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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NF-κB 是一轉錄因子，具有調控發炎反應、免疫反應和細胞增生的功

能。NF-κB 是由 p50 和 p65 形成的 heterodimer，當受到細胞激素刺激時，細

胞質內的 NF-κB 藉由 IκBα 的降解而進入細胞核內，接著被 p300/CBP 酵素

乙醯化進而促使NF-κB表現量上升[1]。已知NF-κB的持續活化會導致被EBV
感染的淋巴 B 細胞的轉型。在本篇研究中，作者探討一種綠茶萃取物

Epigallocatechin-3-Gallate (EGCG)，具有抑制組織蛋白乙醯化的功能。利用

Western blot 發現 EGCG 能夠降低 p300 對 p65 的乙醯化，提升細胞質中 IκBα
的表現量，同時也抑制 NF-κB 的活化。接著以 ChIP assay 證明在有 EGCG
的情況下，可以吸引 HDAC3 與 p300 競爭結合到 interleukin-6(IL-6)的啟動

子，使 NF-κB 加強去乙醯化的活性藉此調控發炎傳遞反應。最後利用細胞

激素抗體實驗分析，結果發現 EBV 感染的淋巴 B 細胞的細胞激素圖譜確實

有下降表現，同時顯微鏡下也觀察到 EGCG 能抑制 B 細胞的增生。因此推

論 EGCG 是一能當作研究細胞內乙醯化功能和治療發炎相關疾病的藥物。 
前言 

＊ 本研究之重要性 
NF-κB 的活化是導致淋巴 B 細胞被 EBV 感染而轉型的主要原因。作者

探討 EGCG 是否藉由抑制 p65 的過度乙醯化，間接阻斷 NF-κB 的轉錄

活化功能來當作一種化學預防性藥物對治療發炎相關的疾病。 
＊ 前人作過的研究 

EGCG 對敗血症，多發性硬化症，血管平滑肌細胞，癌細胞等具有抑制



 

 

NF-κB 的轉錄活化，或間接調控上皮細胞 IκB kinase 的活性[2]，或抑制

香煙萃取液對人支氣管上皮細胞內 p65 的磷酸化[3]。 
＊ 作者為何要作本研究 

雖然已知 EGCG 能藉由抑制 NF-κB 的轉錄活化來調控細胞內的發炎反

應，但其作用的機制還是未知。 
＊ 本研究欲完成之項目 

先探討EGCG是否具有抑制HAT功能，藉由與HAT酵素作用去調控 p65
低度乙醯化而導致 NF-κB 功能失調 。接著推論出 EGCG 能當作化學預

防性藥物來阻斷 EBV 誘發淋巴 B 細胞的轉型。 
材料與方法 

＊ 細胞株： 
HEK293 是人類胚胎腎臟細胞株培養於 DMEM 培養液中。 
THP-1 是人類單核球白血病細胞株培養於含有 10%胎牛血清，1%抗生

素和 antimycotics 的 RPMI1640 培養液中。 
＊ 動物實驗： 

分離近交系小鼠腹腔的巨噬細胞，以 PBS 清洗，再補足含有 L-glutamine, 
抗生素和 10%FBS 的 DMEM 的培養液，並培養 48hr 後加 EGCG 處理，

放置 2hr 再加腫瘤壞死因子 α (TNFα)，分析細胞。 
＊ 組織蛋白乙醯化(HAT)和去乙醯化(HDAC)活性檢測 ： 

萃取 Hela 細胞核萃取物，利用 HAT activity 和 HDAC activity detection 
kit 進行分析。 
SIRT1 去乙醯化活性利用 SIRT1/Sir2 Deacetylase Flouromatric assay kit
偵測。 

＊ 染色質免疫沉澱分析(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analysis, ChIP)： 
利用 anti-p65 、 anti-Ac-p65 、 anti-Ac-H3 、 anti-Ac-H4 、 anti-p300 、

anti-HDAC、anti-RNA polII 及控制組 IgG 抗體進行免疫沉澱，將沉澱的

到的 DNA 以引子 human interleukin (IL)-6、murine IL-6 或 P1 進行 reverse 
transcription-PCR。 

＊ 細胞增生試驗(proliferation assays)： 
將 含 有 EBV 的 狨 猴 細 胞 株 (B95-8) ， 以 30 ng/mL 
12-O-tetradecanoylphorbol-13-acetate (TPA) 誘導，收集上清液將病毒顆

