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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Cisplatin（帝鉑）是最有效且被普遍使用的抗癌藥物之一，但常
見的腎臟毒性副作用，使得它無法更廣泛應用於癌症的治療。近年來
許多研究指出發炎反應與氧化性傷害在 Cisplatin 腎毒性上扮演重要
角色，而脂質的過氧化也已被證實與其腎毒性有關，許多性抗氧化物
如維他命 C 因而可減輕腎小管傷害避免急性腎衰竭。綠茶多酚具有
抗氧化特性，其中以 EGCG 為綠茶中最主要的多酚類，EGCG 在小
鼠實驗已證實可抑制發炎與氧化反應，但目前尚無證據顯示 EGCG
可減緩 Cisplatin 對腎造成的傷害。本研究主要以大鼠為實驗動物探討
EGCG 是否在 Cisplatin 腎毒性上扮演保護的角色。實驗將大鼠分成控
制組、Cisplatin 組、EGCG 組與 Cisplatin 加 EGCG 等四組。Cisplatin
6 mg/kg 以腹腔注射在第 0 天給予，EGCG 10 mg 以皮下注射在實驗
前 4 天、前 2 天、第 0 天、第 2 天與第 4 天給予。於第 0、4 與 6 天
抽血追蹤腎功能與電解質變化以評估腎毒性之傷害程度，第 6 天取出
腎臟備製腎組織切片以了解腎絲球，腎小管及間質組織之病理變化，
最後以西方墨點法評估腎組織之 NF-κB 與 iNOS 之表現及 MDA 含量
以了解氧化壓力與發炎反應在各組間的差別。結果顯示給予腹腔注射
Cisplatin 之大鼠的血清尿素氮與肌酐酸明顯上升，腎小管壞死程度也
顯著增加。腎組織之 MDA 含量，NF-κB 與 iNOS 的表現顯著提升。
而 Cisplatin 造成之腎損傷包括血清及腎組織異常，在給予 EGCG 之
大鼠均有顯著改善，即 EGCG 的抗發炎與抗氧化壓力特性可有效降
低 Cisplatin 之腎毒性。
關鍵字〆綠茶多酚、帝鉑、急性腎衰竭。
2

Abstract
Cisplatin i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chemotherapeutic agents used in
treatment of a variety of human solid tumors. The most common adverse
side effect limiting the use of Cisplatin is nephrotoxicity. Recent studies
indicate that inflammatory and oxidative signaling play critical role in
pathogenesis of Cisplatin related nephrotoxicity. Cisplatin-induced
nephrotoxicity is associated with lipid peroxidation and the superoxide
anion and hydroxyl radical scavenger could prevent acute renal failure
through both attenuation of tubular damage and enhanced regenerative
response of the damaged tubular cells. It has been shown that green tea
polyphenols with antioxidant properties inhibit inflammatory and
oxidative responses in mice. However, the evidence indicating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epigallocatechin gallate (EGCG), the major
polyphenol found in green tea, on Cisplatin-induced nephrotoxicity is
lacking.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EGCG injection on
Cisplatin-induced nephrotoxicity in rats. The male rats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n = 6 each); control group, Cisplatin group, EGCG group
and Cisplatin + EGCG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only
intraperitoneal normal saline injection. Cisplatin (6 mg/kg) was given
single dose intraperitoneally at day 0, EGCG (10 mg/time) was given
subcutaneously at day 4, day 2 and day 0 before Cisplatin challenge and
day 2 and day 4 after Cisplatin injection. Nephrotoxicity was evaluated
by biochemical analysis of blood and histopathological observations of
rat kidney. Nuclear factor-kappa B (NF-κB) activation, 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 (iNOS) expression and malonyldialdehyde (MDA)
content were also determined in rat kidney. Cisplatin injection induced an
increase in serum blood urea nitrogen, creatinine and tubular necrosis,
and upregulation of NF-κB and iNOS expression and MDA content in
kidney. All the increases were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by EGCG treatment.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EGCG may attenuate Cisplatin induced
nephrotoxicity through the anti-inflammatory/oxidative effects.
Keyword: epigallocatechin gallate, Cisplatin, acute renal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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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寫表
ARF: Acute renal failure
APS: Ammonium persulfate
BUN: Blood urea nitrogen
DMTU: Dimethyothiourea
EGCG: Epigallocatechin gallate
H2O2: Hydrogen peroxide
NF-κB: Nuclear factor kappa B
MDA: Malonyldialdehyde
ROS: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NS: Reactive nitrogen species
〄O2—: Speroxide anion
〄OH: Hydroxyl radical
SOD: Speroxide dismutase
GSH-PX: Glutathione peroxidase
NO: Nitric oxide
NOS: Nitric oxide synthase
cNOS: Constitutive nitric oxide synthase
eNOS: Endothelial nitric oxide synthase
iNOS: 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
nNOS: neuronal nitric oxide synthase
LPS: Lipopolysaccharides
PBS: Phosphate buffered saline
PVDF: Polyvinylidene difluoride
TNF: Tumor necrotic factor
TEMED: Tetramethylethylethylenedia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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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一、癌症與化學治療
由於社會環境與飲食習慣的改變及人口高齡化，使得各種癌症盛
行率居高不下，台灣地區自民國七十一年起，癌症一直是十大死亡原
因的首位，根據行政院衛生署統計資料顯示民國九十八年惡性腫瘤死
亡人數已達 39917 人，占死亡人口總數 28.1%（附圖一）
。
目前癌症治療的主要方法有手術切除、放射線治療及化學治療三
種方法。當在已有遠處轉移或是手術無法完全切除之惡性腫瘤，全身
性之化學治療與基因治療一直是癌症治療的最後希望。主要是除了非
常早期癌症可以外科切除而治癒外，癌症是一種全身性的疾病，它並
非僅局限在腫瘤之原發部位，而是可經由血液、淋巴液轉移到遠端的
其它器官。化學治療可經由抑制癌細胞的生長或直接破壞癌細胞等方
法來達成控制癌症的目地，故可在外科手術治療或放射線治療之後，
輔佐以抗癌藥物殺死殘餘的癌細胞，也可在外科手術治療或放射線治
療之前用抗癌藥物殺死癌細胞，縮小腫瘤體積以利手術切除。
化學治療既然可殺死生長快速的癌細胞，當然也會影響正在生長
的正常細胞，例如心臟、腎臟、膀胱、肺臟、神經系統、造血、胃腸
及口腔黏膜等細胞，故如何預防相關副作用的產生，是在使用化療藥
物時必需先瞭解的課題。

二、Cisplatin
1965 年 Rosenberg1 等人原欲探究電磁場對於細菌生長的影響效
應，卻意外地發現正常桿狀菌的長度在低電壓情形下可延展 300 倍
長，細菌正常生長但卻不再分裂。經仔細研究其成因，發現是白金電
極在電解時，所生成的含鉑金屬化合物順式-雙胺雙氯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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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s-diamminedichloroplatinum (Ⅱ) ， 一 般 簡 稱 cis-DDP 或 俗 稱
Cisplatin）所致。由於 Cisplatin 具有抑制快速生長細菌的分裂能力，
科學家們進而推想它或許也有抑制癌細胞快速生長的能力。此一觀點
後來在 1969 年經由羅森堡等人證實 2。1973 年 Cisplatin 正式被應用
於臨床試驗 3，而目前 Cisplatin 是受到最廣泛採用的抗癌藥物之一，
主要用來治療卵巢癌、睪丸癌、肺癌、膀胱癌、子宮頸癌及頭頸部腫
瘤等。
Cisplatin 是一個無機複合物，鉑原子被氯原子與氮原子包圍的中
性方形平面分子（附圖二）4々其中鉑-氯鍵結較鉑-氮鍵結來得弱，亦
即 反 應 時 氯 可 被 其 他 官 能 基 取 代 。 基 本 上 cis-Cisplatin 與
trans-Cisplatin 具有相似的生物性質，二者均可與細胞核染色體 DNA
分子發生共價結合，但是 cis-Cisplatin 才有抗癌的生物功能。臨床上
Cisplatin 經由靜脈注射到人體內後，因一般體液中氯離子濃度約為
103 mM，故在此情形下 Cisplatin 仍是保持中性的，可通過細胞膜的
障礙進入細胞內々一旦進入細胞後，細胞內氯離子濃度約為 4 mM，
Cisplatin 開始解離出氯離子並找尋攻擊的標的。Cisplatin 抑制細菌的
分裂顯示其會干擾細菌 DNA 的複製，但因為細菌在 Cisplatin 存在下
仍能正常生長，故知 RNA 及蛋白質的合成不受影響。Cisplatin 與 DNA
結合的主要形式是股內交叉連結（intrastrand cross-linking），進而抑
制 DNA 雙股分開作為細胞複製的模板 5。
Cisplatin 經腹膜注射後主要分布於肝臟與腎臟，經肝臟代謝後由
腎臟排泄 6。Cisplatin 在腎臟經腎絲球過濾後由腎臟近曲小管及遠曲
小管再吸收，使得近曲小管細胞內 Cisplatin 的濃度高達血液濃度的五
倍，這將導致嚴重的腎損傷。Cisplatin 腎毒性的致病機轉包括有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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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壓力（oxidative stress）
、細胞凋亡（apoptosis）
、發炎反應或經纖維
化（fibrogenesis），高濃度的 Cisplatin 會造成近曲小管細胞壞死，低
劑量則會經由 caspase-9 路徑引發細胞凋亡，經由上述多重機轉而直
接導致腎小管受損 7(附圖三)。

