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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B型肝炎病毒(HBV)相關肝癌有顯著男性發生率高於女性的現象。實驗室先前

研究針對HBV相關肝癌DNA進行NGS分析，探討是否存在任何男女差異的現象，

結果指出 HBV 嵌入 TERT promoter 區域與 TERT promoter -124, -146 位點發生

mutation 之兩種活化 TERT 的機制，均有顯著好發於男性病患的現象。有鑑於實驗

室先前研究發現雄激素路徑會經由受體直接結合至病毒基因體 enhancer I區域，促

進 HBV轉錄，而雌激素路徑會藉由受體螯合 HNF4α抑制 HBV 轉錄，造成男性病

患較高之病毒量，為可能導致 HBV相關肝癌男女差異的一種機制。本研究因此提

出探討性激素，包括雄激素路徑及雌激素路徑，是否亦參與在調控上述兩種活化

TERT 的基因體變異，造成 TERT 於男性較高表現之可能假說。 

本實驗提出利用HBV嵌入TERT promoter區域及包含TERT promoter mutation

之報導基因，於細胞培養模式驗證上述假說。針對 HBV-TERT promoter integration

報導基因所進行之實驗結果顯示，雄激素路徑會促進而雌激素路徑則會抑制報導

基因之轉錄。進一步發現將調控 HBV 轉錄之重要轉錄因子 HNF4α 敲落後，性激

素造成的差異變得不明顯，顯示 HNF4α為造成性激素路徑於此報導基因轉錄差異

之重要因子。此外針對 TERT promoter mutation 報導基因所進行之實驗結果顯示，

雄激素路徑會促進其轉錄活性，而雌激素路徑較無明顯之影響，而上述作用在將

轉錄因子 GABPα敲落後即顯著降低，顯示性激素活化此報導基因的機制是建立在

GABPα之上。我們實驗結果進一步也發現 HNF4α對於 GABPα 促進此報導基因轉

錄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且其促進轉錄作用和雄激素路徑可能為兩獨立調控機制。

上述實驗結果初步支持性激素參與調控上述兩種活化 TERT 的基因體變異，造成

TERT於男性較高表現之可能。 

 

關鍵字: 性激素、TERT啟動子突變、HBV嵌入、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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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patitis B virus (HBV) induc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occurs 

predominantly in male patients. Aided by the capture-NGS, our recent study showed 

that the insertional mutagenesis to active TERT oncogene occurs preferentially in the 

male HCC. Meanwhile, the TERT promoter mutations at -124G>A and -146G>A, the 

most frequent somatic mutation identified in HCC, also occurred preferentially in male 

HCC. We have previously identified androgen and estrogen effects on the transcription 

of HBV via targeting to viral enhancer I, leading to higher viral titer in male carriers. 

This study proposed to investigate if sex hormones can also through the HBV integrated 

in the host genome or frequent TERT promoter mutations to regulate the expression of 

TERT oncogenes, as a mechanism contributing to male HCC. 

 We propose to approach this by the cell culture based TERT-promoter-Luc reporter 

assay, containing the HBV integration or -124G>A or -146G>A mutations at promoter 

region. We first foun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Luc activity from HBV/TERT-Luc than that 

from WT/TERT-Luc construct, which can be further increased by AR but suppressed by 

ER pathway. Knockdown of HNF4Α abolished the difference, indicating the critical role 

of HNF4Α in this regulation. Next, we found a significant elevation in both G(-124)A 

and G(-146)A-Luc constructs relative to the WT-TERT-Luc, which is dependent on the 

GABPα. The effect of AR and ERα pathway was examined, showing the reporter 

activity to be further elevated by AR, in a ligand independent manner, which however 

was not affected by the ERα pathway. Interestingly, or results showed that 

HNF4Α -124)A-TERT-Luc. The function of AR 

however is independent of HNF4Α. Our study thus supported the involvement of sex 

hormones in regulating the transcription of TERT through HBV integration or frequent 

TERT promoter mutations.  

 

Keywords: Sex hormone, TERT promoter mutation, HBV integratio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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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論 

1. 肝癌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1-1. 肝癌致癌危險因子 

肝細胞癌為目前最常見之原發性肝惡性腫瘤，患者平均存活率約為 6-20 個月

[1]。每年世界上約莫有 850,000 新增案例，而每年約有 800,000 人因肝癌而死亡。

肝癌於所有癌症中發生率為第六高，而致死率於所有癌症中排行第二，其中肝癌

於男性癌症中致死率排行第二，女性癌症致死率排名第六 [2, 3]。研究已顯示多項

確切與導致肝癌有關的危險因子，如酒精肝及代謝性疾病，由慢性發炎(chronic 

inflammation) 及肝臟纖維化 (liver fibrosis) 所引起的肝臟硬化 (liver cirrhosis)、病

毒相關危險因子如B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和C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

之感染[4]，其他輔危險因子如抽菸及黃麴毒素 B1 (aflatoxin B1) 也被發現與肝癌

的形成有關 [5, 6]。其中超過 80% 之肝癌成因是由 B型肝炎病毒感染或Ｃ型肝炎

病毒感染所導致，而肝癌於地理分布上也與肝炎病毒盛行率有關，如東亞和非洲

撒哈拉以南為高度盛行區，而美洲以及歐洲則為盛行率較低之區域 [7, 8]。 

 

1-2. 從慢性發炎到肝癌之疾病進程及基因體變異 

肝癌是一多步驟進程 (multistep progress) 之疾病，當肝臟因受到病毒感染、

酒精和代謝失衡等刺激導致慢性發炎，於此持續發炎環境中，肝臟細胞會不斷死

亡，並同時進行增生 (proliferation) 以肝臟維持正常功能，而此過程會導致肝臟纖

維化  (liver fibrosis)，之後再導致肝臟硬化 (liver cirrhosis)，接著依序發展為

low-grade dysplastic nodules (LGDN)、high-grade dysplastic nodules (HGDN)，最後

產生肝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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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正常肝細胞轉化成肝癌這個漫長的過程，其實伴隨著許多異常的基因變異

(genetic alterations) [10]。根據 Jessica Zucman-Rossi 教授團隊的研究，肝癌中最常

見之體細胞突變為 TERT 啟動子 (promoter) 發生突變，其突變常伴隨著 TERT 的

表現及活性增加，使得細胞能獲得突破增長限制的能力，於肝癌中發生率為 54%

至 60% [11]；影響肝臟發育、區域分化和代謝控制的WNT/beta-catenin 訊息傳遞

路徑中 CTNNB1 活化性突變發生率為 11~37%，Axin 及 APC 的去活化性突變發生

率分別為 8~15% 和 1~3% [12]；影響細胞週期之抑癌基因 TP53 突變發生率為

12~48%。依肝癌的進程來看，TERT 啟動子突變於 LGDN 階段就被發現了，而其

他體細胞突變 (somatic mutation) 則要到較後期 HCC 生成時才被發現 [11, 13]，顯

示 TERT 的活化在肝癌生成的早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1-3. 肝癌之男女性別差異特性 

肝癌是一好發於男性之疾病，先前台灣研究團隊針對 3843個肝癌病例作分析，

發現不論是 B 型肝炎相關肝癌、C 型肝炎相關肝癌、B+C 型肝炎相關肝癌、以及

非 B非 C 型肝炎相關肝癌等四個組別中均存在此現象，然此現象又於 B型肝炎相

關肝癌中最為明顯 (男女比為 6.12:1) [14]。男性之雄激素路徑與女性之雌激素路徑

被發現可能與導致肝癌之男女差異有關 [15]。 

在肝癌流病學中在男性肝癌病患的血液中有較高的雄性激素已被視為危險因

子。在女性中停經或或卵巢切除所造成的雌性激素下降也會增加女性致肝癌機率

[16]。上述結果指出在男性中雄性激素路徑會增加肝癌形成形成風險，而女性之雌

性激素路徑則能降低肝癌風險。 

性激素路經參與在肝癌男女差異機制之可能性於各種不同動物實驗中都被驗

證過，在經化學物 Diethyl nitrosamine (DEN) 及 carbon tetrachloride (CCl4) 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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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肝癌小鼠動物模式中，公鼠的肝臟發生肝癌之機率顯著高於母鼠有肝臟發生肝

癌之機率；而公鼠進行去勢手術後肝癌發生率會下降，母鼠進行卵巢切除手術後

該癌發生率則會上升 [17-19]。上述結果顯示性激素的確影響了肝癌之男女差異，

男性之雄激素路徑為一促進肝癌的角色，女性的雌激素路徑則有抑制肝癌的作

用。 

然而先前有些研究已報導出肝癌中男女差異的機制可能與細胞激素

(cytokines)的改變有相關性，被報導和導致肝癌相關的發炎細胞激素 

(inflammatory cytokines)中[20]，性激素路徑有著不同的調控作用，男性肝癌組織

中對比於正常肝臟組織白細胞激素-1a (IL-1a) 表現高出了 10 倍，而此現象則未

發現於女性肝癌中[21]；此外 17β-estradiol (E2) 會抑制由庫氏細胞 (Kupffer cell) 

