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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預測樹突的分岔點？
How to predict dendrite branching points?

神經元的樹突型態複雜，猶如大
樹的分枝，功能上負責接收與整合外
來訊號，與大腦的功能息息相關，大
腦出現病變時如阿茲海默症，樹突型
態也常出現異狀。樹突在生長時會不
斷的長出新的分枝，分枝的密度恰好
覆蓋所有的區域，但分枝之間需避免
交錯，這與樹突分岔點的決定有關。
肌動蛋白是細胞內重要的骨架成分，
它在樹突內行成團狀(actin blobs)結構，
不斷的巡邏移動，當肌動蛋白團停滯
時，新的樹突會從停滯點行成，肌動
蛋白會大量注入新的樹突，穩定其結
構。這一新的樹突行成機制，可促進
如痛覺神經元長出大型的樹突結構。
本研究由TIGP-MCB 的國際學生
Vanitha Nithianandam獨力在分子生物
研究所簡正鼎博士實驗室完成，文章
發表在Journal of Cell Biology.

Neuronal dendrites are complex in
form, like the branches of large trees,
and function in receiving and
integrating external signals, which are
indispensable to the brain function. In
brain disorders such as Alzheimer's
disease, the dendritic pattern often
appears abnormal. During growth,
dendrites continue to emanate new
branches. The branches densely cover
the innervating areas, but avoid
crossovers, a process highly depending
on branching point decision. Actin, the
major cytoskeletal component in
neurons, is highly dynamic. The “actin
blobs” we found and named move and
surveil continuously in dendrites. When
an actin blob is stagnant, a new branch
forms soon at the stagnation point, and
the actin content infuses into the new
branch, as a way to stabilize the
structure. This new branching
mechanism we found promotes the
growth of large dendritic structures
such as nociceptive neurons
(responsible for pain sensation).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 of TIGP-
MCB, Vanitha Nithianandam, at the
laboratory of Dr. Cheng-Ting Chien of
the Institute of Molecular Biology. The
article wa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Cell Biology (2018).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
簡正鼎老師

上圖:綠色螢光為移動中肌動蛋白團，
痛覺神經元的樹突以紅色螢光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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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1 Negatively Regulates the Hippo Pathway 
to Polarize Directional Protrusions in 

Collective Cell Migration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張純純老師

張純純老師任職於國立成功大學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其研究是以果蠅
卵巢中一群會遷移的上皮細胞為模式系統，研究細胞遷移及癌症轉移的分
子機轉。張純純老師實驗室最近於Cell Reports發表了一篇關於Rap1GTP酶
的活性如何影響遷移細胞群組中前導細胞選擇的論文。其成果如下:
Cell Reports 2018 Feb 20; 22(8):2160-2175. doi: 10.1016/j.celrep.2018.01.080.

邊界細胞 (Border cells)源於果
蠅卵巢的上皮細胞，因受到
JAK/STAT信號之作用而聚集成6-

8顆可移動之群組，我們之前的研
究 發 現 ， 固 醇 類 賀 爾 蒙
(Ecdysone)則決定邊界細胞群組何
時開始遷移。此細胞群組通常會
伸出一或兩個細胞突觸 (Cellular

protrusion)，以偵測趨化導引分子
(Guidance cue) 然後決定前進的方
向。有趣的是，此細胞群遷移時
每個細胞會不停在群組間交換位
置，似乎在爭奪領導地位，究竟
此現象是隨機的?抑或是有未知的

