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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kin defects such as wrinkles, cavities/dents, and scars are generated by many different
mechanisms including the cavities and wrinkles caused by the normal aging of skin tissues as well
as the tissue defects or hypertrophic scars due to inflammation.
Using autologous fibroblast for subcutaneous filling and transplant can supplement and assist aging
fibroblasts, increase the secretion of extracellular matrix and fibers, and improve and restore the
complete structure of the skin, thereby achieving the effect of treating skin defects, wrinkles, and
cavities.
Fibroblasts can secrete both extracellular matrices and metalloproteases, which degrade extracellular
matrices; therefore, they control the intricate balance between the generation and degradation
of extracellular matrices. Thus, therapies involving fibroblasts can supplement and reactivate the
normal wound healing mechanism, allowing the generation and degradation of extracellular matrices
to reach equilibrium, thereby reducing sc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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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皮膚缺陷、皺紋、凹洞及疤痕的產生有許多不同的機轉，包括皮膚組織的正常老化退化造成的凹陷及皺
紋，以及發炎反應後所造成的組織缺陷或疤痕增生。
以自體纖維母細胞進行皮下填充與移植可補充及協助老化的纖維母細胞，以增加細胞外基質與纖維的分
泌，改善及恢復皮膚的完整結構，達到治療皮膚缺陷、皺紋、凹洞的效果。
由於纖維母細胞不但負責胞外基質的分泌，也會分泌降解胞外基質的金屬蛋白酶(Metalloproteases)，胞外基
質生成和降解之間的精細平衡就是由纖維母細胞所調控。因此，自體纖維母細胞的治療可補充及重新啟動
正常的傷口癒合機制，讓胞外基質的生成和降解達到平衡以改善疤痕。
關鍵詞：自體纖維母細胞、細胞治療、皮膚缺陷、皺紋、凹洞、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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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常規治療皮膚缺陷、皺紋、凹洞及疤
痕的方法
新生兒的皮膚幾乎都是完美無缺的，證
明包被胎兒的羊膜與羊水環境有助於皮膚組
織的發育成長。然而，自出生與年齡成長
後，許多人會產生皮膚缺陷、皺紋、凹洞及
疤痕，探究其原因包括：皮膚老化、退化、
免疫性疾病、紫外線照射、外傷及局部發炎
感染等。
現行常規治療皮膚缺陷、皺紋、凹洞及
疤痕的方法，不外乎使用局部或全身性藥
物，局部注射玻尿酸、肉毒桿菌素、膠原蛋
白、血小板濃縮液、自體脂肪、局部皮膚雷
射、光療、震波及整形手術等，然而以上的
醫療方式都僅能對抗發炎、感染，以物理的
方式刺激皮膚組織增生或以外來填充物暫時
補充缺損的皮膚組織，卻無法有效持續活化
及恢復固有的皮膚組織，並啟動組織的再生
與自癒能力。
以細胞治療皮膚缺陷、皺紋、凹洞及疤
痕，有助於改善皮膚組織細胞的微環境，補
充的自體細胞可分泌大量的胞外基質蛋白成
分與纖維組織，以修補與填充缺損凹陷的皮
膚組織，進而持續活化及恢復固有的皮膚組
織結構與功能，達到治療皮膚缺陷、皺紋、
凹洞及疤痕的效果。自體纖維母細胞治療已
在多項動物、人體臨床研究與案例報告中證
明具有以上的功能，因此被列為細胞治療的
選項之一。

自體纖維母細胞簡介
纖維母細胞(Fibroblast)是人體基本組
織—結締組織裡的主要活性細胞。結締組織
在狹義上專指固有結締組織，又分爲疏鬆結
締組織（連結上皮組織和肌肉組織）、緻密
結締組織（形成肌腱和韌帶）、脂肪組織、
網狀結締組織（存在於皮膚真皮的底層及腎
臟、脾臟、淋巴結、骨髓附近）及彈性結締
組織（位於脊椎關節韌帶）。結締組織主要
是由細胞和大量細胞外基質所組成，纖維母
細胞是其中最重要的細胞，可以分泌細胞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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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質與多種纖維基質，以維持結締組織結構
的完整性及物理特性。纖維母細胞也具多樣
性，其細胞形態可以呈現扁平狀、長條狀或
多觸角狀，貼附生長在培養盤底部，與上皮
細胞不同，纖維母細胞不形成細胞單層，具
有細胞內骨架結構，可變形伸出突觸，緩慢
爬行及收縮。
自體纖維母細胞的主要功能是分泌細胞
外間質的結構蛋白，以維持皮膚結締組織結
構的完整性，與傷口癒合及纖維化等生理學
或病理學過程密切相關。纖維母細胞本身是
啟動傷口癒合的關鍵，其所分泌的各類基質
和多種纖維是傷口癒合必須的基本材料，如
果發炎反應因為感染嚴重無法控制而延長，
將會使纖維母細胞分泌過剩的胞外基質與纖
維，造成疤痕組織的增生。
以細胞培養技術而言，與其他種細胞相
比，纖維母細胞所使用的培養液成分最為基
本，細胞生長所需的條件也最基本，是所有
細胞培養技術養成的入門，如果應用於細胞
治療，應該具有容易進行細胞組織分離、細
胞培養與冷凍保存等優勢。

自體纖維母細胞治療皮膚缺陷、皺紋、凹
洞及疤痕的作用機制
皮膚缺陷、皺紋、凹洞及疤痕的產生有
許多不同的機轉，但是不外乎皮膚組織的老
化、缺損或發炎反應所產生的細胞外基質過
度增生，成因可簡單分為皮膚組織的正常老
化退化造成的凹陷及皺紋，以及發炎反應後
所造成的組織缺陷或疤痕增生。
針對皮膚組織的正常老化退化造成的凹陷
及皺紋，自體纖維母細胞的皮下填充與移植
可以補充及協助老化的纖維母細胞，以增加
細胞外基質與纖維的分泌，改善及恢復皮膚
的完整結構，達到治療皮膚缺陷、皺紋、凹
洞的效果。
針對發炎反應後所造成的組織缺陷或疤痕
增生，由於纖維母細胞不但負責胞外基質的
分泌，也會分泌降解胞外基質的金屬蛋白酶
(Metalloproteases)，胞外基質生成和降解之
間的精細平衡就是由纖維母細胞所調控，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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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結締組織的結構完整性至關重要。因此，
自體纖維母細胞的皮下填充與移植可以補充
及重新啟動正常的傷口癒合機制，讓胞外基
質的生成和降解達到平衡以改善疤痕。

國內外治療案例
三軍總醫院與全崴生技股份有限公司進
行產學合作研究，分別於2016年與2018年進
行「異體纖維母細胞治療植皮手術供皮區傷
口」與「異體纖維母細胞治療糖尿病慢性困
難傷口」的細胞治療研究，各收案了37位與
10位病人，每周給予一次細胞治療，結果顯
示傷口癒合良好，疼痛感下降，疤痕也相對
良好。

自體纖維母細胞的治療風險
自體纖維母細胞的來源是摘取自體皮膚，
再經GTP實驗室約6週的分離及培養後獲得，
這些纖維母細胞須經過實驗室的品質驗證及
安全認證，方可提供醫療使用，因此細胞產
品本身的安全性是無虞的。針對皮膚缺陷、
皺紋、凹洞及疤痕的治療，醫師只會注射或
移植纖維母細胞於局部皮膚的表面及皮下組
織部位，不會發生排斥的反應，因纖維母細
胞為成熟的細胞，也不會誘發癌症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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