三、綠 茶
茶是世界上最普遍的飲料之一，許多實驗證實茶葉內的多種組成
物質具有健康促進效果，其中茶多酚是最有效的成份。綠茶中的多酚
類包括有兒茶素（catechins）與黃烷醇（flavanols）
，綠茶中主要的兒
茶 素 依 含 量 多 寡 分 別 為 (-)-epigallocatechin-3-gallate （ EGCG ），
(-)-epigallocatechin （ EGC ）， (-)-epicatechin-3-gallate （ ECG ），
(-)-epicatechin（EC）及較少量的(+)-gallocatachin（GC）與 catechin
（C）等 8(附圖四)。
綠茶多酚類化合物具有下述幾種功能〆（一）抗氧化效能〆綠茶
多酚類 EGCG 可與氧化反應物質結合以減少對細胞的傷害。實驗發
現不論食用綠茶或紅茶均可減緩 DNA 的損傷，除外，EGCG 也會抑
制低密度脂蛋白（low density lipoproteins々LDL）的氧化而降低心臟
血管疾病發生率

8,9

。（二）抗癌效能〆茶多酚在許多體外與動物實驗

均被發現具有抗腫瘤生成的功效，其分子機轉包括誘導細胞週期停止
與細胞凋亡，抑制轉錄因子 NF-κB 與 activator protein 1（AP1）
，降低
protein tyrosine kinase 活性與 C-jun 的 mRNA 表現等 8,10。
（三）抑菌
功能〆2005 年 Song 等人 11 在細胞培養的實驗發現 EGCG 可抑制流行
感冒病毒的複製。2009 年 Taylor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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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茶葉萃取物質特別是

EGCG，可抑制格蘭氏陽性菌及格蘭氏陰性菌生長，並且發現 EGCG
可逆轉抗藥性金黃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對 β-lactam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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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素之感受性。

四、自由基與氧化性壓力
每一個原子與分子外圍都有電子，其數量通常為偶數，一旦因某
種因素而產生不成對電子，便喪失原先的穩定性而變成具有功擊性的
自由基。人體內自由基的來源包括內生性的及外來環境的刺激。近年
來發現，生理劑量的自由基在人體內可扮演訊息傳遞的角色，但當體
內自由基過量時則會對細胞造成傷害，破壞 DNA 和 RNA，干擾細
胞內蛋白質、醣類和脂質合成，進而引發疾病 13。
目前人體存在的自由基主要分成兩大類〆
（一）活性氧屬（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例如 superoxide anion （〄O2—）、hydrogen
peroxide（H2O2）
、hydroxyl radical（〄OH）
。
（二）活性氮屬（reactive
nitrogen species，RNS），例如一氧化氮（nitric oxide々NO）。ROS 和
RNS 在體內具有多種生理功能，但同時也具有細胞毒性作用，ROS
和 RNS 可直接傷害細胞的大分子物質，氧化 DNA、脂質及蛋白質，
造成細胞結構變形或造成廣泛性傷害 14。活性態氧會產生過氧自由基
（peroxy radical）及過氧化脂質（lipid hydroperoxide）並引發脂質過
氧 化 （ lipid peroxidation ）， 而 脂 質 過 氧 化 的 最 終 產 物 是 丙 二 醛
（malonyldialdehyde々MDA）和過氧化物，故由 MDA 的含量可推估
脂質過氧化的程度，進而瞭解是否為自由基所造成的傷害 15。
氧化性壓力是指組織中氧化物和抗氧化物的比值不平衡的狀
態，氧化性壓力和一些疾病如心血管疾病、肝腎衰竭及細胞癌化有高
度相關性。氧化性壓力常見的成因包括異常製造自由基異常製造，及
抗氧化防禦系統的缺損等。常見氧化性壓力的標的物包括蛋白質、核
酸、醣類、不飽和脂肪、及會對細胞氧化還原、離子平衡、細胞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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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基因轉錄產生的影響。
由於自由基會對人體造成多種傷害，因此也存有多種針對自由基
的抗氧化防禦系統（antioxidant defense system）。抗氧化防禦系統大
致 可 歸 納 為 二 大 類 〆 第 一 類 是 酵 素 型 抗 氧 化 劑 （ enzymatic
antioxidants）
，例如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々SOD）可
清除高破壞性的超氧離子(〄O2-)，使它變成低破壞性的 H2O2々觸酶
（catalase）可清除由溶體（lysosome）產生的 H2O2々穀胱甘肽過氧
化酶（glutathione peroxidase々GSH-PX）可分解由 SOD 產生的 H2O2，
使轉變成完全無害的水和氧 46。第二類是自由基的清除者（free radical
scavenger）
，例如維生素 C 與 E 即可在細胞膜內或膜外直接清除自由
基 16。

五、一氧化氮
ㄧ氧化氮（NO）是個簡單的氣體分子，半衰期只有 3-5 秒，在
生物體主要扮演信息傳遞的角色。因為 NO 在鍵結軌域上有一個孤對
電子，故 NO 本身也可視為一個自由基，會造成細胞傷害及血管過度
舒張，導致嚴重發炎反應，亦可使 DNA 分解與突變。NO 是經由一
氧化氮合成酶（nitric oxide synthase々NOS）將 L-arginine 轉變為
L-hydroxyarginine 再形成 NO。NOS 依其存在的位置和分子量可分為
內皮型 NOS（endothelial NO synthase々eNOS）
，神經型 NOS（neuronal
NO synthase々nNOS）
，及誘導型 NOS（inducible NO syunthase々iNOS）
等三種異構型。nNOS 主要分布在神經細胞，其活化與 eNOS 相似，
受到鈣離子及 calmodulin 的調節，eNOS 及 nNOS 可歸類為基本型
NOS（constitutive NOS々cNOS）
，當 cNOS 被細胞內鈣離子活化後會
促使 NO 的生成。iNOS 主要分布在巨噬細胞、血管平滑肌、心肌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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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及淋巴細胞，這些細胞在受到感染及發炎反應的刺激下，會誘導
iNOS 大量的生成。iNOS 與 cNOS 不同的地方在於 iNOS 被誘導產生
後，不易很快消失，且其所釋放的 NO 量較多 17,18。

六、細胞核轉錄因子-kappaB（nuclear factor-kappa B々
NF-κB）
Sen 等人於 1986 年首先在天竺鼠 B 淋巴球內發現 NF-κB，它是
轉錄作用中必要的因子，一般認為會被 superoxide 所活化 19。NF-κB
通常是由 P65 與 P50 兩個次單元組成的異雙聚體（heterodimer），在
未被刺激活化的細胞內，NF-κB 主要存於細胞質中且與 IκB 結合，IκB
因而阻止 NF-κB 進入細胞核。當細胞被刺激活化後，特殊之 kinase
將 IκB 磷酸化導致 IκB 快速被 proteasome 分解，此時游離出來的
NF-κB 可進入細胞核，結合在標的基因的 promoter region 上並開始進
行轉錄的工作（附圖五）20。
許多因子如 cytokines、protein kinase C、病毒與氧化劑均可活化
NF-κB，相反的，抗氧化劑如 acetylcysteine 會抑制 protein kinase 進而
抑制 NF-κB 的活化，顯示 ROS 在上述反應扮演中介角色。而 NF-κB
在許多發炎性疾病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在氣喘病人 NF-κB 可增加
iNOS 基因的表現，進而增加呼吸道上皮巨噬細胞浸潤，因而誘發氣
喘病急性發作。流行性感冒病毒（influenza virus）也可經 ROS 路徑
促進 NF-κB 生成，或經由活化 protein kinase 進而導致 IκB 磷酸化而
促進 NF-κB 生成，因而升高呼吸道 chemokine 量而造成下呼吸道發
炎反應 20。

