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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院細胞治療研究中心介紹

隨著全球細胞治療發展迅速，究竟何謂細胞治療？依細胞
治療的目的主要可分為兩類：癌症治療與再生醫學。癌症治
療主要是藉由擴增或改造免疫細胞，使他們具有辨識並攻擊
癌細胞的能力再輸回病人體內以殺死癌細胞，目前主要的治
療方式有：T cell、Dendritic cell、NK cell、CAR-T cell等。
CAR-T 又稱嵌合抗原受體T細胞，是利用慢病毒將T細胞進
行基因修飾，使具有較高專一性辨識癌細胞的抗體接合到T
細胞上，精準地消滅癌細胞。目前台灣已有幾間醫院正執行
CAR-T臨床試驗以及恩慈療法，但僅有一家藥廠完成臨床試
驗並於台灣取得藥證可執行常規醫療。

再生醫學則是利用幹細胞的分化及增生特性，來修補器官
或 組 織 損 傷 ， 主 要 的 治 療 方 式 有 ： 間 質 幹 細 胞
（Mesenchymal stem Cell）、造血幹細胞（Hematopoietic
stem cell）、誘導性多能幹細胞（iPS cell）。幹細胞具有自
我更新和多方向分化的能力，可以分化為成熟細胞也可分泌
細胞激素，用以修補或替代受損或老化的細胞。由於幹細胞
的組織抗原性較不明顯，移植過程中較不易產生排斥，除了
目前在特管法已在執行的自體移植外，科學家也正著手

於發展幹細胞異體移植之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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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治療有以下幾項特徵：使用大量的活細胞注入人體、細
胞會附著或遷移、批次生產量少、細胞來源個體差異大等。
也由於細胞治療產品需使用大量的活細胞注入人體，藥物常
見之滅菌方法會造成細胞失活，因此細胞產品生產製程需更
加審慎。細胞製備過程主要可分為收集、培養、品管、回輸
四步驟。

• 收集：
病人或細胞提供者（Donor）經過篩檢符合標準後，依原
料細胞採集不同部位（例如：脂肪細胞、軟骨細胞）或
使用血球分離機（例如：免疫細胞）進行細胞收集。經
專業配送（確保檢體運送溫度、時間及過程沒有被污染）
送達細胞製備場所（CPU, Cell Processing Unit）

• 培養：
CPU收到檢體後，由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員將細胞帶入高
潔淨等級操作室，依據細胞製造的標準作業流程將檢體
進行製備並等待細胞增殖培養至一定數量，才進行分裝、
儲存或出庫。

• 品管：
在細胞培養過程中以及最終產品，均需要嚴格且適切的
檢驗，以確保產品的安全性及安定性。檢驗項目包含但
不限於：無菌性、黴漿菌、內毒素、細胞存活率、細胞
表面標記等。

• 回輸：
在CPU完成且通過品管測試的細胞產品，經過適當地標
示及包裝後，由專業人員配送到醫院，收受單位專人確
認後經醫師施用於患者，同時建立病患追蹤資料，完成
細胞治療流程。

發育再生中心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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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治療和其他治療方法最大的不同即在於細胞製備
場所（CPU），目前無論是特管法或臨床試驗都要求必須通
過「人體細胞組織優良操作規範」（GTP）認可的CPU才可
執行細胞治療製品生產，若細胞治療產品進入後期臨床試驗
或者常規醫療有大規模生產需求時，則施作場所需完成GMP
認證才可執行。GTP嚴謹地規定操作人員需具備完整教育訓
練，操作空間之環境監控、硬體設施規格，以及產品必須遵
循SOP及管理系統。台大醫院目前於總院西址手術大樓二樓
細胞治療研究中心內設有通過GTP審查之CPU，可供院內同
仁發展細胞治療相關之臨床試驗。中心提供具獨立式空調之
高潔淨度等級操作空間，且規劃合適之五流動線（人流、物
流、檢體及產品流、廢棄物流及氣流），用以降低交叉污染
及外圍污染源帶入機會。中心具有四間操作室，氣流以正壓
方式向內遞增。一間為預備操作室執行細胞組織簡易操作及
操作臨床前試驗之空間，另外三間操作室為高潔淨等級之臨
床試驗操作空間。並同時設有品保室及凍存室，前者配置流
式細胞儀、內毒素檢測儀、冷光儀及細胞計數儀，可為細胞
治療產品提供符合規範之品管試驗。後者則配置程式降溫儀
及氣相液態氮儲存桶，程式降溫儀可依需求提供多段精準的
降溫模式，藉此保有細胞凍存後的存活率。在實驗室外圍設
有監控室及庫房，監控室可隨時監控全區的環境溫溼度以及
壓力控制，同時觀察廠區內狀況並提供協助。庫房則可讓各
計畫依照所需進行試劑耗材存放，並具有倉儲管理系統可隨
時進行物料效期及數量之更新。實驗室廠區皆於固定時間進
行清潔消毒保養，並嚴格執行檢驗確效，所有設備及環境狀
態皆有定期保養及24小時完整紀錄。



