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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醫學（Regenerative Medicine）的

重點是「再生」。由瀕臨滅絕到再生，就需要「幹

細胞」。

我常常說，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托瑪士

教授（Dr. ED Thomas）的骨髓造血幹細胞移

植治療白血病的突破，是醫學史上第一個幹細

胞治療。他也因此榮獲 1990 年的諾貝爾獎。但

是，造血幹細胞只能分化成血球，不能算是真

正的多功能幹細胞，到了二十世紀末年的 1998

年，美國威斯坎辛大學的 James Thomson，

培養出第一個人類胚胎幹細胞株。理論上，可

以分化成人類各種組織的細胞。於是，1999 年

底，「Science」的封面稱此「幹細胞之成功培

養」為醫學上的重大突破，宣告「再生醫學時

代」的即將來臨。

那麼，過去 20 年（2000-2020）人類研

發再生醫學進展如何？

A. 胚胎幹細胞（Embryonic Stem Cell）

B. 間質幹細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

首先，在 2000 年代初期，雖然在醫學界對

胚胎幹細胞有莫大期望，但因為西方宗教界及社

會普遍認為胚胎幹細胞的研究有「殺一人救一

人」或「playing god」的倫理瑕疪，小布希政

府更正式表示不願自政府撥給研究經費。因此，

胚胎幹細胞的研究大本營反而變成對於墮胎觀念

較為開放的亞洲國家或亞洲實驗室。

2002 年《經濟學人》月刊刊出一篇文章，

刊頭是一排李光耀的照片，標題更是聳動，「新

加坡投資 600 億美元，將成為幹細胞研究的世界

之都？」原來新加坡李光耀政府以「法律寬鬆作

一、癌化的可能性，動物實驗常見 Teratoma 畸

胎癌。

二、染色體變異，特別是第 13 對染色體之非隨

機性變異 nonrandom mutation。

三、費用顯然非常高，以致於公司難以支撐臨床

試驗計劃。

號召，表示願意大力支持這樣的研究，並挖角英

國桃莉羊團隊的第二號人物成立 ESL 胚胎幹細

胞公司及學院，於是科技界寄予厚望。

主持人 Alan Colman 也上了時代雜誌的封

面，並表示 5 年之內，會開始胚胎幹細胞治療糖

尿病的臨床試驗。2006年他到台灣，還宣稱「未

來非常看好」。沒想到 2007年，他就發表談話，

表示因為「困難重重」，因此計劃將予中止，他

仍會擔任新加坡科學總監。但事實上不久之後就

束裝回國。沒想到新加坡的六百億（台幣）投資

在五年內就付之流水。

另外美國的 Geron 公司，在 2008 年 1 月

23 日，歐巴馬總統上任後得到美國 FDA 通過，

開始進行以胚胎幹細胞治療脊髓損傷，卻不料在

三年後也宣告中止臨床試驗。於是世界胚胎幹細

胞大部份研究��然而止。

胚胎幹細胞的三大罩門是：

人體骨髓內不只是造血幹細胞（HSC），

還有間質幹細胞。間質幹細胞在骨髓的存在是為

了支持 HSC 的生長。如果造血幹細胞是種子，

Embryonic Stem Cell
Mesenchymal Stem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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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質幹細胞就是造血幹細胞賴以成長的土壤及肥

料，可以分化成硬骨、軟骨、脂肪、間質、肌肉

等等多種細胞。MSCs 似有幹細胞的本質，但最

近主動了解有爭議，似非多功能幹細胞。現在也

知道，MSC 除了在骨髓中存在，在人體脂肪、

臍帶、胎盤甚至牙髓中均存在。

後來發現間質幹細胞有二大特性：

一、Immune Suppression 免疫抑制，可以經

由細胞中的各種小分子化學物質，來抑制 T 淋巴

球、B 淋巴球、中性球、單核球及樹突細胞。

二、Immune Privilege：因為 MSCs 只有 HLA-

Class A 抗原，所以在異體使用時，可以逃避免

疫系統之偵測。

於是大家認為 MSCs 可以有二大治療應用：

一、嚴重免疫疾病

二、受傷器官或組織之修補再生

自體 MSCs 在器官或組織受傷之「修補」，

在 2008 年之前的動物實驗，已有見初步效果。

但這種「客製化」的自體間質幹細胞治療，只能

用於一人身上，一般而言，成本太高，費用太高。

而既然間質幹細胞可以逃避免疫偵測，因此若能

證明異體間質幹細胞治療也具良好效果，則可以

大幅降低成本。

2008 年，Lancet 發表抗藥性 aGvHD（骨

髓移植急性排斥反應），若以異體第三者之

MSC 亦見效果，Osiris 公司之 Prochymal 因此

而獲准成為第一個上市的 MSC。但限於此治療

效果僅小兒科病人，也限於在加拿大和紐西蘭通

過。

自 2012 年開始，有數以百計的異體單質幹

細胞用來治療器官傷害及免疫疾病的各種疾病，

但結果均不如預期，因此到 2020 為止，全世界

竟然只有通過兩種幹細胞治療的適應症，一個

是 Osiris 的 Prochymal，後來賣給澳洲的 Me-

soblast 公司，又改名為 TemCell，目前在日本

的價格，一劑約日幣 1400 萬左右。另有歐盟的

比利時 Tigenic 公司，商品名 Alafisel，目前已

為日本武田公司所有，適應症為自體免疫性腸道

炎。即Crohn’s disease，特別合併肛門��管時，

費用亦在美金 10 萬元左右。

何以在動物物實驗中屢見效果，而在臨床試

驗中效果不佳，這中間有很大的研究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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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巴金森症（京都大學） 

