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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背景: 臨床運動處方建議病患從事規律有氧運動來延緩早期糖尿病
腎臟病變的惡化，有效控制糖尿病腎臟病的病程及維持糖尿病患腎
臟功能，能避免患者進入末期腎臟病及血液透析(洗腎)的階段。但
運動對腎臟的保護效果仍有許多的關鍵機制有待進一步確認。目的:
探討運動訓練改善早期糖尿病腎病變的保護機制。方法：本研究使
用二型糖尿病動物模式db/db小鼠，探討有氧耐力運動對延緩糖尿病
腎病變之分子機制。運動處方: 5.2m/min, 1h/day, and
5days/week。結果：持續八週的有氧運動訓練有降低血清肌酸酐及
尿素的濃度。病理分析結果顯示，運動訓練後降低因糖尿病引起的
腎臟肥大及腎小球橫截面積擴張。運動改善糖尿病腎功能的其主要
機制是透過提升能量代謝關鍵蛋白SIRT1的表現，透過去乙醯化抑制
發炎調控樞紐NFκB的活性，避免細胞損傷及組織功能受影響。腎臟
粒線體酵素活性的降低是導致粒線體失能的關鍵，運動可以維持檸
檬酸合成酶、及粒線體酵素(complex I)的活性，並提升電子傳遞練
中的I、II、V的蛋白表現。運動提升粒線體呼吸鏈蛋白表現與粒線
體生合成調控因子PGC1a的增加有關。結論：中低強度有氧運動訓練
改善糖尿病腎病變主要與調控能量代謝及發炎的關鍵訊息傳遞路徑
有關。

中文關鍵詞： 低強度耐力運動訓練、糖尿病腎病變、粒線體功能、發炎反應

英 文 摘 要 ： Chronic inflammation and metabolic dysregulation may
eventually cause tissue damage in type 2 diabetes. We
examined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moderate intensity
aerobic exercise on kidney function in diabetic db/db mice.
Functional and morphological alterations and metabolic and
inflammatory signaling were examined in type 2 diabetic
db/db mice with or without exercise training (5.2m/min,
1h/day, and 5days/week for a total of 8weeks). Exercise
training prevented weight gain in db/db+Ex mice, but it did
not reduce glucose and insulin levels. Exercise lowered
serum creatinine, urea, and triglyceride levels in db/db+Ex
mice. Reduced kidney size and morphological alterations
including decreased glomerular cross-sectional area were
observed in db/db+Ex mice compared with untrained db/db
mice. Mechanistically, preventing loss of SIRT1 through
exercise was linked to reduced acetylation of NF-κB in
kidney of db/db+Ex mice. Exercise increased citrate
synthase and mitochondrial complex I activity, subunits of
mitochondrial complexes (I, II, and V) and PGC1a at protein
level in kidney of db/db+Ex mice compared with non-exercise
db/db mice. In conclusion, moderate exercise training
modulates metabolic dysfunction and inflammatory process,
thereby attenuating the progression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in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英文關鍵詞： moderate exercise; SIRT1; NF-κB; mitochondrial function;
diabetic db/db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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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背景: 臨床運動處方建議病患從事規律有氧運動來延緩早期糖尿病腎臟病變的惡化，有效控制糖

尿病腎臟病的病程及維持糖尿病患腎臟功能，能避免患者進入末期腎臟病及血液透析(洗腎)的階段。但

運動對腎臟的保護效果仍有許多的關鍵機制有待進一步確認。目的: 探討運動訓練改善早期糖尿病腎

病變的保護機制。方法：本研究使用二型糖尿病動物模式 db/db 小鼠，探討有氧耐力運動對延緩糖尿

病腎病變之分子機制。運動處方: 5.2m/min, 1h/day, and 5days/week。結果：持續八週的有氧運動訓練有

降低血清肌酸酐及尿素的濃度。病理分析結果顯示，運動訓練後降低因糖尿病引起的腎臟肥大及腎小

球橫截面積擴張。運動改善糖尿病腎功能的其主要機制是透過提升能量代謝關鍵蛋白 SIRT1 的表現，

透過去乙醯化抑制發炎調控樞紐 NFκB 的活性，避免細胞損傷及組織功能受影響。腎臟粒線體酵素活

性的降低是導致粒線體失能的關鍵，運動可以維持檸檬酸合成酶、及粒線體酵素(complex I)的活性，並

提升電子傳遞練中的 I、II、V 的蛋白表現。運動提升粒線體呼吸鏈蛋白表現與粒線體生合成調控因子

PGC1的增加有關。結論：中低強度有氧運動訓練改善糖尿病腎病變主要與調控能量代謝及發炎的關

鍵訊息傳遞路徑有關。 

 

 

關鍵詞: 低強度耐力運動訓練、糖尿病腎病變、粒線體功能、發炎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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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ronic inflammation and metabolic dysregulation may eventually cause tissue damage in type 2 diabetes. 

