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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細胞之生物特性

幹細胞之定義
「幹細胞，Stem Cells」，係指一群尚未

 完全分化、但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以及
 增殖分化成各類成熟組織能力的原始細胞

[比較]
一般已分化完全之細胞，則除了老化一途

 外，不具增殖性或分化的可能



德國2002年4月「進口與應用人類胚胎
 幹細胞時胚胎之保護法」之定義

幹細胞－人類之細胞中，在相當範圍內
 具有自行自由增殖之能力，且其自身或所
 衍生之細胞在適當條件下，能分化成各種
 特殊功能之組織器官，但不會發展成完整
 個人之細胞（又稱為多功能幹細胞)。

人類全功能細胞－胚胎在必要其他條
 件存在下，能分裂發展為人者。



德國2002年4月「進口與應用人類胚胎
 幹細胞時胚胎之保護法」之定義(續)

胚胎幹細胞－前項之幹細胞中，取自
 體外培養、而且已經不用於懷胎之胚胎，
 或在婦女子宮著床前取出之胚胎，該取出
 之多功能幹細胞。

胚胎幹細胞株－專指在培養中、或培
 養後接續加以冷藏、存放之胚胎幹細胞。



分化能力上幹細胞之分類

全能性幹細胞（Totipotent
 

stem cells）
 －乃指由精卵受精後，至分裂成八個細胞(僅須
 約四天)之階段

 
。

多能性幹細胞（Pluriopotent
 

stem 

cells）－指胚胎發育進入胚囊期以後，此階段
 之細胞，通稱為胚胎幹細胞，雖具有相當高之分
 化能力，但已受有部分分化的限制，僅能發育成
 特定組織或器官

 
。



分化能力上幹細胞之分類(續)

特定潛能幹細胞（Multi-potent stem 

cells）－此類幹細胞則不限於自胚胎取得者，
 自新生兒、臍帶血中、孩童時期、甚至自成人

 均可能取得此類幹細胞。

單能細胞（Unipotent
 

stem cells）－其取
 得來源亦不限於胚胎，譬如自成人骨髓中抽取

 之造血幹細胞（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HSC），能分化成人體所有的血球及免疫球細胞
 是。



幹細胞分化簡圖  取材自再生緣生技公司網站)



幹細胞之逆分化

「
 

Nature」發表研究顯示，從男性睪丸切片的精原細
 胞中，可誘導出分化能力不亞於胚胎幹細胞的生殖幹

 細胞，被視為幹細胞療法的明日之星(2008/10/12 )。

美、日科學家所開發的「誘導多功能幹細胞」技術讓
 唾手可得的皮膚纖維母細胞，進行返老還童的「逆分
 化」，回歸強大分化能力的原始狀態，技術門檻低，
 被認為具有諾貝爾醫學獎的價值。

分化能力越強，就越可能引發癌症，如何駕馭幹細胞
 能力，使其能安全的發揮功效



幹細胞之來源

自胚囊期之胚胎(Embryo)中取得
來源

 
: 剩餘胚胎、流產胚胎、為研究目的而

 製作生成之胚胎、進行體細胞核移轉技術取得
 之胚胎

取自胎兒(Fetus)時期
來源

 
: 流產胎兒、中止妊娠離開母體之胎

 兒、以及妊娠中所進行之胎兒診斷取樣



幹細胞之來源(續)

從初生嬰兒時期之臍帶血取得
來源

 
: 產後之醫療廢棄物(即包括胎盤與臍

 帶)、寄存之臍帶血、或捐贈之臍帶血
 

)

從人之身體細胞取得
來源

 
: 由自己身體所取得(稱為「自體」)之

 人體組織、以及自他人所捐贈之人體組織所
 取得

 
)



