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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生物發光現象(bioluminescence)可簡單定義為生物本身製造和發散
出可見光，它在自然界十分常見，除了植物以外，有十多個動物門
、細菌、真菌及雙鞭毛蟲(藻)等都會進行發光；而科學家目前已可
利用基因轉殖技術，製造出發光植物。在我國最知名的生物發光範
例，當數螢火蟲(如紅胸黑翅螢、黃緣螢)及雙鞭毛藻(俗稱藍眼淚
，可見於馬祖及高雄等地區)；而國內也有教師們培育發光覃及發光
菌，用作教學及科展的題材，可見生物發光現象深具觀光及教學之
價值。
生物為何要發光？目前相信其具備如吸引、防禦、警示、溝通、 擬
態、照明等重要功能。實際上生物發光的功能，應遠遠超過上述六
項。生物發光在科學上及日常生活之應用，現已十分廣泛。在科學
上的應用包括 (1)結合免疫染色法觀察細胞的構造；(2) 結合流式
細胞儀進行細胞的分類及計量；(3) 結合基因轉殖動物模式
(transgenic animal model)，觀察胚胎及特定器官的發育過程等。
而在日常生活之應用上，則可用於致病原及毒素的鑑定；食物新鮮
度的判別；基因改造作物(genetic modified organisms)的辨識等
，以提昇對消費者的保障。也有創新性的嘗試，如改造行道樹，使
其晚間發光以節省電力；或改造農作物，讓其在需水時發光，以有
效利用及節省水資源。更多有效的應用方式，仍待進一步的探究及
發掘！
儘管生物發光已廣泛地應用於科學研究上，相關研究亦曾獲得諾貝
爾獎之殊榮(2008年)，然而一般大眾對於生物發光的認知，大多只
停留在新奇的發光寵物(如發光魚等)，而對其原理、功能及應用之
理解則十分有限，也常和其他光學現象，例如反射(如月光) 、折射
(如彩虹) 及繞射(如光暈及信用卡上的全像片)等混為一談；更遑論
對其種類、作用原理、生物功能及應用的瞭解。本計劃針對生物發
光的定義、原理、功能及應用等四個面向進行介紹，以「科普工作
坊」及「一般科普推廣」兩類活動，配合「演講」、「圖片」、「
短片」、「實物展示」及「動手做」等五種方式，針對一般民眾及
國中小學生進行科普推廣活動。這一年來分別在臺北市、新北市、
宜蘭縣、金門縣、南投縣、嘉義縣、高雄市等六個縣市舉辦，均獲
得非常熱烈的回響。自執行成效看來，本計劃之執行除了實質幫助
生物科技之推廣外，更結合其他學校或民間團體共同參與，成效堪
稱豐碩。

中文關鍵詞： 科普推廣、生物發光、基因轉殖動物

英 文 摘 要 ： Bioluminescence can be simply defined as the visible light
produced and emitted by the organism itself which is a
popular phenomenon in the biological world. Beside plants,
more than a dozen animal phylum, bacteria, fungi and
dinoflagellates can emit visible light. Using transgenic
technology, scientists are able to generate bioluminescence
plants in the laboratory. In Taiwan, peoples are impressed
by the incredible scene of fireflies and dinoflagellate (so
called “blue tears” in the Matsu and Kaohsiung
districts); In addition, luminous mycena and luminous
bacteria are also collected and cloned by high school



teachers as a subject for teaching and science exhibition.
In summary, bioluminescence has great potential on both
tourism and science education.
It is widely accept that bioluminescence may have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including (a) Attraction. (b) Defense.
(C) Warning. (d) Communication. (e) Mimicry. (f)
Illumination. It is reasonable to believe the function of
bioluminescence should be far more than that.
Bioluminescence is widely used in both science research and
appliance of ordinary living. For example, it combined with
immunohistochemistry for observing the fine structures of
individual cells. It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the flow
cytometry which is popular used in both diagnostic and
clinical research for sorting and quantification of cells;
It is also used for observing the development of embryos
and organogenesis. In daily life, it can be used to
identify pathogens and toxins, determine the freshness of
foods, and identify genetic modified organisms (GMOs) which
are definitely beneficial to the consumers. Innovative
attempts have also been made such as genetic modifying
sidewalk trees so that they provide luminescence in the
evening for energy saving. Scientists also attempt to
revamp the crops so they can luminescence when watering is
needed, which can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water using
and saving the precious water resource.
Even though bioluminescence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our
daily life, and related research was award by the Nobel
Prize in 2008. The publics’ knowledge for bioluminescence
is limited. People often confused it with other optical
phenomena such as reflections, refractions, and
diffraction. The proposed project is aimed for promoting
th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of bioluminescence. It focused
on its definition, mechanisms, functions and applications.
To achieve this goal, photos, films, sample demonstration
and on site experiments will be provided to the
participants. These new developed educational materials and
activities have presented and hold in both prim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he Taipei City, New Taipei City,
Ilan County, Kinmen County, Nantou County, Chiayi County,
Kaohsiung City for promoting the popularity of
bioluminescence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related
session of the application form).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roject has additional fringe benefit, including the
developed educational materials are accessible through
internet, facilitating the use by school teachers and self-
learners at home, and the participated graduate students
and seed teacher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how to run
a popular science promotion project.



