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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導航能力新型藥物輸送系統

突破心血管組織
再生醫學難題
心血管疾病位居全球主要死因，末期心臟衰竭病患等待換心不易，而糖尿病
引發的血管病變使無數糖尿病患者面臨截肢的命運。謝清河教授的研究團隊
長期耕耘，研發出促進血管新生與組織修復的藥物，以及可重複投遞、具導
航能力的奈米藥物輸送系統，成功輸送標靶藥物、幹細胞與血管生長因子至
病灶部位，治療並促進心血管疾病與糖尿病患者的血管新生。研究成果於 105
年11 月16 日獲國際頂尖期刊《科學轉譯醫學》(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
選為重點論文刊出。

是全球十大死因之首，根據衛福部公

心肌修復再生醫學

佈的臺灣死因統計資料，心臟疾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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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第二名，而任何心臟疾病皆可能發展成心臟衰竭，罹

基因體暨蛋白體醫學研究所合聘教授謝清河博士，也是

患心臟衰竭的死亡率比癌症還高。心臟衰竭是因心臟功

臺大醫院外科部心臟血管科的主治醫師。他長年在幹細

能受損，心臟收縮能力變差，從心臟輸出的血液無法提

胞再生醫學的研究領域，關注血管新生及心肌細胞的修

供全身器官所需而產生的症狀。每年臺灣約有40萬名心

復議題，2007年發現哺乳類動物的心臟受損後，其自體

臟衰竭的病例，目前無論是內科或外科的治療方法，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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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皆有限，心臟衰竭末期的病患只有換心一途才能活下

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致力於揭開人體自體修復機制如何

來。臺灣平均每天有150人等待換心，然而心臟捐贈來源

啟動、老化的心肌是否有再生能力、如何重啟幹細胞的

缺乏、人工心臟費用高昂，加上移植手術及術後照護等

再生能力等問題的機制，更進一步嘗試研發促進心肌再

挑戰與風險，即使在醫療水準良好、醫療照護普及的臺

生的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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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能夠成功接受心臟移植手術的心臟衰竭病患仍非常

謝清河教授的研究團隊利用基因轉殖鼠研究年輕

有限，因此發展有效治療心臟衰竭的方法是心血管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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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發現心肌受損引起的發炎反應啟動了幹細胞的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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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然而藥物也無法在患部久留。要使促進血管新生
的藥物發揮效果，需要考慮的困難處在於：血管新生過
程不只一種血管新生因子參與，各種因子皆有不同角色
與功能，作用時間長短不一，針對的目標細胞不同，機制
也不同。謝清河教授的研究團隊提出的一個核心做法，
是模擬血管新生的自然節奏，以藥物、生長因子與幹細
胞進行階段性治療。下圖以迷你豬為實驗動物模式，說
明分離至骨髓的幹細胞結合奈米纖維水膠所製成的新
藥，注射至心臟患部能幫助微血管新生，奈米水膠會在
患部形成特殊微環境，吸引並引導體內幹細胞或血管前
驅細胞前來患部附著並包覆微血管，在微環境的調控下
進一步形成穩定且有功能的動脈，恢復心肌的血液供應
並回復心肌梗塞後約50%的心臟功能，減少60%的梗塞
面積，達到幹細胞新生療法的療效。

↑「具導航能力且可重複投遞之新型標靶藥物輸送系統」研究成
果於105年11月16日獲國際頂尖期刊《科學轉譯醫學》(S ci e n 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 選為重點論文刊出，舉行記者會向媒體介
紹研究成果。（左起依序為謝清河博士、論文第一作者吳佩蓉與合
作者羅傅倫博士（Steve R. Roffler））

以幹細胞新生血管、修復心肌
由迷你豬身上抽取
骨髓並分離出幹細胞
結合事先配製好的
奈米纖維水膠

功能，並找出了可增強心肌再生能力的關鍵分子。而他
們的研究也探討年老成鼠的幹細胞新生心肌的能力，發
現年老成鼠的心肌難以新生，並非因為老化導致幹細胞
數量少或缺乏新生能力，而是老化個體的微環境抑制了

均勻注射於心肌
梗塞處

幹細胞發揮原有的新生功能，若把相關老化因子移除，
就能重啟幹細胞再生心肌的功能。
這些重要發現除了發表於重要的學術期刊，也進一
步應用於研發恢復幹細胞活性、促進心肌再生的臨床治
療新物與治療技術。

奈米導航輸送藥物

以迷你豬為實驗動物模式為例，自體骨髓幹細胞結合奈米纖
維水膠治療心肌梗塞。

謝清河教授與同事羅傅倫博士（Steve R. Roff ler）

以非侵入性的心血管再生治療代替心臟外科手術是

合作，進一步應用「抗體與受體具專一性結合」的概念研

非常重要的研究，有了促進幹細胞再生與修復的藥物療

發以奈米標靶導航的藥物輸送系統，應用羅傅倫博士實

法，能免除患者經歷外科開胸手術與術後感染的風險。

驗室所研發的抗聚乙二醇（a nt i-PEG）抗體與可分解奈

然而利用藥物與幹細胞治療，最大的挑戰是藥物注射到

米纖維水凝膠混合後，注射至病灶部位成為標靶，之後

體內後會在全身血液中流動，無法精準持續地把藥物運

帶有PEG的治療藥物注射入體內經由全身血液循環，病

送到病灶部位，一般來說只有少於1%的藥物能抵達病灶

灶部位的奈米標靶會發揮如磁鐵般的功能，吸附藥物至

奈米標靶導航傳輸藥物系統

奈米標靶所在位置，使治療藥物能精準地到達病灶部位
發揮療效（如左上圖）。
目前這套奈米標靶藥物導航輸送系統結合幹細胞、

病灶部位

生長因子與組織修復藥物，在臨床上首先應用於治療因
奈米標靶
網狀微環境

糖尿病引發的周邊動脈阻塞疾病（PAOD），發生血管病
變的下肢，促進下肢血管新生並修復壞死組織（如左下
圖），挽救糖尿病患者面臨截肢的命運，目前進入臨床
試驗階段。接下來將進行心臟血管新生與心肌修復的人
體臨床試驗，挽救等待換心的末期心臟病患者。謝清河
治療藥物

教授所領導的研究團隊多年研究的結晶，結合再生醫學
與奈米標靶藥物傳送技術，能夠提升多重藥物標靶治療
的專一性與療效，減少藥物劑量以及對健康組織的不良
副作用，造福重症患者以高效能的再生醫學奈米標靶療
法，免受侵入性的外科手術感染與器官移植危險。未來
這整套療法也能應用於癌症病患，提升幹細胞再生與標
靶藥物的療效。

跨領域的轉譯醫學
身為心臟外科醫師的謝清河博士，接受嚴謹的醫學
研究訓練，了解臨床治療待解決的關鍵問題所在，他帶
領的研究團隊以臨床需求為研究動機，包含臨床醫學、
↑水凝膠 (HA )與血管新生因子、組織修復藥物結合形成含有抗體的
網狀物質（藍色），成為如磁鐵般的標靶，能吸引在全身血管循環的
治療藥物（橘色）離開血管進入病灶部位。

生命科學、生醫工程與材料科學等領域的人才進行跨領
域的研究，是臺灣轉譯醫學造福病患、享譽國際的優良
典範。

治療周邊動脈阻塞疾病（PAOD）患者的
下肢血管病變

↑細胞療法主要分為兩步驟，第一步驟水凝膠 ( HA ) 與藥物混合後，
直接注射入患部下肢成為標靶，第二步驟把治療藥物MNC注射入
體內隨血液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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