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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台中女中的吳苡璇，平時喜好寫書法、彈鋼琴、平面設
計……，學科方面更喜歡做生物實驗，好學且追根究柢，往往廢寢忘
食；而國文方面，則對中國文學情有獨鍾，故多有涉獵。在學校，我
熱衷於參與班級事務、班際比賽，以身為班級的一份子為榮，喜歡大
家幸福、患難皆與共的感覺。未來我希望能走學術研究的路，揭開中
藥的神祕面紗。

作品名稱：

中文摘要
古籍上記載山藥益肺氣，養肺陰，且最近研究報告發現山藥含有珍貴的
dioscorin，其為山藥貯存養分的重要蛋白質，有抑制胰蛋白水解酶之活性。而塵
蟎糞便、屍體中的消化蛋白酶會破壞呼吸道上皮細胞緊密連接處引起過敏氣喘反
應。我對此甚感興趣，進而利用山藥的萃取蛋白 dioscorin、塵蟎粗萃取蛋白及呼
吸道上皮癌細胞 A549，藉細胞培養、免疫螢光染色、螢光顯微攝影來實驗山藥
是否真能保護上皮細胞緊密連接處。再利用膠體電泳、西方墨點法中抗體的高專
一性、二抗的高靈敏度來確知我之前的實驗。另外也用 ELISA 來實驗 dioscorin
或塵螨引起 A549 發炎的情況是如何。由實驗得知，dioscorin 可抑制及預防塵蟎
引起的過敏氣喘反應；而經由 ELISA 實驗發現，dioscorin 對於塵螨刺激 A549
分泌發炎物質 Eotaxin 並沒有助長或是降低的效果。

Abstract
It was believed that Chinese yam have benefits in treating asthma. Recently, it
was found that the valuable dioscorin can be isolated from Chinese yam. The major
function of dioscorin is nutrition-storage, however, it also have activities in inhibiting
trypsin-like protease. This inhibitory activities trigger my interests. Because the major
allergens, mites, and their stool may destroy the tight junctions of airway epithelium
cells through their trypsin-protease activities.
I therefore carry out an in vitro study to identify whether dioscorin can be used
in protecting epithelium from the attack of mites. My results showed that dioscorin
can protect the tight junctions of A549 cells from the attack of mite crude extract
protein.
I believed that dioscorin can be a good candidate in pharmacology application.
The genetic and proteomic information are my further focus.
On the other hand, we also investigated the possible activity of dioscorin in
inhibiting mites-induced inflammation through using A549 as a model and employing
ELISA. We found dioscorin neither inhibited nor enhanced the eotaxin being
secreted from A549 under the stimulation of m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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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自古以來皆然的廉價補品──山藥
1.古籍經典
古籍上說山藥味甘、平。具有健脾、補肺、固腎、益精之功效。山藥本屬食
物，既能充糧，又可入藥，山藥益肺氣，養肺陰，故可用於肺虛痰嗽久咳之症，
歷代醫家曾盛贊它為「理虛之要藥」。
2.營養觀點
從食品的方面來看，自古以來，山藥就是一種健康食物，它含有多種營養物
質，是人們喜愛的菜餚，山藥內含粘液質、澱粉酶、膽鹼、蛋白質、脂肪、維生
素、糖類和礦物質等多種成分，其中的澱粉每又稱消化酶，能分解蛋白質和碳水
化合物，故有滋補之效。山藥內還含有薯蕷皂苷等藥物成分，所以其藥用價值也
很高，被稱為「滋補藥」。以食品營養學的角度分析，每百公克山藥所含的大致
成分如下：水分 82.6 克、蛋白質 1.5 克、脂肪 0.0 克、碳水化合物 14.4 克、熱量
64 卡、粗纖維 0.9 克、灰分 0.6 克、鈣 14 毫克、磷 42 毫克、鐵 0.3 毫克、胡蘿
蔔素 0.02 毫克、硫胺素 0.08 毫克、核黃素 0.02 毫克、尼克酸 0.3 毫克、抗壞血
酸 4 毫克。
3.山藥貯存蛋白 dioscorin
最近有研究報告發現山藥含有珍貴的 dioscorin，dioscorin 是山藥貯存其養分
的重要蛋白質，dioscorin 除了貯存養分的功能外，還兼具抑制胰蛋白水解酶
(trypsin inhibitor)之活性。(J. Agri. Food Chem., 1999, 47: 2168-2172)
4.山藥小檔案
名稱：山藥
學名：Dioscorea spp.
英名：Chinese yam
科名：薯蕷科 Dioscoreaceae
屬名：薯蕷屬 Dioscorea
別名：淮山、懷山藥、黃藥子、山慈姑、山芋、藷蕷、獨黃。
植物特性：草本蔓藤 多年生蔓性草本。地下部有球形或圓筒形的塊莖，塊莖表
皮黑褐色，密生鬚根。莖圓柱形，莖右旋，光滑無毛。
葉：單葉互生，中部以上葉對生，心形或卵狀心形，先端銳尖，全緣，主脈 7
-11 條。單葉葉腋間常生有珠芽。
花：雌雄異株，夏天開乳白色小花，雄花序腋出，雄蕊六枚，雌花序下垂，
有短的花柱和綠色的下位子房。夏季花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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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實：蒴果具三枚翅膀，內有圓翼形狀的種子。
原產地：中國大陸黃河流域。
主要分佈：在熱帶，以中美洲最多，次為亞熱帶和非洲。
繁殖方式：可用零餘子或種薯催芽後種植。

