (例如：接種環在移殖前後用酒精燈燒一下以消毒 )。 

·動作迅速並有效地完成以減少曝露的時間，因在那一段時間內培養基或研究人員可能會受到污染。

·無菌和非無菌不可接觸，無菌物品懷疑污染時，視為非無菌應重新更換。

醇類為蛋白質變性劑，同時也是酯類的溶劑，並且醇類是具有脫水作用的脫水劑。

其作用機制包括 1) 造成細胞膜蛋白的變性。

                   2) 破壞細胞膜中的脂類物質。

                   3) 於脫水完全的狀況下，具有抑菌之功效。

實驗原理及實驗材料03

無菌材料

3.2

3.1.2 高溫

3.1.3 實驗室內之無菌操作台

3.2.1 用品

高溫殺菌迅速、可殺害所有生物且能穿透一般化學滅菌劑所不能到達的位置。乾熱法的滅菌理論為導致細

胞脫水、細胞內溶質的沉澱以及大分子的氧化。

焚燒法常運用於移植環的滅菌。

實驗室內之無菌操作台，利用高效率粒狀空氣濾網 ，以製造無塵、無菌的空氣。

平板培養基 

接種環

酒精燈

石蠟膜

菌種： 大腸桿菌 Escherichia c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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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步驟04

把菌落從一容器移殖到另一容器之典型步驟如下

4.1

先把接種環燒一下。

利用接種環取一些細菌，並把它移到新鮮

的培養基中。

打開試管的蓋子並把管口燒一下。

把試管管口再燒一次，然後把蓋子蓋上。

把接種環再燒一下。

1

3

5

4

2

平板畫線技術(Streak-Plate Technique)操作技術

4.2

先將培養皿標示組別、座號、日期，

另外逆時針標示三區（I、II、III，

每一區大約差 60~90 度）及中間第四

區 IV。

以冷卻的接種環沾取一些菌落。打開培養皿，以接種環於第I區輕輕來回塗抹均勻（接

種環盡量與培養皿成水平，比較不會劃破培養基），完成後蓋上培養皿。重覆步驟 2。

打開培養皿，將培養皿逆時針轉約60~90度，自第I區的尾部，單方向畫線拖往第II區，

大約劃 8-10 條線。蓋上培養皿。重覆步驟 2。

將接種環前端的環區置於酒精燈上輕輕過

火消毒，之後放於酒精燈旁冷卻（要確實

冷卻）。

整個實驗應在酒精燈旁進行

1

3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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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培養皿，將培養皿逆時針轉約60~90度，自第II區的尾部，單方向畫線拖往第III區，

大約劃 5-10 條線。

培養皿再逆時針轉約60~90度，直接從第III區的尾部以Z字形拉線到第四區。重覆步驟2。

最後以石蠟膜將培養基封好。

. 培養基在放置於 37℃培養 48 小時後，觀察菌的型態、菌的分離情形。

37oC
48hrs

實驗後思考與討論05
1. 試述酒精燈的用途。請解釋為甚麼要在酒精燈旁進行實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6

7

2. 假若在畫菌的過程中不再把接種環過火消毒，將會對實驗產生哪些影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試繪畫出培養基上的細菌分佈情況。

4. 假若在畫線區外的地方有細菌生長，請說明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openinfo.npust.edu.tw/agriculture/npus12/bb/ch4/agr2ch4.pdf

 http://www.wretch.cc/blog/ren961513/308485

 http://sites.cjcu.edu.tw/biosci/Album_839.html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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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十一
抑菌與殺菌 - 
環境因素與細菌生長
To Inhibit or Kill Bacteria: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Bacteria Growth 

實驗前資料01

文章來源：Quoted from http://hk.foodno1.com/forum/28- 滋補食療 /1225- 醃制咸柑桔及其

食療 .html

咸柑桔其性味辛、甘、溫，具有理氣、解鬱、止咳、化痰、消食、醒酒之功效，它可改善胸

悶鬱結、心悸亢進、食積脹滿、酒傷乾渴，有除痰潤肺、清熱下氣效果，特別對於感冒所引起的

喉嚨痛、咳嗽、聲音沙啞、燥熱等病症有一定的醫療作用。藥王李時珍的醫書裡曾記載柑桔能“下

氣快膈、止渴解腥、辟臭，而皮尤佳”。 

醃制方法：

1.首先你要選出壞的柑桔，記得爛的、太乾的都不要，而柑桔是不用切開的，然後準備一盤熱開水，

利用熱水沖洗乾淨柑桔，再來用一條乾毛巾抹乾柑桔。 

2. 預備一個玻璃瓶，首先在瓶底部放一層粗鹽，用匙輕力壓平粗鹽，再放一層柑桔，但切記柑

桔 "椗 "務必向上， 如此類推入滿佢 , 儘量讓食鹽把柑桔留下的空隙填滿，到最後果層一定係

粗鹽。

3. 用保鮮紙封好，再蓋上玻璃瓶蓋，把密封瓶關好。 

4. 封密瓶蓋並加上日期標籤．放置於陰涼位置，避免被陽光照射到，儲存半年以上至鹽完全化

為水，而存貯時間越久,顏色也變得更深，其功效就會越好，十年以上功效更為顯著，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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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漢堡加防腐劑放 14 年不會腐壞
報章來源：http://www.nownews.com/2013/04/24/11879-2930202.htm

報章日期：2013 年 4 月 24 日

漢堡儘管熱量相當高，但是仍有許多人愛

吃，不過看到下面這則新聞，你可能會暫時不想

吃漢堡。美國猶他州一名男子 1999 年在當地麥

當勞買了一個漢堡，他把漢堡加入防腐劑後看漢

堡能放多久，沒想到放了 14 年後這個漢堡還沒

腐壞。

根據英國《每日郵報》報導，猶他州男子韋

柏（David Whipple）為了向朋友證明放了食品

加入防腐劑後不會腐壞，他因此在 1999 年 7 月 7

日到麥當勞買一個漢堡。

他原本只打算放幾個星期，向朋友展示“防

腐劑”的厲害。不過，經過了一個月後，他早忘

了這個漢堡的存在，直到 2 年後，他從西裝外套

口袋“挖出”漢堡，發現它並沒有發霉，於是決

定繼續保存下去，直到 14（2013）年後，發現漢

堡仍然完好如初，只有酸青瓜壞掉。

韋柏的女兒曾經把這個漢堡放上 eBay 網站

上拍賣，拍賣價最高達至逾 6 萬台幣，但後來她

還是決定把這個漢堡留下來作活教材，告誡大家

少吃垃圾食物。

思考問題

1.1

1. 為何上述食物能儲存逾十年而不變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還有甚麼方法可以延長食物的保存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驗目標