七、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tic factor-α々TNF-α）
TNF 在 1975 年由 Carswell 等人因發現它在老鼠肉瘤膜型（mu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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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coma model）會造成腫瘤壞死而命名。TNF 的分子量為 17000
dalton，含有 157 個胺基酸，可活化包括 NF-κB 的許多細胞內反應
21,22

。TNF 分為兩個 subtypes，TNF-alpha（TNF-α）及 TNF-beta

（TNF-β），TNF-α 主要由巨噬細胞及單核球所分泌，TNF-β 由淋巴
球所分泌。在生物體內，TNF-α 可引發宿主的發炎反應，保護宿主不
受細菌或寄生蟲的感染。實驗發現動物給予細菌內毒素
（lipopolysaccharides々LPS）後，血中的 TNF-α 濃度明顯上升 23, 24。
在內毒素性休克的情況下，TNF-α、NO 及自由基均會增加，然而他
們之間的關係為何〇由實驗顯示當動物投予 LPS 後，會先刺激巨噬
細胞釋放細胞素（cytokine）如 TNF-α，在 TNF-α 作用下，嗜中性細
胞被活化，接下來分別在 NOS 及 NADPH 氧化酶的催化下，導致 NO
及自由基的合成與釋出。而 NO 和〄O2—在化學環境的催化下會立即
生成反應性更強的自由基過氧化氮（peroxynitrite々ONOO〃—）25。
另外在心肌缺血及再灌流的實驗，也發現小鼠組織中 TNF-α 明顯上
升，且進而活化黃嘌呤氧化酶（xanthine oxidase）並產生超氧自由基
（〄O2—），因而導致冠狀動脈內皮受損 26。

八、研究目的
癌症在國內一直是十大死亡原因的首位，在治療上化學藥物佔有
關鍵性角色，Cisplatin 即是最被廣泛採用的抗癌藥物之一。Cisplatin
經肝臟代謝後由腎臟排泄，故急性腎衰竭一直是患者揮之不去的夢
靨，臨床上主要以靜脈注射生理食鹽水來增加腎臟灌流、與提升細胞
內外氯離子量，以達預防與治療腎損傷的目的，唯治療效果十分有
限，如 Xin 等人即指出仍有 20%病患因接受高劑量 Cisplatin 治療而
導致重度腎臟衰竭 7。Cisplatin 之腎毒性與發炎反應及氧化性傷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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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關係，綠茶是東方人最受歡迎的茶品，綠茶多酚更是同時俱有抗
癌與抗氧化效能，因此本研究將探討經皮下注射 EGCG，是否可預防
Cisplatin 引發之急性腎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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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一、實驗使用相關試劑材料
本實驗使用之藥劑與抗體如下〆Cisplatin〆Abiplatin injection 0.5
mg/ml (Pharmachemie BV, Netanya, Israel)々綠茶多酚 EGCG (Sigma
Chemicals，St. Louis，MO，USA)々TUNEL kit〆In Situ Cell Death
Detection Kit, POD (Roche Dignostics Gmbh，Mannbeim，Germany)々
PAS kit 〆 Periodic Acid-Schiff (PAS) Kit, 395B-1KT (Sigma
Chemicals)々iNOS 抗體 (BD Bioscience，San Jose, CA，USA)々NF-KB
抗體 (LabFrontier, Seoul, Korea)々 MDA 抗體 (Abcam, Cambridge,
MA，USA)々β-actin 抗體(BD Bioscience，San Jose, CA，USA)。

二、動物飼養
實驗採用購自樂斯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70 ~ 300 公克之 8 週齡
的 Wistar 雄性大白鼠，動物購入後，飼養於恆溫控制箱，溫度為 25 ±
1℃及 12 小時光照週期（光照時間〆1 am～1 pm），依需求給予標準
飼料( Laboratory Rodent Diet 5001，LabDiet，USA )。大白鼠購入後
先在飼養環境中適應 2-3 天再進行實驗，飼養期間不限制飼料與水的
供應。

三、實驗分組與設計
將大鼠隨機分成四組，每組六隻，給予正常飼料與飲水，第一組
為對照組、不施打任何藥劑。第二組為 Cisplatin 組、於腹腔注射施打
Cisplatin（6 mg/kg） 27 。第三組為綠茶多酚（EGCG）組、不施打
Cisplatin，但於施打 Cisplatin 基準日及前 4 日、前 2 日及後 2 日、後
4 日以皮下注射的方式給予 EGCG。第四組 Cisplatin 加 EGCG 組、於
腹腔注射施打 Cisplatin，及於施打 Cisplatin 基準日及前 4 日、前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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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後 2 日、後 4 日以皮下注射的方式給予 EGCG 治療。EGCG 注射
劑量分別為每次 10 mg 合計 50 mg，及每次 20 mg 合計 100 mg 兩組
進行實驗（附圖六）28。

四、血液與尿液樣本之採集
於施打 Cisplatin 基準日及前 4 日施打藥劑以前，先收集大鼠的血
液與尿液，作為之後生化測試的基準值。且於施打 Cisplatin 基準日及
後 4 與 6 日，也是同樣在施打藥劑之前，收集大鼠的血液與尿液。尿
液收集的時間是在採集前 24 個小時將大鼠移入代謝籠，收集 24 小時
尿液以分析 Cisplatin 與 EGCG 是否影響腎臟對水分的排泄。然後隔
天進行抽血，並利用離心（500 × g）將血液中的血球與尿液中多餘的
雜質去除，上清液置入-80℃保存，以測定血清及尿液之生化參數。
大鼠之血清與尿液生化，以 Roche cobas-C501 生化自動分析儀進行生
化分析。分析血清尿素氮（blood urine nitrogen）與肌酐酸（creatinine）
濃度以評估腎功能變化々分析白蛋白（albumin），及電解質鈉、鉀、
氯、磷等濃度以評估 Cisplatin 及 EGCG 是否會影響腎小管功能，如
白蛋白的過濾與代謝，各種電解質的再吸收與排泄。

五、腎臟樣本之採集
施打 Cisplatin 基準日後 6 日，在收集完尿液及血液後，利用腹腔
注射方式打入 chloral hydrate（500 mg/kg）將大鼠深度麻醉，隨後進
行灌流（perfusion）。先直接在心臟的位置注入抗凝血劑 heparin（10
IU），然後將胸腔剪開，從心室的位置插入灌流探針至主動脈並將其
固定。接著，在啟動蠕動幫浦之前，先將腹腔剪開，直接取出新鮮的
左腎，浸泡在 4℃的 PBS（phosphate-buffered saline）以去除多餘的血
液。左腎取完後，啟動蠕動幫浦，並將右心房剪開後灌注 4℃ PBS（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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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rat）進入主動脈中，達到完整的體循環，進而完成血液灌洗去除
之目的。之後再以蠕動幫浦吸取 4% paraformaldehyde 進入主動脈中，
以進行固定的動作。當固定完成後，隨即取出右腎，並浸泡在 4℃
paraformaldehyde 中，隔天取出再進行脫水包埋。

六、腎臟組織學檢查
將固定過後的腎臟，放入脫水機（Sakura model 4640 Tissue-Tek
Rotary Tissue Processor, Japan）中，以梯度置換（30% ethanol、50%
ethanol、70% ethanol、90% ethanol、100% ethanol、xylene、軟蠟、
硬蠟）的方式進行脫水並滲蠟（從 30%開始，每一小時置換至下一個
buffer）。之後，進行包埋以製成蠟塊，製成的蠟塊利用石蠟切片機
(Microm HM340E)，以 3 mm 的厚度進行切片。將切好的玻片放到
xylene 中脫蠟，然後依梯度置換（從 xylene 中換到 100% ethanol 接著
往下依序為 95% ethanol、75% ethanol、50% ethanol、DD water）的
方式復水（rehydration）
。將樣品在室溫中以 periodic acid solution（1%）
浸泡 5 分鐘後，以二次蒸餾水清洗多次。完成後，移至 Schiff’s reagent
（1% pararosaniline HCl 與 4% sodium metabisulfitem 於 0.25 M HCl）
浸泡 15 分鐘，並以二次蒸餾水清洗多次。接著以 Hematoxylin solution
（certified hematoxylin, 6 g/l, sodium iodate, 0.6 g/l, aluminum sulfate,
52.8 g/l and stabilizer）進行複染（counterstain）90 秒，然後以去離子
水清洗至洗液乾淨無色。最後將染色完成的樣品依梯度置換的方式脫
水，並以 xylene-based 封片膠進行封片。
腎臟組織學檢查方面，先在 200 倍光學顯微鏡下直接觀查腎絲
球、間質與腎小管的變化並照相，並佐以半定量方法分析腎組織受傷
程度，腎小管受傷程度以受傷腎小管的百分比來衡量，在 400 倍光學

