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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過重和肥胖為過多能量造成脂肪堆積可能危害到健康與許多疾病生
成有關。脂肪組織除了存儲脂肪尚有內分泌作用，可分泌各種脂肪
激素和細胞激素，與免疫細胞相互作用和生理功能有關。肥胖性炎
症是造成其他的相關疾病的重要機制，例如:胰島素阻抗、葡萄糖耐
受不良、動脈粥樣硬化、代謝症候群、第二型糖尿病和某些癌症。
種子衍生的胜肽lunasin被檢測出存在許多豆類和穀物，已被證實具
有多種生物活性，如化學預防、抗發炎、抗氧化、血脂和免疫調節
等。本計畫目的為探討lunasin是否透過調節免疫作用，減緩與肥胖
有關的免疫失調的問題。體外實驗的部分，EL4 T細胞培養時添加
leptin或脂肪細胞培養液 (adipocyte condition medium, Ad-CM)
來模擬肥胖微環境，結果顯示在肥胖環境下，lunasin處理能夠促進
EL-4 T細胞增殖，增加IL-2和IL-10分泌量，並降低IL-4分泌。體內
實驗的部分，將小鼠分為五組，分別為低脂 (LF組)、高脂 (HF組
)、腹腔注射lunasin 4 mg/kg體重 (HF-LL組) or 20 mg/kg體重
(HF-HL組) ，以及飲食中添加富含lunasin的天然大豆蛋白萃取物
，每公斤飼料含有107 mg lunasin (HF-DL組)。結果顯示，HF組相
較於LF組，小鼠體重、內臟脂肪及脾臟重量顯著較高，而相較於
HF組，lunasin處理對體重及脂肪生成沒有影響，但lunasin處理顯
著降低脾臟重量，雖然脾臟細胞數目相對減少，然而在Con A刺激下
，脾臟細胞的增殖率卻顯著提升。HF組相較於LF組，在LPS刺激下
，腹腔巨噬細胞的TNF-α分泌有較高的趨勢，脾臟細胞的IL-6及
PGE2分泌則顯著較高，IL-4分泌顯著較低。而腹腔注射lunasin組小
鼠脾臟細胞在LPS刺激下，其IL-6與TNF-α分泌有降低的趨勢；而在
Con A刺激下，顯著增加IL-2和IL-4分泌量，且有降低IL-1β的趨勢
。綜合上述，lunasin具有緩解肥胖造成脾臟腫大的效果，並改善由
肥胖造成的淋巴細胞增殖能力降低，且能夠抑制肥胖造成促發炎細
胞激素的分泌，並影響T細胞細胞激素的分泌。顯示lunasin在肥胖
環境下，具有調控免疫細胞生長與細胞激素分泌等免疫調節的作用
。

中文關鍵詞： Lunasin, 肥胖, 免疫調節, T 淋巴細胞, 細胞激素, 發炎反應

英 文 摘 要 ： Overweight and obesity are defined as abnormal or excessive
adipose tissue accumulation that may impair health. It has
widely known that obesity associated low-grade inflammation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many chronic diseases. This kind
of inflammation supports a central mechanism with its
metabolic complications, such as insulin resistance,
glucose intolerance, atherosclerosis, metabolic syndrome,
type 2 diabetic mellitus, and some types of cancer. In
adiposity, multiple immune cells such as macrophages and
lymphocytes highly infiltrate in the adipose tissue and
interact with metabolic disorders. Seed-derived peptide
lunasin exerts several bio-functions, including
chemopreventive, anti-inflammatory, anti-oxidant, anti-
hyperlipidemia, and immune regulatory properties.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mmunomodulation of lunasin
in obese models in vitro and in vivo. First, obese models



will be set up for in vitro study, including leptin, and
adipocyte conditioned medium to mimic obese
microenvironment. The result has shown that lunasin
increased EL-4 T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L-2 and IL-10
productions induced by phorbol myristate acetate and
ionomycin in T cells under obese models. In vivo, C57BL/6
mice were divided into five groups: low-fat diet (LF),
high-fat diet (HF), lunasin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at 4
or 20 mg/kg body weight/day (HF-LL and HF-HL), and lunsin-
enriched soy extract in diet (HF-DL) (107 mg lunasin/kg
diet) for 8 weeks. The body weight, white adipose tissue
and spleen of mice in HF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LF
group. In contrast, the size and splenocytes number of
spleen in lunasin groups were smaller than that in HF
group. The proliferation of splenocytes of HF-LL group by
concanavalin A (Con A) stimulation was higher compared to
the HF group. Moreover, lunasin inhibited IL-6 and TNF-α
secretions, and promoted IL-2 and IL-4 productions in
splenocytes stimulated by the mitogen. In summary,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lunasin regulates T cells
proliferation and cytokines production in obese models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It is need to investigate about the
mechanisms of immunomodulation of lunasin in the future.