We examined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moderate intensity aerobic exercise on kidney function in diabetic 

db/db mice. Functional and morphological alterations and metabolic and inflammatory signaling were 

examined in type 2 diabetic db/db mice with or without exercise training (5.2m/min, 1h/day, and 5days/week 

for a total of 8weeks). Exercise training prevented weight gain in db/db+Ex mice, but it did not reduce 

glucose and insulin levels. Exercise lowered serum creatinine, urea, and triglyceride levels in db/db+Ex mice. 

Reduced kidney size and morphological alterations including decreased glomerular cross-sectional area were 

observed in db/db+Ex mice compared with untrained db/db mice. Mechanistically, preventing loss of SIRT1 

through exercise was linked to reduced acetylation of NF-κB in kidney of db/db+Ex mice. Exercise increased 

citrate synthase and mitochondrial complex I activity, subunits of mitochondrial complexes (I, II, and V) and 

PGC1 at protein level in kidney of db/db+Ex mice compared with non-exercise db/db mice. In conclusion, 

moderate exercise training modulates metabolic dysfunction and inflammatory process, thereby attenuating 

the progression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in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Keywords: moderate exercise; SIRT1; NF-κB; mitochondrial function; diabetic db/db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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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言 

衛生福利部的統計資料顯示，104 年國人十大死因第五名為糖尿病，該疾病耗費的醫療費用一年高達

120 億元。糖尿病患如未妥善控制其自身血糖濃度，會使其腎功能逐漸衰弱，進入末期糖尿病腎臟病

之病患甚至得透過洗腎(血液透析)方能延續生命。醫師在臨床處方上多建議此類病患改變生活型態，透

過運動結合飲食控制避免或降低糖尿病患進入洗腎階段。雖然規律運動配合飲食控制的介入方式可有

效延緩糖尿病腎臟病變的惡化，但運動及限制飲食熱量對糖尿病腎病變的保護機制目前所知有限，有

待學者進一步研究。本研究規劃在一年的時間內，優先探討運動訓練延緩糖尿病腎病變惡化的分子機

制。研究成果能更加清楚完整呈現有氧耐力運動對糖尿病腎病變的保護機制。 

過往研究糖尿病腎臟病變的機制，多著重於最終糖化蛋白(Advanced glycosylation end products; AGEs)

誘導的氧化壓力及抗氧化系統。在糖尿病症下，抗氧化系統無法負荷過高的氧化壓力，造成細胞凋亡

路徑活化，導致足細胞凋亡同時降低腎臟功能(Susztak, Raff, Schiffer, & Bottinger, 2006)。相較於先前的

研究多強調氧化壓力及細胞凋亡對腎臟功能的影響，近來粒線體失能在形成糖尿病腎病變所扮演的角

色，更凸顯糖尿病腎病變形成的複雜性(Hallan & Sharma, 2016)。研究指出，粒線體失能(mitochondrial 

function)，如: 粒線體 DNA(mitochondrial DNA, mtDNA)的突變，粒線體 DNA copy number 減少等，是

造成糖尿病腎病變的致病機轉。粒線體作為細胞內的能量工廠，也是細胞內最主要產生活性氧化物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的來源，其功能受損會顯著提升細胞內氧化壓力和增加細胞內抗氧化系統

的負荷(Hallan & Sharma, 2016)。相關藥物及替代醫療針對粒線體功能及能量代謝訊息傳遞路徑

SIRT1/AMPK/PGC1的調控已有初步研究成果(Hallan & Sharma, 2016; Rolo & Palmeira, 2006)。如:降

血脂藥物 Fenofibrate、植物化合物白藜蘆醇 resveratrol 和基因療法均可透過調控

路徑，提升粒線體功能，對糖尿病動物腎臟產生保護效果。粒線體功能的維持

也能確保糖類及脂質正常氧化，避免糖毒性(glucotoxicity)、脂毒性(lipotoxicity)的產生及腎臟組織過度

的發炎反應，避免腎臟損傷及其功能的持續惡化。 

目前運動訓練對於糖尿病腎病變保護機制的相關研究方向，仍侷限於探討最終糖化蛋白(Advanced 

glycosylation end products; AGEs)、氧化壓力及抗氧化系統等(Boor et al., 2009; Ghosh et al., 2009)，耐力

訓練調控粒線體功能對糖尿病腎臟病變的保護機制仍不明瞭。但耐力運動透過能量代謝路徑

(SIRT1/AMPK/PGC1)調控粒線體生合成、增加骨骼肌粒線體數目，同時刺激參與粒線體呼吸鏈酵素

的活化，使糖類及脂質的氧化更具效率。骨骼肌能量系統對長期運動訓練的適應，特別是粒線體功能

的提升，在糖尿病的輔助治療上已有顯著成效(Little, Safdar, Cermak, Tarnopolsky, & Gibala, 2010; Musi 

et al., 2001; Suwa, Nakano, Radak, & Kumagai, 2008; Talanian et al., 2010)。鑑於運動訓練對個體全身生理

