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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帕金森氏症(parkinson's disease)與中風、阿茲海默症並列為老年人三大疾

病，影響國人健康甚重。其主要病徵包括手足不自覺抖動、站立不穩、動作遲緩

等，嚴重者甚至有精神和情緒不穩定的情況，這種病症嚴重影響患者的日常生活

且耗費大量的社會資源於其照顧上。而這些病症產生之原因主要為患者腦部多巴

胺分泌不足所致。而在帕金森氏症的患者腦中可觀察到錯誤摺疊的 α-synuclein

蛋白質聚集成纖維狀並堆積於神經細胞中(此時稱之為 Lewy bodies)，同時，也能

觀察到患者腦部黑質 (substantia nigra)中分泌多巴胺 (dopamine)之神經元(DA 

neuron)嚴重退化、失去功能，但至今仍未釐清 Lewy bodies 之堆積與神經元的退

化兩者間是否有因果關係。本研究中將 misfolded α-synuclein 注射至 wild-type小

鼠中，發現單一次的腦部注射後此種致病 α-synuclein 便會於腦部相連接的神經

部位中藉由細胞間的傳遞來擴散，並且這些 Lewy bodies的累積會造成能夠分泌

多巴胺之神經元數量減少，最終造成多巴胺分泌不足與小鼠運動上的障礙。此研

究將以往所觀察到的致病 α-synuclein 堆積與傳遞與帕金森氏症中主要之病症：

分泌多巴胺之神經元的減少做出了連結，為往後研究帕金森氏症之成因與療法奠

定了更多的基礎。 

前言 

 本研究之重要性 

在年長族群中，罹患神經退化疾病帕金森氏症患者的比例偏高，雖然並不會直

接致命，但包括不自覺肌肉抖動、行動遲緩和精神不穩定等病症[1]會嚴重影

響患者與其親屬的正常生活。目前並沒有將帕金森氏症完全治癒的方法存在，

而對於多巴胺神經元之退化原因也沒有完整的理解，若能夠對神經元退化的原

因有更進一步的了解，那麼對於帕金森氏症的防治和治療上都會是非常大的幫

助。  

 前人作過的研究 



雖然帕金森氏症的致病原因尚不明瞭，但在多數研究中，α-synuclein 的異常最

終都會造成帕金森氏症的產生[2, 3]，且此致病蛋白質在腦中分部之位置與臨

床表現的症狀具有相關性[4]。同時，也有研究顯示 misfolded α-synuclein 會於

細胞間的傳遞，且促進其餘正常 α-synuclein 的變異，形成一梯瀑效應[5, 6]。

但是在動物實驗中，無論是基因轉殖或藥物誘導的帕金森氏症動物模式中皆無

法同時造成 DA neuron loss、行動障礙與 misfolded α-synuclein 所導致之 Lewy 

bodies 堆積等帕金森氏症患者之主要病理，故 α-synuclein misfolding 與 DA 

neuron退化間的關係始終無法明確的被定義[7, 8]。 

 作者為何要作本研究 

先前的研究中顯示 misfolded α-synuclein 的堆積和傳遞在帕金森氏症的致病過

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作者在本研究中將更進一步探討 misfolded 

α-synuclein 與帕金森氏症的主要特徵 DA neuron 退化之間是否有關連性，並證

實 α-synuclein 的 misfolding為造成帕金森氏症之一主要原因。 

 本研究欲完成之項目 

本研究中直接將合成的misfolded α-synuclein纖維(α-synuclein preformed fibrils)

注射至小鼠腦部，觀察是否造成先前細胞實驗中相同的蛋白質變異梯瀑效應，

同時分析此時 misfolded α-synuclein 的堆積是否會造成 DA neuron 失去功能或

死亡。並觀察此處理下是否對小鼠之運動能力造成障礙。 

材料與方法 

 動物實驗 

使用 C57BL6/C3H F1、C57BL6/SJL F1、CD1與 α-Syn knockout (Snca
-/-

) 、Snca
+/-

 

小鼠。 

 α-synuclein纖維之合成與注射 

於體外合成 α-synuclein 纖維[9]後，將其注射於 2-3 週大的小鼠之右側前腦的

背側紋狀體中，於 30、90、160、180 天後犧牲。控制組則注射 PBS 或可溶的

正常 α-synuclein。 

 腦組織樣本分析 

利用免疫染色法觀察過度磷酸化之α-synuclein或是具 tyrosine hydroxylase活性

的細胞。另外利用 RIPA buffer裂解組織並抽取蛋白質後以 western blot 分析樣

本中的目標蛋白質含量。 

 動物行為與運動能力分析 

Rotarod(滾筒式跑步器)測驗測試運動學習(motor learning)、肌力協調與平衡

感；Wire hang test 測試肌力；Open field activity量測整體活力、焦慮感；Tail 

suspension test 測試情緒相關行為(如憂鬱等)；Y-maze 測試海馬迴相關之記憶

能力。 

 

 



結果與討論 

 於紋狀體注射異常之 α-synuclein 纖維會造成 wild-type 小鼠腦內原先正常的

α-synuclein開始異常聚集 

注射後 30 天可以免疫染色法於紋狀體(striatum)、新皮質層(neocortex)、嗅球

(olfactory bulb)等與注射位置直接相連的區域中觀察到過度磷酸化之

α-synuclein(此為辨識 Lewy bodies形成的 marker之一[10])在神經細胞中出現。

且皆為與注射位置同側的大腦之組織才有此現象出現(除杏仁核(amygdala)

外，單側紋狀體與兩側腦之杏仁核皆有連結)，而隨著時間增加(最高至 180

天)，Lewy bodies 也傳播到更遠的相連區域，如對側腦之新皮質層，但同時在

與注射區域較不相連之大腦區塊，如海馬迴(hippocampus)等，則無 Lewy bodies

的形成。，故證實致病之 α-synuclein 是藉由神經元間的細胞傳遞來擴散。 

 上述結果之 α-synuclein 異常導致多巴胺分泌系統的失常與退化 

另外，在注射後也觀察到磷酸化之 α-synuclein 堆積於大腦黑質的 DA neurons

中，且這些 DA neurons 之 tyrosine hydroxylase(為多巴胺製作過程中的必要酵

素)活性下降。整體的觀察中也發現在注射後 30天到 180天之間，單一細胞中

堆積的過度磷酸化 α-synuclein 量明顯增加，且同時具 tyrosine hydroxylase 功能

之 DA neurons 量急遽減少，顯示整體的多巴胺分泌系統逐漸損壞。但另一方

面，也觀察到隨著時間的增加，含有 Lewy bodies 的 DA neurons 量也隨之減少，

故證實 Lewy bodies 之堆積與 DA neurons 失去功能或死亡有因果關係。 

 注射 α-synuclein纖維之小鼠出現腦內多巴胺分泌量下降與運動能力上的障礙 

最後，作者直接量測帕金森氏症之病理徵相：腦中多巴胺含量與運動能力的下

降。首先測量注射後不同天數組織中多巴胺含量，並以 immunoblotting 分析

tyrosine hydroxylase、dopamine transporter 的量，發現在同側腦的組織中皆有減

少的情形。而受注射之小鼠的運動和肌肉協調能力也隨著注射後之時間增長而

下降，且其記憶能力並沒有受到影響(對應到先前觀察的海馬迴並沒有 Lewy 

bodies 的堆積)。這一系列的實驗也確認了變異之 α-synuclein 的形成和堆積便

足以造成帕金森氏症之病症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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