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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擬由 DNA 修補能力和參與nucleotid excision repair（NER） 基因表現量以及誘發 CYP1A1 基因表現有關

之 estrogen receptor 和 Ah receptor 路徑的交互作用，來探討不同個體為何對污染物之感受性會有何不同？首先以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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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32P-postlabeling分析 BPDE-DNA adduct 含量，以得知其移除 DNA adduct 的能力，結果發現肺癌患者淋巴球 DNA 

repair 能力雖然較非癌症患者低，但卻無統計上的差異。因此進一步以multiplex RT-PCR 分析參與NER 的ERCC1-，

ERCC3，ERCC5，ERCC6 和XPC 等5個基因的 mRNA 表現量和DNA adduct 含量作相關性統計分析，結果發現僅有

ERCC3 mRNA的表現量和DNA adduct 含量正相有關性 （r = 0.387， P = 0.029）。其他4種基因的表現均無統計上之

相關性。因此推測直接分析目標器官肺組織中NER 基因的表現與肺組織之DNA adduct 含量作相關性分析，可能較

分析非目標細胞－淋巴球的 DNA repair 能力為適當。由於過去結果已發現 CYP1A1 蛋白表現和肺癌患者之DNA 

adduct 含量呈正相關性。因此本計畫擬由estrogen receptor （ER） 基因表現，來探討是否會經由促進 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 而活化CYP1A1 基因的轉錄。首先以RT-PCR 方法分析 ER mRNA 的表現，結果發現不抽煙之肺

癌患者和非癌症患者之DNA 鍵結物之含量和CYP1A1 mRNA 的表現呈顯著之正相關性（r = 0.338， P = 0.003）。又

以RT-PCR 分析肺組織中ER mRNA 表現是否和 CYP1A1 mRNA 與DNA 鍵結物有關？結果顯示ER mRNA 有表現者的

DNA 鍵結物之含量顯著高於ER mRNA 不表現者。這結果暗示ER 基因表現，可能會交互調控，活化 CYP1A1 基因

轉錄活化之AhR 路徑。而促使代謝活化PAHs 的能力增高，形成較高之DNA 鍵結物。因此由本計畫的結果發現，

肺組織中ER mRNA 的表現與否對DNA adduct 的形成量的影響，較 DNA 的修補能力和NER基因的表現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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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文摘要 
 
本計畫擬由 DNA 修補能力和參與 nucleotid excision repair (NER) 基因表現量以

及誘發 CYP1A1 基因表現有關之 estrogen receptor 和 Ah receptor 路徑的交互

作用，來探討不同個體為何對污染物之感受性會有何不同？首先以八位肺癌患者

和兩位非癌症患者之淋巴球處理 benzo[a]pyrene (BaP) 活化代謝物-BPDE 一小

時，每隔兩小時收其 DNA，以 32P-postlabeling 分析 BPDE-DNA adduct 含量，

以得知其移除 DNA adduct 的能力，結果發現肺癌患者淋巴球 DNA repair 能力

雖然較非癌症患者低，但卻無統計上的差異。因此進一步以 multiplex RT-PCR 分
析參與 NER 的 ERCC1, ERCC3, ERCC5, ERCC6 和 XPC 等五個基因的 mRNA 
表現量和 DNA adduct 含量作相關性統計分析，結果發現僅有 ERCC3 mRNA 的

表現量和 DNA adduct 含量正相有關性 (r = 0.387, P = 0.029)。其他四種基因的表

現均無統計上之相關性。因此推測直接分析目標器官肺組織中 NER 基因的表現

與肺組織之 DNA adduct 含量作相關性分析，可能較分析非目標細胞-淋巴球的 
DNA repair 能力為適當。 
由於過去結果已發現 CYP1A1 蛋白表現和肺癌患者之 DNA adduct 含量呈正相

關性。因此本計畫擬由 estrogen receptor (ER) 基因表現，來探討是否會經由促進 
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 而活化 CYP1A1 基因的轉錄。首先以 RT-PCR 方法分

析 ER mRNA 的表現，結果發現不抽煙之肺癌患者和非癌症患者之 DNA 鍵結

物之含量和 CYP1A1 mRNA 的表現呈顯著之正相關性(r = 0.338, P = 0.003)。又

以RT-PCR 分析肺組織中ER mRNA 表現是否和 CYP1A1 mRNA 與DNA 鍵結

物有關？結果顯示 ER mRNA 有表現者的 DNA 鍵結物之含量顯著高於 ER 
mRNA 不表現者。這結果暗示 ER 基因表現，可能會交互調控，活化 CYP1A1 基
因轉錄活化之 AhR 路徑。而促使代謝活化 PAHs 的能力增高，形成較高之 DNA 
鍵結物。因此由本計畫的結果發現，肺組織中 ER mRNA 的表現與否對 DNA 



adduct 的形成量的影響，較 DNA 的修補能力和 NER 基因的表現為重要。 
 
Abstract: 
 
