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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於心肌及血管再生研究，整合生物、醫學與工程等領域，

非常感謝「東元」給我這個「東元獎」的肯定，也謝謝中研

運用幹細胞探討心肌修復的分子機制，再用奈米科技促進心肌及

院的推薦，這個榮耀是屬於所有研究團隊成員，我也非常感謝家

血管新生，研究成果已在全球早期臨床試驗中。

人，特別是太太和兩位寶貝兒子的支持。我會持續努力從事心肌

Committed to the study of myocardial and vascular regeneration,

再生相關研究工作，未來希望能帶領團隊將研究成果轉譯為有效

integration of biological, medical and engineering and other fields and

的臨床治療藥物與技術，以造福社會大眾，並期望能激勵更多的

use of stem cells to explore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myocardial

年輕後進。

repair, and nanotechnologies to promote tissue repair and angiogenesis.

兼任主治醫師

博士後研究員
總住院醫師

得獎感言

Research results are in early clinical trials globally.

心臟再生權威 以先進醫療技術加值臺灣

採訪撰稿 / 游婉琪
採訪攝影 / 李健維

心臟，是人類賴以維生最重要的器官。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

求學與訓練過程，他自我調侃說，「像念了四個醫學系」，但也

去認為醫學院教育「缺乏靈魂」的他，第一次站

科學研究所研究員謝清河及其團隊，結合生物、醫學、工程跨領

正因為他不忘科學研究的「初心」，才有機會在心血管再生醫學

在手術台邊看著醫師利用體外循環機器暫時取代

域研發，透過奈米科技、組織工程及幹細胞標靶治療，讓自體細

研究上獲得重大突破。

人類心臟，將高濃度的低溫鉀離子注入冠狀動脈
中麻醉心臟，將心臟剖開修復毀損的地方，成功

胞可以返老還童成為多潛能幹細胞，團隊研發成果可運用於藥物
篩選、基因工程及細胞療法，以促進心血管疾病治療及發展精準

謝清河出生於台南傳統家庭，雖然從小就對科學研究萌發興

醫學。這項專業技術不僅有機會造福國內外心臟病患者，更讓他

趣，然而在那個「男生當醫生、女生當老師」的年代裡，謝清河

榮獲今年「東元獎」生醫 / 農業科技類獎項的肯定。

順應家人期望，以當醫師為人生第一志願。進入高雄醫學大學後，

初次「開心」 苦悶的醫學生發覺當醫生真好
從醫學系轉進生物醫學研究，謝清河經歷了二十八個年頭的

地挽救了病人的生命。那一刻，他第一次感受到
「當心臟外科醫生真好」。

填鴨式的學習，讓他在醫學院過得相當苦悶。直到大四進入實習

第二次與心臟手術的親密接觸，發生在謝清

階段，有了臨床實戰經驗才確立以醫師為職志。他回憶，三十年

河服兵役期間。他笑說，當年手氣不錯，抽中同

前現代開心手術才剛在臺灣問世不久，當時在心臟外科見習，過

梯唯一的東引島。在兩岸軍事關係緊張的年代，
謝清河進入了部隊番號「反共救國軍」服役，身
兼軍醫與護理長，除了婦產科以外，任何科別都
要看。
某天一艘中國大陸的漁船被驅離炮擊中，受傷的
漁民被送往謝清河所在的野戰醫院急救。患者到
院時已因腹腔壁炸開失血過多休克，謝清河見狀
立刻用手術刀將橫隔膜切開，手伸進去傷者胸腔
按摩心臟，並緊急輸血，第一次用手直接觸摸心
臟的感覺，讓謝清河至今依然印象深刻。

退伍後，謝清河選擇在離家較近的高雄長庚
醫院一般外科擔任住院醫師。雖然當時領他入門
的陳肇隆教授是亞洲第一個成功完成換肝手術的
醫生，但對心臟手術情有獨鍾的謝清河，婉拒老
師的提拔，後來在一次高雄長庚與臺大醫院合作

