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

Cover Story
封面故事

生物醫學不僅為臺灣生技醫藥產業注入活水，

也成為新一代醫師學者大展身手的領域。其中，臺

灣最早成立的細胞學會—台灣再生醫學會的現任

理事長，同時也是亞東醫院研究副院長的張至宏，

為引領臺灣再生醫學發展的代表性醫師學者之一。

張至宏擅長的臨床專科為骨科，主治項目除了

骨折外傷、骨質疏鬆症，更特別著重在各類關節疾

病，例如肘關節僵化、各式人工關節置換手術，

以及膝關節軟骨再生、膝關節 / 肩關節之玻尿酸注

射、自體血小板生長因子 (PRP) 注射等，此外也涉

略手術機器人、導航系統輔助關節置換，以及骨水

泥的生物材料研發。

再生醫學方面，他早在博士班時期就完成軟骨

缺損 (Cartilage Deficiency) 的臨床前動物試驗，也

持續和國內再生醫學業者、學者合作執行多項人體

實驗研究。《特管辦法》通過後，近期張至宏也主

導亞東醫院與艾默生醫合作，以自體脂肪幹細胞治

療退化性關節炎 (Osteoarthritis, OA) 的細胞治療

案及臨床試驗。

對張至宏來說，從骨科治療跨到再生醫學，似

乎是理所當然、水到渠成的一條路，因為，骨科治

療使用到許多組織工程的生物材料，其中也包含了

以細胞修復受損組織的再生醫學，兩者的發展趨勢

可說是息息相關。

張至宏表示，雖然現在針對軟骨缺損已經有許

多外科手術，可以「挖東牆補西牆」、移植其它健

康部位的軟骨填補，但如果遇到軟骨缺損病灶過

大、或是全面性受損的退化性關節炎便束手無策。

雖然，也可以用置換人工關節來治療，但人工關節

使用約 20 年往往需要再換新，造成患者的負擔，

因此，骨關節疾病的再生醫療可說是勢在必行的重

要趨勢。

師承劉華昌、林峯輝  
潛心軟骨再生研究 20年

張至宏的細胞治療研究之途，始於 2000 年。

原本張至宏是臺大醫院骨科的住院醫師，後來因為

臺大醫院和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簽訂合作計畫，

當時的臺大醫院副院長朱樹勳自請調派亞東醫院擔

任院長，因此，他便隨著朱院長，成為首批從臺大

來到亞東的醫師。

雖然離開臺大，張至宏精益求精的熱情並未減

撰文 / 吳培安   攝影 / 羅翊方

讓細胞治療成患者新「膝」望

亞東張至宏打造最先進、完備軟骨
再生醫學中心
張至宏為現任亞東醫院研究副院長、台灣再生醫學會理事長，身為骨科醫師的他在林峯輝、劉華昌

兩位前輩引領下，自博士班開始即專研膝關節軟骨缺損、退化性關節炎兩大盛行骨科疾病，提出不

需要人工關節置換，也能讓患者重拾行動能力的再生醫療解方，以專業致力帶領亞東醫院成為全臺

最先進、完備的軟骨再生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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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於是他在朱樹勳副董事長推薦下考取了臺大醫

學工程研究所博士班，向組織工程學專家林峯輝前

所長 (現任職於國衛院 )，以及資深骨科研究型醫

師劉華昌教授 (現已退休至臺安醫院 )拜師。當時，

他們建議張至宏的研究題目，就是軟骨的修復再

生。

張至宏回想：「林峯輝老師跟我說，相較於當

時已經有很多研究、也不見得要用到再生醫學的硬

骨再生，國外最早的軟骨再生研究在 1994年就發

表了 (見生醫小百科 )，但當時國內卻沒有什麼人

研究，於是，我和兩位老師就成為了國內第一組軟

骨再生的研究團隊。」

在劉華昌的指導下，張至宏在博士班利用骨髓

幹細胞 (BMSC)加上膠原蛋白支架，培養出有形狀

的軟骨來修復膝軟骨缺損，執行了將近 60頭豬的

動物實驗，並完成 4篇生物材料和軟骨組織工程論

文發表。

2008年，張至宏和劉華昌一起申請了科技部

人體科研計畫，攜手工研院的 GTP等級細胞培養

團隊合作，將軟骨再生修復移植物，施行在 12位

臨床患者身上，充分證明這項技術在骨科臨床應用

的潛力，也為劉華昌後續與華元生醫合作的臨床一

/二期試驗打下基礎。

生醫小百科 » 美國最早批准的再生醫療產品：Carticel

 1994 年 10 月，來自瑞典薩爾格倫斯卡大學醫院

(Sahlgrenska University Hospital) 的研究團隊，在

《新英格蘭醫學期刊》(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首度發表了以自體軟骨細胞再生，治療

