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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研究顯示過重和肥胖與數種慢性疾病有關，且顯著影響多種癌症的
發展，其中乳癌更是全球女性最容易好發的癌症之一，且與肥胖密
切關連。在肥胖過程中通常伴隨著慢性與低度的炎症反應，免疫細
胞的浸潤與發炎相關因子提供了有利於腫瘤生長的微環境。肥胖與
乳癌的發展有密切的關聯性，肥胖誘發的慢性發炎及會促進乳癌細
胞的生長，發炎微環境下更促使纖維母細胞增加芳香酶的表現與活
性，進而造成雌二醇 (Estradiol, E2) 的分泌量增加，E2、脂肪激
素和發炎因子共同擴張放大促使乳癌惡化。尤其是停經後的肥胖婦
女，過多的脂肪組織會經由芳香酶作用衍生出較高量的雌激素，更
加劇惡性細胞的生長。Lunasin是天然化合物中極具潛力的成分之一
，為一種存在於大豆、小麥、大麥和其他種子中的天然胜肽，已被
證實具有數種生物活性，包含抗腫瘤、抗發炎、抗氧化與調節膽固
醇之功效。本實驗目的為探討lunasin的介入是否會影響正常乳腺細
胞，與雌激素依賴型MCF-7細胞及非依賴型MDA-MB-231乳癌細胞的生
長情形與其影響機制。本年度延續第二年lunasin對 estrogen
receptor (ER)(+) MCF-7或ER(-) MDA-MB-231乳癌細胞生長機制影
響，在雌二醇 (Estradiol, E2) 添加模式下lunasin是否能有效抑
制乳癌細胞之生長，探討lunasin處理對細胞生長之機制，測定細胞
存活率、發炎基因及細胞激素分泌調控、芳香酶濃度等影響。另外
，本研究特別加入正常乳腺MCF-10A細胞作為對照比較，以確認
lunasin 效應僅存在惡性腫瘤細胞。結果顯示，lunasin可以藉由降
低細胞存活率、促發炎基因表現、調控發炎性細胞激素濃度、降低
芳香酶活性與基因表現、及增加細胞活性等方式，來抑制乳癌腫瘤
細胞的生長。另外，動物實驗部分使用正常C57BL/6小鼠給予
lunasin 處理後，也發現lunasin可影響動物血清與肝臟之代謝體分
子，進而改善肥胖所造成的代謝異常，以回應第一年之體外實驗
，此研究結果有利於未來機制探討之設計。
中 文 關 鍵 詞 ： Lunasin、肥胖、雌激素依賴型乳癌、雌激素非依賴型乳癌、代謝體
分子
英 文 摘 要 ： Adiposity is associated with several chronic diseases
development, especially cancers. A chronic and low-grade
inflammatory response usually accompanied the obesity
process. Breast cancer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cancers
among women worldwide, and its cause is close to obesity.
Seed peptide lunasin is considered as one of potential
agents in natural plants, and has been found in soy and
many seeds with multiple bioactivities. This study aims to
study whether lunasin can inhibit the growth of MCF-7 and
MDA-MB-231 breast cancer cells by regulation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estrogen receptors (ER), and
aromatase expression and activity. In addition, the
estradiol(E2)-mediated microenvironment was set up to study
the effect of lunasin on regulating cell proliferation and
vitality of breast cancer cells. First, the result has
shown that lunasin treatment inhibited MCF-7 and MDA-MB-231
ells, but not MCF-10A normal cells. Lunasin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cell viability of breast cancer
cells, reduced aromatase activity and gene expression,
inhibited the ERα gene expression in both breast cancer
cells, and reduced VEGF production in MDA-MB-231 cells.
Following, breast cancer cells were cultured in the E2mediated microenvironment, resulting that E2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MCF-7 cells proliferation but not the other
two cell lines. Lunasin treatment still inhibited cell
viability of breast cancer cells in E2-related
microenvironment, and reduced the MCF-7 cells vitality. In
summary, lunasin inhibited the growth of breast cancer
cells by reducing cell viability, regulating proinflammatory mediators, reducing aromatase activity, and
increasing apoptosis, while lunasin did not affect MCF-10A
cells growth. Therefore, the diet rich with lunasin may
benefit to prevent of breast cancer or as a promising
adjuvant therapy.
英 文 關 鍵 詞 ： Lunasin, Obesity, Estrogen-dependent breast cancer,
Estrogen-independent breast cancer, Metabolites