胚胎幹細胞之培養(取材自UW-Madison)

http://tw.wrs.yahoo.com/_ylt=A8tUxxpd0CpGMi8BJQtt1gt./SIG=1h9sgaf0e/EXP=1177297373/**http%3A//tw.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view%3Fback=http%253A%252F%252Ftw.search.yahoo.com%252Fsearch%252Fimages%253Fp%253D%252Bblastocyst%2526ei%253DUTF-8%2526fr%253Dfp-tab-web-t%2526x%253Dwrt%26w=404%26h=411%26imgurl=www.bm.technion.ac.il%252Fcourses%252F336529%252Fweb%252Fstem%252520cells%252Fjj_blastocyst.jpg%26rurl=http%253A%252F%252Fwww.bm.technion.ac.il%252Fcourses%252F336529%252Fweb%252Fstem%252520cells%26size=33.7kB%26name=jj_blastocyst.jpg%26p=blastocyst%26type=jpeg%26no=4%26tt=1,414%26oid=a33953b16dad7d2e%26ei=UTF-8


取自骨髓之幹細胞(取材自美國NIH官網)



幹細胞之臨床應用(1)

移植療法－係指利用幹細胞所具有的高度分
 化與自我增殖之能力，將幹細胞直接移植於生

 物體內，促使其於移植之生物體上，繼續分化
 而產生下游細胞，其中以骨髓移植最為人所熟
 知。

應用於血液惡性腫瘤疾病

應用於非血液惡性腫瘤疾病



幹細胞之臨床應用(2)

基因療法－針對病人之基因缺陷，將正常基
 因、或具某種特殊功能的基因先植入幹細胞

 內，以幹細胞為基因治療之載體，並利用幹細
 胞強力的增殖性，製造出帶有此基因的無數新
 細胞，散播到全身。

應用於泡泡兒(SCIDs)



幹細胞之臨床應用(取材自美國NIH官網)



幹細胞之臨床應用(3)

複製療法－或稱為再生療法，是利用幹細胞
 複製出來的細胞，用以修補受損的器官；或是

 利用幹細胞複製出的年輕細胞，來取代死去或
 受損的細胞組織。

應用於心肌梗塞、
 

帕金森症、
 

糖尿病

廣義之複製療法尚可包括利用幹細胞的複製功
 能，加上組織工程學，再生失去功能之器官或
 組織



幹細胞之臨床應用(取材自美國NIH官網)



背部長出人耳的小鼠

資料來源 Newton Graphic 
Science Magazine 2004



臍帶血幹細胞之特點

不涉及胚胎保護議題

安全、簡單又快速

不須侵襲人體

無捐贈者之恢復期與受感染併發症等可
 能問題。

臍帶血幹細胞之免疫力低、相容性高

可運用多元混合臍帶血移植技術



臍帶血幹細胞相關之收集儲存現狀

狹義－涉及了臍帶血幹細胞的採集、檢
 驗、保存、與提供等業務

廣義－尚包括幹細胞資料庫的建制與資
 料的交流等

收集之目的分自存與他捐

組織抗原配對資訊公開與否

儲存機構



臍帶血存放機構之運作概況

我國

公捐
台灣捐血運動協會、慈

 濟骨髓幹細胞中心、和
 信癌症中心

自存
台灣尖端、訊聯、大

 展、再生緣、生寶、台
 灣永生

日本

「日本さい帯血バン
 クネットワーク」

 （Japanese Cord 
Blood Bank 
Network，日本臍帶

 血銀行Network）



自存與他捐

自存者將來會用到的機會相當低，僅約
 2000至20萬分之一

他捐之異體配對成功率則相當高，

9000人中有60% ，10萬人中則有
 85%~95%



臍帶血臨床運用之法規

1999年引進，依據醫療法第7條，屬於新
 醫療技術，須實行人體試驗，故應依同

 法第56條，由教學醫院向衛生署提出計
 畫獲核准後施行

2005年6月，衛生署公告開放臍帶血幹細
 胞之臨床運用，目前已無須列管



人體組織問題之深刻化

生物科技的進步

人類捍衛身體意識的提高

人體組織之高度商業價值

須正視人體組織的人我分際

人體組織相關問題可能是人體組織本體、
 「指名人體組織資訊」或「非指名人體組
 織資訊」



人體組織之法律議題

人體組織本體所有權歸屬?
人體(包括屍體) 

與人體分離之組織
人體組織之衍生物

「指名人體組織資訊」如何保護
 

?