分泌之白細胞激素-6 (IL-6)進而抑制女性中肝癌的生成與進展 [19]。上述相關機

制尚未在人類的樣品中得到驗證，因此對於性激素於肝臟癌化過程的調控仍然有

許多尚未確信和釐清的部分，這也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 

 

2. B 型肝炎病毒 (Hepatitis B virus , HBV) 

2-1.  B 型肝炎病毒之結構及生活史 

B 型肝炎病毒為一種趨肝性病毒，全球約有三億五千萬人是慢性 B 型肝炎帶

原者，而被 B 型肝炎病毒感染會造成像是肝臟脂肪變性、肝臟纖維化、肝臟硬化

和肝癌等肝臟疾病 [22]。目前 B 型肝炎病毒可根據不同基因型分成八種類型，分

別為基因型 A-H。不同區域有著不同的盛行之基因型，基因型 A和 D盛行於美洲

和歐洲，而基因型 B 和 C 則於中國和東南亞較常見[23]。 

B型肝炎病毒屬於肝病毒科（hepadnaviridae），病毒顆粒大小為直徑 42 nm，

B 型肝炎病毒顆粒是由外層為脂質組成的外套膜包裹著正二十面體的核殼蛋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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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核殼蛋白內具有長度為 3.2 Kb之病毒 DNA遺傳物質及和反轉錄病毒之反轉

錄酶功能相似的 DNA polymerase [24, 25]。 

B型肝炎病毒的基因具有四個部分重疊之 open reading frame (ORF)，分別為 S、

C、P 和 X。S ORF可依其構型與功能區分為 pre-S1、 pre-S2和 S 區域，可分別轉

譯出 L、M 及 S 三種不同大小之 HBs 表面抗原蛋白，為 B型肝炎病毒組成外套膜

膜主要的分子。HBV 可利用 L protein 之 pre-S1 區域附著肝臟細胞的 sodium 

taurocholate cotransporting polypeptide (NTCP) 作為受體進入肝臟細胞達到感染效

果[26]。C ORF可轉譯出 HBc核心蛋白與 HBe抗原蛋白，HBc核心蛋白用於組成

病毒外鞘 (nucleocapsid)，HBe 抗原蛋白則於病毒複製時可於病人血清中偵測到

[27]。P ORF轉譯出 B型肝炎病毒 DNA polymerase，其主要功能為病毒基因之複

製[28]，而因為此蛋白 DNA發生突變的校對能力(proofreading ability)較低，使得 B

型肝炎病毒具有高度變異能力[29]。X ORF則會轉譯出一大小約 17Kd功能為明之

HBx 蛋白。 

B型肝炎病毒藉由結合至其受體 NTCP 進入宿主肝臟細胞[26]，脫去外套蛋白

後，病毒 nucleocapsid 進入細胞質後送至細胞核內[30]，其 partially double-stranded 

viral relaxed circular DNA (rcDNA)去除與之結合的蛋白 viral reverse transcriptase 後

病毒以宿主酵素 TDP2和DNA Polymerase κ去修補不完整之正股 rcDNA [31, 32]，

修補完之 DNA稱之為 covalently closed circular DNA (cccDNA) [33]，以 cccDNA當

作模板使用宿主細胞RNA polymerase進行轉錄作用產生 pregenomic RNA (pgRNA)

和 subgenomic RNA (sgRNA)。pgRNA 轉錄生成 core及 viral polymerase，sgRNA

轉錄生成 HBx 和 L、M、S 三種不同大小之外套蛋白，而 pgRNA 會在細胞質與 core

及 viral polymerase 從新組合成 nucleocapsid [30]，nucleocapsid 內之 pgRNA經反轉

錄作用後重新生成 rcDNA，nucleocapsid 經 multivesicular body (MVB) 包裹外套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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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後形成完整病毒顆粒並從肝臟細胞釋出[34]。 

 

2-2.  HBV相關肝癌之致病機制  

除 了 慢 性 肝 炎 中 ， 不 斷 增 生 的 細 胞 除 了 發 炎 環 境 (inflammatory 

microenvironment)與持續累積的遺傳性畸變(genetic aberrations)外，B 型肝炎病毒具

有另外兩種致癌機制。 

第一個機制是由致癌蛋白 HBx 所誘導。HBx蛋白被認為是 B型肝炎病毒引發

肝癌之重要調控蛋白，HBx 基因轉殖小鼠已被報導較野生型小鼠更容易生成肝癌 

[35]。目前研究指出 HBx 蛋白除了參與病毒自身之複製與轉錄外 [36]，也影響了

宿主細胞中轉錄、細胞週期、細胞增生與發炎反應等可能提供病毒更好環境之因

素，這些現象也開啟了肝癌初期的形成 [37, 38]。 

第二個 B型肝炎相關肝癌致病機制為 “insertional mutagenesis”。 B 型肝炎病

毒感染後會將 HBV DNA 嵌入 (integration) 至宿主肝細胞的 DNA 中，此一現象於

1980年首度被提出 [39]。目前對於 HBV如何嵌入宿主 DNA之機制尚未被釐清，

有一可能機制認為 cccDNA會生成 double-stranded linear DNA (dsl DNA) 經由嵌入

宿主的 DNA 中[40]。當 HBV DNA 嵌入至宿主肝細胞的 DNA 時會會造成細胞中

flanking gene 的表現量上升，若該基因為推定致癌基因(putative oncogene)的話，

HBV DNA嵌入的情況就會使得肝細胞獲得生長優勢，進而產生 clonal explansion 

[41]，最後導致肝癌的行程。此種機制則稱為 “insertional mutagenesis”。上述機制

在土撥鼠肝癌的動物實驗中得到驗證，土撥鼠肝癌中 N-myc 的活化中有 83%為

WHV DNA嵌入所造成，然而上述藉由病毒基因嵌入 N-myc 造成的活化現象未於

人類中發現[42]。然而在臨床檢體中有 85-90% B 型肝炎相關肝癌病患其腫瘤組織

中可以發現有 HBV DNA 嵌入的現象[43, 44]。近年來後續的 NGS 研究發現 H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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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的熱點基因是在 TERT、 MLL4、CCNE1 等基因[45]。   

 

3. HBV之轉錄調控機制 

3-1.  細胞中特定轉錄因子調控 HBV RNA 之生合成  

B型肝炎病毒本身之基因十分小，只有 3.2 Kb，其基因上的序列卻是受到許多

細胞內特定轉錄因子的調控，這些特定的轉錄因子對於 B型肝炎病毒 mRNA轉錄

之促進與抑制的功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46, 47]。B 型肝炎病毒的基因上之

promoter和兩個 enhancer 為轉錄因子主要作用區域，enhancer I位於 ORF S 和 ORF 

X間約270 bp之區域，而 enhancer II為 core promoter 與其上游間 105 bp之區域 [46, 

48]。目前已知會結合至轉錄因子調控區的因子有 nuclear factor 1 (NF1)、specificity 

protein 1 (SP1)、 activator protein 1 (AP1)、 TATA-binding protein (TBP)、

prospero-related homeobox protein 1 (PROX1)、c-AMP-response element-binding 

protein (CREB)、nuclear factor-kappa B (NF-κB)、octamer transcription factor 1 

(OCT1)、  nuclear respiratory factor 1 (NRF1)、CAAT enhancer-binding protein 

(C/EBP)；在肝臟中大量表現之轉錄因子 hepatocyte nuclear factors (HNFs) 亦參與

了 B型肝炎病毒轉錄之調控，如 hepatocyte nuclear factor 1α (HNF1α)、 hepatocyte 

nuclear factor 3β (HNF3β)、hepatocyte nuclear factor 4α (HNF4α) 和 hepatocyte 

nuclear factor 6 (HNF6)等 [49]。 

 

3-2.  性激素對 HBV RNA 之轉錄之影響 

除了上述提到會影響 HBV轉錄作用的因子外，性激素路徑中包含了雄性激素

與雌性激素，也可能為一調控 HBV轉錄作用的轉錄因子。而血液中含有較高的 B

性肝炎病毒顆粒已被視為肝癌的一種危險因子[50]，相關的調控方式可能為肝癌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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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差異提供一可能之機制。 

 

3-2-1.  雄激素路徑會促進 HBV RNA之轉錄 

實驗室過去發表文獻中顯示，在 B 性肝炎病毒基因轉殖小鼠中，雄鼠較母鼠

於血液中可測得較高之 B 性肝炎病毒顆粒及較高之 B 型肝炎表面抗原 (HBsAg) 

