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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biology

壹、Virus 病毒
【重點 1 structure of viruses 病毒構造】
一、
Viral Genomes
病毒基因體

1. 病毒基因體可能是單股的 DNA 或 RNA，也可能是雙股，因此有「DNA
病毒」與「RNA 病毒」
（genome；全套的基因）
。
2. 病毒遺傳物質（核酸）通常呈線狀或環狀。

Capsids
蛋白衣殼

1. 病毒遺傳物質外圍是蛋白衣殼（capsid）
，病毒有許多不同的蛋白衣殼：桿
狀（或稱螺旋狀）、多面體或更複雜的形狀。
2. 蛋白衣殼是由蛋白質的小單元殼粒（capsomeres）組成。
3. 菸草鑲嵌病毒（Tobacco mosaic virus）
，擁有非常堅硬的桿狀（螺旋狀）蛋
白衣殼。
4. 腺病毒（adenovirus）
，感染動物的呼吸道，有 252 個完全相同的蛋白質小
分子組成一個二十面體（icosahedron）的蛋白衣殼。

Envelopes
封套

1. 流行性感冒病毒感染動物的病毒皆具有病毒封套（viral envelopes）。
2. 封套位於蛋白衣殼的外側，得自於宿主的細胞膜；成份除磷脂質與蛋白
質，還包含病毒本身的醣蛋白。
3. 有些病毒在其蛋白衣殼內攜有若干病毒酵素分子。
4. spike：與宿主 cell 之認知、穿透。

Bacteriophage
噬菌體

1. Bacterial viruses are called bacteriophages,or phages.
2. 感染細菌的病毒具有相當複雜的蛋白衣殼，這病毒叫噬菌體
（bacteriophages，簡稱 phages）。
3. 感染大腸桿菌的噬菌體共有七種，T2、T4 和 T6 等三種的結構非常相近。
4. 基因體都被包在頭部的二十面體蛋白衣殼內。連接頭部的是蛋白質構成的
尾部，末端有一些尾部纖維，可幫助噬菌體感染細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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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菸草鑲嵌病毒
(B) 腺病毒
（tobacco mosaic virus） （adenovirus）
具有螺旋型蛋白質衣殼 具有多面體蛋白質衣殼
（helical copsid）
，整個型 （polyhedral capsid）
，並
狀看似堅實的桿狀物。 且在各個頂端都凸出有醣
蛋白棘突（glycop-rotein
spike）
。

(C) 流行性感冒病毒
（influenza virus）
具有外層病慣封套（viral
envelope）
，上頭嵌有醣蛋
白棘突。其基因體由八段
不同的 RNA 分子組成，
每一段都被一個螺旋狀
蛋白質衣殼包裏住。

(D) 噬菌體 T4
（bacteriophage T4）
就像其他 T 偶數族噬菌體
一樣，具有複雜的蛋白質
衣殼，它係由多面體頭部
及尾部裝置組成。

Figure 1-22
Viral structure.
Viruses are made up of nucleic acid (DNA or RNA) enclosed in a protein coat (the capsid)
and sometimes further wrapped in a membranous envelope. The individual protein
subunits making up the capsid are called capsomeres. Although diverse in size and shape,
viruses have common structural features, most of which appear in the four examples
shown here. (All the micrographs are colorized TEMs)
病毒結構
病毒是由包裏在蛋白質衣殼（capsid）內的核酸（DNA 或是 RNA）組成，但有時其外圍
還會加上一層膜封套（membranous envelope）
。組成蛋白質衣殼的個別蛋白質次單元稱為
「殼粒（capsomeres）
」
。儘管各種病毒大小形狀不一，但還是有一些共通的結構樣式
（structural motifs），由此處所示的四例可窺出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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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23
T4 bacteriophage infecting an E. coli cell.

