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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幹原細胞探討中藥對人體組織修復
再生功能之基因體研究（3-1）
施子弼
台北醫學大學細胞及分子生物研究所

摘 要
在臨床上傳統中藥對人體疾病醫療被認定有相當程度療效，但其作用成分
及藥理大部分不明瞭。幹原細胞近年來的研究已顯示體幹／母細胞具多樣性組
織修復再生功能。本計畫之主旨在於應用人體組織幹／母細胞鑑定天然中藥效
用成分，並應用分子生物實驗來評估中藥對人體組織幹／母細胞之基因體表達
影響，從而了解中藥之分子藥理。具體上本計劃將針對造血相關組織具修復效
能之中藥探討其對於人體造血、間質及神經幹／母細胞分化培養中之影響，來
觀察鑑定其藥效及毒性，並由其培養分化中之細胞族群來探討其基因表達影響
之分子藥理。
本實驗室於 92 年度十個月執行期間，利用新生兒臍帶血中分離之造血幹
／母細胞或人體組織間質幹細胞，評估 6 種中藥萃取物對於幹細胞之增殖與分
化作為檢測，並觀察其可能參與影響血球系及間質幹細胞之細胞活性之分子機
制。完成三項目標包含（一）我們已建立一體外培養造血與間質幹細胞生長與
分化及毒性測試平台。
（二）已完成檢測西洋蔘、柴胡、三七、薏仁殼、黃耆、
紅景天對幹細胞體外群落生長及懸浮培養之效用。
（三）檢測藥物對於幹細胞生
長分化之分子基因體表達差異分析技術之建立。初步檢定有影響幹細胞活性之
中藥材，發現中藥紅景天萃取物的確具有影響造血紅血球等早期細胞生長或調
節分化潛能之功能，而三七衍生物組織間質幹細胞有協助神經分化的功能。在
此計畫執行期間，除繼續篩選有效之中藥材外，將針對目前已知有效用之中藥
材對於幹細胞基因體表達之影響及探討。我們並探討中藥對存於各組織間質幹
細胞如頭皮之表皮、骨髓間質、脂肪間質之分化研究。為了進一步探討中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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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幹／母細胞基因體作用之藥理，將來於動物實驗中求證。本研究之完成預
期將提供增加中藥天然物對於組織幹母細胞功能影響的真正了解以供中藥之臨
床藥物開發。

