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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空氣中含有多量之 NOx, 其中 NO 及 NO2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 NO 之存在

首先由環境污染物分析, 但對人類健康則甚少描述, 而 NO2則較具毒性, 濃度大

於 150 ppm 將造成肺水腫及嚴重的肺纖維化, 濃度在 4-20 ppm 將造成動物肺發

炎上皮細胞傷害及 bronchiolitis。NO 在生體內可與 superoxide 產生 peroxynitrite, 

在 cigarette smoke fraction中也發現 peroxynitrite的產生, peroxynitrite已被證明顯

示具有神經毒性, 上皮細胞傷害及脂質過氧化作用等, peroxynitrite 也被證實為

一種 oxidative stress-inducing compound, 能造成人類細胞 DNA 傷害, 但此是否

煙霧或空氣污染中 NOx 造成肺癌的原因, 仍未被證實。

本研究利用合成之 peroxynitrite 與 guanine 作用，經 silica gel 及 HPLC 純化，

進一步以光譜分析鑑定為 8-nitro-guanine (8-NO2-G)。以不同濃度之 NOx 或

cigarette smoking 暴露於 MRC-5 細胞 (人類肺纖維細胞) 或大白鼠，結果顯示暴

露 cigarette smoking 之大白鼠之血中及肺組織以 HPLC-ECD 分析產生 8-NO2-G

及 8-OH-dG 及冷凍切片顯示組織之過氧化作用，此作用具有相當意義之

dose-response。煙霧中產生對動物體之 oxidative stress-inducing agents 很多，本

研究將進一步證實 8-NO2-G 為 NOx 對 DNA 攻擊之 specific product。本研究進

一步發現大白鼠在暴露 10 或 15 支香煙後，其肺組織在 terminal bronchiole 及

alveolar duct 有顯著之 lymphocyte infiltration 及 emphysema 現象，利用免疫組織

化學法發現肺組織在暴露煙霧後，其 MEK-1, ERK-2，FOS 及蛋白酪氨酸磷酸化

顯著的增強。

由以上的數據我們將可提出 NOx 造成 DNA damage，其基因毒性指標為

8-NO2-G，並說明 NOx 造成肺組織發炎，活化增生訊息傳遞蛋白表現。此作用

可能說明 NOx 在空氣或煙霧污染致肺癌之角色。未來之工作，我們將分析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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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污染群血液中 8-NO2-G 之含量，並進一步探討 NOx 之基因 target (如 p53 或其

它 oncogenes 等)與致肺癌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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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言

肺癌在台灣之發生率已居於男性第二, 女性第一 (1), 從流病調查顯示抽煙

為致肺癌最主要因素 (2, 3), 其它如 passive smoking (4), 油炸揮發氣體 (5, 6), 

烹調及職業上之暴露 (7, 8)等亦為致癌之因素, 但其致肺癌之分子機能仍待進一

步研究。空氣中含有多量之 NOx, 包括 N2O, NO, NO2, N2O3, N2O4及 N2O5, 其中

NO及NO2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 NO之存在首先由環境污染物分析, 但對人類健