適應的影響，推測長期運動訓練可有效提升粒線體功能及維持正常能量代謝，有效改善腎臟功能避免

糖尿病腎病變惡化。 

綜合相關文獻結果，本計畫針對運動延緩糖尿病腎臟病變的保護機制進行探討。本研究假設低強度運

動訓練改善腎臟功能及特異性病理變化是透過 (1) 活化能量代謝路徑(SIRT1/PGC1)防止粒線體失

能，使細胞內能量代謝路徑維持正常運作，抵抗糖尿病症所形成的代謝異常，如: 糖毒性及脂毒性。(2) 

粒線體功能的提升可降低細胞氧化壓力，避免活化 NFB 調控的發炎反應，降低腎臟細胞功能的惡化

及結構的病變。 

本計畫完成之後，能提供運動是最好的預防醫學之科學佐證，提供糖尿病腎臟病新的治療方向及契機。

另外運動所調控之標靶路徑，也有助於將來生技製藥及醫療檢驗產業的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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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目的 

本計畫針對調控糖尿病肌肉蛋白質分解的標靶路徑(targeting pathways)進行探討。本研究假設耐力

運動改善腎臟功能是透過(1)調控 NFB 活性，降低糖尿病所引發的發炎反應、(2)增加組蛋白去乙醯化

酶 SIRT1 表現，改善受損的粒線體功能，來達到延緩糖尿病腎病變進程。 

四、研究方法 

實驗設計: 

動物實驗計畫書經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實驗動物照護與使用小組審核通過(計畫編號:105030 )。本實驗選

用雄性 db/db、及隱性合子 m/m 小鼠兩種品系為實驗動物。4 週齡 m/m 及 db/db 小鼠將購自國家實驗動

物中心，實驗組別為 m/m、db/db 及 db/db + Ex 共四組(Fig. 8)。每組 12 隻動物。動物房溫度維持在 22 ± 

2˚C 和 59~70% 相對濕度，自然採光，配合通風設備，日照和黑暗期各 12 小時，適應期結束之後於七

週齡時開始進行運動訓練(Fig. 8)。體重相近的動物隨機分配至控制組及運動組，運動訓練時間為七週

(Fig. 1)，運動訓練詳細資訊請見運動訓練處方。實驗動物採自由進食、飲水，動物飼料為 Labdiet5053 

(St. Louis, USA)，隔週進行體重與飲食觀察。本計畫使用 urethane (1500 mg/1kg BW)進行麻醉，麻醉深

度須經腳趾反射檢測，動物已達深度麻醉後斷頭犧牲。犧牲後取血清、腎臟進行分析檢測，檢測項目

包括血液生化指標、組織病理檢測、能量代謝路徑(SIRT1/PGC1)、發炎指標、粒線體呼吸鏈蛋白表現

等。詳細檢測項目請見下方相關實驗方法。 

實驗動物: 同型合子(+ Lepr
db

/+ Lepr
db

)具有下列特徵，血漿中胰島素濃度於 10-14 日齡便開始上升，於

3-4 週齡開始肥胖，血糖於 4-8 週齡開始上升。db/db 具有糖尿病相關症狀，如高胰島素血症、高血糖、

葡萄糖耐受度異常、胰島形態異常、周圍神經病變。貪食(polyphagic)、劇渴(polydipsia)、多尿(polyuric)。

此動物模型多半應用於第 II 型糖尿病(NIDDM)及肥胖研究、內分泌學研究、代謝研究等(資料來源為國

家實驗動物中心)。db/db 小鼠可穩定觀察到尿蛋白增加及特異性病變，如腎絲球肥大、腎絲球環間膜

細胞擴張、腎絲球基底膜變厚及細胞外基質堆積等，上述徵狀與人類腎功能被破壞時結果類似，因此

db/db 小鼠被廣泛使用於糖尿病腎病變相關研究(Sharma, McCue, & Dunn, 2003)。 

動物飼料: Labdiet5053 可提供 3.43 kcal/g 能量，其主要營養成分比例分別為: 24.5%蛋白質、13.1%脂肪

及 62.4%碳水化合物。 

 

 



 6 

 

  Fig. 1 實驗動物分組及實驗時程圖，血液生化指標及訊息傳遞路徑分析項目如上圖所示。 

運動訓練處方 

低強度耐力運動訓練: 運動訓練自 5 週齡開始持續到 13 週齡，總共為期 8 週耐力運動訓練。每週運動

5 天，每次持續 60 分鐘。跑步速度為 5.2 公尺/分鐘(Ghosh et al., 2009)。 

樣本收集 

實驗動物犧牲會在麻醉後進行，本計畫使用urethane，麻醉劑量1500 mg/KG (動物體重)，以腹腔注射進

行麻醉。在動物進入深層麻醉後，採斷頭的方式，取得血液樣本。全血室溫靜置30分鐘之後離心後取

上清液。腎臟取出後秤重完，會立即放入液態氮進行冷凍，再轉移到-80˚C冰箱保存。另一顆腎臟會浸

置於10%福馬林溶液中固定，待組織病理檢測使用。 

能量代謝及粒線體指標酵素活性測定 

(1) Citrate synthase 

使用Citrate Synthase Activity Colorimetric Assay Kit (BioVision)，組織均質化後，以4˚C 10000g離心5

