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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工程與奈米醫學研究所
任務
生醫工程與奈米醫學研究所於2013年成立，藉由整合醫學工程研究組（成立於2000年）和
奈米醫學研究中心（成立於2005年）之關鍵技術，開發具前瞻性生醫產品，發展生醫影像與奈
米醫學核心技術，以及開創生醫產業新契機。其任務為：1.發展生醫工程與奈米醫學的前瞻科
技研究；2.促進整合國內跨領域生醫工程與奈米醫學在生技醫藥之合作研究；3.推動生醫工程
與奈米醫學產業在台灣與全球的產業發展和4.支援政府科技政策智庫。

研究架構

代表成果
生醫工程與再生醫學領域：
1. 組織工程為跨領域的學門，其中，骨組織
再生的研究長久來即受到高度重視，尤其
是台灣正式邁入「高齡社會」，年齡相關
的骨科疾病和骨缺損已成為一個重要的公
共健康問題，骨組織工程再生的研究刻
不容緩。然而培養具有功能性的細胞或
適合臨床使用的組織，仍是艱難的挑戰；

因此，林峯輝博士研究團隊提出一種可
培養功能性類骨組織（bone-like tissues）
的技術，由人類成骨細胞（human osteoblasts）、鈣交聯褐藻酸生物支架（Ca-Alginate scaffolds，以下簡稱為Ca-Alginate
支架）和一個封閉式生物反應系統（bioreactor system）所建構的平台，提供硬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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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e）自體移植的功能性類骨組織。其
最大的優勢在於此項培養技術是相對安
全、易於架構並且低成本；對於患者而
言，自體移植能降低異體移植引發免疫排
斥之風險，也避免等待適合捐贈者所耗費

的寶貴時間及心理煎熬，更不會造成經濟
上巨大的負擔。未來，期能應用類骨組織
於臨床手術，為骨組織工程開啟另一道可
能性，更能夠提供患者一個兼顧生活品質
的治療選擇。

2. 影像科技應用生醫研究常須利用分子生物
技術創造適合研究的工具，林名釗博士研
究團隊開發各式攜帶螢光、冷光、核醫影
像、磁振造影各式單獨或複合報導基因之
細胞株或是基因轉殖動物及疾病模式，提
供給各領域生物醫學研究應用，尤其是
癌症、老化、代謝與慢性發炎相關疾病研
究，成為跨領域合作重要橋樑；此外，研
究團隊同時開發轉殖動物在診斷及治療的
應用（圖1）。過去研究主題包括：發明四
聚體紅螢光蛋白基因轉殖小鼠模型，同時
發現四聚體紅螢光蛋白累積會發生心肌炎
及心臟衰竭等病變，此小鼠成為獨特心肌
間質纖維化疾病研究與藥物開發平台。研

究團隊亦發明可誘發的條件式60KD熱緊迫
蛋白質（Hsp60）基因轉殖小鼠，並利用
特殊Cre DNA重組酶轉殖小鼠，發現Hsp60
在維持粒線體功能平衡、呼吸及代謝、啟
動自體免疫反應、調節壓力反應等複雜角
色。再生醫學細胞治療研究方面，團隊以
「脂肪間葉幹細胞」作為基因與組織工程
之優化對象，探討運用移植優化後之自體
成人脂肪間葉幹細胞的潛力策略，以治療
老化及退化性疾病，目前著重應用在治療
慢性阻塞型肺病（CO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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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應用分子影像技術於疾病模式研究上；（A）表達紅螢光蛋白於綠螢光鼠心臟，造成心臟擴大與
衰竭；（B）用分子影像研究追蹤攜帶冷光基因之人類腫瘤生長與藥物治療效果；（C）綠螢光
基因轉殖鼠胚胎腦；（D）鼠胚胎神經幹細胞分化成神經細胞仍表達綠螢光蛋白標記