康則甚少描述, 只有從製造硝酸的工人或暴露於高濃度硝酸之農夫表現的一些

症狀, 如對鼻之刺激, 肺部之不適等 (9); 而NO2則較具毒性, 濃度大於 150 ppm

將造成肺水腫及嚴重的肺纖維化, 在動物試驗中其 LD50 約為 25 ppm, 濃度在

4-20 ppm 將造成動物肺發炎上皮細胞傷害及 bronchiolitis (10-13)。 NO 及 NOx

在以前一直被認為僅從燃燒等廢氣產生, 是一種體外污染物, 最近發現是一種

內生性物質, 具有許多生物功能如血壓調控, 神經訊息, 基因表現等 (14-16), 

長期暴露 NO 或生物體感染發炎等因素造成體內 NOx 濃度增加, 使生物體產生

基因毒性及許多副作用之研究也不斷被提出 (17, 18)。最近有許多研究顯示, 

NOx 與生體中蛋白之相互作用扮演著重要的生理角色 (19, 20), NO 在生體內可

與 superoxide 產生 peroxynitrite (21), 在 cigarette smoke fraction 中也發現

peroxynitrite 的產生 (22), peroxynitrite 已被證明顯示具有神經毒性 (23, 24), 上

皮細胞傷害 (25)及脂質過氧化作用  (23)等 , peroxynitrite 也被證實為一種

oxidative stress-inducing compound, 能造成人類細胞 DNA 傷害 (22, 26), 但此是

否煙霧或空氣污染中 NOx 造成肺癌的原因, 仍未被證實。許多研究證據顯示，

inflammation response 會導致細胞或組織產生 hyperplasia 的現象，而細胞長期維

持在 hyperplasia 狀態下，可能會促進癌化，此種機轉可能與活化 iNOS 增加 NO

有關，活化 iNOS 表現已被發現有各種不同訊息傳遞路徑，包括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pathway, PKA pathway, PKC pathway (27)，這三種路徑經過不同的訊息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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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活化轉錄因子 NF-κB，且有 cell-specific (28-30)。蛋白質的磷酸化在發炎反應

的訊息傳遞扮演重要角色 (31)，例如在 LPS, UV 和 hypoxia 刺激活化 NF-κB 的

過程中，protein tyrosine kinase 扮演重要角色 (32)。因此我們推測 NOx 可能活

化這些路徑造成肺組織 inflammatory response 及 hyperplasia。上述的研究在空氣

污染或煙霧中之 NO 及 NOx 未曾報告，但 NO2造成 DNA damage (33)，活化 PKC 

(34)已被報告，且 NO2 較 NO 更具活性 (35, 36)。

由以上的文獻探討,我們推想空氣污染中之 NO 及 NOx (外生性)，除了本身

造成組織之發炎外，也可能誘導 iNOS 產生 NO (內生性)，均將造成與 DNA 之

interaction，而影響 target 基因(可能為 proto-oncogenes)之功能，或活化肺組織之

增生訊息傳遞蛋白，形成 hyperplasia，可能在致肺癌中扮演重要角色。

] 研究動機

1. 空氣中污染物含NO及其它NOx, 早期研究認為這些NOx對人類健康

有影響, 如對鼻之刺激, 肺部之不適, NO2濃度大於 150 ppm, 將造成

許多相關之肺病變 (9-13)。

2. NO 與 NOx 與生體中蛋白之相互作用, 扮演著許多生理角色 (19, 20), 

與 superoxide 作用可形成 peroxynitrite (21), 此產物為一種 oxidative 

stress-inducing compound (22, 26), 可能與造成肺病變或肺癌有關。

3. 流病調查顯示台灣肺癌成因最主要危險因素為 cigarette smoke (2, 3), 

但其機轉尚待進一步研究, 香煙含 NOx 大於 500 ppm, 也能形成

peroxynitrite, 這是否為致肺癌主要因素, 尚待本計劃進一步研究。

] 研究目的

1. NO 及 NOx 本身對人類健康影響已漸被重視, 且對許多生物醫學的研

究已證明 NO 之生物效應, 因此生體中無論外來或內生性之 NO 及

NOx 對健康之影響, 應值得重視研究。

2. 多數的研究均集中於內生性NO濃度的效應, 對於體外污染之 NOx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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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則較少。

3. 從環保署公佈之資料顯示 NOx 總排放量有逐年增加之趨勢, 目前每

年均 420,000公噸, 因此NO及NOx之污染對健康之影響應加以重視。

4. NO 及 NOx 已被證實可與 DNA 相互作用, 造成 DNA damage, 因此極

有可能存在NO-DNA adduct, 此 adduct無論在致肺癌機轉或鑑識NOx

暴露上均有其價值。

5. 本研究進一步探討 NOx 活化增生訊息傳遞蛋白表現之途徑，與 NOx

致肺病變之相關性。

] 預期目標

1. 確認 NOx 是否與 DNA interaction。

2. 提出 NOx 暴露濃度與 DNA 傷害之相關性。

3. 提出 NO2-DNA adduct，可作為 NOx 污染之指標，及健康之評估。

4. 說明香煙煙霧之 NOx 可能造成肺組織增生訊息傳遞蛋白表現增加，此

種現象說明 NOx 在致肺病變之可能分子機轉。

] 研究限制

1. 本研究擴大為其它廢氣之 NOx，如機車引擎廢氣、煉鋼燃燒、火力發

電等之 NOx 與 DNA 之作用，有相當的環保價值，但上述廢氣取得

不易。

2. 常暴露於上述廢氣之工作人員可利用本NOx-DNA adduct來評估NOx

對此作業人員之基因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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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A. Peroxynitr ite 製備及鑑定