數值，而此現象可經由對公小鼠進行去勢手術 (castration) 後消除，但若於已去勢

之公小鼠進行男性睪固酮補充後此現象又可以恢復，顯示 HBsAg之表現受到雄激

素路徑調控，為造成雄性 B 性肝炎病毒基因轉殖小鼠中有較高之Ｂ性肝炎病毒顆

粒之主要原因[51, 52]。 

而本實驗室於 2009 年發表的研究指出 B 型肝炎病毒的 mRNA 轉錄會受到雄

激素刺激之雄性激素受體的促進而有增加現象的分子機制，利用染色質免疫沉澱

分析(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探討雄性激素受體可能作用位置，發現雄性

激素受體是藉由直接結合至B型肝炎病毒DNA上 enhancer I 之 913-927及949-963

兩個區域去促進 B型肝炎病毒之轉錄 [51]。 

 

3-2-2.  雌激素路徑會抑制 HBV RNA之轉錄 

先前之研究發現當使用 β-estradiol 處理會產生 B 型肝炎病毒之肝癌細胞株

-HepG2.2.15 後，B 型肝炎病毒 RNA 有減少的現象。另外，將此細胞移植 

(xenograph) 至實驗小鼠後，發現相較於公鼠，母鼠之 HBeAg 表現有較低趨勢，

然而當給予 HepG2.2.15 細胞移植之公鼠 β-estradiol 後，HBeAg 則會下降，顯示 B

型肝炎病毒會受到雌性激素所抑制 [53]。 

本實驗室先前的研究也指出雌激素路徑會降低 B 型肝炎病毒基因轉殖小鼠血

液中 B型肝炎病毒的生成量，在 reporter assay中亦發現雌性激素受體 α (ER-α)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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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 B型肝炎病毒 enhancer I 抑制 B型肝炎病毒之轉錄。我們的研究進一步發現

一可能之調控機制，雌性激素受體 α 對於 B 型肝炎病毒之轉錄的抑制作用並非藉

由直接結合至 B型肝炎病毒 DNA上，其抑制作用為雌性激素受體 α之 hinge區域

會和肝細胞核因子 4α (HNF4α) 細胞結合，使得 HNF4α無法結合至 B型肝炎病毒

enhancer I去發揮其促進轉錄的功能 [54]。 

 

4. 肝癌中端粒酶 (Telomerase)之表現及功能 

4-1. 端粒 (telomere) 與端粒酶 (telomerase) 

端粒是一段座落於染色體 (linear chromosomes) 末端的 DNA 片段與其結合蛋

白的複合體(nucleoprotein structures) [55]，端粒的 DNA長度於各個物種間均不大相

同，人類的端粒 DNA 約 5至 10Kb，而實驗小鼠的端粒 DNA 約 40 至 50kb。哺乳

動物中的端粒DNA是由小片段的連續重複DNA所組成，其序列為 5’-TTAGGG -3’ 

[56, 57]。端粒 DNA 會與六個保護蛋白結合，稱之為 six-subunit shelterin complex，

這六個蛋白分別為 TRF1, TRF2, POT1, RAP1, TIN2, and TPP1 [58]，其功能是用於

保護這些染色體的末端不受到 DNA複製時所造成的長度縮短的問題 [59, 60]。端

粒的保護可維持基因的完整性 (gene integrity) 與穩定性 (gene stability)，且當染色

體缺乏此保護措施時會造成細胞週期的停止[61]與細胞凋亡[62]，或是不同染色體

間藉由非同源性末端接合（Non-homologous end joining, NHEJ）而結合[63]。 

端粒酶在多數真核生物中的主要功能是維持用於保護直鏈染色體的端粒長度

[64]，當缺乏端粒酶時，人類細胞於每次複製時端粒平均會減少 50-100 bp [65]。

端粒酶是一反轉錄酶複合體，由 TERT、TERC (non-coding RNA)、DKC1、Nop10

和 NHP2 等所組成，端粒酶結合至端粒後以 TERC 當作模板，TERT 可以增加

5’TTAGGG 3’重複序列至端粒末端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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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端粒酶在癌細胞中之表現及功能 

端粒酶在多數人類成熟細胞中大多缺乏表現且幾乎沒有活性，然而在人類幹

細胞與前驅細胞中端粒酶會表現且具有活性，目的在於讓這些分裂較旺盛之細胞

維持其細胞細胞增殖的能力。隨著時間增長，端粒因細胞分裂而逐漸縮短 [67]，

縮短的端粒不具有 DNA 末端保護功能進而使得細胞染色體斷裂或不同染色體間

發生異常之融合 [63]，此現象會導致基因的不穩定而可能促進癌細胞的生成。在

這種情況下出現的不穩定基因的腫瘤細胞需要重新啟動端粒維持機制 [68]，以避

免遺傳混亂且獲得永久增生的能力。在小鼠動物模式研究中發現，短暫地使小鼠

端粒出現功能障礙會伴隨著端粒酶的活化，進而促進惡性腫瘤之生長 [69]。 

有研究發現95% TERT有表現的腫瘤樣品中發生數種會造成TERT表現量增加

的機制，包括 TERT promoter mutations (31%)、TERT amplification (3%)、TERT 

structural variants (3%)、TERT promoter structural variants (5%) 和 TERT promoter 

methylation (53%)[70]。 

 

 

4-3 .  TERT在肝癌中之活化 

法國團隊利用Alu-PCR的方式第一次發現了B型肝炎病毒會將病毒DNA片段

嵌入宿主之 TERT 基因附近，以活化 TERT 基因之表現 [71, 72]。近年來的研究利

用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方式再次確認 B型肝炎病毒主要會將 DNA片

段嵌入 TERT 基因的 promoter region。在 B型肝炎病毒相關肝癌之臨床檢體中去分

析有 TERT integration 和沒有 TERT integration 的檢體之 mRNA表現量差異，發現

有 TERT integration 的檢體其 TERT mRNA表現量明顯上升 (P-value = 8.8 × 1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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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 B型肝炎病毒在 TERT promoter 之 integration 會造成 TERT 的活化 [45]。而

此種造成 TERT 基因在肝癌中活化的方式為 B 型肝炎病毒相關肝癌所特有。 

 先前研究根據不同肝癌組別進行三個會造成 TERT activation 的機制: TERT 

promoter mutation、TERT focal amplification 和 viral genome integration 之分析，在

B型肝炎相關肝癌組別中 TERT promoter mutation 為 43%，TERT focal amplification

為 7.6%，viral genome integration 為 22%，而有趣的是 TERT promoter mutation 和

viral genome integration 兩者知發生完全沒有重疊。在 C 型肝炎相關肝癌組別中

TERT promoter mutation 為 64%，TERT focal amplification 為 5.3%;而非 B非 C 型肝

炎相關肝癌組別中TERT promoter mutation為59%，TERT focal amplification為8.1%。

整體來看，TERT promoter mutation 在三個組別中都佔了 TERT activation 中最重要

的比例，而 B型肝炎相關肝癌組別除了 TERT promoter mutation 外，viral genome 

integration 也占了 TERT activation 很大一部分，且這個機制是 C 型肝炎相關肝癌中

所沒有的[73]。 

 肝癌中最常見的 TERT活化方式為 TERT promoter mutation，肝癌中最常見為

相較於轉錄起始點-124(NC_000005.9, 1295228)(93% in total)或-146 (NC_000005.9, 

1295250) (6% in total)有 G>A的點圖變[11]。而 TERT promoter mutation 其實是在

突變點產生一 ETS 結合位置，2015 年 Costello 教授於神經細胞使用基因敲落的方

式發現結合至 TERT promoter mutation DNA上促進轉錄作用的重要因子為 GABPα 

[74]，而相關機制尚未於肝癌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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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材料與方法 

細胞培養 (Cell culture) 

將Human hepatoma cell line Huh7、HepG2、CL-48和human kidney cell line 293T

於含有 10% fetal bovine serum (FBS)、1% non-essential amino acids (NEAA) 

(Biological Industries) 、 1% L-glutamine (Biological Industries) 和 1% 

Penicillin/Streptomycin/Amphotericin B (Biological Industries) 之 Dulbecco’s 

Modified Eagles Medium (DMEM) 培養液於溫度 37℃及 5% CO2之細胞培養恆溫箱

中培養，當細胞生長至 9成滿時即進行繼代培養，在 10 cm culture dish (BD Falcon) 

以 1x PBS (Omics bio) 清洗細胞兩次後，加入 0.05% 之  trypsin (Biological 

Industries) 1ml 於細胞培養恆溫箱中作用兩分鐘，將細胞輕輕拍打使細胞懸浮，加

入 3ml 之上述培養液中和 trypsin，將細胞懸浮液移至 15 ml 之離心管(Corning) ，

室溫下以 1000 rpm 離心 2分鐘，除去上清液後以固定比例進行培養。 

 

質體轉型(Transformation) 

取 10 μl DH5α competent cell (Protech) 於冰上解凍，取 100 ng之質體加入解凍

之 competent cell並輕柔混合均勻，靜置於冰上 30分鐘後，於 42 ℃水浴槽 heat shock 

45秒後立刻至於冰上靜置 2分鐘，加入 500 μl LB (OneStar) 培養液，於 37℃和 250 

rpm震盪下培養一小時，取適量菌液均勻塗抹於帶有抗生素 ampicillin 50 μg/ml 之

LB agar plate上，在 37℃恆溫培養箱培養 16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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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體製備 

