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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腫瘤的微環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中，腫瘤與其週遭細胞之間的交互作用已

證實能促進腫瘤細胞的生長與轉移（metastasis），其中，腫瘤相關巨噬細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 TAM）更是在此過程中的主力推手；然而，兩者交互作用之下的分子機制仍不清楚。

因此，本研究將老鼠乳癌細胞 4T1 與 TAM 共同培養（co-culture）後，觀察到 TAM 細胞內轉錄

因子 Fra-1 的表現明顯提升，同時也活化 IL-6/JAK/STAT3 訊息傳導路徑，使得 TAM 釋放大量的

基質金屬蛋白酶-9（matrix metalloproteinase-9, MMP-9）、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及轉化生長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beta, TGF-）等促癌轉移因

子（pro-metastatic factor）及促癌血管新生因子（pro-angiogenic factor），促進乳癌細胞的生長、

轉移與血管新生（angiogenesis）。另外，為了印證轉錄因子 Fra-1 的確在調控腫瘤生長與轉移過

程中具有顯著的影響力，接著以小干擾 RNA（small interfering RNA, siRNA）的方式降低 TAM

細胞內 Fra-1 的表現量，結果皆顯示乳癌細胞無法順利地進行生長、轉移以及血管新生。更值得

注意的是，本研究成功地建構出一條在腫瘤微環境中調控腫瘤轉移的訊息傳導路徑，也意味著未

來將可以腫瘤的週遭細胞作為治療標的，實質地為抗癌療法的發展路途再開啟另一道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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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惡性腫瘤（癌症）自從 1982 年起至今已成為世界十大死因之首

位。儘管科學界不斷地發展與改善許多對於癌症的診斷方法甚至是各式療法，但大多數的患者仍

因為癌細胞強勢的侵犯與轉移能力進而導致患者的死亡。當中，更有科學家（Rudolf Virchow）

發現癌細胞所具備的這些能力並非只是其自身所致，其也會影響週遭環境的細胞群[1]，分泌許

多細胞激素（cytokine）、化學激素（chemokine）或生長因子來誘導它們向癌細胞聚集[2]，並教

育它們表達出有利腫瘤生長、轉移的表現形態（phenotype），進而創造出一個適合腫瘤生長的微

環境[3]。其中，巨噬細胞經常被腫瘤細胞教育成為腫瘤相關巨噬細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 TAM），藉由旁分泌（paracrine）的形式來表現出促進腫瘤生長、侵犯（invasion）

與轉移的能力[4]，同時也可助於腫瘤的血管新生[5]。在臨床上，經常能在癌轉移程度高的患者

中發現大量 TAM 聚集，而患者的預後情形（prognosis）也較差，皆說明了其在腫瘤生長與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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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具有顯著的影響力。 

 

    在分子層次上，過去有研究指出腫瘤細胞可大量表現轉錄因子 Fos 相關抗原-1（Fos-related 

antigen-1, Fra-1），進而與 c-Jun 結合成轉錄因子活化蛋白-1（activator protein-1, AP-1），促進腫瘤

細胞的增生、轉移與血管新生[6]。另外，在巨噬細胞也被報導過其可分泌大量的介白素

（interleukin-6, IL-6），進而啟動下游的 JAK/Stat3 訊息傳導路徑來抑制細胞凋亡（apoptosis）[7]。

由於目前所了解的訊息傳導與功能大多僅侷限於單一種細胞內；然而，面對腫瘤細胞與 TAM 兩

者交互作用之下的分子機制時，卻尚未清楚。其中，又以一開始轉錄因子的調控尤為重要。因此，

本研究以老鼠乳癌細胞 4T1 與 TAM 進行共同培養後，試著探討轉錄因子 Fra-1 在腫瘤微環境上

的調控機制。 

材料與方法 

 細胞株與動物 

(1) 老鼠乳癌細胞 4T1 

(2) 老鼠巨噬細胞 RAW 264.7、正常脾臟周邊巨噬細胞、乳癌組織周邊巨噬細胞 

(3) Balb/c 老鼠：雌性，六至八週大，作為腫瘤細胞與巨噬細胞共同培養之活載體 

 