一、

前言

肥胖為一全球性的健康議題，可被定義為一種身體脂肪過度堆積的現象，衍生出
許多健康問題對身體造成危害。肥胖的過程，伴隨著脂肪組織中數種免疫細胞的浸潤
及促發炎的細胞激素生成，形成一個低度慢性的發炎環境，與許多慢性疾病的發生相
關，包含第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及代謝症候群等，更是癌症發生的危險因子之ㄧ，
例如乳腺癌、前列腺癌、肝細胞癌、胰腺癌與子宮頸癌等 (NCI, 2018)。另外，肥胖
會使白色脂肪細胞中的含氧量降低，可能為抑制 adiponectin 表現及造成慢性發炎的
起始訊號，而缺氧也會使脂肪細胞中的 leptin 表現量增加 (Ye e al., 2007)。因此，陪
胖造成的缺氧為潛在危險因子，使肥胖形成慢性發炎環境，而長期慢性發炎則會增加
癌症的風險 (Grivennikov et al., 2010)。彼此擴增反應最後形成無法控制之惡性增殖。
流行病學研究顯示約 20％的癌症發生與肥胖相關，其中包括飲食行為、生活方
式和身體活動，而肥胖被認為是女性乳腺癌中最危險的因素之一，特別是停經後的婦
女 (WCRF, 2007)。此外，罹患乳腺癌的肥胖者其乳癌復發率、死亡率和不良後果的
風險相較於非肥胖者增加 35-40％ (Jiralerspong et al., 2016)。乳癌是已開發國家中最
常見的癌症(Curado et al., 2011)，並為女性因癌症死亡最常見的一種。越來越多研究
指出，肥胖是乳癌的危險因子，但是在肥胖跟乳癌之間的機制至今仍未完全明瞭。研
究發現，肥胖會使雌激素合成上升，進而提高雌二醇的可利用率，使乳癌細胞增生
(Iyengar et al., 2015;2017)。而乳房的白色脂肪組織其發炎程度增加會使得芳香酶的基
因表現量及活性增加，進而增加雌激素的表現，刺激雌激素依賴型乳癌細胞增生
(Macciò et al., 2011)。雌激素會刺激細胞增生，並且增加 cyclin D1 的轉錄，推動細胞
週期的進行。目前臨床上多數乳癌患者為雌激素依賴型(Estrogen-positive, ER+)，可
用荷爾蒙有效的控制。而許多非雌激素依賴型(Estrogen-negative, ER-)的患者因為雌
激素受器表現量低，以荷爾蒙治療療效不佳，會有較差的預後(Dixon, 2014; Cuzick,
2008)。
近十年來，天然物成分保健功效的開發與化學預防能力的研究愈趨增加，科學家
開發天然物中的有效成分來預防和/或治療疾病，可降低使用的副作用與對人體的負
擔。植化素廣泛存在於各種蔬果、豆類、穀類及飲品茶、紅酒等，現今已有許多植化
素 (phytochemical) 被 發 現 具 有 抗 癌 的 功 能 ， 像 是 白 藜 蘆 醇 (resveratrol) 、 槲 皮 素
(quercetin)、黃酮類化合物、茄紅素、-胡蘿蔔素...等。天然種子胜肽 lunasin 在細胞
與動物實驗中已被證實，具有抗發炎及抗癌細胞生長的功效，近年更有研究顯示
lunasin 不僅執行化學預防作用，亦具有抗發炎與抗氧化功能，也與膽固醇生合成和
免疫功能調節相關。本計畫為 lunasin 對於雌激素依賴型與非依賴型乳癌之影響機制
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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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計劃，首先探討脂肪細胞和巨噬細胞之培養液中的代謝體學，找出可能刺
激 乳 癌 細 胞 生 長 的 代 謝 體 分 子 。 在 3T3-L1 脂 肪 細 胞 條 件 培 養 液 (Adipocyte
conditioned medium, Ad-CM)的代謝體分析中發現 3T3-L1 分化為脂肪細胞後，對胺基
酸的利用及蛋白質合成的需求增加，脂質代謝及氧化壓力隨之上升。於 3T3-L1 分化
過程中以 lunasin 處理，小分子 Uridine 顯著下降，表示 lunasin 會抑制脂肪細胞分化
成熟時對 uridine 的代謝作用。而在分化過程給予 aspirin 可逆轉 3T3-L1 脂肪細胞分
化的代謝變化。此外 3T3-L1 在分化過程中給予 aspirin，可顯著降低 C16:1、C18:1、
C18:2、C20:4 和 C24:1，顯示減少 CM 中游離脂肪酸含量。lunasin 與 aspirin 皆能調
節細胞代謝體分子，降低脂肪細胞的發炎反應，及抑制脂肪和巨噬細胞促進乳癌細胞
生長作用，藉由影響數種細胞來調節肥胖相關的炎症反應，以達到抗腫瘤的功效。
第二年計劃中，接著探討 lunasin 對 ER(+)或 ER(-)乳腺癌細胞的細胞增殖、週期
和遷移的影響，與 aromatase 表現的影響性。首先探討肥胖微環境是否影響乳癌發展，
結果顯示將細胞培養在 Ad-CM 或 leptin 環境下，以 DMBA 誘發 NIH/3T3 細胞轉型，
其 foci 數量皆會增加。此外，在正常與 Ad-CM 環境下，lunasin 的處理皆能顯著抑制
此兩株細胞的存活率並誘發細胞凋亡;而細胞週期的部分，肥胖微環境下 Lunasin 將
MCF-7 細胞停滯在 G2/M 期。細胞活性分析中，無論在有無 Ad-CM 環境下，lunasin
的介入皆會抑制 MCF-7 的細胞活性，而 MDA-MB-231 僅在新鮮培養基下降低。綜
合上述，Lunasin 可抑制雌激素依賴型或非依賴型乳癌細胞生長，並可降低乳癌細胞
活性與增加細胞凋亡。
第三年計劃中，原本計畫要進一步使用餵食高油飲食的乳腺癌動物模式，進行
ER(+)或 ER(-)乳腺癌細胞異種移植模型，以確認 lunasin 是否延緩肥胖相關的乳腺
腫瘤發生的發生。然而因本研究仍需更完整地確認數據效應，且動物中心之裸鼠房使
用限制，因此計畫進行稍作修改，但仍不違背原始計畫之想法與概念，目前數據正在
整理撰寫論文。本年度延續第二年 lunasin 對 ER(+) MCF-7 或 ER(-) MDA-MB-231 乳
癌細胞生長機制影響，在雌二醇 (Estradiol, E2)添加模式下 lunasin 是否能有效抑制乳
癌細胞之生長，探討 lunasin 處理對細胞生長之機制，測定細胞存活率、發炎基因及
細胞激素分泌調控、芳香酶濃度等影響。另外，本研究特別加入正常乳腺 MCF-10A
細胞作為對照比較，以確認 lunasin 效應僅存在惡性腫瘤細胞。結果顯示，lunasin 可
以藉由降低細胞存活率、促發炎基因表現、調控發炎性細胞激素濃度、降低芳香酶活
性與基因表現、及增加細胞活性等方式，來抑制乳癌腫瘤細胞的生長。另外，動物實
驗部分使用正常 C57BL/6 小鼠給予 lunasin 處理後，也發現 lunasin 可影響動物血清
與肝臟之代謝體分子，進而改善肥胖生理狀況，以回應第一年之體外實驗。
本研究結果可建議肥胖之高危險群應於日常多攝取富含 lunasin 的飲食，有助於
作為乳癌預防或輔助性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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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動機、假說與目的

2.1. 研究動機
肥胖與乳癌的發展有密切的關聯性，肥胖誘發的慢性發炎及會促進乳癌細胞的
生長，發炎微環境下更促使纖維母細胞增加芳香酶的表現與活性，進而造成雌二醇
(Estradiol, E2)的分泌量增加，E2、脂肪激素和發炎因子共同擴張放大促使乳癌惡化。
尤其是停經後的肥胖婦女，過多的脂肪組織會經由芳香酶作用衍生出較高量的雌激
素，更加劇惡性細胞的生長。
根據過去研究顯示，在脂肪微環境中可顯著刺激 4T1、MCF-7、MDA-MB-231
乳癌細胞的增殖，而種子胜肽 lunasin 可顯著抑制乳癌細胞的移行能力 (Hsieh
&Huang, 2016; 彭詩涵, 2018)。 Lunasin 可抑制肥胖 C57BL/6j Narl 小鼠因 DMBA 誘
發的乳腺癌其脂肪組織的 M1 型巨噬細胞浸潤，進而抑制發炎情形 (周美佳, 2016)。
此外，lunasin 處理可誘發 MCF-7 與 MDA-MB-231 人類乳癌細胞凋亡、降低細胞存
活率及和芳香酶酵素活性 (彭詩涵, 2018; 張佳心, 2019)。但 Lunasin 對於乳癌細胞的
發炎基因表現、細胞激素分泌等調控機制尚未明確。
因此本年度計畫假說：Lunasin 由調控乳癌細胞其發炎相關介質、降低芳香酶表
現與活性，來抑制乳癌細胞生長，對於雌激素依賴型與非依賴型之乳癌可能經由不同
路徑進而抑制乳癌惡化。
目的：在正常或外加雌激素微環境下，lunasin 的介入是否會影響乳癌細胞之生
長，進而達到抑制乳癌惡化之效果。主要目的有以下兩個：
(一) Lunasin 處理對正常乳腺細胞、雌激素依賴型或非依賴型之乳癌細胞其生
長、芳香酶活性、發炎相關基因及細胞激素分泌之影響。
(二) 在雌激素 E2 介入下，lunasin 處理對人類正常乳腺細胞與乳癌細胞生長與
細胞活性之影響。
(三) Lunasin 介入是否能改善高油飲食誘發之肥胖 C57BL/6J 小鼠其血清與肝臟
相關之代謝異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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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3.1.