於 LB agar plate上挑一顆單一菌落於 4 ml LB 培養液中，在 37℃和 250 rpm 震盪下

培養 14 至 16 小時，將 1 mL 菌液以 13000 rpm 離心 5 分鐘後去除上清液，以

Mini Plus Plasmid DNA Extraction System (Viogene) 小量抽取質體。抽取好之質體

以核糖核酸分析儀 (NanoDrop Techologies) 測量濃度及純度，並以 DNA agarose 

gel 進行電泳並確認質體大小。 

將剩餘之培養液加入 200 ml LB培養液中在 37℃和 250 rpm 震盪下培養 16 至

18小時，將菌液以 7500 rpm於 4℃離心 20分鐘後去除上清液，以NucleoBond® Xtra 

Maxi Plus (Macherey-Nagel) 大量抽取質體。抽取好之質體一樣以核糖核酸分析儀 

(NanoDrop Techologies) 測量濃度及純度，並以 DNA agarose gel 進行電泳並確認

質體大小。 

 

細胞轉染(DNA transfection) 

細胞轉染前一天將細胞培養液替換成不含抗生素之 10% FBS 或 5% 

charcoal-stripped FBS DMEM。轉染實驗使用 Maestrofectin
TM

 Transfection Reagent 

(Omics bio) 試劑，將 1 μg質體 DNA和 20 μl Opti-MEM (Gibco) 混合均勻後，將

Maestrofectin reagent 1μl以旋轉方式緩慢加入另外 30 μl Opti-MEM並靜置 5分鐘，

再將 DNA及 Opti-MEM之混合液以旋轉方式緩慢加入Maestrofectin 及 Opti-MEM

混合液，並靜置 20 分鐘。將上述混合液和 3x10
5之 Huh7、HepG2 或 CL-48 細胞

混合後於上述培養液進行培養，6 小時後換成新鮮培養液，18 小時後即可收取細

胞進行後續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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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 sh-RNA之 lentivirus 病毒顆粒製備 

實驗第一天於 6 cm tissue culture dish 中使用低抗生素之 DMEM細胞培養液

(DMEM + 10% FBS + 0.1x PSA) 培養 3x10
5之 293T細胞，隔天觀察細胞約莫 6-7

成滿後即可進行細胞轉染。將帶有欲表現 shRNA的 lentivirus質體、可供 lentivirus

進行轉錄之質體 p△8.91 以及可以形成 lentivirus 病毒顆粒表面蛋白質體 pMDG 使

用TransIT-LT1 (Mirus) 轉染試劑進行轉染。轉染 18小時後將培養液替換為含有 1% 

bovine serum albumin (BSA) (Sigma) 之 DMEM 細胞培養液 4ml。24小時候收取之

培養液即含有 lentivirus，並再度加入含有 BSA 之 DMEM 細胞培養液。22 小時候

收取第二次含有 lentivirus 之培養液，將兩次培養液混合均勻後於 4℃下 1250 rpm

離心 5分鐘後收取上清液，分裝後儲存於-80℃。 

◎sh-RNA之 lentivirus 之質體比例表 

Reagent per 6 cm plate 

pCMV-CMV- c 2.25 μg 

pMD.G 0.25 μg 

hairpin-PLKO.1 2.5 μg 

OPTI-MEM to total volume 250 μl 

 

Reagent per 6 cm plate 

TransIT-LT1 15 μl 

OPTI-MEM to total volume 250 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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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感染 

將含有病毒顆粒之細胞培養液於室溫下解凍，並加入 0.8 μl/ml polybrene 

(Sigma)，取欲進行感染之細胞懸浮液，將其與病毒顆粒之細胞培養液混合均勻隔

夜培養。24小時後去除培養液並以 1x PBS 清洗細胞兩次，並於細胞加入實驗所需

之細胞培養液，即可進行後續實驗。病毒感染後之 RNA 確效可於感染後 48 小時

進行測定，而蛋白質表現則可於感染後 72小時以西方墨點法測定之。 

 

細胞均質液之製備 

使用 4℃ 之 1X PBS 清洗細胞，將含有 1X protease inhibitor (Roche)、1X 

phosphatase inhibitor (Calbiochem) 之 RIPA Cell Lysis Buffer (Tools) 或 Passive 

Lysis Buffer (Promega) 加入至清洗完之細胞，於室溫搖晃 15 分鐘後輕拍培養皿，

並吸取液體至微量離心管 (Axygen) 中，於 4℃、13000 rpm 離心 10分鐘，離心後

將懸浮液吸取至另一新的微量離心管中以供後續實驗使用。 

 

蛋白質定量 

使用 Pierece BCA protein assay kit (Thermo Fisher) 進行蛋白質定量。將已知濃

度之 BSA 進行系列稀釋，並各別取 10μl 於 96 well 中當作標準品 (用於繪製標準

蛋白濃度曲線圖)，再吸取以 RIPA Cell Lysis Buffer 或 passive lysis buffer 抽取之蛋

白質萃取液 2μl 於 96 well 中，加入 200μl 之 BCA
TM 

protein Assay Kit 呈色試劑(A : 

B = 50 : 1) 於 37℃ 作用 30分鐘。呈色後使用免疫沉澱測定儀(MicroQuant) 偵測

樣品於 OD 540之吸光值。將標準品繪製成蛋白濃度散佈圖並得出線性方程式後，

利用內插法即可推算得知待測樣品蛋白質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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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S-PAGE 蛋白質膠體電泳 

製備 10% Tris-Glycine SDS-PAGE gel，將樣品與適量 sample buffer (300mM 

Tris-HCl pH6.8, 12mM EDTA, 12% SDS, 0.01% Bromophenol blue, 6% 

mercaptoethanol) 混合均勻，於 100℃ 加熱板上加熱 8~10 分鐘，並立即置於冰上

冷卻。 

將配置好之 10% Tris-Glycine SDS-PAGE gel 架於 Mini-PROTEAN® Tetra 

Handcast Systems (Bio-Rad) 膠體電泳系統上，加入 Running buffer (14g glycine , 3 g 

Tris-base ,10% SDS /L ddH2O) 後開始進行蛋白質電泳。電泳過程為電壓 60伏特 30

分鐘，80 伏特 30 分鐘，100 伏特 20 分鐘，最終維持 120 伏特直到蛋白質分離至

特定位置。 

 

西方墨點法 

將轉印卡匣、兩塊海綿、六張 10 cm x 10 cm 濾紙以及 PVDF blotting membrane 

(GE) (預先以甲醇浸潤活化兩分鐘，並以 ddH2O清洗兩次後方可使用)一同放置 4℃

預冷之轉印緩衝液 (24mM Triss-base, 193mM Glycine, 20% methanol)中浸潤備用。

將轉印卡匣打開後依序放上海綿、三張濾紙、完成蛋白質分離之 10% Tris-Glycine 

SDS-PAGE gel、活化完成之 PVDF Blotting Membrane、三張濾紙及海綿，將轉印

卡匣闔上後再以橡皮筋固定，組合完成的轉印卡匣放入盛滿轉印緩衝液之轉印槽 

(Hoefer) 中，使用 100 伏特電壓於 4℃進行轉印 120分鐘。 

轉印完成後將 PVDF blotting membrane 取出，以 blocking buffer (5% skim milk 

in TBST buffer (10M Tris-base pH7.5,150mM NaCl,0.5% Tween20)) 於室溫下進行一

小時 blocking。再將 PVDF blotting membrane 加入以 blocking buffer 稀釋之一級抗

體，於 4℃ 之 shaker上翻轉隔夜。 



doi:10.6342/NTU201703348

 

16 
 

隔日以 TBST buffer 重複清洗 PVDF blotting membrane 10 分鐘三次後，加入

以 blocking buffer 稀釋之之二級抗體，於室溫 shaker 上搖晃一小時。再以 TBST 

buffer清洗 PVDF blotting membrane 10 分鐘且重複三次，最後使用西方墨點法試劑 

enhanced chemiluminescence reagent (Amersham)，於暗房中以感光底片偵測呈強

弱。 

 

◎西方墨點法使用之抗體列表以及其條件 

1st antibody Company Cat. No. 2nd antibody Dilute ratio 

AR abcam Ab133273 rabbit 1:1000 

ER Santa-Cruz sc-8002 mouse 1:1000 

GABPα Santa-Cruz sc-22810 rabbit 1:1000 

Hnf4a Santa-Cruz sc-8987 rabbit 1:1000 

GAPDH Genetex Gtx-100118 rabbit 1:5000 

 

冷光酶測定分析(Dual-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將帶有不同 promoter 且後端接有 luciferase 之質體與 pCMV-Renilla 質體，與