7

發育再生中心電子報

台大醫院目前除有細胞治療研究中心外，正積極建置細
胞治療臨床中心，未來將於該單位進行細胞產品收集及回輸
與細胞治療研究中心互相分工及合作。該臨床中心將劃分為
三區：收集區、處理區及回輸區。收集區將配有血球成分分
離機，進行病人端血球細胞的收集，以作為細胞治療產品的
原料。處理區負責細胞收集後的分離、純化及冰凍保存運送
以及細胞治療產品之接收與解凍，該區配有流式細胞儀及血
液分析儀，可即時為收集區之細胞進行細胞數量、存活率、
細胞表面蛋白表現之監測，減少細胞運輸過程中之損耗。回
輸區執行新鮮或解凍後之細胞治療產品之回輸，配有生命監
測儀可觀察病人回輸後狀況，以防輸注後產生之副作用，並
追蹤病人後續自我照護情形。全區也將設正壓潔淨空調以及
環境溫室度控制，期望提供完整的細胞治療環境以健全細胞
治療流程並提升病人安全及專業醫療照護。

請查閱中心網頁

https://www.ntuh.gov.tw/LARD/Fpage.action?muid=5899&amp;
fid=6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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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位於台大醫院西址手術大樓二樓的細胞治療中心

圖 : 符合人體細胞組織優良操作規範(GTP)之細胞製備
場所(CPU)



研究成果文章介紹

斑馬魚可通過【無合成分裂】 增加皮膚體細胞

發表於Nature. Skin cells undergo asynthetic fission to expand body 
surfaces in zebrafish. Nature. 2022 May;605(7908):119-125

2017年，我從馬來西亞遠赴台灣加入了中研院國際研
究生學程（TIGP-MBAS）。一開始對研究非常陌生的我還
在煩惱著研究題目，但一張彩色斑馬魚的圖片吸引了我。爲
了知道更多，我加入了細生所陳振輝博士的實驗室。後來，
我慢慢地理解了這是一個多顔色活細胞標誌技術，將紅、綠、
藍熒光蛋白曡合之後，可以讓每個細胞表現出不同的顔色。
除了賞心悅目，這系統能夠非常清晰的定位追蹤，並同時探
索細胞的個別和集體運作模式。另外，我也認識了斑馬魚模
式生物。斑馬魚幼魚幾乎是透明的，且個體非常的小，大約
3mm – 5mm，所以非常適合進行即時非侵入式的活體（in
vivo）和整體（in toto）觀察。多顔色活細胞標誌技術搭配
斑馬魚幼魚的實驗系統，可以説是有1加1大於2的效應。這
系統能讓我們可以進行全個體高解析度的活體内譜系追蹤
（in vivo lineage tracing），從而探索未知的細胞動態行爲。