 核酸與蛋白質含量分析 

(1) 核酸－反轉錄-PCR（Reverse transcription-PCR） 

將乳癌細胞或巨噬細胞以 Rneasy mini Kit 萃取出細胞的 total RNA，再取 1 g RNA 反轉

錄成 cDNA，即可以適當 primer 進行 PCR，以測定細胞內特定基因的表現量。 

(2) 蛋白質－西方墨點法（Western blots） 

將乳癌細胞或巨噬細胞以細胞溶解液萃取出細胞的 total protein，再以一抗 polyclonal rabbit 

anti-murine Fra-1、c-Jun、IL-6、Stat3 或 pStat3 Abs 與細胞內特定蛋白進行專一性結合，

再與二抗帶有 HRP 耦合的 goat anti-rabbit IgG Ab 結合，以測定其表現量。 

 

 流式細胞儀分析（Flow cytometry analyses） 

8 × 10
5
/mL 乳癌細胞及 2 × 10

5
/mL 巨噬細胞共同培養一定時間後，以 anti-F4/80 Ab conjugated 

with antigen presenting cell 及 anti-CD45 Ab conjugated with pacific blue 染色的方式將乳癌細胞

及巨噬細胞分開，再分別以 anti- Fra-1、IL-6、Stat3、MMP-9、VEGF 或 TGF- Abs conjugated 

with FITC 進行染色，以測定細胞內特定分子的表現量。 

 

 轉移盤移行分析（Transwell migration assay） 

將 3 × 10
5 個乳癌細胞種入 8.0 m 孔徑的轉移盤中，接著置放在含有 8 × 10

5 個巨噬細胞的 6

孔盤上，共同培養 4 小時後，用 1% paraformaldehyde 固定住移行到轉移盤下方的乳癌細胞，

並以 1% crystal violet 進行染色，接著計算移行的細胞數目。 

 

 細胞侵入分析（Cell invasion assay） 

將 3 × 10
5 個乳癌細胞種入覆上層黏連蛋白（laminin）的轉移盤（8.0 m 孔徑）中，接著置放

在含有 8 × 10
5 個巨噬細胞的 24 孔盤上共同培養，之後用 Cell Stain Solution 將侵入到轉移盤

下方的乳癌細胞進行染色，再以 Extraction Solution 溶解染劑，並測定 OD560 nm 作為侵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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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依據。 

 

 細胞與組織染色 

(1) 免疫組織螢光染色（Immunohistochemical fluorescence staining） 

將固定好的乳癌組織以一抗 monoclonal rat anti-mouse F4/80 Ab 與組織中特定分子進行專

一結合，再與二抗帶有 Alexa 568 耦合的 goat anti-rat IgG Ab 結合進行染色；另外也以一

抗 monoclonal rat anti-mouse Fra-1、Stat3 或 p-Stat3 Abs 與組織中特定分子進行專一結合，

再與二抗帶有 Alexa 488 耦合的 goat anti-rat IgG Ab 結合進行染色，以觀察其表現情形。 

(2) 免疫組織染色（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將固定好的乳癌組織以一抗 monoclonal rabbit anti-murine MMP-9、VEGF,、TGF-或 CD31 

Abs 與組織中特定分子進行專一性結合，再與二抗帶有 HRP 耦合的 goat anti-mouse Ab 結

合進行染色，以觀察其表現情形。 

(3) 蘇木紫-伊紅染色（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將固定好的乳癌組織先以蘇木紫染劑染 15 分鐘，其嗜鹼性的特性能使之結合在細胞核上

而呈藍色。稍微以 PBS 清洗兩次後，再用伊紅染劑染 10 分鐘，其嗜酸性的特性能使之結

合在細胞質上而呈粉紅色，即可藉由顏色的區別來觀察細胞分布情形。 

(4) 梅生三色染色/膠質纖維染色（Masson’s trichrome staining） 

將固定好的乳癌組織先以猩紅質（Biebrich scarlet）染劑染 5 分鐘，其嗜酸性的特性能使

之結合在細胞質或肌肉組織上而呈粉紅色。稍微以 PBS 清洗兩次後，再用磷鎢酸/磷鉬酸

（phosphotungstic/phosphomolybdic acid）染劑染 10 分鐘，使之結合在通透性較低的細胞

核上而呈深藍色，接著浸泡在苯胺藍（aniline blue）染劑染 5 分鐘，使之結合在富含膠原

（collagen）的構造，如血管上而呈藍色，即可藉由顏色的區別來觀察血管的生長情形。 

 