深度膝關節軟骨缺損 (Deep Cartilage Defects)的研

究，至今已被引用超過 6,500次。

 研究團隊利用從患者膝關節取下小塊自體軟骨細

胞，將其細胞數目培養到原本的 10倍之多，再以胰

蛋白酶 (trypsin)水解處理，將軟骨細胞製作成細胞懸

浮液，再以針劑形式注射到膝軟骨缺損患部。

 這項技術後來被美國生技公司健贊 (Genzyme)買

下，開發成名為「Carticel」產品，並在 1997年獲得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核准，成為美國第一項自

體軟骨再生醫療產品；其後，另一家生技公司 Vericel

又在軟骨細胞培養技術基礎上加上豬源膠原蛋白作為

基質，開發出新一代產品「MACI」，並在 2016年獲

得 FDA核准。

張至宏為台灣再生醫學會的現任理事長，同時

擔任亞東醫院研究副院長，是引領臺灣再生醫

學發展的代表性醫師學者之一。



82

Cover Story
封面故事

除此之外，張至宏也每年持續參加由全球骨科

醫師與學者組成的國際軟骨修復學會 (International 

Cartilage Repair Society, ICRS)的活動，認識許多

來自歐洲、美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的軟骨修復

學者，帶給他許多在研究上的啟發。

「我發現歐美和亞洲國家的作風不同，歐美可

能是考量安全性跟法規要求，傾向使用已經分化完

成的軟骨細胞；日本、韓國、新加坡則喜歡使用分

化、修復能力都很強的幹細胞。

後來，幹細胞多年研究累積許多證據，看起來

還算安全，所以，歐美這幾年也開始用幹細胞研究

軟骨再生。」張至宏說。

眼見國外研究如此成功，激發張至宏的鬥志，

也堅信臺灣沒理由做不出來！因此，他從臺大醫工

所畢業後，在亞東醫院從助理教授、副教授做到教

授，升等都是以軟骨修復研究為主題，一路潛心研

究迄今 20餘年。

修復「爛蘋果」！首創膝關節脂肪墊 
幹細胞治退化型關節炎

張至宏在骨科的研究觸角，也擴展到同樣屬

於治療選項有限、好發於高齡族群的退化性關節

炎。據衛福部統計，全臺退化性關節炎盛行率約為

15%，約有 350萬名國人承受著退化性關節炎的折

磨。

張至宏表示，雖然軟骨缺損可能會隨著症狀惡

化、演變成退化性關節炎，但退化性關節炎成因有

很多，除了軟骨缺損，也可能是因為患者體重過

重、老化或職業傷害造成，兩種疾病需要的治療方

式也不同，必須要分清楚。

他比喻，如果完好的關節軟骨是一顆蘋果，

「軟骨缺損」就像是蘋果缺了一口，如果受損部位

不大，還能用其他部分的健康軟骨，或是把細胞當

成種子種到生物支架裡、養成一塊組織工程的軟骨

來填補；但如果是「退化性關節炎」，那就像是整

顆蘋果都腐爛萎縮，屬於全面性的發炎，也很難用

填補的方式修復。

張至宏表示，他一直關注退化性關節炎的創新

治療方式，例如自體脂肪幹細胞、骨髓間質幹細

胞，甚至是外泌體 (Exosome)等再生醫療。

其中，他看好的再生醫療應用，是利用膝關節

在關節鏡手術過程中，取出的脂肪「就近取材」，

直接分離出膝關節內脂肪墊所含的幹細胞 (Infrapa-

tellar Fat Pad Stem cell, IFPSC)，培養後再將其注

射到關節腔內，利用幹細胞的分化能力，修復磨損

殆盡的膝關節軟骨。

「在胚胎發育上，IFPSC和關節軟骨細胞屬於

同源。脂肪墊中有豐富的 IFPSC，比起從同一位患

者腹部脂肪取出的幹細胞，從膝關節脂肪墊取出的

IFPSC，在分化和抗發炎能力都更好，產生的第二

型膠原蛋白也更多。」張至宏說。

在和艾默生醫的合作下，張至宏已透過 2017

年衛福部許可的臨床試驗，招募了 12位 2到 3級

的退化性關節炎受試者；《特管辦法》上路後，亞

東醫院成為《特管辦法》通過第一家自體脂肪幹細