分鐘，取其上清液。加入適當體積樣本後再加入Citrate Synthase assay buffer補體積至50μl，在25 

˚C kinetic mode讀取吸光值20-40分鐘(波長412nm)。 

(2) Complex IV 

使用Cytochrome Oxidase Activity Colorimetric Assay Kit (BioVision)進行酵素活性測定。Cytochrome c

加入assay buffer及DTT(dithionite)還原。還原態之Cytochrome c必需在每個實驗前新鮮配製，並置於冰

上，加入腎臟粒腺體樣品後，COX IV活性以分光光度計在波長 

550nm下測量還原態Cytochrome c氧化產物之量，整個過程在磷酸鹽緩沖液(50 mM，0.5% Tween 80 

pH 7.0)環境下進行。反應速率以”mmol cytochrome c oxidized /min/g mitochondrial protein”表示。 

血液生化指標 

(1) 胰島素 

全血靜置 30 分鐘之後，離心取得血清，依照 mouse insulin ELISA Kit (Mercodia )提供之測定比例進行

測試，將 200μl 反應試劑與 25μl 血清和標準品震盪混合，放置 37˚C 中培養 15 分鐘，加入 50μl 硫酸終

止反應後，讀取吸光值(波長 450nm)，劃出標準曲線之後換算可得血清胰島素濃度。 

(2) 三酸甘油脂(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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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血靜置 30 分鐘之後，離心取得血清，依照試劑組(Biovision)提供之測定比例進行測試，將 200μl 反

應試劑與 2μl 血清和標準品震盪混合，放置 37˚C 中培養 15 分鐘，讀取吸光值(波長 450nm) ，劃出標

準曲線之後換算可得 TG 濃度。 

(3) 發炎指標(TNF) 

購買商業套組進行分析，利用多株抗體的特性，辨識血清中的 TNF-α 及 IL6，再以其受質(TMB 

tetramethylbenzidine )與過氧化酶作為呈色劑，檢測吸光值並帶入標準曲線計算濃度數值。96 空盤中加

入 25μl 的血清與標準品，而 Enzyme conjugate solution 加入 50μl 後一起反應約 2 小時， 以 Wash buffer

清洗 6 次，加入 200μl 的 TMB 反應 15 分鐘後隨即加入 50μl 的 Stop solution，讀取吸光值(波長 450nm)，

劃出標準曲線之後換算可得 TNF及 IL6 濃度。 

(4) 血漿肌酸酐(creatinine)及尿素( urea) 

全血靜置 30 分鐘之後，離心取得血清，依照試劑組(Biovision)提供之測定比例進行測試，將反應試劑

與血清和震盪混合，放置 37˚C 中培養 15 分鐘，讀取吸光值(波長 450nm) ，劃出標準曲線之後換算可

得 TG 濃度。 

蛋白表現量 

A、 預定偵測的蛋白與目的 

發炎路徑: IκB、NFB、phospho-NF-κB p65、Acetyl-NFB p65 

調控能量代謝:SIRT1、PGC1 

粒線體呼吸鏈: mitochondrial complex I-V 

B、 蛋白質萃取 

將腎臟與 lysis buffer作用，以均質機研磨組織。lysis buffer 含有 50 mM HEPES ( pH 7.4 )，EGTA 

( pH 8.0 )，0.2 % NP-40，10 mM EDTA ( pH 8.0 )，15 mM Sodium pyrophosphate 

100 mM β-glycerophosphate，50 mM NaF，150 mM NaCl，2 mM Sodium orthvanadate，1 mM PMSF

及蛋白酶抑制劑( protease inhibitor:含有ABESF、aprotinin、 leupeptin、EDTA、E-64 等抑制劑)，

置於震盪器 4˚C下30分鐘，以13000 rpm 離心 15 分鐘，將上清液取出保存進行後續實驗。轉錄因

子將另外購置核蛋白專用萃取試劑(abcam)進行分析。 

C、 西方點墨法 

含有 20-60 μg蛋白進行聚丙烯醯胺膠體電泳(SDS-PAGE)分析後，將膠轉漬至 nitocellulose transfer 

membranes 上。將membranes與含有 5% BSA與 0.1 % Tween 20 之TBS 培養 45 分鐘後，依受測

蛋白的特性，調整一級抗體比例，放置4
o
C震盪作用(不得少於八小時)，作用完畢後，清洗一級抗

體，再加入二級抗體，放置室溫震盪作用約1至2小時。最後完成清洗程序後，加入 ECL kit 進行

呈色，利用LAS-3000冷光照相系統進行顯影分析。 

組織切片染色 

(1) PAS stain: 動物犧牲後，取一顆腎臟放至 10%中性福馬林固定，進行低濃度到高濃度酒精 

 (50%~100%)脫水，使用 xylene 將酒精置換，再將組織浸至含有比例稀釋 xylene:蠟液將 xylene 置換，

滲蠟 overnight 後包埋。包埋完成之蠟塊使用迴轉式切片機(Microm)進行切片，組織薄片(5m)黏貼於

polysine 玻片上，玻片製做完成後進行 xylene 脫蠟，酒精復水，浸泡 Periodic acid–Schiff (PAS)後，

清洗，浸泡 hematoxylin，清洗後再進行低濃度到高濃度酒精脫水動作，完成後封片待乾即可拍照留

存。腎臟截面積定量，隨機選取 20-25 個腎絲球，再以手動描繪進行定量(ImageJ)。 

實驗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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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採用 one-way ANOVA，數據分析將採用統計套裝軟體 SPSS 20.0，顯著差異訂為 p<0.05。 