英文關鍵詞： Lunasin, obesity, immunomodulation, T lymphocyte,
inflammation, cytok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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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肥胖盛行率近年來依然居高不下，因此在疾病預防中，肥胖是一重要的議題。而肥

胖所造成的輕度發炎反應在許多慢性疾病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種肥胖性炎症是造成

其他的相關疾病的重要機制，例如:胰島素阻抗、葡萄糖耐受不良、動脈粥樣硬化、代謝

症候群、第二型糖尿病和某些癌症。肥胖中多種免疫細胞例如巨噬細胞和淋巴細胞，大

量浸潤在脂肪組織中造成代謝性失調，肥胖被視為一慢性低度發炎的生理狀態 (Calder 

et al., 2011)，研究指出肥胖會增加脂肪組織中巨噬細胞浸潤的數量 (Weisberg et 

al., 2003)，巨噬細胞分泌的趨化素可招募許多免疫細胞，分泌促發炎細胞激素進而活化

其他免疫細胞 (Lee & Lee, 2014)。近來發現 M1 型巨噬細胞是造成胰島素阻抗的原因之

一，而 M2 型巨噬細胞則可以增加胰島素敏感性 (Kang et al., 2008)。在正常生理狀態下，

瘦個體脂肪組織中的免疫細胞主要以 Th2 細胞、Treg 細胞、嗜酸性白血球和 M2 型巨噬

細胞為優勢細胞群 (Ray et al., 2016)。而 Th2 與嗜酸性白血球分泌的 IL-4 及 Treg 分泌

IL-10 會促使保持在 M2 巨噬細胞型，並維持了抗發炎環境 (Cildir et al., 2013; Choe et al., 

2016)。相反地，在肥胖微環境下，脂肪組織中的免疫細胞則偏向 Th1、Th17 細胞和 M1

型巨噬細胞，CD8+ T 細胞、B 細胞、嗜中性白血球、肥大細胞的數量也會增加 (Cildir 

et al., 2013; Ray et al., 2016; Choe et al., 2016)，並製造促發炎細胞激素，如：TNF-α、IL-

6 及 IL-1β。綜合上述，Th1 細胞在肥胖之白色脂肪組織所導致的代謝功能不良中，扮演

著重要的角色 M1 極化的巨噬細胞數量增加，即是肥胖炎症的標誌，另外 T 輔助細胞比

例 Th1/Th2 的增加，也被發現與葡萄糖恆定、胰島素阻抗，與肥胖性代謝異常有關 (Zhao 

et al., 2018)。流行病研究顯示食用豆類食品有益於人類健康，特別是大豆蛋白在胰島素

阻抗和脂質分佈正常化方面有顯著的益處。 

由天然物或食物中尋找有具有生物活性成分，因其天然不具有細胞毒性，相關研究

越來越蓬勃，具有免疫調節功能的天然有效成分如：蔬果中的植化素、蛋與海鮮肉類、

奶類、穀類及種子中的生物活性蛋白及胜肽等。其中種子衍生的胜肽 lunasin 首先在大

豆中被發現，隨之被檢測出存在許多豆類和穀物，已被證實具有多種生物活性，如化學

預防、抗發炎、抗氧化、血脂等，近年來在 lunasin 在免疫調節的功能也開始備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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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肥胖與許多慢性疾病與代謝性疾病的發生相關，肥胖過程伴隨著發炎或生理代謝

的改變，如：葡萄糖耐受度降低、胰島素阻抗、血壓上升，以及總膽固醇和低密度膽固

醇增加等 (Esser et al., 2014; Furukawa et al., 2017)。而 Lunasin 為存在種子中具有多種生

物活性的胜肽，最早被發現其具有抗腫瘤功能，接著抗氧化與抗發炎等作用也隨之發現，

其作用機制可能藉由影響基因表現、免疫調節、膽固醇調節、減緩神經退化等作用，但

在代謝性疾病研究仍然不清楚。研究顯示，胰島素阻抗與免疫細胞的功能表現有關，且

慢性發炎是導致胰島素阻抗的原因之一，而肥胖所造成的免疫失調和代謝性疾病發展有

很大關係 (Esser et al., 2014)。本實驗室過去研究發現，在 leptin 或 Ad-CM 的肥胖模式

下，lunasin 能夠抑制由 LPS 誘發 RAW264.7 細胞分泌的發炎性細胞激素 (Hsieh et al., 

2017)，此外 lunasin 還可抑制 3T3-L1 脂肪細胞的在發炎模式下之發炎反應 (黃，2015；

Hsieh et al., 2017) 。此外，lunasin 對於肥胖環境下巨噬細胞浸潤造成的慢性發炎環境，

呈現緩解的趨勢 (周，2016)。因此本研究想了解 lunasin 的對 T 淋巴球免疫調節功能與

在動物體內的影響，研究結果可應用於肥胖相關之代謝性異常的預防與輔助治療。首先

建立體外肥胖模型，如瘦素添加，脂肪細胞條件培養基置換，與共同培養兩種細胞，來

模擬肥胖微環境。本計畫目的為探討 lunasin 是否透過調節免疫作用、提升葡萄糖利用

與脂質代謝，進而減緩與肥胖有關的免疫與代謝性失調的問題。 

 

假說：Lunasin 可以調控肥胖環境下免疫細胞的生長及細胞激素的分泌，進而改善肥胖

造成的免疫失衡。 

目的：為探討 lunasin 的介入是否會影響體外與活體模式下免疫細胞作用及肥胖相關的

免疫反應。主要目的有以下兩個： 

 