其他欲大量表現之質體一同轉染至細胞株中，24小時後換成含有 ethanol 或 10 nM 

R1881 (合成之雄性激素) 或 10 nM E2 (合成之雌性激素) 之 5% charcoal-stripped 

FBS DMEM。培養 22 小時後，以 4℃1xPBS 清洗細胞兩次，將 passive lysis buffer

加入清洗完之細胞，收取細胞蛋白液並測定蛋白質濃度。 

每一待測細胞蛋白液樣品取 10 μg 於另一新的微量離心管中待後續冷光值測

定，將 Dual Luciferase Reporter System (Promega) 所附之 Luciferase Assay Buffer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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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Stop & Glow buffer 於室溫解凍且使其維持常溫，將 Stop & Glow
® 

Substrate以

1:50 之比例加入 Stop & Glow buffer均勻混合。冷光值以 20/20n Luminimeter 冷光

儀 (Promega) 進行測定，將20 μl之Luciferase Assay Buffer II加入預先取好之10 μg

細胞蛋白液樣品，均勻混合後測量該樣品冷光值 (RLU1) ，接著加入 20ul Stop & 

Glow buffer (已加入 substrate)，均勻混合後測量該樣品冷光值 (RLU2)。RLU1即

為該報導基因所表現之 Luciferase冷光值，而RLU2則為Renilla之冷光值，將RLU1

讀值除以 RLU2讀值得到之比值即反應出報導基因的表現強度。 

◎冷光酶測定分析實驗使用之細胞株與表現值體之比例 

 

 

統計方式 

Reporter assay測定得到之結果取平均值，以Microsoft Excel STDEV函數計算

樣品間標準差繪製成圖表，各組間以 Student's t-test 比較差異是否顯著。 

  

Cell line plasmid ratio

pSG5/AR/ER/Hnf4a-450ng

+

reporter plasmid-100ng

+

pCMV-Renilla-10ng

Huh7

HepG2

CL-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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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實驗結果 

探討 B型肝炎相關肝癌中 HBV-TERT integration 及 TERT promoter mutation 之

男女差異 

先前實驗室巧玲學姊針對 41 個男性和 39 個 B 型肝炎相關肝癌病患的腫瘤

DNA進行 capture-次世代定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 NGS)分析，實驗設計

中除了 B 型肝炎病毒基因探針，同時也包括了在肝癌中常發現突變的基因 TERT

和 TP53 的探針，進行 capture hybridization 實驗，目的是想了解 B 型肝炎相關肝

癌病患中體細胞突變和 B型肝炎病毒基因嵌入宿主基因中有無男女差異。 

實驗結果首先針對 B型肝炎病毒基因嵌入宿主基因結果進行分析(圖 1)，發現

男性有 95.12% 和女性 92.31% (P-value=0.6712) 有B型肝炎病毒基因嵌入宿主基

因體的現象。更進一步探討 B 型肝炎病毒基因嵌入宿主基因的 hotspot，發現

HBV-TERT integration 中男性發生率為 33.33%，女性發生率為 13.89% 

(P-value=0.0489)；HBV-MLL4 integration 中男性發生率為 15.38%，女性發生率為

13.89% (P-value=0.8625)；HBV-CCNE1 integration 中男性發生率為 5.13%，女性發

生率為 11.11% (P-value=0.4186)。結果顯示只有在 HBV-TERT integration 中發現有

男性發生率明顯高於女性的現象。 

另外分析體細胞突變的結果，發現 TERT promoter mutation (G228A,G250A)在

男性發生率為 34.15%，女性發生率為 10.26% (P-value=0.0152) ，TP53 mutation 男

性發生率為 43.90%，女性發生率為 43.59% (P-value=1)。因此在體細胞突變中只有

TERT promoter mutation 有男性發生率明顯高於女性的現象。 

學姊這部分研究結果顯示 HBV-TERT integration 和 TERT promoter mutation 在

B 型肝炎相關肝癌病患中都有男性發生率大於女性現象。根據此結果，本研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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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性激素路徑可能參與調控，造成此項男女差異現象的假說，即雄激素路徑會促

進而雌激素路徑會抑制 HBV-TERT integration 和 TERT promoter mutation 中 TERT

轉錄作用，造成 TERT RNA在男性肝細胞中較高之表現。在 HBV-TERT integration

時會將 B 型肝炎病毒受性激素路徑調控之機制帶入 TERT 轉錄之調控，雄性激素

受體可藉由結合至 HBV DNA上 ARE區域去促進 TERT 轉錄作用，雌性激素受體

可以和 HNF4α 螯合，使 HNF4α 不能結合至 HBV DNA 上結合區域而抑制 TERT

轉錄作用（圖 2A）；TERT promoter mutation產生一新 GABPα結合位置，雄激素

受體可能藉由 GABPα 進而促進 TERT 轉錄作用，雌激素受體則藉由 GABPα 抑制

TERT 轉錄作用（圖 2B）。為探究此假說之可能，本論文將使用 reporter assay 來

探討性激素路徑對於 HBV-TERT integration 及 TERT promoter mutation 轉錄作用

的影響及調控機制。 

 

報導基因實驗使用之質體 

本論文所使用之 TERT 相關報導基因之質體均源自 pGL4.10[luc2] vector 載體 

(圖 3A)。WT-TERT-Luc2 和 G228A-Luc2 和 G250A-Luc2為 Costello 教授贈與之質

體，WT-TERT-Luc2 報導基因質體為將相對於 ATG轉錄起始點 -47至-209之野生

型 TERT啟動子區域接入報導基因實驗之載體 pGL4.10[luc2]的multiple cloning site 

中之 NheI 和 HindIII 位點。而 G228A-Luc2 為與WT-TERT 相比於 ATG轉錄起始

點-124位置有 G>A 之點突變；G250A-Luc則為與 WT-TERT 相比於 ATG轉錄起始

點-146位置有 G>A 之點突變(圖 3B)。 

B型肝炎病毒基因嵌入 TERT promoter之報導基因質體 C-18為利用 PCR將病

人代號 T1的腫瘤 genomic DNA 中，相對於 ATG轉錄起始點 -47 至-209之 TERT 

promoter 區間，其中-67 至-190 為包含 B 型肝炎病毒 1822-1-2418 基因序列(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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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使用 primer：F-NheI-TERT : 5’-CTAGCTAGCGTCCTGCCCCTT CACCTT-3’ 

和 primer：R-TERT-HindIII : 5’-CCCAAGCTTCAGCGCTGCCTGAA ACTC-3’進行

放大，將 PCR 放大之片段接入報導基因載體 pGL4.10[luc2]的 multiple cloning site 

之 NheI 和 HindIII位點(圖 3C)。 

 

探討性激素路徑對於 HBV-TERT promoter integration 之轉錄調控 

為了瞭解性激素路徑對於 HBV-TERT promoter integration 之轉錄調控，利用

HepG2細胞轉染 pSG5、pSG5-AR、pSG5-ERα 和報導基因 5XARE-Luc、ERE-Luc、

WT-TERT-Luc2、C18-Luc2以及 pCMV-Renilla 等質體，轉染 24 小時後處理 10 nM 

R1881、10 nM E2，22小時候再收取細胞蛋白質萃取液，分別以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偵測報導冷光表現，以及西方墨點法偵測蛋白質表現量。 

5XARE-Luc 為 R1881 處理確效之報導基因，可以看到當轉染 pSG5-AR 且處

理R1881後之冷光讀值相較於轉染 pSG5-AR沒有處理R1881的組別有明顯提升現

象 (P-value=0.0001) (圖 4A)。ERE-Luc為 E2 處理確效之報導基因，可以看到當轉

染 pSG5-ERα 且處理 E2 後之冷光讀值相較於沒有處理 E2 的組別有明顯提升現象 

(P-value=0.003) (圖 4B)。以上結果顯示 R1881和 E2處理在此實驗系統是確效的。 

WT-TERT-Luc2 和 C18-Luc2 中，當在沒有 R1881 和 E2處理時，C18-Luc2 冷

光讀值相較於WT-TERT-Luc2高出311倍 (P-value=0.028) (圖 4C, lane1和 lane4 )，

顯示 HBV-TERT promoter integration 較 WT-TERT 的轉錄作用有顯著的提升。進一

步探討性激素路徑對 C18-Luc2 轉錄調控，比較轉染 pSG5未處理 R1881 組別及轉

染 pSG5-AR 未處理 R1881 組別，轉染 pSG5-AR 未處理 R1881 組別冷光讀值有些

微上升 (P-value=0.1229) (圖 4C, lane4 和 lane9)，未達統計顯著。比較轉染 pSG5

且處理 R1881 組別及轉染 pSG5-AR 且處理 R1881 組別，發現轉染 pSG5-AR 且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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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R1881 組別 C18-Luc2 冷光讀值上升現象較明顯 (P-value=0.017) (圖 4C, lane5

