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胞及系統醫學研究所
任務
細胞及系統醫學研究所（以下簡稱細研所）於2008年3月成立，主要任務為研究老化相關
心血管代謝疾病、神經疾病、幹細胞及再生醫學。藉由研究人員的專長與深厚的基礎研發能
量，利用細胞實驗、動物模式、蛋白質體與代謝體學，結合臨床檢體與病歷數據相互驗證，研
究人體器官與系統疾病的發生。經由跨單位、跨領域有效運用研究資源，共同探討醫藥問題，
以加速獲得研究成果，進而開發新的檢測方法與策略，研發預防與治療醫療製劑。細研所也建
立新穎跨領域幹細胞及再生醫學研究，發展周邊神經疾病、心血管疾病的細胞治療及再生醫學
之臨床應用。

研究架構

代表成果
細胞護衛因子 5-methoxytryptophan 之新發現
Circulation Research 119:222–236, 2016
Scientific Reports 6:25374, 2016

研究團隊利用人類細胞及小鼠模型研究
證明，血管內皮細胞可製造分泌具有抗發炎
效果的細胞護衛因子5-methoxytryptophan（5MTP）。研究發現，5-MTP能有效抑制小鼠
全身系統性發炎反應及降低敗血症的死亡
率，此為全身系統性發炎及敗血症之醫療策
略帶來新方向，有潛力成為敗血症之先導化
合物進行新藥開發（圖1）。另亦探討5-MTP
在血管受傷後所扮演的保護功能，在動物實
驗發現5-MTP可抑制血管內皮層之發炎而降低
損傷，且5-MTP更減少血管受傷所導致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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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平滑肌細胞增生及轉移至內膜區，進而降
低血管阻塞。細胞實驗驗證5-MTP是透過抑
制p38 MAP kinase的活化來抑制發炎細胞因子
IL-1β所引起的平滑肌細胞增生，而在心血管
疾病患者與正常人的血液中，檢驗出前者具
有較低的5-MTP濃度。這些結果均顯示5-MTP
具保護血管功能進而避免阻塞型之血管疾病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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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菌內毒素感染

盲腸穿刺手術

▲ ▲圖 1：敗血症小鼠血清及人體血清中的 5-MTP 濃度有降低的趨勢

(A)

(B)

▲ ▲圖 2：(A) 5-MTP 減少血管內膜新生；(B) 冠狀動脈疾病患者血清中
5-MTP 濃度比健康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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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 X 受體的活化可藉由 ApoD 的誘發而抑制血管新生
FASEB Journal 31:5568–5576, 2017

血管新生（angiogenesis）在胚胎發育、
傷口癒合、癌症生長與轉移，以及黃斑部病
變等疾病中扮演重要角色。肝X受體（liver
X receptor, LXR）為調節體膽固醇、脂肪酸
和葡萄糖的重要傳感器和調節劑。其功能是
調控人體內的脂肪新陳代謝，控制和脂肪酸
生成、膽固醇運輸和代謝等有關的基因。許
多研究發現，LXRα的活化物（agonist）可
藉由活化LXR降低血管中的膽固醇沉澱，以
治療動脈硬化和心血管疾病。褚志斌副研究
員團隊探討活化LXR對血管新生的影響，利
用強效LXR活化劑T0901317處理人類臍靜脈
內皮細胞（HUVECs）與血管形成測定分析
（tube formation assay）發現，T0901317可以
有效抑制HUVECs的血管新生和移動；在雞

胚胎的毛尿囊膜實驗中，T0901317也能抑制
雞胚胎內的血管新生。另，T0901317亦顯著
增加ApoD mRNA和蛋白質的表達量。過量
表達ApoD使HUVECs的血管形成明顯地受抑
制。因ApoD是高密度脂蛋白（HDL）的組成
成分之一，而SR-B1是高密度脂蛋白的受體；
免疫共沉澱（Co-IP）實驗顯示，HUVECs中
ApoD和SR-B1直接結合，且剔除SR-B1阻斷
了T0901317對於HUVECs移動的抑制。西方
墨點法（Western blotting）顯示，T0901317通
過活化ApoD使其與SR-B1受體結合並抑制下
游，控制血管新生的PI3K-Akt-eNOS訊息傳遞
路徑相關蛋白，從而抑制HUVECs的血管新
生。ApoD未來可能可以作為抑制腫瘤血管生
成或其他相關疾病的治療標靶（圖3）。