（二）引發過敏反應之最大兇手──塵蟎
一般過敏的來源可有吸入性的，如：家塵、塵蟎、貓、狗皮屑、黴菌、花粉、
煙塵、蟑螂等，也有食物性的，如：蝦、蟹、蚌殼海鮮或蛋白、牛奶等，其中又
以「塵蟎」是為最重要的過敏源(約佔誘發小兒過敏的 90%以上)。
塵蟎是一種很小（約 0.17-0.5 毫米）的八腳節肢動物，常存在家裡塵埃中，
故常稱為塵蟎，潮溼的環境最容易生長繁殖。在台灣的氣喘病人，塵蟎是最常見
的過敏原，目前常見到的三種塵蟎──Der p（歐洲室塵蟎）
，Der f (美洲室塵蟎)，
以及熱帶舞爪蟎，牠們的排泄物，或是塵蟎屍體，都是引起氣喘的過敏源。這些
過敏源在吸入體內後，會造成呼吸道收縮以及發炎細胞聚集。而形成氣喘的臨床
表現。
目前發現塵蟎及其排泄物都有蛋白質水解酶的活性，此水解酶屬胰蛋白酶，
會瓦解呼吸道上皮細胞(epithelium)的細胞與細胞之間的聯結(tight junction)使完
整的結構瓦解，而失去保護的功能，進而引發過敏反應。

（三）研究動機
由於生活環境的改變，現今大多數人多少都有過敏的情形，尤其對於塵蟎引
發的過敏居多，甚至會有氣喘威脅生命的現象。我本身也飽受塵蟎之苦，一旦過
敏即不可收拾。於是我決定研究有無抑制方法，解決我及大多數人的困擾。翻閱
眾多古籍及網上資料顯示，中藥中的山藥有預防過敏氣喘的療效，於是我想試試
看，山藥是否像書上說的這麼神，可以抑制多年來的苦痛。

（四）研究目的
藉體外培養的試驗來證明山藥的貯存蛋白 dioscorin 是否可抑制塵蟎的粗萃
取蛋白的水解酶活性對呼吸道上皮細胞的傷害。實驗步驟為 (1)A549 上皮細胞
的體外培養 (2)塵蟎粗萃取蛋白與 dioscorin 依設計加入 A549 細胞 (3)A549 細
胞的免疫螢光染色。由其螢光影像來判斷 dioscorin 是否可保護塵蟎蛋白對 A549
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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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想法及方法
（一）研究想法
本身飽受塵蟎之苦，所以到網路上查其過敏源，原來是牠的糞便中的消化蛋
白酶。所以除了蛋白酶引發的過敏氣喘免疫反應以外，蛋白酶的本身也會造成氣
管上皮細胞緊密連接處(tight junction)的破壞。這樣一來氣管上皮細胞就容易脫落
造成障壁缺口，空氣中的過敏原就更有機會進入氣管組織，引起一連串的過敏反
應了。
氣管上皮細胞是氣道與空氣接觸的第一線，如果拿一般人的健康上皮細胞只
能養六十代，而且不易取得，但若拿氣管上皮癌細胞來做實驗，則可無窮無盡永
續培養做下去，較沒有細胞取得來源不同而細胞有異的問題存在。故我用的氣管
上皮細胞為癌細胞 A549，因其為最常使用的上皮細胞（文獻中使用最多的）
，所
以拿他來做實驗，想來應該有不錯的效果。
到圖書館翻閱古籍及網路上數筆資料都說山藥有防過敏氣喘的能力，所以想
說山藥的純化蛋白本身會不會有保護細胞膜上蛋白質的作用，因此可以預防過敏
氣喘。於是承蒙靜宜大學食品科學系林教授提供山藥儲存蛋白的純化物，才得以
進行實驗。
我想先確定了塵蟎對上皮細胞緊密連接處的破壞性，再設計加藥的實驗（在
加塵蟎之前先加山藥）以確認古籍上所述是否真有功效。若是，細胞將會健康如
未沾染塵蟎一般；若否，則會出現和過敏氣喘的上皮細胞一樣被破壞的程度。
另外，dioscorin 在保護上皮細胞的同時，不知道會不會產生發炎反應，使塵
螨刺激的發炎反應更火上加油，所以我們收取上清液用 ELISA 技術測知有無此
負面的助長效果。
在對照組實驗的配置方面，除了原本的 dioscorin 以外，必須要有個另一種
蛋白質的對照組，於是根據實驗結果 dioscorin 為熱不穩定性的蛋白，我們將
dioscorin 加熱後，使其變性，作為蛋白質對照組，是為 boiled-dioscorin 。
還有 Western Blot 方面，為了讓跑電泳時每個車道內的蛋白質量固定，我
們除了 tight junction 的三種蛋白外，又多了不易受影響改變其量的 Actin 蛋
白，將 band 定量來測知每個車道裡的蛋白質量一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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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細胞培養