訊號調控分子控制個別細胞的競爭優勢，使其待在群組前緣好帶領整個細胞
群往前進?
在本實驗室的研究中發現Rap1GTP酶參與了遷移群組中前導細胞的選擇。

當Rap1在每一個邊界細胞中過度活化時，會誘使整個群組衍生多個細胞突觸
同時朝不同方向延伸，造成各個邊界細胞朝不同方向遷移，這樣的分叉力最
終導致整個細胞群組無法前行。然而，若只在細胞群組中的任一個細胞激活
Rap1，此細胞幾乎皆跑在群組前緣。反之，當群組中任一細胞的Rap1失去
活性時，將無法形成細胞突觸，而被留置在群組後面。我們更進一步透過分
子遺傳學的方法證明，被激活的Rap1藉由與Hippo蛋白的結合來抑制其下游
的訊息傳遞，進而促進細胞突觸生成。因此，我們發現Rap1的活性對於決定
個別邊界細胞在群組中的位置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群體細胞遷移時個體
細胞間的 Rap1活性構成整個群組的前後極性，而此調控機制亦決定各邊界
細胞在群組如何團隊合作。

原始文章:https://goo.gl/1q3GKE

實驗室網頁: https://117309057336067625.weeb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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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02-08.29 暑期大專生研習計畫

2018.07.02 暑期大專生研習計畫開訓典禮

2018.08.29 暑期大專生研習計畫結訓典禮 5



報告人:施佳妤報告人:林庭瑜

報告人:馬崑庭 報告人:懷顥

報告人:陳坤麟 報告人:賴玟勳

期末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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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10 盧珮如博士演講

演講主題:From Discovery of Sweat Gland Stem Cell to Future Skin 

Regeneration with Functional Sweat Glands 

第一排右起:陳佑宗老師、李士傑老師、林頌然老師
盧珮如博士、王雅筠老師、蔡沛學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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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17 台灣斑馬魚雙月研討會

Yu-Hsiu, Liu (劉昱秀) 

Pax1a and Pax1b are essential for proper development of zebrafish 

pharyngeal cartilage

Time: 8.17.2018 (Friday)

Place: 3F Auditorium (RM332), Building of

Life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enters: Labs of Sheng-Ping L. Hwang and

Chen-Hui Chen, ICOB, Academia Si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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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cob.sinica.edu.tw/researchers.php?single=1&id=17
http://icob.sinica.edu.tw/researchers.php?single=1&id=39


Chen-Hui Chen (陳振輝老師)

Information from the Madison meeting: a quick update of genomic 

editing in zebrafish

Yu-Fen Lyu (呂玉芬)助理由黃聲蘋老師報告
Epidermal agr2+ mucous cell differentiation is mediated through 

jagged/Notch signaling in zebrafish embr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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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g-Ting Wang (王盈婷) 助理
Early inception of blastemal cell number determines positional 

information during zebrafish appendage regeneration

Marco de Leon (黎馬可) 博士生
Hydrogen peroxide reflects injury levels to direct epithelial migration 

in zebra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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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30 Dr.Phillip Newmark演講

演講主題:Germ cell development and regeneration in planarians

第一排右起:陳佑宗老師、郭典翰老師、李士傑老師
Dr.Phillip Newmark、張俊哲老師、朱家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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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05 周雅惠老師演講

演講主題:Towards disentangling neuronal diversity and variability: 

from interneuron development to neuronal cell death

第一排右起:李士傑老師、周雅惠老師、蔡丰喬老師 12



2018.09.07 中心業務報告、研究計畫討論與餐敘

中心主任 李士傑老師向中心成員進行業務報告

中心成員與鍾正明院士討論研究計畫 13



中心副執行長 陳佑宗老師向大家介紹近期研究成果

中心副執行長 林水龍老師與大家討論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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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正明院士(右四)與大家在蘇杭聚餐
右起:陳佑宗老師、林劭品老師、李士傑老師、鍾正明院士、

謝豐舟老師、蔡沛學老師、曹伯年老師

中心副執行長 林劭品老師向大家介紹近期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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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21 科學沙龍-林劭品老師主講

演講主題:To suppress or not to suppress: Living with transposable elements

感謝 林劭品老師、李士傑老師、郭典翰老師、
蔡素宜老師、陳敏慧老師 參與本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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