實驗原理

2.1

2.2

3. 當中是通過甚麼原理保存食物起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驗簡介02

1. 學習分離及定量細菌常用的方法 -塗抹法（Spread plate method）

2.認識抑菌圈（Inhibition zone）

3.了解環境因素對細菌生長的重要性

1. 塗抹法（Spread plate method）是指將小量的液態樣本（如菌液）滴到培養基的表面後，利用塗抹的方式

將樣本平均分布於整個培養基上。如劃線法一樣，被塗抹到的地方會長出細菌（菌落 ; Colony）。因此，塗抹

法常應用於分離細菌和定量樣本中的細菌含量。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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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菌圈

 測試物

2.若要了解一物品（如抗生素、清潔劑）的抑菌能力，

也可以利用塗滿了細菌的培養基進行抑菌測試實驗。實

驗操作十分簡單，只是將沾濕了測試物的紙圈貼到培養

基上。假若測試物具有抑菌能力，紙圈的四周則不會

長出細菌。這個沒有長出細菌的區域，稱之為抑菌圈

（Inhibition zone）。抑菌圈的大小與測試物的抑制

能力有直接的關係，抑菌能力越高，抑菌圈則越大。同

樣的，測試物的濃度越高，它能產生的抑菌圈會越大。

培養基、菌液、滴管、塗棒、鑷子、圓形濾紙、測試液小管、酒精燈、石蠟膜、消毒酒精、筆、手套

*實驗全程都必須在酒精燈旁邊進行！

實驗材料

實驗步驟

03

04

使用消毒酒精清潔工作台，再點亮

酒精燈。

在培養皿的底部用筆畫三條線，將培養皿

劃分為六等份，並標上 A-F

A
B

C
D

E

F

1 2

利用無菌滴管吸取 100–250μl 的菌液，

並將菌液滴至培養基的中央位置。

將鑷子放在酒精燈上過火消毒。消毒後利用鑷子夾起一塊圓形濾紙，並放到管身標記為 "0"

的小管中浸泡。浸泡後再將濾紙貼到培養基“A”的位置上。

重覆“步驟 5”的方法，將濾紙浸泡

於其他小管中，並貼到培養基上。浸

入的次序是由低濃度到高濃度。

以石蠟膜將培養皿封好，再放到 37℃

的培養箱內培養。

利用塗棒以 "打圈 "的方式將細菌液均勻地

塗抹於整個培養基上，完成後把塗棒放在酒

精燈上過火消毒，再棄置。

A

0

3

6 7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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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後思考與討論05

1.試繪畫出培養基上的細菌分佈情況。

2.這樣的分佈情況說明了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試想想在日常生活中有何方法可以抑制細菌生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試寫出三個影響細菌生長的因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驗十二
生活環境探索 - 
生活細菌王
Exploring Bacteria
Diversity in Our Liv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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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前資料01

細菌是生物的主要類群之一，屬於細菌域。細菌是所有生物中數量最多的一類。細菌的個體非常小大多只

能在顯微鏡下看到。細菌一般是單細胞，

任何你在日常生活中觸摸和接觸到的一切都有細菌，你吃的食物、你的唾液、土壤、海洋、溫泉、游泳池

等等。人體身上也帶有相當多的細菌。據估計，人體內及表皮上的細菌細胞總數約是人體細胞總數的十倍。不

同種類的動物帶有不同種類的細菌，不同的細菌有拓殖不同環境的能力。然而，細菌的種類是如此之多，科學

家研究過並命名的種類只佔其中的小部份。

細菌的營養方式有自養及異養，其中異養的腐生細菌是生態系統中重要的分解者。細菌也對人類活動有很

大的影響。一方面，細菌是許多疾病的病原體，包括肺結核、炭疽病、鼠疫、霍亂、砂眼等疾病都是由細菌所引發。

然而，人類也時常利用細菌在食品的加工上，例如酸奶和酒釀的

製作、廢水的處理等，都與細菌有關。在生物科技領域中，細菌有也

著廣泛的運用。

	

實驗前思考02

鍵盤比臭鞋還髒 細菌多到無以計數
報章來源：http://tw.news.yahoo.com/%E9%8D%B5%E7%9B%A4%E6%AF%94%E8%87%AD%E9%9E%8B%E9%

82%84%E9%AB%92-%E7%B4%B0%E8%8F%8C%E5%A4%9A%E5%88%B0%E7%84%A1%E4%BB%A5%E8%A8%88%E6%95

%B8-020521332.htmll

報章日期： 2013 年 8 月 27 日 

大陸媒體最近針對電腦鍵盤上面的細菌跟臭

鞋子裡的細菌做出檢驗比較，結果發現電腦鍵盤

上的細菌比臭鞋子腳掌處還要更多。檢測中雖然

都沒有發現致病性較高的金黃色葡萄球菌，但在

鍵盤上發現鞋子裡沒有的真菌蹤影。

“北京晚報”取樣一個使用了半年多的電腦

鍵盤，和一雙穿了半年左右從未清洗過的運動

鞋，送到實驗室個做兩次取樣化驗。

他們依照一般的實驗流程，先做 48 小時的

細菌培養，結果發現稀釋十倍後的樣品平皿上已

經佈滿了大大小小的菌斑，數量多到無法計數。

為了了解細菌數量，實驗員不得不再次稀釋後再

來統計，最終樣品被稀釋到一萬倍，才統計出鍵

盤上細菌菌落數量。檢驗結果顯示，運動鞋前腳

掌處的細菌數量遠不如鍵盤上的細菌數量多。而

電腦鍵盤因為數字鍵不常使用，菌落數也遠遠低

於字母鍵盤。

專家建議，無論鍵盤和運動鞋都需要經常清

理，電腦鍵盤最好每兩週清理一次，清理時用酒

精擦拭；至於運動鞋的清洗，一定要注意鞋子內

部的清潔，清洗之後，可放在陽光下進行暴晒消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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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低溫洗衣愈洗愈髒
“細菌濃湯”大鍋攪！
報章來源 :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0823/260625.htm#ixzz2dIJgHyie

