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生醫學科技發展計畫（4/4）

執行單位：國家衛生研究院細胞及系統醫學研究所

執行期程(全程)：106.1.1～109.12.31

執行期程(當年)：109.1.1～present



以幹細胞基礎研究為基石，強化台灣高值利基醫材研發能量，開發新穎關鍵技術的研究

主題，利用代謝體學、幹細胞醫學等，發展神經、心血管疾病的再生醫療，增進國人健

康，並推動產業發展，以提升國家競爭力。

本計畫研發重點：(1) 開發創新醫材與技術增生幹細胞及朝向類組織分化引導

(2) 建立細胞來源用於治療疾病動物模式與體外藥物測試

(3) 發展再生醫學科技來治療神經病變及心血管疾病

目標與架構



I. PTFE培養盤

已開發並優化完成 系統化體外培養細胞團塊系統

III.自動給液系統

II.靜磁場系統

專利佈局中，並與廠商洽談技轉中

執行成果亮點：開發細胞團塊培養平台



搭配代謝物Y與3D生物列印材料，產製出含有人類內皮前驅細胞之類血
管組織補丁

主要療效:缺氧組織修補&回復周邊血流

以代謝質體學找到內皮前驅細胞分化所需之關鍵代謝物作為新穎滋養物質，搭配特殊化
醫材，產製高階3D生物列印出類血管組織補丁，提供自體細胞優化移植之策略，幫助周
邊血管栓塞病患之缺氧組織修補，發展具臨床應用價值之血管新生功能之生物性血管再
生補丁。

新生血管

後肢缺血動物模式

後肢血流量增加缺氧腳趾修復阻止壞死腳趾病灶惡化

執行成果亮點：研發標的在心血管疾病應用

代謝質體學分析

關鍵代謝物Y

產製”類血管組織補丁”

內皮前驅細胞

高階3D生物列印

自體周邊血

2mm

血管出芽生長分析



執行成果亮點：研發標的在神經疾病應用

移植神經細胞（綠色）到大腦後，激活星形膠質細胞
（astrocytes；藍色和粉紅色）及小膠質細胞（
microglia；黃色），細胞團球較中心部分的細胞會
因為缺氧（Hypoxia）使得神經細胞死亡（灰色）。

活化的星形膠質細胞（astrocytes）廣泛分佈在移植
部位的周圍，活化的小膠質細胞（microglia）被招
集到移植部位。移植後，LCN2（紅色）從活化的星
形膠質細胞（粉紅色）中誘導並釋放，經由LCN2的
受體（BOCT）進入被移植的神經細胞，進而導致移
植神經細胞的凋亡。

開發生物性降低排斥反應方式-「Lipocalin-2單株抗
體｣，以降低神經發炎反應，並增強神經細胞在巴金
森氏症中的存活率。

以奈米粒載抗排斥藥物（NanoCsA）局部長
效釋放抗排斥藥物，並和人類誘導性多潛能幹
細胞（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PSCs）分化的多巴胺神經細胞的共同移植（
iPSCs＋NanoCsA）策略來治療巴金森氏症大
鼠，此能增進異體移植神經細胞的存活率與時
間，也達到改善巴金森氏症大鼠的行為表現



開發神經分化與促進神經再生之成體幹細胞來源

• 人類羊水幹細胞：Su CF, Chang LH, Kao CY, Lee DC, Cho KH, Kuo LW, Chang H, 
Wang YH, Chiu IM. Application of amniotic fluid stem cells in repairing sciatic
nerve injury in mini-pigs. Brain Res. 1678:397-406, 2018.

• 人類脂肪幹細胞：
IRB: EC1060903

~50 ml Fat

CultureWash digestion

thin, spindle-shaped cell

執行成果亮點：研發標的在神經疾病應用

成功由抽脂病人身上取得的脂肪組織中分離與培養成體脂肪幹細
胞 (ADS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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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低風險性如外泌體活化神經幹細胞之方法

神經幹細胞之外泌體，能有效增加PC-12細胞神經突的生長，使
細胞驅往神經分化。若使用含有高量FGF1的神經幹細胞外泌體
則效果更顯著。

執行成果亮點：研發標的在神經疾病應用

Assessment of neurite outgrowth after treatment with KT98 and KT98-FGF1-
derived exosomes in PC-12 cells

SF control NGF 50 ng /ml 98 exosome 50 mg/ml 

SF control NGF 50 ng /ml 98 exosome 50 mg/ml 

Day 2

Day 8



設計微流體的懸滴式培養系統，主要採用錐形管設計，可增加液滴的
穩定性，同時提高液體交換率，且增加了觀察活動和實驗分析的便利
性。本微流體芯片可用作代表體內生理狀況的體外平台，亦可用於再
生醫療。 Int J Mol Sci. 2020; 21(12):4298. (IF = 4.556, 74/297
BIOCHEMISTRY & MOLECULAR BIOLOGY, 24.75 %, Q1)