1. Lunasin 處理對體外肥胖模式下 T 細胞生長與細胞激素分泌之影響 

2. Lunasin 補充對餵食高油飲食誘發肥胖之 C57BL/6 小鼠其免疫反應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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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材料與方法 

3.1. lunasin 合成 

序列為 SKWQHQQDSCRKQLQGVNLTPCEKHIMEKIQGRGDDDDDDDDD，分子量

為 5028.38，純度 97.38% (杭州丹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杭州，中國)。 

3.2. lunasin 天然物 

PRO-FAM®974 (Archer Daniels Midland, Chicago, USA)經過濾離心取上清液及凍乾

等純化步驟，取得純化物 lunasin-enriched soy extract (LES)，測定 lunasin 含量。 

3.3. 細胞株使用 

EL-4 小鼠 T 淋巴細胞株 (#60179)，培養在含 10% HS (Gibco, NY, USA)及 1% 三合

一抗生素 (Cassion, UT, USA)之 DMEM 培養基 (Gibco) ;培養在 37℃，5% CO2 細胞培養

箱。購自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生物資源保存及研究中心 (Hsinchu, Taiwan)。 

3.4. 細胞增殖率測定 

EL-4 T 細胞種於 96 孔盤，每 well 加入 50L 之細胞液與 50L 之裂殖素 PMA/Ion、

leptin 或 Ad-CM 及 lunasin，培養 24 小時後，加入 10L/well WST-1 試劑 (#11644807001, 

Roche, IN, USA )，培養 3 小時，測定 OD450 nm 之吸光值。 

3.5. 細胞激素測定-酵素連結免疫吸附分析 (ELISA) 

收集細胞培養上清液，細胞激素以試劑組檢測，Mouse IL-2 DuoSet (R&D systems, 

#DY-402, Minneapolis, USA)、Mouse IL-4 DuoSet (R&D systems, #DY-404)、Mouse IL-10 

DuoSet (R&D systems, #DY-417)。 

3.6. 動物實驗 

六週齡之 C57BL/6J 公鼠分為五組(Group=5, n=9)。四組給予高脂飲食，一組則給予

低脂飲食。餵養 6 週後，依據體重因子排序重新分組，共分為低脂組 (low fat diet, LF 組, 

n=10)、高脂組 (high fat diet, HF 組, n=9)、高脂加 4 mg/kg bw/day lunasin IP 低劑量組 

(HF+low dose lunasin, HF-LL 組, n=9)、高脂加 20 mg/kg bw/day lunasin IP 高劑量組 

(HF+high dose lunasin, HF-HL 組, n=9)、HF-DL 組為 HF 添加含量為 107 mg/kg lunasin 天

然大豆蛋白萃取物 (LES)。其中 lunsain IP 兩組給予每週連續五天腹腔注射 lunasin 純品

0.1 ml/天，其餘組別皆給予腹腔注射等量 PBS 作為壓力因子對照。實驗飲食持續給予 8

週後犧牲，採集血液、腹腔細胞、脾臟細胞做後續分析。初代免疫細胞使用裂殖素 LPS

或 Con A 刺激，培養 48 小時後，收取上清液，分析細胞激素生成量。 



4 
 

 

圖 3-1、富含 lunasin 飲食對於肥胖小鼠其免疫調節之影響實驗流程圖 

 

3.7. 動物犧牲與血液樣本收集 

使用乙醚麻醉，以眼窩採血收集血液，斷頸使小鼠窒息死亡，再立即心臟採血將血

液收完。血液放 4℃2-4hr 後，以 5000 rpm、4℃離心 30 分鐘，取上清做後續分析。 

3.8. 血清生化值分析 

3.8.1. 血清葡萄糖 (glucose)分析 

以市售組合試劑 (RANDOX, GL2623,UK)測定，取 2 μL serum sample 或 standard，

於 20~25℃下，與 200 μL GLUC-PAP reagent 反應 20 分鐘，並檢測其 500 nm 吸光值。

由標準品測出之吸光值換算出血清樣品中葡萄糖含量。 

3.8.2. 血清三酸甘油酯 (triglyceride)分析 

以市售組合試劑 Triglycerides, GPO-PAP, monoliquid (#BXC0271, fortress diagnostics)測定，

取 2 μL sample 及 standard，與 200 μL cholesterol reagent 於 37℃反應 5 分鐘，檢測其 500 

nm 吸光值。 

3.8.3. 血清總膽固醇 (cholesterol)分析 

以市售組合試劑 Cholesterol, CHOD-PAP, liquid stable (#BXC0261, fortress diagnostics)測

定，取 2 μL serum sample、 standard 及 blank，與 200 μL cholesterol reagent 於 37℃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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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5 分鐘，於 60 分鐘內檢測其 500 nm 吸光值。 

3.8.4. 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HDL-C)與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LDL-C)分析 