報章日期：2013 年 08 月 23 日

洗衣服讓你生病了嗎？

英國有專家指出，30℃的低溫洗衣不但無法

殺死病菌，研究還發現內褲殘留約 0.1 公克的糞

便讓其他衣物“雨露均霑”，洗衣機內的環境有

如一鍋“細菌濃湯”。

英國《每日郵報》報導，在老祖母時代，會

用高溫洗滌和強效洗衣劑，而現代人為了環保和

避免肌膚過敏，常用 30℃低溫配合較溫和的洗衣

劑洗滌衣物，但這種方式可能付出健康的代價。

	

衛生專家阿克萊博士 (Dr Lisa Ackerley) 

領導的研究團隊發現，30℃溫水洗衣不但不能殺

菌，溫水更有如沙門氏菌、大腸桿菌和諾羅病毒

等病菌的溫床！洗衣機內的環境有如“細菌濃

湯”，如果把貼身內衣褲和其他衣物混合洗，而

已洗的內褲平均仍有 0.1 公克的糞便殘留，病菌

更是大鍋攪拌，讓衣物之間的病菌“交叉傳染”。

而從洗衣機內取出衣物時，病菌再從人手帶

到屋內其他地方，使病菌傳播得更遠；洗衣機內

也累積了細菌，洗衣時傳到洗衣水裡，研究指出

每2茶匙（約30毫升）的洗衣水含菌量高達100萬。

阿克萊表示，“民眾認為普通的洗衣程序可

清潔衣物，但不表示是‘衛生’乾淨。”她建議

可以每個月用 90℃熱水空轉洗衣機一次來殺菌，

貼身衣物、襪子、床單、毛巾及其他衣物應該分

開洗，洗衣後也要打開機門通通風，而且晾衣服

後要洗手。

思考問題

2.1

1.攝氏30度的溫水可以殺菌嗎？為甚麼可以或不可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為甚麼鍵盤上的細菌比鞋子裏的細菌還要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甚麼環境比較容易滋生細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有甚麼方法可以消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所有細菌都是有害的嗎？如否，請舉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驗步驟03
材料：LB 培養基 9 個，已滅菌棉花棒 (8 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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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位組員 (未洗手 )，將手印在一個培

養基上，且做上記號。

(  已洗手 )--- 以消毒紙巾抹手，將手印

在一個培養基上，且做上記號。

(口水 )--- 擬似咳嗽方式，將口水咳到已

用酒精消毒的手套上，將手印在一個培養

基上，且做上記號。(請不要直接咳到培

養基上 )

( 環境 )--- 取環境中不同的地方，以已滅菌棉花棒取環境中的細菌，自選兩個地方，

然後塗抹在培養基上，且做上記號。

(身體 )--- 以身體不同的部分，以已滅菌

棉花棒取身上的細菌，自選兩個部分，如：

面，頭髮，腳等。然後塗抹在培養基上，

且做上記號。

(已洗手 )--- 以清水洗手，將手印在

一個培養基上，且做上記

(已洗手 )--- 以消毒酒精洗手，將手

印在一個培養基上，且做上記號。。

	

	

2. (已洗手)---以清水洗手，將手

印在一個培養基上，且做上記

號。 

 

	

4.(已洗手)---以消毒酒精洗手，將手

印在一個培養基上，且做上記號。。	

	

3.(已洗手)---以濕紙巾洗手，將手印

在一個培養基上，且做上記號。 	

1

3

5

7

4

6

2
1. 看結果之前，你認為身體的細菌多還是環境的細菌多？為甚麼？觀察結果後你的想法是對的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根據以上實驗，你認為哪一種消毒方法最有效？為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知道培養基的用途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請將你在培養基上看到細菌的數量排序 (1 是最少，9是最多 )

實驗結果04

未洗手 清水洗手 濕紙巾抹手 消毒酒精洗手 口水

身體 1 身體 2 環境 1 環境 2

所有相關之實驗完結後，必須洗手後方可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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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前資料01

要改善普羅市民的生活水平，其中一個重要的途徑是進行建築工程來興建新的建築物或翻新和改建現有的

建築。如果在動工前缺乏完善的環境評估，便有可能對環境和生態造成破壞。興建主題公園是大型的建築工程，

如何平衡工程的經濟效益和環境保育在港澳引發了大量爭議。

本教材套以興建大型主題公園為主題，引起學生關注大型建築工程對環境施加的衝擊，也協助他們批判思

考在進行土地發展時，怎樣能在滿足商界及公眾期望與破壞生態系統之間取得平衡。在興建主題公園的過程中，

挖泥工程是備受關注的一環，本教材套附有活動讓學生利用活的豐年蝦來進行實驗，模擬挖泥工程對環境的衝

擊。通過這些活動，學生將可更深入了解關於科學、科技、社會和環境（STSE）的議題。

填海是指在海洋注入由特製的「挖泥船」所挖取的泥土

或石頭，以得到新陸地的過程。除泥土和石頭外，填注物料

內還可能含有建築廢料。把填塞物傾進海洋前，必須把填海

區域內原有的軟海底泥移走，才可以讓注入的新物料更快沉

降，這個過程同樣依靠挖泥來進行。挖泥工程對填海區範圍

周邊的海洋和陸地都構成嚴重影響，而對環境所帶來的影響

更深受環保人士關注。究竟挖泥怎樣影響環境？試動手研究

吧。

挖泥 

模擬挖泥 

在這個活動中，你會利用填海模型來模擬挖泥工程對海洋生物的影響。首先在膠水族

箱內裝設模擬海床：用一層沙來代表沉積物（圖 1），在沙中加入硫酸銅代表可能存在於

環境中的物質（將於稍後介紹），而在海中生活的生物則以豐年蝦來代表。 

實驗材料02

1. 人造海鹽

 可於水族舖購買。

2. 海沙

可用不同來源的沙或泥（例如在學校花園裏的）。

如果沙或泥太幼細，可能要把裝置靜置一晚才加入海水。

3. 豐年蝦 (Artemia sp.)