和 lane10)。再比較轉染 pSG5-AR未處理 R1881組別與轉染 pSG5-AR且處理R1881

組別，轉染 pSG5-AR 且處理 R1881 組別冷光讀值增為 1.2 倍 (P-value=0.035) (圖 

4C, lane9 和 lane10)，顯示雄激素路徑之活化會進一步增加 C18-Luc2 之轉錄活性。 

比較轉染 pSG5 未處理 E2 組別及轉染 pSG5-ERα 未處理 E2 組別，轉染

pSG5-ERα未處理 E2組別冷光讀值減少三分之一 (P-value=0.047) (圖 4C, lane4和

lane13)。比較轉染 pSG5 且處理 E2 組別及轉染 pSG5-ER 且處理 E2 組別，轉染

pSG5-ERα 且處理 E2 組別 C18-Luc2 冷光讀值減少三分之二 (P-value=0.005) (圖 

4C, lane6 和 lane14)，再比較轉染 pSG5-ERα且未處理 E2與處理 E2處別冷光值會

下降一半(P-value=0.011) (圖 4C, lane13 和 lane14)，此結果顯示 ERα 在不需要 E2

情況下即可抑制 C18-Luc2 轉錄作用，而同時有 ERα 和 E2 處理時抑制 C18-Luc2

轉錄作用會更加明顯。 

除於 HepG2 細胞外，更進一步利用 Huh7 細胞株確認上述性激素路徑對於

C18-Luc2 轉錄作用之調控，於 Huh7 細胞株轉染 pSG5、pSG5-AR、pSG5-ERα 和

報導基因 5XARE-Luc、ERE-Luc 、WT-TERT-Luc2、C18-Luc2 以及 pCMV-Renilla

等質體，轉染 24 小時後處理 10 nM R1881、10 nM E2，22小時候再收取細胞蛋白

質萃取液，分別以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偵測報導冷光表現，以及西方墨點法偵

測蛋白質表現量。在R1881確效報導基因 5XARE (圖 5A) 和E2確效報導基因ERE 

(圖  5B) 的結果顯示，性激素處理於 Huh7 報導基因實驗中也是確效的。在

WT-TERT 與 C-18 報導基因實驗組別中可以發現當只轉染 pSG5 時，C-18 冷光讀

值較WT-TERT高出 1200倍 (P-value=0.03) (圖 5C, lane1 和 lane4)。在 Huh7細胞

中 R1881 所活化之雄性激素路徑對於 C-18-Luc2 reporter 轉錄也有活化的作用(圖 

5C, lane5 和 lane10) 和 (圖 5C, lane9 和 lane10)，而在 Huh7中 E2於雌性激素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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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對於 C-18-Luc2 reporter 轉錄亦有抑制作用(圖 5C, lane13 和 lane14)。上述實驗

結果確認雄激素路徑會活化 HBV-TERT promoter integration 之轉錄作用，而雌激素

路徑會抑制 HBV-TERT promoter integration 之轉錄作用。 

 

HNF4α為性激素路徑造成 HBV-TERT promoter integration 轉錄調控之重要因子 

先前序論提到 ERα 是藉由螯合 HNF4α 而抑制 B 型肝炎病毒基因轉錄作用，

因此下一步研究將探討 HNF4α於 HBV-TERT promoter integration 轉錄作用的重要

性。以含有 lenti-si-LacZ 及 lenti-si-HNF4α 之病毒分別感染 HepG2 細胞株，16 小

時後換成新鮮培養液，隔天再進行細胞轉染 pSG5、pSG5-AR、 pSG5-ER 和報導

基因 5XARE-Luc、ERE-Luc、WT-TERT-Luc2、C18-Luc2 以及 pCMV-Renilla 等質

體，6小時後換成新鮮培養液，18小時後處理 10nM R1881、10nM E2，22小時後

再收取細胞蛋白質萃取液，分別以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偵測冷光讀值以及西方

墨點法偵測蛋白質表現量。經由 lenti-si-LacZ 及 lenti-si-HNF4α病毒感染後 R1881

處理於 5XARE-Luc 中均能確效(P-value=0.001, P-value=0.012) (圖 6A, lane3 和

lane4, lane7 和 lane8)， E2 處理於 ERE-Luc 中均能確效  (P-value=0.03, 

P-value=0.0001) (圖 6B, lane3 和 lane4, lane7 和 lane8)。此部分實驗結果發現在

lenti-si-LacZ 感染後雄激素路徑對於 C18-Luc2 仍具促進轉錄之作用，而 R1881 也

能使促進效果更明顯 (圖 6C, lane4 和 lane9, lane5 和 lane10)；而 E2 所刺激之雌激

素路徑可抑制 C18-Luc2 轉錄作用(圖 6C, lane4 和 lane13, lane6 和 lane14)。在

lenti-si-HNF4α病毒感染之實驗組發現，抑制 HNF4α的表現後 C18-Luc2轉錄作用

有明顯下降現象  (P-value=0.0016) (圖 6C, lane4 和 lane18)，雄激素路徑促進

C18-Luc2 轉錄作用在 knockdown HNF4α 變得不明顯 (P-value =0.0004) (圖 6C, 

lane10和 lane24)，而雌激素路徑抑制 C18-Luc2 轉錄作用在 knockdown HNF4α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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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明顯減少趨勢 (P-value =0.019) (圖 6C, lane20 和 lane28)。根據上述結果推斷

HNF4α為 HBV integrate 至宿主基因體中 TERT promoter區域，引發 TERT RNA大

量上升之關鍵因子，在 HNF4α 降低的情況下，雄激素路徑及雌激素路徑對

C18-Luc2 轉錄作用的影響均顯著減少，支持 HNF4α於其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探討性激素路徑對於 TERT promoter mutation 之轉錄調控 

先前序論提到 TERT promoter mutation G228A和G250A會產生一新的GABPα

結合位置，因此本實驗先進行確認 GABPα於將進行實驗之細胞株 Huh7中是否仍

為活化 TERT promoter mutation 轉錄活化之關鍵因子。以含有 lenti-si-LacZ 及 

lenti-si-GABPα 病毒培養液感染 Huh7細胞株，16小時候換成新鮮培養液，隔天再

進行細胞轉染報導基因 WT-TERT-Luc2、G228A-Luc2、G250A-Luc2 以及

pCMV-Renilla 等質體，6 小時後換成新鮮培養液，18 小時後收取細胞蛋白質萃取

液分別以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偵測冷光讀值。實驗結果發現 G228A-Luc2、

G250A-Luc2 之冷光讀值均顯著比 WT-TERT-Luc2 來得高 (P-value=0.004) 和 

(P-value=0.042) (圖 7, lane1 和 lane2, lane1 和 lane3)，而當進行 GABPα knockdown

後，si-GABPα 組別之 G228A-Luc2 冷光讀值相較於 si-LacZ 組別低了 11 倍

(P-value=0.004) (圖 7, lane2 和 lane5)，si-GABPα組別之 G250A-Luc2 冷光讀值相

較於 si-LacZ組別低了 5倍 (P-value=0.039) (圖 7, lane3和 lane6)，上述實驗結果確

認GABPα在Huh7細胞株中為G228A-Luc2和G250A-Luc2轉錄活化之重要因子。 

進一步探討性激素路徑對於 TERT promoter mutation 之轉錄調控，於 Huh7細

胞轉染 pSG5、 pSG5-AR、pSG5-ER 和報導基因 5XARE-Luc、ERE-Luc 、

WT-TERT-Luc2、G228A-Luc2、G250A-Luc2 以及 pCMV-Renilla 等質體，6小時後

換成新鮮培養液，18小時候處理 10nM R1881、10nM E2，22小時候再收取細胞蛋



doi:10.6342/NTU201703348

 

24 
 

白質萃取液分別以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偵測報導基因表現以及西方墨點法偵測

蛋白質表現量。R1881 和 E2 於此實驗均有確效(圖 8A and B)，可以看到當

G228A-Luc2 轉染 pSG5-AR 時冷光讀值較未轉染 pSG5-AR 組別高了近三倍

(P-value=0.009) (圖 8C 左圖,  lane3 和 lane9)。再比較轉染 pSG5-AR 沒有處理

R1881 和有處理 R1881 時 G228A-Luc2 冷光讀值並沒有顯著差異(P-value=0.248) 

(圖 8C 左圖, lane9 和 lane10)，指出此作用可能無須仰賴 androgen 之存在。同樣的

情形也發生在 G250A-Luc2 之實驗組別，G250A-Luc2 轉染 pSG5-AR 時冷光讀值

較未轉染 pSG5-AR 組別也高了近三倍 (P-value=0.00004)(圖 8C 左圖,  lane5 和

lane11)，再比較轉染 pSG5-AR 沒有處理 R1881 和有處理 R1881 時 G250A-Luc2 冷

光讀值並沒有顯著差異(P-value=0.82)(圖 8C 左圖, lane11 和 lane12)。此結果支持

雄激素路經對於 G228A-Luc2 和 G250A-Luc2 之轉錄作用均有促進的現象，而此促

進現象可能無須仰賴 androgen之存在。 

在雌激素路徑實驗中，可以看到當 G228A-Luc2 轉染 pSG5-ERα時冷光讀值與

未轉染 pSG5-ERα 組別比無顯著上升現象(P-value=0.752) (圖 8C 右圖, lane3 和

lane9)，再比較轉染 pSG5-ERα沒有處理 E2和有處理 E2時 G228A-Luc2 冷光讀值

並沒有顯著差異(P-value=0.594) (圖 8 右圖, lane9 和 lane10)。G250A-Luc2 轉染

pSG5-ERα 時冷光讀值較未轉染 pSG5-ERα 組別亦無顯著上升現象(P-value=0.686) 