HDL Cholesterol, precipitant (#BXC0422A, fortress diagnostics)測定 ; LDL Cholesterol, 

enzymatic (#BXC0432, fortress diagnostics)測定。 

3.9. 腹腔細胞之取得與培養 

體表噴灑 75%酒精，移入無菌操作台，剪開腹腔皮毛，從剪口處撕開，使腹腔整個

露出，以鑷子輕挑起腹膜，用針筒打入 HBSS buffer，將腹腔液體抽出，取得的細胞懸浮

液。以 TCM/RPMI medium 回溶，濃度調整至 3×106 cells/mL，將定量的腹腔細胞加入等

量培養液或含裂質素的培養液，培養 48 小時收取上清液。 

3.10. 脾臟細胞之取得與培養 

剪開腹腔取出脾臟置於含 TCM/RPMI medium 的 3 cm dish 中，用針筒尾端磨碎，將

細胞液吸取至離心管，加入 1mL RBC lysis buffer，離心倒掉上清液，以 HBSS buffer 洗

三次。10%FBS/RPMI medium 回溶，濃度調整至 1×107 cells/mL，將定量的腹腔細胞加

入等量培養液或含裂質素的培養液 48 小時，收取上清液。 

3.11. 檢測細胞激素 

以 Biolegend ELISA kit 檢測細胞激素含量， Mouse IL-6 (#431303, BioLegend, San 

Diego, USA)、Mouse TNF-α (#430902, BioLegend)、Mouse IL-1β (#432603, 

BioLegend)、Mouse MCP-1 (#432706, BioLegend)、Mouse IFN-γ (#430802, BioLegend)、

Mouse IL-2 (#431002, BioLegend)、Mouse IL-4 (#431102, BioLegend) 及 Mouse IL-10 

(#431415, BioLegend)、Prostaglandin E2 ELISA Kit (#514010, Cayman, MI, USA)。 

3.12. 統計分析 

使用 IBM 第 23 版 SPSS 軟體 (IBM, New York, USA) 行統計分析，實驗結果以 mean

±SEM 表示。細胞實驗使用的統計方法為獨立樣本 t 檢定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動

物實驗 LF 組和 HF 組相比，採用獨立樣本 t 檢定，HF-LL、HF-HL 及 HF-DL 組和 HF

組相比，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One-way ANOVA)，若變異數同質性無顯著，事後檢定

採用 LSD，反之則採用 Dunnett’s 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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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結果 

4.1. 探討 lunasin 處理在肥胖微環境下對 EL-4 T 細胞之影響 

細胞培養中添加 leptin 或 Ad-CM 以模擬體外肥胖微環境 (Hsieh et al., 2017)。EL-

4 T 細胞培養在 20 及 100 ng/mL 的 leptin 下，顯著刺激細胞增殖; 以 4、10、25 及 50% 

Ad-CM 取代培養基，顯著刺激 EL-4 細胞增殖 (圖 4-1a,b)。因此選用 leptin 20 ng/mL

以及 10%的 Ad-CM 為後續模擬肥胖微環境之實驗。以 PMA/Ion 刺激活化 EL-4 T 細

胞，結合兩種模擬肥胖微環境的模式來探討 lunasin 處理對細胞生長的影響 (圖 4-1c)。

在 PMA/Ion 及 PMA/Ion+lep 組相較於 spontaneous 組，以 lunasin 10 與 50M 處理可顯

著促進細胞增殖；在沒有 lunasin 處理下，PMA/Ion+Ad-CM 較 spontaneous 顯著升高的

增殖率。而在 PMA/Ion 與 PMA/Ion+lep 模式下 lunasin 處理皆可顯著升高增殖率。上述

可知，在 T 細胞活化或肥胖微環境中，lunasin 處理可促進 EL-4 T 細胞的增殖。 

 

圖 4-1、(a)不同濃度 Leptin 處理對 T 細胞增殖之影響 (b)不同濃度 Ad-CM 處理對 T 細胞增殖之影響 (c) 

Lunasin處理對肥胖模式下 EL-4 T 細胞生長的影響。 EL-4 細胞分別在 spontaneous、PMA/Ion、PMA/Ion+lep

與 PMA/Ion+Ad-CM 四個模式。實驗進行三次重複實驗，數據以 mean±SEM 表示，統計採用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p<0.05，表示相較於 control 組達到顯著差異。n=6。*p<0.05，表示同模式下和 lunasi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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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group)相比達到顯著差異；#p<0.05，表同劑量下和 spontaneous 相比達到顯著差異。‡p<0.05，表

同劑量下和 PMA/Ion 相比達到顯著差異。 

 