可於水族舖購買

豐年蝦很易飼養，只須餵以流質海葵飼料或酵母。須要        

保持適當的通氣，最好置於日光下。 

4. 膠水族箱

5. 膠滴管

6. 氣泵

7. 匙羮 (用來挖泥 )

8. 硫酸銅

9. 水族箱 A( 對照組 )，水族箱 B( 實驗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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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實驗步驟03

準備海水 (33 g/L) 

準備豐年蝦 

準備海洋模型 

3.3

準備 1公升海水：在 1公升有通氣的水中溶解 33 g 人造海鹽。

(用水前應先把水通氣以去氯，或把水煮沸然後冷卻。) 

進行實驗前數天，把豐年蝦置於有

通氣的33 g/L 海水中，可以用乾酵

母餵飼（於超級市場有售）。

在沙中加入20 ml 海水令沙黏在一起。

在箱底放一層薄沙（約1cm厚）

（圖1）（可用匙羮把沙壓平。）

可利用滴管逐隻豐年蝦移運，可把

滴管的窄嘴剪去以免損傷蝦（也可

使用幼細網隔）。

圖1 圖2

1

1

1 2

2

把0.5 g CuSO4 撒在沙子面，避免

撒近邊緣。

在沙上蓋上一片膠膜(保鮮紙)。

慢慢從水族箱中取出膠膜，避免破壞

沙層。（如果沙層遭破壞，應靜待直

至懸浮粒子沉降）

在CuSO4面加入另一層厚度相近的沙子。 

在膜上輕輕倒入1.5 L海水。

在箱中放置氣泵。裝置可供使用。

3

5

7 8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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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泥工程通常持續一段長時間，這個活動會維持三天。你的任務是從水族箱 B內合共

取出 80cm3 的泥土，換言之，每天要抽取 40cm3。自己動手做吧！（現實生活中，工程師

會利用泵子連沙帶水一同吸出來，然後把水流回海洋中。）

接下來的兩天，每天都數一數還剩下多少豐年蝦仍然生存。 

活蝦數目

第一日
(研究開始)

第二日 第三日

水族箱 A ( 對照 )

水族箱 B

繪圖顯示豐年蝦的存活率怎樣隨時間改變

« õª d¹ ïÂ ×¦ ~½ ¼¦ s¬ ¡ª º¼ vÅ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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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dredging

挖年對豐年蝦存活的影響

活
蝦
數
目

時間 ( 日數 )

c 對照組

d挖泥組

實驗後思考與討論04

1.按照圖表顯示，挖泥活動對豐年蝦的存活有甚麼影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把你的結果與同學作比較。是不是所有組別的結果都相類似？如果結果相差很遠，你認為原因何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試描述兩個水族箱在進行挖泥時和挖泥後還有甚麼分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你注意到抽出的泥沙中混有藍色的粒子嗎（硫酸銅）？這些粒子原本埋在沉積層內，即是不暴露於環境中。

要是這些粒子跑到了水中，對環境可能產生甚麼影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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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挖泥活動如何影響豐年蝦的存活？問題3和問題4得出的觀察能否幫助解釋你所作的推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這個模擬裝置其實極度簡化，你可能已留意到裝置有很多缺點，例如沒有模擬水流和潮汐漲退的作用， 

這些都會影響懸浮固體的擴散。你能舉出裝置的其他限制和缺點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驗十四
斑馬魚心肌細胞
分離技術
Isolation of
Heart Cells
from Zebrafish

實驗十四
斑馬魚心肌細胞分離技術 
Isolation of
Heart Cells
from Zebra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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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前資料01

斑馬魚又名藍條魚、花條魚、藍斑馬魚。體色為銀色或金色，覆蓋著一些名藍色或紫色的橫紋，這些橫紋

從頭部延伸至尾鰭的後端，臀鰭和尾鰭上同樣也有這種條紋，背部呈淺橄欖黃。雄魚比雌魚更修長，但略小一

些。有許多人工培養的品種。

斑馬魚由於具有飼育容易、胚胎透明、體外受精、突變種多等優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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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人體大部分的組織和器官都無法再生，因此，現代研發出讓退化的組織或器官能再生已成為醫學

的目標，可以使用幹細胞作器官再造用途，這個細胞具有潛力發育成其他有功能和特定的細胞，因此此細胞能

用作器官再造和修復等功能用途。

在自然界中很多動物有與生俱來的再生能力，受

到損傷的組織或器官都能完全再生。在較早前的研究

發現蠑螈肢體有再生能力，而斑馬魚做再生能力的研

究最早是從尾鰭再生開始的，後來陸陸續續發現斑馬

魚很多的組織器官都有再生能力，其中包括脊椎神經

和心臟。

成年斑馬魚   幼年斑馬魚

成年斑馬魚之心臟

孫彬學者指出斑馬魚心臟再生大約需要 2 個月，切除後不久就會形成血凝塊封堵傷口，且再生後的心臟完

全能夠行使其功能，但他也指目前的研究對斑馬魚心臟再生的瞭解仍十分有限，但可以從斑馬魚心臟再生模型

中掌握的知識無疑將有助於增進對人類心臟再生能力缺陷的認識。

研究斑馬魚揭示器官再生之謎
報章來源：http://big5.cas.cn/xw/cmsm/201308/t20130828_3919426.shtml

報章日期：2013 年 08 月 28 日 

斑馬魚連身長約 4釐米，具暗藍與銀色縱條

紋基因與人類的相似度達 87% 心臟能再生約 2000

種人類疾病能出現在其身上胚胎在體外發育，且

完全透明一種經濟實惠的實驗動物，一對斑馬魚

一次可生產 300 只“魚寶寶”

		

本報訊（記者熊琳暉 通訊員孫慧）“斑馬魚

的基因與人類相似度高達 87%，人類無法長出第

二個心臟，而斑馬魚的心臟卻能再生。”昨日從

國家斑馬魚資源中心獲悉，國家重大科研項目“心

臟與肝臟發育和再生的遺傳調控研究”近日完成

中期總結，科學家希望通過對斑馬魚的研究來揭

示器官再生之謎。

		