機緣下，轉至開心手術權威朱樹勳教授領軍的臺大醫院心血管外

跑膠、照顧動物、組織切片染色，這些最基本的實驗室生存技能，

分給太太。恩師 Dr. Clowes 於畢業時告訴謝清河，以他的背景和

科，開始專科醫師訓練，朱教授也是成功完成臺灣首例心臟移植

謝清河完全不會，一切從零開始學習。每週實驗室工作超過 80

訓練，有朝一日他一定會成為亞洲心血管再生醫學領域一顆最閃

的外科醫師。兩位恩師的啟蒙，開啟並奠定謝清河近二十年運用

個小時，再加上在家超過 20 個小時準備功課跟報告，還覺得時

耀的星星，希望學成之後的他，能回到自己的國家臺灣貢獻己力。

細胞治療取代傳統器官移植的研究生涯及基礎。

間不夠用。還好，謝清河當過臨床醫生又會開刀，也習慣每週工

當時臺灣已有多家醫院對他招手，希望他歸隊服務，謝清河認為

作超過 100 個小時的生活，因此後來反而成為各實驗室教授爭相

自己還沒準備好，深信「一加一會大於二」的他，毅然申請並進

邀約合作的對象，這樣的訓練也練就他深厚的研究基本功夫，奠

入哈佛醫學院和麻省理工學院另一名恩師 Dr. Richard Lee 的實驗

定後來成為優秀醫師科學家的基石。

室。2 年半的博士後研究，謝清河一共發表了 7 篇文章在心血管

為深耕基礎研究 臨床醫生變成菜鳥博士生
任職長庚與臺大醫院期間，謝清河總是利用休假期間，前往

領域最頂尖的期刊。Dr. Lee 跟他說，他是有史以來在他實驗室最

美國或日本等醫學先進國家觀摩學習，發現臺灣的醫學教育及醫
生的養成過程，與國外有很大的不同。一般在臺灣要成為心臟外
科專科醫師需要五至六年的住院醫師訓練，沒有進入實驗室從事
基礎研究的要求。在美國要成為心臟外科醫師則需要十到十二年
訓練，其中包括至少兩年的全職實驗室工作。而在日本更為嚴謹，
六年心臟外科住院醫師的訓練，基本上就是在病房與實驗室之間
往返學習，鮮有實際跟刀機會，但是完成訓練之後除可取得博士
學位，也已奠定深厚研究實力。

進入華盛頓大學就讀，謝清河認識此生影響他最大的外科教
授 Dr. Alexander Clowes。談起這位前年剛過世的恩師，謝清河的
神情既不捨又驕傲。Dr. Clowes 畢業於哈佛醫學院，本身是外科
醫師也是血管生物學的頂尖科學家，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外科醫
師科學家，也是謝清河一生模仿的對象。Dr. Clowes. 有顯赫的家
庭背景，家族事業跨足美國前十大藥廠，其父親是哈佛醫學院的
外科醫師，他的祖父更是開發人工合成胰島素成為糖尿病治療藥
物的第一人，然而 Dr. Clowes 醉心於基礎研究，在華盛頓大學建

在國外見習的刺激下，謝清河在住院醫師第四年時萌生赴美
留學念頭。他認為臺灣醫生普遍臨床專業非常好，但少有基礎研
究的訓練機會，十分可惜。由於心臟手術包括人工瓣膜、人工血
管、人工心臟、心導管及血管支架等醫療器材的植入，這些醫療
器材及技術的開發都仰賴深厚的生物醫學研發能力，且當心臟外
科醫師一次開一台刀只能救一個病人，假若自己能夠有創新研發
的能力，就可以突破現階段心血管臨床醫療的瓶頸，有機會開創
新的藥物、細胞及治療技術，以幫助更多無法以傳統治療延續生
命的心臟病患。因此當時已經三十三歲的謝清河，申請到美國華
盛頓大學生物工程系博士班就讀，並獲得全額獎學金。原本已拿
到心臟外科專科醫師，媳婦熬成婆即將成為主治醫師的他，瞬間
成為實驗室裡「年紀最大的菜鳥」。拿微滴管、洗燒杯、養細胞、

有貢獻的研究員，並希望他續留實驗室完成更多突破性研究。

立外科部第一個實驗室，成為美國研究人工血管阻塞問題的知名
學者。謝清河在和 Dr. Clowes 深談之後，
決定進入他的實驗室，開始他的博士班
生涯。一般學生通常需要 5 到 6 年才得
以完成博士學位，謝清河只花 4 年 2 個
月就順利畢業，他特別要感謝他的太太，
沒有醫學科學研究背景學財務的她，除
了幫忙照顧家庭，還幫謝清河念書、寫
功課、整理研究數據、製作圖表和繪製
研究成果示意圖，讓他得以加速完成學
業，沒有後顧之憂。謝清河在畢業答辯
時告訴全場聽眾，他要將博士學位一半