五、結果與討論 

i. 8 週跑步訓練對糖尿病 db/db 小鼠醣類代謝的影響 

骨骼肌檸檬酸合成酶活性可作為有氧運動訓練適應的指標，本研究證實糖尿病小鼠運動訓練後，顯著

提升了糖尿病 db/db 小鼠腓腸肌檸檬酸合成酶活性(Fig. 2)。過去的研究多證實有氧運動訓練對於血糖

的調控有正面的幫助。本實驗結果發現完成八週跑步訓練後，糖尿病 db/db 小鼠體重相較於未進行跑

步訓練的組別少了 7%。但空腹血糖濃度及血漿胰島素濃度，與未進行跑步訓練的組別相比，中低強度

的跑步訓練無法有效控制高血糖及高胰島素的症狀(Table 1)。原本呈現顯著下將的血漿 TNF濃度，在

完成運動訓練後有提升，但仍未回到正常值。 

 

Fig. 2 腓腸肌檸檬酸合成酶活性，檸檬酸合成酶常被使用作為監控有氧運動訓練適應的指標。Values 

presented are mean ± SEM. Significance (P < 0.05) among groups is denoted by different letters. 

 

Table 1. General parameters  
    

  m/m db/db db/db+Ex 
  

Body weight (g) 24.5 ± 0.6a 44.4 ± 1.1b 41.3 ± 1.3c 
  

Glucose (mg/dl) 85 ± 4a 551 ±  37b 605 ±  29b 
  

Insulin (pg/l) 1353 ± 90a 5077 ± 786b 5842 ± 755b 
  

TNF (pg/l) 6.4 ± 0.4a 3.7 ± 0.3b 4.8 ± 0.3c 
  

Values are mean ± SEM (n=8). Significance (P < 0.05) among groups is denoted by different letters.  

 

iii. 8 週跑步訓練對糖尿病 db/db 小鼠腎臟功能的影響 

生活型態的改變，例如長期規律運動是控制及改善糖尿病腎病變的建議處方。運動建議處方以低強度，

每週 3 次累積至少 150 分鐘的模式，已被證實可有效改善慢性腎病變患者(糖尿病腎病變第 2-3 期)的腎

臟功能(Colberg et al., 2010)。對於有效控制糖尿病腎病變病程發展，期望藉由早期治療，預防糖尿病腎

臟病變患者走向末期腎臟病(糖尿病腎病變第 5 期)及需要接受洗腎治療(血液透析)的階段。雖然運動對

於改善糖尿病腎病變的臨床成效顯著，但目前對於其保護機制仍不是很了解，根據前述藥物或替代醫

療對糖尿病腎病變的影響及相關保護機制，延伸探討運動改善糖尿病腎病變的分子機制，實驗結果多

來自於糖尿病動物模型為主。本研究證實有氧耐力運動降低糖尿病 db/db 小鼠血清肌酸酐及尿素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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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A、B)，組織學上也觀察到有氧運動訓練降低腎臟重量及腎絲球橫截面積(Fig. 3C-D)，綜合上述

結果顯見有氧運動訓練可有效延緩糖尿病 db/db 小鼠腎臟功能。 

 

 

Fig. 3 血清肌酸酐 (A)、尿素(B)、腎臟重量及腎臟截面積(C&D)、腎臟組織切片 PAS 染色(E)。m/m: 控

制組；db/db:糖尿病鼠；db/db+Ex: 糖尿病鼠進行八週跑步訓練。Values presented are mean ± SEM. 

Significance (P < 0.05) among groups is denoted by different letters. 

iv. 8 週跑步訓練對糖尿病 db/db 小鼠肌肉 NFκB 路徑及發炎因子的影響 

糖尿病患的腎臟檢體提供了發炎反應與糖尿病腎病變最直接的證據，病理分析結果發現腎臟內 NFB

及促發炎細胞激素 MCP-1 表現顯著增加(Mezzano et al., 2004)。糖尿病症下產生過多 AGEs 及粒線體

ROS 是主要刺激 NFB 調控的發炎反應的關鍵因子(R. Liu et al., 2014)。發炎反應升高會刺激絲裂原活

化蛋白激酶路徑(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MAPK)的活化(主要是磷酸化 p38 蛋白)(Koshikawa et 

al., 2005)，造成腎臟足細胞損傷。足細胞的受損會嚴重影響腎絲球結構與過濾功能。本研究結果發現

糖尿病 db/db 小鼠在八週跑步訓練後，顯著降低 NFκB 磷酸化及乙醯化程度(Fig. 6A-C)。抑制 NFκB 路

徑與 SIRT1 蛋白表現顯著增加有關，顯見耐力運動改善代謝路徑可對發炎反應產生抑制作用。綜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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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研究結果，回復 SIRT1 路徑及抑制發炎反應是保護腎臟功能、延緩腎病變惡化的關鍵路徑。