昨日上午，記者走進位於中科院水生所的國

家斑馬魚資源中心。在一間約 250 平方米的實驗

室內，有 5 萬條斑馬魚在一個個培養器皿中來回

遊動。科研人員不時給它們餵食，並記錄下相關

資料。

國家斑馬魚資源中心由科技部和中科院共同

支持建立，去年 10 月落戶武漢。中心主任孫永

華介紹，斑馬魚是一種熱帶魚類，其原產地不在

中國。由於和人類基因十分接近，大約 2000 種

人類疾病都能出現在斑馬魚身上，比如感冒、白

血病、動脈粥樣硬化、癌症等。這意味著，如果

要研製治療上述疾病的藥物，可以先在斑馬魚身

上實驗療效。

		目前，全世界有超過 1500 個實驗室把斑馬

魚當做研究物件，我國有近100個斑馬魚實驗室。

		據瞭解，近一年來，中心已收集和創造搜集

保藏超過 100 個基因突變品系的斑馬魚，為全國

斑馬魚研究學者提供服務。預計該中心將在兩年

內成為全球第二大斑馬魚資源中心。

“斑馬魚之所以如此受科學家青睞，還因為

它是一種經濟實惠的實驗動物。”據介紹，與大

家熟知的實驗動物——小白鼠不同，斑馬魚的胚

胎在體外發育，且完全透明，科學家能方便地觀

察胚胎發育過程。一對斑馬魚一次可生下 300 個

“魚寶寶”，可以滿足實驗大量操作需求。此外，

斑馬魚胚胎發育一天相當於人類胚胎在母體內發

育 21 天，節省了實驗時間。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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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目的

實驗材料

02

03

通過本實驗學習簡單的動物心肌細胞分離技巧，和了解斑馬魚心肌細胞的形態特徵。

1. 野生斑馬魚心臟

2. Tyrode 溶液

NaCl、 KCl、MgCl2、NaHCO3、 NaH2PO4、HEPES、glucose、 creatine、 pyruvate、collagenase type、     

Trypsin 

3. 心肌細胞培養液

由 Tyrode、0.5%FBS、glucose 組成

4. 細胞消化液

由 Tyrode、蛋白酶（papain）、trypsin、glucose 組成

實驗步驟04

（因為本實驗所使用的技巧較高，學生在短時間難以操作，因此以專人示範實驗，學生觀察）

先將斑馬魚從水中撈起，放至裝有麻醉藥

（Tricaine）的燒杯中。

利用鑷子和特製剪刀從魚的背部靠頭部的

地方下刀，這時可見不停跳動的心臟。

利用特製剪刀將心臟的心房切除，保留心

室，並將其切成 4-5 份。

慢慢將心臟附近的組織切除，便可將心臟

全取出，放置在 Tyrode 培養液中。 

待一分鐘後，將魚放置在特製海綿上固定。

1

3

5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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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入 1.5 ml 的微量管中，加入 0.5ml

細胞消化液。

取一滴加於玻片上，找到心肌細胞。

1. 試繪畫出顯微鏡中之斑馬魚之跳動的心臟

將分離出來的心肌細胞移至 40 倍的白光顯微鏡進行觀察

約 15 分鐘後，加入 Tyrode solution 

600μl 終止消化。

緩慢地加入一滴 CaCl2 溶液（2μM），

觀察心肌細胞的跳動。

實驗後思考與討論05

7

9 10

11

8
2.斑馬魚之心臟在取出後為甚麼可以維持正常的運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試計算一分鐘內斑馬魚的心臟細胞跳動的頻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你覺得斑馬魚的其他器官的細胞也能跳動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為何要使用斑馬魚之心肌細胞作為研究之對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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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mrb.eu/centre-investigacio/en_projectes4.html

http://circres.ahajournals.org/content/99/3.cover-expansion

https://www.mdc-berlin.de/886318/en/news/archive/2007/20070115-mdc__

researchers_discover_new_function_of_

http://php.med.unsw.edu.au/embryology/index.php?title=Zebrafish_Development

http://journal.frontiersin.org/Journal/10.3389/fphys.2012.00255/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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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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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前資料01

藻類是原生生物界一類真核生物，也是微生物中外觀最豐富多變的族群。主要水生，無維管束，

能進行光合作用，是生態系統中的初級生產者。體型大小各異，小至長 1微米的單細胞的鞭毛藻，

大至長達 60 公尺的大型褐藻。

藻類植物可以是從原始的光合細菌發展而來的。光合細菌具有細菌綠素，利用無機的硫化氫

作為氫的供應者，產生了光系統。原始藻類植物，如藍藻類所具有的葉綠素 a，很可能是由細菌綠

素進化而來的。藍藻類利用廣泛存在的水為氫的供應者，具有光系統，通過光合作用產生了氧。

 圖 15.1 海洋中之消費者和生產者 圖 15.2 市售各種藻類製品

藻類可進行營養繁殖、無性繁殖或有性繁殖，大多數藻類都是水生的，有產於海洋的海藻；

也有生於陸水中的淡水藻。在水生的藻類中，有軀體表面積擴大，體內貯藏比重較小的物質，或

生有鞭毛以適應浮游生活的浮游藻類；有體外被有膠質，基部生有固著器或假根，生長在水底基

質上的底棲藻類；也有生長在冰川雪地上的冰雪藻類；還有在水溫高達 80℃以上溫泉裡生活的溫

泉藻類。

藻類主要有 9個重要的門，分別是金藻門、黃藻門、矽藻門、甲藻門、褐藻門、紅藻門、裸藻門、

綠藻門、輪藻門、藍藻門。

一般分藻類植物為浮游藻類、飄浮藻類和底棲藻類。有的藻類，如矽藻門、甲藻門和綠藻門

的單細胞種類以及藍藻門的一些絲狀的種類浮游生長在海洋、江河、湖泊，稱為浮游藻類。有的

藻類如馬尾藻類飄浮生長在馬尾藻海上，稱為飄浮藻類。有的藻類則固著生長在一定基質上稱為

底棲藻類，如藍藻門、紅藻門、褐藻門、綠藻門的多數種類生長在海岸帶上。

藻類有著非常重要的生態價值因其多樣性與歧異度，不但能反應生態系統的健全與否，更能

作為判定水域污染程度的指標生物。藻類也有廣泛的商業用途。藻類製品包括由 70 多種紅藻製成

的瓊脂糖類；瓊脂用於魚罐頭製造、烹製魚的包裝、織物上漿及膠片和高級黏合劑的製造，又可

用於湯、調味汁、果凍、糕餅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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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計算藻類數量的方法有血球計數玻片計數法、賽吉計數池計數法、水滴計數法、柏瑪計