2. 心臟衰竭（大阪大學） 

3. 眼角膜（大阪大學）

日本期待 iPSC 幹細胞臨床應用能早日進入實

現，並上市。但 iPS 仍有下列缺點尚待突破：

C. Exosomes

D. iPSC（Induced Pleuripotent Stem Cells，

誘導型多功能幹細胞）

在 2010 年之前，一般認為間質幹細胞進入

體內之後，可以分化成受到傷害的器官之細胞

（例如在心肌梗塞之病人則分化成心肌細胞，在

腦中風之病人則分化成腦細胞），但事實不然，

以螢光染色的間質幹細胞做動物實驗，發現打入

體內的間質幹細胞，在 24 小時以後，僅存於該

器官的大約只有 5%，在 7 天以後，仍然留存的

不足 1%。因此 MSCs 之作用，並非間質幹細胞

之分化修補，在早期稱之為 paracrine effect，

近期則知道是Exosome或small vescle的作用。

因此，未來是否有可能不用細胞而改用 VC

來取代 MSC，而能達到治療效果，這是近幾年

來的研究熱門，也是產業熱門。

2007 年及 2008 年，胚胎幹細胞的研究壞

消息，讓研究者信心大失之時，日本適時傳出好

消息。山中伸��研發出來的「誘導性多功能性幹

細胞（iPSC）的製造成功，一舉解決了胚胎幹

細胞的「倫理、宗教與法律」上的種種爭議。因

此我稱之為「沒有胚胎的胚胎幹細胞」。山中伸

��的作法，是取已經分化的皮膚上皮細胞，加入

4 個致癌因子（圖一）。此已分化的上皮細胞，

竟然其基因能夠「程式再造（reprogramming）

而還原成多功能幹細胞」之性質。山中伸��因此

一發現而榮獲 2012 年諾貝爾獎，成為有史以來

自論文發表至得獎，時間最短的作者。日本也將

山中伸��的 iPSC 研究「再生醫學」視為日本經

濟發展的「第三支箭」。

iPSC 細胞現在已成功培養成各種細胞，並

在 2015 年開始進入人體試驗。首先是以視網

膜之光感受器細胞治療 Macular Degeneration

（眼睛黃斑病變）：理研之高橋政代醫師，於

2015 年成功完成自體移植。但自體移植之缺點

為很貴（客製化醫療），因此山中伸��設法突破，

建立 Superdonor（超級供應者）之 iPSC 細胞

庫，來分化成各種細胞。

現在已經初步成功，且進入異體臨床試驗者有：

Exosomes
Induced Pleuripotent
Stem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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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衛福部官員多次諮商，同意歐盟之看法，細

胞治療是醫療之「新柱」，與一般藥品不同（圖

二），最好另立專法。

2020 年 10 月，新上任的衛福部次長石崇

良醫師決定融合兩位立委的主要論述，並參考歐

盟，開始草擬「再生醫療專法」。大致於今年 3

月已完成草案，希望今年能在立法院通過，則將

為台灣細胞治療，特別是幹細胞治療及基因治療

上跨越一大步。

F. 美麗新世界

許多人認為「幹細胞」、「再生醫學」可以

讓人類活到 120 歲，可以「回春」。這是社會

之福嗎？細胞老而不死，像淋巴球，變成慢性淋

巴性白血病。那麼人類的老而不死，不是會造成

高齡化社會嗎？何況少子化社會之日愈嚴重。其

次，幹細胞治療昂貴，不太可能列入健保。如果

只有有錢人可以使用，特別是只有有錢的老年人

可以使用，那合乎社會的公平正義嗎？所以在研

究幹細胞及再生醫學的同時，我們也必須強調上

述的 ELSI（E: ethical 倫理　L: legal 法律　S: 

social 社會　I: Issue 議題）之研究。

E. 細胞治療、再生醫學的產業與法律

科技永遠走在法律的前面。新科技如免疫細

胞治療、幹細胞治療的橫空出世，會產生對社會、

倫理與法律的種種影響，此稱為 ELSI，因此要

有一套法律來規範。

我國的衛福部開始注意到細胞治療與再生醫

學的法律問題，是始於 2015 年的「八仙塵爆」。

八仙塵爆後，日本 JTEC 公司來台灣，先割取嚴

重燒傷病人的正常皮膚，攜回日本，培養 2 ～ 3

星期後，病人之皮膚上皮細胞可以擴增千百倍。

再以冷凍裝置在 72 小時內運回台灣，將上皮細

胞層片鋪在病人燒傷之處。結果證明，若與傳統

的燒傷醫療比較，這些病人的傷口恢復速度快，

結疤少，功能好。

因此衛福部開始重視細胞治療與再生醫學。

為了發展國內的細胞治療產業，及讓病人有

選擇治療的權利（Right to Try），於是衛福部

醫事司在 2018 年 9 月頒布特管辦法。也就是將

細胞治療「技術」及細胞治療「產品」分開管理，

由醫事司管理「技術」，由食藥署管理「產品」。

接著，衛福部提出「再生醫療製劑管理條

例」，在 2018 年 10 月由行政院送立法院審議。

但因為「細胞產品」及一般小分子製劑的「藥

品」，在成份、製程、人體動力學，及臨床試驗

之進行與評估方式，均殊不相同，經立法委員邱

議瑩及立法委員邱泰源之多次深入討論和研究，

1. 技術難度高 

2. 突變率高，細胞需嚴格篩選。 

3. 價格昂貴，此乃意料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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