結果與討論 

 TAM 可大量地表現轉錄因子 Fra-1、c-Jun 以及訊息傳導分子 IL-6、Stat3 

位在乳癌組織周邊的巨噬細胞，其細胞內的轉錄因子 Fra-1 在核酸及蛋白質層次皆大量表現，

同時，在細胞染色中也可觀察到相同的現象。此外，與 Fra-1 結合成 AP-1 的另一分子 c-Jun

也有表現上升之趨勢。另一方面，訊息傳導分子 IL-6 及其下游的 Stat3、p-Stat3 也可在乳癌組

織周邊的巨噬細胞偵測到高表現量；然而，這些分子的表現在正常脾臟周邊的巨噬細胞卻都

無法觀察得到。 

 

 乳癌細胞與 TAM 的共同培養可促進 TAM 細胞內 Fra-1、IL-6、Stat3 及下游促癌轉移/血管新

生因子 MMP-9、VEGF、TGF-的表現 

將乳癌細胞與 TAM 進行共同培養後，以流式細胞儀分析發現，TAM 細胞內 Fra-1 的表現在

72 小時後大幅提升，而在 IL-6 及 Stat3 也有相同的趨勢。另一方面，也進一步分析共同培養

後，對 IL-6/JAK/Stat3 訊息傳導路徑下游的促癌轉移/血管新生因子 MMP-9、VEGF、TGF-

之影響，而結果顯示在共同培養 96 小時後，三者在 TAM 細胞內皆出現了高度表現的狀態。



 以 Fra-1 siRNA 處理的巨噬細胞將導致細胞內 Fra-1、IL-6、Stat3 以及下游 MMP-9、VEGF、

TGF-表現的下降，並且抑制乳癌細胞的移行與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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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確保轉錄因子 Fra-1 對調控腫瘤生長與轉移過程的重要，因此將巨噬細胞以 siRNA 的方

式降低 Fra-1 的表現量，結果發現不管是在核酸還是蛋白質層次，Fra-1、IL-6、Stat3 的表現

皆被抑制，在共同培養之下也呈現相同的結果。另一方面，也觀察到下游的 MMP-9、VEGF、

TGF-因子表現皆受到抑制，並且更進一步發現，以 Fra-1 siRNA 處理的巨噬細胞將無法促進

乳癌細胞的移行與侵入。

 

 乳癌細胞與巨噬細胞在 Balb/c 老鼠體內的共同培養可促進 TAM 細胞內 Fra-1、Stat3 及下游

促癌轉移/血管新生因子 MMP-9、VEGF、TGF-的表現 

為了驗證 Fra-1 及 IL-6/JAK/Stat3 訊息傳導路徑同樣在活體內有促進腫瘤生長與血管新生的能

力，因此又以 Balb/c 老鼠進行活體試驗。首先將老鼠體內的巨噬細胞以 clodronate liposome

去除後，進行乳癌細胞與 TAM 的共同植入與培養。以免疫組織螢光染色的結果發現，在活體

內的 Fra-1、Stat3 及 p-Stat3 皆有大量的表現。另一方面，也偵測到下游 MMP-9、VEGF、TGF-

因子的高表現量；然而，這些分子的表現在經過 Fra-1 siRNA 處理之下卻變得無法觀察得到。 

 

 乳癌細胞與巨噬細胞在 Balb/c 老鼠體內的共同培養可促進腫瘤的生長、轉移及血管新生 

在活體內共同培養之下的結果顯示，TAM 會釋放大量的促癌轉移或是血管新生因子，不僅促

進腫瘤的生成，同時也加快腫瘤生長的速度以及轉移到肺臟的能力；然而，以 Fra-1 siRNA 處

理之後，腫瘤的生成機率降低了 75%且生長的速度也有減緩的趨勢，另外，肺轉移的情形也

有所改善。在血管新生方面，以免疫組織染色的方式觀察，發現血管內皮細胞的表面標記 CD31

在腫瘤組織周邊大量表現，另外，再以梅生三色染色觀察血管的生長情形，同樣發現有大量

的血管生成；然而，這些現象皆會被 Fra-1 siRNA 所抑制。因此，藉由腫瘤細胞與巨噬細胞的

共同培養模式，可以更深入了解腫瘤微環境中的分子調控機制，以提供科學界在抗癌療法發

展上的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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