A549

1.材料：細胞(A549)、培養液(RPMI-1640)、Trypsin/EDTA、培養箱、計時器、15mL
離心管、pipette-aid、10mL 及 5mL pipette、1000µL pipette、200µL pipette、
eppendorf、Trypan Blue、counter、顯微鏡、離心機、震盪器 vortax、Flask(T25
or T75)、酒精燈
2.步驟：
準備工作：先將 RPMI、PBS、Trypsin/EDTA 從 4℃冰箱中取出放置在水浴
槽裡回溫到 37℃。
(1) 培養箱中取出 A549(裝在 T25 or T75 裡的)，移去舊的 medium
(2) 用 10mL PBS 輕洗，後移去 PBS
(3) 加入 3mL Trypsin/EDTA 覆蓋全部細胞
(4) Flask 放回培養箱中，作用 5~10min.
(5) 將細胞拍散
(6) 加入 5mL RPMI（RPMI 含 DSBF 50ml 10%、P/S 5ml）
(7) 將所有的細胞移到 15mL 離心管中（視細胞量而定）
(8) 離心 1500rpm
(9) 把上清液吸出，細胞拍散
(10) 加 5mL medium
(11) 加 50µL Trypan Blue 和 50µL 細胞
(12) 滴在數細胞用的有格子載玻片上（事先用蓋玻片蓋好）
(13) 放在顯微鏡底下看，用 counter 數細胞，兩邊數完取平均值 n 個

n
n
× 10 4 × 2 = × 10 4
4
2
n
(1 × 10 4 ) /( × 10 4 ) = m × 10 −3
2

(m µL)

↑如果是種在 T75 裡面的話就是 1× 10 5
(14) pipette 吸 10c.c. medium 放進新的 Flask 中(如果是 T75 就是 20c.c.)
(15) 吸 m µL 的細胞進 Flask 裡
(16) 瓶口及瓶蓋過火，放進 incub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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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片標本製作

1.材料：細胞(A549)、培養液(RPMI-1640)、蓋玻片、酒精燈、鑷子
2.步驟：
(1)取 6 well plate 3 個（蓋子及 plate 側面標上細胞名稱及日期）
(2)每個 well 放 1c.c. medium
(3)將鑷子過火，夾住蓋玻片後正反面過火各 2 次
(4)將玻片斜面（45∘）輕放入 well 中
(5)因為要放 cell(A549) 1× 10 4 個 / well，而現在有細胞濃度 0.5n × 10 4 / c.c. ，
1 × 10 4
≈ a × 10 −3 ( a µL) 在每 well 裡
4
0.5n × 10
(6)將 6 well 前後左右十字型搖晃，讓細胞均勻分佈
(7)放入 incubator

所以每 well 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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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光染色 塵蟎粗萃取物＋山藥儲存蛋白
1.材料：山藥純化蛋白(0.1mg/mL)、塵蟎粗萃取物(5mg/mL)、不加血清的培養液
(RPMI-1640)、細胞(A549)、一級單株抗體 ZO-1, EC(E-Cadherin),
DP(Desmoplakin)、螢光聯結二級單株抗體、70%酒精、胎牛血清、PBS、
離心式真空濃縮裝置、迴轉式震盪器、螢光顯微鏡
2.步驟：
(1)將舊的 medium 移出，以 serum free 的新 medium wash 三次（因為細胞還
是活著的，注入 medium 時從 well 壁上注入）
(2)對照組及實驗組之配置： ZO-1
EC
Dp