Peroxynitrite 之製備係根據 Beckman 等方法, 加以修飾, 其裝置如下圖: 

其中 NaNO2 (0.6 M), HCl (0.6 M) / H2O2 (0.7 M)及 NaOH (1.5 M), NaNO2及

HCl / H2O2 先以 pump (26 ml/min) 混合後再以相同流速混合 NaOH, 以

MnO2 破壞過剩之 H2O2, 產生之上層黃色部份經冷凍乾躁即可得

peroxynitrite, 其 λ max 為 302 nm, ε 302 = 1670 M-1cm-1。

B. NOx 與 DNA 相互作用

(A) 標準 8-NO2-G 之合成

3 ml 之 50 mM peroxynitrite 及 2 mg guanine 於 0.1 M sodium phosphate 

buffer (pH 7.0)中反應, 以 HCl 中和, 產物經 Slica gel F254 分離, 以 25% 

ammonium 飽和之 n-butanol 為展開液, 以 UV 偵測。

(B) HPLC 分析

以 Millex-HV / 3 filter (0.45 µm)過濾, 經 Nucleosil C18 (5 µ) column 分

離, mobile phase 為 20 mM ammonium formate buffer, pH 6.0, flow rate 為 2 

ml/min, Dector 為 254 nm。

(C) 8-NO2-G 鑑定

以製備型 HPLC, ODS column (5 µ, 4.6 mm x 15 cm) flow rate 0.8 ml/min, 

mobile phase 同上, 收集各 peak fractions, 以 NMR, Mass, IR 分析其結構。



9

C. 老鼠暴露煙霧試驗

將老鼠 (雄性 Wistar 大白鼠) 分成 4 組，每組 6 隻，將老鼠放置於暴露

箱 B 中，然後在暴露箱 A 中放置點燃的 cigarettes (5、10、15 支)，以機械幫

浦將少許的空氣打入暴露箱 A 中以助 cigarettes 燃燒，也能助益於老鼠們呼

吸而不致於窒息，再以機械幫浦將暴露箱 A 中的混合氣體打入暴露箱 B 中，

使老鼠暴露於混合的空氣中 (圖二)。暴露到 cigarettes 燃燒完畢及暴露箱中

的煙霧都消失為止，每天暴露 1 hr，連續暴露兩個月，而香煙中 NOx (NO + 

NO2)的濃度以 HORIBA 的 ambient monitor (APNA-360)來偵測，在這段期間

內，老鼠們都給予正常的飲食。最後分別將暴露於不同香煙數的老鼠，利用

斷頸取血的方式，將鼠血加入抗凝劑 (EDTA)來做血液學檢查及血球中的

DNA 來做 DNA-adduct (8-NO2-G 及 8-OH-dG)分析。至於組織方面，我們取

老鼠肺的組織來做 8-NO2-G 及 8-OH-dG 的分析，病理觀察及免疫組織化學

及 Western blotting 分析。

D. 全血中分離 DNA 方法

老鼠暴露不同支數的 cigarettes 後，以斷頸方式取血，以含 EDTA 的抗

凝管收集。離心 (1200 rpm, 15 min)後，將上層的 plasma 移除，接著加入 0.5 

x vol 的 0.01 M NH4Cl 及 5 x vol 的 0.144 M 的 NH4Cl，incubate at 37℃ 至少

1 hr 去 lysis RBC。再一次離心 (2000-2500 rpm, 15-20 min)後，以 0.9 % 的

NaCl wash cell pellet，一直到 suspension 變成乾淨為止。之後將 pellet 加入

500 µl 的 digestion buffer (10 mM Tris-HCl, pH 8.0, 100 mM NaCl, 25 mM 

EDTA, pH 8.0, 0.5 % SDS) 及 5 µl 的 proteinase K (final = 100 µg/ml)，然後

incubation overnight 後加入 1 x vol 的 phenol，在室溫下離心 (12000 rpm, 20 

min)，取上層移至新離心管，然後加入 0.5 x vol 的 phenol 及 0.5 x vol 的

chloroform / isoamylalcohol = 24/1，離心 (12000 rpm, 20 min, 室溫下) 後取

上層，加入 1 x vol 的 chloroform / isoamylalcohol 再離心，取上層移至新離

心管，加入 0.1 x vol 的 3 M sodium acetate, pH 5.2 及 2 x vol 的 99.9% 的

