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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自然免疫與癌症

黃永任

中興大學法商學院

摘要

人體的自然免疫系統是對抗腫瘤細胞增殖與轉移的重要

防線，對癌症的預防扮演重要角色，其中巨噬細胞與自然殺

手細胞更負有監視、辨認、與摧毀腫瘤細胞的作用，因此運

動後，巨噬細胞與自然殺手細胞的變化情況，是運動是否有

益於癌症預防的重要因素。

單次輕度、中等強度運動後，巨噬細胞會增加，但是運

動停止一段時間後，此一增加情況會恢復至未運動前的情況

，且運動後，巨噬細胞的吞噬作用、細胞激素的分泌、和抗

腫瘤胞殺能力都有增強的現象。

輕度、中等強度還動會使自然殺手細胞的數目與百分率

增加，且能增進胞殺活動的能力，但是長時間耐力性運動則

會抑制自然殺手細胞的功能。

因此 ，輕度、中等強度的運動，對人體抗腫瘤細胞的功

能將會有所幫助，對預防癌症的發生也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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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適當的運動對人體健康有益，它除了可以增進人體適能、減少脂

肪含量外，對某些慢性疾病也有預防或治療的效果。近年來，更有相

當多文獻探討運動與癌症的關係。在時常參與運動後，人體對抗腫瘤

細胞的能力是否增強?若體內己含有某些腫瘤細胞後，再參與運動，

是否能抑制腫瘤細胞的增殖?這些是大家很關心的兩個問題，前者是

屬於癌症預防的領域，後者則屬於癌症治療的範圍，由於工業化國家

中，人們死於癌症的比率相當高，因此這些問題更引人注意。本文擬

從運動的角度來探討，觀察人體在參與活動後，先天性免疫系統(

Innate immuni ty) 中巨噬細胞(Macrophage )與自然殺手細胞(

Natural , killer cell) 的變化情況、及對腫瘤細胞 (Tumor ce 11 ) 

的影響，並從免疫學觀點，對運動與癌症間的關係進行研究，希望對

癌症的預防，有所助益。

二、運動與癌症的關係

癌症是由於腫瘤細胞大量增殖，而體內免疫系統無法有效將它消

滅所造成的，這些腫瘤細胞在大量增殖的同時，會透過血液或淋巴循

環而擴散到身體其他部分，使人體無法克服腫瘤細胞的快速增殖，終

至死亡。目前工業化國家中，罹患癌症而死亡的人數僅次於心血管疾

病死亡的人數，可見癌症對人體健康危害之大。

近年來，運動與癌症關係的研究大都集中在直腸癌( Co 1 on 

cancer) 、乳癌 (Breast cancer) 、生殖系統癌症( Reproduct i ve 

system cancer) 等範圈 ， 研究結果簡述如下:

(1)運動與直腸癌

影響直腸癌發生的第一個因素可能與攝食有關 ，凡是喜歡攝取

含大量脂肪、且較少纖維的食物者，罹患直腸癌的機率較高，此外

，喜歡喝酒、或是維他命D攝取不是者，都比較容易罹患直腸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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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影響直腸癌發生的可能因素是身體的活動量，這包括平

日活動量、工作量、與運動量三部分，整體活動量較高者其脂肪會

透過代謝而產生能量負平衡現象，比較不容易堆積，所以比較不會

發生直腸癌，但是否由於運動而使直腸癌罹患率降低，或是運動消

耗較多能量，而使脂肪堆積減少，進而降低直腸癌發生率，目前為

止並不確定。

(2)運動與乳癌、生殖系統癌症的關係

乳癌的發生與婦女初經的年齡、體內雌激素 (Estrogen) 的濃

度、及攝食內容有閥，凡是初經年齡較輕、雌激素濃度較高、或攝

取高脂肪食物者、其乳癌發生機率較高。

目前一般認為運動可能是避免乳癌與生殖系統癌症的因素之一

'Frishch ( 1985) 會比較運動員與非運動員罹患乳癌與生殖系統

癌症的狀況，他以大學畢業的女性為受試者，比較在大學就讀時曾

是運動員、與非連動員二者間的差異。在比較過程中，年齡、初經

年齡、家族罹患癌症情形\懷孕次數、使用口服避孕藥情形、雌激

素使用情形、體重、抽煙等與癌症有關的因素都加以控制，結果發

現在大學時不是連動員者罹患乳癌的比率較高;而由於運動以致延

緩初經來臨者，罹患乳癌與生殖系統癌症的比率較低;此外，以老

鼠所作的實驗中，也發現運動鼠罹患乳癌的機率較低，且癌症潛伏

期比不活動鼠長，這顯示運動對乳癌有抑制效果 (Kr i tcheveky , 

1990 ) 

