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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 imatinib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藥物發明之後，慢性骨隨性白血病 (chronic 
myelogenous leukemia, CML) 便可受到有效控制並且延長病患的生存時間。然而，由於

imatinib 抗藥性的產生，因此現階段亟需發展出一種針對 CML 的治療方法。Catechins
為綠茶中的多酚化合物，近來由於其潛在的抗癌特性而受到重視。Catechins 中含量最

多的 (–)-epigallocatechin-3-gallate (EGCG)，經研究顯示可在數株癌細胞中藉由活化 
caspase 而引起 apoptosis。本研究中作者指出，在 CML 細胞 (K562與C2F8) 中，相較

於 imatinib 引起的典型 apoptosis，EGCG 主要透過 caspase-independent 機制引起 
necrosis-like cell death。而這個 caspase-independent cell death 也影響了 apoptosis- 
inducing factor (AIF) 與 HtrA2/Omi (serine protease) 從粒線體釋放至細胞質。此外，

EGCG 促進 imatinib-induced cell death，導致 K562 細胞存活率下降，而單獨使用 
EGCG 也可降低 imatinib-resistant K562 細胞的存活率。因此未來在對抗 CML 上，使

用 catechins 可能為一有潛力的治療方式。 
 
Keywords：catechin, chronic myelogenous leukemia, EGCG, imatinib, necrosis 

 

前言 

    在CML患者細胞內，由於BCR/ABL蛋白之存在會導致細胞不受控制之生長與進行

anti-apoptotic機制。Imatinib為近來針對CML的首選藥物，因為它可結合至BCR/ ABL的
ATP結合區進而關閉其下游路徑，另外也會促進cytochrome c的釋放與caspase的活化並導

致apoptosis[1]。但BCR/ ABL在其ATP結合區內的點突變，卻使CML細胞對imatinib產生

抗藥性，而其他的藥物目前正在進行臨床試驗。為了根本解決抗藥性的問題，目前應發

展針對CML的新興藥物。 
    綠茶內含許多多酚化合物，其中EGCG因含量最多、具有抗氧化與抗癌活性、針對

癌細胞有選擇性的毒殺力[2]，因此受到最多重視。EGCG抑制癌細胞的活性，與cell cycle 



arrest[3]、透過粒線體或death receptor路徑而促進apoptosis[4]、telomerase的抑制[5]…等

有關。 
    從先前的研究結果中顯示，EGCG處理後的CML細胞並無apoptosis之型態，反而呈

現非典型的細胞死亡型態。作者希望可找出由EGCG所引起的細胞死亡模式，而EGCG
若是能引發non-apoptotic cell death，則可解決因BCR/ ABL所導致的anti-apoptosis情形。

在本研究中作者以EGCG處理後，評估細胞死亡之模式、caspase之活化、粒線體死亡路

徑與細胞死亡之型態。最後作者證明在CML細胞中，EGCG不會引起caspase活化且主要

是引起necrosis-like cell death。此外，在對imatinib有抗性的細胞中(K562/sti)，EGCG可

有效地引起細胞死亡，而這也表示EGCG可能有潛力發展成為對抗CML的藥物。 
 

材料與方法 

 細胞 
Chronic myelogenous leukemia cell lines，包括K562 cells、imatinib-resistant K562 cells 
(K562/sti)與C2F8 cells。細胞以含有10% fetal bovine serum的RPMI-1640培養(加入

penicillin與streptomycin)，並置於5% CO2 、37°C的環境下。 
 藥劑 

Z-VAD-FMK 與 imatinib 以 DMSO 溶解，並保持濃度在 0.1%以下以避免細胞毒性。

EGCG 與 DiOC6(3)以 ethanol 溶解，接著以 PBS 稀釋至適當濃度。Propidium iodide (PI)
以水溶解。 

 細胞存活率分析 (Cell viability assay) 
利用CellTitre-Glo Luminescent Cell Viability Assay來進行。將1 × 105個細胞與EGCG
單獨、imatinib單獨或是混合培養，48小時後以分光光度計測量。細胞存活率以佔控

制組樣本的比例表示之。  
 細胞死亡分析與粒線體穿膜電位 (Mitochondrial transmembrane potential, ΔΨm) 
以5 μg/mL PI與40 nM DiOC6(3) 和1 × 106個細胞，在37°C下15分鐘，以PBS潤洗3次，

接著以FACS Caliber的FL1 and FL3 channels來測量螢光。 
 Subcellular fractionation and western blotting 
細胞先以ice-cold isotonic buffer懸浮，以750 g 離心10分鐘，得到的沉澱物為未破裂的

細胞與細胞核。上清液接著以100’000 g 離心15分鐘。得到的沉澱物為粒線體部分，

溶解在isotonic buffer中保存。上清液接著以100’000 g 離心1小時，而可得到細胞質的

部分。蛋白質以15%之SDS-PAGE進行電泳分析，接著轉印至PVDF膜上。抗體結合後

以chemiluminescence kit與ECL film偵測。 
 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法 (Immunocytochemistry) 
在EGCG與imatinib處理之前後，細胞先以PBS潤洗。以4% paraformaldehyde固定後，

細胞再以0.1% triton-X in PBS穿透5分鐘。細胞接著以1% bovine serum albumin進行

block 30分鐘，室溫中加入一抗(rabbit anti-AIF、 rabbit anti-HtrA2/Omi、mouse anti- 
MTCO1)培養1小時。PBS潤洗2次後，細胞在室溫下與二抗(Alexa fluor 594 goat 
anti-mouse、Alexa fluor 488 goat anti-rabbit)培養1小時。玻片最後以雷射共軛焦顯微鏡