 

Fig. 4 SIRT1/NFκB 路徑西方點墨代表(A)、SIRT1(B)、Acetyl-NFB p65 、phospho-NF-κB p65、 (C&D)、

IB(E)。db/db:糖尿病鼠；db/db+Ex: 糖尿病鼠進行八週跑步訓練。Values presented are mean ± SEM.  

v. 8 週跑步訓練對糖尿病 db/db 小鼠腎臟粒線體功能的影響 

近來有新的研究提出，糖尿病造成腎絲球病變與粒線體功能受損有關。粒線體失能及產生過量的粒線

體活性氧分子(mitochondrial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mtROS)在糖尿病腎病變的形成過程扮演著關鍵腳

色。然而，造成粒線體失能的關鍵與上游調控路徑受損有關(Hallan & Sharma, 2016)。參與細胞內的能

量代謝的關鍵蛋白 SIRT1(sirtuin1)及及轉錄共同活化因子 PGC1 (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gamma coactivator 1) 與粒線體功能關係密切(Canto & Auwerx, 2009; Tang, 2016)。許多糖尿病動

物的相關研究均觀察到 SIRT1/PGC1路徑受到抑制(Yacoub, Lee, & He, 2014)，此重要調控路徑的受損

會導致粒線體功能受損、細胞內氧化物質增加，最終造成腎絲球肥大、基底膜增厚等病理變化。針對

此關鍵訊息傳遞路徑，相關實驗透過糖尿病動物模型已證實多種藥物或替代療法均能有效改善腎病

變，如: 降血糖藥物 metformin(M. J. Lee et al., 2007)、降血脂藥物 fenofibrate (Hong et al., 2014)、AMPK

活化劑 AICAR(Decleves et al., 2014)及病毒載體過度表現特定基因(Guo et al., 2015)等方式。藥物或基因

療法多以刺激 SIRT1/AMPK/PGC1路徑中單一或多個蛋白的表現，來提升粒線體功能、降低氧化壓

力所導致的腎臟損傷。除化學合成藥物外，天然植物化合物如白藜蘆醇 resveratrol 對糖尿病腎病變也

具有相同的保護的功能，透過活化 SIRT1/AMPK/PGC1等能量代謝關鍵蛋白，resveratrol 可調控醣類

及脂質代謝，抵抗糖尿病誘發葡萄糖毒性及脂質毒性(Kitada, Kume, Imaizumi, & Koya, 2011)。本研究



 11 

針對上述關鍵機制進行系統性探討。如 Fig. 5A-C 所示，粒線體失能，如:檸檬酸合成酶、粒線體呼吸

鏈 I 和 IV 及粒線體呼吸鏈(complex I & IV)蛋白表現量降低等均可在糖尿病組別觀察到(Fig. 5D-E)。糖

尿病 db/db 小鼠在進行運動訓練 8 週後，顯著增加 PGC1 蛋白表現(Fig. 5F)及提升粒線體酵素活性(Fig. 

5A、B、E)是改善粒線體功能的關鍵。 

vi.結論 

八週的跑步訓練有助於緩解糖尿病腎病變的病程發展，其主要機制與調控能量代謝和發炎路徑有關。

能量代謝關鍵樞紐 SIRT1 蛋白的提升有效抑制 NFκB 活化，有氧運動訓練後刺激粒線體酵素活性及粒

線體呼吸鏈蛋白的表現增加，顯著改善粒線體功能，避免腎臟功能持續衰弱，達到防止腎絲球肥大之

效。 

 

 

Fig. 5 腎臟粒線體功能:檸檬酸合成酶活性 (A) 粒線體呼吸鏈 I、IV 活性 (B, C)。粒線體呼吸鏈 I-V 蛋

白質表現(D,E) 、PGC1(F)。db/db:糖尿病鼠；db/db+Ex: 糖尿病鼠進行八週跑步訓練。Values presented 

are mean ±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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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  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_______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 150 字為限)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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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2018 年 10 月 11 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第 65 屆美國運動醫學年會 2018 在明尼蘇達明尼亞波利斯市舉行，明尼亞波利

斯市為明尼蘇達最大城市，鄰近聖保羅都會區。由桃園國際機場經過 13 個小

時的飛行後抵達芝加哥，再轉機 2 小時至明尼亞波利斯國際機場。從機場可轉

乘輕軌到達明尼亞波利斯市區。本者投宿於 Holiday inn，走路 5 分鐘即可到達

會場。為期四天的國際研討會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與運動科學相關領域的學

者，主要參與學者仍以美國各地大學運動科學相關科系為大宗。本次會議基礎

科學主題為肌肉肥大和萎縮(muscle hypertrophy and atrophy)，肌肉失能可能由

於疾病及受傷所引起，長期肌肉失能會影響個體的生活能力，增加家庭與社會

的負擔。隨著世界人口的老化，高齡肌少症的比例也會愈來愈高，解開肌少症

的成因和提供治療預防的策略是相關領域近年熱門的議題。 

二、 與會心得 

本次與會有許多精采的演講，以下僅就肌肉萎縮相關議題演講分享心得。1. 