3. 許佳賢博士的生醫微流體實驗室致力於細
胞培養應用之微流體晶片技術研究，研究
團隊發展了一項利用具有特殊設計之微流
道以及開放式微孔洞的細胞晶片，建立三
維細胞球體培養之方法。此方法可於小面
積的晶片裝置上，透過簡易的操作步驟高
通量形成吊液珠，並於液珠當中置入細胞
後持續長時間培養細胞，以形成三維細胞

▲ ▲圖 2：(a) 微 流 體 懸 吊 式 晶 片 示 意 圖， 上 層 包 含
一個細胞注入口和一個培養液槽，下層則
包 含 了 微 流 道 和 256 個 孔 洞；(b) 紅 墨 水
注 入 晶 片 後 的 實 體 照 片；(c) 實 驗 操 作 流
程圖

球體（圖2）。這項技術具有廣泛的潛在應
用價值，因此獲得2017年第14屆國家新創
獎「學研新創獎」之肯定。另外，許博士
研究團隊已驗證此技術可用於胚胎幹細胞
之類胚胎體形成（圖3），作為幹細胞與再
生醫學研究之相關應用。未來，應用此技
術於發展體外之三維腫瘤球體培養裝置，
以作為癌症研究與藥物篩選使用。

▲ ▲圖 3： 類 胚 胎 體 形 成 於 晶 片 中 第 2 天 的 照 片；
(a) 類胚胎體於明視野的照片，比例尺為
2 mm；(b) 活 / 死染色後類胚胎體的螢光
照片；(c) 和 (d) 活 / 死染色後類胚胎體的
螢 光 照 片（4X 和 10X）， 比 例 尺 為 500
µm 和 100 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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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董國忠博士研究團隊主要以發展人體組織
再生為主要目的，並以蛋白質工程及組織
工程為發展策略。目前，已於實驗室中建
立多種基礎技術，作為開發骨組織工程的
基本能量，包括：人工支架、骨髓幹細
胞、生物反應器與細胞評估法。近來，研
究團隊以發展「複合型骨組織」為短期目
標，分別以蛋白質晶片、骨訊息中藥、蛋
白質固定微圖騰及三維列印骨微環境等技

術為工具，發展血管化再生骨及微結構性
骨肉雙組織。此外，善用蛋白質技術是董
博士研究團隊發展再生醫學的特色，「設
計型表面電漿共振」使該研究團隊得以精
密操控細胞與組織生長。未來，將以骨微
環境及細胞微環境操控為基礎，研究各種
重大疾病的治療與診斷，如骨轉移、阿茲
海默症、皮膚癌、生物藥醫療器材等。

生醫影像領域：
1. 美國糖尿病協會（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統計，於2015年罹患糖尿病的美
國人口數為30.3百萬，而台灣國民健康署
推估2013∼2015年約有2.3百萬名糖尿病
的患者，為數可觀。過半數的糖尿病患者
會併發周邊神經病變、誘發疼痛，嚴重影
響生活品質。藥物治療是一般紓解疼痛的
方法，但伴隨副作用；因此，舒緩周邊神
經病變疼痛的物理性療法陸續為提出與研

發。陳景欣博士研究團隊利用聚焦超音波
（focused ultrasound, FUS）技術，在糖尿
病周邊神經病變大鼠的坐骨神經上產生直
徑0.8-mm的熱點，該神經局部受熱點微溫
加熱後，暫時性抑制其神經傳導，阻斷痛
覺傳導進而達到疼痛舒緩的療效。聚焦超
音波具備非侵入式、精準、局部、可多次
治療等特性，預期可提供糖尿病患者在臨
床或居家上舒緩疼痛的另一種選擇。

▲ ▲圖 4：(A) 糖尿病周邊神經病變大鼠接受聚焦超音波作用阻斷坐骨神經傳導之實驗架構照片；(B) 在適
當的超音波參數下（2810 W/cm 2 、3 s），神經訊號被抑制至少 20% 且減痛時間持續 30 分鐘；
(C)28 日的追蹤實驗顯示適當參數的聚焦超音波並未傷及坐骨神經（每組參數 n = 6）
Journal of Visualized Experiments 128:e55675, 2017
British Journal of Anaesthesia 114:840–846, 2015
Ultrasound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41:132–142, 2015