英文關鍵詞： Popular science promotion, Bioluminescence, Transgenic
animal,



A.計劃背景： 

1 生物發光的背景與其在生物醫學上的應用  

生物發光現象(bioluminescence)在自然界十分常見，目前已知除了植物之外，約有十多種動

物門、細菌、真菌及雙鞭毛蟲(藻)等都會進行生物發光。生物發光有多種機制，以細菌為例，可

進行生物發光的細菌，通常被稱為發光細菌 (luminescent bacteria) ，它們大多生活在海中，並

附著於海洋生物的體表上。此類細菌數量雖多，但是發光原理幾乎都類似，其體內大多會利用

螢光素酶 (luciferase) 進行（加速）產能反應，此酵素可分別將氧分子催化還原態黃素單核酸 

(FMNH2) 氧化為氧化態黃素單核酸 (FMN) ，並同時將長鍊脂肪醛 (RCHO) 轉變成長鍊脂肪

酸 (RCOOH) ，釋放出的能量通常會以波長 450 - 490 nm 的藍綠螢光形式表現(圖-1)，此類螢

光在一般情況下，可觀察到穩定且持續的發光，但極容易受到環境因素影響，而使得酵素活性

降低或抑制代謝反應，導致發光量或發光時間減少，故可應用於生態環境的監測（張淳淳，2016）。

在台灣最知名的生物發光物種當數螢火蟲（如紅胸黑翅螢、大端黑螢、黃緣螢）及藍眼淚（馬

祖及高雄等地區）；而國內也有教師們培育發光蕈及發光菌(圖-2)，用作教學及科展的題材；由

此可知，生物發光現象深具觀光及教學之價值。 

 

圖 1、螢光素酶反應示意圖                    圖二、陳裕隆老師攝影作品 (2015) 

Adapted from Widder & Falls (2014)             

生物為何要發光？目前相信具備以下的功能，(a) 吸引(attraction)：包括吸引異性(如螢火蟲)，

及誘捕具趨光行為的獵物(如真菌類蚊蚋(Fungus Gnat)的幼蟲(larva)。(b) 防禦 (defense)：包括

以噴灑發光物質方式(如部分頭足綱生物)，及體表發光方式(如蘋果蠅蛆(railroad worm) 以困惑

及干擾掠食者。(c) 警示(warning)：用以警告掠食者，顯示自己是有害或有毒的(如部分水母及

倍足綱動物)，(d)溝通(communication)：很多細菌可利用發光進行群體感應(quorum sensing)，以

調控與生長有關的反應，進而影響族群的大小。(e) 擬態(mimicry)：假裝為他種生物以嚇阻掠

食者，也可用於誘捕獵物。(f) 照明(illumination)：用以觀察環境及搜尋獵物。實際上生物發光



的功能，應遠遠超過上述六項，圖-3 為發光魚類在獵食及防禦時，七種已知的反應方式，可見

生物反光對部分生物存活之重要性。 

 

 

 

 

 

圖-3： 魚類使用生物發光進行

獵食及防禦的示意圖。 

生物發光在科學上及日常生活之應用十分廣泛。在科學上常應用於在特定組織細胞的染色，

例如結合免疫染色法(immunohistochemistry)製作帶有特定螢光物質的抗體，經由免疫結合的方

式，讓抗體結合特定的標的細胞或組織上的抗原，並藉此觀察細胞的構造；另外，亦可結合流

式細胞儀(flow cytometry)進行細胞分類及計量，可準確且快速地取代傳統的人工計數方式，目

前已廣泛的應用於人類血液的檢測上。 

上述螢光雖然方便好用，但由於其激發方式需要特定條件，或是表現時間不長，故較難應

用於活體觀察上，直到日裔化學家下村脩發現了綠色螢光蛋白，此種從水母中發現的螢光蛋白

的特色是，不需要其他分子或酵素反應的協助，只需要給予藍光或紫外光，就會發出綠色的螢

光，而由於其基因序列已經確定，故若將此基因轉殖進入生物體內，製造出基因轉殖動物模式

(transgenic animal model)，就可以在幾乎不額外傷害生物的情況下，利用光線去激發出標的器

官上之綠色螢光。發表之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丁·查爾菲（Martin Chalfie）和錢永健