研究方法
細胞培養
MCF-7 人類乳癌細胞、MDA-MB-231 人類乳癌細胞及 3T3-L1 小鼠纖維母細

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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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F-10A 人類乳腺細胞購自 American Type Culture Collection (ATCC, VA, USA)。
MCF-7 與 MDA-MB-231 人類乳癌細胞培養在含有 10 % FBS (Genedirex)及 1
% AA (Caisson)之 DMEM (Caisson, UT, USA)培養基，於 37℃，5 % CO2 之培養箱培
養。MCF-10A 人類乳腺細胞培養含有 5 % HS (Gibco, NY, USA)、EGF (Peprotech) 20
ng/mL、Hydrocortisone (Sigma) 0.5 μg/mL、Insulin (Sigma) 10 μg/mL、及 1 % AA (Caisson)
之 DMEM/F12 (Gibco) 培養基，於 37℃，5 % CO2 之培養箱培養。
3T3-L1 小鼠纖維母細胞使用含有 10% BS（Gibco, NY, USA）及 1 %三合一抗
生素（Caisson, UT, USA）之 DMEM 培養基（Gibco, USA）進行培養；3T3-L1 細胞
三天後更換成含有 10% FBS 之 DMEM，之後使用此培養基進行分化。適應兩天後開
始加入分化劑，在分化的第 0 天加入含有 DEX 0.2 μM （Sigma）、IBMX 0.5 mM
（Sigma）以及 insulin 10 μg/mL（Sigma）之分化劑 I。第 4 天開始改成分化劑 II，包
含 insulin 10 μg/mL，培養 8 至 10 天即為成熟之脂肪細胞。
3.2.

Lunasin 處理對人類乳癌細胞、乳腺細胞及小鼠脂肪纖維母細胞生長之影響

3.2.1. 細胞存活率測定
將 MDA-MB-231、MCF-7、3T3-L1 細胞以 5×103/well、MCF-10A 細胞以 1×104/well
之濃度種於 96 孔盤，液體總量為 100 L/well，培育 24 小時待細胞貼附，更換 medium
為 1 % FBS，並分別處理 0、5、10、25、50、100 或 200 M lunasin，培養 1 至 3 天。
分別於 3 天移除上清液，加入 50 L/well 含有 10 % MTT (Sigma)的 DMEM 於 37℃
下培養 3 小時，移除上清液，加入 100 L Dimethyl sulfoxide (DMSO, J. T. Baker)，並
於室溫下以轉速 75 rpm (100 g)搖晃 15 分鐘。使用 ELISA reader 檢測 OD 540 nM 吸
光值並計算存活率及 Half max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IC50)。
3.2.2. 發炎相關因子之基因表現
逆轉錄聚合酶鏈式反應 (Reverse Transcriptase PCR, RT-PCR or qPCR)
將 MCF-7、MDA-MB-231、MCF-10A 細胞種於 12 孔盤，貼附隔夜後添加 0、5 或
50μM lunasin，培養依據組別時間，收取底部細胞，收取細胞後以 Quick-RNATM
MiniPrep (Zymo)抽取 RNA，以酵素免疫分析儀 (Biotek, VT, USA)確認 RNA 含量及
品質，之後冰入-80℃保存備用。愈測定基因 GAPDH、ERα、ER、Aromatase、COX2、HIF-1α、Ob-R 和 IL-6 之表現量。RNA 以 iScriptTM cDNA Synthesis Kit (Bio-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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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RNA 反轉錄成 cDNA。最後取適量 cDNA 進行加入 iQ supermix (Bio-Rad)、目標
基因之 Taqman Probe (Applied Biosystems)分別配置成混合溶液，取 20 ng cDNA 以
StepOnePlusTM Real-Time System (Applied Biosystems, CA, USA)在適當條件重複 40
個循環，進行定量並計算 Threshold Cycle (Ct)值，將 Ct (Target gene)–Ct (internal control)
= ∆Ct，∆Ct (Sample) - ∆Ct (control) = ∆∆Ct，基因表現量以 2-∆∆Ct 表示。
3.2.3. 細胞激素測定以酵素免疫分析法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將 MCF-7、MDA-MB-231、MCF-10A 細胞種於 12 孔盤，分別種入 2×105、1.9×105、
1.9×105/well 培養 24 小時；細胞種入 1.5×105、1.4×105、1.4×105/well 培養 48 小時，
貼附過夜，添加 0、5 或 50 M lunasin，收取細胞培養液，離心並吸取上清液冰入20℃保存備用，以測定 TNF-α (BioLegend)、IL-1β (BioLegend)、IL-6 (BioLegend)、
VEGF (R&D)及 PGE2 (Caymen)細胞激素濃度。
3.2.4. 細胞活性
將 MCF-7 細胞數調整為 1.5 x 105/ well、MDA-MB-231 調整為 1.2 x 105/ well 之濃度
種於 24 孔細胞培養盤中，24 小時後將培養液換成 DMEM，禁食 24 小時後分別處理
10% FBS/ DMEM(控制組)及 50% Ad-CM 且最終血清含量為 10% FBS 之培養基，各
組分別處理 Lunasin 0、5 及 50 μM 培養 48 小時。在細胞活性分析中，細胞液 19 L
加入 1 L Solution 5 VB-48TM PI-AO (Chemometec)，均勻混合後取 10 L 放入 A8
slide (ChemoMetec)載片中，以 NC-3000 多光源微量細胞自動分析儀 (ChemoMetec)
進行細胞活性分析。
3.2.5. 細胞芳香酶活性
3T3-L1 纖維母細胞、成熟脂肪細胞，及乳癌、乳腺細胞分別處理 lunasin 48 小時後收
集細胞，加入 Aromatase assay buffer 並置於冰上超音波震盪後，於-80 ℃保存備用。
先以 Bio-Rad Peotein Assay Dye Reagent Concentrate (Bio-Rad)分析樣本蛋白質定量以
便後續計算，取 100 μg 蛋白進行芳香酶活性測定。使用 Aromatase (CYP19A)activity
assay kit (Fluorometric) (Biovision)進行分析，並根據使用說明進行計算，最後數值以
fmole/hr/mg=μU/mg 表示。
3.3.

雌激素介入下 lunasin 處理對人類乳癌細胞與正常乳腺細胞之影響

3.3.1. 雌激素模式下之細胞存活率試驗
將 MDA-MB-231、MCF-7 以 5×103/well、MCF-10A 細胞以 1×104/well 之濃度種於 96
孔盤，液體總量為 100 L/well，培養 24 小時待細胞貼附，更換 medium 為無酚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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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um (Gibco, NY, USA； Gibco, NY, USA)以消耗外源性雌激素培養 24 小時，並分
別處理 1、5、20、50 及 100 nM beta-Estradiol (E2, Sigma)，培養 24 至 48 小時。分別
於 24 及 48 小時移除上清液，如前述細胞存活率之步驟進行檢測。
3.3.2. 雌激素模式下 lunasin 處理之細胞存活率試驗
將 MDA-MB-231、MCF-7 以 5×103/well、MCF-10A 細胞以 1×104/well 之濃度種於 96
孔盤，液體總量為 100 L/well，培育 24 小時待細胞貼附，更換 medium 為無酚紅
medium 以消耗外源性雌激素培育 24 小時，並處理 20 nM E2 及分別處理 5 及 50 及
100 M lunasin，培養 24 至 48 小時後，並測定細胞存活率。
3.3.3. 雌激素模式下 lunasin 處理之細胞活性試驗
方法同上述，細胞液 19 L 加入 1 L Solution 5 VB-48TM PI-AO，均勻混合後取 10
L 放入 A8 slide 載片中，以 NC-3000 細胞自動分析儀進行細胞活性分析。