▲ ▲圖 3：LXR 活 化 劑 T0901317 有 效 抑 制 人 類 臍 靜 脈 內 皮
細胞（HUVECs）的血管新生 (A) 以及在雞胚胎毛
尿囊膜實驗中的血管新生 (B)

抑制第一型血紅素氧化酶有助於幹細胞分化成平滑肌細胞
Redox Biology 15:51–61, 2018

第一型血紅素氧化酶為已知的壓力反應
蛋白，恃其抗氧化與抗發炎的能力保護細胞
或組織免於傷害，並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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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第一型血紅素氧化酶在胚幹細胞分化過程
中之功用卻尚未釐清。研究團隊由已剔除第
一型血紅素氧化酶的囊胚中建立胚胎幹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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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透過模擬胚胎發育之擬胚體分化方式，
在早期分化下，發現缺乏第一型血紅素氧化
酶會提升活性氧化物質，並促進調控中胚層
主要調控基因brachyury 的表現。同時，平滑
肌轉錄因子─血清反應因子與其共同活化物
myocardin表現也隨之增加。此外，伴隨著
Smad2表現量上升亦代表著發育更趨向中胚

層甚至平滑肌細胞。總體而言，缺乏第一型
血紅素氧化酶會增加中胚層與平滑肌細胞調
控物質以及相關標的之表現，並證實在分化
過程中缺乏第一型血紅素氧化酶所產生之效
應，亦提供促進幹細胞分化成平滑肌細胞的
一項新穎方法（圖4）。

▲ ▲圖 4：(A) 摘要圖示；(B) HO-1 -/- 與 D3 胚胎幹細胞株具有相似之特性；(C) 在擬胚體分化
過程中缺乏 HO-1 會促進平滑肌肌動蛋白之表現；(D) HO-1 缺乏時同時會促進平滑
肌相關轉錄因子之表現

解析幹細胞外囊泡在發育及癌症治療之角色
Stem Cells 35:425–444, 201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 143:1440–1455, 2018

近年來，幹細胞之研究及應用為科學上
眾所注目的焦點之一，幹細胞的臨床應用也
為再生醫學帶來了一線曙光。然而現今幹細
胞分化的功能尚未完全釐清，再加上幹細胞
取得不易、數量稀少、培養困難等因素，使
得現今幹細胞治療上，存在許多風險及困難
度。因此，針對幹細胞生理及其分化機制的
相關研究，對再生醫學具有莫大助益。

研究團隊發現，阻斷乳腺幹細胞之前列
腺素E2訊號傳遞可促使幹細胞特性藉由幹細
胞外囊泡傳遞至已分化的乳腺上皮細胞，促
使已分化的細胞重獲幹細胞特性（圖5）。
另一方面，團隊也利用此誘發的幹細胞胞外
體，成功轉化已分化的乳腺管腔細胞為乳腺
幹細胞，並能用於動物體內，重建乳腺組織
（圖6）。此項研究證實幹細胞特性可藉由胞
外體於細胞之間進行轉移。此研究成果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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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非細胞性幹細胞胞外體之治療與應用具
有極大的潛力，是再生醫學上的重大突破。
團隊更進一步將此發現應用在治療對化
療藥物產生抗藥性之腫瘤；利用前列腺素E2
受體拮抗劑誘發癌幹細胞藉由幹細胞外囊泡

釋放drug efflux transporters，進而降低癌幹
細胞表面的drug efflux transporters。給予
前列腺素E2受體拮抗劑可除去動物體內腫瘤
95%癌幹細胞，並同時降低殘存癌細胞對化療
藥物之抗藥性。拮抗劑結合傳統化療更有效
地抑制動物體內腫瘤的生長（圖7）。