皮膚是人類的最大器官，也是幾乎所有生物的第一道防
護線。倘若皮膚結構出現問題或損害，後果可以是非常嚴重
甚至會有生命危險。因此，探討皮膚細胞如何集體地運作來
保持皮膚構造是必須的。尤其是在生物快速成長的階段，皮
膚細胞如何運作仍是個迷。斑馬魚幼魚的表皮是雙層結構，
下層是皮膚幹細胞，主要由【有絲分裂】增生，也會分化成
上層的表皮細胞。相對的，在過去文獻中，斑馬魚上層的表
皮細胞被認爲是終末分化，不會再進行【有絲分裂】。表皮
細胞主要由下層幹細胞分化向上移動形成的。 9

發育再生中心電子報

陳潔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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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加入實驗室的第一個實驗就是篩選多顔色的基因轉殖

幼魚。起初，我們想要探討皮膚下層幹細胞的動態行爲，可

惜沒能成功篩選出合適的基因轉殖幼魚。相反的，我們發現

某一株基因轉殖魚其皮膚上層的表皮細胞能穩定地表現出多

種顔色（圖1），無奈之下決定探討上層表皮細胞在斑馬魚
幼魚生長時的動態行爲。一開始， 我們預測只能觀察到表

皮細胞如何脫落或移動。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我們卻有意

想不到的收穫。

圖1：多顔色活細胞標（palmskin）來標識斑馬魚幼魚80%以
上的上層表皮細胞。

在12 小時縮時攝影追蹤的過程中，我們意外地發現上
層的表皮細胞竟然可以進行分裂，與過去文獻報告的理論相

抵觸。爲了更仔細地觀察整個分裂過程，我每12小時用高倍
顯微鏡觀察同一隻幼魚，其中需要反覆地麻醉和喚醒幼魚。

這實驗持續了整整10天后，我們發現一個表皮細胞竟然可以
分裂2次，產生4個子細胞（圖2）。我們大膽地假設 “上層

表皮細胞的分裂不需要複製遺傳物質。” 我們小心翼翼地

求證，進行多種的重複實驗，最終驗證這些細胞的分裂過程

不需要複製遺傳物質，其子細胞都不具有完整的染色體。我

們將此一獨特的細胞分裂方式命名爲【無合成分裂】

（Asynthetic fission）。

發育再生中心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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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一個母細胞分裂2次，產生4個子細胞。

爲了更好地定量細胞面積、厚度、和體積，我們與中央研

究院化學研究所許昭萍研究員和顔清哲博士進行跨領域合作，

制定了半自動化高解析度的定量程序。在分析上萬顆細胞后，

我們發現分裂後的個別子細胞表面積變小、變扁，體積也變

小。可是， 4個子細胞的總體積卻與分裂前的母細胞相同。
隨後，我們利用數學幾何模型，模擬出在維持母細胞的體積，

不需要增加任何的資源下（例如細胞質），斑馬魚的表皮細

胞經過兩次【無合成分裂】後，整體的細胞表面覆蓋面積可

以增加6成（圖3）。這項模擬也符合實際的定量數據。藉由
這模擬，我們推斷由於斑馬魚幼魚在這發育階段長得最快，

促使體表面的快速增加。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無合成分

裂】成爲了表皮細胞的應急策略來確保表皮細胞的覆蓋率，

並維持穩定的皮膚雙層結構。這也解釋了爲什麽表皮細胞需

要進行這樣獨特的分裂方式。

圖3：數學幾何模型預測【無合成分裂】經過兩次分裂后，
可以增加總細胞表面覆蓋面積

發育再生中心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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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合成分裂】的發現和理解雖然還是處於初步階段，仍