ethanol，放置-20℃ overnight 後離心。取 pellet 以 70% ethanol wash，最後

DNA 溶於無菌水中保存，進一步以 UV spectrophotometer 在 OD 260 nm / 280 

nm 定量 DNA。

E. 組織中分離 DNA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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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暴露於不同支數的 cigarettes 後，以斷頸方式將老鼠犧牲，取其肺組

織，先以乾冰將組織急速冷凍保存於-80℃。其後再將組織 (100 mg tissue / 

1.2 ml buffer) 以 digestion buffer (100 mM NaCl, 10 mM Tris-HCl, pH 8.0, 25 

mM EDTA, pH 8.0, 0.5% SDS, 0.1 mg/ml proteinase K) 均質混合，然後 50℃

隔水加熱反應 18 hr 以上，然後再以與 sample 1 : 1 的比例加入 phenol : 

chloroform : isoamylalcohol (25 : 24 : 1)萃取，離心 (4700 rpm, 20 min) 取上清

液，重覆以上步驟，最後加入 0.5 x vol 的 7.5 M ammonium acetate 及 2 x vol 

的 100% ethanol 混合均勻，最後離心 (4000 rpm, 20 min)將 DNA 沉澱並去除

上清液，將 DNA 溶於無菌水，以 OD 260 nm / 280 nm 定量 DNA。

F. 血中及肺組織中 8-NO2-G 及 8-OH-dG 之分析

依所定量之 DNA 濃度將 DNA 調至 100 µg DNA / 50 µl 無菌水，然後加

熱100℃,3 min，接著加入2 µl 1 Μ的 sodium acetate, pΗ 4.8及 4 µg 的 nuclease 

P1 (5 mg/ml) 加熱 37℃, 1 hr，再加入 16 µl 1 M 的 Tris-HCl, pH7.2 及 1.3 

units 的 alkaline phosphatase (type III from E. coli)，最後加熱反應 37℃, 1 hr

即可 (37)。最後使用 BSA 公司生產之 HPLC 和 column (C-18, 100 x 3.2 mm 

i.d.)，並用 UV detector 在波長 254 nm 及 ECD detector 調整其電壓在 +0.8 V

下，以 elution buffer (12.5 mM 的 Citric acid, 30 mM sodium hydroxide, 25 mM 

sodium acetate, 10 mM acetic acid 及 5% methanol, pH 5.3) 沖提測定之 (38, 

39)。

G. 血清中 NO 濃度分析

血清中 NO 的濃度，一般以 nitrite 及 nitrate 之總量為依據，將 50 µl 的

serum 與 100 µl (100 µM NADPH and 10 µM FAD)及 40 µl nitrate reducatse 在

37℃混合反應 30 min後再加入 120 mg/l 的 LDH 20 µl 及 120 mM的 pyruvate 

20 µl 在 37℃混合反應 5 min，接著加入 75 mg/ml 的 ZnSO4 共 600 µl，然

後以 2450 rpm 離心 15 min 後，取 sample 500 µl 與等量的 Griess reagent 反

應 10 min 後，於 540 nm 定量。在實驗過程中最好要避光。

H. 免疫組織化學染色觀察訊息傳遞蛋白及核致癌基因表現

將包埋在蠟中的組織切片置入已預熱至 56℃的烘箱中脫蠟。將已加熱

的切片依照順序移至純的二甲苯，絕對酒精，95% 酒精中各 5 min。將切片

以二次水沖洗 10 min。將切片移至 Tris buffer (0.05 M, pH 7.8; NaCl 0.15 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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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 Triton X-100/1000 ml)中 5 min，將 citrate buffer 以微波爐加熱至沸騰，將

