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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關節，享受自由行動的快樂人生



關節不健康，走站跑跳都不行。
不能自在趴趴走，人生彩色變黑白。



神經系統
人如何活（運）動？

1. 神經訊息的傳遞
2. 中樞神經系統
3. 周邊神經系統
4. 骨骼與肌肉

肌肉系統

骨骼系統



關節可以分為三種類型：
1. 纖維關節 （不動）
2. 軟骨關節 （微動）
3. 滑膜關節 （活動）

關節是兩塊或多塊骨之間連接的部位



滑膜關節的分布



滑膜關節主要結構有關節面、關節軟骨、關節囊和關節腔



關節的透明軟骨

• 是一種只有軟骨細胞但沒有
血管及神經的組織，一旦損
傷，幾乎無法自行修復。

• 當感覺到痛時，往往已經損
害到硬骨層！

軟骨層，無血管與神經

硬骨層，有血管與神經



人體重要器官衰老退化時間表

肌肉在30歲開始退化

骨骼在35歲開始退化



關節最常見的疾病
就是發炎!



慢性發炎，就像細胞著火，
退化性關節炎也是㇐種慢性發炎。

在退化性關節炎的膝關節中，存在著
1. 發炎細胞
2. 促進發炎的因子
3. 破壞軟骨的酵素

這些壞因子，㇐點㇐滴的慢慢破壞著
我們的關節！



退化性關節炎危險
因子



在膝關節的發生率
高達60%↑

45-55歲：約50%
55-65歲：約 80%
70歲以上：有90%

退化性關節炎
在年齡層發生率



關節炎





退化性關節炎的病理特徵







• 發生率是男性的1.6倍

• 生產過骨盆較寬，髕骨關節易有外移不正的情
況

• 女性的骨架較小，關節所需要承受的重量相對
重了許多，肥胖因素

• 負擔較多家事，尤其是清潔、收拾地板等常需
要或蹲或跪的動作，腰部及膝關節因此更容易
受傷

關節炎的患者女性居多



為治療退化性關節炎，臺灣社會的有形支出：
換算成使用人次：





1. 適度的運動：輕鬆的游泳或不會誘發疼痛的活動，也可
在坐姿或平躺姿勢下作各種關節伸張彎曲及肌肉訓練的
動作。

2. 加強附屬肌肉群可以穩固我們的膝關節，減少不必要的
位移與磨擦。同時肌肉收縮的彈性也可以吸收㇐部分衝
擊的能量，減少關節軟骨的負擔。

3. 減輕關節的負荷的動作：關節損傷或年紀大者可使用手
杖或助行器輔助，可減輕關節壓力也可避免行動不便跌
倒造成更大傷害。

退化性關節炎的自我照顧保健方法



退化性關節炎的臨床治療



藥物的副作用

• ㇠醯胺酚 （普拿疼）：傷肝。
• 非類固醇消炎藥：傷腎，傷胃，常導致胃潰瘍的產生及併發心

血管方面的風險。
• 類鴉片止痛藥：頭暈、噁心、甚至呼吸抑制。
• 類固醇：月亮臉、水牛肩、骨質疏鬆、藥物過敏、局部的出血

、肌腱斷裂、皮膚變色。
• 玻尿酸：可能產生過敏發炎反應，反而使疼痛加劇，甚至導致

關節滑液囊因重複發炎而逐漸變厚、失去彈性。



開刀療法 膝關節置換手術



什麼是自體增生療法
（Prolotherapy)？

• 增生療法的英文Prolotherapy，由美國醫師George S. 
Hackett發成較完整的系統，取名來自拉丁文proli-，
「生長」的意思。簡單來說，增生療法是把「增生
劑」（proliferant）注射到肌腱、韌帶等軟組織，
以促進修復的一種注射技術。所謂「增生劑」，是
指配合增生療法能夠幫助人體自我修復的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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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對組織的修復
血小板在正常的狀態下，外形像平滑的小圓盤(如圖A)。平常
儲存在血小板細胞質α顆粒內的細胞生長分化因子，當組織創
傷血小板受到刺激活化時，外形就延伸出很多突起(如圖B)。
內部的誘導物質會因為血小板激化破裂而釋放出來，開始刺
激微血管生長。這些物質就是所謂的細胞生長修復與癒合因
子。