「非指名人體組織資訊」要保護嗎?

人體組織融通性限制之合理界限?



人體組織法律議題之重要性(1)

妻別戀求去
 

捐腎夫要求還腎:2009/01/09 

美國紐約長島一名外科醫生在發現遭妻子戴綠帽後，
 除了憤而與妻子離婚，還要求前妻歸還他當年捐給她
 的一枚腎臟，不然就賠償一百五十萬美元，夫謂「再
 深的痛也沒有被一個你曾為她獻出生命的人背叛還

 痛。」「我救過她一命，但現在卻痛不欲生。」

巴提斯塔的律師主張理論上他們要的是歸還腎臟巴巴
 拉說，一百五十萬美元的賠償是根據醫學專家估計該
 腎臟的資產分配所訂定出來的金額，但巴提斯塔當然
 不會真的這麼做，因此要求等值賠償金。



人體組織法律議題之重要性(2)

自認是米蟲 上網po文賣器官:2009/03/30 

經濟不景氣，竟然有人缺錢到上網賣器官！奇摩知識
 網出現缺錢網友急覓管道賣器官，PO文沒多久即遭檢

 舉而移除。另名網友聲稱欠地下錢莊50萬元，希望賣
 器官還債；還有網友想賣精液、骨髓，求現手法光怪
 陸離。精液骨髓也有賣。



人體組織之法律定性

人體

人格權、物權、人種尊嚴?

人體組織

於與人體分離時成為「物」

人體組織衍生物

適用民法814條「加工」法理



著名案例
 John Moore v.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

John Moore在1976得知患有hairy-cell leukemia 
後，前往UCLA Medical Center接受抽血、骨髓

 及身體組織(bodily substances)檢查後，確認此一
 診斷。

Golde醫師建議Moore應切除脾臟以減緩病情之
 惡化，由於Golde醫師瞭解某些血液成分或產品
 極具商業上及科學上價值，因此於手術前就已計
 劃並安排，在切除脾臟後，將其中的一部分組織
 帶至另一實驗室，然這些研究之目的與Moore的
 治療完全無關，而且醫師們未曾告知Moore此一
 研究計畫、亦未詢求其同意。



著名案例
 John Moore v.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

Moore在1976年11月接受脾臟切除手術後
 至1983年9月間，遵循醫囑多次從西雅圖

 飛到加州回診，並進行血液、皮膚、骨髓
 及精子的檢查(由於醫師告知為了其健康

 這是必要的，且Moore亦信賴醫師之所
 言)。

事實上這段期間內，醫師們隱瞞Moore 
利用所採集之細胞組織進行了多數的研

 究，特別是醫師們打算藉此種專有使用
 Moore細胞之特權以獲得利益。



著名案例
 John Moore v.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3)

1979年8月Golde製作出了源自Moore的T淋巴球
 (T-lymphocytes)細胞株，1981年1月UCLA提出
 申請並於1984年3月獲得該細胞株的專利，此專
 利之內容尚包括了一些利用此細胞株以製造

 lymphokines的方法。

由於此一細胞株之商品化，Golde成為Genetics 
Institute公司之有給職顧問並獲得75,000股的普

 通股權，此外Genetics Institute公司付出三年內
 至少330,000美元之代價，獲得此細胞株的相關

 優先權。1982年Sandoz藥廠也加入此一協定並
 再增加110,000美元之補助款。



著名案例
 John Moore v.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4)

Moore認為其權益受損，以Glode醫師、
 Quan研究員、UCLA大學董事會、細胞
 株及其產品專利權人Genetics Institute公
 司及Sandoz藥廠為被告，向法院舉出了