 In this study, DNA repair capacity and the gene expressions of nucleotide 
excision repair were first elucidated the association with DNA adduct levels in lung 
tissues from lung cancer and non-cancer patients. This result may be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susceptibility to DNA damage among individuals whether 
was associated with DNA repair. The DNA repair capacity was evaluated by the 
reduction kenetics of DNA adducts in blood lymphocyts after treatment with 1 uM 
BPDE for 1 hr. Our data showed that the DNA repair capacity of lung cancer patients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non-cancer subjects. Multiplex RT-PCR 
data indicated that nucleotide excision repair gene xpressions, ERCC1, ERCC3, 
ERCC5, ERCC6 and XPC mRNA were not associated with DNA adduct levels, 
except ERCC3 (r = 0.387, P = 0.029).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analysis of nucleotide 
excision repair gene expressions in target organ lung tissues to asses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NA repair and DNA adduct may be more suitable than the evaluation of 
DNA repair capacity in non-target blood lymphocytes. In addion, we hypothesize that 
estrogen receptor may be cross talk with Ah receptor to up-regulate CYP1A1 mRNA 
expression and then to increase DNA adduct levels. Thus, 53 non-smoking lung 
cancer and 20 non-cancer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to determine CYP1A1 and ER 
mRNA expressions in non-tumor and normal lung tissues by RT-PCR. The DNA 
adduct levels were evaluated by 32P-postlabeling assay. .Our data indicated that the 
DNA adduct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CYP1A1 mRNA expression 
levels. Moreover, lung cancer patients with ER mRNA expression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DNA adduct levels than those without ER mRNA expressions. This finding 
suggests that ER may be involved in the induction of CYP1A1 transactivation in 
non-tumor lung tissues from non-smoking lung cancer patients through the cross talk 
with Ah receptor pathway.  
 
貳、緣由及目的 
 
根據衛生署統計資料顯示，自民國七十一年以來，惡性腫瘤一直是國內十大死亡

原因之首位 (衛生署、生命統計, 1984-1992)。而 15% 至 20% 癌症死亡人數是

由肺癌所造成的。1955 年台灣地區男性與女性中，每十萬人口中分別有 2.67 人
和 1.25 人是因罹患肺癌而導致死亡，然而 1991 年台灣男女性肺癌死亡率已經

升高為每十萬人中有 25.42 人及 10.85 人 (衛生署、生命統計, 1984-1992)，在

這不到四十年的時間中，肺癌的死亡率已經增加了十倍之多，而這樣的增加速度



是所有惡性腫瘤中最為顯著的。在惡性腫瘤的死亡率中，女性以肺癌為第一大致

死原因，而男性為第二位，僅次於肝癌，而肝癌在每十萬人的死亡率僅較肺癌高

不到一人 (衛生署、生命統計,1993)，因此台灣地區肺癌致病原因之研究是當前

必須積極推動的研究主題之一。 
 引起肺癌發生的最重要環境因子是吸菸，在美國 85% 的肺癌死亡 (Gao, 
1987)。最近研究顯示男性吸菸人口由 1965 年的 50% 降至 1991 年的 30%，

而女性則由 35% 降至 25% 。在男性肺癌死亡率之增加則漸趨緩和，但女性卻

呈直線上升 (Thun et al., 1997)。本研究室過去比較台灣吸菸與不吸菸之肺癌患者 
DNA 鍵結物的含量，發現不吸菸之肺癌病患的 DNA 鍵結物平均含量並不會低

於吸菸患者，這結果顯示個體間參與 DNA adduct 形成之基因表現可能有所不

同，而導致肺組中 DNA adduct 的含量有相當大的差異。本計畫擬由 DNA 修
補能力和其基因表現以及誘發 CYP1A1 基因表現有關之 estrogen receptor 和 
Ah receptor 路徑的交互作用，來探討不同個體為何對污染物之感受性會有何不

同？ 
已知 DNA adduct 可作為個體暴露污染物之易感性生物指標。最近本研究室發現

肺癌患之 DNA adduct 較非癌症者之正常肺組織之 DNA adduct 高。並發現 
DNA adduct 含量高者罹患肺癌之危險性是低者的 25 倍 (Cheng et al., 2000)。因