control

mite only

Dioscorin only

Mite+dioscorin

Boiled-dioscorin only

Mite+Boiled-dioscorin

(3)在 control 加入 1mL serum free medium / well，dioscorin, boiled-dioscorin
加入 990µL serum free medium / well (後面步驟為稀釋用)；在 mite 加入
980µL serum free medium / well
(4)在 dioscorin, mite+dioscorin, boiled-dioscorin, mite+boiled-dioscorin 分別
加入已低壓冷凍乾燥濃縮完畢的 dioscorin(10mg/mL) 10µL/mL
(5)將三盤細胞都放進培養箱內 4 小時
(6)拿出之後，不須用 serum free 輕洗，直接加塵蟎的粗萃取蛋白
(7)加塵蟎粗萃取蛋白( 5mg/mL) 在 mite, dioscorin+mite,
boiled-dioscorin+mite 裡， 20µL/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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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放進培養箱內 overnight
(9)隔天將 plate 取出，吸取上清液作為 ELISA 實驗的 sample
(10)用 PBS wash 三次(1mL/well)
(11)每 well 加 1mL 的-20℃ EtOH(內含 70% EtOH；30% D.D.H2O)，每 well
將 1mL 的 EtOH 分 4~5 次滴完
(12)用 parafilm 封住(避免酒精揮發)
(13)將之放入-20℃冰箱內 1 小時(此步驟也可放隔夜)
(14) 1 小時後取出，將酒精移出，用 PBS wash 三次
(15)加入胎牛血清 1mL/well(為了阻斷抗體結合在不該結合的地方，血清中
含有多種蛋白質，尤其是 Albumine 白蛋白，故可用來 blocking)
(16)放入 4℃冰箱內 2 小時(此步驟也可放隔夜，但要用 parafilm 封)
(17)將血清吸出，用 PBS wash 三次
(18)依照實驗前的編排，每行加入不同的單株抗體 ZO-1,EC 和 Dp
1mL/well(稀釋濃度 單株抗體：含 10%血清的 PBS＝1：250)
(19)放在迴轉式震盪器上震盪 1 小時(轉速 50~100 rpm)
(20)將上清液吸出，用 PBS wash 三次
(21)加入螢光聯結二級抗體 1mL/well(稀釋濃度 螢光聯結二級抗體：含
10%血清的 PBS＝1：500)
(22)用鋁箔紙包住避光，放在迴轉式震盪器上震盪 1 小時
(24)將上清液吸出，用 PBS wash 三次
(25)拿 6 片載玻片，一片上面可放兩片蓋玻片，載玻片上寫清楚日期、單株
抗體名稱及為實驗或對照組
例：
ZO-1
C

M

04/11/02

C 為 control
M 為 mite only
D 為 dioscorin only
M+D 為 mite+dioscorin
BD 為 boiled-dioscorin
M+BD 為 mite+boiled-dioscorin
(26)用無菌酒精棉球消毒載玻片，在其上用指甲油「架橋」，如圖：
ZO-1
C

M

指甲油

04/11/02

PBS- 8 -

如此一來可避免細胞被壓扁而變形
(27)在中央滴上少許 PBS(作為緩衝用)
(28)拿一支尖鑷子，用無菌酒精棉球消毒後，將蓋玻片自 plate 中挑起，反
蓋在指甲油架的橋上
(29)吸出溢出的 PBS，再用指甲油封片(塗在蓋玻片周圍)
螢光攝影

1.材料：螢光顯微鏡、照相機、已做好的玻片標本
2.步驟：
(1) 開啟激發螢光的「氙燈」電源
(2) 將相機栓在顯微鏡上相機接頭處，開啟相機電源
(3) 調整模式至強制不閃光
(4) 先用 10X 物鏡(10X 目鏡)在可見光下找視野，找到之後再將旋轉盤轉至
40X 物鏡，開啟閘門讓氙燈打出來激發螢光
(5) 找出染色不錯的視野，對焦，用相機拍下
(6) 拍完後關閉閘門，開啟可見光，拍下細胞型態

-9-

SDS-PAGE

(接在細胞培養、加塵蟎、山藥後，螢光染色步驟前)