3.4. Lunasin 處理對餵食高脂飲食之 C57BL/6J 小鼠血清與肝臟代謝之影響
3.4.1. 實驗動物與飲食
C57BL/6J Narl 之 5 週齡公鼠 18 隻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
飼養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動物中心，實驗核准編號為動實字 105032。共分為低脂飲
食組 (low fat diet, LF 組, n=6)、高脂飲食組 (high fat diet, HF 組, n=6)、高脂飲食加
20 mg/kg bw/day lunasin IP 高劑量組 (HF+high dose lunasin, HF-HL 組, n=6)。IP 每週
五天，每組皆給予腹腔注射 0.1 ml/天 lunasin 或等量 PBS 作為對照
3.4.2. 小分子代謝體分析
血清與肝臟之樣本送至國立臺灣大學基因體醫學研究中心藥物及代謝體分析實驗室，
並由郭錦樺教授帶領的團隊負責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之小分子代謝體分析 (LC-MS
metabolic profiling)。LC-MS/MS 之分析使用超高壓液相色譜串聯四極柱飛行時間質
譜儀 Agilent 1290 UHPLC system-Agilent 6540 QTOF (Agilent Technologies, Santa Clara,
CA)。於 Acquity HSS T3 管柱 (2.1 × 100 mm, 1.8 μm) (Waters, Milford, MA)中注入
2 μL 之預處理血清及肝臟組織樣本。
3.5. 統計分析
使用 IBM 第 23 版 SPSS 統計軟體 (IBM, New York, USA)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one-way ANOVA)，事後檢定採用
LSD 檢定法。實驗結果以 mean ± SEM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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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結果
4.1. Lunasin 處理對乳癌細胞與正常乳腺細胞生長之影響
本研究欲探討 lunasin 處理對於細胞存活率之影響，在細胞貼附後給予不同濃度與時
間之 linasin，以決定後續實驗條件。Lunasin 處理後對 MCF-10A 正常乳腺細胞與 MCF7 及 MDA-MB-231 人類乳癌細胞其存活率之影響，如圖一 (A-C)。結果顯示，lunasin
在低劑量時可促進 MCF-10A 細胞生長，只有在>100 μM 高濃度才具有細胞毒性。而
lunasin 在兩株乳癌細胞中自 5 μM 就可以抑制細胞生長並具有劑量效應。

圖一、Lunasin 處理對人類乳癌細胞與乳腺細胞之影響。(A)MCF-10A、 (B)MCF-7 及
(C)MDA-MB-231 以 lunasin 劑量培養 24、48 及 72 小時。實驗數值以 mean±SEM 表
7

示，統計採用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當*p<0.05 表示與 control 組達顯著差異。
4.2. Lunasin 處理對對人類乳癌細胞與乳腺細胞發炎相關因子之影響
4.2.1. Lunasin 處理發炎基因表現之影響
乳癌細胞易受發炎因子及雌激素含量而影響其生長速率，本實驗分析 lunasin 處
理後對 ERα、ERβ、Aromatase、COX-2、HIF-1α、Ob-R 及 IL6 基因表現影響，如圖
二所示。先前研究發現 ERα 基因表現高會促進乳癌細胞增殖，而 ERβ 表達低會加速
乳癌惡化，因此調節 ERα 或 ERβ 基因表現可能為預防/治療乳癌的標靶之一 (Marott
et al., 2010；Paterni et al., 2014)。本實驗中 lunasin 可有效降低乳癌細胞及乳腺細胞
ERα 基因表現，而提升 MDA-MB-231 細胞 ERβ 基因表現，顯示 lunasin 可能藉由調
節 ER 協助於降低乳癌發展。
MDA-MB-231 為雌激素非依賴性之乳癌細胞，MCF-10A 為乳腺細胞，本結果也
發現其表達 ERα 及 ER，由於檢測時基因出現的 cycle 數也較 MCF-7 細胞來的晚許
多，證實此細胞可表現 ER 但表現較微量。同其他研究在 Ford 等人的研究中以流式
細胞儀及 RT-PCR 重新評估人類乳腺及乳癌細胞系中 ER 表達，發現所有細胞均有
ERα 和 ER，差異在於表現量高低不同 (Al-Bader et al., 2011)。
研究證實芳香酶與雌激素不管是對 ER+或是 ER-的乳癌惡化皆呈正相關性，抑制
芳香酶活性與降低雌激素皆可抑制乳癌的發展 (Bulun et al., 2012)。在實驗中 3T3-L1
細胞、乳癌細胞與正常乳腺細胞的芳香酶基因表現隨著劑量升高皆有降低的趨勢，而
此結果與先前實驗室芳香酶活性測定結果相符 (彭詩涵, 2018)，顯示 lunasin 處理與
芳香酶基因表現/活性呈現負相關。
發炎及癌症微環境中常可發現 COX-2 基因的過度表達 (Harris et al., 2014)。推測
降低 COX-2 表現可降低 PGE2 分泌，進而降低芳香酶的表現及雌激素的分泌，抑制
乳癌發展。實驗中 50 µM lunasin 顯著刺激 MCF-7 細胞 COX-2 基因表現，但抑制
MDA-MB-231 細胞基因表現，顯示 lunasin 對 ER+及 ER-之乳癌細胞影響路徑可能不
同。臨床數據生存分析工具，發現乳癌患者具有高 COX-2 表現對於無復發存活率具
顯著有益影響 (Gyorffy et al., 2010)。可能在不同型態乳癌有不同之 COX-2 表現影響。
Leptin 與其受體 (Ob-R)結合，可刺激正常和腫瘤細胞的生長、細胞遷移和增加
血管生成 (Rose et al., 2002)。結果高劑量 lunasin 顯著降低 MCF-7 細胞 Ob-R 基因表
現，顯示 lunasin 可抑制 leptin 受體在 ER+乳癌細胞之表達作用，可見 lunasin 抑制雌
激素依賴型乳癌細胞之 leptin 受體表現，減少 leptin 進入細胞傳遞訊息造成細胞生
長。某研究發現血清 Leptin 濃度較高的雌激素受體陰性乳癌患者，其生存率不會受
到 Leptin 濃度的影響 (Simone et. al.,2016)。顯示 ER-的乳癌病患較不會受 leptin 含量
所調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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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lunasin 處理對人類乳癌細胞與正常乳腺細胞其發炎相關基因之影響 (A)MCF10A、(B)MCF-7 及(C)MDA-MB-231 細胞以 lunasin 處理培養 24 小時後，收集細胞並
以 qPCR 進行目標基因分析。實驗至少進行三次，數值以 mean±SEM 表示，統計採
用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當*p<0.05 表示與 control 組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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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Lunasin 處理對細胞激素分泌之影響
已知 lunasin 影響乳癌細胞發炎基因表現，進一步探討 lunasin 對乳腺正常細胞與
乳癌細胞其 IL-6、IL-1及 VEGF 細胞激素之分泌如圖三，與 PGE2 分泌如表一所示。
本結果發現 lunasin 處理可降低 MCF-7 細胞 IL-1分泌，顯示 linasin 可降低 ER+
乳癌細胞 IL-1β 分泌，但卻促進 IL-6 分泌。研究指出抑制 IL-1β 受體可以顯著降低異
種移植 MDA-MB-231 或 MCF-7 細胞之小鼠腫瘤形成，顯示阻斷 IL-1β 訊息傳遞可
以降低 ER-和 ER+乳癌惡化 (Holen et al., 2016)。IL-6 為多功能性之細胞激素，可以
刺激急性發炎及免疫反應，也可促進抗發炎細胞激素的生成，因此其同時具有促發炎
及抗發炎兩種特性 (Ahmad et al., 2017)。IL-6 可以直接刺激腫瘤細胞的增殖、存活和
轉移性，並誘導 IL-1、CCL2 或 VEGF 等產生 (Johnson et al., 2018)。本研究中 lunasin
處理細胞後 IL-6 的結果較不一致，可能原因為 IL-6 對本研究細胞影響較不明顯，早
期實驗發現腫瘤侵襲性與 IL-6 表達之間存在反比關係 (Gandour-Edwards et al., 1995)。
Gyorffy 等人所建構的臨床數據生存分析工具中也發現，乳癌患者中高表現量的 IL-6
對無復發存活率具有顯著有益影響(Gyorffy et al., 2010)。研究也指出 MCF-7 細胞及
MDA-MB-231 細胞處理 IL-6，對細胞粘附與遷移無明顯影響，且浸潤性乳癌患者共
1380 例血樣中發現高量的 IL-6 與 IL-10 表達相關於存活率升高 (Ahmad et al., 2018)。
而本實驗中 lunasin 對 IL-6 影響不一致，有待更多研究來證實。
本研究中 lunasin 處理可降低 MCF-10A 及 MDA-MB-231 細胞 VEGF 含量，對照
PCR 結果發現，低劑量 lunasin 處理三株細胞皆趨勢性降低 HIF-1α 基因表現，與 VEGF
分泌濃度結果相符，推測 lunasin 可能藉由降低 HIF-1α 表現量以降低 VEGF 分泌。
PGE2 為 COX2 的下游基因蛋白，可刺激脂肪組織中芳香酶表達，增加雌激素生
成，可能促進乳腺癌的發展。PGE2 經由 EP2 路徑中是針對細胞增殖，血管生成和細
胞凋亡 (Tian & Schiemann., 2017)；而 EP4 激動劑在體內的淋巴管生成和血管生成能
力 (Nandi et al., 2017)。本實驗中 lunasin 可抑制乳癌細胞生長，以及抑制 VEGF 促使
抑制血管生成，推測 lunasin 可能影響 PGE2 與其下游反應。Lunasin 可刺激 MCF-7
細胞的 PGE2 分泌進而抑制細胞生長有待進一步的實驗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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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lunasin 處理在不同濃度下對人類乳癌細胞與乳腺細胞其 IL-6、IL-1β 及 VEGF
細胞激素分泌之影響。 (A)MCF-10A、 (B)MCF-7 及 (C)MDA-MB-231 以 lunasin 劑
量 5 及 50 μM 培養 24 及 48 小時後以 ELISA 進行分析。實驗至少進行三次，數值以
mean±SEM 表示，統計採用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當*p<0.05 表示與 control 組達
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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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lunasin 處理在不同濃度及不同時間下對人類乳癌細胞與乳腺細胞其 PGE2 細胞
激素分泌之影響 1
MCF-10A