需要更多的研究探索，但無疑拓展了一個嶄新的細胞分裂主

題。接下來所有的研究工作勢必集中在瞭解細胞如何進行

【無合成分裂】，尤其是它的分子機制。斑馬魚的許多組織

和器官都與人類類似，所以也成爲了常用的脊椎動物研究模

式。我們可以預測【無合成分裂】或許不只限於斑馬魚的表

皮細胞，其他物種或器官也有可能可以進行這種特殊的細胞

分裂方式。

德國植物學家Hugo von Mohl在1835年首次發現了細胞分
裂后，讓人們認識了生物是透過細胞分裂來生長及發育。在

那之後，Oscar Hertwig 及Walther Flemming相繼發現了【減
數分裂】和【有絲分裂】。每個細胞分裂方式都有它的特徵。

在進行【有絲分裂】時，母細胞會先複製染色體，再分裂出

兩個具有相同染色體數量的子細胞。這種細胞分裂方式有助

於發育、生長和修復，通常發生在體細胞（皮膚細胞、肌肉

細胞、幹細胞等）。【減數分裂】則是生殖細胞（如精子和

卵子細胞）獨特的分裂方式。同樣的，生殖細胞會先複製染

色體，再進行兩輪的分裂以確保四個子細胞都擁有一半的染

色體數量。將染色體數量減半是有性繁殖和遺傳多樣性的關

鍵因素。每個細胞分裂方式最重要的功能是確保遺傳訊息

（染色體）正確的傳遞到各個細胞。細胞分裂過程中的任何

差錯會導致遺傳變異，可能造成嚴重的後果，如發育異常和

最常見的癌症。

發育再生中心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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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180年的研究，科學家們都圍繞著探討這兩種細胞分
裂方式，同時它們也成爲了學生們在教科書上熟知的基礎科

學知識。【無合成分裂】的發現可以説是顛覆了我一直以來

對細胞分裂的認知！一開始的我也有許多疑慮和懷疑，直到

一次又一次的實驗足夠證明我們的假設是成立的。在Chen實
驗室（圖4）四年多的學習經驗讓我體驗到了跳出傳統的思
維框架所收穫的成果，更讓我認識到其實基礎生物學還蘊藏

著許多未知等待科學家們的探索，或許仔細觀察之後到處都

是意想不到的發現。

圖4：2022年陳振輝實驗室團隊(左到右：陳振輝、李櫻龍、
Marcus Calkins、Iris Chen、Chloe Chen、阮筱彧、劉昱秀、
陳潔盈(我)、陳萱、Megan Liaw、Fiorency Santoso、Uday
Kumar、Macro de Leon)。

發育再生中心電子報



臺大醫院醫研部 新知專欄

主編的話

細胞治療是以細胞作為主要材料，做成相關製劑後再
注射回患者體內來達到醫療的目的，因此細胞製備過程
中如何提升處理效率、減少污染風險至關重要．本期電
子報將介紹細胞治療中心預期新建置的磁性細胞分選技
術，搭配本中心高潔淨度環境、嚴格的品質管理(QC)、
包裝以及用於臨床研究的細胞製劑批次檢驗放行制度，
可生產符合GTP及PIC/S GMP等級之細胞治療產品。可應
用於免疫相關研究及神經再生修復等相關研究，亦可利
用此技術建構最新CAR-T治療。下一期電子報主題為
「流式細胞高參數數據之分析」，敬請期待，並竭誠歡
迎您訂閱共同研究室電子報以收取儀器介紹、研究新知、
與每月訓練課程資訊，更歡迎您與我們聯絡，給予我們
建議與鼓勵。

轉載自台大醫院醫學研究部共研電子報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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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院醫研部 新知專欄邀稿-
臨床級細胞分選及細胞製程收集設備平台介
紹---你知道臨床級血液細胞如何取得嗎?

細胞治療簡而言之就是利用患者自身或捐贈者的細胞，
在體外進行特定的處理之後再回輸於患者體內來治療特
定適應症的技術。一般來說細胞製劑生產的優化過程都
會希望取得帶有特定表面抗原的細胞，因此在體外優化
的過程中往往需要對細胞群進行處理，包含分選富集、
誘導與培養等，以擴增至臨床所需的細胞數量．國內自
從特管法實施以後，細胞治療成為傳統療法外的另一項
新選擇。由於在這些臨床級別的細胞製程開發過程中，
經由細胞分選的方式先富集特定的細胞群，進而有效縮
短製程前期細胞需要激活的時間，可專一快速且有效率
地取得高純度及活性佳的特定細胞進行擴增。