2. 陳仁焜博士的研發團隊主要為運用電腦斷
層及正子影像技術於疾病的機轉與治療方
法開發，特別著重在腦部與肺部的疾病。
研究團隊已建立許多以醫學影像為基礎的
研究方法，包含了急性肺損傷、不同腦區
的能量代謝狀態，以及追蹤物質（奈米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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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胜肽、蛋白質藥物等）穿越血腦屏障
的觀測方法。借助影像科技的協助，研究
團隊建立了一套合併使用小分子及奈米藥
物的治療策略用於對抗腦瘤，現階段臨床
前動物實驗的結果顯示，能夠顯著延長有
腦瘤小鼠的平均存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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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郭立威博士的磁振造影技術團隊已開發高
效能3T磁振造影系統之雛型機，亦建立
了具備多重尺度之小口徑梯度線圈。此臨
床前實驗平台可達極高梯度磁場強度，以
擷取高解析度動物磁振影像；此外，研究
團隊也發展了多樣化磁振影像對比度與成
像序列，並且建構多模態磁振造影生物標
誌技術與大腦網絡分析技術，透過該技術
之研發與應用，可獲得一個巨觀之腦部網
絡連結分布，並可量化此分布之諸多特徵
參數，像是集中性、小世界特性與互相性
等，這類參數亦可更進一步應用於臨床疾
病之早期診斷。研究團隊亦應用上述腦網
路分析技術於常模與失智症研究中，並驗
證了所發展生物標誌與大腦網絡分析技術
之可行性。

a.

4. 高強度聚焦超音波（HIFU）是一種快速發
展用於執行非侵入性腫瘤切除手術的醫療
技術。與傳統的腫瘤/癌症的治療方式相
較，HIFU皆優於如開放式手術、放射和
化療的療法，因HIFU是非侵入式、非離子
化，且可減少治療後的併發症。馬克沁博
士研究團隊致力於開發一種非侵入性HIFU
燒灼腫瘤的療法，並架構基於CT/MRI影像
之真實的肝臟幾何形狀之手術計畫平台。
此任務需要耦合不同且相互影響的物理
場：聲學、熱和流體力學。數值模擬有助
於瞭解於治療不同器官之HIFU物理機制，
且提高治療的效率；為了提高處理效率，
亦可設計不同HIFU換能器。傳統的HIFU
治療時間很長；而研究團隊研發的治療計
畫可以縮短治療時間；在迷你豬實驗中，
研究團隊已找到預測和測量的溫度數據之
間良好的一致性，如圖5所示。
b.

▲ ▲圖 5：(a) 迷你豬正進行 MRI 溫度測量；(b) 迷你豬聚焦點上的預測和量測的溫度數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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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米醫學領域：
1. 開發藥物之奈米或微米劑型以改善藥物動
力學、增加藥效、持續釋放藥物或降低副
作用，並依據國際標準TR13014建議，分
析奈米顆粒之物理化學特性（如下圖）。
具體成果「高分子穩定之微胞可降低藥物
活體清除率（Polymer-stabilized micelles reduce the drug rapid clearance in vivo ）」發
表於Journal of Nanomaterials （Article ID
5818592, 2018）。

60

2. 據統計，近年來大腸直腸癌的發生率逐年
增加，為了降低大腸直腸癌的發病率，如
何早期由原位檢測大腸直腸息肉及其病變
的方法十分重要。不幸的是，目前的大腸
鏡檢查，只能檢測出較大型態的息肉和病
變；較平坦的息肉容易被忽視進而喪失早
期治療的先機。羅履維博士研究團隊開發
新型奈米平台，同時具息肉標靶性及螢光
標記，可作為內鏡造影劑，用於檢測大腸
直腸癌早期病變。經細胞研究，組織病
理學分析以及原位大腸直腸癌動物模式研
究，證明α-L-岩藻糖對此奈米平台的顯著
結合特異性。其研究結果強烈表明，修飾
上功能性凝集素且帶螢光奈米平台，為一
個具前景的內視鏡造影劑，未來可推廣應
用於早期大腸直腸癌的原位診斷成像。