24h

48h

1

MCF-7

MDA-MB-231

PGE2 (pg/mL)

PGE2 (pg/mL)

PGE2 (pg/mL)

control
lun 5 μM
lun 50 μM

3.71 ± 0.1
3.49 ± 0.1
3.80 ± 0.2

25.4 ± 1.5
32.6 ± 2.1*
29.6 ± 6.0

55.4 ± 4.8
50.6 ± 4.8
53.1 ± 12.4

control

17.6 ± 0.6

19.1 ± 5.52

45.3 ± 4.0

lun 5 μM
lun 50 μM

17.9 ± 0.4
18.3 ± 0.4

22.6 ± 6.3
17.3 ± 2.6

42.7 ± 6.9
40.9 ± 4.2

數值以 mean±SEM 表示，實驗至少進行三次，統計採用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

當*p<0.05 表示與 control 組達顯著差異。

4.3 Lunasin 處理對細胞芳香酶活性之影響
4.3.1. Lunasin 處理對 3T3-L1 小鼠纖維母細胞其細胞存活率與芳香酶活性之影響
芳香酶主要表現在性腺、骨骼、脂肪間質細胞、血管內皮及乳腺腫瘤中(Boon et
al., 2010)。探討 3T3-L1 細胞未分化及分化後芳香酶活性之差異，顯示 3T3-L1 纖維
母細胞其芳香酶活性高於分化後之脂肪細胞 (圖四 A)，可見芳香酶在脂肪細胞中主
要由脂肪間質細胞表現，與先前研究結果相符 (Boon et al., 2010；Gerard et al., 2018)。
進一步探討 lunasin 對 3T3-L1 細胞本身與其芳香酶濃度之影響，發現大於 100 µM
lunasin 會抑制細胞生長 (圖四 B)，但自 5 µM lunasint 處理即可降低 3T3-L1 纖維母
細胞之 aromatase 活性 (圖四 C)。
脂肪間質細胞及脂肪細胞約佔人類乳房組織的 90％，因此脂肪組織之發炎性細
胞激素、脂肪激素及游離脂肪酸之刺激等，極易驅動乳癌初期發展 (He et al., 2018)。
本研究發現 lunasin 處理 3T3-L1 細胞皆能顯著抑制 3T3-L1 細胞芳香酶活性。先前研
究發現 leptin、TNFα、IL-6 與 IL-1β 等引起的慢性發炎與芳香酶活性升高呈正相關，
且其隨發炎的嚴重程度而增加 (Iyengar et al., 2017；Wang et al., 2015)。
本實驗中 lunasin 在不同濃度下對 MCF-10A、MCF-7 及 MDA-MB-231 細胞芳香
酶活性皆有顯著抑制的效果(圖四 D-F)，與先前研究結果相符，而抑制效果大小為
MCF-7 細胞>MDA-MB-231 細胞>MCF-10A 細胞，顯示 lunasin 在抑制芳香酶活性功
效方面對於 ER+型態之乳癌細胞有較明顯的效果，且也抑制正常乳腺細胞之效果，
推測 lunasin 可以藉由抑制芳香酶活性來調控乳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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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Lunasin 處理對其細胞存活率與芳香酶活性之影響(A)3T3-L1 細胞分化前與分
化後芳香酶活性，(B)lunasin 處理對細胞數目的影響，(C)3T3-L1 小鼠纖維母細胞以
lunasin 處理 48 小時後測量芳香酶活性，(D)MCF-10A，(E)MCF-7，(F)MDA-MB-231
細胞芳香酶活性。實驗至少進行三次，數值以 mean±SEM 表示，統計採用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當*p<0.05 表示與 control 組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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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雌激素模式下 lunasin 處理對乳癌細胞與乳腺細胞之影響
4.4.1. 雌激素對人類乳癌細胞與乳腺細胞存活率之影響
首先測試 E2 處理對於細胞存活率之影響，E2 處理在不同時間點及不同劑量下對
MCF-10A 乳腺與 MCF-7 及 MDA-MB-231 乳癌細胞存活率之影響，如圖五 (A-C)。
MCF-10A 細胞中，發現不管介入任何劑量 E2 皆不會影響細胞生長 (圖 4-9A)。E2 處
理 MCF-7 細胞 24 與 48 小時後，細胞存活率相較於控制組皆顯著上升(p<0.05)，以
E2 處理 MDA-MB-231 細胞後，只有少數劑量刺激細胞生長，整體而言影響不大。