關鍵詞：人體組織幹／母細胞、中藥天然藥物、組織再生修復、造血及神經組
織、藥物基因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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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harmacogenomics Evaluation of
Chinese Herbs' Function Using Human
Tissue Stem/Progenitor Cells
Daniel Tzu-bi Shih
Institute of Molecular Cell Biology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ese herbs for human disease, tissue repair and regeneration have been used
frequently, yet most of their effective components and action mechanisms remain
under exploring. Recent progresses on stem cell research have shown the tissue
stem/ progenitor cells compose multipotency on tissue regeneration and repair.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identify effective components of selected Chinese herbs
by in vitro culture of human tissue / progenitors and to evaluate their mediated
genomic influences by molecular biology studies. This study will focus on
examining the pharmacoginomic influences of some Bu-Yi Chinese medicine on
hematopoietic and mesenchymal stem/progenitors. The functional genomic
alterations caused by drug treatment in established primary culture systems will be
analyzed at cell and molecular levels.
In the past 10 months, we have previously evaluated the effect of several
Chinese herb extracts on lineage specific cell growth and colony formation increase
of cord blood hematopoietic stem/ progenitor cells by in vitro culture. We have three
accomplishments including 1) We have established a platform for effective Chinese
herb screen and drug toxicity test by colony forming assay. 2) We have examined the
function of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Bge., Panax quinqueflium L., Panax
notoginseng F.H.Chen, Bupleurum chinense DC., Coix lachryma-jobi 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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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odiola kirilowii by colony forming assay and liquid culture. 3) We have a cDNA
microarray analysis technique for this study. With this technique, we will explore the
transcription profile of stem / progenitor cells under drug effec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water extract of Rhodiola kirilowii contains effective components able to
increase erythroid colony forming cells of cord blood CD34+ HS/PCs while ethanol
extract showed toxicity to hematopoietic stem/ progenitor cells. The herb Panax
notoginseng F.H. Chen derivatives for promote MS/PCs morphological neuron
trans-differentiation. We focused on effective component determination of Rhodiola
kirilowii and Panax notoginseng F.H.Chen on cell growth or differentiation of cord
blood stem / progenitor cells and tissue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 further
verification of the drug effect will be conducted by the in vivo mice study.
Accomplishment of this project will improve our understanding of molecular
mechanism of herb medication and their influences on stem cell biology which will
benefit future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hematopoietic stem / progenitor cells, mesenchymal stem / progenitor,
cells tissue regeneration and repair, Rhodiola kirilowii, Panax
notoginseng F.H.Chen, trans-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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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目前中藥不但對於心臟血管、神經系統、腸胃道功能、生殖泌尿系統、造
血系統甚至於癌症治療效果已有基礎臨床研究，對器官、組織之慢性病變、衰
老之療效，亦已有無數之驗證，但其分子藥理作用機制並不清楚。人體有大多
的組織是靠其前驅／幹細胞（Progenitor / Stem Cell）不斷增生分化出新的細胞
來代替衰敗老死的細胞，研究顯示具多功能性之幹細胞在成年時期也一直存
在，並參與身體組織之正常修補與替換，如在骨髓、皮膚、中樞神經系統、乳
腺及肌肉都已找到含有再生能力之組織幹原細胞。以血球細胞中的紅血球系為
例，在正常狀態下紅血球的壽命約 120 天，每天新陳代謝破壞約 0.83%，主要
靠骨髓中的（造血幹原細胞）增生分化來維持體內紅血球數值不變。其他還有
如皮膚、頭髮、腸絨膜的上皮細胞等也是要靠其組織幹／前驅細胞
（Stem / Progenitor Cell）來補充代替老化的細胞。由於人類基因體之解碼科技
已建立，且已知人體幹原細胞具有多潛能性，是個體組織器官發育之起源，因
此透過幹原／前驅細胞的藥物基因體研究，可增加我們對中藥作用機理了解，
並擴大醫療上應用範圍。有效利用中藥來活化個體組織器官幹原細胞的活性與
加速創傷組織的修復是本計劃的最終目標。
本實驗室目前利用骨髓、新生兒臍帶血及成人血，建立造血幹原細胞經體
外培養分化紅血球模式，將早期幹原細胞分化為成熟去核紅血球。也初步利用
群落生成方法測試數種中藥之甲醇萃取物對於造血幹原細胞之分化潛能與細胞
增生能力之影響，但礙於人力及經費之限制，未能繼續研究其參與之基因體機
制。本計劃主張採取、分離人類幹原前驅細胞進行初級培養，避免因採用癌化
細胞株（cell line）造成機轉背景值差異而誤導研究方向。細胞由於臍帶血之取
得較骨髓容易，體外造血、間質葉幹原細胞、臍帶血內皮前驅細胞等細胞培養
與免疫分析之成熟技術與單一細胞分離技術之建立，使得本計劃之執行將可達
預期成果。
由於基因體之表達主宰細胞生長、發育、自動調節（homeostasis）
、行為及
疾病的發生等錯綜複雜的現象，細胞生理狀態受基因表達及所轉譯之蛋白質所
支配，也受到基因的複雜性（包括數以千計的基因所組合成的數百個遺傳途徑）
與周遭環境動態的交互反應所影響。而藥物可能改變了幹原／前驅細胞（Stem
/ Progenitor Cell）的基因體表達結構，而影響細胞分化或增生能力。本計劃的
主旨即是篩選對於不同組織來源之幹原／前驅細胞生長、分化相關之天然藥
物，找出藥物對於基因表達與細胞功能之相關性，進而描繪出細胞於細胞生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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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態改變時基因網絡架構（genetic network）
。為達此目的，我們將建立培養人
體組織幹原／前驅細胞系統，並檢測藥物對這些前驅／幹細胞的影響，我們將
分三階段，以應用人體幹原細胞直接作為評估藥物對於人體組織生成之功用：
（一）尋找具影響幹原細胞（Hematopoietic Stem Cell）分化調控能力之藥物，
尤其是能取代細胞激素安定之小分子或者是稀有動、植物藥材成分。
（二）探討中藥影響幹原／前驅細胞基因體表達之組成因子以及影響細胞行為
之機轉。
（三）檢測藥物於活體中組織分化與局部損傷修復之功效，並評估有效藥物成
分合成之可行性。