(圖 8C 左圖, lane5 和 lane11)，再比較轉染 pSG5-ERα沒有處理 E2和有處理 E2時

G250A-Luc2 冷光讀值並沒有顯著差異 (P-value=0.506) (圖 8C 左圖, lane11 和

lane12)。上述結果得知雌激素路徑對於 G228A-Luc2 和 G250A-Luc2 之轉錄作用沒

有促進的現象，而此作用可能無須仰賴 E2 之存在。整體而言雄性激素路經促進

G228A-Luc2和 G250A-Luc2之轉錄作用幅度較雌性激素路徑明顯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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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BPα為雄性激素路徑活化 TERT promoter mutation 轉錄作用之重要因子 

接下來想探討的問題為性激素路徑造成 TERT promoter mutation轉錄活化的機

制中，GABPα是否為重要因子。以含有 lenti-si-LacZ 及 lenti-si-GABPα病毒培養

液感染 Huh7 細胞株，16 小時候換成新鮮培養液，隔天再進行細胞轉染 pSG5、

pSG5-AR 和報導基因 5XARE-Luc、WT-TERT-Luc2、G228A-Luc2、G250A-Luc2

以及pCMV-Renilla等質體，6小時後換成新鮮培養液，18小時後處理10nM R1881，

22小時後再收取細胞蛋白質萃取液分別以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偵測冷光讀值以

及西方墨點法偵測蛋白質表現量。經由 lenti-si-LacZ 及 lenti-si-GABPα 病毒染後

R1881 處理於 5XARE-Luc中均能確效 (P-value=0.0001, P-value=0.00002) (圖 9A, 

lane 3和 lane 4, lane7 和 lane8)。實驗結果發現在 lenti-si-LacZ病毒感染後雄激素路

徑對於 G228A-Luc2 和 G250A-Luc2 仍能促進其轉錄作用 (圖 9B, lane4 和 lane10, 

lane6 和 lane12)，比較 lenti-si-LacZ 及 lenti-si-GABPα 病毒感染後轉染 pSG5-AR

及處理 R1881 之 G228A-Luc2，其冷光讀值顯著下降 (P-value=0.0003) (圖 11B, 

lane10 和 lane12)；而比較同樣處理組別之 G250A-Luc2 冷光讀值也是顯著下降 

(P-value=0.006) (圖 9B,  lane12 和 lane24)。綜合上述實驗結果，雄激素路徑對於

TERT promoter mutation 報導基因 G228A-Luc2 和 G250A-Luc2 之轉錄作用中，

GABPα為一個十分重要的因子。 

然而在雌性激素路徑中經由 lenti-si-LacZ 及 lenti-si-GABPα病毒染後 E2處理

於 ERE-Luc中均能確效 (P-value=0.003, P-value=0.028) (圖 10A, lane 3 和 lane 4, 

lane7 和 lane8)。實驗結果發現在 lenti-si-LacZ 病毒感染後雌激素路徑對於

G228A-Luc2 和 G250A-Luc2 仍無促進其轉錄作用 (圖 10B, lane4 和 lane10, lane6

和 lane12)，比較 lenti-si-LacZ 及 lenti-si-GABPα病毒感染後轉染 pSG5-ER 及處理

E2 之 G228A-Luc2，其冷光讀值顯著下降 (P-value=0.00004) (圖 10B, lane10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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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e12)；而比較同樣處理組別之 G250A-Luc2 冷光讀值也是顯著下降 

(P-value=0.012) (圖 10B,  lane12 和 lane24)。再次驗證 TERT promoter mutation 報

導基因 G228A-Luc2 和 G250A-Luc2 之轉錄作用中，GABPα 為一個十分重要的因

子。 

綜合上述實驗結果，雄激素路徑對於 TERT promoter mutation 報導基因

G228A-Luc2和 G250A-Luc2之轉錄作用中，GABPα為一個十分重要的因子。 

 

HNF4α為肝細胞中促進 TERT promoter mutation 轉錄作用之重要因子 

先前有研究指出 GABPα 和 HNF4α 一同於肝臟細胞中調控了近三分之一的基

因轉錄[75]，所以我們也想了解 HNF4α於肝臟細胞中是否也調控了 TERT promoter 

mutation 的轉錄作用。當進行 HNF4α knockdown 時，G228A-Luc2 冷光讀值明顯下

降  (P-value=0.031) (圖  11,  lane2 和 lane4)，顯示 HNF4α 在肝細胞中對於

G228A-Luc2 轉錄有正向調控作用，且 GABPα 所促進之報導基因表現中有約 75% 

來自 HNF4α 之作用。 

進一步實驗探討 HNF4α 在雄激素路徑對於 G228A-Luc2 轉錄的促進現象是否

也扮演重要角色，結果發現當 knockdown HNF4α 表現時，G228A-Luc2 冷光讀值

相較於未 knockdown 時低了三倍 (P-value=0.031) (圖 12, lane6 和 lane14)，而當在

有轉染 pSG5-AR也同時有處理R1881的情況下，HNF4α knockdown後G228A-Luc2

冷光讀值降為 80% (P-value=0.012) (圖 12, lane8和 lane16)，雖然達統計顯著差異，

但其冷光讀值下降情況較未轉染 pSG5-AR 時來的小很多，因此認為雄激素路徑所

造成對 G228A-Luc2 的轉錄活化中，HNF4α 並非為重要因子，因此雄激素路徑與

HNF4α對於 G228A-Luc2 的轉錄作用活化之作用應為兩個獨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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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討論 

實驗的侷限性 

TERT 在一般體細胞中通常是不表現 (silence) 的狀態，而此現象和其染色體

上 compact chromatin的結構有相關。先前研究也曾指出 embryonic stem cell的TERT

是處於活化狀態，且此時的 histone 結構也是比較鬆散的，當隨著細胞分化次數增

加，隨著 histone 纏繞越來越緊密，TERT 也漸漸地被 silence。先前研究利用基因

編輯方式使 embryonic stem cell的TERT產生mutation，發現TERT promoter mutation

後 TERT 被 silence的情況有被延緩的現象[76]。在本研究中使用 reporter assay在細

胞培養模式中進行探討 TERT 轉錄活化的機制，帶有 TERT promoter的 plasmid 並

沒有如一般體細胞中所具有的 chromatin結構，所以本研究實驗方法是建立在 TERT 

promoter沒有完全反映體細胞中 DNA二級結構影響的情況下所進行之機制研究。 

 

性激素對於 TERT promoter mutation 轉錄作用調控與臨床現象 

本研究所提之假說為性激素可能參與 B 型肝炎相關肝癌病患所發現之 TERT 

promoter mutation 男女差異可能之機制，包括雄激素路徑可能促進而雌激素路徑可

能抑制 TERT promoter mutation 的轉錄作用。但根據實驗結果顯示雄激素路徑和雌

激素路徑均會促進 TERT promoter mutation 的轉錄作用，其中雄激素路徑刺激現象

較為顯著，雌激素路徑之作用則不明顯，而此兩種活化現象均為 ligand-independent

形式，實驗結果提供了雄激素路徑及 HNF4α 經由 GABPα促進含有 TERT promoter 

mutation 之 TERT 轉錄之一新穎機制，解釋男性肝細胞內 TERT 大量表現之分子機

制。此機制也許不能完整地去解釋臨床檢體所發現 TERT promoter mutation 之男女

差異，例如為何此機制未發生於女性肝細胞內，因此未來可能須探討是否尚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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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子參與其中。 

而為了更進一步探討可能造成 TERT promoter mutation 男女差異的原因，搜尋

文獻發現會導致 TERT promoter mutation 轉錄活化的重要因子 GABPα 是一

methylation-sensitive 的蛋白，當其結合位置被 methylation 後，GABPα就比較偏向

於不結合至 DNA 結合位置上，而轉錄現象就無法順利的被活化[77]。根據上述發

現推測，性激素路徑是不是也可能對於 TERT promoter mutation 的 DNA 上有

epigenetic modification 層面的調控，可能雄性激素路徑抑制 GABPα 結合位置的

methylation作用，讓因TERT promoter mutation中被活化的TERT無法順利被 silence，

或是雌激素路徑參與了 GABPΑ結合位置 methylation 的過程，使得 GABPα無法結

合而抑制 TERT promoter mutation 的活化。這方面或許是未來值得進一步探討關於

TERT promoter mutation 男女差異可能機制之一。 

 