圖五、雌激素處理對人類乳癌細胞與乳腺細胞之影響。(A)MCF-10A、(B)MCF-7 及
(C)MDA-MB-231 細胞以不同劑量 E2 處理細胞 24 及 48 小時。實驗至少進行三次，
數值以 mean±SEM 表示，統計採用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當*p<0.05 表示與
control 組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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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雌激素模式下 lunasin 處理對細胞存活率之影響
上述實驗中發現 E2 刺激 MCF-7 及 MDA-MB-231 人類乳癌細胞生長，但不影響正
常 MCF-10A 細胞。本實驗欲探討在正常或 E2 模式下，lunasin 處理對 MCF-10A 乳
腺細胞與 MCF-7 及 MDA-MB-231 人類乳癌細胞存活率之影響，如圖六 (A-C)。
MCF-10A 細胞中，發現不管任何劑量 E2 及 lunasin 皆不影響細胞生長 (圖六 A)。
而在 E2 模式下，只會顯著刺激 MCF-7 細胞株的生長 (圖六 B)，而 lunasin 處理在
兩株乳癌細胞中仍然維持其抑制效果，且具有劑量效應 (圖六 B,C)。

圖六、雌激素模式下 lunasin 處理對人類乳癌細胞與乳腺細胞生長之影響。(A)MCF10A、(B)MCF-7 及(C)MDA-MB-231 細胞在 20 nM E2 與 5、50 μM linasin 共同培養
24 及 48 小時，進行細胞存活率之分析。實驗至少進行三次，數值以 mean±SEM 表
示，統計採用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當*p<0.05 表示與 control 組達顯著差異，
當#p<0.05 表示與 E2 之 control 組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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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雌激素模式下 lunasin 處理對細胞活性之影響
胞內麩胱甘肽 (Glutathione, GSH)濃度的變化已被證實與許多疾病相關，並可作為
細胞凋亡的早期標誌 (See & Ghibelli., 2000)。本實驗使用 VitaBright-48™ (VB-48™)
與硫醇反應可形成螢光產物，利用檢測硫醇濃度來推斷細胞活性，以臨床化療用藥
10 nM 紫杉醇組 (paclitaxel, PTX)作為正對照組。E2 模式下 lunasin 處理對人類乳癌
細胞與乳腺細胞其細胞活性之螢光強度如圖七(A-C)，量化結果如圖八(A-C)所示。
在 MCF-10A 細胞中，lunasin 不會對細胞造成任何影響，而 PTX 則會顯著降低健康
細胞百分比，而誘發了死亡細胞數量。在乳癌細胞 MCF-7 及 MDA-MB-231 中，
lunasin 增加低活性細胞並降低健康細胞的比例，表示 lunasin 降低胞內 GSH 含量，
使細胞可能走向凋亡。

圖七、lunasin 處理對人類乳癌及乳腺細胞其細胞活性之影響。(A)MCF-10A、(B)MCF7 及(C)MDA-MB-231 在 20 nM E2 及 5、50 μM lunasin 同時培養 48 小時。細胞收取
後以 NC-3000 多光源微量細胞自動分析儀進行細胞活性分析，縱軸為 PI 螢光強度，
橫軸為 VB-48 強度，代表 GSH 含量。
16

圖八、lunasin 處理對人類乳癌及乳腺細胞其細胞活性影響之量化結果。(A)MCF10A、(B)MCF-7 及(C)MDA-MB-231 細胞在 20 nM E2 及 5、50 μM 之 lunasin 同
時培養 48 小時、，實驗至少進行三次，數值以 mean±SEM 表示，統計採用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當*p<0.05 表示與 control 組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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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Lunasin 處理對餵食高脂飲食之 C57BL/6J 小鼠血清與肝臟代謝之影響
以 C57BL/6J 小鼠作為高脂飲食誘發肥胖的模式，收集肝臟及血清樣本進行液相
層析串聯質譜儀之小分子代謝體分析 (LC-MS metabolic profiling) ，進行預備實驗。
小分子代謝體之原始數據為訊號擷取，每組取六隻進行分析比對後，選取訊號強度夠
且再現性較佳的小分子代謝物，計算其平均值以比較不同組別間的差異。比較 LF 組
及 HF 組之組成，可得知肥胖小鼠小分子代謝物的變化；再比較高油組間差異，探討
給予 lunasin 處理對肥胖鼠小分子代謝體之調節情形，進而推論至其他生理狀況。
肝臟為生物體內進行胺基酸、醣類、脂質等營養素及能量代謝與尿素循環等主要器
官，而血液負責運送各小分子至目標器官進行代謝，本實驗分析血清與肝臟組織中之
小分子代謝體物質，可了解餵食實驗飲食小鼠之生理代謝變化。
4.5.1. 血清小分子代謝體
在 LF 組及 HF 組血清小分子代謝體中，列出 LF 及 HF 組與 HF 兩組間具顯著差異
且主要之血清小分子代謝體 (表三)。相較於 LF 組，肥胖小鼠之血清中
alloisoleucine/isoleucine/leucine/norleucine、betaine/valine、2-ketohexanoic
acid/ketoleucine、1-methylhistidine/3-methyl-L-histidine 和 kynurenine 等小分子物質
顯著降低，而 uric acid 則顯著增加。比較 HF 兩組間，給予 lunasin 處理會使
alloisoleucine/isoleucine/leucine/norleucine、acetylglycine、azelaic acid、uridine 和 1methylhistamine 等小分子物質顯著降低，而 tryptophan、glutamine、1methylhistidine/3-methyl-L-histidine 和 glutamic acid 則顯著增加。
血清小分子代謝體結果發現，肥胖小鼠其參與胺基酸代謝及 BCAA 代謝等小分
子物質顯著降低；而參與嘌呤代謝之 uric acid 則顯著增加。高脂組給予 lunasin 處理
後相較於 HF 組，亦會減少支鏈胺基酸，並能回復肥胖小鼠 1-methylhistidine/3methyl-L-histidine 降低之情形。Lunasin 處理亦會使參與嘧啶代謝之 uridine 及組胺
酸代謝之 1-methylhistamine 物質顯著降低；而參與胺基酸代謝之 tryptophan、
glutamine、glutamic acid 及 1-methylhistidine/3-methyl-L-histidine 則顯著增加。
4.5.2. 肝臟組織小分子代謝體
在 LF 組及 HF 組血清小分子代謝體中，並列出 LF 組及 HF 組，與 HF 兩組間具顯
著差異且主要之肝臟小分子代謝體 (表四)。相較於 LF 組，肥胖小鼠之 taurocholic
acid、taurodeoxycholate、cholic acid、kynurenine 和 glutaric acid 等小分子物質顯著
降低，而 methylmalonic acid/succinic acid、uric acid、D-glycerol 1-phosphate
(glycerol 3-phosphate)、citraconic acid/glutaconic acid、FAD / Flavin adenine
dinucleotide、D-ribose 5-phosphate、alpha-ketoglutaric acid 和 dehydroascorbic acid 則
顯著增加。比較 HF 組，給予 lunasin 處理會使 uridine、methylmalonic acid/succinic
acid、uric acid、FAD/flavin adenine dinucleotide、dehydroascorbic acid 和 alpha18