15

顯微鏡下選取 25 個視野（共含 100 個腎小管）來觀察。若腎小管有
細胞腫脹、空泡化、細胞壞死、細胞脫落、纖維毛消失、腎小管內結
晶，則認為腎小管受損。評分標準，0 分表正常，1 分表示 ＜ 25％
腎小管受傷，2 分表示 ≧ 25％但 ＜ 50％腎小管受傷，3 分表示 ≧
50％但 ＜ 75％腎小管受傷。4 分表示 ≧ 75％腎小管受損 29。為降
低觀察者的偏差，在型態學檢查上由兩位醫師，在未知組別情況下進
行評分。評分則以每隻大鼠的分數先行平均，再針對每組進行平均。
七、西方墨點法分析腎組織之 MDA 含量，NF-κB 與 iNOS 之表現

（一）腎臟組織樣本處理
取出儲存於-80 ℃之腎臟樣本，加入含有綜合蛋白水解酶抑制劑
（protease inhibitor cocktail）
、綜合磷酸激酶抑制劑 I、II （phosphatase
inhibitor cocktail I, II）的細胞溶解液（lysis buffer）中，細胞溶解液成
份包含 50 mM Tris （pH 7.5）
、150 mM NaCl、2 % Triton X-100、0.1
mM EDTA 及 0.1 mM EGTA。將取下的樣本加入 4 ℃的 lysis buffer，
接著以軟組織研磨器，依照組別，將每個樣本研磨至完全均質溶解。
而在每一個組織研磨完之後，以二次蒸餾水清洗研磨器，接著再以酒
精將水分與油脂清洗乾淨後再進行下一個樣本的處理。之後再用超音
波振盪機，將頻率定在低頻的功率下，對已均質化的樣品進一步萃
取。在打散的過程中，以超音波振盪 3 至 4 次，每一次的時間不超過
一秒鐘，以避免超音波產生的熱量使蛋白質變性。且不管是組織研磨
或超音波振盪均勻化過程，全程都頇在冰上進行，以減少蛋白質被分
解。接著將處理好的樣本以離心管收集起來，然後放上電子秤稱重，
進行平衡的動作。因為每個組織樣本取下來的大小與重量不同，因此
在離心之前，必頇先將每個離心管的重量平衡，以避免離心時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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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造成離心機的損壞。接著以 13,000 × g 在 4 ℃的狀態下離心 35
分鐘，最後取出上清液以進行電泳分析。

（二）蛋白質濃度測定
將取出的上清液，以 Bio-Rad Detergent Compatible Protein Assay
Kits 測量其蛋白質的含量。首先以白蛋白以連續稀釋的方法來做出一
條校正曲線々然後與所有樣品分別加入 5 μl 在 96 孔盤上，每個樣品
重覆三次。接著配製 Reagent A 加上 Reagent S，經過強烈震盪後，使
其混合均勻，接著再加入 20 μl Reagent A 於已經含有待測樣品的 96
孔盤中，使其與樣品反應々最後在每一個 well 加入 200 μl 的 Reagent
B 以進行呈色反應。接著將 96 孔盤放入 ELISA 測量儀測取其在 690
nm 光波長的吸光值，並利用白蛋白備製的校正曲線計算每個樣本的
蛋白質濃度。接著由每一管樣本取出相同的量。並加入含有
β-mercaptoethanol 的 sample buffer。最後放入 95℃的水浴槽中加熱 10
分鐘，進行蛋白質變性反應。

（三）蛋白質電泳分析
進行 SDS-PAGE 分析前，先配製下層的 running gel （separation
gel），依照配方表，依序加入 40% glycerol、3.0 M Tris-HCl（pH =
8.45）、30% acrylamide solution（29:1）、10% ammonium persulfate
（APS）與 TEMED（N, N, N', N'- Tetramethylethylenediamine）
，混合
均勻後，加入已架好之鑄膠台至適當位置，最後再加入 95%的酒精以
壓平液面，靜置等待膠體凝固。當下層膠凝固後，將 95%酒精倒出，
並以 3M 的濾紙，將多餘的酒精吸乾。接著配製上層的 stacking gel。
依據配方表，分別加入 DDW、3.0 M Tris-HCl（pH=8.45）、30%
acrylamide solution（29:1）、10% APS 與 TEMED，迅速混合均勻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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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到已凝固的下層膠之上，並置入梳子（comb）
，待其凝固後，會形
成樣品槽方便注入樣品。之後將完成的膠體，裝置在電泳槽上，並在
電泳槽的內外加上 running buffer。接著依序注入 marker 與待測的樣
品。然後接上電極並固定電壓為 70 V，當 sample buffer 的藍色染劑
跑過 stacking gel 以後，將電壓調升到 120 V 繼續進行電泳，然後依
據待檢測蛋白質之大小決定電泳進行的時間。接著準備進行轉漬
（transfer）的動作，首先將轉漬緩衝液（transfer buffer）倒入轉漬槽
中，並開啟低溫循環水浴槽，使整個轉漬緩衝液維持在 4 ℃的溫度。
另外，將 PVDF（polyvinylidene difluoride）膜（Immobilon-P, 0.45-µm
pore size, Millipore, MA, USA）放入甲醇中活化 30 秒，以去離子水清
洗後放入轉漬緩衝液中備用。然後將已完成電泳的膠體，小心地拆卸
玻璃片，並切除 stacking gel 的部分。接著準備一個網夾，在其中放
入兩片泡棉，並放上一張 3M 濾紙，灑上轉漬緩衝液使其濕潤，接著
放上已切好之膠體，然後在欲測得的位置，放上 PVDF 膜，之後再放
上一張已用轉漬緩衝液浸濕的 3M 濾紙，最後，放上泡棉，並夾上網
夾，然後小心置入轉漬槽中。其中，在轉漬的過程中，膠體與 PVDF
膜中間要避免產生氣泡，以免干擾轉漬的結果而影響最後的數據。整
個轉漬過程完成後，開啟電極，在 4℃的狀態下進行過夜的轉漬。隔
天，將 PVDF 膜取出，並小心地以中性原子筆，標上 marker 的位置，
並小心地在角落標上此膜的條件與時間。先以 TTBS（Tween-20 Tris
Buffer Saline）稍微清洗後再放到 5%的脫脂牛奶中，然後用振盪器以
10-15 rpm 振盪 40 分鐘，使非專一性抗體及抗原結合阻斷（即
blocking）
。完成後，以 TTBS 清洗三次，每次洗 8 分鐘。之後準備待
測之一級抗體（iNOS，MDA，NF-κB，β-actin），在 4℃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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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bridization。完成後以 TTBS 清洗三次，每次 8 分鐘。之後再以 5%
的脫脂牛奶進行 40 分鐘 blocking。接著再加入二級抗體，進行
hybridization，時間約 50 分鐘。最後以 TTBS 清洗三次，每次 8 分鐘。
然後進行呈色反應。首先配製呈色液，將 Western lighting oxidizing
reagent 與 Western lighting enhanced luminol reagent 以 1:1 的比例配
製，接著進行呈色，並以 BioSpectrum® Imaging System（UVP, LLC,
Upland, CA）進行拍照。