以脫蠟完全的切片移至煮沸中的 citrate buffer，再繼續加熱 5 min，待玻片自

動降溫至室溫，將玻片取出後以二次水沖洗，用 Tris buffer 沖洗 5 min，用 3% 

的 H2O2沖洗 5-10 min。將玻片取出後以二次水沖洗，用 Tris buffer 沖洗 5 

min。在玻片上加上第一次抗體反應 20-40 min，將玻片取出後以二次水沖

洗，，用 Tris buffer 沖洗 5 min，在玻片上加入第二次抗體反應 30 min，將

玻片取出後以二次水沖洗，用 Tris buffer 沖洗 5 min，在玻片上加入 biotin 

ligand 反應 30 min，將玻片取出後以二次水沖洗，用 Tris buffer 沖洗 5 min，

加入DAB呈色劑在室溫下反應 5 min，以二次水清洗 5 min，加入 ematoxylin

以染背景，但染色的時間不能超過 1 min，接著以二次水沖洗 5 min，將已

染色的玻片置於 95% 的酒精，將玻片置於絕對酒精 5 min 以脫水，將玻片

滴上 xylene，用封片膠來封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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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

8-NO  2-G 之形成與鑑定

利用 NaNO2及 H2O2在酸性狀態下，產生黃色的 peroxynitrite，其吸收波長

為 302 nm ，將 peronitrite 與 guanine 反應後，以 HPLC 三向分析得到 2 個

主要產物，retention time 分別為 peak I 16.9 分，peak II 24.7 分 (圖一)。 以

製備型 HPLC 收集 peak I fraction，在 254 及 395 nm 顯示最大吸光，經由

NMR, Mass 等光譜分析，確認其為 8-NO2-G。

暴露 cigarette smoke 之大白鼠血中及肺組織中 8-NO  2-G 及 8-OH-dG 之分析

以 0, 5, 10 及 15 支 cigarettes 燃燒於暴露槽 (圖二)之 A 中，由空氣混合輸

送至 B，其間一小時 NOx 之濃度變化如圖四，顯示在煙霧燃燒之暴露槽

中 10 分鐘達到最高濃度之 NOx，20 分鐘漸回復至正常，且顯示 cigarette

數目與 NOx 成正比 (圖三)。在暴露一小時之大白鼠血清中 NOx 濃度隨煙

霧增加而增加 (圖四)。以 HPLC-ECD 分析白血球及肺組織中 8-OH-dG 及

8-NO2-G，其 retention time 分別為 3.18 分及 2.71 分 (圖五-A)，顯示肺組

織中產生較多之 8-OH-dG (圖六)及 8-NO2-G (圖七)，而無論在血液或肺組

織中均顯示血清中 cigarette 之數目增加，8-OH-dG 及 8-NO2-G 之形成均有

劑量相關性 (圖六及圖七)，顯示暴露較多之 cigarette，血清中 NOx 濃度增

加，也造成 8-OH-dG 及 8-NO2-G 之增加。

Cigarette smoke 致肺組織過氧化作用及病變

此種 oxidant stress damage進一步顯示以病理切片觀察 exposure cigarette之

大白鼠肺組織中 terminal bronchiole 及 alveolar space 中均有不等程度的發

炎細胞之浸潤，其中以淋巴細胞浸潤 (lymphocytes infiltration)為主 (圖

八)。而在圖 D 中，除了以 lymphocytes 為主的發炎細胞浸潤之外，也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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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之滲出物 (inflammatory exudate)出現在肺泡 (alveolar space)之中。另外

可見肺泡 (alveolar space)是不等程度之擴大，其中有些肺泡壁 (alveolar 

wall)已被破壞而與周圍之肺泡融合形成較大的空洞 (cavity)，但有些肺泡

則因脹大肺泡之擠壓而變得較小。另以冷凍切片分析在相同之位置產生紅

色之過氧化物產物顯示嚴重之過氧化作用(圖九)。從以上證據顯示 cigarette 

smoke 引起肺組織之過氧化作用，造成肺組織之傷害，其作用亦可由

8-OH-dG(40,41) 及 8-NO2-G 之產生來確認。

Cigarette smoke 造成鼠肺組織蛋白磷酸化增加

蛋白磷酸化在發炎的訊息傳遞路徑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包括 protein 

tyrosine kinase, mitogen-activated protien kinases (MAPK), PKC, PKA 和

ceramide-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31), 活化或刺激 protien tyrosine kinases，