觀察。 
 細胞死亡的型態研究 
控制組與EGCG處理的細胞以PBS潤洗，在含2.5% glutaraldehyde的0.05 M phosphate 
buffered mixture (pH 7.4)中固定，接著再放進含1% osmium tetroxide的phosphate buffer
中固定。以酒精和水逐步使細胞脫水後，包埋進epoxy resin中。利用玻璃刀切成

semi-thin section，以toluidine blue染色以確認方位。最後以電子顯微鏡觀察。  
 

結果與討論 

 EGCG 可再 CML 細胞中引起細胞死亡 
為了證實EGCG對細胞生長的影響，作者將K562與C2F8兩種細胞處理EGCG ，48小
時後以細胞內ATP含量來估計細胞存活率。EGCG在200 μM時可降低K562存活率至

39%、100 μM時可降低C2F8存活率至28%，但對正常細胞並不造成影響。接著作者利

用流式細胞儀來分析細胞死亡模式，以DiOC6(3)與PI分別偵測粒線體膜與細胞膜的穿

透性。控制組的細胞為DiOC6(3)high/PI–，imatinib處理的細胞為DiOC6(3)low/PI–此為

apoptosis特徵，但 EGCG處理的細胞為DiOC6(3)low/PI+ ，顯示粒線體穿透性下降且細

胞膜失去完整性。因此EGCG與imatinib可引起不同的細胞死亡模式。 
 EGCG 引起的細胞死亡與 caspase 無相關 
作者利用西方點墨法來檢視在處理 EGCG 的細胞中是否可觀察到 caspase 的活化。在

imatinib 處理的細胞中，可見所有 caspase 的活化與 PARP 的切割，而在 EGCG 處理

的組別，只可見 caspase-9 與 caspase-8 的部分活化，但是最下游的 caspase-3 與 PARP
均無活化。作者也使用一種廣效 caspase 抑制劑 Z- VAD-FMK 來再次驗證。

Imatinib-induced apoptosis 隨著 Z- VAD-FMK 濃度的增加，可回復細胞的存活率。而

EGCG-induced 所引起的細胞死亡卻無法藉由加入 Z-VAD- FMK 來避免，顯示 EGCG
主要是引起 caspase-independent 之細胞死亡。 

 EGCG 並不改變 Bcl-2 與 IAP family proteins 之表現量 
由先前的結果指出，在加藥之後粒線體的功能可能受到影響，因此作者檢查影響粒線

體通透性的ㄧ些調控者，其中包括anti-與pro-apoptotic Bcl-2 preteins (Bcl-2與Bax)。處

理EGCG的組別並不會影響到上述蛋白的表現量，但處理imatinib的組別在24小時可觀

察到Bcl-2表現量下降。另外，XIAP與survivin在處理imatinib後24小時表現量下降 ，
但處理EGCG則是沒有改變。 

 Caspase-independent factors 是造成EGCG-induced cell death的部分原因 
作者以西方點墨法來檢驗粒線體內的蛋白在粒線體與細胞質的表現量差異。處理

EGCG 與 imatinib 後，在 12 小時可觀察到最多的 AIF 與 HtrA2/Omi 由粒線體釋放到

細胞質。Cytochrome c 的量，在 EGCG 處理的細胞中相較於 imatinib 處理的細胞中少

很多，而這些少量的 cytochrome c 依然無法引起下游 caspase-3 的活化。Endonuclease 
G 則是在兩種藥物處理下，皆無法於細胞質部分觀察到。 
以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法針對 AIF 與 HtrA2/Omi 來觀察，其結果與上述西方點墨法相

同。EGCG 處理後，AIF 呈現較為均佈的情況，另外也有部分的 AIF 位移到細胞核內。



染 HtrA2/Omi 與粒線體的結果可發現，未處理的細胞呈現明顯的 colocalization，而處

理 EGCG 與 imatinib 的細胞皆可見部分 HtrA2/Omi 釋放至細胞質中。 
 EGCG 主要引起 necrosis-like 細胞死亡之型態 
作者利用穿透式電子顯微鏡來觀察 ECGC 與 imatinib 處理後的細胞型態差異。控制組

的細胞具有波浪狀表面、完整的細胞核與粒線體。Imatinib 處理的細胞呈現典型的

apoptosis型態，包括平滑的細胞表面與核斷裂。ATP耗盡的細胞則是呈現典型 necrotsis
型態，包括細胞質空泡化、出現雲狀染色質與破裂的粒線體。以 200 μM 的 EGCG 處

理後的細胞除了沒有出現核斷裂，可觀察到明顯的細胞質細液泡化、核膜與粒線體膜

的破裂，與 necrosis 的型態很類似。在 EGCG 處理與 ATP 耗盡的細胞中，皆可觀察

到明顯的細胞質空泡化。相較於 imatinib 處理的細胞出現 apoptotic bodies，在 EGCG
處理的細胞中則是幾乎觀察不到。 

 EGCG 可促進 imatinib 所引起的細胞死亡 
共同使用低劑量的 imatinib (50-200nM)與 EGCG 可促進 K562 細胞的死亡。單獨使用

EGCG，在 imatinib-resistant 的 K562 細胞(K562/sti)中，隨著 EGCG 濃度的增加，細

胞死亡也隨之增加。由此結果可知在對抗 CML 細胞時，可共同使用 EGCG 與

imatinib，而 EGCG 也可能有效地運用在對抗 imatinib-resistant CML 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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