HNF4α於 TERT promoter mutation 之調控 

本論文發現 HNF4α 對於肝臟細胞中 TERT promoter mutation 的 reporter 經

GABPα 轉錄作用也十分重要。先前於緒論曾提到 ERα 會藉由與 HNF4α 螯合，使

HNF4α無法結合到 B 型肝炎病毒基因上的結合位置進而抑制轉錄作用。原以為造

成 HBV-TERT promoter integration 和 TERT promoter mutation 男女差異的主要因子

可能都是 HNF4α，但論文實驗中於 TERT promoter mutation 的報導基因

G228A-Luc2和G250A-Luc2轉染 pSG5-ERα時並無發現轉錄作用有被抑制的情況，

或許 HNF4α在 TERT promoter mutation 中影響轉錄活化的機制不受 ERα會藉由與

HNF4α螯合所影響，也可能HNF4α是間接而非直接參與了 TERT promoter mutation

轉錄作用的活化，此可能性值得未來進一步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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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T promoter mutation 男女差異只在 B型而非 C型肝炎相關肝癌 

之前實驗室學姊試著分析其他類型肝癌如 C 型肝炎相關肝癌，試圖了解 TERT 

promoter mutation 男女差異是不是於其他肝癌中也可以發現，結果 C 型肝炎相關肝

癌 TERT promoter mutation 並無男女差異，顯示 B型肝炎相關肝癌中可能有特殊因

子參與了導致 TERT promoter mutation 男女差異的相關機制。B型肝炎和 C 型肝炎

相差最多的部分為病毒因子，B 型肝炎的獨特病毒因子中 HBx 被認為是一個致癌

因子，也許 HBx 亦參與 B型肝炎相關肝癌中男女差異的調控，此可能性值得未來

進一步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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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圖 1. B型肝炎相關肝癌之HBV-TERT integration和 TERT promoter mutation顯

現男女差異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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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論文假說模式圖。 

(A) Ｂ型肝炎病毒將其基因片段嵌入 TERT 啟動子，會將受性賀爾蒙調控區域也一

併帶入，使得 TERT 之轉錄作用也會受到雄性激素路徑活化與雌性激素路徑抑制的

調控。(B) 雄性激素路徑會活化由 GABPΑ 所調控之 TERT 啟動子點突變 G228A

及 G250A 之轉錄而雌性激素路徑會去抑制由 GABPα 所調控之 TERT 啟動子點突

變 G228A及 G250A之轉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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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實驗使用之報導基因質體圖。 

 

(A) 本論文使用於報導基因實驗之載體均為 pGL4.10[luc2]。 (B) TERT啟動子報導

基因質體為將相較於 ATG 轉錄起始點-47 至-209 之野生型 TERT 啟動子區域接入

至報導基因實驗之載體 pGL4.10 的 multiple cloning site( NheI 和 HindIII )，而

G228A 為相較於 ATG 轉錄起始點-124 位置有 G>A 之點突變， G250A 為相較於

ATG轉錄起始點-146 位置有 G>A之點突變。 (C) B型肝炎病毒基因嵌入 TERT啟

動子之報導基因質體C-18為利用 PCR將病人代號 T1的腫瘤 genomic DNA相較於

ATG 轉錄起始點-47 至-209 之 TERT 啟動子但-67 至-190 含 B 型肝炎病毒基因

1822-1-2418 片段進行放大，將其接入至報導基因實驗之載體 pGL4.10 的 multiple 

cloning site space ( NheI 和 HindI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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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雄性激素路徑會活化而雌性激素路徑會抑制 B 型肝炎病毒基因嵌入 TERT 

pomoter-C18報導基因轉錄作用 

 

(A) 圖表為 5XARE 報導基因結果，X軸為轉染質體類別，Y軸為 relative luciferase 

activity，白色 bar 為 solvent 處理組別，黑色 bar 為 R1881 處理組別。 (B) 圖表

為 ERE 報導基因結果，X軸為轉染質體類別，Y軸為 relative luciferase activity ，

白色 bar 為 solvent 處理組別，黑色 bar 為 R1881 處理組別。 (C) 圖表為 TERT 

reporter assay結果，X 軸為轉染質體類別與藥物處理類別，Y軸為 relative activation 

fold，白色 bar為 WT TERT 報導基因，黑色 bar為 C18 TERT 報導基因。各圖表下

方為西方墨點法結果，用於觀察轉染質體蛋白表現量。 



doi:10.6342/NTU201703348

 

34 
 

 

 

圖 5. 雄性激素路徑會活化而雌性激素路徑會抑制 B 型肝炎病毒基因嵌入 TERT 

pomoter-C18報導基因轉錄作用。 

 

(A) 圖表為 5XARE 報導基因結果，X軸為轉染質體類別，Y軸為 relative luciferase 

activity ，白色 bar 為 solvent 處理組別，黑色 bar為 R1881 處理組別。 (B) 圖表

為 ERE 報導基因結果，X軸為轉染質體類別，Y軸為 relative luciferase activity ，

白色 bar 為 solvent 處理組別，黑色 bar 為 R1881 處理組別。 (C) 圖表為 TERT

報導基因結果，X軸為轉染質體類別與藥物處理類別，Y軸為 relative activation fold，

白色 bar為WT TERT reporter，黑色 bar為 C18 TERT reporter。各圖表下方為西方

墨點法結果，用於觀察轉染質體蛋白表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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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Hnf4a 為 B 型肝炎病毒基因嵌入 TERT 啟動子-C18 之報導基因轉錄活化重

要因子。 

(A) 圖表為 5XARE 報導基因結果，X軸為轉染質體類別，Y軸為 relative luciferase 

activity ，白色 bar 為 solvent 處理組別，黑色 bar 為 R1881 處理組別。 (B) 圖表

為 ERE 報導基因結果，X軸為轉染質體類別，Y軸為 relative luciferase activity ，

白色 bar 為 solvent 處理組別，黑色 bar 為 R1881 處理組別。 (C) 圖表為 TERT

報導基因結果，X軸為轉染質體類別與藥物處理類別，Y軸為 relative activation fold，

白色 bar為WT TERT reporter，黑色 bar為 C18 TERT reporter。各圖表下方為西方

墨點法結果，用於觀察轉染質體蛋白表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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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在 Huh7細胞株中 GABP為造成 TERT啟動子點突變 G228A及 G250A報

導基因轉錄活化之重要因子。 

 

圖表為 TERT reporter結果，X軸為 TERT 報導基因類別，Y軸為 relative luciferase 

activity，白色 bar 為 si-LacZ處理組別，黑色 bar為 si-GABPΑ 處理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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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雄性激素路徑會促進 TERT promoter mutation G228A 及 G250A之轉錄活

化於 Huh7細胞株，而雄性激素路徑則無差異。 

 

(A) 圖表為 5XARE 報導基因結果，X軸為轉染質體類別，Y軸為 relative luciferase 

activity，白色 bar 為 solvent 處理組別，黑色 bar為 R1881 處理組別。 (B) 圖表為

ERE 報導基因結果，X軸為轉染質體類別，Y軸為 relative luciferase activity，白色

bar為 solvent 處理組別，黑色 bar為 E2 處理組別。 (C) 圖表為 TERT 報導基因結

果，X軸為轉染報導基因類別，Y軸為 relative activation fold，白色 bar為 solvent

處理組別，黑色 bar 為 R1881 或 E2 處理組別。 (D) 以西方墨點法觀察轉染質體

蛋白表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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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GABP為雄性激素路徑會促進 TERT 啟動子點突變 G228A 及 G250報導基

因轉錄活化之重要因子。 

 

(A) 圖表為 ARE 報導基因結果，X 軸為轉染質體類別，Y 軸為 relative luciferase 

activity，黑色 bar為 solvent 處理組別，白色 bar為 R1881 處理組別。 (B) 圖表為

TERT報導基因結果，X軸為轉染報導基因類別，Y軸為 relative activation fold，

黑色 bar為為 solvent 處理組別，白色 bar為 R1881 處理組別。 (C) 以西方墨點法

觀察轉染質體及基因敲落蛋白表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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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GABP為雌性激素路徑會促進 TERT promoter mutation G228A及 G250A

報導基因轉錄活化之重要因子。 

 

(A) 圖表為 ERE 報導基因結果，X 軸為轉染質體類別，Y 軸為 relative luciferase 

activity，黑色 bar為 solvent 處理組別，白色 bar為 E2處理組別。 (B) 圖表為 TERT

報導基因結果，X 軸為轉染報導基因類別，Y 軸為 relative luciferase activity，黑色

bar為為 solvent 處理組別，白色 bar為 E2 處理組別。 (C) 以西方墨點法觀察轉染

質體及基因敲落蛋白表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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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HNF4α為促進 TERT啟動子點突變 G228A及 G250A報導基因轉錄活化之

重要因子。 

 

圖表為 TERT 報導基因結果，X軸為 TERT 報導基因類別，Y軸為 relative luciferase 

activity，白色 bar 為 si-LacZ處理組別，黑色 bar為 si-Hnf4a處理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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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HNF4α為促進 TERT啟動子點突變 G228A及 G250A報導基因轉錄活化之

重要因子。 

 

圖表為 TERT 報導基因結果，X軸為 TERT 報導基因類別，Y軸為 relative luciferase 

activity，白色 bar 為 R1881 處理組別，黑色 bar為 solvent 處理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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