（1） 用 PBS 洗三次 (1mL/well)
（2） 加 sample buffer 覆上細胞，會變得黏稠(因為細胞膜的蛋白質被溶掉，
DNA 跑出來)
（3） 圓形搖晃讓它變成球狀(集中)，plate 傾斜，等一分鐘
（4） 將其吸起，放入 eppendorf 裡並反覆吸取(目的：將 DNA 變短)
（5） 將其離心，1500rpm 五分鐘
（6） 用 parafilm 封口，塞入浮板中，隔熱水加熱(目的：將各種蛋白質的立
體結構弄成一樣的一條線，跑電泳才公平)
（7） 加熱完，冷卻 10 分鐘，可冰入-70℃冰箱保存
（8） 將灌膠的前後兩便玻璃片洗淨，並用拭鏡紙擦過，酒精棉球消毒
（9） 固定好玻璃片，開始配膠
（10）在均勻攪拌器上用小燒杯+小磁棒配好 10% separating gel(配法見附
錄)，用滴管緩慢連續滴入玻璃片夾縫中，直至五分之四高度止
（11）可能會有氣泡，壓二次水將氣泡趕出來(也可避免蒸發)，直至加滿
（12）等約 30~60 分鐘(等候時間依據小燒杯中剩下的膠之聚合情況而定)
（13）配 5% stacking gel(配法見附錄)
（14）將二次水倒出，用滴管緩慢連續低入 5%stacking gel，可能會有氣泡，
所以將 gel 加滿把氣泡壓出，將車道模型(齒)插入，等約 30 分鐘，將齒
拿出
（15）準備迷你電泳槽、架子、電源供應器等物品
（16）將兩片膠面對面擺好(玻璃夾縫朝中間)，加入 running buffer，架子裡面
全滿、外面至電泳槽一半處
（17）依序加入 3µL marker 及 12.5µL 之前製作的細胞+sample buffer(盡量往
中央集中，最旁邊車道最好不要加細胞或 marker)
（18）空的車道用 12.5µL sample buffer 補足(在跑電泳的時候看看中間架子裡
的 running buffer 是否是滿的，沒有滿的話要隨時將電源關掉繼續加滿)
（19）蓋上蓋子，通電 75V (若只有一片膠就用 38V)
（20）不時觀察跑到哪裡，如果所有車道都成一直線的話將電壓加到 150V(如
果不換電壓他還是會往下移動，但甚緩慢)
（21）直到每個車道跑到離玻璃下緣約 0.5 公分處
（22）將電源關掉，running buffer 可回收(大約可重複使用 10 次)

- 10 -

Western Blot
（1） 戴手套將 Transfer Membrane 剪出濾紙大小(因為 transfer membrane 對蛋
白質相當敏感，而手上有汗會影響實驗結果)
（2） 將轉印紙浸在甲醇中，讓之間的孔穩定，蛋白質才能卡在上面
（3） 用翹板掀起小玻璃，上層 gel 刮掉
（4） gel 連著玻璃泡在 1X TBE 裡 (TBE=Tris/Boric Acid/EDTA Buffer)
（5） 用滴管吸取 TBE 將 gel 沖下(要小心)
（6） 塑膠夾板黑面在下，先放菜瓜布，再放浸過 TBE 的濾紙
（7） 用轉印紙去撈 gel 放在濾紙上(gel 朝上)
（8） 再依序蓋上濾紙、菜瓜布成一個三明治
（9） 蓋上另一片塑膠板，夾緊鎖上，很緊(要小心對準與否，還有各層之間相
對位置此時已不能改變，不然會影響實驗結果)
（10）放進迷你電泳槽中，鎖在上，連接帶在下(黑色板朝架子紅色的那面)
（11）先倒甲醇(剛才浸轉印紙的拿來用)，再倒 1X TBE 進去(之後不用回收)
（12）迷你電泳槽還有空位，放入事先製好的大冰塊(因為跑 Western 時會發出
高熱)
（13）接電源 400mA for 30~35 min.
（14）時間到了後，將塑膠蓋打開，取出菜瓜布，用鎳子將濾紙拿開看見 gel
和轉印紙
（15）將轉印紙剪裁出和 gel 一樣的大小，把 gel 丟掉，轉印紙放入保鮮盒
（16）倒進 blocking buffer ，放在搖擺震盪器上 35rpm for 30 分鐘(此為
blocking 動作，也可放隔夜 in 4℃ 冰箱)
（17）取三支 15mL 離心管， label 一抗名稱 (Actin, ZO-1, EC, DP)、日期、
濃度 (1:2500) ，蓋子、管身都要，避免混淆
（18）各取 10c.c. blocking buffer 放入離心管，再各加入 4µL antibody
（19）將保鮮盒也 label 抗體名，蓋子盒子都要，並將舊的倒掉
（20）倒入新配的抗體 + milk 放在 shaker 上，35rpm for 3 hr. (每隔 1.5hr.換
方向，才會均勻)
（21）三小時以後，將一抗 + blocking buffer 回收，加入 PBST 約
震盪 70rpm 三次，每次的 PBST 都倒掉
（22）配製二抗 680dye + blocking buffer (1:10000) 40c.c.
（23）每個保鮮盒加 10c.c. 在 shaker 上搖， 35rpm for 2~2.5hr.
（24）以紅外線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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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鮮盒，
4

