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閱讀：果蠅與記憶
黑腹果蠅(Drosophila melanogaster)，1830 年首次被描述，1901
年第一次被用作實驗的研究對象。 到了 1910 年由摩根博士(Thomas
Hunt Morgan)開始了有系統的研究，奠定了果蠅研究一百年來的基
礎。 摩根博士也因此獲頒了 1933 年的諾貝爾生理醫學獎。
相較於人腦的龐大複雜，果蠅的十萬顆腦神經細胞構成了相對
簡單的結構。 再加上一百年來的研究，建立起完整的基因工具，以
及果蠅體積小容易飼養等優點，讓果蠅成為研究腦神經研究最透徹的
模式生物。
文獻指出，提供味道的同時電擊果蠅，可以讓果蠅成功的將味
道與電擊兩個獨立事件連結在一起，也就是所謂的「學習」
。若給予
十次間隔式學習(spaced training)，則會形成可維持數周的「長期記憶」
(long-term memory, LTM)。
過去的研究發現，果蠅腦內的蕈狀體(mushroom body)是將味道
與電擊兩獨立事件連結在一起的重要位置。 在蕈狀體中，表現了超
過三十種 LTM 相關的蛋白質與基因，並且會在 spaced training 之後形
成 LTM 專屬的鈣離子流動，因此蕈狀體一直被懷疑是長期記憶儲存
的位置。 但是卻一直沒有直接的證據看到長期記憶如何形成。

江教授的研究團隊，成功的篩選出可以短時間抑制蛋白質新生
成的毒素 RICINcs，並研發出光敏感型的 Kaede (楓葉蛋白)，用以觀
測的 LTM 在果蠅腦中形成的過程，來配合十年來累積的果蠅腦神經
圖譜資料庫。 利用這三大創新技術的組合，達到局部且短時間抑制
蛋白質新生成的效果。 研究團隊在果蠅腦中進行大規模的篩選，找
到數個可能儲存 LTM 的神經元，包括了本次研究的 DAL 神經元。 令
人意外的是，過去被認為儲存 LTM 的蕈狀體，並沒有參與蛋白質新
生成來儲存 LTM。 此次研究不僅推翻了過去的假說，更首次揭露長
期記憶在果蠅腦中儲存的位置與過程。
長期記憶形成的機制，在人腦與果蠅腦之中有著極高的相似性。
透過果蠅腦神經的研究，科學家們即將揭開長期記憶如何形成這個千
古之謎。 更進一步，將研究成果轉移到人腦之上，不僅對人腦的機
制提供更進一步的幫助，更可以開創針對人腦病變在藥物篩選的無限
商機。

技術名詞解釋：
RICINcs：篦麻(Ricinus communis)上產出的毒素，基因轉殖到果蠅身
上可以破壞核糖體(ribosome)的功能，達到抑制蛋白質生成的效果。

Kaede：在八字腦珊瑚(Trachyphyllia geoffroyi)身上發現的綠色螢光蛋
白。 暴露在紫外線之下，綠色螢光會轉變成紅色螢光。 利用這個特
性，可以用來監測新生成蛋白質的濃度。
果蠅腦神經網路圖譜資料庫：由江安世教授研究團隊建立的果蠅標準
腦，並且將十年來累積超過十萬顆的單顆神經資料，一顆顆重新匯入
標準腦內，所建立出獨步全球的腦神經資料庫。
蕈狀體：位於果蠅腦中央偏後的部份，由五千顆肯式細胞組成高密度
的一對蕈狀體。 匯集來自外界所有的訊息，與腦內記憶整合，而做
出最後決定完成行為動作。

人物誌
江安世表示：「拼裝車也能跑贏保時捷。」
隨著腦神經領域的熱門，越來越多的單位紛紛挹注了大量資金成
立專案計畫，目的就是要早一步破解記憶儲存之謎。 微軟共同創辦
人保羅艾倫(Paul Allen)提供了每年超過三百萬美金，成立的 Allen
Institute for Brain Sicne，目的就是要建構腦神經網路圖譜。

美國的

HHMI 研究院的 Janelia Farm 也網羅了全球各地的菁英齊聚一堂，為

了破解長期記憶的形成與機制。

而來自台灣清華大學腦科學中心

的江安世教授，以小蝦米對大鯨魚，一舉成功的定位長期記憶的儲存
位置，令國外學者對台灣的研究好奇不已。
1992 年回到清華任教的江教授，短短的五年升為正教授。

在

去美國冷泉港實驗室旅外研究一年的期間，他看到了未來神經科學的
走向。 於是他毅然決然的放棄原本早已熟悉的領域，轉而投向果蠅
這個他從未接觸過的模式生物。 從頭來起，確實相當辛苦。但是江
教授理解到，雖然面對到國外頂尖實驗室競爭，但是想要達到國際一
流，並非沒有可能。 恰巧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成立了腦科學中心，江
教授廣招國內各領域的一流教授，在有限的資源下，清華大學腦科學
研究中心成立的第三年，即以黑馬之姿打敗國外眾多頂尖實驗室，建
構了果蠅腦內蕈狀體的細部結構。 研究成果也是台灣首次發表在頂
尖國際期刊《Cell》上。
江教授並不以此為滿，他的下個目標是要建構完整的果蠅腦內神
經圖譜。 然而建構全腦圖譜談何容易，連國外擁有每年超過一千萬
美金資源的實驗室都無法達到，更何況是一個剛踏進果蠅領域的小蝦
米？

但是江教授一步一腳印，花了五年的時間，透過影像處理將果

蠅腦內的神經一顆一顆記錄下來，終於成功建構全球第一個果蠅腦神
經圖譜資料庫。

江教授表示，
「國外實驗室的主力都是全球招募的頂尖博士後研

究員，我們只有碩博士班學生。 但是如果我們找到每一個研究生的
特長，長期的培育，以團隊合作的方式，腳踏實地往前走，即使開著
拼裝車，一樣跑得贏保時捷。」 這篇以江教授指導的博士班學生陳
俊朝為第一作者的研究成果，也是台灣首次以 Article 形式發表在
《Science》上的學術論文，再次肯定了江教授的堅持，也見證了台灣
的拼裝車實力絲毫不遜於國外的保時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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