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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轉移性腎細胞癌 (metastatic renal cell carcinoma)為目前最普遍的一種腎臟癌

症，其轉移率相當高，且大部分會轉移到肺部組織，一旦發生轉移，致死率就大

幅升高。目前主流的治療方法為利用細胞激素 Interleukin 2 (IL-2)進行免疫療法，

但效果不佳。而血管新生抑制劑 Endostatin (ES)已知可抑制腫瘤微血管新生，進

而達到抑制腫瘤轉移的目的。最近也發現 ES 能夠促使活化的免疫細胞進入腫瘤

組織，本篇研究探討 ES 能否促進 IL-2 活化的免疫細胞進入癌細胞，以增進 IL-2
治療轉移性腎細胞癌的功效。結果顯示在小鼠肺部的轉移性腫瘤，腫瘤面積或是

微血管面積減少、肺部內免疫細胞數量提升以及小鼠存活率提升，證實 ES 能夠

促進 IL-2 的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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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研究之重要性 

    轉移性腎細胞癌 (metastatic renal cell carcinoma)為目前最普遍的一種腎

臟癌症，其轉移率在診斷初期即能達到 30-40%【1】，且約有 72-76%會轉移

到肺部【2】，一但發生轉移，致死率就大幅提升。傳統的癌症治療方法效果

並不好，因此致死率相當高。目前雖有利用 IL-2 的免疫療法，但效果不佳，

若能提升 IL-2 進入腫瘤細胞增進抑制移轉性腎細胞癌的轉移，可望對此癌

症開發新的療法。 
 前人做過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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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2 是目前治療轉移性腎細胞癌常用的方法，主要是透過刺激免疫細

胞活化來抑制腫瘤，但是效果不佳，治癒率小於 20%【3】。本篇作者先前

研究曾利用基因療法，將 Endostatin (ES)基因以反轉錄病毒送入小鼠纖維母

細胞，然後將此細胞植入帶有轉移性腎細胞癌的小鼠體內，發現腫瘤內的

微血管數量明顯地下降【4】。而其他研究也指出，ES 抑制血管內皮新生因

子後，能使癌細胞無法抑制內皮細胞附著因子作用，使得免疫細胞能藉由

這些因子進入腫瘤組織【5】。  
 作者為何要做本研究 

  作者先前研究顯示 ES 基因療法對抑制轉移性腎細胞癌的極具潛力，而

其它研究也指出，ES 可協助免疫細胞進入腫瘤，因此擬探討 ES 與 IL-2 同

時進行治療，對治療效果的影響。 
 本研究欲完成之項目 

    將能夠產生ES的細胞與 IL-2注射至帶有轉移性腎細胞癌的老鼠體內，

探討 ES 是否有助於提升 IL2 治療轉移性腎細胞癌的能力。 

 

材料與方法 
 細胞株 

NIH/3T3-LendSN-clone 3: 小鼠纖維母細胞，用來表現 Endostatin 
Renca: 小鼠腎細胞癌細胞 

 實驗動物 
BALB/c mice: 實驗用小鼠  

 將小鼠施以不同藥物並分組 

    將20隻小鼠分別接種5 x 105 Renca cell至尾部靜脈內，培養24小時後，

以 5 隻小鼠為 1 組，隨機分成 4 組施打不同藥物:  
組別 控制組 IL-2 組 ES 組 IL-2 + ES 組 
施打藥物 無 IL-2(1x105 

UI)  
ES-producing 
cells (3.6x106) 

IL-2 (1x105 UI) + 
ES-producing cells 
(3.6x106) 

    IL-2 施打的頻率為一週一天，一天兩次，共兩週。兩週後犧牲小鼠，取

肺部組織秤重，以甲醛保存。 
 肺部轉移腫瘤定量 

  藉由測量肺部組織重量來決定轉移腫瘤之重量。 
 流式細胞儀分析免疫細胞數量 
        將完整肺部組織切碎後，經由一些前置處理，收集成5x105顆的肺 
    部細胞混合液，經anti-CD4 PercP，anti-CD8 PE和anti-CD49 A三    
    種抗體浸潤後，以流式細胞儀分析。其中CD4+ T cell為輔助型T細胞，CD8+ T   

cell 為胞殺性 T 細胞，CD49b+ NK cell 則為自然殺手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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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染色法觀察肺部腫瘤形態 
  將肺部組織切片以 hematoxylin 與 eosin 染色，利用癌細胞的細胞核比

