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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中文摘要：
高通量定序（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又稱為下世代定序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具有龐大數據之產出以及 de novo
定序分析的強大能力，有別於以往僅能對已知病原體基因序列進行偵
測，近年來廣泛運用在傳染病原的偵測與追蹤，將分子診斷提升至全基
因領域。目前 NGS 可應用於不明原因傳染病原偵測、新興微生物（病
原）之鑑定分析、微生物全基因體定序、微生物分型、傳染病群聚調查、
抗藥性基因分析比對以及微生物菌叢（microbiome）的變化追蹤等。
本計畫完成建置以第二代搭配第三代 NGS 全基因定序技術進行
細菌全基因體組裝、基因分析以及比對，期望運用高通量定序偵測平台
建立病原體基因序列組裝分析的流程，適當串連各種分子檢驗技術之
優點，以期能於第一時間將罕見或變異之病原體全基因解密，強化防疫
時效與避免不明傳染病對社會造成衝擊。加強病原體基因序列資料之
彙整分析，瞭解其可能的感染源、疾病的流行趨勢及協助疫情調查外，
還可獲取更多生物資訊以增進對該病原的瞭解及認識，作為未來防疫
政策擬訂及相關疾病研究的重要參考。

關鍵詞：高通量，次世代定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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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英文摘要：
keywords：high-throughput,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also referred to as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has been proved itself to be robust and expanded to the whole
genome level. The NGS has dramatically changed the molecular diagnostic
arena in clinical microbiology and applied to detection of unknown disease
associated pathogens, genotypic resistance testing, outbreak investiga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microbial population diversity.
In this study, miseq and PacBio NGS platforms have been applied in the
genome assembly and comparison. We expect to establish pathogen genome
analysis plateform by adequately integrating many kinds of molecular diagnostic
techniques with NGS system.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pathogen sequences and
related epidemiological information, we can assist the clarification of infectious
pathogens and infection routes,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disease prevention policy
assessment and formulating monitor the drug resistance of pathogens and even
provide a foundation for future developing diagnostic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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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一、 前言：
高 通 量 定 序 又 被 稱 為 deep sequencing, 下 世 代 定 序 （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其成功超越傳統 sanger sequencing，
不但可以一次產出 Gb 至 Tb 大量之序列資料，且無需事先設計
引子或探針，直接針對未知基因進行序列分析，再加上 de novo 定
序組裝的強大能力，可針對新興未知病原基因體完全解密[1]。
近年來高通量定序廣泛應用在傳染病原的偵測與追蹤，例如不
明原因傳染病原偵測、新興微生物（病原）之鑑定分析、微生物全
基因體定序、微生物分型、傳染病群聚調查、抗藥性基因分析比對
以及微生物菌叢（microbiome）的變化追蹤等[2-9]。
目前市面上有數種高通量定序平台針對不同目的，數據資料的
產出量，每筆序列的長度及組裝功能的差異，可供選擇使用。高通
量定序在診斷應用上可分成兩種策略：whole exome sequencing
（WES）以及 whole genome sequencing（WGS）[10]。前者利用已
知基因的序列，大量篩選可能之變異（例如抗藥變異）[11]，或是
追蹤菌叢的變化（例如以 16S 基因分析細菌種類）[12]。後者則利
用 de novo sequencing 的方式，可以組裝全基因體序列（2011 年德
國新型出血性大腸桿菌 E. Coli O104），或者未知病原的偵測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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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聚事件的調查[4-6]。
高通量序列分析平台彌補傳統的病原體檢測技術僅能對已知
病原體基因序列進行檢測，且單次的試驗裡只能檢測一個或數種已
知的病原體的不足，且具有大規模 de novo 定序分析的強大能力，
提高病原全基因解析的能力與速度，隨著基因定序方法的進步，能
迅速累積病原體基因序列，得以全面性分析病原體之基因體結構。
因此，本計畫將選取不同之高通量定序平台分別運用於未知病原之
偵測、全基因體定序組裝以及群聚事件的調查等。未來面對未知的
新興傳染病時，可以此系統進行即時偵測及基因解密；且針對發生
群聚時，進行分析比對尋找可能知感染來源，以期能即時發現不明
與罕見的病原體，快速找出感染源，強化防疫時效與避免不明傳染
病對社會造成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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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材料與方法
1、 實驗菌株
標準菌株使用包含 20 個菌種之混樣核酸(ATCC MSA-1003)，
測試樣品使用包含 8 種細菌及 2 種真菌之 ZymoBIOMICS 混樣核
酸 ， 測 試 臨 床 菌 種 則 挑 選 包 括 Corynebacterium striatum 、
Acinetobacter baumannii、Enterobacter asburiae、Borrelia burgdorferi
和 Leptospira borgpetersenii 等 5 種菌種之核酸。
2、 16S rRNA 總體基因體學之基因庫建置及 NGS 定序
參照 illumina 16S rRNA 總體基因體學之標準流程，針對 16S
rRNAV3-V4 高變異區設計引子，再利用 PCR 方式合成，引子序列
如下：
(1)16S Amplicon PCR Forward Primer：5′-TCGTCGGCAGCGTCA
GATGTGTATAAGAGACAGCCTACGGGNGGCWGCAG-3′
(2)16S Amplicon PCR Reverse Primer：5′- GTCTCGTGGGCTCGGA
GATGTGTATAAGAGACAGGACTACHVGGGTATCTAATCC
長片段 16S rRNA 總體基因體學採用通用型引子 8F 及 1492R。