Anabolic Approaches to Blunt Muscle Atrophy During Catabolic Stress: 肌肉萎縮

與肌肉內壓力的增加有關，透過刺激蛋白質合成可以抑制分解路徑，緩解肌肉

計畫編號 MOST  106－2410 －H －003 － 111 － 

計畫名稱 耐力運動調控粒線體功能對早期糖尿病腎臟病變的影響 

出國人員

姓名 
劉宏文 

服務機構

及職稱 
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會議時間 

2018 年 5 月 29 日

至 2018 年 6 月 2

日 

會議地點 
美國明尼蘇達明尼亞波利斯市 

會議名稱 

(中文) 2018 美國運動醫學會第 65 屆年會 

(英文) 65th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Annual Meeting 

發表題目 
 (英文) Exercise training alleviates MuRF1-mediated muscle atrophy by activating 

the SIRT1/AMPK pathway in diabetic (db/db) mice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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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的情形。2. The Impact of Aging on Atrophic and Hypertrophic Responses: 老

化是個體的必經之路，肌肉肥大對於高齡肌少症是一可行的策略，但相關研究

證實，肌肉肥大的生理適應在年輕有較好的效果，相同的介入對高齡族群反應

並不明顯。3. Satellite Cells and their Role in the Hypertrophic and Atrophic Process: 

衛星細胞的活化在肌肉損傷的修復和肌肉肥大扮演著重要的腳色，老化會導致

衛星細胞衰老，使得細胞分裂和增生的能力大為減弱，因此也可解釋為什麼阻

力運動訓練的效果在高齡族群較不易見到成效。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Nuclear factor- B (NF-B) pathway activation in conjunction with stimulated ubiquitin-proteasome pathway, 

especially E3 ubiquitin ligases MuRF1, leads to muscle loss in diabetes. Aerobic exercise training stimulates 

oxidative energy production via activation of sirtuin 1 (SIRT1) and 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AMPK) 

which could inhibit NF-B signaling and suppress inflammation. PURPOSE: The study examine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aerobic exercise training on attenuating diabetes-related muscle loss. METHODS: 

Eight weeks moderate-intensity exercise (5m/min, 60min/day, 5days/week for a total of 8weeks) on the 

skeletal muscle size and transcription factors such as NF-B involved in regulation of MuRF1 were 

investigated in diabetic db/db (C57BL/KsJ-lepr
db

/lepr
db

) mice (n=10/per group).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roups was determined by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P < 0.05). RESULTS: No 

differences in fasting glucose and serum insulin levels and the areas under the curve (AUC) of intraperitone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 were observed in db/db mice with and without exercise training. The wet weights of 

gastrocnemius (64.25 vs. 74.64mg) and tibialis anterior muscles (21.56 vs. 27.14mg)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db/db mice with exercise training. The average cross-sectional area of tibialis anterior muscle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1.2-fold in db/db mice with training compared with untrained mice (676.5 vs. 830.6 

μm
2
). Prevention of muscle loss by exercise training was associated with downregulation of MuRF1 (44%, 

P=0.014) and K48-linked poly-ubiquitination (24%, P < 0.01) in db/db mice with exercise training. 

Decreases in phosphorylation of IB (68%, P = 0.015) and NF-B were observed in db/db mice with 

training compared with untrained mice (64%, P = 0.017). Upregulation of SIRT1 (33%, P < 0.01) and 

AMPK activity (165%, P = 0.015) were observed in db/db mice with exercise training. CONCLUSION: 

Aerobic exercise training inhibits NFB signaling pathway via activation of the SIRT1/AMPK pathway, 

thereby alleviating MuRF1-mediated muscle atr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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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於海報前與日本學者討論研究內容。 

三、 建議 

相較於去年丹佛的年會，整體規模和參加人次更為縮減，與會的台灣學者更是

寥寥可數，就筆者參與類似大型會議經驗想比，但此年會無論是品質和內容有

非常多值得學習的地方，未來也會廣邀台灣學者或學生一同參與美國運動醫學

年會。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本會議相關議程及與會發表摘要均已電子化，大會提供專屬 APP供與會學者隨時搜

尋相關資訊，無攜帶相關紙本資料回台。 

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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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2018 年 10 月 11 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第 65 屆美國運動醫學年會 2018 在明尼蘇達明尼亞波利斯市舉行，明尼亞波利