胞治療退化性關節炎的醫院，又招收了 8名患者，

現在還在持續收案中。

不過，張至宏強調，幹細胞雖然可以成為治療

退化性關節炎的曙光，但還是需要搭配適當的矯正

手術，為幹細胞創造一個好環境。

例如，某些退化性關節炎患者本身也有嚴重 O

型腿，就需要先用截骨術矯正膝蓋變形後，再用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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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胚胎發育上，IFPSC和關節軟骨細胞屬於

同源。脂肪墊中有豐富的 IFPSC，比起從同一位患

者腹部脂肪取出的幹細胞，從膝關節脂肪墊取出的

IFPSC，在分化和抗發炎能力都更好，產生的第二

型膠原蛋白也更多。」張至宏說。

在和艾默生醫的合作下，張至宏已透過 2017

年衛福部許可的臨床試驗，招募了 12位 2到 3級

的退化性關節炎受試者；《特管辦法》上路後，亞

東醫院成為《特管辦法》通過第一家自體脂肪幹細

胞治療退化性關節炎的醫院，又招收了 8名患者，

現在還在持續收案中。

不過，張至宏強調，幹細胞雖然可以成為治療

退化性關節炎的曙光，但還是需要搭配適當的矯正

手術，為幹細胞創造一個好環境。

例如，某些退化性關節炎患者本身也有嚴重 O

型腿，就需要先用截骨術矯正膝蓋變形後，再用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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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鏡手術清除掉膝關節處的骨頭碎塊，同時取出所

需的脂肪墊細胞，並在軟骨上打洞，製造能讓幹細

胞可以進入的空隙。

張至宏表示，如果是一般的患者，大約 3到 6

個月就可以看到運動能力的改善。

法規體系開放  
是多年醫學研究成果的最後一哩路

從 2000年就開始軟骨修復研究，張至宏雖然

累積了很多動物和人體實驗數據，但直到 2018年

9月《特管辦法》上路、開放以自體脂肪幹細胞治

療膝關節軟骨缺損或退化性關節炎，研究的成果才

算是真正落實，中間足足隔了 20餘年。

張至宏感嘆，法規的鬆綁終才是真正實現研究

成果的最後一哩路，《特管辦法》也讓與他合作的

艾默生醫能夠在再生醫療正式立法前，藉由《特管

辦法》開放收費機制，

獲得一點臨床研究所

需的資金。

「以往只能走臨

床試驗，廠商資金需

求非常高，對臺灣一

些有潛力的公司挑戰

很大。臺灣生技研發

能力絕對不差，但想

要落地、讓醫師使用，

法規環境還是關鍵。」

張至宏強調。

對於有望在今年

送進立法院的「再生

醫療三法」，張至宏

也表示高度期待。

「現在的《特管辦法》考量到異體細胞使用上

的排斥性，只開放自體細胞治療，如果，未來能夠

透過再生醫療三法，在細胞庫的建置、儲存與品質

制度、異體細胞的使用、篩選細胞提供者的合適性

標準上，建立完整的法律規範，就可以讓普及性更

高，也讓病人可以少挨一次從體內取出細胞的手

術，真正造福人群。」張至宏說。

張至宏也表示，也感謝科技部和亞東醫院在研

究經費上的大力支持。

「骨科是再生醫學裡面進展比較快的領域，除

了感謝朱副董和老師過去的栽培，在亞東醫院林芳

郁前院長和現任邱冠明院長大力支持下，期待未來

能和國內生技業者的合作下，促使亞東醫院成為臺

灣軟骨再生醫療最先進、最完備的醫學中心，更希

望未來能有更多年輕醫師、學者一起投入。」

張至宏表示，幹細胞雖然可以成為治療退化性關節炎的曙光，但還是需要搭配適當的矯正手術，為幹細胞創

造一個好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