數盤；血球計數玻片計數法、賽吉計數法都是以特別的玻片計算細胞的數目的方法，而水滴計數

法則是不需要特殊玻片，利用簡單的操作，從而計算出細胞的數目。

血球計數板被用以對人體內紅、白血球進行顯微計數之用，也常用於計算細菌、真菌、藻類

等微生物的數量，是一種非常常見的生物學工具。

計數區的刻度有兩種：一種是計數區分為 16 個大方格，而每個大方格又分成 25 個小方格；

另一種是一個計數區分成 25 個大方格，而每個大方格又分成 16 個小方格。

但是在計數時包括死活細胞均被計算，還有微小雜物也被計算在內。這樣得出結果往往偏高，

因此適用於對形態個體較大的菌體或孢子進行計數。

血球計數玻片計數方法 

圖 15.3 血球計數板和賽吉計數池

對於自然環境藻水或是較大體型的微藻使用計數池是較為妥善的選擇。賽吉計數池在設計上

剛好可以容納 1 ml 體積的水樣。因此，只要按照計數池的格子由一端依固定方向由上往下或右

往左（或由左往右）依序將每隔中的微藻種類逐一計算便可得知單位體積中某一微細藻的細胞數

目（或群體數目）。

取 1 ml 含欲計數之藻水（或細胞）先以平均速度滴下計算 1 ml 的總滴數，重複幾次取平均值，

並計算水滴內細胞的數量，此操作簡易和不需特殊玻片輔助，但缺點為誤差值較大，及人為操作

等問題存在。

讓學生了解血球計數玻片計數方法和水滴計數法的差異，討論如何降低個人誤差值。

天然藻水（澳門公園水池、魚缸等）。

 賽吉計數池計數法 

實驗目標

實驗材料

02

03

水滴計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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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步聚04

以血球計數玻片計算藻類的數目

4.1

血球計數盤放置桌面水平平坦處，蓋

上特製之蓋玻片。 

計數血球計數盤的四個角位正方形內

的藻類數目。

利用移液槍取藻水（10μl） ，由計

數區的上下方注射。 

所得數值利用下列的公式計算：

計算出的數量 1 ml 所含藻細胞數。

註：每區計算準則為四條線選兩條，只要藻類細胞壓在所選的兩條線上便要計入該區的總藻

類細胞中，壓在不是所選的線上則不能計入。

A區藻類數目 +B 區藻類數目 +C 區藻類數目 +D 區藻類數目

4

X104

1

3

5

4

2

水滴計數法計算藻類的數目

繪畫出不同藻類的形態特徵 形態特徵 :形片狀、分支狀、網球形、扇形、樹形

4.2

4.3

取體積容量 3 ml 的吸管吸取約 3 ml 的

藻水。   

計算約三次後取平均值。   

計算全部視野下的藻細胞數，並重覆三次後取平均值。   

依下列公式換算 1 ml 所含藻細胞數。

1 ml 水體中含藻類細胞數＝計數平均值×平均滴數×稀釋倍數。 

例如：計算出平均 1 ml 有 18 滴水，而計數一滴的藻細胞數有 220 個，

又藻水經稀釋 100 倍。則最後 1 ml 水中含有藻細胞數 =220x18x100= 396,000 個。

計算吸管 1 ml 的滴數。

取一滴藻水於載玻片上，並以蓋玻片

蓋上。

1

3

5

6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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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05

以血球計數玻片計算的結果 

以水滴計法計算的結果

5.1

5.2

A 區藻類數目 +B 區藻類數目 +C 區藻類數目 +D 區藻類數目

1ml 水體中含藻類數目 =________ x ________ x 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

（    ）+（    ）+（    ）+（    ）

4

1 ml 水體中含藻類數目＝藻類計數平均值×平均滴數×稀釋倍數

4

X104

X104 =

          A 區藻類數目    B 區藻類數目    C 區藻類數目    D 區藻類數目

  數量

                                  1ml 的滴數           藻類數目

第 1滴

第 2滴

第 3滴

平均值

實驗後思考與討論06

試畫出顯微鏡中之藻類特徵 

5.3

1.你是否曾在澳門的公園水池中發現藻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在哪些水源比較會有藻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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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藻類可以是檢定水域污染程度的指標水生生物，除它以外，還有甚麼生物可作水質檢定的用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河溪生態系中的食物網示意圖（趙仁方、陳錦生，1999）

http ://openinfo.npust.edu.tw/agriculture/npus12/m26/026/026%E6%B0%B4%E7%94%A2

%E9%A4%8C%E6%96%99%E7%94%9F%E7%89%A9%E5%AD%B8%E5%AF%A6%E7%BF%92-004.pdf 026 水

產餌料生物學實習 -004

https://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5100605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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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前準備01