二、病毒生物體制等級介於原子分子級及細胞級之間。
（一）缺乏各種 organelle 缺酶系，無細胞構造。
（二）不能獨立生活，必須寄生。
（三）體積太小，或聚集成結晶體。
（四）培養病毒可行雞胚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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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焦點－病毒性質
一、病毒外套膜（envelope）的特性
（一）可能含有宿主細胞脂質的成分破。
（二）含有病毒蛋白質的成分壞。
（三）能與標的細胞進行交互作用。
（四）外套膜可利用加熱、酸、乾燥、清潔劑與各類有機溶劑來輕易破壞。
二、病毒的構造是決定其是否能抵抗消毒劑的原因之一《師基醫》。
（一）對酒精乙醚等有機溶劑具有抵抗性，是因為不具有：外套膜（envelope）
《專高》。
（二）腺病毒（adenovirus）病毒因不具套膜可以抵抗乙醚的破壞。
（三）比較能夠抵抗酸、熱以及乙醚的處理：腸病毒（Enterovirus）《專普》。
三、病毒（108）
（一）核心中具有 DNA 或 RNA 的遺傳物質。
（二）有蛋白殼（capsid）或套膜（envelope）的型態。
（三）經組合（assembled）而不是二分裂法複製。
（四）在宿主細胞外無法製造能量和蛋白質。
四、腺病毒（adenovirus）《師基醫》
（一）病毒的構造是決定其是否能抵抗消毒劑的原因之一，腺病毒（adenovirus）
病毒因不具套膜可以抵抗乙醚的破壞。
（二）腺病毒不具套膜（unenveloped），為二十面體之雙股去氧核糖核酸病毒。
五、病毒感染細胞造成的結果《檢師》
（一）流產性感染（abortive infection）：病毒無法增殖，並很快消失。
（二）持續性感染（persistent infection）：病毒可持續在細胞內被偵測到。
（三）潛伏性感染（latent infection）：病毒未影響細胞表徵的變化。
（四）會引起垂直感染：《專普》
1. 愛滋病病毒。
2. 巨細胞病毒。
3. B 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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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試題 §
（ ）1. 下列何者不是病毒外套膜（envelope）的特性？（109-2 基醫）
(A) 可能含有宿主細胞脂質的成分 (B) 含有病毒蛋白質的成分
(C) 能與標的細胞進行交互作用
(D) 使病毒不易被乾燥及酸性環境所破壞
（ ）2. 下列對病毒的敘述何者錯誤？（108）
(A) 核心中同時具有 DNA 及 RNA 的遺傳物質
(B) 有蛋白殼（capsid）或套膜（envelope）的型態
(C) 經組合（assembled）而不是二分裂法複製
(D) 在宿主細胞外無法製造能量和蛋白質
（ ）3. 那一種病毒比較能夠抵抗酸、熱以及乙醚的處理？《專普》
(A) 腸病毒（Enterovirus）
(B) 登革病毒（Dengue virus）
(C) 流行性感冒病毒（Influenza virus）
(D) 人類免疫缺失病毒（Human immune deficiency virus）
（ ）4. 許多病毒對酒精乙醚等有機溶劑具有抵抗性，是因為不具有：《專高》
(A) DNA
(B) RNA
(C) 外套膜（envelope）
(D) 蛋白衣殼（capsid）
（ ）5. 下列那些病毒不會引起垂直感染？《專普》
(A) 愛滋病病毒
(B) 腺病毒
(C) 巨細胞病毒
(D) B 型肝炎病毒
（ ）6. 有關對病毒感染細胞造成的結果，下列何者敘述錯誤？《檢師》
(A) 流產性感染（abortive infection）的結果，病毒無法增殖，並很快消失
(B) 溶解性感染（lytic infection）的結果，細胞不受影響，但病毒溶解不再產生病毒
顆粒
(C) 持續性感染（persistent infection），則病毒可持續在細胞內被偵測到
(D) 潛伏性感染（latent infection），則病毒未影響細胞表徵的變化
（ ）7. 立克次體與病毒相似的特性為何？《師基醫》
(A) 絕對細胞內寄生
(B) 個體可以結晶
(C) 沒有細胞膜
(D) 沒有細胞壁
（ ）8. 病毒的構造是決定其是否能抵抗消毒劑的原因之一，下列何種病毒因不具套膜可以
抵抗乙醚的破壞？《師基醫》
(A) 單純疱疹病毒（Herpes simplex virus）
(B) 腺病毒（adenovirus）
(C) 冠狀病毒（corona virus）
(D) 麻疹病毒（measles viru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答
1 2
D A

3
A

4
C

5
B

6
B

7
A

8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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