貳、材料與方法
一、天然藥物萃取：
目前本研究計畫使用之萃取方法如下：
（一）水萃取法
取中藥材適量，加入 100℃的去離子水（藥材重 : 水體積為 1 : 10）
。置於
60℃水浴之下，攪拌萃取 12 小時。取出萃取液，利用 3000rpm，4℃離心 10 分
鐘去除藥材雜質。離心所得之上清液（萃取液）利用濾紙做進一步過濾。過濾
後之萃取液於 45℃水浴狀態之下，利用減壓濃縮方式濃縮體積至 5 毫升，進行
真空乾燥後回收乾重。取濃縮液 1ml 至 50ml tube 內經冷凍使其凝結後至真空
冷凍乾燥機，乾燥後秤重，加入適量 ddH2O 過 bacterialfilter 調整濃度，存放於
4℃保存。施以不同劑量檢測中藥物對於體外培養細胞生長的影響。
（二）乙醇萃取法：
取藥材若干重量加入不同百分比濃度的乙醇水溶液（藥材重 : 溶劑體積為
1 : 10）
。置於室溫之下，攪拌萃取 12 小時。取出萃取液，利用 3000rpm，4℃
離心 10 分鐘去除藥材雜質。離心所得之上清液（萃取液）利用濾紙做進一步的
過濾。過濾後之萃取液於 45℃水浴狀態之下，利用減壓濃縮方式濃縮體積至 5
毫升，進行真空乾燥後回收乾重。取濃縮液 1ml 至 50ml tube 內經冷凍使其凝
結後至真空冷凍乾燥機，乾燥後秤重，加入適量 ddH2O 過 bacterial filter 調整濃
度，存放於 4℃保存。施以不同劑量檢測中藥物對於體外培養細胞生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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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藥萃取物之分離與有效成份之鑑定：
本研究計劃執行中所篩選出之有效中藥將進一步利用高解析液相層析
法，分離藥物中不同極性之化合物，並與台北醫學大學生藥所教授共同合作，
協助鑑定分離有效成份工作，再進一步由檢測細胞活性測試來確認藥效。目前
針對紅景天進行酒精與純水萃取之產物分析，並對分離之藥物成分進行造血幹
細胞生長之影響測試。

三、藥物對於造血幹原前驅幹細胞數量與活性影響之測試：
經由藥物濃度處理後所觀察之典型血球群落，以藥物濃度為 x 軸；群落數
目為 y 軸，用迴歸分析比較實驗組與控制組織斜率值。其值為正代表促進負值
為抑制作用。觀察不同的藥物及濃度對造血前驅／幹細胞的影響由群落數目作
為判斷藥物之作用是促進或是抑制生長，若群落的數目下降代表造血功能受阻
反之若上升則代表造血功能有所促進。

四、體外集落培養分析（In Vitro Colony Formation Assay）
：
觀察造血幹原／前驅細胞在各種細胞激素（Il-3，SCF，GM-CSF，Epo）
存在下的半固體培養基（Semi-Solid Methylcellulose Medium）中，形成群落的
數量和種類。觀察群落的數量和大小來評估藥物對於早期幹原／前驅細胞的影
響。將 MethoCultTM 分裝成 3ml 一管（15ml tube）存放於-20℃備用，使用時將
MethoCultTM 置於 37℃水浴回溫之後將單核球細胞置於 37℃水浴中迅速解凍以
10 ml 37℃緩衝液中清洗，取出 10μl 與 trypan blue 染劑 10μl 混合後計數活細
胞。取 3 × 104 活細胞加於 300μl PBS，再將 3 × 104 細胞加入 3mlMethoCultTM 中
以震盪器混合均勻後以 1ml 針筒裝上 18G 頭分注 0.3ml MethoCultTM 至 24 well
中，分別加入不同濃度 0.1μg/μl，0.5μg/μl，2.5μg/μl，10μg/μl 之中藥 3μl，用
膠帶固定上蓋以震盪器混合 2 min 之後在 24 well 周圍加入無菌水於 37℃，5%
CO2 培養 14 天後觀察。