由上述可知，透過運動可緩和直腸癌與生殖系統癌症的發生。

三、癌症與自然免疫

自然免疫是一群免疫細胞及其所分泌的激素構成，它們不具特殊

性，也不具記憶能力，且可以區別自己和非自己(Self and nonself) 

組織，對腫瘤細胞的摧毀提供相當大的助力。

-3一



104 興大體育學報第一輯

在自然免疫細胞中，巨噬細胞和自然殺手細胞 (Natural ki ller 

ce 11 , NK ce 11 )是抵抗腫瘤細胞的主要武器，這兩種細胞會將腫瘤

細胞吞噬掉，或加以摧毀，對腫瘤細胞的增殖有抑制作用，對腫瘤細

胞的轉移 (Metastatic) ，也有防止效果。

除了直接的吞噬作用外，巨噬細胞也可以分泌白血球間素-1 ( 

lnterleukin-1 , lL一 1 )、和腫瘤壞死因子 (Tumor necrosis factor 

, TNF) ;白血球間素-1可引起一連串免疫系統的反應，而腫瘤壞死因

子也可以消滅腫瘤細胞，因此自然免疫系統是抵抗腫瘤細胞的主要免

疫系統，在癌症的預防上扮演重要角色。

四、運動與自然免疫系統

(1)單核球 (Monocyte) 和巨噬細胞的功用

單核球存在於血管內的血液中，可消滅血管中的細菌與病毒，

當組織被感染後，單核球會從血管壁滲入組織中，形成巨噬細胞

將組織中有害人體健康的細菌與病毒消滅，而且巨噬細胞存在於組

織中的半衰期往往以月計，因此充分發揮功用的時間相當長，也相

當重要。

巨噬細胞在組織中，會依組織中細菌與病毒對人體危害的強弱

而有不同的反應，由血管滲出組織的巨噬細胞，我們稱之為發炎性

巨噬細胞 (lnflammatory macrophage) ，當發炎性巨噬細胞在需

要時，進一步活動，就會變成充滿活動能力的巨噬細胞(Activated

macrophage) ，對外來細菌與病毒達到最大的消滅功能;相反的，

當發炎性巨噬細胞受到抑制時，則會變成定居性巨噬細胞(

resident macrophage) ，此時其活動能力較弱，因此巨噬細胞在組

織內會隨著需要而產生適當反應。

單次運動對單核球會產生堵Þ1J日作用 ， 且在各種運動強度與持續

時間下，都有這種反應 (Gabriel ， 1992) ，但在運動後幾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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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單核球就會回復原來的濃度;而長期訓練並不會增加血液中單

核球的濃度 (Ferry ， 1990 )。至於單核球增加的原因，則可能是

連動時組織受到傷害，而單核球負有清除損壞組織、或是阻止病原

體與組織接觸的功能。

一旦組織損壞、或是遇到感染原，單核球與嗜中性球(Neutro

ph i 1 )的數目會增加，並向損壞組織方面聚集，但是單核球與嗜中

性球會隨著糖皮質素 (Glucocorticoid) 濃度的增加而減低聚集情

況，在衰竭性運動情況下，血液中的糖皮質素濃度會增加，而減低

單核球與嗜中性球聚集的作用，因此對正處於病毒感染或腫瘤細胞

侵襲的人而言，衰竭性運動減低了單核球與嗜中性球的聚集作用，

不利於人體免疫功能的發揮。

運動對單核球與巨噬細胞功能的影響如下:

@吞噬作用 (Phagocytos is ) 