九、統計分析
各項數據以 mean ± SEM 表示，採用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法（one
way ANOVA）分析各組之間是否有差異存在，當 P＜0.05 表示有顯
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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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一、EGCG 劑量的選定
初始實驗設計上 EGCG 注射劑量分別為每次 10 mg 合計 50 mg，
及每次 20 mg 合計 100 mg 兩組進行實驗。在實驗過程發現 EGCG 總
劑量 100 mg 之大鼠，其活動力明顯較對照組大鼠差。第 6 天大鼠腎
臟組織切片 PAS 染色檢查發現，給予總劑量 100 mg EGCG 治療之大
鼠，較對照組有明顯腎小管擴張、失去刷狀緣（brush border）、上皮
細胞空泡化及脫落等急性腎小管壞死表現，但接受總劑量 50 mg
EGCG 之大鼠則無此現象（圖一）
，顯然 100 mg EGCG 對大鼠腎臟會
造成相當程度傷害，故後續實驗設計上採每次自皮下注射 10 mg
EGCG，總劑量 50 mg 進行研究。

二、實驗動物體重與小便量的變化
腎臟疾病若影響到腎絲球或腎小管，常會造成尿量減少，嚴重甚
至造成無尿症，此時患者體重也會逐漸上升，故記錄實驗動物的體重
及小便量的變化有助於了解腎臟疾病的嚴重度。本研究於 0 天、第 4
天與第 6 天記錄體重與小便量之變化。在大鼠第 0 天與第 6 天體重變
化方面，發現單獨腹腔注射 Cisplatin 較對照組有較明顯之體重下降
（52 ± 2.77 mg vs 35 ± 3.03 mg），腹腔注射 Cisplatin 併皮下注射
EGCG 可有效減緩 Cisplatin 引發之體重下降（49.1 ± 3.14 mg vs 52±
2.77 mg）
，但單獨皮下注射 EGCG 之大鼠與對照組比也有較明顯之體
重下降（52.75 ± 1.26 mg vs 35 ± 3.03 mg）（圖二）
。在大鼠第 0 天
與第 6 天小便量下降變化方面，發現單獨腹腔注射 Cisplatin、腹腔注
射 Cisplatin 併皮下注射 EGCG 及單獨皮下注射 EGCG 之大鼠較對照
組有顯著之小便量下降（30 ± 2.1 ml、36.75 ± 1.06 ml、41.5 ±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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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 vs 9.00 ± 1.96 ml），且皮下注射 EGCG 較單獨腹腔注射 Cisplatin
有明顯之小便減少情形（41.5 ± 1.59 ml vs 30 ± 2.1 ml）
（圖三）
。本
研究發現大鼠不論給予 Cisplatin 或 EGCG，其體重與尿量均呈現減少
現象，雖具統計意義，但下降幅度尚未達到寡尿或無尿程度，故是否
因藥劑作用或環境適應問題而影響食慾，因而造成體重與尿量下降，
則需進一步探討與觀察。

三、EGCG 有效減輕 cisplatin 引發之急性腎衰竭
為評估 Cisplatin 對腎功能及電解質的影響，及了解是否 EGCG
在 Cisplatin 引發之急性腎衰竭具保護效果，於腹腔注射 Cisplatin 前
4 天與第 0、4、6 天採集血液，檢測血中尿素氮、肌酐酸、白蛋白、
鈉、鉀、氯及磷的含量。單獨腹腔注射 Cisplatin 之大鼠在注射 Cisplatin
後，血清尿素氮即自其基準值的 17.5 mg/dl 快速攀升，到第 6 天血清
尿素氮升高至 180.9 mg/dl々血清肌酐酸也自其基準值的 0.43 mg/dl 快
速攀升，到第 6 天血清肌酐酸升高至 5.0 mg/dl，均較施打前之基準值
高（P<0.05），為典型急性腎衰竭之表現，大鼠顯得較為倦怠與無食
慾。腹腔注射 Cisplatin 且給予皮下注射 EGCG 治療之大鼠血清尿素
氮先自其基準值的 16.4 mg/dl 緩慢升高，第 4 天達最高點 58.5 mg/dl
而後開始下降，到第 6 天降回至 31 mg/dl々大鼠血清肌酐酸也先自其
基準值的 0.2 mg/dl 緩慢升高，第 4 天達最高點 0.8 mg/dl 後開始下降，
到第 6 天降回至 0.33 mg/dl，均較單獨腹腔注射 Cisplatin 之大鼠降低
許多（P<0.05）
，顯示合併給予 EGCG 治療之大鼠可減緩 Cisplatin 引
發之急性腎衰竭。單獨皮下注射 EGCG 之大鼠則從實驗開始一直到
第 6 天血清尿素氮與肌酐酸值均維持其基準值無顯著變化。（圖四、
五）
。結果證實 Cisplatin 6mg/kg 腹腔注射後會在大鼠引發重度急性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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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竭，而 EGCG 則可有效減輕 Cisplatin 之腎毒性。
在第 6 天血清白蛋白、鈉、鉀、氯及磷的含量方面。單獨腹腔注
射 Cisplatin 之大鼠其血清白蛋白與對照組相當，並無明顯的變化々但
單獨皮下注射 EGCG 之大鼠則較對照組有明顯白蛋白下降（2.43 ±
0.09 mg/L vs 3.2 ± 0.51 mg/L）（圖六）
。血清鈉則在各組間均無明顯
差異（圖七）
。在血清鉀方面，單獨腹腔注射 Cisplatin 之大鼠與對照
組比較 Cisplatin 組之血清鉀較低（3.23 ± 0.15 mg/L vs 3.4 ± 0.25
mg/L）
々但 EGCG 組與對照組比較 EGCG 組則有較高之血清鉀（4.5±
0.9 mg/L vs 3.4 ± 0.25 mg/L）（圖八）。在血清氯方面，單獨注射
Cisplatin 之大鼠與對照組兩組間無明顯差異々皮下注射 EGCG 之大鼠
較對照組有高的血清氯（97 ± 3.06 mg/L vs 79.67 ± 5.84mg/L）（圖
九）。在血清磷方面，與對照組比 CDDP 組較對照組有比較低的血清
磷降低（5.83 ± 0.58mg/L vs 6.07 ± 1.62 mg/L），EGCG 無法減緩
Cisplatin 組大鼠血清磷較低的現象（圖十）
。本研究發現給予 EGCG
治療之大鼠，其血清白蛋白較對照組及單獨注射 Cisplatin 之大鼠低，
是否起因於肝臟製造減少或腸道與腎臟的排除增加，需進一步探討與
觀察。給予 EGCG 治療之大鼠，其血清氯較對照組及單獨注射
Cisplatin 之大鼠高，是否因大鼠體內氯較高因而有助於減緩腎損傷，
亦需進一步研究。

四、EGCG 減緩 Cisplatin 引發之腎小管壞死
為評估 EGCG 是否預防 Cisplatin 引發之腎小管損傷，在 Cisplatin
注射後第 6 天腎臟組織切片檢查證實在單獨腹腔注射 Cisplatin 之大鼠
有嚴重之腎損傷，光學顯微鏡下 PAS 染色發現在腎髓質與皮質交界
處有重度腎小管壞死,包括有腎小管擴張, 失去刷狀緣，腎小管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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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in cast 堆積，上皮細胞空泡化甚至脫落（desquamation）,而腎絲
球則大致完好無受損（圖十一）
。為更精確評估與比較腎小管損傷程
度，分別由兩位臨床醫師依雙盲模式評估腎小管壞死分數（tubular
necrosis score）
。發現單獨腹腔注射 Cisplatin 之大鼠其 tubular necrosis
score 與對照組比較顯著升高（2.3660 ± 0.184 vs 0.3160 ± 0.047 , P＜
0.05），而先給予皮下注射 EGCG 再進行腹腔注射 Cisplatin 之大鼠相
對於只給予 Cisplatin 注射之大鼠其 tubular necrosis score 則明顯降低
（1.35 ± 0.084 vs 2.366 ± 0.184, P＜0.05），顯示腎小管損傷嚴重度明
顯降低。而單獨給予 EGCG 之大鼠其 tubular necrosis score 與控制組
相較則無差異（0.2850 ± 0.076 vs 0.3160 ± 0.047 , P > 0.05）（圖十
一）。結果說明 Cisplatin 主要是造成急性腎小管壞死，腎絲球則不受
影響，而 EGCG 可有效減緩 Cisplatin 造成的急性腎小管壞死。
五、EGCG 降低 Cisplatin 注射大鼠腎臟 MDA 量
為分析自由基與氧化性壓力是否為 Cisplatin 腎毒性的主要致病
機轉之一，以西方墨點法分析腎臟組織之 MDA 含量，以進一步了解
腎臟組織脂質過氧化程度。發現單獨腹腔注射 Cisplatin 之大鼠，腎臟
組織之 MDA 含量顯著增加為對照組的 2.2 倍（P＜0.05）
。腹腔注射
Cisplatin 並皮下注射 EGCG 治療之大鼠，其全腎臟組織之 MDA 含量
明顯較單獨腹腔注射 Cisplatin 之大鼠降低為對照組的 1.8 倍（P＜
0.05）。而單獨皮下注射 EGCG 之大鼠其腎臟組織之 MDA 含量與對
照組則無顯著差異（93.75 ± 4.70 vs 100.50 ± 1.33々P＞0.05）(圖十二)。
這結果說明 Cisplatin 會增加 MDA 量，代表腎臟組織之脂質過氧化程
度增加，而 EGCG 則可降低 Cisplatin 所誘發之脂質過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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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GCG 抑制 NF-κB 活性
為進一步探討 EGCG 在 Cisplatin 引發急性腎衰竭之可能保護機
轉。以西方墨點法分析全腎臟組織之 NF-κB 活性，發現單獨給
Cisplatin 注射之大鼠，其腎臟組織之 NF-κB 蛋白質活性顯著升高為對
照組的 4.2 倍（P＜0.05）
。在注射 Cisplatin 合併給予 EGCG 治療之大
鼠其腎臟組織 NF-κB 蛋白質活性則較單獨給腹腔注射 Cisplatin 組降
低為對照組的 1.2 倍（P＜0.05）
。單獨注射 EGCG 之大鼠其 NF-κB 蛋
白質活性與對照組相比則無顯著差異(圖十三)。實驗結果証實
Cisplatin 會增加 NF-κB 蛋白質活性，而 EGCG 則可降低 Cisplatin 所
誘發之 NF-κB 蛋白質活性。