EL-4 細胞在 PMA/Ion 處理下顯著增加 IL-2 和 IL-4 細胞激素的生成量。在 PMA/Ion、

PMA/Ion+lep 與 PMA/Ion+Ad-CM 模式下，lunasin 會增加 EL-4 T 細胞 IL-2 的分泌量，

在劑量 50 M 時達到顯著，而在 lunasin 10 M 時，PMA/Ion+Ad-CM 和 PMA/Ion 組相

比，有顯著較高的 IL-2 分泌量 (#p=0.017) (圖 4-3a)。lunasin 減少 T 細胞 IL-4 的分泌量，

但只有 PMA/Ion+lep 模式下，lunasin 50M 時才達到顯著(圖 4-3b)。在 PMA/Ion 模式中

lunasin 50 M 時，IL-10 分泌量有較高的趨勢 (圖 4-3c)。另外，以 IL-2/IL-4 的比值作為

Th1/Th2 免疫反應的指標，在不同模式下給予 lunasin，IL-2/IL-4 比值且具劑量效應升高，

在劑量 50M 時達到顯著 (圖 4-3d)。綜合上述，lunasin 可促進 IL-2 與 IL-10 但抑制 IL-

4 分泌，且由 IL-2/IL-4 比值發現，lunasin 可能促使 T 輔助細胞偏向 Th1 為主的功能。 

 
圖 4-2、Lunasin 處理對肥胖模式下 EL-4 T 細胞之細胞激素分泌量的影響。EL-4 細胞分別在 spontaneous、

PMA/Ion、PMA/Ion+lep 與 PMA/Ion+Ad-CM 四個模式，lunasin 處理之下細胞激素分泌量的影響。(a)IL-2

分泌量 (b)IL-4 分泌量 (c)IL-10 分泌量 (d)IL-2/IL-4 比值。數據以 mean±SEM 表示，n=5，統計採用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p<0.05，表示同模式下和 lunasin 0 (control group)相比達到顯著差異；#p<0.05，

表同劑量下和 PMA/Ion 組相比達到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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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Lunasin 飲食對餵食高油飲食之肥胖小鼠之代謝與免疫表現之影響 

4.2.1. Lunasin 處理對肥胖小鼠體重組織變化及攝食效率之影響 

小鼠在 6 週齡給予實驗飲食後，9 週齡時 HF 組的體重已顯著高於 LF 組。12 週齡開

始給予 lunasin treatment，20 週齡時最終體重 HF 組依然顯著高於 LF 組。但 HF 組相較

於 HF-LL、HF-HL 與 HF-DL 組沒有顯著差異 (圖 4-3)。給予 lunasin 處理的前後，HF 組

相較於 LF 組，體重顯著增高，雖飼料攝取量顯著較低，但熱量攝取顯著較高 (表 4-1)。

以上結果顯示，餵食高脂飲食可以顯著增加體重變化，而給予 lunasin 介入對體重變化

沒有影響，且在食物攝食效率上，各組間均無顯著差異。 

小鼠犧牲取出組織器官發現脾臟、肝臟、副睪脂肪、腎週脂肪、腸系膜脂肪、腎臟

及心臟的重量，HF 組相較於 LF 組皆顯著較高；但在腸系膜淋巴結和皮耶氏體、肺及盲

腸的重量並未到達顯著。脾臟重量在 HF-LL、HF-HL 及 HF-DL 組相較於 HF 組顯著較

低。HF-LL 組相較於 HF 組，皮耶氏體、肝臟、腎臟和盲腸的重量顯著較低 (表 4-2)。

結果可知餵食 HF 相對 LF 組會有較高的脂肪組織生成及較大的脾臟之情形，而給予

lunasin 處理對於肥胖小鼠其脂肪生成量沒有顯著影響，但脾臟的重量顯著降低。 

 

圖 4-3、C57BL/6 小鼠餵食實驗飲食 14 週之體重生長曲線。數值表示為 mean±SEM， n=9~10/group。LF

和 HF 相比，統計採用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p<0.05；HF-LL、HF-HL、HF-DL 和 HF 相比，採用 One-

way A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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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Lunasin 處理對飲食誘發肥胖 C57BL/6J 小鼠之體重變化與攝食率影響 1 

Group LF HF HF-LL HF-HL HF-DL 

Initial body weight2 (g) 27.2±0.36 29.2±0.80* 29.5±0.49 29.8±0.52 30.4±0.73 

Final body weight (g) 27.9±0.54 33.5±1.59* 33.7±0.92 33.7±1.20 34.4±0.91 

Weight gain (g) 0.66±0.60 4.22±1.08* 4.10±0.59 3.91±0.96 3.86±0.76 

Food intake (g/day) 3.41±0.04 2.95±0.06*a 2.47±0.07c 2.68±0.06b 2.64±0.05bc 

Energy intake (kcal/day) 13.0±0.14 15.5±0.30*a 13.0±0.39c 14.1±0.31b 13.9±0.26bc 

Food efficiency3 

(g gain/g feed) 
0.05±0.06 0.19±0.06* 0.25±0.11 0.27±0.09 0.25±0.07 

Energy efficiency4 

(g gain/kcal feed) 
0.01±0.02 0.04±0.01* 0.05±0.02 0.05±0.02 0.05±0.01 

1. 數據以 mean ± SEM 表示，LF 組及 HF-DL 組：n=10，HF 組、HF-LL 組及 HF-HL 組：n=9。統計採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p<0.05 表示與 LF 比達顯著差異。高脂飲食組間統計採 one way ANOVA，以 abc 不同英文字母表示 HF

組間相比達顯著差異。本數據與同研究室王姸方共用。 

2. Initial body weight 為給予 lunasin 處理前 (12 wk old)體重，Final body weight 為犧牲前測量 (20 wk old)體重，

weight gain = final bwt–initial bwt。 

3. Food efficiency (g gain/kcal) = weight gain (g) / energy intake (kcal) 

 

表 4-2、餵食高脂及富含 lunasin 飲食對小鼠組織器官絕對與相對重量的影響 1,3 

Group LF HF HF-LL HF-HL HF-DL 

 Absolute weight (g) 