吞噬作用是單核球與巨噬細胞免疫作用中非常重要的一項，

吞噬作用的完成依序為附著、進行趨化作用、進行吞噬作用、變

成完全活動的吞噬細胞，最後再釋出有毒物質，完成一連串作用

，同時吞噬作用也可以在抗體協助下，由抗體中的FC接在細菌或

病毒表面，以引起單核球與巨噬細胞的吞噬作用。

Lewicki 等人( 1987 )探討在腳踏車上作最大運動時，發現

平日接受訓練的選手在最大自由車運動後，體內單核球細胞的附

著能力都相當低，因此Lewicki 認為最大運動對免疫能力有不良

影響，此外， Bieger (1980) 的研究也發現最大運動會抑制單核

球的吞噬作用。

在巨噬細胞方面 'Michna (1988) 發現15公里衰竭跑能增進

組織中巨噬細胞的吞噬作用，且跑後趨化作用增強 ， 溶解細菌與

病毒的活動能力也增加，這種現象在還動後會持續一段時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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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此種增進作用，未訓練者比訓練者明顯。

還動對單核球與巨噬細胞有不同的作用，可能是因為巨噬細

胞表面的接受器 (Receptor) 和分泌能力與單核球不同所致，有

研究顯示運動會增進巨噬細胞的殺菌作用，有助於免疫能力的增

強;此外，如以化學物質引發腫瘤細胞的增殖作用，然後再實施

運動，則有利於腫瘤細胞的消滅，也有助於病原 (Pathogeny)

的消滅( Cohen , 1992) 。

@細胞激素 (Cytokine) 的分泌

在細胞激素中，對抗腫瘤細胞功用最大的，有自血球間素-1

( IL-1 )、腫瘤壞死因子、和平擾素( 1 n t e rf e r 0 n , 1 FN) ，這些

都是巨噬細胞所分泌，另外，白血球問素-6 ( IL-6 )也會調節抗

腫瘤細胞的作用，在有闌干擾素的影響方面， Vi t i等人( 1985 ) 

以受試者在70% 最大氧攝取量強度下，騎車1 小時，結果發現平

擾素( IFN-α) 含量增加，由於干擾素可以抑制腫瘤細胞的增殖

'也會使自然殺手細胞和巨噬細胞活動能力增強，因此Viti認為

這種運動方式有助於腫瘤細胞的抑制。

白血球間素-1 (IL-1) 主要由巨噬細胞所分泌，它能引起一

連串免疫反應，引起發燒作用，且和骨質的吸收、短波睡眠有關

，也會促進親腎上腺皮質激素 (ACTH) 的分泌，因此對免疫功能

的維持相當重要，目前有部分研究認為激烈的連動後，自血球間

素-1的濃度會增加 (Cannon 1986 , Evans 1986) :然而在密集

耐力訓練與短時間超最大運動時，也發現IL-1α並沒有顯著增加

的現象(黃永任 1993 ，黃永任 1994) :且在20公里跑步時，

Sprenger 等人( 1992 )也發現白血球間素-1β 並未顯著增加。

另外，由巨噬細胞所分泌的細胞激素中，腫瘤壞死因子(TNF)

會引起發炎反應，並會刺激白血球間素-1分泌，因此對腫瘤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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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抑制相當重要，有關運動對腫瘤壞死因子的影響，研究結果頗

一致，在60分鐘或 2小時半中等連動強度的運動後，腫瘤壞死因

子的濃度會上升 (Cannon 1991 , Dufaux 1989) , 5 公里或 20公

里跑步後，腫瘤壞死因子的濃度也會增加 (Espersen 1990 , 

Sprenger 1992) ，因此各種運動方式都可能引起腫瘤壞死因子

濃度的上升。

白血球間素-6 ( IL-6 )是巨噬細胞所分泌的細胞激素之一，

它可能會使肝臟釋放出一連串急性蛋白(如 C - reactive 

prote in) 'Sprenger等人 (1992)發現20公里跑步可增加血液中

IL-6的濃度，而 IL-6的生物活性 (Bioactivity) 也會增加。

@抗腫瘤胞殺能力 (Antitumor cytotoxicity) 

此能力是指免疫細胞察覺出腫瘤細胞，並將之殺死的過程，

這主要是由 T淋巴球、自然殺手細胞、和單核球來負責，其中巨

噬細胞負有監視腫瘤細胞產生的功能，並可避免腫瘤細胞轉移，

Woods (1993 )的研究顯示:中銅版、或衰竭性運動會增進巨

噬細胞的轉移作用，而此作用與運動後腫瘤壞死因子( TNF) 濃

度的上升有關， Woods (1994) 以老鼠作中等運動或衰竭性運動

，結果巨噬細胞附著腫瘤細胞的能力增強，此研究也發現，連續

14天中等強度的訓練除了可以增進吞噬細胞的數目外，也可以增

進吞噬細胞的吞噬作用，因此以巨噬細胞的能力來看，運動有益

於抑制腫瘤細胞的增殖與轉移，尤其中等強度的運動更能看出此

一效果。

(2)自然殺手細胞

此細胞佔體內淋巴球細胞中的10-1凹，是屬於大顆粒的淋巴球

，它會辨識腫瘤細胞，並將它殺死，對某些被感染過的細胞、或微

細的有機組織也有消滅能力;對新生成的細胞有監視能力，一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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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新生細胞不利於人體生存時，可以事先將它消滅，由於自然殺手