▲ ▲圖 5：前列腺素 E2 訊號傳遞路徑被
阻 斷 的 情 況 之 下， 幹 細 胞 大
量 釋 放 胞 外 體。 此 胞 外 體 可
被 已 分 化 的 細 胞 吞 噬， 並 促
使其重獲幹細胞特性

▲ ▲圖 6：研究團隊成功利用產生的胞外體誘發幹細
胞，並於動物體內重建乳腺組織

▲ ▲圖 7：(a) 阻斷前列腺素 E2 訊號訊息促使間質型
癌 幹 細 胞 藉 由 胞 外 囊 泡 釋 放 drug efflux
transporters；(b, c) 阻 斷 前 列 腺 素 E2 訊
息降低癌幹細胞之抗藥性；(d, e) 給予前
列腺素 E2 受體拮抗劑清除腫瘤內 95% 癌
幹細胞；(f, g) 結合前列腺素 E2 受體拮抗
劑和傳統化療可更有效地抑制腫瘤的生長

間葉幹細胞透過 IL-25/PD-L1 治療由 Th17 淋巴細胞而引起之自體免疫疾
病的新曙光
Stem Cell Reports 5:392–404, 2015

人類間葉幹細胞（MSCs）是目前認為最
有臨床應用性的幹細胞種類之一，此類組織
幹細胞不但具有多種細胞分化能力，也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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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免疫抑制功能，尤其是針對T淋巴細胞。
顏伶汝醫師實驗室發現利用間葉幹細胞分泌
介白素-25（IL-25）因子，經由JNK訊息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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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STAT3轉錄因子，能增加間葉幹細胞本生
細胞膜表面PD-L1的表現，從而抑制一種會
分泌介白素17A（IL-17A）的特殊CD4 T淋
巴細胞（又稱為Th17細胞）之反應（如下圖
所示）。Th17細胞在多種疾病中均有重要角
色，包含許多種自體免疫疾病、慢性發炎疾
病以及癌症，而此研究為間葉幹細胞與Th17
細胞間的互動找出清楚的路徑，是幹細胞研

究的又一項創新成果。而此研究之成果也可
提供未來直接利用間葉幹細胞或藉由調控間
葉幹細胞分泌IL-25之功能，以治療因過度
Th17細胞反應而造成之相關免疫疾病。這些
結果於2015發表於Cell 系列之國際期刊Stem
Cell Reports ，而且是獲當月highlight的論文，
備受國際重視；目前，此發現正申請專利及
技轉中。

尿酸不為人知的益處：非結晶尿酸可保護發炎性關節和軟骨
Scientific Reports 7:2359, 2017

尿酸是含普林的食物或體內核苷酸代謝
的產物，高尿酸血症會增加痛風及心臟血管
疾病發作的機會。多年來許多研究學者皆認
為尿酸是身體代謝後所產生的廢棄物，並無
特別的功能；卻也有一些研究顯示，尿酸具
有氧化和抗氧化的作用。這些片斷的文獻，
引發了細研所研究團隊探討在正常生理濃度
的尿酸的環境中，對於關節炎和在發炎情況
下關節中的軟骨，所可能扮演的角色。

一般健康人體內血中尿酸的濃度，男性
大約在3.4到7.2 mg/dl，而女性大約在2.4至6.1
mg/dl。研究團隊證明，生理濃度範圍的非結
晶性尿酸可以抑制軟骨組織發炎性相關物質
如pro-MMP-13、iNOS和COX-2的產生（如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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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酸可減緩軟骨中重要的基質collagen II
與proteoglycan的流失。在高尿酸小鼠實驗
中，當血液中的尿酸濃度提高後，小鼠關節
炎的病症與病理病變可以明顯的得到緩解。
尿酸能夠減少關節炎的嚴重度以及軟骨和骨
骼的破壞（如下圖）。這一系列的結果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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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在生理濃度下的尿酸具有抗發炎的作
用，並且對因為發炎反應所導致的軟骨和關
節的破壞具有保護的作用，尿酸並不是身體
代謝後所產生的廢棄物，而是具有一定生理
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