 強占、違反忠實義務、詐欺、不當得
 利、準契約、違反忠誠公平信賴、故意

 侵害他人情緒、過失無權代理、侵害所
 有權等13項的訴因，主張所有權受侵害
 及醫師違反告知義務。



John Moore v.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案之爭點與衍生問題(1)&(2)

(1)Golde醫師等人擅自利用Moore的「脾臟
 組織」作成「細胞株」，Moore對「脾
 臟組織」所有權使用收益處分範圍，是
 否及於Golde醫師作成的「細胞株」？

(2)Moore的脾臟組織的所有權使用收益處
 分範圍，是否及於利用此細胞株以製造
 lymphokines.的「方法」？



John Moore v.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案之爭點與衍生問題(3)&(4)

(3)如果醫師、研究者針對Moore的「脾臟
 組織」的研究上，有了基因序列上的發
 現，這樣的發現，法律上的評價為何？

(4)如果此細胞株專利或製造lymphokines的
 方法專利，以John Moore命名，致使其

 認為自己之姓名與不堪之病史等遭人公
 諸於世，Moore的什麼權利受到損害？



John Moore v.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案之爭點與衍生問題解答(1)

問題1中Golde醫師等利用Moore的「脾臟組
 織」作成「細胞株」，此細胞株在法律上，
 雖因加工已非原來之人體組織物，但其性質
 上仍屬於人體組織物之衍生物，其受保護原
 理仍同於人體組織物，是財產權的保護。由
 於此細胞株之價值已顯逾原來的脾臟組織之
 價值，依民法§814，細胞株之所有權屬於加
 工人Golde醫師，Moore對「脾臟組織」所有
 權使用收益處分範圍，不及於Golde醫師所作
 成的「細胞株」。



John Moore v.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案之爭點與衍生問題解答(2)&(3)

問題2中Golde醫師發明製造lymphokines的
 「方法」，智慧財產權相關法律的目的在於勵

 創造發明人並予以保護，因此Moore雖有脾臟
 組織的所有權，但其使用收益範圍並不及於此
 「非指名之人體組織資訊」。

問題3中醫師、研究者有了基因序列上的發
 現，該研究發現雖源自於Moore的「脾臟組
 織」，但法律上對基因序列發現的評價，仍同

 於上述的技術方法，Moore既未對此發現發明
 有所貢獻，自然無主張智慧財產權之餘地。



John Moore v.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案之爭點與衍生問題解答(4)

問題4如果Golde醫師等將所製成的
 細胞株商品化並命名為「John 

Moore血癌細胞株」，致使Moore認
 為自己不堪自己姓名、所患之病史
 等遭人公諸於世，Moore自可依侵權

 法則，主張人格權受侵害而向Golde
 醫師等請求損害賠償。



美國人體組織收集之現況

美國現今已有腦組織銀行、乳房組織銀行、臍
 帶血銀行、精子銀行等之設置，還有為了研究
 愛滋病、阿茲海默症、精神病、老化等都設有
 組織樣本儲存機構，截至二○○○年，全美共
 計有一億七千六百萬人的二億八千二百萬件以
 上的病理標本被保存，而且每年至少新增加二
 千萬件以上

 
。

Meredith Wadman, Privacy Bill Under Fire from Researchers, 392 

Nature 6 (1998).



台灣人體組織儲存的概況(1)

血液方面，2007年的捐血袋數為2,393,008。
台灣血液基金會歷年捐血量表：

http://www.blood.org.tw/index.php?action=sas&id=267，

屍體器官捐贈方面，2007年則有151人次，共579 
件器官與組織。
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錄中心：

 http://www.torsc.org.tw/download/download.jsp

臍帶血、胎盤與臍帶等，依2007年出生數粗估有
 20.37萬人，每一次的出生，都會發生臍帶、胎

 盤組織自人體分離之事實，而其中臍帶血儲存普
 及率約4%至5%。



台灣人體組織儲存的概況(2)