ketoglutaric acid 等小分子物質顯著降低，而 tryptophan 及 N-acetyl-L-alanine 則顯著
增加。
肝臟小分子代謝體結果發現，肥胖小鼠其與膽酸生合成及膽固醇代謝相關小分
子物質，參與色胺酸代謝之 kynurenine 以及參與脂肪酸分解之 glutaric acid 皆顯著
降低。而顯著增加之小分子代謝物質如下：參與克式循環 (TCA cycle)及胺基酸代
謝之 methylmalonic acid/succinic acid 和 alpha-ketoglutaric acid、參與嘌呤代謝及膽
汁分泌之 uric acid、參與醣類代謝之 D-glycerol 1-phosphate (glycerol 3-phosphate)、
參與 BCAA 生合成之 citraconic acid/glutaconic acid、參與五碳糖磷酸化路徑與胺基
酸代謝之 D-ribose 5-phosphate 以及與維生素 B2 和維生素 C 相關之 FAD/Flavin
adenine dinucleotide 和 dehydroascorbic acid。且給予 lunasin 處理後相較於 HF 組，
能回復肥胖造成小鼠肝臟中 uric acid、methylmalonic acid/succinic acid、alphaketoglutaric acid、FAD/flavin adenine dinucleotide 和 dehydroascorbic acid 等增加之情
形。
另外，lunasin 處理會使參與嘧啶代謝之 uridine 顯著降低，及參與胺基酸代謝之
tryptophan 顯著增加。血中 uric acid 過高易造成高尿酸血症，過多的 uric acid 亦可
能沉積在關節部位造成關節炎等疾病 (Cirillo et al., 2006)。而肝臟細胞被損壞會釋
出 uric acid，促進肝臟之免疫細胞釋放促發炎因子 IL-1β (Petrasek et al., 2015)。本
研究發現 lunasin 的介入能明顯改善肝臟中 uric acid 增加之情形，進而減緩肥胖相關
之代謝性與發炎性疾病的危險因子。Satapati 等人研究亦發現，高脂飲食誘發肥胖
小鼠，會因為糖質新生與 TCA cycle flux (中間產物 fumarate 和 succinate)的增加而使
胰島素傳訊路徑異常，亦會使肝臟氧化壓力上升及引起發炎現象 (Satapati et al.,
2012)。皆顯示肥胖會使小鼠 TCA 循環作用顯著增加，而本實驗更進一步發現
lunasin 處理能改善異常增加的情形，可能減緩肝臟的氧化壓力及調控胰島素的分泌
與作用。此外，Frano 等人研究飲食誘發肥胖與體重流失的 C57BL/6J 小鼠對其膽酸
濃度之影響，相較於低膽固醇飲食組，肥胖小鼠肝臟中總膽酸濃度顯著下降，而其
中以 taurine-conjugated 膽酸所占比例最高(Frano et al., 2017)。同本研究結果，肥胖
小鼠肝臟中，參與膽酸生成相關的 cholic acid、一級膽酸 taurodeoxycholate，以及二
級膽酸 taurodeoxycholate 皆顯著下降，而膽酸分子的減少可能與肥胖所造成的代謝
異常相關。
小分子代謝體分析結果顯示 lunasin 處理可改善肥胖小鼠肝臟組織 TCA cycle 與
糖解作用之中間產物異常增加之情形，且 lunasin 處理可明顯減緩血清與肝臟組織
中 uric acid 之增加，進而減緩肥胖相關之代謝性與發炎性疾病的危險因子。lunasin
處理亦可改善肥胖造成部分胺基酸代謝相關小分子物質降低之現象。雖然 lunasin
之介入對小鼠血清生化值之影響不明顯，但在小分子代謝體分析之結果可看見
lunasin 有調節與改善肥胖小鼠部分代謝異常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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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Lunasin 處理對餵食高脂飲食誘發肥胖小鼠之血清小分子代謝物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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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餵食高脂飲食誘發肥胖小鼠之肝臟小分子代謝物比較

五、實驗討論
乳癌為女性最常見的惡性腫瘤，而肥胖與雌激素可能為危險因子之一，研究指
出停經後婦女雌激素主要來源為脂肪組織中的芳香酶作用衍生而來，而脂肪組織所
分泌的脂肪激素和發炎因子會促進乳癌發展之病程 (Dirat et al., 2011；Strong et al.,
2013)。Lunasin 已被證實具有減緩乳癌細胞生長及降低腫瘤大小等抗癌活性 (Jiang
et al., 2016；Wan et al., 2017；Ren et al., 2017)。本實驗結果顯示 lunasin 可能藉由降
低 MCF-7 及 MDA-MB-231 細胞其 VEGF 分泌、ERα 基因、芳香酶活性及其基因表
現，來抑制乳癌細胞存活率，且能降低細胞活性。而兩株乳癌 IL-6 基因及分泌的上
升，推測可能影響的 recepter 或途徑不同，有待後續進一步的研究。另外，本實驗
以外源性 E2 刺激婦女生理環境作為後續研究，探討 lunasin 在 E2 微環境下對 MCF7 乳癌細胞之影響。發現 E2 的介入可顯著增加 MCF-7 細胞生長，且 lunasin 處理仍
保有抑制 MCF-7 及 MDA-MB-231 乳癌細胞存活率之效果，且降低 MCF-7 細胞活
性，推測能促使細胞走向細胞凋亡。
總結，lunasin 可以降低兩株乳癌細胞存活率、ERα 基因及 VEGF 分泌量、芳香
酶活性及基因表現。Lunasin 可促進 MDA-MB-231 細胞之細胞凋亡、增加 ERβ 基因
和降低 COX-2 基因表現，並降低 MCF-7 細胞 Ob-R 基因表現，可見 lunasin 對於兩
株乳癌細胞的影響途徑可能不同。建議乳癌並有肥胖危險性之病患，日常補充富含
lunasin 的飲食，有助於對乳癌的預防及輔助性治療。
關於活體試驗中，飲食誘發肥胖小鼠其血清與肝臟小分子代謝體分析結果，提
供一前導預備結果，輔助思考肥胖生理下，lunasin 處理可能調節的影響與路徑，
lunasin 介入可見緩肥胖所造成之醣類代謝異常，並調整胺基酸代謝與降低生理發炎
產生，有助於未來規劃實驗為參考。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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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細胞激素 2019 暨第七屆細胞激素與干擾素年會
會議名稱

(英文) Cytokine2019, 7thInternational Cytokine & Interferon Society
(中文) Aspirin 調節肥胖相關之代謝路徑並抑制乳癌細胞生長

發表論文題
目

(英文) Aspirin modifies obesity-related metabolomic profiles and
suppresses breast cancer cell growth