五、體外幹原／前驅細胞之體外培養系統建立：
（一）造血性幹原／前驅細胞分離與培養：
將抽取之臍帶血離心，取 buffy coat 以適量 ficoll paque 分離低密度細胞，
並以 0.83%/10μM ammonium chloride 除去紅血球。培養基加上細胞激素 SCF,
TPO, IL-3. IL-6, Flt-3L 在體外培養 7 天。本實驗室在幹細胞分佈比例不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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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能夠增幅細胞達 120 倍。

（二）骨髓間質葉幹原／前驅細胞：
我們已購得人類骨髓間質葉幹原前驅細胞，並於特定培養基中長期穩定培
養。已知特定細胞表面吸附相關之抗原、受體之表達如 CD29、CD34、CD45、
Flt1、KDR、Flt-3、CD105、CD44、CD49e、CD49f、CDw90、SH2、SH4 及
HLA-class I 等將由免疫螢光染色法鑑定，並利用分化誘導劑測試其分化為脂肪
細胞、骨質細胞及軟骨細胞等多潛能特性。

（三）脂肪間質葉幹原／前驅細胞：
我們收集外科整形去除的脂肪組織，經過膠原蛋白脢與核甘酸脢作用後，
收集吸附於培養皿之細胞，培養至定量細胞數後，以單一細胞分離技術挑選單
一細胞，培養增殖成一穩定細胞株。除了利用免疫螢光染色分析細胞表面特定
表達之抗原標記組成外，並利用分化誘導劑測試其多潛能特性。

六、中藥對於幹細胞之體外生長影響：
（一）造血幹原／前驅細胞：
我們利用已建立之體外增殖造血前驅細胞方法，收取血球母細胞後，進行
專一性不同血球系細胞分化。將欲檢測之中藥成份依不同劑量加入早期與後期
增殖分化培養基中，觀察比較各血球系的數量與分化程度差異。我們主要探討
中藥對於紅血球系與骨隨白血球系母細胞之再生與分化能力調控。偵測特定細
胞在早期與晚期之型態、抗原蛋白及細胞內因子表達差異意義探討。相關免疫
抗體偵測、螢光染色、西方墨點法蛋白鑑定及寡核甘酸晶片製備等技術將於分
析中應用。

（二）上皮前驅細胞／間質葉幹細胞之神經前驅細胞分化：
我們將利用已建立單一選殖株之間質葉幹細胞方法，培養穩定之幹細胞來
源，在神經細胞分化培養基中，依不同種類加入不同劑量之欲檢測中藥化合物，
觀察幹細胞中神經前驅細胞早期、晚期所表達標記蛋白之產生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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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基因體分析建立
我們收集不同分化階段之前驅細胞、分化細胞與幹細胞控制組之訊息核甘
酸，經放大反應增加分析材料，經螢光標記後與已知之調控細胞生長免疫再生
分化之基因組進行雜交結合反應。比較得知差異性基因種類與觀察的細胞型態
綜合藥效作用分子途徑。基因體表達檢測對象包含參與細胞生長、細胞增生、
細胞分化、細胞凋亡等作用的轉錄因子。細胞因子如 basic-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neuron growth factor, BMP-4 等誘發幹細胞之神經前驅細胞分化，伴隨神經細胞
表面標記抗原與專屬細胞蛋白之表達偵測，提供我們判別細胞分化時期與藥物
作用效能評估。在經細胞內外蛋白表達檢測應證後，我們預期不同藥劑與單方、
複方之作用機理應有所不同，調整藥劑量比例進行交叉比對，找到各種藥劑之
最有效功能及釐清其分子機制。我們著重於間質葉幹細胞往神經細胞分化的潛
能與其機制探討。

參、結果
本計畫於今年度三月至十二月期間，共計完成的工作項目有三項：

一、應用幹細胞檢測中藥藥性與毒性之系統建立：
（一）中藥對於血球群落生成之影響檢測：
觀察不同的藥物對造血前驅／幹細胞的影響，由細胞增殖、分化及群落數
目作為判斷藥物作用之檢測。