精子卵子的儲存上，雖無直接的統計數據，但
 統計上自1998年至2004年，每年約有2300人次
 實施人工生殖（指IVF/ET、GIFT、ZIFT/TET 

或AID等方式）而產下活產胎兒，此均須先採
 集精子或卵子或同時採取二者，再由於成功率
 不高的因素，實際採取的次數遠較成功活產數
 為高。若試以25%成功率為概數，則採取精卵
 的次數至少是活產胎兒數的4倍，其保守估計

 應在10,000次以上。

其他醫療目的之抽血、採尿、組織切片等檢查
 業務，所儲存之人體組織數目，實難以估計。



人體組織之財產性格(1)

保管人體組織的機構好比掌握著莫大的
 生技財產，使用機構常必須跟保存機構
 締約，譬如加州的生技公司Sequana於一

 九九六年即以鉅資與紐約的Sloan- 
Kettering紀念醫院簽約使用其所切下的

 癌症標本進行研究。

The New York Times官網1996年8月21日之報導
 (http://www.nytimes.com/ )



人體組織資訊之財產性格(2)

也有國家以立法方式將整個人體醫療資訊授權
 民間機構使用的實例，譬如冰島長期以來與世
 界相隔離，而且各個家族保有完整的家譜與醫
 療紀錄，對於DNA的研究，像冰島這樣與外界
 獨立且單一的團體結構，容易找出疾病相關

 DNA的位置，就有某私人企業購得此一資訊的
 專有使用權，針對冰島全國人民作DNA之調

 查，並得到商品化的權利。

Jasper A. Bovenberg, Property Rights in Blood, Genes & Data: 
Naturally Yours? 3 (2006).



生物科技法律的重要性

英國人類受孕暨胚胎委員會(The Human Fertilisation

 
and 

Embryology Authority, HFEA)於2007年1月10日批准了該國二研

 究機構提出「半人半獸胚胎」之研究計畫。資料來源，HFEA官方

 網站2007年1月11日聲明稿：http://www.hfea.gov.uk/，2008年4

 月1日。

Human-
Animal
Hybrid



Human-Animal Hybrid 
The Hope?The Disaster?

人類皮膚細胞的去氧核

糖核酸（DNA）取出，

然後注入母牛卵巢的卵

細胞內，而這個卵細胞

裡的所有遺傳物質已經

完全被移除，混合胚胎

在實驗室裡存活了三天。

(法新社倫敦04-01-2008電）

http://tw.news.yahoo.com/photo/url/d/i/080402/19/20080402_1539769/20080402_1539769.jpg.html


澳洲政府第一張複製人類胚胎許可證

澳洲政府發出第一張，讓科學家得以嘗試複製人類胚
 胎並取得胚胎幹細胞。

取得許可的是體外受精公司「雪梨IVF」，據報能使用
 7200個人類卵子進行研究。

發給這項許可的澳洲國家衛生及醫學研究委員會
 （National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NHMRC）表示，如果「雪梨IVF」研究成功，
 將是全球第一例。

其他國家的科學家已經利用各種技術，製造出他們認
 為類似胚胎細胞的幹細胞，但是沒有一位科學家能夠
 從複製人類胚胎取出胚胎幹細胞。

 
中央社20081017電

http://tw.news.yahoo.com/?
http://tw.news.yahoo.com/?


歐巴馬改變美國的政策? YES!

歐巴馬交接小組負責人波德斯達告訴「福斯新聞電視
 台」：「我認為整體而言，在幹細胞研究、在許多領
 域，即使今天，你都會見到布希政府野心勃勃做了許
 多我認為可能不符合國家利益的事情。」

歐巴馬推翻布希時代的對胚胎幹細胞研究的行政禁
 令。歐巴馬總統將於2009/3/9簽署一項行政命令，解

 除禁止使用聯邦經費研究胚胎幹細胞的禁令。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得以恢復停滯近8年的數百條幹細胞株研究

政治領袖意見代表社會之共識?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81110/19/196dq.html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03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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