一、參加會議經過
2019 年國際會議細胞激素 2019 暨第七屆細胞激素與干擾素年會於 10 月 20
日至 10 月 23 日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Cytokine2019, 7th International Cytokine
& Interferon Society (https://vienna.cytokinesociety.org/)，為國際細胞
激素與干擾素學會籌劃，其目的是鼓勵國際從事與細胞激素與干擾素相關研究人
員定期與會，進行科學新知的更新與交流，此會議每年舉辦一次，細胞激素與干
擾素為細胞間溝通的主要分子影響到細胞的生理表現，對於生理、免疫與病理的
1

研究特顯意義。
10 月 20 日早上先至會場報到熟悉環境，舉辦地點為維也納的 ”Hofburg
Palace Conference Center”，此處經常舉辦重要國際會，已有超過七百年的歷
史（如照片）
，許多國際性的展覽與會議都是在此舉行。因為地理位置為歐洲版
圖的中心，維也納自歷史以來為歐洲王朝發展的重要城市，目前也是奧地利的首
都與該國最大城市，也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該市人口數在歐盟城市中名列
第七。聯合國於 2001 年也指定維也納市中心古城區列為世界遺產，並於 2017 年
7 月古城區被移至瀕危世界遺產的名錄中。除了豐富的歷史，維也納也因為有數
位著名的音樂家與創作遺產而被稱作音樂之都。另外古城區豐富的建築城堡與花
園反映出早期的繁榮興盛，是值得探訪的重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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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同時合併舉行重點演講，口頭報告發表及海展示，下午為開幕儀
式，緊接著 Award lecture and Keynote Lecture：主題為干擾素與發炎性介質
對於健康與疾病的影響，另一為概說生理的免疫反應。此兩大主題，首先提供會
議整體的重點與該領域全面性的提醒。晚上為迎賓晚會，讓各地與會人員有彼此
認識與輕鬆對談的機會。10 月 21-23 日早上大會安排精彩 Plenary Lecture 演講，
接著有學者的研究報告，區分為不同主題進行，讓與會人員可以選取有興趣的主
題參與，這次會議較為特別的是海報討論時間是沒有安排演講的，讓大家可以專
心在海報區進行討論，雖然會場不大但也因此讓彼此更有機會接觸與討論，壁報
展示會場同時也是廠商駐站區域與點心休息場所，非常貼心。
本人研究採壁報式於 10 月 22 日下午發表，題目為” Aspirin 調節肥胖相
關之代謝路徑並抑制乳癌細胞生長”，學者們非常踴躍參與討論不僅是在口頭演
講部分，在海報展示亦同。10 月 22 日大會安排 networking dinner，自由付費
參加，讓與會學者可以在輕鬆的狀態下相互交流。10 月 23 日下午四點大會結束，
當天下午進行城市參觀，隔天 10 月 24 日搭乘中午班機於維也納國際機場搭乘班
機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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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會心得
非常感恩有此次機會參與國際會議，對於免疫領域的研究方向，大家關注
的議題，有更深一層的認識。細胞激素與干擾素為細胞間溝通的主要分子影響到
細胞的生理表現，目前營養素介入對於免疫功能調節，可以透過改變細胞激素與
干擾素的生成與訊息，進而影響到生理表現，是重要的研究領域。此外，今年會
議針對於幾個多功能的細胞激素，如 IL-6、IL-17、IL-1 等家族有很多的討論，
因為這幾個細胞激素家族可能因為細胞接受器的雙元結構組成不同而有不同的
訊息反映，或者因為生理所處的狀態不同而反映不同。因此，學者希望增加對它
們的了解，以增進未來醫療應用的精準性。會中發表不論是基礎研究或是應用性
研究都有所涵蓋，內容極為豐富充實。也警惕自己，科學研究的腳步是非常的快
速，需要更加努力。因為歐洲人處事嚴謹，除了學術上的知識獲得外，整個會議
籌辦的狀況，也是我們可以學習之處，主辦單位對於規劃設計都非常貼心，也是
令人印象深刻。
本次發表的研究，是 Aspirin 阿司匹林可透過抑制 3T3-L1 脂肪細胞炎症
反應，如 MCP-1，IL-6，IL-1β和 PAI-1 的產生，和調節 3T3-L1 脂肪細胞的代謝
組成，進而乳腺癌細胞的生長和遷移。實驗中進行脂肪細胞代謝體分析的結果可
知，Aspirin 處理後修飾涉及抑制脂肪生成，氧化反應和腫瘤形成的代謝產物，
也影響了脂肪酸組成。這項研究證明 Aspirin 可抑制肥胖相關的炎症，並改變
3T3-L1 脂肪細胞的代謝組學和脂肪酸組成，有助於人們了解並應用在肥胖相關的
乳腺癌細胞發展的知識。藉由本次會議所學，未來可以針對於多元性的細胞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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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了解在病理上的角色，有助於設計更有效且沒有副作用的預防治療方案。
三、發表內容（發表之海報如附件 一）
編號：CYT19-ABS-1220

發表時間：2019/10/22

作者：Chia-Chien Hsieh, Chih-Hsuan Wang
論文摘要：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obesity increases the risk of breast cancer and
causes worse therapy and prognosis. The adipose tissue of obese individuals generally
accompanies immune cells infiltration and inflammatory cytokines secretion. This
microenvironment with a low-grade inflammation, angiogenic mediators and adipokine
dysregulation provides an ideal condition for tumor development, growth, and migration.
Aspirin, a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 has been known as a chemopreventive
agent against several types of cancer. The aim of this work i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aspirin
exerts inhibit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regulate the metabolomic profile of 3T3-L1
adipocyte, and then inhibit the growth of 4T1 breast cancer cell. 3T3-L1 adipocyte
conditioned medium (Ad-CM) was used to mimic the obese microenvironment. The results
were showed that aspirin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MCP-1、IL-6、IL-1β and PAI-1 productions
in 3T3-L1 adipocyte by TNF-α and LPS stimulation. In the obesity-associated model,
Ad-CM significantly promoted 4T1 cell growth and migration, which were blunted after
aspirin treatment. In addition, the result of metabolic analysis in Ad-CM, the metabolomics
of protein synthesis and oxidative stres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mature 3T3-L1
adipocytes compared to 3T3-L1 fibroblasts, and aspirin treatment reversed these metabolic
changes of adipocytes. In the relative fatty acid quantitation analysis of Ad-CM, aspirin
diminished free fatty acid C16:1, C18:1, C18:2, C20:4 and C24:1 contents. In conclusion,
aspirin inhibited obesity-associated inflammation and modified the metabolomics of 3T3-L1
adipocytes, contributed to against breast cancer growth and 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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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1. 大會可以將更完整的資訊建立在網頁上，以供有興趣者可以參考。如：演講
的主題有些時間重疊，因此無法聽到另一個有趣部分，若是大會可以將重要的
演講其較詳細的內容放在網頁上，可以彌補沒聽到的缺憾。目前只有放上題目。
2. 壁報展示區的場地規劃需要疏解，以提供較寬敞舒適的空間，來達到較佳討
論與參觀效果。因場地有些擁擠，且與會人數眾多，因此討論時會有彼此干擾。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 Program book：大會簡介與每日演講行程與地點。
2. 與會證明書
3. 會議中認識的學界教授與同學名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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