（二）中藥對造血幹原／前驅細胞之護衛效果檢測
為檢測中藥成分對於創傷、壓力下之早期造血幹原／前驅細胞是否具有保
護效果，將等量造血幹細胞加入含有測試中藥成分之培養基，培養 24 小時後，
細胞經過 100cGy、300cGy 放射性照射處理，繼續培養 14 天後，檢測血球細胞
群落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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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藥對於造血幹原／前驅細胞之損傷修復效果檢測
為進一步檢測中藥成分對於在創傷、壓力下受傷害之早期造血幹原／前驅
細胞是否有修復再生功能，將等量造血幹細胞加入無測試中藥成分之培養基，
經過 100cGy、300cGy 放射性照射處理後，加入待測試中藥，繼續培養 14 天後，
檢測血球細胞群落之存活數增減。

二、中藥對於幹原／前驅細胞活性效應之體外測試結果
（一）造血幹原／前驅細胞之懸浮生長培養及中藥影響測試：
我們將自人類臍帶血分離之造血（原 CD34+）幹細胞培養於含生長因子之
培養基中，造血幹母細胞在無細胞激素刺激下會漸進凋亡若供給少量激素可使
細胞進行緩慢生長，協助對於作用溫和之中藥材篩選。利用（1）細胞數量增減
（2）特定分化表面抗原表達變化（3）細胞凋亡測試來觀察中藥萃取物對幹原
細胞增生分化的影響，所測試的中藥包含黃耆、三七、西洋蔘、薏仁殼、柴胡。
初步結果顯示，此五種中藥對於細胞增殖、分化的效應並無顯著的影響差異（圖
一）
，此外，除柴胡外，黃耆、三七、西洋蔘、薏仁殼等中藥在培養三天與六天
時，均有相對於對照組較多維持群落生長能力之現象（圖二）
。這些藥材對於幹
母細胞之分化標記表達並無明顯影響顯示他們不具毒性，且不針對特定血球分
化系列母細胞有影響（圖三）
。另一性屬寒之藥材紅景天，在特定濃度範圍內對
於造血前驅細胞生長有明顯促進效果，但高濃度則有誘發細胞凋亡現象產生。
同時高濃度紅景天對於髓性 myeloid（KG-1a）及紅血球母細胞 erythroblast 癌
細胞株（K562）有生長抑制作用（圖四～圖八）此現象在單獨以熱水萃取之粗
成分來培養細胞之實驗中並未觀察到（圖九～圖十一）
，因此其有效及毒性成分
可能存在於醇類萃取之極性成份中，對此成分進一步檢測水溶性產物及酒精溶
解性產物之分光性質後（圖十三）
，將進一步用高壓層析法分離找出作用各主成
分，探討其影響細胞生理活性之角色。

（二）人類組織間質幹原／前驅細胞之培養與中藥參與分化之測試：
我們已初步測試三七萃取物及成分對於間質幹細胞之神經分化影響，發現
有些成分可增進神經分化效率，如及衍生物 TFA14，5MIFA16 皆有神經細胞分
化傾向類似之效果（圖十四）
。
我們測試紅景天對間質幹原細胞（MSC）分化能力影響，初步結果顯示對
於間質幹原細胞之骨質，脂肪細胞生成分化有促進或抑制的效果，顯示此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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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具有對於組織早期或環境誘發之幹細胞分化潛能調節功能。

（三）紅景天水萃取物對於造血幹細胞影響測試
我們在以酒精萃取紅景天所得到之成分，在高濃度時對臍帶血造血幹細胞
生長活性、分化能力測試之培養結果中，觀察到輕微毒性存在，因此我們利用
純水來萃取，針對紅景天之水溶性成分對造血活化功效進行一系列探討，包含：

水萃取物對於造血幹細胞生長影響：
紅景天純水萃取物對於臍帶血造血幹原/前驅細胞之生長呈現劑量與群落
數目有明顯 Dose dependence 之正向關聯性（圖十五）
。

水萃取物對於造血幹細胞保護作用：
造血幹細胞在經過放射線破壞前，先加入紅景天水萃取物，觀察群落生成
細胞數量在不同藥物劑量下細胞群落數量變化。初步結果顯示細胞於紅景天存
在下，造血幹原細胞（CD34+）經放射線照射破壞下仍維持其幹細胞群落生長
特性，隨著濃度增加效果趨顯著，顯示藥物中含有保護幹原細胞存活及維持正
常活性的成分（圖十六）
。