Spleen 0.05±0.01 0.11±0.01*a 0.06±0.01b 0.07±0.01b 0.07±0.01b 

MLN2 0.009±0.001 0.008±0.001 0.004±0.001 0.005±0.001 0.008±0.001 

PP2 0.009±0.001 0.08±0.001a 0.005±0.001b 0.007±0.001ab 0.009±0.001a 

Liver 1.00±0.04 1.25±0.05*a 1.12±0.04b 1.17±0.04ab 1.21±0.02ab 

Epididymal WAT2 0.45±0.04 1.01±0.17* 1.44±0.10 1.14±0.16 1.29±0.17 

Perirenal WAT 0.16±0.02 0.38±0.08* 0.46±0.06 0.42±0.08 0.51±0.09 

Mesenteric WAT 0.29±0.03 0.63±0.13* 0.51±0.04 0.58±0.10 0.60±0.08 

Kidney 0.31±0.01 0.42±0.02*a 0.35±0.01b 0.40±0.02a 0.39±0.01ab 

Heart 0.15±0.01 0.18±0.01* 0.14±0.01 0.16±0.01 0.16±0.01 

Lung 0.18±0.02 0.20±0.02 0.18±0.01 0.18±0.01 0.19±0.01 

Cecum 0.24±0.02 0.27±0.05a 0.20±0.01b 0.21±0.01ab 0.20±0.02ab 

1. 數據表示為 mean±SEM，n=8~10/group。LF 和 HF 相比，採用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p<0.05；HF-

LL、HF-HL、HF-DL 和 HF 相比，採用 One-way ANOVA，以 abc 標示，字母不同者代表組間達統計

差異，p<0.05。 

2. MLN：mesenteric lymph node；PP：peyer's patech；WAT：white adipose t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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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富含 Lunasin 飲食對餵食高油飲食之肥胖小鼠血清生化值之影響 

測定小鼠在實驗進行之前、中及犧牲後禁食血糖值 (圖 4-4A)。小鼠於 16 週齡

時，HF 組之血清葡萄糖濃度較 LF 組近乎顯著增加 (P=0.052)；而 20 週大，HF 組較

LF 組之血清葡萄糖濃度顯著增加 (P=0.036)。而高油各處理組則無差異。由以上結果

可知，肥胖小鼠會使其空腹血糖濃度顯著增加，雖然高劑量 lunasin IP 與飲食添加

lunasin，能減緩肥胖小鼠葡萄糖耐受異常，但對降低空腹血糖效果不明顯。 

測定小鼠在實驗進行之前、中及犧牲後禁食血清三酸甘油酯 (圖 4-4B)。HF 組相

較於 LF 組之血清三酸甘油酯濃度，隨著年齡顯著增加血清三酸甘油酯。於小鼠 16 週

齡時，lunasin IP 組與 HF 組相比，有降低血三酸甘油酯濃度的趨勢 (P=0.094; 

P=0.096)。12 週齡之血清因有溶血干擾測得之血清三酸甘油酯較高。由以上結果可

知，高脂飲食誘發小鼠肥胖會顯著影響血清三酸甘油酯使其濃度增加，於 16 週齡時略

有高劑量 lunasin IP 處理可使其降低。 

測定小鼠在實驗進行之前、中及犧牲後測定血清總膽固醇 (圖 4-5A)。實驗進行

到 16 及 20 週齡時，HF 組相較於 LF 組之血清總膽固醇濃度顯著增加。而高油組中，

HF-LL 組在 12 及 16 週齡時血清總膽固醇濃度顯著增加；HF-HL 組及 HF-DL 組則對血

清總膽固醇則沒有影響。在 HDL-C 中，HF 組相較於 LF 組顯著增加。在高油飲食組間

小鼠之 HDL-C 濃度則無改變 (圖 4-5B)。而 LDL-C 中，HF 組相較於 LF 組顯著增加。

HF-LL 組與 HF 組相比，LDL-C 濃度有顯著增加；HF-HL 組及 HF-DL 組則無影響 (圖

4-5C)。換算 LDL/HDL 比例，五組間未達顯著差異 (圖 4-5D)。 

綜合上述，高脂飲食誘發小鼠肥胖會顯著提高其血清總膽固醇、HDL-C 及 LDL-

C 濃度。低劑量 lunasin IP 於 16 週齡顯著增加血清總膽固醇，於 20 週齡顯著增加

LDL-C 濃度，然而小鼠 20 週齡其 TC 及 LDL/HDL 在組間未達顯著差異。高劑量

lunasin IP 及飲食中添加 lunasin 對肥胖小鼠之血清膽固醇皆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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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Lunasin 處理對飲食誘發肥胖 C57BL/6J 小鼠 (A)血糖 (B)血清三酸甘油酯之影

響。實驗分為 LF 組、HF 組、HF-LL 組、HF-HL 組及 HF-DL 組。分別於小鼠 12、16

及 20 週齡時測定，數值以 mean ± SEM 表示。Independent-Sample t test：*p<0.05 表示

與 LF 比達顯著差異圖 4-4、Lunasin 處理對飲食誘發肥胖 C57BL/6J 小鼠之影響。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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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Lunasin 處理對飲食誘發肥胖 C57BL/6J 小鼠血清膽固醇之影響。實驗分為 LF 組、HF 組、HF-