此肺組織中 DNA adduct 含量不僅可了解暴露污染物之易感性生物指標，同時還

可作為肺癌之危險生物指標。由過去研究已知 DNA adduct 的形成可能和 (1) 
暴露較多之環境污染物，(2) 參與代謝活化和解毒之 CYP1A1 和 GSTM1 基因

的多形性和其基因的表現不平衡，(3) DNA 修補之能力較差有關。本計畫的研究

目的在了解個體對污染物之感受性和 DNA 修補基因的表現以及雌性素受體表

現，是否會影響代謝毒物之 CYP1A1 基因的表現，而促進 DNA adduct 的形

成？ 
 
參、結果與討論 
 
八位肺癌患者的腫瘤特性和抽煙習慣等基本資料列於 Table 1，以及三名非癌症

患者之淋巴球培養，以 benzo[a]pyrene 的代謝終產物 BPDE 處理一小時，然後

洗去，每隔一定時間收集處理過 BPDE 的淋巴球，萃取其 DNA，以 32P 
-postlabeling 分析其 DNA adduct 含量變化。結果發現肺癌患者淋巴球之 
BPDE-DNA adduct 之含量會隨著收集的時間延長而降低，這顯示我們由病患收

集來的淋巴球有移除 BPDE-DNA adduct 的修補能力。肺癌患者淋巴球之修補能

力有較非癌症者低，但在統計上並沒有差異 (Fig. 1)。若比較抽煙和不抽煙之肺

癌患者之 DNA 修補能力，發現兩者間並沒有差異 (Fig. 2)。由於在較敏感之 
32P-postlabeling assay 分析 BPDE-DNA adduct 沒有發現肺癌患者和非癌症患

者之 DNA 修補之差異，因此沒有以 comet assay 方法分析其 DNA 修補能力。

We et al. (1996) 用肺癌患者之血液淋巴球，以 host-cell reactivation assay 分析 



plasmid DNA 處理 75 μM BPDE 在 40 小時的 DNA repair capacity (DRC)。肺

癌患者之 DRC 的平均值為 3.3%，顯著低於正常人的平均值 5.1%。但其中有

將近 20% 的肺癌患者之 DRC 高於正常人之 DRC 平均值。另外，Li et al. (1996) 
發現肺癌患者之淋巴球處理 4 μM BPDE 五小時，所形成之 DNA adduct 含量

顯著高於正常人，尤其在 65 歲以下和不抽煙者最顯著。Wei et al. (1996) 同樣

以 BPDE 處理肺癌患者和正常人之淋巴球，亦發現肺癌患者對 BPDE 所引起

之染色體變異之敏感度較正常人為高。以上結果都顯示肺癌患者之非目標細胞-
淋巴球之 DNA 修補能力可能有降低的趨勢。而本計畫僅完成八位患者之淋巴

球培養和 DNA adduct 的分析。或許是分析的樣品較少而造成沒有差異的情況。

但本研究僅以 1 μM BPDE 處理淋巴球一小時，進行 time course 的實驗，所

使用之 BPDE 濃度和處理時間都遠低過去之研究 (Wei et al., 1996; Li et al., 
1996)。 因此實驗條件的不同，亦可能造成本實驗無法看到肺癌患者淋巴球的 
DNA 修補能力較正常人為低的結果。最近研究顯示除了肺癌外，頭頸部癌亦有

同樣 DNA 修補的能力降低的現象。但是在皮膚癌的研究上，卻發現僅有 40 歲
以下之皮膚癌患者的 DNA 修補能力較正常人為低。而高於 40 歲的患者之 DNA 
修補能力反而較正常人為高。可能是抽煙量較高所致。因此本研究無法看到肺癌

患者之 DNA 修補能力較非癌症者低，可能是肺癌患者之年齡和抽煙量均較非癌

症者高所致。 
為了瞭解肺組織中 DNA adduct 含量是否和肺組織中的 nucleotide excision repair 
基因的表現有關，本計畫進一步以 multiplex RT-PCR 分析 32 位肺癌患者之非腫

瘤肺組織中參與 nucleotide excision repair 相關的 ERCC1, ERCC3, ERCC5, 
ERCC6 和 XPC 等五個基因的 mRNA 表現量和 DNA adduct 含量作相關性統

計分析，病人之基本資料如 Table 2 所示，結果發現僅有 ERCC3 mRNA 的表現

量和 DNA adduct 含量正相有關性 (r = 0.387, P = 0.029)。其他四種基因的表現均

無統計上之相關性 (Fig. 3 和 4)。Cheng et al. (2000) 以 multiplex PCR 分析肺

癌患者和正常人的五個參與 nucleotide excision repair (NER) 的基因：ERCC1, 
ERCC3, ERCC5, ERCC6 和 XPC 等五個基因的 mRNA 表現量，結果發現肺癌