造成蛋白在 tyrosine residues 磷酸化，與細胞之生長、分化、增生相關。圖

十顯示暴露香煙每天 5 支、10 支及 15 支 1 hr，連續 2 個月後，其肺組

織顯示不等程度的 phosphotyrosine，出現在 terminal bronchiole 及 alveolar 

wall，此種現象與煙霧暴露量成正相關。

Cigarette smoke 增加 MAPK cascade 蛋白表現

發炎及增生的分子機制已被提出，包括過氧化作用，活化 PKC，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及 mitogenic signaling proteins (如 MEK, ERK 等)，在暴露煙

霧 1 hr，連續 2 個月之鼠肺組織的 terminal bronchiole 及 alveolar wall 顯

示 MEK-1, ERK-2 表現增加，香煙煙霧暴露量高者更為顯著 (strongly 

positive) (圖十一及圖十二)，但 ERK1 無論在正常組織或試驗組均顯示較

弱之表現 (weakly positive) (圖十三)。

Cigarette smoke 對鼠肺組織細胞核基因表現之影響

增加細胞核基因表現，如 c-fos, c-jun 及 c-myc，在細胞生長、分化、增生

及癌化過程扮演相當重要之角色，而這些基因被活化也常經 PKA, PKC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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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之傳遞路徑，在暴露於香煙煙霧之鼠肺組織的

terminal bronchiole 及 alveolar wall，顯示 c-Fos 表現隨著香煙煙霧暴露量之

增加而增加 (圖十四)，但 c-Jun 及 c-Myc 的表現均很微量，經香煙煙霧暴

露後之鼠肺組織也沒有顯著的增加 (圖十五及圖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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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討論

由於 8-OH-dG 之增加為煙霧中多種 oxidative stress-inducing agents 所造成，

並不能確定為 NOx 之作用，而 8-NO2-G 之形成，可能為 NOx 之 specific product，

本研究正持續探討中，若能證實 8-NO2-G 為 NOx 之 specific product，將可應用

做為空氣污染 NOx 造成肺組織傷害或肺癌之指標。

從以上數據，香煙煙霧造成鼠肺組織過氧化作用，發炎及增生

(hyperplasia)，此種作用，可能係煙霧中成份所致，其成份中 NOx 含量大於 1000 

ppm，其中 NO 可與 superoxide 產生 peroxynitrite 攻擊 DNA，本研究證實其 DNA 

adduct為8-NO2-G；另一產生過氧化傷害及DNA damage的原因為 cigarette smoke

活化 pulmonary alveolar macrophages (PAM)，產生 superoxide 及 hydroxy radical

直接作用於 DNA，產生 8-OH-dG；煙霧中之 NO 也可氧化為 NO2，再與 hydrogen 

peroxide 作用為 hydroxy radical 或 superoxide 等 (42)。氧化性傷害 (oxidative 

stress damage)造成 DNA damage，過去一直以 8-OH-dG 為指標，但對於 NOx 或

NO 造成之 oxidative stress DNA damage 沒有特異性，而 8-NO2-G 可能是 NO 或

NOx 攻擊 DNA 之 specific adduct，以上 cigarette smoke 中 NO 及 NOx 致肺組織

DNA 傷害之途徑總結於圖十七，此作用可能為香煙致肺癌之重要角色。

除了煙霧中 NO 及 NOx 直接或間接造成 DNA damage 外，另一種可能係污

染性 NO 及 NOx 活化 iNOS 增加 NO 濃度，造成氧化性 DNA 傷害，或是活化

mitogenic signaling pathway，造成增生，本研究結果顯示，暴露香煙煙霧造成

NOx 在血清中之濃度 (圖四)比煙霧中本身所含之 NOx (圖三)高出甚多，其意義

為污染性 NOx 也會造成內生性 NOx 增加，本研究也顯示活化 iNOS 係經由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磷酸化，活化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MAP) kinase， 如

ERK, MEK等，類似的結果也發現NOx能活化human T-cell之P21 Ras造成NFκB

的 nuclear translocation，而 MAP kinasse 也被發現 mediating NOx signaling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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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結果也進一步發現 NOx 活化細胞核基因 c-fos，可能是 NOx 造成增生作