突破經費極限 從豬心找到救心的奧秘
謝清河的學術成就讓他在美國已是當紅炸子雞，各方工作邀
約不斷，但是母親的健康狀況及恩師 Dr. Clowes 的鼓勵和期待，
讓他決定於 2006 年回到臺灣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
所任職。在成大期間，他受當年醫院的院長陳志鴻教授、心血管
研究中心主任吳華林教授、校長賴明昭院士及心臟外科主任羅傳
堯教授四位貴人相助，替他爭取研究經費、打造不受臨床工作干

河團隊已開始進行利用玻尿酸水膠混和

清河團隊通過並開始進行以玻尿酸混和自體幹細胞治療下肢缺血

已持續進行三年，在科技部經費支持之下，也開始了臺灣心臟組

自體骨髓幹細胞，治療下肢缺血性疾病

疾病的第一期臨床試驗，更吸引國內外藥廠邀約產學合作。值得

織晶片第一年計畫。謝清河期待政府各單位能擴大支持，以加速

的臨床試驗。細胞與玻尿酸水膠結合，

一提的是，全世界前十大藥廠，有四家曾與其團隊有合作計畫，

完成臺灣國民心臟組織晶片，讓未來器官移植時不必組織配對，

預期可以幫助糖尿病患者免於下肢缺血

目前有三家還在進行合作中。謝清河期待，穩定的心血管大動物

通過晶片測試，即可取代第 0 期臨床測驗，也可以降低新藥對於

且可能被截肢的痛苦。目前全台有二十

疾病模式及研究分析，不僅可以協助將研發機構的基礎研究推向

心臟帶來的毒性副作用，並發展適合臺灣國民的精準醫療技術。

幾萬人罹患下肢缺血疾病，包括近兩萬

臨床，更可以幫助全世界生醫領域發展新藥、新細胞療法及新醫

謝清河認為，臺灣的研發人員有深厚的基礎研究能量、臺灣也有

人可能需以截肢來保障生命安全。謝清

療器材的業界走完最後一哩研發的路。

全世界最好的醫療體系，兩者的結合，生醫研發除了可以發表有
意義的期刊論文及申請專利之外，亦可以讓臺灣的生醫科技發展

河這項醫療技術的研發，可能改變這些
病人的命運。

堅持社會責任 以先進醫療技術加值臺灣
謝清河有兩個尚未完成的「殘念」，第一個心願是打造可以

謝清河的下一步是挑戰使用這項技
術，治療因心肌梗塞而導致心衰竭的問
題。他表示，換心手術門檻高，目前只
有少數醫院願意投入經費開發如幹細胞治

擾的研究環境，他才得以篳路藍縷一步一腳印的建立起自己的實
驗室。因緣際會之下，謝清河於 2014 年轉職中央研究院生醫所，
謝清河提到，翁啟惠前院長、陳建仁前副院長、陳垣崇院士及劉
扶東院士在他中研院的研究生涯之中給予支持，讓他確認自己的

療等替代療法；他希望可以發展新的醫療技術，採取預防性治療，
幫助患者在心臟功能出問題的初期，即透過奈米科技與幹細胞治
療，避免心肌壞死。

的給他支持及排解疑難雜症，讓他越走越穩，這樣的典範恩師，
他永遠銘記在心。

亞太心血管旗艦治療中心」。根據他發
展而成的醫療技術，心肌梗塞患者只要
在四天之內接受治療，即可能有較好的
癒後。所以，如果臺灣可以建立「前瞻
心血管治療中心」，患者無論是在世界
的哪一個角落，只要立即動身前往臺灣，
術後與治療結果非常樂觀，所以謝清河

研究使命感，努力為臺灣的生醫研發貢獻己力。他特別提出，已
故的李旭東教授，在他轉職生醫所的前幾年，亦父、亦師、亦友

加值臺灣的「前瞻心血管再生醫療技術與

謝清河為心臟外科醫師，深知單純的細胞體外試驗及小動物
模式雖能探討疾病生成機制和測試藥物反應，但因解剖、生理、
藥理及體型都和人體相差極大，無法更精確的評估於小動物中有

