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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餵予大白鼠不同硒含量(0.1、3、5 mg Se/kg diet，以 Na2SeNO3 型式

供應)與不同維生素 B2 含量之飼料(3、6、12 mg vit.B2/kg diet)十二週，以探

討長期高硒攝取時，飼料維生素 B2 含量對動物體內活性甲硫胺酸與多胺

類代謝之影響。結果顯示，隨飼料硒含量增加，肝臟活性甲硫胺酸(SAM)

和 SAH (S-adenosylhomocysteine)含量顯著下降；但隨飼料維生素 B2 含量增

加，肝臟 SAM 和 SAH 含量會有增加之趨勢，SAM：SAH 比值則不受飼料

中維生素 B2 含量之影響。肝臟 putrescine、spermidine、spermine 含量和

spermidine/spermine 比值顯著隨著飼料中硒含量增加而上升，但在 12 mg 

vit.B2/kg diet 時，肝臟 putrescine、spermidine 含量則無顯著差異。長期高硒

攝取顯著提高 glutathione-S-transferase 活性，而隨飼料中維生素 B2 含量減

少，此酵素活性上升。肝臟、腎臟、紅血球硒含量隨著飼料中硒含量增加

而增加。肝臟、腎臟硒含量有隨著飼料中維生素 B2 含量增加而增加之趨

勢。維生素 B2 對組織硒含量的影響組織病理切片發現，高硒含量( 5 mg 

Se/kg diet)且維生素 B2 含量為 3 mg vit.B2/kg diet 組，肝臟細胞壞死現象較

其他組別嚴重，但隨著飼料維生素 B2 含量增加，可改善肝臟細胞傷害程

度。因此，長期高硒攝取常造成動物體重降低、脫毛，嚴重時導致肝臟

SAM、SAH、多胺類代謝系統不正常，而干擾甲基化系統，進而可能增加

肝臟細胞之傷害。飼料中維生素 B2 含量增加至較正常量(12 mg vit.B2/kg 

diet)高時，可能有助於減少硒之毒性。 

摘

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dietary vitamin B2 and 

selenium levels on SAM and polyamines metabolism of rats during long term 

selenium consumption. After 1 weeks of adaptation on normal diet (0.1 mg Se/kg 

diet, 6 mg vit. B2/kg diet), weanling male Wistar ra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receive a AIN-93G diet with various levels of Se (0.1, 3, 5 mg Se/kg diet)and 

vitamin B2 (3, 6, 12 mg vit. B2/kg diet)for 12 week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hepatic 

SAM and SAH concentration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s dietary selenium level 

increased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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