Miltenyi Biotec的MACS® 磁性細胞分選技術發展已久，
此技術主要是利用高專一性的單株抗體結合，經由可生
物降解的50 nm磁珠來標記目標細胞，再透過專利的管柱
形成的梯度磁場中進行目標細胞的分選富集，由於此系
統的奈米磁珠的生物安全性高，因此臨床應用上無需去
除磁珠，依據該技術所發展的臨床級產品，目前已廣泛
使用於特定疾病適應症的治療，並取得FDA與TFDA認證，
於臨床研究部分，由於已取得醫療上的先例，對於研究
者較容易與轉譯醫學無縫接軌，因此MACS細胞分選系
統亦已廣泛應用在免疫、腫瘤、神經研究等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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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臨床部門 撰稿
醫學研究部 細胞治療中心 增修



CliniMACS ® Plus細胞分選儀為臨床等級系統，可用於目
標細胞的富集分選，或是剃除掉不需要的細胞群。其無菌密
閉式的管路設計可避免傳統開放式操作的汙染，使用上將患
者檢體在經過前處理並與臨床級磁珠抗體混合後，連接到無
菌管路即可啟動分選程序，該系統會自動進行一系列分選步
驟，最後分選出需要的目標細胞。自動化的過程讓細胞分選
過程更加容易及穩定。

目前利用此系列進行癌症醫學臨床相關的研究案例眾多，
也陸續發表在許多文獻中，應用於移植後減緩GvHD的部分，
2017 Chiara Mainardi團隊發表他們利用CliniMACS® Plus系
統將CD34+ 細胞分選進行幹細胞強化 (Stem cell boosts,SCBs)
移植，他們證明此步驟可以改善移植預後不良(Poor graft
function,PGF)狀況。而在實體腫瘤的合併治療部分，2018年
Alice Bertaina團隊利用此系統執行Alpha-Beta T-Cell and B-
Cell Depleted (α/βTCD) HLA-Haploidentical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α/β haplo-HSCT)技術，與接受造血
幹細胞移植患者相比，α/β haplo-HSCT執行病患降低復發及
GVHD發生率，且有非常明確的差異P < .001可應用於需要
移植之AL兒童病患。2019年Peter Lang團隊發表10年移植案
例追蹤結果，研究中利用此系統周邊血液中CD34+和
CD133+細胞分選後進行移植，配合血清治療和 Cyclosporine
and Methotrexate (CSA/MTX)藥物，可以有效地減少 GvHD，
且不會影響移植和免疫重建。2018年 O. Adotevi團隊發表了
利用此系統取得NK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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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Cetuximab 藥物對胃腸道癌肝轉移患者進行合併治療的
研究，在第一期確立了安全性結果。2020年 J.K. Schwarze團
隊也利用此系統取得DCs，協同 ipilimumab、Avelumab和
intravenous等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對黑色素瘤患者進行合併治
療的第一期臨床試驗，亦獲得安全性無虞的良好結果。

細胞純化後，經過體外培養、誘導、活化來擴增至足夠的數
量後，便可進行請洗、收集及濃縮包裝的工作，其工作亦可
利用LOVO自動化細胞處理收集系統來進行清洗、收集、及
濃縮包裝的工作。



LOVO是利用專利設計的 Spinning membrane 技術，
membrane設計了4um pores，以Size Filtration的方式，自動的
執行血袋樣本中血小板的去除、Sample Washing、Volume
reduction、Beads labeling & incubation、Medium exchange及
Product formulation 等工作。獨特的 Filtration 設計，有別於
傳統離心原理，LOVO處理過程中沒有離心G力產生的細胞
應激反應，因此細胞存活率較高。利用 Size filtration的原理，
對於要去除培養液中特定成分、或是凍存後去除抗凍液
(DMSO)的效果非常好，細胞回收率也較傳統離心原理的方
式高出很多。
臨床應用上細胞經過清洗、濃縮等處理取得血液分離產物