三、研究結果及討論
（一）研究結果
從細胞型態觀察到 Dioscorin 對塵蟎粗萃取蛋白傷害 A549 細胞的救援效果
為探討 dioscorin 是否對塵蟎粗萃取蛋白因胰蛋白水解酶活性而傷害 A549
呼吸道上皮細胞有所保護的效果，我先在 A549 細胞培養中加入 100µg/mL 的
dioscorin 進行四個小時的前處理，再加入塵蟎粗萃取蛋白 100µg/mL 作用 16 小
時。圖一的結果顯示對照組的細胞在位相差顯微鏡的觀察下細胞呈現上皮細胞體
外培養的標準生長型態，是略方形的紡棰狀(圖一 A)；單獨 100µg/mL 的 dioscorin
處理對細胞形態而言並沒有明顯的影響，顯示 dioscorin 對 A549 沒有毒性（圖一
B）
。而單獨的 100µg/mL 塵蟎萃取蛋白處理 16 小時後 A549 的生長卻有明顯的影
響，細胞變得比較皺縮，有些細胞周圍出現許多細絲狀結構，細胞之間也變的比
較鬆散，顯示塵蟎萃取蛋白對 A549 有某個程度的傷害(圖一 C)，但是如果先用

dioscorin 處理，再加入塵蟎萃取蛋白後，A549 則沒有之前所敘述的傷害狀況，
型態幾乎與對照組一樣(圖一 D)！因此就形態上來說，我可以判斷出 dioscorin
可能可以保護 A549 細胞對抗塵蟎的傷害。
以免疫螢光染色觀察 dioscorin 對細胞顯微結構的保護
有了圖一的成果使我對 dioscorin 的功效大有信心，因此我決定繼續從 A549
細胞更細微的結構深入探討，從前言的部分我們知道塵蟎的蛋白質水解酶是破壞
細胞的 tight junction，而使緻密的組織結構瓦解，tight junction 的主要蛋白質成
分為 ZO, EC(E-cadherin)及 DP。我用圖一完全相同的實驗設計(包括細胞密度、
dioscorin 的處理濃度及時間、塵蟎粗萃取蛋白的濃度及時間等等)再利用免疫螢
光的技術追蹤 ZO，EC 及 DP 等三種蛋白的分佈來觀察 tight junction 的變化。我
的結果顯示 ZO, EC, DP 在對照組都有明顯而完整結構(圖二 A，圖三 A 及圖四
A)；單獨的 dioscorin 的處理則類似普通形態的表現，沒有明顯的毒性(圖二 B，
圖三 B 及圖四 B)，而單獨的塵蟎粗萃取蛋白則使 A549 的三種結構出現斷裂及
破損的分怖(圖二 C，圖三 C 及圖四 C)，其中又以 ZO 的破壞最為明顯(圖二 C)，
然而，有先用 dioscorin 處理後再加塵蟎粗萃取蛋白的話，則三種結構都能保持
完整的結構可看到完整的連接(圖二 D，圖三 D，及圖四 D)，雖然 DP 的染色程
度較弱，但仍可看出此現象(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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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型態方面

圖一 A549 細胞在各種處理下的位像差顯微攝影
A549 細胞先以 dioscorin(100µg/mL)處理四小時後，再以塵蟎粗萃取
蛋白(100µg/mL)處理十六小時後，經固定再用位像差顯微鏡拍照
Ａ：對照組

Ｂ：只有 dioscorin Ｃ：只有塵蟎

Ｄ：先加 dioscorin 再加塵蟎
放大倍率為 1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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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螢光染色──ZO

圖二 A549 細胞在各種處理下 其 ZO 的結構的免疫螢光照相
A549 細胞在各種條件下其 tight junction 的 ZO 結構以免疫螢光染色
追蹤。
Ａ、Ｂ、Ｃ、Ｄ等設計及濃度與處理時間均與圖一敘述完全相同。
放大倍率為 4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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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螢光染色──EC

圖三 A549 細胞在各種處理下 其 EC 的結構的免疫螢光照相
A549 細胞在各種條件下其 tight junction 的 EC 結構以免疫螢光染色追
蹤。
Ａ、Ｂ、Ｃ、Ｄ等設計及濃度與處理時間均與圖一敘述完全相同。
放大倍率為 4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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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螢光染色──DP

圖四 A549 細胞在各種處理下 其 DP 的結構的免疫螢光照相
A549 細胞在各種條件下其 tight junction 的 DP 結構以免疫螢光染色追
蹤。
Ａ、Ｂ、Ｃ、Ｄ等設計及濃度與處理時間均與圖一敘述完全相同。
放大倍率為 4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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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Western blot 的方式觀察 dioscorin 對細胞 tight junction 之保護效果
我用圖一完全相同的實驗設計(包括細胞密度、dioscorin 的處理濃度及時
間、塵螨粗萃取蛋白的濃度及時間等等)再利用 western blot 的技術追蹤 EC 蛋白
的分佈來觀察 tight junction 的變化。圖五顯示，EC 的分子量為 120 kDa，在分子
量 12kDa 的地方很明顯地可以看到 control、dioscorin only 和 mite+dioscorin 三個
land 有粗粗的 band，表示 EC 並未被塵螨之蛋白酶分解掉，達到了保護的作用。
Mite 部分已無 EC 蛋白的 band，顯示其 tight junction 已被塵螨破壞。而
mite+dioscorin 的部分仍有 band，表示 dioscorin 對細胞有保護作用。