患者淋巴球的 ERCC5 和 ERCC6 的表現量顯著低於正常人。這結果似乎能用來

說明，為何肺癌患者之 DNA 修補能力較低的可能原因。以分析淋巴球中的 
DRE 基因表現和 DNA 修補能力，在流行病學上，探討何種人士屬於肺癌之危

險族群，是可行的研究路徑。但是用來解釋肺組織中的 DNA adduct 含量之相關

性，似乎較難獲得。因此本計畫直接分析肺癌患者之非腫瘤組織中 NRE 基因的

表現，以瞭解肺組織 DRE 基因的表現和 DNA adduct 含量之相關性。 
除了 DNA 修補能力之外，參與多環芳香烴代謝活化之 CYP1A1 基因的表現和 
benzo[a]pyrene 形成 DNA adduct 有密切的相關性。而最近研究發現雌性素受體 
(estrogen receptor α)基因可能透過活化 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 (AhR) 
pathway，而使 CYP1A1 被誘發表現。因此本計畫以 RT-PCR 方法分析肺癌患

者之非腫瘤組織中 ER mRNA 的表現與否和 DNA adduct 含量是否相關？同時



亦分析 CYP1A1 mRNA 的表現量是否和 DNA adduct 含量呈正相關？本研究

以 53 位不吸煙肺癌病患之非腫瘤肺組織及 20 位非癌症病患肺組織，基本資料列

於 Table 3 和 4。以半定量 RT-PCR 偵測 CYP1A1 mRNA 表現與 DNA 鍵結物的

關係。 以肺腺癌 CL-3 細胞株當一正控制組，GAPDH 為 internal control，用

Densitometer 定量 CYP1A1 mRNA 和 GAPDH 之密度，以兩者之比值作為

CYP1A1 mRNA 之含量( Fig. 7.)。為了瞭解 CYP1A1 mRNA 的表現是否會影響

DNA 鍵結物之含量，以 Pearson Correlation 統計 CYP1A1mRNA 表現與 DNA 鍵

結物的關係。結果發現 CYP1A1 mRNA 表現量愈高，則其 DNA 鍵結物含量有

愈高之趨勢 (r = 0.338)，兩者之間有顯著之線性正相關(Fig 5 , P = 0.003)。進一

步分析不吸煙的肺癌病患及非癌症病患之CYP1A1 mRNA的表現與DNA鍵結物

的含量亦有正相關 (Fig 5, r = 0.379 , P = 0.005；r = 0.497 , P = 0.026)。由以上結

果可知，無論抽煙或不抽煙之肺癌患者肺組織中 CYP1A1 基因的表現，在代謝

活化 PAHs 形成 DNA 鍵結物上扮演重要之角色。 
為了瞭解 ER mRNA 在肺組織的表現，是否會影響 CYP1A1 mRNA 的表現以及

造成 DNA 鍵結物含量增高？進一步以 RT-PCR 分析 53 位不吸煙肺癌病患之非

腫瘤肺組織及 20 位非癌症病患肺組織之 ER mRNA 的表現。本實驗以 MCF-7 乳

癌細胞株之 ER mRNA 表現為正控制組，以肺組織中(-actin mRNA 的表現為

internal control (Fig. 8 . )。結果發現包括肺癌和非癌症之 73 位病患中，有 35 位
患者有 ER mRNA 的表現，其表現率為 47.95%。約佔一半左右。比較 ER mRNA
和 DNA 鍵結物之相關性時發現，有 ER mRNA 表現者之 DNA 鍵結物含量顯著

較沒有表現者為高 (Fig. 6 ; ER+：47.03(32.63 adducts/108 nucleotides；ER-：
28.76(23.14, P = 0.011)。若僅分析 53 位不吸煙肺癌病患之 ER mRNA 的表現，其

表現率為 54.72% (29/53)，我們發現 ER mRNA 有表現者之 DNA 鍵結物含量較

不表現者高 (Fig. 6 ; ER+：53.02(32.46；ER-：35.64(26.05 , P = 0.046)。若分析

20 位非癌症病患中 ER mRNA 的表現率，則僅有 30% (6 /20)，似乎較肺癌患者

之表現率低。然而其雌性素受體表現與否和其 DNA 鍵結物之含量沒有相關性 
(Fig. 6 ; ER+：18.20(11.62；ER-：16.97(9.28 , P =0.934 )。這或許可用來解釋為何