反應試劑使用 2x KAPA HiFi HotStart ReadyMix(Roche)，取 1μL
樣品核酸與 1X KAPA HiFi HotStart ReadyMix 、200nM forward
primer 及 200nM reverse primer 混合，混合物以 Biometra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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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metra, Analytik Jena)進行反應，反應條件為 95℃作用 3 分鐘，
再進行 25 次循環反應 (95℃作用 30 秒鐘，55℃作用 30 秒鐘，72℃
作用 30 秒鐘)，最後 72℃作用 5 分鐘後，維持在 4℃保存。
將上述 PCR 產物經 AMPure XP beads(Beckman Coulter)純化後，
進 行 Index PCR ， 反 應 試 劑 使 用 2x KAPA HiFi HotStart
ReadyMix(Roche) ， 取 5μLPCR 產 物 與 1X KAPA HiFi HotStart
ReadyMix 、5μL Nextera XT Index Primer 1 及 Primer 2 混合，混合
物以 Biometra 系統 (Biometra, Analytik Jena)進行反應，反應條件為
95℃作用 3 分鐘，再進行 8 次循環反應 (95℃作用 30 秒鐘，55℃
作用 30 秒鐘，72℃作用 30 秒鐘)，最後 72℃作用 5 分鐘後，維持
在 4℃保存，上述 Index PCR 產物經 AMPure XP beads(Beckman
Coulter)純化後，以 Illumina iSeq 定序。
3、 Bioinformatics 分析
NGS 定 序 資 料 以 Local Run Manager(illumina) 之 16S
Metagenomics Analysis Module 進 行 分 析 ， 比 對 資 料 庫 使 用
Greengene database[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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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果
1、

建立 16S rRNA V3-V4 高變異區域總體基因體學分析技術
為運用高通量定序(NGS)於16S rRNA總體基因體學分析，遴
選包含20個菌種之混樣核酸(ATCC MSA-1003)作為標準品，利用
PCR合成16S rRNA V3-V4高變異區域片段後，經illumina iSeq進行
NGS定序，再以illumina定序儀內建16S Metagenomics App分析(圖
一)。結果顯示本計畫16S rRNA V3-V4區域總體基因體學分析結果，
與illumina公司對於相同標準品ATCC MSA-1003之分析結果一致，
皆可區分標準品中不同菌屬，顯示本計畫已完成建立16S rRNA
V3-V4區域總體基因體學分析技術。

2、

分析測試樣品及臨床菌株
進一步挑選包含 8 種細菌及 2 種真菌之 ZymoBIOMICS 混樣
核酸作為測試樣品，其中包含 Pseudomonas aeruginosa、Escherichia
coli、Salmonella enterica、Lactobacillus fermentum、Enterococcus
faecalis、Staphylococcus aureus、Listeria monocytogenes、Bacillus
subtilis 等 8 種細菌及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與 Cryptococcus
neoformans 2 種真菌 (表一)。結果顯示，以 16S rRNA V3-V4 區
域總體基因體學分析測試樣品，可偵測出包括 Pseudomonas 、
Escherichia、Lactobacillus、Enterococcus、Staphylococcus、Lis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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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illus 等 7 種細菌，但僅能分析至屬名(genus)，無法分析至種名
(species)。其中無法鑑定 Salmonella 菌屬，卻額外鑑定出測試樣品
未包含的 Enterobacter 菌屬 (紅色標示)。2 種真菌則無法以 16S
鑑定。
經比對序列發現，S. enterica 與 E. cloacae 之 PCR 產物前端
150bp 與末端 150bp 序列皆一致，顯示兩者無法區分(圖二)，參照
16S Metagenomics 軟體之分析邏輯，因而將 Salmonella 菌屬鑑定
為 Enterobacter 菌屬。
接 續 分 別 以 Corynebacterium striatum 、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 Enterobacter asburiae 、 Borrelia burgdorferi 和
Leptospira borgpetersenii 菌種測試 16S rRNA V3-V4 區域之解析能
力(表二)，結果顯示，16S rRNA V3-V4 區域總體基因體學技術可
正確鑑定出這 5 種菌株之屬名 Corynebacterium、Acinetobacter、
Enterobacter、Borrelia 和 Leptospira 等菌屬。
3、