A B



生⾧因子多樣化，喚醒深層自癒回春精靈

• PRP（高濃度血小板血漿
生長因子）是利用自身血
液的血小板所產生的生技
產品。其中含有多種生長
因子。

• 有助於組織修復、促進表
皮細胞生長、幫助膠原蛋
白及玻尿酸生成、傷口修
復、促進血管表皮細胞生
成等功能。



PRP富含多種促進修復之物
質

圖片來源：www.nature.com/nrrheum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PRP在再生醫學之應用

目前超過9000篇有關PRP對
組織生⾧、修復及再生的學術研究文章



PRP臨床應用：運動醫學相關

手腕：手腕韌帶損傷

膝蓋：內外側韌帶
和關節炎膝蓋骨韌
帶損傷半月板損傷

腳踝：足底筋膜炎

肩膀：肩周炎
旋轉肌破裂
衝撞症候群

胳膊肘：網球肘炎
高爾夫球肘炎

骨盆：腰部韌帶損傷
骨盆痛症
骶髂關節疼痛



再生醫療的潛能
Potential Application of Regenerative Medicine 

Neurologic diseases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Immune diseases 

Skin defect 

Joint cartilage diseases 

Hereditary diseases 

Immune therapy for cancers 
Intractable diseases 



再生醫學主要目的是在將因疾病、受損和自然衰老的組織或器官予以延⾧功能、
修復、更換或再建；目前對於慢性與致命的疾病多是以治標不治本或延緩疾病惡化的
方式進行治療，再生醫學的進展被認為是唯㇐能改變這些潛在疾病的新亮點。

由於再生醫學科技將可使高齡化社會中因衰老而失能之老人，和因意外傷害而失
能之青中壯年病患重獲機能（regeneration），進而減輕⾧期照護之壓力，因此國際
上對再生醫學研究日益重視。

再生醫療技術，依技術特性類型可分為組織工程、細胞治療與基因治療、免疫細
胞治療等四大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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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醫學再生醫學

自然醫學自然醫學傳統醫學傳統醫學

三大主流醫學

西醫
結構生理恆定

對抗

理

新

道

自強不息

中醫
自然養生平衡

促進

細胞科學
組織工程
整合療法
預防醫學



27 Studies found for: Adipose derived Stem Cells | Osteoarthritis 
44 Studies found for: autologous mesenchymal stem cells | Osteoarthritis 

77 Studies found for: Mesenchymal stem cells | Osteoarthritis

骨退化關節炎再生醫學



Bestem®Stromed SVF細胞輔助治療臨床論文發表

80位退化性關節炎病例發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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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em®SVF細胞輔助再生醫學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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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 中游 下游

Bestem®細胞分
離技術與儲存Bestem®

SVF細胞輔助
技術

末端消费者

•干细胞产品发明专利
•扩大干细胞应用与产品开发

串聯上中下游產業

上游萃取干细胞组
织的效率
疾病检测效能

提升
帶動
下游产品与服务
应用深度与广度

Bestem®產品研發

Bestem®細胞輔助治療

Bestem®脂肪採集技術



Bestem® SVF Cell Technology
Bestem® SVF 細胞輔助技術

Traditional ASC & SVF Processing
傳統 脂肪幹細胞技術

Patent ASC & SVF Processing
Bestem® SVF細胞輔助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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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em® Technology

只需60分鐘

需要加酵素 不需加酵素

抽取脂肪 抽取脂肪

脂肪幹細胞

必需額外
花費30天

立即使用
於再生醫
學細胞輔
助治療

大量快速生長因子與再生細胞

少量



4
2

Bestem® & StroMed® SVF細胞輔助技術的特色

主要的細胞種類

細胞外基質

生長因子

風險高低

是否可以靜脈注射

無

無

有

有

多種幹細胞

低

高

一種幹細胞



Bestem®SVF細胞輔助技術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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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em®SVF細胞輔助技術亮點

• Bestem®SVF細胞輔助
技術是使用物理技術與
先進科技，無化學酵素
所分離取得，不培養、
效率高、細胞數高、
活性好、不傷細胞、
不殘存化學藥劑，約60
分鐘完成分離萃取。安
全有效。