七、EGCG 抑制 iNOS 活性
為評估發炎反應在 Cisplatin 腎毒性所扮演之角色，以西方墨點法
分析全腎臟組織之 iNOS 活性。發現單獨給 Cisplatin 注射之大鼠，其
腎臟組織之 iNOS 蛋白質活性顯著升高為對照組的 2.6 倍（P＜0.05）
。
腹腔注射 Cisplatin 合併給予皮下注射 EGCG 治療之大鼠其腎臟組織
iNOS 蛋白質活性則較單獨給腹腔注射 Cisplatin 組降低為對照組的 1.6
倍（P＜0.05）
。單獨注射 EGCG 之大鼠其 iNOS 蛋白質活性與對照組
相比則無顯著差異(圖十四)。這結果證實 Cisplatin 會增加 iNOS 蛋白
質活性，而 EGCG 則可降低 Cisplatin 所誘發之 iNOS 蛋白質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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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Cisplatin 為癌病治療常見藥劑之一，它經由肝臟代謝後由腎臟排
出體外，Cisplatin 可直接影響腎皮質，包括近曲小管，遠曲小管與集
尿管，進而造成嚴重的急性腎衰竭（圖四、五），而急性腎衰竭正是
使用 Cisplatin 的主要副作用之一。由於近曲小管上皮細胞會主動吸收
Cisplatin，故它的濃度可較其他組織高五倍之多，因此近曲小管是缺
氧或腎毒物質引發腎傷害最常見及最嚴重的位置

7,30

。本研究中，在

大鼠腹腔內注射 Cisplatin（6 mg/kg）後，發現大鼠血清中的尿素氮
及肌酐酸含量與對照組相比有顯著的上升，呈現急性腎衰竭，而病理
組織切片在腎皮質與髓質交界處則呈現明顯腎小管壞死現象，包括有
腎小管細胞腫脹、空泡化、細胞壞死、細胞脫落、纖維毛消失、腎小
管內出現結晶等（圖十一）。
Cisplatin 引發腎衰竭的可能機轉相當多，其中氧化性壓力與發炎
反應扮演關鍵性角色。Cisplatin 可促使自由基生成，如 hydrogen
peroxide（H2O2）
，superoxide anions（〄O2—）及 hydroxyl radicals（〄
OH）等，可自膜脂質上的多不飽和脂肪酸抓取氫原子而啟動脂質過
氧化反應，因此脂質過氧化的終產物 MDA 含量可視為組織遭受氧化
性傷害的指標

15,33

。 2005 年 Shimeda 等人在大鼠的實驗發現，經腹

腔注射 Cisplatin 之大鼠腎臟組織的 glutathione（GSH）與 SOD 明顯
下降，但 MDA 的含量則有顯著的上升 32 。1998 年 Matsushima 等人
在小鼠的實驗發現注射 Cisplatin 後 6 小時腎組織之 MDA 含量明顯上
升，當給予自由基清除物治療時可改善腎功能並降低 MDA 的含量，
實驗結果指出 Cisplatin 之腎毒性與氧族自由基引發之脂質過氧化有
關 34。本研究也以 MDA 的含量為 Cisplatin 引發腎臟組織自由基傷害

25

與氧化壓力的指標，以西方墨點檢測腎臟組織中的 MDA 含量，結果
顯示 MDA 含量較對照組顯著上升，證實 Cisplatin 會引發急性腎衰
竭，其致病機轉可能是因 Cisplatin 造成腎小管毒性與壞死，而 ROS
與自由基扮演重要的角色（圖十二）。
已有多項實驗指出 Cisplatin 引發之腎衰竭與減少抗氧化酵素的
活性如 SOD，catalase，glutathione peroxidase 及 transferase 有密切關
係 33。許多抗氧化劑與自由基清除者也被證實可降低脂質過氧化而減
緩 Cisplatin 引發之腎傷害。Dimethyothiourea（DMTU）為有效的氫
氧化自由基（hydroxyl radical）清除者，2008 年 Santos 等人發現給予
DMTU 可阻止抗氧化物質 GSH 與 NADPH 的降低，減緩脂質與蛋白
質的氧化，並有效預防 Cisplatin 引發之急性腎衰竭 31。Fatima 等人於
2007 年指出維生素 C（ascorbic acid）可減緩 Cisplatin 引發之急性腎
衰竭，並改善腎小腎刷狀緣膜（brush border membrane）上酵素活性
與無機磷運送，在注射 Cisplatin 後發現腎組織的 MDA 含量會升高，
表示脂質過氧化的程度增加々而保護氧化性傷害的 catalase 與 Cu-Zn
superoxide dismutase 等酵素的含量則明顯降低，但在注射 Cisplatin 前
如先給予維生素 C 則可明顯減緩上述情形 30。
許多廣含於天然食材的抗氧化成份均陸續被證實可減輕 Cisplatin
引發之急性腎損傷，例如紅辣椒的主要成份辣椒素（capsaicin）。
Shimeda 等人於 2005 年即證實辣椒素可減緩 Cisplatin 引發之脂質過
氧化與腎衰竭 32。又如綠茶是世界上最普遍的飲料之一，也是飲食之
重要多酚類的來源，綠茶多酚 catechins 與 flavanols 已被證實具有促
進健康效果，這些有益健康的表現可能與 flavonoid 的抗氧化能力有
關。綠茶多酚的抗氧化能力經由許多科學方法證實，1996 年 Cao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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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使用氧自由基吸收能力分析儀（oxygen radical absorbance capacity
assay）發現綠茶與紅茶均具有高抗氧化活性可抗衡 peroxyl radical 的
傷害 8。在體內實驗方面，1998 年 Pietta 等人在志願者服用 400 mg
EGCG 後，發現血漿總抗氧化能力（total radical-trapping antioxidant
parameter々TRAP）可提升 16 ~ 19%35。1999 年 Klaunig 等人針對 40
位抽煙男性，每天給予綠茶。連續 7 日之後發現，這些抽煙男性的
DNA 氧化性損害、脂質過氧化與自由基含量均明顯降低

36

。在本實

驗中選取綠茶多酚類的主要成份 EGCG 當作抗氧化劑與自由基清除
者，在腹腔注射 Cisplatin 併給予 EGCG 治療之大鼠，其腎臟組織之
脂質過氧化指標 MDA 含量較單獨注射 Cisplatin 之大鼠大為降低（圖
十二）
。這可能因 EGCG 提升了大鼠的抗氧化能力，因而可拮抗 peroxyl
radical 等自由基的傷害有關。
實驗證實在注射 Cisplatin 後 48-72 小時就會發現有大量巨噬細胞
聚集於受傷的腎組織週遭，且腎組織的 ICAM-1（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ule-1）與 MCP-1（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均顯著上
升，這都表示發炎反應在腎毒性上扮有重要關鍵角色，故若能調節
Cisplatin 誘發之發炎反應將有助於預防 Cisplatin 的腎毒性