(Leukapheresis product)，利用LOVO清洗去除血小板，再以
CliniMACS CD34+ 磁珠標記分選，進一步以LOVO進行多餘
磁珠的清洗及體積調整，就可使用CliniMACS Plus分選儀進
行標的細胞分選，取得高純度標的細胞。根據論文研究顯示，
經上述純化步驟，其白血球回收率(WBC recovery rate)及血
小板去除率(PLT depletion rate)可分別達到 91.9 ± 2.2%和99.8
± 0.0%, 進一步分析，標的細胞回收率(CD34+ cell recovery)
也高達90 %以上，其存活率(CD34+ cell viability)可保持99%，
足以證明LOVO在清洗過程參予提升高純度標的細胞取得。
另一方面，自動化的處理能力，相較於手動離心清洗步驟，
也讓處理時間從4-5小時大幅縮短細胞製備時間至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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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O 在製程使用上，是透過管柱銜接袋子或反應槽
(Tank)達到密閉無菌連結，讓細胞生產全程更加安全化、
標準化及自動化，減少人為操作的交叉污染及品質變異
(Quality variation issue)，提供無菌、安全及高效率的細
胞處理流程，若搭配CliniMACS Plus一起使用，形成完
整自動化製程，以符合GMP規範。
鑑於現今細胞治療相關的療法百家爭鳴，臨床細胞治

療的開發除了細胞可能的療效外，最重要的就是要確保
製程中的安全與穩定性以及將來可能會遭遇到的適法性，
如此才能確保患者的安全性，因此在開發各類細胞治療
時，如何正確選擇適當的工具也就成了有志投入相關領
域的研究者優先得考量的課題。
細胞治療產品製造須符合GTP及PIC/S GMP，其規範須

確保生產設備一致性及穩定性，本部細胞治療中心基於
此精神，於98年購入CliniMACS Plus純化儀用於發展細
胞治療，至今已有利用此儀器於臨床人體試驗及治療成
功案例。因儀器已使用多年，維修不易，且新機型功能
設計更優質，預計於今年汰購舊機以維細胞治療研究之
安全性與穩定性。
本部細胞治療中心秉承共研服務精神，提供包含

CliniMACS Plus等細胞製備代操作服務與教學，有助於
降低同仁跨入細胞治療之技術門檻，汲取本中心技術純
熟優良技術人員的經驗，可控制生產品質及累積人員研
究經驗，提供共研使用者更妥善之研究環境，竭誠歡迎
預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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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ex線上直播

[再生醫學與幹細胞專家講座]
Studying Human Cardiac Development using Human 
Pluripotent Stem Cells
主講人：台灣大學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系

蔡素宜副教授
時間：111年07月28日(四) 12:00-13:00
地點：Webex線上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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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醫學與幹細胞專家講座]
Studying Human Cardiac Development using Human 
Pluripotent Stem Cells
主講人：台灣大學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系

蔡素宜副教授
時間：111年07月28日(四) 12:00-13:00
地點：Webex線上直播
報名網址：
https://redcap.ntuh.gov.tw/surveys/?s=7LMRXKND4N7RJ9
CP
主辦單位：台大醫院醫學研究部
共同主辦：台灣大學發育生物學及再生醫學研究中心
承辦窗口：規劃訓練組陳巧瑜分機263254

※系統於報名完成後會自動將會議室網址寄送至填寫信
箱，請務必確認信箱填寫正確，如5分鐘內沒收到請再
填寫報名表一次如有任何問題請與承辦窗口聯繫，謝謝
您!



活動/演講訊息

[醫學研究部專家講座]

Abstract : Targeting the RTK/Ras/PI3K signaling network, 
which is frequently mutated in many cancer types, has 
revolutionized cancer treatment, but challenges remain. In 
this presentation I will discuss how we reveal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RTK/Ras/PI3K signaling in
various cellular processes that drive cancer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for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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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aker bio (Website)

Chuan-Hsiang Bear Huang received his M.D. fro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Ph.D. fro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team in the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eeks to apply basic understanding of cell biology to 
the treatment of cancer and other diseases. His work on the 
dynamics,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RTK/Ras/PI3K/ERK 
signaling network has appeared in journals including Science, 
Nature Cell Biology, Nature Communications, and Cell. Dr. 
Huang has received many awards, including a Silver Medal at the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a Damon Runyon 
Fellowship, and an NCI K22 award.