（Roger Y. Tsien）向下村脩（Osamu Shimomura）索取了綠色螢光蛋白的基因，並進一步研究

應用，甚至找出方法改進如俄羅斯科學家馬茲（Mikhail Matz）和路基雅諾夫（Sergei Lukyanov）

從珊瑚中找到之紅色螢光蛋白 DsRED，搭配了不同的螢光蛋白，於是可以在生物體內對於不同

的氨基酸或蛋白質進行標記，方便觀察或是甚至紀錄器官發育的過程（李名揚，2010）。查爾

菲、錢永健和下村脩三人因而共同獲得 2008 諾貝爾獎，以表彰他們將生物螢光應用之卓越貢

獻(圖-4)。 



 

 

 

 

 

 

 

 

圖-4：查爾菲、錢永健和下村脩三人共同獲得 2008諾貝爾化學獎 (官方新聞稿照片) 

2 利用生物發光模式從事科普活動推廣之優點 

科普活動的對象除了為學生或教師外，更多會接觸到的是普羅大眾，其年齢層分佈及基礎

知識的差異較大，故如何將複雜的知識，轉化為容易了解的常識，是很重要的一點。為了讓人

不會有太大的距離感，最好利用生活周圍就有的，卻一直沒有仔細了解的事物當作要講授或實

作的題材。過去幾年的計畫中，我們利用斑馬魚進行各種活動時，就發現參與者中大多都有養

魚經驗，但是對於某些飼養過程中觀察到的現象，卻無法了解其成因及重要性，最後導致失敗

的結果，直到參與活動後，才知其所以然。他們常常在活動過程中與我們討論，才發現日常生

活中原來隱藏了很多有趣的知識，甚至可藉此引發其他新的靈感。延續過往辦活動的寶貴經驗，

我們這次選定「生物發光」這個項目，原因有三。 

a. 生物發光其實在生活中是很常見的現象，但是大家通常並不了解其原理及功能，也沒

有想過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 

b. 用於觀察生物發光的設備，特別是用於螢光觀察用的設備，近年來越來越容易取得，

故我們可以簡單地讓大家都可以觀察到生物發光的現象。 

c. 目前已具有大量可供觀察的實驗材料，如實驗室中較易製備的生物發光生物（發光蕈

與發光菌）或是帶有螢光轉殖生物（本計畫中將分別採用肌肉、血管或神經帶有螢光

之基因轉殖斑馬魚，圖-5），可方便讓參與的學員在活動中除了觀察自然界的生物發光

現象外，更可以進一步觀察並認識到生物發光現象是如何被應用於科學研究。 



 

 

 

 

 

 

 

圖-5：本實驗室拍攝之斑馬魚幼魚神經系統即標記上了綠色螢光。 

綜合以上，可知螢光的確是一個適合的題材，且本實驗室也可發揮我們的研究專長，以協

助科普知識的推展，以符合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精神。 

 

3 利用智慧型手機顯微鏡及手機軟體進行科普推廣活動之優點 

我們在過去的科普推廣活動中，利用智慧型手機搭配國內相關科普社群所設計之簡易且方

便攜帶之手機顯微鏡獲得極佳的成果，由於手機的普及，以及相機功能的不斷進步，使得我們

活動的觀察內容越來越精彩，甚至拍出相當經典的影片供各學校老師教學上使用。 

       

圖-6 為斑馬魚幼魚的心臟，由左而右分別為(A)血液流至心房，(B)血液被房室瓣擋住，(C)

血液通過瓣膜進到心室，(D)心臟完全舒張。本照片為宜蘭壯圍國中活動之學員使用 iPhone 6s

配合手機顯微鏡拍攝慢動作影片截圖。 

然而一般用以觀察螢光的模組相當昂貴且不易取得，為了方便觀察螢光，我們取得民間社

群的協助，製造出廉價，可便於攜帶之手機顯微鏡螢光模組(圖-7及圖-8)，並且已經可以看到

基本的激發性螢光，期望可在此計畫進行中持續發展，開發出更多可以觀察到螢光的生物素材，

(A) (B) (C) (D) 



如原本我們已開發成熟的斑馬魚模式，搭配其不同基因轉殖的螢光蛋白，使螢光觀察更加容易，

不再遙不可及。 

 

圖-7 為計畫中預計使用之手機用螢光顯微鏡。(A)觀察樣本麒麟菜，(B)手機拍攝到的螢光，

(C)手機拍攝照片之架設方式。本圖為徐瑜韓先生協助拍攝並提供照片。 

 

(A) (B) 

(C) 