34

。

Cyclooxygenase-2（COX-2）與 iNOS 是引發發炎反應的兩個重要觸
酶，iNOS 可促使 L-arginine 轉化成 NO，而 NO 就是一種強而有力的
發炎媒介，不適當的提升 COX-2 與 iNOS 活性被認為有與人類癌症
與許多發炎性疾病有關 37。NF-κB 則可調控細胞繁殖，生長與發炎基
因表現，NF-κB 平時存在於胞質中與抑制性蛋白質 IκB 結合而呈現非
活性狀態。當細胞接受外在環境激化，如發炎性細胞因子
（inflammatory cytokine）、紫外線照射、病毒蛋白質、細菌內毒素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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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 等均會促使 IκB 磷酸化，磷酸化之 IκB 由 IκB-NF-κB complex 中
分離出來，於是 NF-κB 可進入細胞核中，進行調控多種 cytokines、
growth factors 與 cell adhesion molecules 的表現 20,37。2005 年 Chu 等
人在大鼠實驗發現內毒素引發之敗血症併發急性腎衰竭，與 iNOS 高
度被活化而使巨噬細胞製造過多的 NO 有關，而給予 NF-κB 抑制物
PDTC（pyrrolidine dithiocarbamate）治療，可有效抑制 iNOS 表現並
減輕急性腎衰竭，證實活化 NF-κB 可促使 iNOS 表現，進而促進 NO
的生成 38。Cisplatin 促進 IκB 的降解，NF-κB 因而可以進入細胞核結
合到目標基因的 promoter region，增加 iNOS 與 COX2 的活性，這些
現象均與強化 TNF-α 的表現有關，TNF-α 在 Cisplatin 腎毒性上扮演
中心角色，它可誘發細胞凋亡、製造 ROS、並統合腎組織的 chemokines
與 cytokines39。2007 年 Zhang 等人在小鼠注射 Cisplatin 後發現在腎皮
質有許多白血球浸潤，且許多發炎前期的 cytokines 與 chemokines 的
含量均提升，但在 TNF-α knock-out 的小鼠中則無此現象
TNF-α 已被認為是活化 NF-κB 的重要媒介

40

。提升

37

，2004 年 Ramesh 與

Reeves 在大鼠實驗發現 Cisplatin 會增加腎臟組織 TNF-α 及 NF-κB 的
活性，如給予 TNF-α 抑制物水楊酸治療，則可抑制 TNF-α 的製造進
而穩定 IκB，降低 NF-κB 活性減輕急性腎衰竭 41。2009 年 kyung 等
人亦發現在注射 Cisplatin 後，腎組織的 TNF-α 上升，激活 NF-κB p65
的磷酸化，但經硫辛酸（alpha-lipoic acid々α-LA）治療後則明顯抑制
上述反應，此實驗結果說明抗氧化劑 α-LA 主是藉由調節 TNF-α 與
NF-κB 來降低 Cisplatin 誘發之發炎反應

42

。在本實驗中，腹腔注射

Cisplatin 的大鼠均呈現急性腎衰竭，其腎組織的 MDA 含量，NF-κB
與 iNOS 的表現均顯著上升，顯示 Cisplatin 引發自由基與氧化性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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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進而升高 TNF-α，活化 NF-κB 訊息路徑，增加 iNOS 活性，而引
發一系列發炎反應造成腎損傷。
綠茶多酚的生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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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抗發炎，抗氧化及抗癌化均已被證

實。2006 年 Yamabe 等人在 subtotal nephrectomy 併注射 streptozotocin
所誘發之糖尿病腎病變小鼠實驗發現，給予 EGCG 治療之老鼠血中
尿素氮、肌酐酸與蛋白尿均較未給予 EGCG 之糖尿病腎病變老鼠低
（對照組），且腎組織之過度糖化最終產物（advance glycation end
products々AGEs）也較對照組低，當進一步以西方墨點法分析，IκB、
NF-κB P65、COX-2 及 iNOS 與對照組相比也明顯較低，這結論說明
EGCG 可藉由降低葡萄糖代謝誘發之氧化性壓力，減少發炎性反應以
達到降低糖尿病的腎傷害