 How to target signaling networks in cancer cells

黃傳翔老師 Chuan-Hsiang Bear Huang, M.D., Ph.D.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時間：111年08月10日(三) 10:30-11:30

地點：醫學院202講堂與Webex線上直播

報名網址：
https://redcap.ntuh.gov.tw/surveys/?s=F8YKRJH3EEHKXRHX

主辦單位：台大醫院醫學研究部

共同主辦：台灣大學發育生物學及再生醫學研究中心

承辦窗口：規劃訓練組陳巧瑜分機26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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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文章

<完美再生之路>

漫威裡面的Ｘ戰警金鋼狼有超強的再生自癒能力，能
夠在短時間內重新長出受傷的手及骨頭。儘管這是科幻
電影，但在真實自然界中，擁有部分再生能力的動物非
常多，像是羚羊可以不斷再生羚角，鱷魚無限再生牙齒
(永遠不用植牙…)，還有魚鱗再生等，可是擁有全然完
美再生能力的動物屈指可數，其中之一就是今天要介紹
的墨西哥鈍口蠑螈( Ambystoma mexicanum, Axolo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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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愛的墨西哥鈍口蠑螈永遠面露微笑，有六條粉紅像
是髮辮的羽毛鰓，可以完全再生皮膚，四肢，尾巴，肝
臟，心臟，腦部，脊隨中樞神經，眼睛水晶體等。然而
蠑螈生長環境因為需要低溫與乾淨的水質，目前野生蠑
螈棲息地已被廣泛破壞汙染，被列為瀕臨絕種，所以現
存的蠑螈幾乎都是人工飼養，也因為長相可愛又容易飼
養，是坊間受歡迎的水族寵物”六角恐龍”。

蠑螈的腳是脊椎動物界裡最獨特的，截斷後可以一次
又一次的從傷口重新長出完整的肢體，而且不管斷了多
少次。蠑螈的腳雖然細小，但結構和人類的四肢大致相
同：皮膚，神經血管，肌肉骨骼，肌腱韌帶、及疏鬆的
結締纖維。當蠑螈的前肢被截斷時，截斷處的血管會立
刻收縮，減少失血，然後一層表皮細胞會迅速地覆蓋斷
肢傷口，而後形成再生關鍵的傳訊細胞，稱為頂端上皮
蓋(Apical Epidermal Cap, AEC)，接下來纖維母細胞會增
生形成類似成體幹細胞性質的芽基組織，作為長成肢體
的前驅細胞，並且接受神經傳導物質與基因之間的交互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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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力的細胞分子機制，目前知道跟芽基組織
(blastema)有高度相關，芽基細胞是由截肢末端的成熟分
化細胞(像是皮膚細胞，肌肉細胞，骨骼細胞等)經過去分
化的過程( De-differentiation)而形成的成體體幹細胞。過
去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C Irvine的Professor Susan
Bryant及David Gardiner證明了蠑螈的芽基組織和胚胎發
育中的肢芽limb bud細胞是相同的，顯示了芽基長成肢體
的過程，是重演動物胚胎形成四肢的過程( Regeneration
is the recapitulation of development)。
當我們人類或是哺乳類受傷時，往往取而代之癒合的

是疤痕組織，無法完美地再生出原本的構造及功能，但
是蠑螈受傷後或斷肢之後，傷口都不會出現疤痕及纖維
化，也因此其奧秘，讓所有研究的人深深著迷。

儘管兩棲類蠑螈在演化樹上離哺乳類及甚至人類相當
遙遠，但是由於他旺盛完美的再生能力令人深深著迷，
目前有許多的研究投注在其中。近年來因為單細胞基因
定序與光學顯微鏡成像技術的快速進步，關於蠑螈如何
完美再生肢端的神秘面紗逐漸被掀開，也有賴於基因編
輯領域的新技術，我們可以進一步在胚胎生命初期導入
基因編輯，改變蠑螈的DNA，標註特別基因的細胞族群，
讓我們逐漸了解芽基所扮演的角色。



隨著這些大自然神奇生物的再生謎團逐漸被解開，或許
未來人類可以免除燒燙傷疤痕，斷肢等殘障，達到真正
的再生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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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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