的這個構想，不僅具有經濟效益，也是
提升臺灣國際競爭力與國際地位等深具
建設性的構想。

效果的藥物及細胞是否也會於人體中有同樣的效果。為縮短小型
臺灣平均每天有 150 位病人等待做換心手術，但只有少數病
患有機會在五年內媒合到合適的心臟。謝清河希望可以讓研究成
果發揮臨床應用價值，發展出新的預防性醫療技術，透過奈米科
技與幹細胞治療，讓心臟病患者不必再苦苦等候換心。提到奈米
科技與幹細胞療法，要從謝清河實驗室最具代表性的第一個臨床
試驗談起。經過多年的研發及與臺灣法規單位的溝通申請，謝清

動物研究和臨床研究的差異，謝清河與當時任職農委會台東畜試
所的朱賢斌博士共同合作，找到心臟血管跟人體相當接近的臺灣
國寶豬「蘭嶼迷你豬」，選取 20 到 25 公斤重的成熟豬隻，以手
術方式模擬人體心臟疾病模式，再以心臟超音波、核磁共振儀器、
心導管壓力流量分析、組織切片等研究方式模擬人體試驗。這項
以蘭嶼迷你豬所建立的動物模式及實驗分析機制，除成功幫助謝

第二個心願是，能夠成功利用 iPSC
幹細胞技術，研發出可以代表臺灣國民
基因型的心臟組織晶片。目前中研院、
臺大醫院、臺北榮總、國家衛生研究院
與食品工業研究所等跨院校團隊，合組
的「人類誘導型多潛能幹細胞聯盟」，

脫胎換骨。謝清河堅持自己的社會責任，更期盼這個已略有雛型
的聯盟，可以獲得各界的支持，奠定臺灣成為亞太生技中心之基
礎建設，並持續為臺灣的醫療做出貢獻。

對「東元獎」的期望

成就歷程

謝博士專長於運用幹細胞和基因轉殖鼠來探討心肌修復

「東元獎」成立的初衷在於鼓勵各領域研發人才包含科技與

謝博士 1992 年畢業於高雄醫學院醫學系，1999 年於台大醫

的分子機制，與利用奈米科技來促進心肌再生。目前研究主

人文，以喚起各界對於科技研發及創新的重要性，更希望藉此帶

院完成心血管外科專科醫師訓練，同年至華盛頓大學攻讀生物工

要著重於胚胎及誘導性多潛能（iPS）幹細胞分化成心肌細胞

動臺灣社會及經濟的整體發展，讓各研究領域的科研人士皆有機

程，2003 年獲得博士學位，隨後到哈佛醫學院及麻省理工學院從

的基因調控、內生性幹細胞再生與再年輕（rejuvenate）老化心

會獲得肯定與獎勵。「東元獎」對於學術實踐與應用具有相當的

事博士後研究，主要研究領域為幹細胞與奈米醫學。謝博士 2006

肌的分子訊號傳遞，及利用奈米顆粒（nanoparticle）、奈米水

鼓舞作用，能獲選為「東元獎」的得獎人是學術界的殊榮，這代

年應聘至成大醫學院臨醫所助理教授暨成大醫院心血管外科主治

膠（nanogel）與奈米心肌補片（nanopatch）進行心肌再生的

表了獲得社會各界的認同與肯定。期許「東元獎」以「創新研究，

醫師，2013 年升任成大醫學院教授。謝博士 2009 年合聘為中研

臨床研究。謝博士並整合跨院校團隊，建構臺灣人類誘導性

增進福祉」為目標前進，秉持培育科技研發人才及促進社會經濟

院生醫所助理研究員，2014 年 2 月應聘為生醫所副研究員，2015

多潛能幹細胞聯盟，為臺灣基礎與臨床研究者建立幹細胞庫，

進步的宗旨，成為臺灣發展創新科技產業的重要推手。

年升任研究員。

此細胞庫將可應用於疾病病因探討、新藥開發、細胞治療及
個人化精準醫療等尖端生物科技之研發。

謝博士在美求學及研究期間曾獲多項年輕學者研究獎。
自 2006 年回國後，已完成數個幹細胞相關之國家型計畫，並
與多家國際大藥廠合作開發新藥與新細胞療法，發表超過 60
篇論文，申請並獲得多項國際專利，受邀至國際會議、研究
機構或大學演講超過 40 次，且擔任數個國際雜誌編輯委員或
客座主編。謝博士團隊曾獲得國家新創獎 2 次，其本身所獲
榮譽與主要獎項則如國科會 / 科技部傑出研究獎、臺灣生技醫
藥發展基金會生技講座、美國心臟學會國際會士以及自然生
技雜誌 （Nature Biotechnology） 2012 年頂尖轉譯科學家助 /
副教授組第一位。