粒分離。再轉染到周邊單核血球細胞(PBMC)培養 3hr 在含有 10%FCS
的 RPMI1640 培養液，於 3wks 後加藥處理，置放 1wk。以位相差顯微



 

 

鏡觀察。 
＊ 酵素結合免疫吸附分析(ELISA)： 

利用 human IL-6 TiterZyme Enzyme Immunometric assay kit 偵測人類

IL-6。 
＊ 細胞激素抗體分析(cytokine antibody array)： 

將 Human Cytokine Antibody Array 3.0 membranes 培養在含有 EBV 的淋

巴 B 細胞經 EGCG 處理和控制組的培養液裡，利用 LAS3000 分析所得

到的影像。 
結果與討論 

＊ EGCG 是具有專一性的 HAT inhibitor ： 
萃取 HeLa 細胞核萃取物當做組織蛋白乙醯化酶的來源，將有經 EGCG
處理和對照組利用HAT activity detection kit偵測證實了 EGCG具有抑制

HAT 的活性，並利用 ChIP assay 在 in vivo 也觀察到同樣的情形。EGCG
做為有效的抑制劑調節了重組的 HAT p300 和 CBP 酵素對細胞組織蛋白

過度的乙醯化，然而對細胞內的 HDAC 和 HMT 這兩種活性不造成影

響。 
＊ EGCG 低度誘導 p65 乙醯化造成 HAT 和 HDAC 活性的轉換並調節

NF-κB 啟動子的轉錄活性： 
利用 GST-pull down 分析發現，EGCG 可以抑制 Ac-p300 蛋白質的表現

量，但突變的 p300(ΔHAT)蛋白質不會有同樣的結果。 
利用 TNFα誘導 HEK293 細胞，Western blot 結果表現 EGCG 明顯降低

細胞內 p65 乙醯化的情形。相反的在 THP-1 細胞內，EGCG 提高了

HDAC3 蛋白質結合到 IL-6 啟動子上 NF-κB 的結合位，證實了 EGCG
藉由調控 p300 蛋白質間接調節 p65 的乙醯化去轉換 HAT 和 HDAC 的活

性。 
＊ EGCG 低度誘導 p65 乙醯化導致 NF-κB 的下降： 

利用 TNFα誘導 HEK293 細胞，以 NF-κ B 當探針，發現 EGCG 降低 NF-κ 
B 與 TSA 的結合，同時 anti-p65 也偵測到 p65 競爭結合到 NF-κ B 的結

合位上。由於 TNFα 誘導 p65 乙醯化後，Ac-p65 轉移到細胞核內調控

NF-κB 的轉錄活化，使分離的 Iκ Bα堆積在細胞質，Western blot 分析證

實了在有 LMB 的存在下，EGCG 抑制 p65 乙醯化並還原 p65 與 IκBα在

細胞質的結合，進而中斷 DNA 的結合。 
＊ EGCG 降低 TNFα誘導 NF-κB 引發發炎反應： 



 

 

增加 EGCG 劑量更明顯降低 NF-κB 啟動子的活化在有 TNFα 誘導的條

件下，進而利用 real-time PCR 分析 TNFα誘導的 IL-6, COX-2, NOS2 發

現 GAPDH 的 mRNA 的表現下降分別在 HEK283, THP-1,腹膜巨噬細

胞。同樣在動物實驗，EGCG 降低了 TNFα誘導 IL-6 的表現量。切實了

EGCG 具有抗發炎的功能。 
＊ EGCG 藉由降低 p65 的乙醯化抑制 EBV 導致淋巴 B 細胞的轉型： 

將 EGCG 處理含有 EBV 的伯基特淋巴癌細胞，Western blot 分析結果發

現 EGCG 能夠調降細胞內 p65 的乙醯化，導致 IκBα在細胞質的堆積，

前發炎細胞激素 IL-6, IL-12 的 RNA 表現量減少。利用 Human Cytokine 
Antibody Array 分析圖譜指出 EGCG 同時降低發炎細胞激素的表現。最

後在顯微鏡下觀察因EGCG處理而阻斷了Human PBMCs誘發含有EBV
的 B95.8 細胞株的增生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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