非癌症病患的感受性較肺癌患者低，因而 DNA 鍵結物含量亦較低。但雌性素受

體基因的表現卻和 DNA 鍵結物之含量無關。可能是非癌症患者之檢體較少所

致。 
以上結果顯示肺組織中 ER mRNA 的表現可能會影響其 DNA 鍵結物之形成

量。擬進一步分析，是否是雌性素受體和 AhR 路徑有交互調控而影響 CYP1A1 
mRNA 的表現。因此分析 ER mRNA 與 CYP1A1 基因之表現是否相關？結果發

現在 73 位病患中，CYP1A1 mRNA 的表現量傾向於高表現者，ER mRNA 則大

部分會表現；反之， CYP1A1 mRNA 傾向低表現者，ER mRNA 則不表現(Table 
5 ; CYP1A1+/ER+：61.11% , 22/ 73；CYP1A1-/ER-：64.86% , 24 / 73)。若僅分析

53 位不吸煙肺癌病患，其間也有相同的相關性 (Table 5  ; CYP1A1+/ER+：
68.97% , 20 / 53；CYP1A1-/ER-：62.50% , 15 / 53)；然而在非癌症病患中，則兩



者間沒有差異 (CYP1A1+/ER+：28.57% , 2 / 20；CYP1A1-/ER-：69.23% , 9 / 
20)(Table 5. )。綜合以上結果得知，不吸煙的肺癌病患 ER mRNA 存在者，CYP1A1
基因被誘發表現量較多，其 DNA 鍵結物的含量亦較高。然而在非癌症病患中，

ER mRNA 的存在與否，和 DNA 鍵結物含量及 CYP1A1 的表現並無任何關聯。 
Causo (1999)等人研究結果發現，當 ER 及 AhR 同時存在時，Hsp90 主要分佈於

細胞質中；而當沒有 ER 存在時，Hsp90 則會平均的分佈於細胞質及細胞核中，

因此推測 ER 的存在會活化 AhR 表現的原因，可能是 ER 與 AhR 同時競爭與

Hsp90 結合，使得 AhR 與 Hsp90 結合之機會減少，而被活化進入核內與 Arnt
結合成複合體，促進 CYP1A1 基因的轉錄作用。Klinge (2000)等人的報告指出

COUP-TF 不僅會抑制 ER 的作用，也會抑制 AhR 的作用。由此可知 COUP-TF
在 ER 與 AhR 訊息傳遞路徑交互作用上，可能扮演一重要的調控者角色。由以

上研究結果可知，在乳癌細胞中 ER 的存在，似乎會促進 CYP1A1 基因的表現。

而在不吸煙的肺癌病患中發現，當有 ER 存在時，CYP1A1 基因的表現量會較高，

且 DNA 鍵結物的含量也較高。為了探討 ER 在肺癌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否與乳癌

中類似，因此將 ER 轉染至 A549 肺細胞株中，結果發現 ER 的存在會增強

benzo[a]pyrene 所形成之 DNA 鍵結物(Fig. 9. )。至於是否會如乳癌細胞，透過

AhR 與 ER 訊息傳遞路徑交互作用，而促進 CYP1A1 基因的轉錄，則正在進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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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空污防治之重要成效 
 
一、 肺癌是台灣地區民眾癌症死亡之首要原因。大多認為抽煙是引起肺癌的主

要原因，但是在台灣地區有一半以上之肺癌患者，無法以抽煙來解釋其罹患肺癌

的病因。因此本研究室由八十六年度即開始參與環保署之空污計畫，致力於探討

空氣污染是否是造成台灣地區民眾罹患肺癌的原因，尤其是不抽煙的民眾。肺組

織中 DNA adduct 含量可作為暴露環境污染物的生物指標。本研究室最近又發現

DNA adduct 可作為肺癌罹患之危險因子。本研究室在執行另一計畫中發現，台

東不抽煙的肺癌患者肺組織之 DNA adduct 含量，顯著低於高雄和台中之肺癌患

者。這結果似乎能反映台東的空氣品質和肺癌死亡率，為何較高雄和台中低的可

能原因。 
二、 本計畫主要提出肺組織中雌性素受體 (ER) 之表現與否，可能會影響 DNA 
adduct 的形成，當不表現時，其肺組織中的 CYP1A1 mRNA 表現量顯著較 ER 表
現者低，因而肺組織中的 DNA adduct 含量，顯著低於 ER 表現之肺癌患者。因

此肺組織中雌性素受體基因會與調控 CYP1A1 轉錄之 AhR 路徑交互影響，而

促進 DNA adduct 的形成。因此由 ER 的表現可推測易感性族群，以減少環境暴

露對健康之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