Da
control

Mite
+
Mite Dioscorin
Dioscorin
only
only

196,704

126,370
81,111

40,286
31,273

17,091

圖五

A549 細胞在各種處理下，EC 蛋白經 western blot 處理顯色情

形
Ａ：對照組

Ｂ：只有 dioscorin

Ｃ：只有塵螨

Ｄ：先加 dioscorin 再加塵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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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Western Blot 固定 SDS-PAGE 蛋白質之相對量

C

C：control

M

D

D+M

對照組

M：mite only
D：dioscorin only
D+M：dioscorin+mite
BD：boiled-dioscorin
BD+M：boiled-dioscorin+m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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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 BD+M

以 ELISA 測試 dioscorin、boiled-dioscorin、mite 刺激 A549 分泌發炎物質之量

05/10/12 Eotaxin
0.600
0.500

control

0.400

mite only
dioscorin only

0.300

d+m

0.200

boiled-dioscorin only

0.100

bd+m

0.000
1

120
100
80
60
40
20
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Concentrations

Fit type:

Linear regression

Meas.
transformation:

Linear

Conc.
transformation:

Linear

Formula:

y = 0.241 * x + 8.422

Corr. coeff.:

0.976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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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0/25 Eotaxin
0.120
0.100

control

0.080

mite only
dioscorin only

0.060

d+m

0.040

boiled-dioscorin only

0.020

bd+m

0.000
1

1.0
0.8
0.6
0.4
0.2
0.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Concentrations

Fit type:
Meas. transformation:
Conc. transformation:
Formula:
Corr. coeff.:

Linear regression
Linear
Linear
y = 0.002 * x + 0.002
0.98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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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討論
1. 由免疫螢光染色及細胞型態結果皆顯示，在塵蟎粗萃取蛋白因胰蛋白水解
酶活性而傷害破壞上皮細胞之前先加山藥，則細胞的 tight juction 和對照組
(從未加塵蟎或山藥)的完整程度幾乎一致！所以可以得知山藥的 dioscorin
對塵蟎粗萃取蛋白因胰蛋白水解酶活性而傷害 A549 呼吸道上皮細胞應有
所保護。
2. 如此的免疫螢光染色的結果只有定性而尚未定量，現在雖然已用了 Western
技術，但只有利用它來確立之前螢光染色的實驗成果，將來可利用 Western
技術來看 ZO-1, EC, DP 的成分定量，以更精確得知 tight juction 緊密程度，
而調整加藥時間、藥量及濃度。
3. 由一再地實驗觀察到 A549 的生長狀態和染色成功率有相當大的關係，不
能太多亦不可太少：太多則細胞間的 tight juction 反而變得鬆散，對於染色
有反效果；太少則沒有多少 tight junction 可染色效果亦差。大約長滿七八
成 plate 的細胞來實驗最為理想。
4. 在做膠體電泳時遇到的困難是 Desmoplakin 1(Dp1)的分子量太大了，太重
下不來，於是我想以後可以調整電泳時間。若時間夠長，Dp1 應該就可以
下得來了。
5. 從 ELISA 的結果可以看出，只要加入塵蟎， A549 就會在第一時間內分
泌過敏物質 Eotaxin 而引發呼吸道的過敏反應。不過如果加山藥又加塵蟎
的話，並不會有火上加油的效果，但是也沒有抑制 A549 分泌 Eotaxin 的
作用。單單加山藥的話，不管是去活性的山藥蛋白或是原本的，都不會造
成 A549 大量分泌 Eotaxin 。
6. 由這次的實驗我學到了
(1) 生命科學實驗相關技術：
a.細胞培養
b.免疫螢光染色
c.冷凍乾燥
d.螢光攝影
e.膠體電泳
f.西方墨點法(+定量)
g.ELISA
(2) 實驗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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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加山藥的濃度、時間、加塵蟎的濃度、時間、作用多久、一級
單株抗體及螢光聯結二級抗體的濃度配製、迴轉式震盪器的轉
速、染色完細胞放在 4℃冰箱內的保存期限(褪色時間)……等。
(3) 科學論文寫作
(4) 和指導教授溝通內容、互動、討論與分析實驗結果和如何修改實驗使
其更臻於完美，達到我們預測的實驗成果。