具體貢獻事蹟
一、學術效益：
研發團隊自 2006 年至今共發表了約 60 篇論文，除少數
幾篇邀稿文章，超過三分之二論文為出自我們團隊的原始創
作。這些論文內容涵蓋基礎心血管生物學、幹細胞、組織工
程、再生醫學、轉譯醫學、基因治療與奈米科學，其中超過二

分之一論文發表在各學門頂尖雜誌，如 Nature Medicine、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2 篇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Circulation（2 篇

）、Circulation Research、ACS Nano、EMBO

Molecular Medicine （2 篇）、Advanced Healthcare Materials、Journal
of Controlled Release、Biomaterials（2 篇）、Nanoscale（2 篇）等。

二、社會效益：
謝博士團隊研發的目的在發明新治療方法以促進心臟修復與
心肌再生，以造福心血管疾病病患。目前研發重點共有六項 ．增進心肌梗塞後早期心肌保護
（early cardio-protection）
．誘發缺血部位的血管新生作用
（therapeutic angiogenesis）
．提供心肌梗塞部位機械力支持以防止心臟擴大
（mechanical support）
．利用組織工程技術製造心肌補片
（tissue-engineered cardiac patch）
．開發新藥與新治療方法促進自體幹細胞再生作用
（cardiac regeneration by endogenous stem cells）
．發展創新標靶奈米藥物促進心肌修復
（targeted delivery of nanomedicine）

三、經濟效益：
研發團隊已申請或獲得將近 20 個國際與國內專利，其中一
項研究是利用胜 奈 米纖維水膠結合血管生成因子（VEGF）治療
心肌梗塞，目前與此相關新藥已在德國進行第一期臨床試驗，後
續投資與多項合作計畫也正在加速進行中，前景相當看好。另外
一項發明，則是利用新型奈米藥物傳輸系統結合組織工程技術，

成功開發具導航能力、可重複投遞之新型標靶藥物輸送系統，目

續新世代技術與新產品也正加速開發中，預計兩年左右可以問世。

and hope to promote Taiwan's social and

前這項技術已由中研院技轉給本國廠商進行後續開發，預計在兩
年內可開始臨床試驗。團隊一方面協助廠商進行後續開發，另一
方面團隊本身也已著手進行第二代、乃至第三代標靶藥物系統研
發，以進一步提升技術並增進未來的經濟效益。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TECO

研究展望
本團隊未來研發重點主要在協助建構臺灣人類誘導性多潛能
幹細胞（iPSC）服務聯盟，整合中研院、臺大醫院、台北榮總、
國家衛生研究院與食品工業研究所等跨院校團隊，為臺灣基礎與

四、生醫效益：
團隊所新創的心血管奈米生醫材料與藥物包含三種型式 -- 奈
米 顆 粒（nanoparticle）、 奈 米 水 膠（nanogel） 與 奈 米 心 肌 補 片

臨床研究者建立 iPS 幹細胞庫，此細胞庫可應用於疾病病因探討、
新藥開發、細胞治療及個人化 / 精準醫療等尖端生物科技之研發，
將有助於奠定臺灣成為亞太生技中心之基礎建設。

藥物運輸到受損心肌，甚至導致其他副作用產生的臨床難題。後

AWARD" for academic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has significant meaning to the
community It is an important promoter
of Taiwan's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industry, with the aim of
"innovation research and promotion of
well-being" as the goal, and to cultivate

（nanopatch）。其中一項相當具有臨床應用潛力的技術是血小板
仿生微脂體藥物，其目的在解決目前心血管疾病治療無法精確將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此外，本團隊自 2013 年 4 月開始向衛福部提出使用團隊細
胞治療技術，進行下肢缺血疾病治療之臨床試驗申請，並已於
2017 年 1 月取得試驗核准，目前正於台大

talents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social and economic progress.