LL 組、HF-HL 組及 HF-DL 組。(A) 血清總膽固醇，分別於小鼠 12、16 及 20 週齡時測定。(B) HDL-

C。(C) LDL-C。(D) LDL/HDL 比例，數值皆以 mean ± SEM 表示。Independent-Sample t test：*p<0.05

表示與 LF 比達顯著差異。One way ANOVA：以 abc 不同字母表示 HF 組間相比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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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Lunasin 處理對小鼠脾臟與腹腔初代細胞免疫反應之影響 

小鼠犧牲收集初代免疫細胞，細胞數目如表 4-3 所示，腹腔細胞數目在各組間無顯

著差異；而脾臟細胞數目，HF 組顯著高於 LF 組; HF-HL 組相較於 HF 組，脾臟細胞數

目顯著較低。以裂質素刺激脾臟細胞，在 LPS 刺激下，HF-LL 組相較於 HF 組，刺激

倍率有較高的趨勢 (p=0.138)。而在 Con A 刺激下，HF 組相較於 LF 組，有顯著較低刺

激值，而 HF-LL 和 HF-DL 組相較於 HF 組，刺激倍率顯著較高，顯示 lunasin 介入可

以促進脾臟 T 細胞的增殖能力 (圖 4-4)。 

 

表 4-3、C57BL/6 小鼠餵食高脂及含 Lunasin 飲食後收集之初代免疫細胞數目 1 

Primary cell number 

 Peritoneal cells ( x106 cells)  Splenocytes ( x107 cells) 

LF 2.3 ± 0.5  2.3 ± 0.3 ** 

HF 3.6 ± 0.6  4.8 ± 0.6* a 

HF-LL 2.1 ± 0.3  4.0 ± 0.6 ab 

HF-HL 3.6 ± 0.7  2.9 ± 0.4 b* 

HF-DL 3.1 ± 0.3  3.9 ± 0.4 ab 

1. 數據表示為 mean±SEM，n=7~10/group。LF 和 HF 相比，採用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p<0.05；HF-

LL、HF-HL、HF-DL 和 HF 相比，採用 One-way ANOVA，以 abc 標示，字母不同者代表組間達統計

差異，p<0.05。 

 

圖 4-6、Lunasin 處理對小鼠脾臟細胞生長的影響。(A)LPS 刺激 (B)Con A 刺激。數據以 mean±SEM 表示，

n=7~10/group。LF 組和 HF 組相比，統計採用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 p < 0.05 達顯著；HF-LL、HF-

HL、HF-DL 和 HF 相比，採用 One-way ANOVA，以 abc 標示，字母不同者代表組間達統計差異，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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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腹腔巨噬細胞 LPS 刺激，而 HF 組相較於 LF 組，TNF-α分泌量有較高的趨勢 

(p=0.134)；給予 lunasin 處理並沒有顯著差異。IL-6、IL-1β與 MCP-1 分泌量，在 LPS

刺激下，組間整體皆不具統計差異(圖 4-7)。 

 

圖 4-7、Lunasin 處理對小鼠腹腔巨噬細胞之細胞激素分泌量的影響。 (A)IL-6 (B)TNF-α  (C)IL-1β 

(D)MCP-1 分泌量。數據以 mean±SEM 表示，n=7~10/group。LF 組和 HF 組相比，統計採用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p < 0.05 達顯著；HF-LL、HF-HL、HF-DL 和 HF 相比，採用 One-way ANOVA，以 abc 標

示，字母不同者代表組間達統計差異，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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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脾臟細胞之細胞激素分泌量如圖 4-8 所示，IL-6 分泌量在 LPS 刺激分泌下，相

較於 LF 組，HF 組的 IL-6 分泌量顯著較高，而 HF-HL 組相較於 HF 組有顯著較低的 IL-

6 分泌量；Con A 刺激下，各組間不具統計差異。TNF-α分泌量在 LPS 刺激下，HF-LL

相較於 HF 組，TNF-α分泌量有較低的趨勢 (p=0.085)，但各組間不具統計差異。IFN-γ

分泌量如圖 4-8C，在 LPS 或 Con A 刺激下，各組間皆不具統計差異。IL-1β分泌量如圖

4-8D，LPS 刺激下，各組間不具統計差異；Con A 刺激下，HF-HL 組相較於 HF 組，IL-

1β分泌量有較低的趨勢 (p=0.155)，但各組間不具統計差異。 

 

 

圖 4-8、Lunasin 處理對小鼠脾臟細胞之細胞激素分泌量的影響。(A)IL-6 (B)TNF-α (C) IFN-γ (D)IL-1β

分泌量。數據以 mean±SEM 表示，n=6~10/group。LF 組和 HF 組相比，統計採用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

* p < 0.05 達顯著；HF-LL、HF-HL、HF-DL 和 HF 相比，採用 One-way ANOVA，以 abc 標示，字母不同

者代表組間達統計差異，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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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2 分泌量如圖 4-9A，在 Con A 刺激下，HF-HL 相較於 HF 組有顯著較高的 IL-2

分泌量。IL-4 分泌量如圖 4-9B，在 Con A 刺激下，HF 組相較於 LF 組，IL-4 分泌量顯

著較低，HF-HL 組相較於 HF 組，IL-4 分泌量顯著較高 (p<0.001)。IL-10 分泌量如圖 4-

7C，在 LPS 或 Con A 刺激下，各組間皆不具統計差異。 

 