為了延續後代並使個體數目不斷增加，植物需要不停繁衍後代；而繁殖的過程方法多樣，實在引人入勝。

繁殖方式可大分為兩種型式：無性繁殖與有性繁殖。本課堂將會講述有性繁殖。

有性繁殖，又稱種子繁殖或播種繁殖，是植物最基本的繁殖方法。當植物雄蕊上的花粉落到雌蕊完成授粉，

並使子房中的卵細胞受精，發育成胚，最後，便會長成種子，用以繁殖下一代（圖 16.1）。借著種子以繁殖後

代的這種方式則稱為有性繁殖。

有性繁殖是甚麼？

種子必須發育到生理相當成熟的階段，才可達到發芽、生產的目的。影響種子發芽的內在條件包括：成熟

度、種子完整性、新鮮度、大小和重量、種皮硬度、休眠與後熟等。

因此完全成熟的種子發芽力強，所培育的幼苗也趨向健壯狀態；完整性良好的種子，發芽率也相對提高；

新鮮的種子發芽力常常比陳舊的種子來得高；同一地區同時採收的種子，較大的以及重量夠的種子，發芽的情

況會比小的重量又輕的種子良好；一般種皮硬實的種子，在播種前最好使用層積浸水或藥品處理等方法來發芽；

休眠性較長的種子，必須等休眠完畢才能播種。

影響種子發芽的條件尚有外在的條件因素，外在條件包括溫度、水分、氧氣與光線等。種子發芽的溫度常

常因為種類不同而有所差異，原生於溫帶的植物約在 10 ～ 20℃，亞熱帶的植物約 15 ～ 25℃，熱帶植物約 

25 ～ 35℃，而火龍果就是其中一種熱帶水果。種子發芽常常需要多量的水分，才能供給作物種子內養分的轉

化而有助於胚的萌芽；水分太多則土壤的空氣減少也會影響種子所需的氧氣量，種子因而死亡，適度水分是必

要的。播種時覆土太深或者土壤中積水，也會使種子缺氧而不易發芽。了解種子需要光線的習性、也是促使種

子萌芽的重要因素，例如好光性種子在吸水發芽時，需要光線來協助，如大岩桐、洋桔梗；觀賞用羅漢松的種

子需要適度的光線才得以發芽。

影響種子發芽的內在條件 

影響種子發芽的外在條件 

1.1

1.2

水稻種子  蘿蔔種子 倒地鈴種子

圖 16.1 種子發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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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龍果（Hypericum indorrum）含花青素可預防老人失智。火龍果又稱 " 紅龍果 "、"吉祥果 "，屬於種

類很少的仙人掌水果，原產於南墨西哥及太平洋邊的中美洲諸國，果實造型獨特、色彩鮮豔、風味香甜，火龍

果產期長，從春天到秋天都可以吃到。

火龍果常見的有紅皮白肉及紅皮紅肉二種，其中紅皮白肉的果實稍大，且呈橢圓狀；紅皮紅肉的果實較圓，

甜度也較高。一般認為，紅色的果實具有補血的效果。火龍果果肉多纖、低熱量，具有特殊的風味，含有豐富

的維生素 B2、B3、C、纖維素、葡萄糖及鐵、鎂、鉀等礦物質，是一種口碑不錯的水果。

火龍果性味甘平，含有一般植物少有的植物性白蛋白、花青素及水溶性膳食纖維，有降血壓、消火氣及改

善便秘的功效。白蛋白是一種水溶性蛋白質，對胃壁有保護作用；仙人掌植物中，都富含花青素，花青素可以

活絡腦神經細胞，對老年失智症有不錯的預防效果。

火龍果的花青素含量比葡萄皮還要高，尤其在紅肉種的果實中，具有抗氧化、抗自由基、抗衰老 的作用，

還能提高對腦細胞變性的預防。以鮮奶五百毫升、火龍果半個、小量冰塊倒入果汁機一起打，是很不錯的飲品。

認識植物的有性繁殖

感受種植的樂趣

了解生命的意義

本次實驗中將用到火龍果的種子：

目的

實驗步驟

02

03

將火龍果分成四等分，並起肉。 再把果肉放進短絲襪（或紗布袋），並在

水中繼續搓揉。

註：火龍果的種子數量眾多，可按栽種用

的盆器大小分配種子

將絲襪中的果肉連種子一同放至洗手盆中。

再將水面上果肉倒掉，只剩黑色種子。

將剩下的黑色種子平鋪濾網上。

此時果肉會浮起，種子沉下。

重覆上述內容數次。

並在水中繼續搓揉。

1

3

5

87

6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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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洗淨的黑色種子在培養皿中。
9

準備一個盆栽。

10

噴灑水使土的表面濕潤。

12
將培養土放置小盆栽中，約八分滿。

11

以保鮮膜包上，以保持潮濕環境。

15
每天掀起噴水一次。

16

再將種子均勻鋪上。
13

3-5 天後，新芽就會長出，此時便可

拿去保鮮膜，並讓它接受温和日光的

沐浴，每 2-3 天用噴壺灑水一次。

17
2-3 周後，盆器中盡是舒展的火龍

果的子葉，翠綠而飽滿。

18

輕輕在種子上加上少許泥土並灑水。

14

實驗後思考與討論04

1.是否嘗試過種植盆栽或其它植物？如有，能否作簡單分享？若否，又有沒有想過嘗試？為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種子的發芽會受甚麼因素影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甚麼是有性繁殖？植物的有性繁殖有何優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植物在生物界中擔當著怎樣的角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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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儘管植物不會跟你交談，不懂向你撒嬌，但你又能否感受到植物的"生命"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222.216.3.183:803/course0096/ListPics1.aspx?menucode=009600010016000100

01&menuname=%D6%D6%D7%D3%B5%C4%CD%BC%C6%AC&page=2

http://formosa99-lin.blogspot.com/2010/05/blog-post_27.html

參考資料 

實驗十七
空中花園 -
體驗園藝種植的樂趣
Let’s Plant a Sky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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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目標

實驗簡介

實驗材料

01

02

03

通過不同的濃度的肥料和微生物肥料，了解其促進植物生長之作用。

肥料是幫助植物生長的化合物，可以分成無機肥料和有機肥料兩種，無機肥料又稱“化學肥料”

或稱為“人工合成肥料”，是由提煉礦物或是化學反應合成所製作而成，能快速且有效地提供植物生

長發育所需的養分。

生物性肥料 （Biofertilizer） 或稱微生物肥料，是指從環境中經過人為的方式篩選以及培養具

有活性的微生物，製造成試劑，可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質、增加植物對於生物逆境與非生物逆境的耐