例比正常細胞大的特性，使癌細胞染色後的顏色較正常細胞來得深，以區分

癌細胞與正常細胞。 
 測量肺部腫瘤與微血管之面積 

  利用形態計量學，將染色後的肺部組織置於顯微鏡底下，隨機挑選 20
個區域後測量此區域腫瘤與微血管之面積，再回推整個肺部組織腫瘤與微血

管之面積。 
 小鼠存活率分析 

  以 10 隻老鼠為 1 組，依施打不同的藥物後分成 4 組，每天觀察小鼠，

至小鼠自然死亡，比較存活天數的差異。 
 

結果與討論 
 比較肺部轉移性腫瘤組織重量 

組別 正常小鼠 控制組 IL-2 組 ES 組 IL-2 + ES
組 

肺部重量 (g) 0.21 ± 0.02 1.32 ± 0.06 0.41 ± 0.04 0.53 ± 0.03 0.33 ± 0.03 
    由上表可知 IL-2 + ES 組的抑制腫瘤轉移的能力比 IL-2 組好。 
 

 肺部組織 H&E 染色法結果  
組別 控制組 IL-2 組 ES 組 IL-2 + ES

組 
腫瘤分佈 腫瘤幾乎完全

取代正常組織 
腫瘤變成

中等大小 
和 IL-2 組

類似 
腫瘤面積變

得相當小 
    由上表可知 IL-2 + ES 組的抑制腫瘤轉移的能力比 IL-2 組好。 
 

 比較肺部轉移性腫瘤面積 
組別 IL-2 組 ES 組 IL-2 + ES 組 
腫瘤面積 
(mm2) 

相 對 於 控 制

組，明顯降低 
明顯降低，但效果

沒 IL-2 組來得好 
明顯降低，較果較

IL-2 組來得更好 
    由上表可知 IL-2 + ES 組比 IL-2 組抑制腫瘤轉移的能力更好。 
 

 比較肺部轉移性腫瘤的微血管面積 
組別 IL-2 組 ES 組 IL-2 + ES 組 
肺部重量 (g) 相對於控制

組，非常顯

著地下降 

效果和 IL-2
組幾乎相同 

相對於控制組，非常

顯著地下降，但僅比

IL-2 組下降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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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表可知，IL-2 + ES組的抑制轉移性腫瘤微血管生長的能力比起 IL-2
組並無顯著地上升。 

 
 比較流式細胞儀結果 

組別 控制組 IL-2 組 ES 組 IL-2 + ES 組 
CD4+ T cell 佔
總細胞數比例 

少 和控制組相

比顯著上升 
和控制組相比顯

著上升，但效果

比 IL-2 組差一點 

和控制組相比顯著

上升，效果比 IL-2
組更好一點 

CD8+ T cell 佔
總細胞數比例 

少 和控制組相

比無上升 
和控制組相比無

上升 
和控制組相比，顯著

上升 
CD49b+ NK  
cell 所佔比例 

非常少 和控制組相

比顯著上升 
和控制組相比顯

著上升，效果比

IL-2 組更好 

和控制組相比顯著

上升，效果比 IL-2
組與 ES 組都來的好 

       由上表可知，IL-2 + ES 組在促進 CD4+ T cell 與 CD49b+ NK cell 的活化比

IL-2 組好。另外在 CD8+ T cell 的活化上，只有 IL-2 + ES 組能夠促使其活化，

IL-2 組與 ES 組若單獨使用，皆無法促使 CD8+ T cell 的活化，顯示 IL-2 + ES
組對於胞殺性免疫反應特別明顯。 

 
 比較小鼠存活率 

組別 控制組 IL-2 組 ES 組 IL-2 + ES
組 

壽命 (天) 30 ± 2.11 32 ± 2.16 32 ± 4.02 32 ± 2.20 
增加的存活率  7% 7% 27% 

       由上表可知，IL-2 + ES 組小鼠存活率明顯高於 IL-2 組及 ES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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