 

圖 4-9、Lunasin 處理對小鼠脾臟細胞之細胞激素分泌量的影響。(A)IL-2 (B)IL-4 (C)IL-10 分泌量。數據以

mean±SEM 表示，n=6~10/group。LF 組和 HF 組相比，統計採用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 p < 0.05 達顯

著；HF-LL、HF-HL、HF-DL 和 HF 相比，採用 One-way ANOVA，以 abc 標示，字母不同者代表組間達

統計差異，p<0.05。 

 

  



17 
 

五、研究討論 

研究顯示相較於健康者，肥胖者其免疫細胞有免疫衰退的現象。肥胖者血中的單核

球及淋巴球細胞，在裂質素刺激下，細胞的增殖能力顯著減弱 (Nieman et al., 1999)，

且在肥胖的動物中也有相同的現象 (Lamas et al., 2002)。本實驗室在細胞培養同時添加

leptin 以及 Ad-CM，來模擬肥胖相關的生理微環境 (Hsieh et al., 2017)。在本實驗結果

中，無法看出肥胖因子對 EL-4 T 細胞增殖能力減弱的影響，而 lunasin 處理有促進 EL-

4 T 細胞增殖的現象。 

HF 組在 LPS 刺激下，腹腔巨噬細胞 TNF-α 分泌量有較高的趨勢，且脾臟細胞 IL-

6 分泌顯著較高。顯示高脂飲食誘導之肥胖小鼠，表現較高發炎細胞激素分泌量增加，

而在 lunasin IP 高劑量顯著降低脾臟細胞由 LPS 誘發的 IL-6 分泌量，推測 lunasin 可有

效抑制肥胖所造成促發炎細胞激素的分泌，與本實驗室前人的結果相同 (周，2016)。

IL-6 和 TNF-α 的分泌導致生理處於發炎狀態，並增加全身氧化壓力，對脂肪組織、肌

肉及肝臟的胰島素阻抗也有影響 (Grundy, 2004)，因此 lunasin 能夠降低肥胖造成的促

發炎細胞性激素，對於肥胖相關的代謝疾病也有益處。另外，Lunasin IP 高劑量組在

Con A 刺激下，脾臟細胞 IL-2 及 IL-4 分泌量顯著較高，推測此現象和 lunasin 促進 T

細胞活化有關，呼應於 EL-4 T 細胞實驗。研究指出 IL-2 對於促進肥胖患者 T 細胞免疫

反應扮演重要的腳色，能夠增進對抗感染之免疫力，同時活化 Treg 進而調節免疫的平

衡 (Liao et al., 2011a)。研究發現 IL-4 會影響脂肪代謝，IL-4 能夠促進 hormone 

sensitive lipase 進到脂肪細胞，降低脂肪儲存及脂肪細胞分化 (Chang et al., 2012)，另

外，IL-4 會增加 3T3-L1 細胞 ATP 的產量，促進脂肪代謝 (Shiau et al., 2015)，並改善

胰島素傳訊，促進 3T3-L1 細胞 IRS-1 的磷酸化 (Stafeev et al., 2018)，且 IL-4 會使巨噬

細胞偏向 M2 型活化 (Mauer et al., 2014)。因此 IL-4 提升可能減緩胰島素阻抗表現。本

實驗在 EL-4 細胞中顯現了 lunasin 具有抑制 IL-4 分泌之功能，因此具有調控肥胖造成

之免疫不平衡的效果。然而在 EL-4 T 細胞與小鼠初代細胞結果略有不同, 此部分仍需

進一步實驗了解細胞微環境不同之影響。 

https://scholar.google.com.tw/citations?user=To89x6MAAAAJ&hl=zh-TW&oi=s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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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動物實驗中有一組添加大豆濃縮蛋白 HF-DL 組，其飼料中添加物在小鼠獲得

lunasin 劑量介於 HF-LL 和 HF-HL 組之間。而腹腔注射 lunasin 純品和飲食中添加天然

lunasin 對於小鼠生長的影響不具有差別性，對於緩解脾臟腫大的效果也差不多，並不

能看出哪一種形式給予 lunasin 的效果較優。此外在血清生化值中，注射 lunasin 純品和

飲食中添加天然 lunasin，對於空腹血清血糖值、酸甘油酯、膽固醇值，可看出高油飲

顯著誘發血清值增高，然而 lunaisn 處理組並沒有明顯改變。 

本次體內與體外實驗中，可以看出 lunasin 在肥胖微環境下對於 T 細胞的影響較

為明顯。在體外實驗中，lunasin 可以顯著刺激 EL-4 T 細胞的增殖，並使免疫反應傾向

Th1 型態 ; 在體內實驗中，lunasin 對於脾臟、脾臟 T 細胞增殖以及脾臟 T 細胞激素分

泌都有影響，然而其他免疫調節功能仍需進一步實驗設計來確認，如 lunasin 對於巨噬

細胞 M1/M2 表型的影響，或小鼠腸道免疫的調節狀況，或嘗試使用糖尿病動物等，以

期可以看到較明顯效果。探討 lunasin 的免疫調節功能，對於肥胖相關之多種疾病，將

會有很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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