受性，從而提升作物產量。本實驗探討是否只加入半量化學肥料，再接種生物肥料是否可以達到全

用量化學肥料促進植物生長的功效。

1. 栽培土壤 : 培養土

2. 塑膠盆子

3. 同蔬菜之種子（小白菜、莧菜、生菜、菠菜）

實驗步驟04

以長 18cm 寬 21cm 之塑膠盆子上放置約

8分滿之培養土。

將標籤插在田地中間，並寫上不同處理

名稱，並將其標上 ( 化學肥料 0%、化

學肥料 25%、化學肥料 50%、 化學肥料

50%+ 微生物服料、化學肥料 100%)。

分別秤取1g化學肥料、2g化學肥料，

此為 50%、100% ; 0% 則不秤肥料。

在田地的溝中放入適量的種子或將幼苗

（預早育苗）放置於田地，並以泥土完

全覆蓋，行株距為 10cm。

利用鏟子將田地對邊開兩條溝。

每日澆水一次，以保持土壤濕潤。 放置在25oC的溫室，育苗時間為3天。

種子平均撒播在培養土表面上，並以培

養土輕微覆蓋。

實驗前準備 

盆栽實驗

4.1

4.2

1

1

2

2

3

3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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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1 2

2

7

6
將秤取的肥料放至 1L 塑料量杯中，並加

入 1000ml 的自來水，充分攪拌。

每周測量其株高和計算葉片數，並記錄

在紙上。

將小白菜從盆栽取出。
以自來水洗掉附著的土壤，並以擦手紙

把多餘的水份擦乾。

觀察蔬菜的葉色。

另外取一個量杯，量取 500ml 自來水，加入 2g 微生物肥料 A，充分攪拌後倒至 50% 化學肥料 +微

生物肥料 A處理組中，各處理組為：0% 化學肥料／ 50% 化學肥料／ 50% 化學肥料 +微生物肥料

A／ 100% 化學肥料。

將混合好的肥料溶液均勻倒入至田地中。

植株生育調查

生長評估

4.3

4.4

3 4
以數位相機進行拍照，記錄全株形態。

將地上部（含葉片、莖）和地下部（根部）

分開秤重，並以尺測量株高。

將小白菜地上部與地下

部放進信封袋中，置於

烘箱 （80 度）乾燥 48

小時後秤其乾重。

實驗後思考與討論05

1.不同蔬菜種子的型態特徵有何不同？試畫出其型態特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不同濃度的化學肥料（0%、50%、100%）的蔬菜有何不同？（試從葉色、植株大小、葉片數進行觀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加入微生物肥料的蔬菜有何不同？是否能達到與全用量的化學肥料植株大小相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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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原理

實驗器材

實驗步驟

01

02

03

檸檬汁是酸性，水是中性的，肥皂水是鹼性，鮮花花瓣中含有花青素，花青素隨著酸鹼度的

不同呈現出不同的顏色，所以，自然界的花會呈現五顏六色。

水、檸檬汁、肥皂水、滴管、燒杯

a. 紅色玫瑰花、酒精、研磨

       or

b. 藍莓、紗布、研磨

        or

c. 紫椰菜、一雙筷子、加熱板

把玫瑰花放入研磨中，加入

酒精，磨碎。加入少許水。

或 或

把藍莓放入研磨中，加水，

磨碎果皮。加入少許水。

把紫椰菜撕碎放入燒杯，

加水，加熱。放涼。

1實驗十八
自製 PH 試紙 -
萬紫千紅的花
DIY Make Your 
Own PH Test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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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把所得的液體過濾。

在濾紙的一端浸泡在濾液，再晾乾。

利用試紙測試檸檬汁、肥

皂水等液體的酸鹼度。

實驗十九  

科學小實驗 -
跳跳球
Hopping Balls

實驗十九
科學小實驗 -
跳跳球
Hopping B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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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原理

實驗器材

實驗步驟

01

02

03

硼砂具有增加食物韌性、脆度及改善食物保水性及保存度等功能，當加入膠水中，會改變膠水

的結構而硬化，形成具有彈力的跳跳球。

水、膠水、水彩、100 ml 燒杯、玻璃棒、硼砂。

泡一杯飽和的硼砂水溶液。

(要把硼砂全部溶解 )

取水彩、1瓶膠水於另一燒杯中，滴入

適量硼砂的飽和水溶液，攪拌均勻。

1 2

取水彩、1瓶膠水於另一燒杯中，滴入

適量硼砂的飽和水溶液，攪拌均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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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學生
進行生活細菌王實驗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學生
合照留念

利瑪竇中學學生
進行DNA指紋圖譜實驗

利瑪竇中學學生
合照留念

東南學校學生
進行蛋白質深度分析

東南學校學生
合照留念

海星中學學生
進行DNA指紋圖譜實驗

海星中學學生
合照留念

浸信中學學生
進行DNA指紋圖譜實驗

浸信中學學生
合照留念

高美士中葡中學學生
進行DNA指紋圖譜實驗

高美士中葡中學學生
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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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道中學學生
進行口腔細胞DNA提取實驗

培道中學學生
合照留念

培正中學學生
進行綠色螢光蛋白質轉化實驗

培正中學學生
合照留念

陳瑞祺永援中學學生
進行空中花園實驗

陳瑞祺永援中學學生
合照留念

廣大中學學生
進行口腔細胞DNA提取實驗

廣大中學學生
合照留念

嘉諾撒聖心中學學生
進行GMO基因改造實驗

嘉諾撒聖心中學學生
合照留念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學生
進行藍莓試紙實驗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學生
進行無菌操作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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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農子弟學校學生
進行口腔細胞DNA提取實驗

菜農子弟學校學生
合照留念

聖羅撒英文中學中文部學生
進行DNA指紋圖譜實驗

聖羅撒英文中學中文部學生
合照留念

聖羅撒英文中學學生
進行環境與細菌生長實驗

聖羅撒英文中學學生
合照留念

澳門聖保祿學校學生
進行傳染病散播模擬實驗

澳門聖保祿學校學生
合照留念

濠江中學學生
進行蛋白質濃度分析實驗

濠江中學學生
合照留念

聯國學校學生
進行傳染病散播模擬實驗

聯國學校學生
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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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平中學學生
進行DNA指紋圖譜實驗

鏡平中學學生
合照留念

雷鳴道主教紀念學校學生
進行DNA指紋圖譜實驗

聖若瑟中學學生
進行GMO基因改造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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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道中學

澳門開創斑馬魚互動教學實驗活動手冊項目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培正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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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學校 菜農子弟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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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羅撒英文中學（中文部）

聖羅撒英文中學

聖心中學

廣大中學

粵華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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