細胞不具特殊性，因此可快速將不利於生存的物質加以排除，是體

內自然免疫系統中重要的免疫細胞。

運動對自然殺手細胞的影響深受運動方式左右，以較高運動強

度、持續運動10-20分鐘，即可發現淋巴球中自然殺手細胞的百分

率上升，且每個殺手細胞的胞殺活動 (Cytotoxicactivity) 也會

增進 (Deuster ， 1988) 。在非最大運動 (Submaximal exercise) 

3-5分鐘後，自然殺手細胞的胞殺能力、數目、百分率也會增加(

Kotani , 1987) ，在非最大運動中可以藉著細胞激素 (Cytokine)

的改變，使自然殺手細胞表面的接受器發生變化，而增進自然殺手

細胞的活動，從而消滅不利於人體免疫的因子，至於在長時間的耐

力性活動中(如馬拉松比賽) ，自然殺手細胞的胞殺能力也有提升

現象，但是在運動結束後l 小時，自然殺手細胞的百分率與胞殺能

力都會下降 (Mackinnon , 1987) 。以運動選手而言，其體內自然

殺手細胞的活動能力比非運動選手強，即使短時間的訓練也會增進

選手體內自然殺手細胞的活動能力( Tvede , 1991) ;此外，以老

年人而言，經過16週有氧運動訓練後，也可以發現自然殺手細胞的

活動能力增強( Chr ist ， 1989) 。因此以運動方式來看，不論輕度

、中等運動強度的運動皆有助於自然殺手細胞功能的發揮;但是長

時間耐力性運動則不利於自然殺手細胞;若以訓練來講，長時間耐

力性訓練有利於自然殺手細胞功能的提升。

四、結語

自然免疫系統是人體對抗腫瘤細胞增殖、及轉移的重要防線，其

中巨噬細胞與自然殺手細胞更是重要，它們能監視體內新生的細胞，

經過辨識 、 摧毀 、 與放出有害物質的程序 ， 將有害於人體的腫瘤細胞

消除，避免癌症的發生，對人體健康的維護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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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度或中等強度的運動有利於巨噬細胞與自然殺手細胞數目的增

加、與功能的發揮，可提升自然免疫能力，但是長時間耐力性還動會

抑制此二種細胞的功能。因此，以抗腫瘤細胞和預防癌症發生的角度

來看，輕度與中等強度的運動有助於巨噬細胞與自然殺手細胞抗腫瘤

功能的發揮，對人體防癌有很大的幫助;而長時間耐力性連動則不利

於此二種功能，對人體防止腫瘤細胞的作用相當不利。總之，就預防

腫瘤細胞的發生而言，長期參與輕度、中等強度的有氧運動將會有所

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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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rcise , Natural Immunity .and Cancer 

ABSTRACT 

Yung一Jen Huang 

Innate immune system , the most important system for Ant-

itumor 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sis ,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cancer prevention. In the Natural Immunity , Macrophage 
__../ 

and Natural kill cell functioned as a supervisor , indentifier 

and destroyer of cancer cell. So , by observing the change of 

Macrophage and Natural kill cell after exercise , we can learn 

whether exercise helps cancer prevention or not. 

The Macrophage's number in blood will be increased aft巳r

acutely light and moderate intensity exercise , but it will be 

back to the number before exercise if we stop exercise for a 

period of time. Moreover , the Macrophage's phagocytosis , 

secretion of Cytokine and Anti-tumor Cytotoxity will be 

promoted after l.ight and moderate exerc ise. 

While the light and moderate intensity exercise will in

crease the number and percentage of Natural killer cell in 

blood and promote Anti-tummor Cytotoxity. The severe exer

cise , however , will decrease the . function of Natural killer 

ce 11 . 

Therefor e , regular light and moderate intensit y exercise 
手...._

will temporarily enhance the immune system which will do a 

favor to the prevention of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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