用的原因，此種 hyperplasia 作用可能也促進癌化之作用 (總結於圖十七)。

總而言之，煙霧造成肺病變之 NOx 來源有二，其一為活化 iNOx 造成內生

性NO增加，其二為煙霧中本身之NOx，此二種NOx都可攻擊DNA造成oxidative 

stress damage，且活化 MAPK kinase 造成增生作用，這些作用扮演著煙霧致肺癌

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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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計劃對空氣污染防治之具體貢獻或應用之可行性分析

本研究對空氣污染防治之具體貢獻或應用為:

1. 本研究找出 NOx 攻擊 DNA 的特異產物 8-NO2-G，並證明此

NOx-specific DNA adduct 與污染 NOx 成正比，並研發出 HPLC-ECD

分析 8-NO2-G 之方法，在空污防治上可進一步臆測分析暴露 NOx 高

危險群之基因毒性，包括交通警察、硝酸製造員、火力發電廠員工、

煉鋼廠員工及常抽煙和吸二手煙之人。

2. 確認一霧中 NOx 會造成鼠肺病變、過氧化傷害及肺組織 DNA 傷害。

3. 提出煙霧中 NOx 致肺癌之可能機轉，包括 DNA 傷害，活化 MAPK 

signaling 及核原致癌基因，造成 hyperplasia。

4. 進一步具體貢獻將研發出 8-NO2-G 抗體，發展 ELISA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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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錄 (含期中及期末審查意見回覆表)

] 期中評審意見

一、本計畫很具體的想了解 NOx 對人類肺細胞 DNA 的相互作用，計畫

主持人也在相關的領域中發表過論文，雖然英文計畫名稱只做

human fibroblast cells，但在成果報告中第八-十頁述及 cigarette smoke

對大白鼠肺組織 8-NO2-G 的定性定量分析，這樣的調整更能切合環

保署委託之需。除 cigarette smoke 外，是否可擴大至其它廢氣之 NOx

研究?

二、請詳細描述研究方法，如: 試劑配製、暴露設備，提供相關單位參考

應用。

三、文獻探討中，宜對 NOx 研究劑量及作用機轉等更詳盡彙整。

四、研究時請考量 NOx 作用劑量相對於空氣中 NOx 濃度之換算，並注意

所用濃度之適切性。

五、請加強圖示。

] 意見回覆

一、本研究以 cigarette smoke 之 NOx 為主，可依建議擴大研究其它廢氣

體之 NOx，如機車燃料廢氣中之 NOx，但目前因暴露空間之設備及

計劃時程之限制，可在延續之計劃中進行。

二、已加入描述詳細之研究方法，於 第七至十頁。暴露設備則描述於第

八頁及圖二。

三、文獻探討對 NOx 之作用機轉，已加入文獻 27-36，相關於 NOx 研究

劑量之參考文獻加入文獻 10-13，及第五頁最後一段。

四、每天暴露 5 至 15 支 cigarette 所產生之 NOx 之動物實驗在抽煙者來

講應是合理，其暴露香煙霧中之 NOx 之濃度也經分析，最高濃度為

6-25 ppm，所用之濃度應為適切。

五、圖示已加強，如圖十至圖十六，均加箭頭指示及圖一至圖十七均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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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說明。

] 期末評審意見

一、本計畫能針對 cigarette smoke 對大白鼠肺組織產生 8-NO2-G 做定性

定量分析，並能具體的提出 cigarette smoke 對人類肺組織的基因表

現的實驗結果，但能否對組織切片的結果多做分析並加以定量?

二、環保署計劃成果，報告內容宜再詳細、完整。如: 目錄、文獻、研究

方法。

三、本研究欲探討 NOx 致肺病變相關性，除以香煙外，必須考量廢氣來

源做為空氣污染整治之具體因子。廢氣收集可參考環保署公告檢驗

方法，或結合相關研究領域人才，可使本研究成果更為豐碩。

] 意見回覆

一、對組織切片的結果已修改並做更詳細的分析 (見 P.12-14)，至於定量

部份，由於 Immunohistochemistry 方法顯現之 brown staining 與

control 組已有顯著之差異，若要定量的話，可以改用 Western blotting

分析。 (我們正在進行中)

二、已根據建議，在成果報告內容上添加目錄 (P.2)，及在文獻 (P.5-6)、

研究方法(P.8-11)等內容更加詳細敘述。

三、本研究初步探討煙霧中 NOx 致肺病變之相關性及其機轉之探討，進

一步將擴大廢氣來源之收集及探討，使本成果之應用價值提高，進

一步的研究將與台大毒理所郭明良教授共同合作收集汽車引擎廢

氣，進行 NOx 致肺病變之機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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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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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end to Figures:

Fig.1  A typical three-dimensional chromatogram obtained by HPLC 

with UV/Visible scanning analysis the products formed by the 

reaction of guanine with peroxynitrite in vitro.