生醫工程與奈米醫學研究所

3. Targeplatin是由林淑宜博士研究團隊所研發
的新穎奈米鉑金藥物，其特性是具有「於
腫瘤細胞活化」。雖與其他小分子鉑金藥
物有類似的抗癌功能，但無此類藥物的嚴
重副作用，即Targeplatin只會毒殺腫瘤細
胞，保全正常細胞，故可避免患者因化療
導致身體的惡質化。此藥物另一項特色是
不會發生如「順鉑」的活氧化物（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由於限制活性氧
的生成（備註：已知ROS會引發細胞自噬
（autophagy），進而引發抗藥性），使得
Targeplatin不易產生如「順鉑」抗藥性的問
題。這項發現有助於Targeplatin在抗癌藥物
的發展，因為目前在進行臨床試驗的「順
鉑」相關的奈米藥物，將會有來自「自噬
效應」所產生的後天抗藥性。

4. 黃東明博士研究團隊於先前研究發現：氧
化鐵奈米粒子會促進骨髓間質幹細胞往癌
症病灶處移動，並改變幹細胞對癌症生長
的影響，因而增強幹細胞治療癌症的能
力。此研究團隊進一步將上述發現與應用
套用於帕金森氏症老鼠模式，研究結果顯
示：氧化鐵奈米粒子可促進外源性幹細胞
趨向於帕金森氏症老鼠腦中受損的多巴胺
神經細胞，而受氧化鐵奈米粒子活化的幹
細胞移動至帕金森氏症老鼠受損的腦組織
後，氧化鐵奈米粒子不僅能增強外源性幹
細胞本身分化成多巴胺神經細胞，同時能
加強外源性幹細胞預防老鼠腦中多巴胺神
經細胞的受損，以及修復老鼠腦中受損的
多巴胺神經細胞的能力（圖6），因此可
大幅改善幹細胞對於帕金森氏症老鼠症
狀。此研究發表於Nanoscale 10:2998–3007,
2018。

▲ ▲圖 6：人類間質幹細胞（hMSCs）以氧化鐵奈米粒子標定（以 *hMSCs 表
示）。氧化鐵奈米粒子可藉由 (1) 促進人類間質幹細胞趨向於受損
的多巴胺神經細胞；(2) 增強外源性幹細胞分化成多巴胺神經細胞；
(3) 加強外源性幹細胞預防老鼠腦中多巴胺神經細胞的受損，以及
修復老鼠腦中受損的多巴胺神經細胞的能力。因此有效改善帕金森
氏症老鼠的症狀（Nanoscale 10:2998–300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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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用電子領域：
醫用電子在生醫工程與奈米醫學研究
所一直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從基本的生理
訊號感測放大器研製（如心電圖、腦波圖
等），到磁振影像熱治療導引技術的控制與
驅動電子電路的開發，並技術轉移（下方左
二圖），使台灣醫療儀器廠商能夠繼國際大
廠GE與Philips之後，成為全世界第三家成
功將此技術商品化的重要推手。隨著資通技
術（ICT）的快速進步，以及因應全球人口
老化、少子化與居家醫療照護的高度需求，
醫用電子必須結合人工智慧與物聯網成為

AIoT，引領台灣邁進智慧診斷與智慧醫療
的區塊連結。研究所早在2011年與民間企業
合作開發「數位全彩免散瞳手持式眼底攝影
機」，提供眼底篩檢與代謝疾病診斷的工具
（下方右二圖），爾後該公司又推出「數位
皮膚鏡」產品。這二項產品是將來遠距醫療
的利器，並期望整合至目前研究所正在進行
開發的智慧健康家庭醫療電子與整合服務平
台（圖7），建構智慧健康家庭的生態圈。

▲ ▲圖 7：智慧健康家庭醫療電子與整合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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