圖-8 為計畫中預計使用之自製可攜式光源。(A) 紫外線光源，(B) LED 光源。手前者可進行活

體或像機拍攝照片；後者可直接配合手機或一般顯微鏡。 

4 總論 

本實驗室一直從事斑馬魚的學術研究，並發展出多套斑馬魚之行為及電生理實驗器材及方

法，更於 103 年度開始，本於「取之社會用於社會」的精神，進一步應用於科普推廣活動以回

饋社會，目前已達到相當的成果（請參閱初期成果的相關介紹）。而為了回應過去參與人員對

於螢光應用以及相關活動設計的需求，故希望能藉由本次計劃的執行，整合過去開發過的各類

活動經驗、知識與實際活動應用，進而開發新的活動素材，希望可讓有興趣利用螢光應用進行

實驗的一般民眾或學生可於參加之後，在家中或校內建立小型實驗室並設計相關實驗，進而達

到真正向下扎根，向外擴大其影響，多面向的提升國人生物科技科普知識之素養。 

 

A. 計劃目的 

本計畫延續過往科普素材研發的經驗，進一步呼應徵求書所列之兩項主題：第一為透過實

驗認識科學；第二為創意科普活動設計與推廣。藉由開發新素材、應用實驗室成果進行推廣、

努力增加科普推廣對象等三個方向，達到增加知識廣度（新素材的運用），增加活動深度（根

據不同年齡層設計調整內容），來加強計畫的成效。總和以上，希望可以使生物發光成為全民

都能親近且容易瞭解的科學常識，提升國人生物科技科普知識之素養。 

 

B. 計劃重要性 

生物發光中的螢光技術目前在生物醫學研究上被廣泛應用，但大多仍屬於實驗室內才可以

觀察到的現象，然而實際上生活中有各種螢光之應用，如血液痕跡之魯米諾測試、發光細菌或

甚至植物葉綠體，以及各種發育生物學上之應用，可見此技術其實是生活的一部分。之前的計

畫活動中，有嘗試著讓參與民眾觀察轉殖動物的螢光，引發非常多的興趣與詢問，大多都表示

沒有看過這樣的現象，更沒想到可以在一般科普活動中看到這樣的現象，故這的確是會引人注

意，並且引發參與者的學習及探究的動機，讓大家覺得科學真的沒有那麼遙遠，而重要的科學

探究主題其實就在身旁。生物發光只是一個小小的科普素材，我們希望能做到大眾態度及心境

的轉化，達到「科學就在生活中，生活處處有科學」以提昇國人之科學素養。 

 



D. 活動成效: 成效相當卓著，分別在八個縣市舉辦，並與彰師大，金門大學等團隊合作，將科

普活動推廣之成效最大化，例如八八風災後，台北民權國小跟高雄那瑪夏民權國小之校際交流，

也邀請我們舉辦活動，而金門的活動因適逢假日，更吸引許多家長及小學生來參加，並踴躍提

問，讓成員非常雀躍。 

1. 活動種類： 

(一)一般科普活動: 

 施行對象：延續過去進行模式，本年度持續前往學校單位以及提供一般社會民眾活動，進行本

次活動的內容以及收集經驗。 

 施行場次：活動分別在新北市、宜蘭縣、金門縣、南投縣、雲林縣、台東市，高雄市及屏東縣

等八個縣市舉辦。 

施行方式：內容以推廣教學活動配合部分動手做之觀察活動為主。 

施行成果:  

日期 參加者地區 
場次(人數) 

備註 
學生 教師 

20181015 南投北梅國中 100  分三批 

20181117 雲林北港國中 16 2  

20181029 高雄那瑪夏民權國小 33 10  

20181129 新北二重國中 24 0  

  臺東女中 69 5 含臺東高中 

20181129 仙台高中(日本) 20 1  

20181207 金門高中 150   

20190121 復興國中(宜蘭)\ 30   

20190121 卓蘭高中 75  分三批 

  東港高中 39   

20190119 金門高中 78  金門科學日 

總計  634       17  

       

 (二)教師研習: 分別在台北市新興國中及東港高中舉辦，其中新興高中辦兩次，每次五位老師，東

港高中有 14 位老師參加，共 24 位。 

(三)參與教師及學生人總計: 教師 41 位，學生 634 位 

  



 

(四) 活動照片摘錄 

1. 那瑪夏民權國小 

 

      

    

  



2. 台東女中(亦邀請台東高中參加) 

   

 

   

 

    

 



     

   



     

   

 



3. 卓蘭高中國中部 

  

    

   



 

   

 

   

 

   



   

  



4. 金門高中(亦對一般民眾，國中小學生開放): 特地挑假日，並邀請台師大王玉麒教授演講，吸

引許多家長一同參加，自照片可知，家長提問亦很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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