Fig.2   Cigarettes exposing system.

Fig.3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Ox concentration in the exposed 

chamber and number of the cigarettes.

Fig.4   Effect of cigarettes smoking on the concentration of serum NOx 

in rats.

Error bars are SD, n=6.

Fig.5   A chromatogram obtained by HPLC with ECD scanning 

analysis 8-NO2-G and 8-OH-dG from the rats of control (B); 

exposed to 5 cigarettes (C); exposed to 10 cigarettes (D); 

exposed to 15 cigarettes (E); and the standard (A) of 8-NO2-G 

and 8-OH-dG.

Fig.6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roduction of 8-OH-dG and 

rats-exposed various numbers of cigarettes. Error bars are SD, 

n=6.

Fig.7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roduction of 8-NO2-G and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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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sed various numbers of cigarettes. Error bars are SD, n=6.

Fig.8 Histo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 of gas-phase on the 

lung tissue in cigarette exposed rats. (A) Control group; (B), (C) 

and (D) are exposed to 5, 10 and 15 cigarettes, respectively. The 

terminal bronchiole was predominantly infiltrated by 

lymphocytes in the peribronchiolar region and mild to moderate 

degree of emphysema is noted in the alveolar space. H & E, x 

100.

Fig.9   Peroxidation 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 of cigarette smoking on 

the rat lung tissues. Control rat (A) lung tissues is no MDA of 

HNE present; exposed to 5 cigarettes, the terminal bronchiole 

showed mildly formed MDA of HNE (red color), (B); exposed to 

10 (C) or 15 (D) cigarettes, the terminal bronchiole showed 

moderately and markedly formed MDA or HNE , respectively. 

(x100) 

Fig.10 Immunocytochemical 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 of gas-phase on 

the phosphotyrosine expression in cigarette exposed rats. Lung 

sections obtained from the animals of control (A); exposed to 5 

(B), 10 (C), and 15 (D) cigarettes, respectively. Arrows indicate 

staining regions, x 100.

Fig.11 Immunocytochemical 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 of gas-phase on 

the MEK-1 expression in cigarette exposed rats. Lung sections 

obtained from the animals of control (A); exposed to 5 (B), 10 

(C), and 15 (D) cigarettes, respectively. Arrows indicate staining 

regions, x 100.

Fig.12 Immunocytochemical 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 of gas-phas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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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RK-2 expression in cigarette exposed rats. Lung sections 

obtained from the animals of control (A); exposed to 5 (B), 10 

(C), and 15 (D) cigarettes, respectively. Arrows indicate staining 

regions, x 100.

Fig.13 Immunocytochemical 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 of gas-phase on 

the ERK-1 expression in cigarette exposed rats. Lung sections 

obtained from the animals of control (A); exposed to 5 (B), 10 

(C), and 15 (D) cigarettes, respectively. Arrows indicate staining 

regions, x 100.

Fig.14 Immunocytochemical 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 of gas-phase on 

the c-Fos expression in cigarette exposed rats. Lung sections 

obtained from the animals of control (A); exposed to 5 (B), 10 

(C), and 15 (D) cigarettes, respectively. Arrows indicate staining 

regions, x 100.

Fig.15 Immunocytochemical 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 of gas-phase on 

the c-Jun expression in cigarette exposed rats. Lung sections 

obtained from the animals of control (A); exposed to 5 (B), 10 

(C), and 15 (D) cigarettes, respectively. Arrows indicate staining 

regions, x 100.

Fig.16 Immunocytochemical 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 of gas-phase on 

the c-Myc expression in cigarette exposed rats. Lung sections 

obtained from the animals of control (A); exposed to 5 (B), 10 

(C), and 15 (D) cigarettes, respectively. Arrows indicate staining 

regions, x 100.

Fig.17 Schemes summarizing the possible mechanisms in cigarette 

smoke-generating NOx-mediated DNA damage and l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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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cino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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