四、結論與應用
1. 純化 dioscorin 的過程太辛苦。如果從純化、合成 dioscorin 知其胺基酸進而基
因序列，就可轉植入大腸桿菌或酵母菌中，讓細菌幫我們做事，生產出一樣
的 dioscorin，如此一來便可進入量產階段，為過敏氣喘體質之人一大福音。
2. 未來可以依蛋白質體學(proteomics)角度探討 dioscorin 的蛋白質三度空間立體
結構，找出真正具有抗胰蛋白酶活性的部位，這樣一來在進行人工合成
dioscorin 時會更經濟實惠。
3. 蛋白質若分子量太大，長期被吸入的話會引起過敏，而山藥的蛋白質為 32K，
太大了，所以要研究找出山藥貯存蛋白中真正可以抑制抗胰蛋白酶活性的部
位，分子量會小很多，較不易引起過敏氣喘反應。
4. 山藥貯存蛋白質本身會不會對細胞有毒性，會不會引發細胞發炎反應，目前
尚不知道，以後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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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錄
（一）藥品配製方法
PBS 配製
•KCl
•KH2PO4
•NaCl
•(NaHPO4
•D.D.H2O

g/L (1x)

0.2g
0.2g
8g
1.15g

1.14g) → Na2HPO4

PBST 配製
•1X PBS

1L

•Tween-20

500µL

2.5% milk block buffer in PBST
•脫脂奶粉
•PBST

2.5g
100mL

sample buffer(2x) for SDS-PAGE
•0.5M Tris pH6.8
•10% SDS
•

2.5mL
40mL

running buffer

（二）使用儀器
• 培養箱(37℃，5%CO2 溼式培養箱)

(Thermo Forma, Steri-Cycle CO2 incubator,

Taiwan)
• 迴轉式震盪器 (TKS, orbital shaker, Model-OS701, Japan)
• 倒立顯微鏡 (Nikon, inverted microscope, ECLOPSE, Model-TE2000-U,
Japan)
• 離心式真空濃縮裝置 (EYELA, centrifugal vaporizer, Model-CVE-200D,
Japan)
• 離心機 (Kubota, Model-5922, Japan)
• 螢光顯微鏡(Fluorescence Microscope) (ZEISS, Model-Axioskop21 Plus,
Germany)
• 數位照相機 (Nikon, digital camera, Model-coolpix 5000,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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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源供應器

(MAJOR SCIENCE, MIDI 250 Power Supply, Model-MP250N,

Sweden)
• 搖擺震盪器 (TKS, shaker,Model-RS01)
• 均勻加熱器 (JEIO TECH, Model-HP-3000, Korea)
• 電子天平(Electronic Balance) (SHIMADZU, Model-BL-2200H)

（三）使用材料
•
•
•
•
•
•
•
•
•
•
•
•
•
•
•
•

A549 購自美國典型培養中心 American Type Culture Collection(ATCC),USA
細胞培養液(RPMI-1640) 購自 BioWhihaker 公司, USA
Trypsin/EDTA 購自 Gibco 公司, USA
一級單株抗體 primary monoclonal antibody(ZO-1, EC, DP) 購自 Pharmingen
公司, USA
螢光聯結二級抗體 fluorescence conjucgated secondary antibody(我們用的是
goat igg fraction to mouse igg(whole molecule)) 購自 ICN/CAPPEL 公司, USA
4% Trypan Blue 購自 Gibco 公司, USA
塵蟎粗萃取物 crude extract (承蒙台中榮總過敏科蔡肇基主任提供)
山藥 dioscorin (承蒙靜宜大學食品科學研究所林國維教授提供)
Tween-20 購自 SHOWA 公司, Japan
TEMED 購自 SIGMA 公司, USA
10X TBE(Tris/Boric Acid/EDTA Buffer) 1L ; Catalog 161-0733 購自 BIO-RAD
公司, USA
PVDF Transfer Membrane ; Catalog ISEQ00010 購自 MILLIPORE 公司, USA
Glass Plates(short plates) 購自 BIO-RAD 公司, USA
Glass Plates(spacer plates with 0.75mm spacers) 購自 BIO-RAD 公司, USA
MμlTIFlex Round Tips 購自 Sorenson BioScience, Inc., USA
迷你電泳槽 購自 BIO-RAD 公司,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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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
此研究以山藥貯存養分之蛋白 Dioscorin 為藥物，了解此蛋白參與保護氣管
上皮細胞受塵蟎引發細胞傷害之機制，實驗內容發現塵蟎可造成上皮細胞
Tight Junction 的破壞，而 Dioscorin 的處理可以避免這個傷害，此研究須再努
力了解 Dioscorin 如何執行這個保護作用的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