發展長片段 16S rRNA 之總體基因體學分析技術
由於 16S rRNA V3-V4 區域總體基因體學技術受限於片段長
度及鑑別能力之限制，為更有效鑑定菌種， 故進一步發展長片段
16S rRNA 總體基因體學分析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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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以ATCC MSA-1003及ZymoBIOMICS混樣核酸作為測試
樣品，使用16S rRNA通用型引子8F及1492R(I)，以PCR合成長片
段16S rRNA後，利用NGS定序，再以16S Metagenomics App分析，
結果如表三。結果顯示利用長片段16S rRNA總體基因體學分析，
可將兩項測試樣品內的混樣核酸正確區分至種名，然而ATCC
MSA-1003 混 樣 核 酸 中 的 18% E. coli菌 種 分 別 鑑 定 為 13.2% E.
albertii及1.5% E. coli；ZymoBIOMICS混樣核酸中的12% E. coli菌
種分別鑑定為7.2 % E. albertii及0.7% E. coli，顯示兩項測試樣品內
的E. coli核酸大部分鑑定為E. albert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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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討論
本計畫完成建立 16S rRNA V3-V4 高變異區域總體基因體學技術，
透過 ZymoBIOMICS 混樣核酸鑑定出該核酸未包含的 Enterobacter 菌
屬之意外結果，進一步研究分析如下：
1、16S rRNA V3-V4 區域之 PCR 產物長度為 465bp，大於 iSeq 讀取
長度 150 bp，故僅能讀取 PCR 產物前端 150bp 與末端 150bp 序列，
無法讀取中段序列。
2、經比對序列發現，S. enterica 與 E. cloacae 之 PCR 產物前端 150bp
與末端 150bp 序列皆一致，顯示兩者無法區分(圖二)，參照 16S
Metagenomics 軟 體 之 分 析 邏 輯 ， 卻 將 Salmonella 菌 屬 鑑 定 為
Enterobacter 菌屬。
綜上，利用 16S V3-V4 rRNA 總體基因體學分析，受限於 illumina
iSeq 單一定序長度上限為 150bp，僅能鑑定至菌屬，且可能發生鑑定
不正確之結果。因此，本計畫進一步發展長片段 16S rRNA 之總體基
因體學技術，可鑑定細菌至種名(species)，然而依測試樣品之鑑定結
果，大部分 E. coli 鑑定為 E. albertii 菌種，僅有少部分鑑定為 E. coli，
此情況已有研究報導，使用 16S rRNA 全長序列作為菌種鑑定之標準，
無法有效區分 E. coli、E. fergusonii 及 E. albertii 等三菌種，顯示 16S
rRNA 序列不適用於鑑別關係非常相近之菌種[14, 15]，但對於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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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種，16S rRNA 序列仍具有相當的鑑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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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與建議
1、

本計畫以建置 NGS 平台以應用於傳染病為主軸，歷年成果摘述
如下：
(1) 第一(106)年完成 NGS 平台於不明原因感染原之檢驗應用，並
制訂不明原因知感染源之檢驗流程。
(2) 第二(107)年運用兩種 NGS 平台（短片段搭配長片段組合校正）
，
完成全基因組裝定序，並進行解密分析比對。
(3) 第三(108)年利用 NGS 產出大量序列，進行重要抗藥基因 NDM5 群聚事件之追蹤分析。

2、

本計畫為第四(109)年計畫，透過建立 16S rRNA V3-V4 高變異區
域及長片段 16S rRNA 之總體基因體學技術，可進行混樣菌屬甚
至菌種之鑑定，隨著大數據科技的發展，未來 16S 總體基因體學
分析應用於微生物菌叢(microbiota)之精準醫療，將扮演重要角色。
此外，本計畫亦同時建立 Target NGS 之標準建庫方法，後續將運
用 amplicon based target enrichment 兼具高靈敏度及多標的偵測之
優勢，持續精進 NGS 檢測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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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圖、表

圖一、本計畫與Illumina公司對相同標準品ATCC MSA-1003 16S rRNA V3V4區域總體基因體學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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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zation gDNA Abun. (%)
in this study
in this study

Input Pathogens*

Gram Stain

gDNA Abun. (%)

Pseudomonas aeruginosa

-

12

Pseudomonas

10.4

Escherichia coli

-

12

Escherichia

5.1

Salmonella enterica

-

12

-

0

Lactobacillus fermentum

+

12

Lactobacillus

13.8

Enterococcus faecalis

+

12

Enterococcus

3.1

Staphylococcus aureus

+

12

Staphylococcus

14.8

Listeria monocytogenes

+

12

Listeria

14.6

Bacillus subtilis

+

12

Bacillus

19.1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Yeast

2

-

0

Cryptococcus neoformans

Yeast

2

-

0

Enterobacter

4.4

*：ZymoBIOMICS® Microbial Community Standard

表一、本計畫對測試品ZymoBIOMICS混樣核酸之16S rRNA V3-V4區域總體
基因體學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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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部分Salmonella及Enterobacter菌屬細菌之16S rRNA V3-V4區域序列
比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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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測試5種臨床細菌之16S rRNA V3-V4區域總體基因體學分
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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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 、 標 準品 (ATCC MSA-1003)與測 試 品 (ZymiBIOMICS)之 長 片 段 16S
rRNA總體基因體學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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