醫院及成大醫院進行全球首例的 phase I/IIa
臨床試驗。期望結合團隊的醫學、工程、生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物跨領域的專長，未來將可嘉惠社會，並帶

Dr. Patrick Hsieh received his

給缺血性心血管疾病患者一線生機。長期而

MD degree from Kaohsiung Medical

言，我們希望加值臺灣、取代過往代工模

University, Taiwan, in 1992, completed

式、培植高階生技人才、發展前瞻心血管再

his clinical training in cardiovascular

生醫療技術與亞太治療中心，提升國際競爭

surgery fro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in 1999, received

力與國際地位。

a PhD degre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Bio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in 2003, and finished his postdoctoral fellowship

Prospective of " TECO AWARD "
"TECO AWARD" was established in the
original intention to encourage R & D personnel
in all areas includ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humanities, to arouse the import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science and

at Harvard Medical School and MIT in 2006. Since back to Taiwan,
Dr. Hsieh focuses his research on cardiac regeneration using stem cells,
nanotechnology, drug/gene delivery, and tissue engineering. He has
received several awards including National Innovation Awards twice,
Outstanding Research Award of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wice, and Chair in Biotechnology of Taiwan

Bio-Development Foundation. He was elected to International Fellow
of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nd was recognized as a top translational
researcher in 2012 by Nature Biotechnology journal. Dr. Hsieh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60 scientific papers including those in Nature
Medicine,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2 papers）,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Circulation （2 papers）, Circulation Research,
PNAS and ACS Nano. He has acquired/filed more than 12 international
patents, and has applied his research results into clinical therapy for
cardiovascular regenerative medicine.

assembling peptide nanofiber scaffold that enables sustained VEGF

damaged leg tissue, and even then, it

Dr. Hsieh and his research team have been developing novel

delivery and establishes a microenvironment that augments arteriogenesis

doesn´t stay there for very long. Using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s and treatment methods for cardiovascular

and cardiac repair following myocardial infarction, which was published

this new system, the technology was able to

diseases by combining tissue engineering, controlled drug delivery

in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a breakthrough study potentially

improve the retention of drugs at the correct

and stem cell biology. Recently, the team has successfully used

leading to clinical applications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This study

site by up to ten times, thus improving the

nanotechnologies and nanomaterials to repair vital tissues damaged

has been selected by the Science weekly press package as an important

treatment. This technology has been tech-

by heart attack in animals, which are expected to be tested in clinical

highlight for more than 7,000 media agents around the world and

transferred to a local company for further

patients shortly. For example, the clinical development of vascular

reported by Nature, Newsweek and Wall Street Journal, among

development. It is hoped that a human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based strategies to treat

many others. Results from this study have also attracted international

clinical trial can begin soon, which could

ischem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first proposed over 20 years ago, has

collaborations of the team with other big pharma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eventually see this treatment being used to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treat patients in the clinic.

been challenging due to the difficulty of maintaining local VEGF
concentrations at a therapeutic level. Current clinical trials of VEGF-

In another study also published in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based strategies to treat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have primarily relied

the team developed a reloadable tissue-specific delivery of pegylated

on infusion of the protein itself or gene delivery, and have not shown

drug delivery therapy, showing therapeutic potentials for new blood

convincing evidence of therapeutic efficacy. Dr. Hsieh´s team has

vessel formation in mice and in pigs. Using this specially-designed

developed a potential solution to the problem—an injectable self-

“drug capture system＂ to improve the targeting of growth factors to
the diseased leg tissue, the new system was
able to reduce the extent of tissue injury
soon after blood flow reduction occurred,
and to speed up tissue regeneration over
the following weeks. As there are ~20,000

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Our team has helped build the
Taiwan human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PSC） service alliance, and has
established an iPS stem cell bank that can be

engineering, and biology across the fields, we will succeed in our endeavor

us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utting-edge biotechnology such as disease

and benefit the community in the future, bringing life to patients with

etiology, drug development, cell therapy and personalization / precision

ischem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the long term, we hope to replace

care, which will help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aiwan to become Asia

the past foundry model, cultivate high-level biotechnology talent, and

Pacific's biotechnology center construction.

contribute to development of prospective medical technologies for

patients in Taiwan at high risk of limb
amputation daily and there is no option
currently available for these patients,
development of new therapeutic strategies
have become an urgent need. However,
typically, less than 1% of the medication
given to a patient will actually reach the

cardiovascular regeneration, all of which promote Taiwan as an AsiaIn April 2013, the team began to apply to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for the use of cell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clinical
limb ischemia. In January 2017, we got the trial approval, engraved in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Hospital for the first phase I / IIa clinical trials in humans.
We expect that through combining the team's expertise in medicine,

Pacific hub in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