水萃取物對於造血幹細胞修復作用：
造血細胞在經放射線照射後，再加入紅景天水萃取物，結果顯示群落生成
細胞數目較對照組多，顯示紅景天水萃取物對能形成紅血球細胞群落之幹母細
胞受到的傷害有明顯修復效用，但對能生成顆粒性及巨噬細胞群落之幹母細胞
反有消減之作用（圖十七）
。
由以上結果得到初步結論，紅景天對於造血幹細胞之生長與保護作用來自
於水溶性萃取部分，此部分可增加造血幹細胞之再生能力，同時也保護其多潛
能分化能力。

三、中藥反應於幹原細胞活性效應之基因晶片分析系統之建立
我們已建立互補核甘酸基因晶片合成，雜交反應方法及分析方法，首先以
建立不同組織所分離之間質幹細胞晶體外培養後，透過晶片資料庫比較其基因
表達差異為基礎，提供將來研究中藥對於組織間質幹細胞之體外分化能力與基
因表達之關聯性探討之用，進一步作為中藥藥效對幹細胞分化潛能之比較與機
制分析（圖十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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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論
早期幹原／前驅細胞是成體組織一切成熟功能性細胞之源，為了解中藥對
於幹細胞之作用於基因體表達及分子機制，與臨床應用相輔相成，增加中藥在
臨床上之應用範圍及中藥基礎藥理之細胞反應機制，我們於第一年計畫執行十
個月中建立一系列針對幹細胞對中藥藥理作用檢測系統之反應，做其生長、增
生及分化之影響分析。我們得到的初步結論是測試的中藥西洋蔘、柴胡、三七、
薏仁殼、黃耆、藥性溫和，對於細胞不具毒性，必須輔以適當之生長激素，但
長時間培養對於幹細胞之生長並未觀察到顯著幫助。而所測試之中藥以紅景天
之藥效最明顯，在低濃度時對於幹細胞有促進造血幹細胞生長，增快血球細胞
分化的效果，但高濃度時則會抑制細胞生長，誘發凋亡。此藥材不僅對造血幹
細胞有影響，同時對於間質幹細胞亦有分化潛能之影響。對於造骨質、脂肪前
驅細胞之分化有促進或抑制之效果。但目前檢測到紅景天酒精萃取的成分高劑
量下對細胞具有毒性，顯示活性效用主要是來自水溶性成分。除天然中草藥外，
人工合成之中藥衍生物如三七之作用成分對於間質幹細胞之神經分化有輔助的
功能，其如何影響幹細胞之生長分化活性將有待進一步探討。
根據現有的結果顯示，藥性屬溫之中藥並不一定會影響細胞數量來間接改
變個體生理，而藥性屬寒之藥物如紅景天也可能具備增進細胞生長能力之成
分，如何萃取其有效成分，透過藥物影響幹細胞基因體表達分析了解其藥理之
分子機制，將是本計畫之下一項目標。

- 128 -

中醫藥年報 第 23 期 第 7 冊

伍、結論與建議
本計劃於第一年執行期間已完成初步細胞培養與中藥活性及基因體影響
分析平台，也篩選出具有影響幹細胞生長及分化的藥物如紅景天。幹細胞之培
養材料單價昂貴、而且數量稀少必須耗費許多細胞檢體及組織分離試劑才能收
集到足量幹細胞進行重複性試驗。就群落生長試劑為例每毫升成本需 300 元加
上細胞檢測需耗費價昂之抗體及細胞激素，於有限之經費預算，深感於現有之
經費及資源受限，若再減少本計畫之經費，將對計畫執行有相當程度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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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圖、表
五種中草藥對於早期造血幹細胞之生長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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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種中草藥對於早期造血幹細胞之生長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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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紅景天（乙醇與水萃取物）之體外培養實驗結果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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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圖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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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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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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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紅景天水溶性成份增加造血群落形成之影響

圖十二、紅景天水溶性及酒精溶解成份光譜吸收波段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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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紅景天水溶性成份對於造血群落形成細胞減低受放射線傷害之保護作用

圖十四、紅景天水溶性成份對於造血群落形成細胞遭受放射線傷害之修復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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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中藥三十衍生物對間質幹細胞之神經分化影響

圖十六、組織間質幹細胞 cDNA 核甘酸晶片雜交反應結果
- 139 -

中醫藥年報 第 23 期 第 7 冊

- 14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