利用含細胞的微泡支架模仿肺泡的結構，模擬臨床上治療肺癌的化療
藥物的反應，其結果發現此結構有潛力提供更精準臨床上抗癌藥物的
預測。Biofabrication. 2020; 12(2):025031 [SCI, IF = 8.213, 6/87
(ENGINEERING, BIOMEDICAL, 6.32%). Q1]

研究成果亮點-學術成就(科技基礎研究)



證明人類間葉幹細胞可治療致死性高的
hypervirulent Klebsiella 而是透過分泌IL-
1b 增強PMN抗細菌的多項功能，但不增強
T或NK淋巴細胞的反應。此研究發表於Cell 
Reports, [Impact Factor 8.109; 30 / 109 
(top 15%) in Cell Biology]

且被 BioWorld挑選為重要新聞
(BioWorld與 JCR 及 Web of Science 同
樣都是 Clarivate Analytics 所發行)

研究成果亮點-學術成就(科技基礎研究)



Invited Review

 Stem Cells Translational 

Medicine [Impact Factor 

6.429; 4 / 29 (top 14%) in Cell 

& Tissue Engineering] 期刊邀
請，針對間葉幹細胞應用於新
冠肺炎之急性呼吸衰竭，撰寫
回顧性論文( review article)。

研究成果亮點-學術成就(科技基礎研究)



開發新型懸滴培養系統搭配電磁場刺激系統第一代，今年取得中華
民國專利 ( I703213)，另專利亦佈局美國、歐洲、日本及大陸，目
前刻正申請中。

系統化體外培養細胞團塊系統中PTFE培養盤優化至第四代、自動
給液系統優化至第二代，利用優化完成後的系統搭配去年度所選定
之最佳磁場參數進行體外測試包含細胞生長情形、細胞分化情形、
團塊大小、存活率等實驗。

以「六角旋轉階梯式微米級多孔性3D列印支架設計及其組織工程
之應用」申請美國臨時專利。本發明利用可光固化且具生物相容性
與分解性的高分子聚合物，透過3D列印方式快速且客製化成型。
其中微米級階梯狀結構可增加材料與細胞或組織之接觸面積與貼附
率，積層交錯堆疊所形成之縱向及側向多孔性設計可促進物質傳輸
與立體空間之互通性，未來可技術移轉至產業，提供各種研究及臨
床之應用。

研究成果亮點-技術創新(科技整合創新)



 開發新型懸滴培養系統搭配電磁場刺激系統第一代，完成與
富優技研公司技術轉移簽約流程。

 第二代系統化體外培養細胞團塊系統，已階段性完成包含：
PTFE培養盤（第四代）、磁場刺激系統、自動給液系統
（第二代）之優化功能測試，促使產品更趨於完善，提升廠
商技轉意願。

研究成果亮點-經濟效益(產業經濟發展)



 提升科學素養：

• 9/15-16與國立科學博物館共同辦理與竹南高中、大同高中及興華
高中三校暑期科學營，深植高中生科普觀念，安排4大議題，帶領
學生初探生物科學領域並
實地操作，了解科學實驗
如何進行，培養未來生醫
科技生力軍。

研究成果亮點-其它效益(科技政策管理、人才培育等)

 高階人才培育：

• 博士生管哲雍6月畢業，並轉任Raise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與就
業計畫 (國衛院與海昌生技合作) 擔任高階研究人才；

• 博士後研究員陳靖昀，8月轉任中央大學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擔任
助理教授；

• 培育來自印度的沙米娜及土耳其的Deniz Atila，共計2名國際交流
博班生。



迄今計畫執行成果總整理
• 結合跨領域/跨單位/跨機構的研發團隊，在臨床醫學、細胞生物

學、材料醫學方面的專長，挹助研發能量，發展再生醫學科技以

治療神經及心血管疾病

整合跨

領域科技

• 技術移轉案件2件（生命之星、富優）

• 產學合作3件（生寶、生命之星、富優、恩揚/雅崇）

• 專利申請/獲證：6件/1件

• 培訓2名高階研究人才接軌至產業所需

產學鏈結

• 培育碩/博班生：4名/4名

• 延攬/培訓研究人才執行計畫：博士後研究員3名/碩士級專任助理7名
人才培育

• 提升我國幹細胞與再生醫學之國際學術水準(發表13篇SCI期刊、

國/內外研討會論文摘要8篇）及創新技術平台(專利刻正申請中)，

結合具特色與醫材產業領域強項，為未來精準醫學建構基礎。且

針對精準醫學與個人化醫療的國際市場需求，培養具國際競爭力

核心高階跨領域人才，提升相關產業領域研發能力，未來有機會

拓展國際健康產業市場。

倫理、法律、

社會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