44

。1997 年台灣大學 Lin 等人在內毒素激

活 macrophage 後，比較給予 EGCG 治療與否之 iNOS 與 NF-κB 表現，
發現 EGCG 可藉由阻止 NF-κB 結合到 iNOS 的 promoter 上，而減少
iNOS mRNA 的表現而降低 iNOS 含量。他們認為 EGCG 因具有 phenol
rings 可作為電子陷阱 （electron traps）而可清除 peroxy radicals，
superoxide anion 與 hydroxyl radicals，且 EGCG 可直接抑制酪胺酸蛋
白酶（protein tyrosine kinase）
，因而抑制 NF-κB-IκB 複合體的磷酸化，
故最終能藉由降低 iNOS 活性以減緩氧化性壓力與發炎反應所造成的
傷害（附圖六）45。
本研究在給予 EGCG 治療的大鼠明顯減弱 Cisplatin 引發之急性
腎衰竭，減輕腎小管的壞死嚴重度，降低腎組織的 MDA 含量（圖十
二）
，降低 NF-κB（圖十三）與 iNOS（圖十四）的表現。這說明 EGCG
之所以能減輕 Cisplatin 引發之腎傷害，可能與 EGCG 抑制 Cisplatin
引發之氧化性壓力，進而減緩因 Cisplatin 誘發 TNF，提升 NF-κB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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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並經活化 iNOS 而引發之一系列發炎反應有密切關係。許多研究
也指出 Cisplatin 之腎毒性與細胞凋亡有密切關係，在大鼠的實驗指出
藍藻（spirulina）具有抗氧化特性，可降低 Cisplatin 引發之氧化性壓
力傷害，但藍藻在 ischemia-reperfusion 實驗，亦可經由抑制 caspase-3
活性而減輕 ischemia-reperfusion 引發的細胞凋亡 27。因此是否 EGCG
除了可減緩氧化壓力引發之發炎性腎傷害外，也可經由抑制 caspase-3
活性減輕因 Cisplatin 引發之腎小管細胞凋亡，則需進一步研究。
總結本實驗證實皮下注射綠茶多酚主要成份 EGCG 確實可減緩
因 Cisplatin 引發之急性腎衰竭，其可能機轉與 EGCG 是一種極為有
效 的 自 由基 清除者 ， 且 可提 升生物 體 之 抗氧 化能力 ， 故 可減 緩
Cisplatin 引發之一系列發炎反應有密切關係。但在 EGCG 總劑量達
100 mg 之大鼠，卻也發現有腎小管壞死的現象（圖一）
，是否高劑量
EGCG 真會導致腎小管損傷〇其機轉為何〇是另一個值得研究的課
題。故如何將綠茶萃取物 EGCG 應用於臨床治療上，以預防化學治
療藥物 Cisplatin 引發之急性腎衰竭，其最有效且安全的劑量為何〇則
需更多的臨床研究來證實其可行性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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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圖一〆200 倍光學顯微鏡下腎臟組織切片之 PAS 染色，上圖為對照
組、中圖為 EGCG 50 mg、下圖為 EGCG 100 mg。中圖與上圖無明顯
差異，下圖較上圖有顯著腎小管細胞腫脹、空泡化、細胞壞死、細胞
脫落、纖維毛消失等急性腎小管壞死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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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〆各組體重減少量之比較〆對照組與 CDDP+50 mg EGCG 兩組
間沒有顯著差異々CDDP 則與 50 mg EGCG 亦無顯著差異々僅 control、
CDDP+50 mg EGCG 與 CDDP、50 mg EGCG 兩群間有顯著差異。結
論說明 CDDP + 50 mg EGCG 可降低 CDDP 引發之體重減少量，但單
獨 EGCG 與單獨 CDDP 均較對照組顯著體重降低（採用 Duncan 的比
較方法，a 與 a 或 b 與 b 表示兩組間沒有差別，a 與 b 則表示兩組間
有顯著差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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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〆各組每日小便減少量之比較〆對照組與其它三組間皆有很顯著
差異々 CDDP 則與(CDDP+50 mg EGCG、50 mg EGCG)亦有很顯著
差異々僅 CDDP+50 mg EGCG 與 50 mg EGCG 兩組間無顯著差異。
結論說明 CDDP 與 EGCG 均會造成大鼠小便量減少，且 EGCG 較
CDDP 易造成大鼠小便量減少。
（採用 Duncan 的比較方法，c 與 c 表
示兩組間沒有差別，a 與 b、b 與 c、a 與 c 則表示兩組間有顯著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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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圖四〆給予 CPPD、EGCG 及 CPPD+EGCG 治療之大鼠血清尿素氮變
化圖。皮下注射 EGCG 之大鼠血清尿素氮值與未給任何藥劑前之基
準值相近，經腹膜給予 CPPD 之大鼠，其血清尿素氮較基準值顯著上
升。合併給予 CPPD 及 EGCG 之大鼠，其血清尿素氮先上升，但上
升幅度遠較僅給 CCPD 之大鼠小且在第 4 天達最高值後下降，顯示腎
功能有改善趨勢。＊P<0.05 與基準值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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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圖五〆給予 CPPD、EGCG 及 CPPD + EGCG 治療之大鼠血清肌酐酸
變化圖。皮下注射 EGCG 之大鼠血清肌酐酸值與未給任何藥劑前之
基準值相近，經腹膜給予 CPPD 之大鼠，其血清肌酐酸較基準值顯著
上升。合併給予 CPPD 及 EGCG 之大鼠，其血清肌酐酸先上升，但
上升幅度遠較僅給 CCPD 之大鼠小且在第 4 天達最高值後下降，顯示
腎功能有改善趨勢。＊P<0.05 與基準值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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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〆各組血清白蛋白之比較〆對照組與 CDDP 及 CDDP+50 mg
EGCG 三組間皆沒有差異々50 mg EGCG 與對照組及 CDDP 兩組間有
顯著差異。結論說明與對照組比較 CDDP 沒有造成血清白蛋白降低々
但 EGCG 則會造成血清白蛋白降低。（採用 Duncan 的比較方法，a
與 a 或 b 與 b 表示兩組間沒有差別，a 與 b 則表示兩組間有顯著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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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〆各組血清鈉之比較〆對照組、CDDP、CDDP+50 mg EGCG 及
EGCG 四組間皆沒有顯著差異。
（採用 Duncan 的比較方法，a 與 a 表
示兩組間沒有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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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〆各組血清鉀之比較〆對照組與 CDDP+50 mg EGCG 兩組間皆
沒有顯著差異々CDDP 則與 Control、CDDP+50 mg EGCG、50 mg
EGCG 有顯著不同々 50 mg EGCG 則與另三組（Control、CDDP+50 mg
EGCG、CDDP）皆有顯著差異。結論說明 CDDP 與對照組比較 CDDP
會造成血清鉀降低々但 EGCG 與對照組比較 EGCG 會造成血清鉀升
高。
（採用 Duncan 的比較方法，b 與 b 表示兩組間沒有差別，a 與 b、
a 與 c、b 與 c 則表示兩組間有顯著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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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〆各組血清氯之比較〆對照組與 CDDP 兩組間皆沒有顯著差異々
CDDP+50 mg EGCG 與 50 mg EGCG 沒有顯著差異々CDDP+50 mg
EGCG、 50 mg EGCG 則與另兩組（對照組、CDDP）皆有顯著差異。
結論說明與對照組比 EGCG 較對照組會造成血清氯升高。（採用
Duncan 的比較方法，a 與 a、 b 與 b 表示兩組間沒有差別，a 與 b 則
表示兩組間有顯著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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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〆各組血清磷之比較〆對照組與 CDDP+50 mg EGCG 及 50 mg
EGCG、三組間皆沒有顯著差異々CDDP、CDDP+50 mg EGCG 與 50 mg
EGCG 亦無顯著差異々僅對照組與 CDDP 二組間有顯著差異。結論說
明與對照組比 CDDP 較對照組會造成血清磷降低，EGCG 無法減少血
清磷降低程度。
（採用 Duncan 的比較方法，a 與 a、 b 與 b 表示兩組
間沒有差別，a 與 b 則表示兩組間有顯著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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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〆光學顯微鏡腎臟組織切片（PAS 染色）。上圖為 200 倍光
學放大之影像，A 為對照組、B 為 Cisplatin 組、C 為 Cisplatin + EGCG
組、D 為 EGCG 組，Cisplatin 組呈現腎小管細胞腫脹、空泡化、細胞
壞死、細胞脫落、纖維毛消失等急性腎小管壞死現象。下圖為腎小管
壞死嚴重度分級表，＊P<0.05 與對照組比，＃P<0.05 與 Cisplatin 組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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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A

Actin

圖十二〆CDDP 與 EGCG 在大鼠腎臟組織 MDA 蛋白質表現上的
影響，CDDP 組腎臟組織 MDA 蛋白質表現明顯較對照組高，
CDDP+EGCG 組 MDA 蛋白質表現較 CDDP 組低，結論說明
EGCG 可降低 Cisplatin 引發之 MDA 蛋白質表現。＊P<0.05 與對
照組比，＃P<0.05 與 CDDP 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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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〆CDDP 與 EGCG 在大鼠腎臟組織 NF-κB 蛋白質表現上
的影響，CDDP 組腎臟組織 NF-κB 蛋白質表現明顯較對照組
高，CDDP+EGCG 組 NF-κB 蛋白質表現較 CDDP 組低，結論說
明 EGCG 可降低 Cisplatin 引發之 NF-κB 蛋白質表現。
。＊P<0.05
與對照組比，＃P<0.05 與 CDDP 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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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〆CDDP 與 EGCG 在大鼠腎臟組織 iNOS 蛋白質表現上的
影響，CDDP 組腎臟組織 iNOS 蛋白質表現明顯較對照組高，
CDDP+EGCG 組 iNOS 蛋白質表現較 CDDP 組低，結論說明 EGCG
可降低 Cisplatin 引發之 iNOS 蛋白質表現。＊P<0.05 與對照組比，
＃P<0.05 與 CDDP 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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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圖

人
50,000
39,917

97年及98年主要死因死亡人數

38,913

40,000

30,000

15,093

20,000

98年

97年

15,726
10,663

8,661

10,383

10,000

8,036

8,358

7,077

8,229

7,358

4,917

5,374

4,128

4,918

4,955

4,012

4,063

3,999

自

腎
病

殺

變

）

化
害

群
及

（

及
腎

炎

、

蓄

腎

意

病

症

自
我

候

傷

肝
慢
性

呼
下
慢
性

病

吸

肝

疾
道

硬

病

害
故
傷
事

尿

病

炎
糖

疾
腦

血

管

肺

病

病
臟
疾
心

惡

性
腫

瘤

0

附圖一〆以 ICD-10 版死因統計比較， 98 年十大主要死因死亡人數
佔總死亡人數的 75.4%，其中仍以惡性腫瘤占 28.1%最多，總人數達
39917 人，纏連 28 年榜首。
（資料來源〆行政院衛生署 98 年死因統計分析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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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 〆Cisplatin 之分子結構，上圖為 cis-Pt(IV)2Cl4，下圖為
cis-Pt(II)2Cl2 。
（摘自〆Cancer Res.(1970),30:1799-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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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圖 三 〆 Cisplatin 引 發 急 性 腎 小 管 細 胞 損 傷 之 主 要 致 病 機 轉 。
ERK-extracellular regulated kinase 々 hOCT2-human organic cation
transporter 2々 RNS-reactive nitrogen species 々 ROS-reactive oxygen
species々TNF-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々TNFR2-tumor necrosis factor 2
（摘自〆Am J Med Sci (2007),334:11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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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四〆EGCG 分子結構圖
（摘自〆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harmacology and Experimental
Therapeutics (2006),319:228-236.）

48

附圖五〆NFkB 活性流程圖
（摘自〆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1997),336:10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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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六〆實驗設計圖。以 CPPD 腹腔注射當日為基準日稱為第 0 天。
EGCG 以皮下注射方式分別於基準日前 4 日、前 2 日及第 0、2、4 日
給藥，每次 10 mg 共計 50 mg 。於基準日前 4 日及第 0、4、6 日抽
血及收集尿液，進一步分析腎臟功能與電解質的變化。於第六天抽血
及收集尿液後取得腎臟組織，進行光學顯微鏡檢，與西方墨點法分析
腎組織之 MDA、NF-κB 及 i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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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七〆EGCG 在 LPS 誘發 iNOS 活性之可能保護機轉
（摘自〆Molecular pharmacology(1997),52:46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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