斯市為明尼蘇達最大城市，鄰近聖保羅都會區。由桃園國際機場經過 13 個小

時的飛行後抵達芝加哥，再轉機 2 小時至明尼亞波利斯國際機場。從機場可轉

乘輕軌到達明尼亞波利斯市區。本者投宿於 Holiday inn，走路 5 分鐘即可到達

會場。為期四天的國際研討會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與運動科學相關領域的學

者，主要參與學者仍以美國各地大學運動科學相關科系為大宗。本次會議基礎

科學主題為肌肉肥大和萎縮(muscle hypertrophy and atrophy)，肌肉失能可能由

於疾病及受傷所引起，長期肌肉失能會影響個體的生活能力，增加家庭與社會

的負擔。隨著世界人口的老化，高齡肌少症的比例也會愈來愈高，解開肌少症

的成因和提供治療預防的策略是相關領域近年熱門的議題。 

二、 與會心得 

本次與會有許多精采的演講，以下僅就肌肉萎縮相關議題演講分享心得。1. 

Anabolic Approaches to Blunt Muscle Atrophy During Catabolic Stress: 肌肉萎縮

與肌肉內壓力的增加有關，透過刺激蛋白質合成可以抑制分解路徑，緩解肌肉

計畫編號 MOST  106－2410 －H －003 － 111 － 

計畫名稱 耐力運動調控粒線體功能對早期糖尿病腎臟病變的影響 

出國人員

姓名 
劉宏文 

服務機構

及職稱 
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會議時間 
2018 年 5 月 29 日

至 2018 年 6 月 2
日 

會議地點 
美國明尼蘇達明尼亞波利斯市 

會議名稱 
(中文) 2018 美國運動醫學會第 65 屆年會 

(英文) 65th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Annual Meeting 

發表題目 
 (英文) Exercise training alleviates MuRF1-mediated muscle atrophy by activating 

the SIRT1/AMPK pathway in diabetic (db/db)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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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的情形。2. The Impact of Aging on Atrophic and Hypertrophic Responses: 老

化是個體的必經之路，肌肉肥大對於高齡肌少症是一可行的策略，但相關研究

證實，肌肉肥大的生理適應在年輕有較好的效果，相同的介入對高齡族群反應

並不明顯。3. Satellite Cells and their Role in the Hypertrophic and Atrophic Process: 

衛星細胞的活化在肌肉損傷的修復和肌肉肥大扮演著重要的腳色，老化會導致

衛星細胞衰老，使得細胞分裂和增生的能力大為減弱，因此也可解釋為什麼阻

力運動訓練的效果在高齡族群較不易見到成效。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Nuclear factor-κ B (NF-κB) pathway activation in conjunction with stimulated ubiquitin-proteasome pathway, 

especially E3 ubiquitin ligases MuRF1, leads to muscle loss in diabetes. Aerobic exercise training stimulates 

oxidative energy production via activation of sirtuin 1 (SIRT1) and 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AMPK) 

which could inhibit NF-κB signaling and suppress inflammation. PURPOSE: The study examine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aerobic exercise training on attenuating diabetes-related muscle loss. METHODS: 

Eight weeks moderate-intensity exercise (5m/min, 60min/day, 5days/week for a total of 8weeks) on the 

skeletal muscle size and transcription factors such as NF-κB involved in regulation of MuRF1 were 

investigated in diabetic db/db (C57BL/KsJ-leprdb/leprdb) mice (n=10/per group).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roups was determined by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P < 0.05). RESULTS: No 

differences in fasting glucose and serum insulin levels and the areas under the curve (AUC) of intraperitone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 were observed in db/db mice with and without exercise training. The wet weights of 

gastrocnemius (64.25 vs. 74.64mg) and tibialis anterior muscles (21.56 vs. 27.14mg)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db/db mice with exercise training. The average cross-sectional area of tibialis anterior muscle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1.2-fold in db/db mice with training compared with untrained mice (676.5 vs. 830.6 

µm2). Prevention of muscle loss by exercise training was associated with downregulation of MuRF1 (−44%, 

P=0.014) and K48-linked poly-ubiquitination (−24%, P < 0.01) in db/db mice with exercise training. 

Decreases in phosphorylation of IκBα (−68%, P = 0.015) and NF-κB were observed in db/db mice with 

training compared with untrained mice (−64%, P = 0.017). Upregulation of SIRT1 (+33%, P < 0.01) and 

AMPKα activity (+165%, P = 0.015) were observed in db/db mice with exercise training. CONCLUSION: 

Aerobic exercise training inhibits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via activation of the SIRT1/AMPKα pathway, 

thereby alleviating MuRF1-mediated muscle atr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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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於海報前與日本學者討論研究內容。 

三、 建議 

相較於去年丹佛的年會，整體規模和參加人次更為縮減，與會的台灣學者更是

寥寥可數，就筆者參與類似大型會議經驗想比，但此年會無論是品質和內容有

非常多值得學習的地方，未來也會廣邀台灣學者或學生一同參與美國運動醫學

年會。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本會議相關議程及與會發表摘要均已電子化，大會提供專屬 APP 供與會學者隨時搜

尋相關資訊，無攜帶相關紙本資料回台。 

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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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達到類運動效果之生理效應，改善腎臟疾病。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