Bestem®SVF細胞輔助成分
含血管周細胞、脂肪幹細胞、、血管內皮前驅細胞、細胞激素及生長因子

45

 Pericyte血管周细胞
 CD140b, CD146+, NG2+, 

CD31, CD34+, CD144+, vWF+

 Adipose Stem Cell 脂肪幹
細胞
 CD13+, CD29+, CD34+/-, 

CD44+, CD90+, CD104a+, 
CD14+, CD31+, CD45+, 
CD106+, CD144+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
血管內皮前驅細胞
 CD31+, CD34+, CD90+, 

CD145+, vWF+, CD45-

血管周細胞 脂肪幹細胞

血管內皮前驅細胞



血管周细胞(Pericyte)
分離出來可以變成幹細胞可以修復關節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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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em®SVF細胞輔助技術及法規定位



Bestem®SVF細胞輔助技術-年紀越大細胞越多

•使用BeStem®物理法分離細胞較使用酵素法可獲得更多量的細胞，
速度更快、安全性更高。

•年紀越大細胞當場分離數量越多。



Bestem®SVF細胞輔助技術-幹細胞比例分析

•使用BeStem®SVF物理法
分離細胞，其中幹細胞
比例高達80%

•各年齡層幹細胞比例非
常接近



Bestem®SVF細胞輔助技術-幹細胞分析

•使用BeStem®物理
法分離細胞，其中
幹細胞中MSC (間
質幹細胞)與 HSC
(血液幹細胞)比例
約為68%:12%



Bestem®SVF細胞輔助技術
治療退化性關節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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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em®SVF細胞輔助醫療技術治療退化性關節炎

• Fourteen patients with OA in combination of chronic myofascial and 
neurologic pain were included. 

• The patients received SVF cell-assisted therapy through joint or local 
myofascial injection from Jan 2019 to June 2020.

• There were six females and eight men, at an average age of 67 years 
(range, 37- 92 years). 

• The diseases included 7 moderate to severe knee OA (50%), 3 
neurologic degeneration and injury (21%), 2 shoulder pain (14%) and 2 
ankle pain (14%)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knee OA. 



Bestem®SVF細胞輔助技術最新研究

• 60名病患包含退化性關節炎、巴金森式症、腦梗、心血管疾患、
糖尿病與困難傷口病患與抗衰老醫美需求，超過90%滿意度，0%
併發症。

•其中17名退化性關節炎(OA)患者合併慢性肌筋膜和神經系統疼痛
的患者。患者于2019年1月至2021年6月通過關節或局部肌筋膜注
射接受BeStem®幹細胞技術治療。有8名女性和9名男性，平均年
齡為 67 歲（範圍，37-92 歲）。這些疾病包括 10 例中重度膝關節
OA (50%)、3 例神經變性和損傷 (21%)、2 例肩痛 (14%) 和 2 例踝
關節痛 (14%) 。



Bestem®SVF細胞輔助技術
每100ml脂肪可分離出細胞數量高達數千萬到上億顆

• BeStem®一小時快速幹細胞分離技術，100ml脂肪，可分離出細
胞數量高達數千萬到上億顆，其中幹細胞比例高達 80% ，且無酵
素等藥劑，活性更高且有大量生長因子，其他技術遠遠無法達
到。比過去技術質與量超過100倍。

• The concentration of native ASCs has been observed to be 0.06% 
to 4% in SVF, providing the therapeutic rationale for use of this cell 
population.

Kern S, Eichler H, Stoeve J, Kluter H, Bieback K.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s from bone marrow, umbilical cord 
blood or adipose tissue. Stem Cells. 2006;24(5):1294–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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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名病患包含退化性關節炎、巴金森式症、腦梗、心血管疾患、 糖尿病與困難傷口病患與抗衰
老醫美需求，超過90%滿意度，0% 併發症。
其中17名退化性關節炎(OA)患者合併慢性肌筋膜和神經系統疼痛 的患者。患者于2019年1月至

2021年6月通過關節或局部肌筋膜注射接受BeStem®幹細胞技術治療。有8名女性和9名男性，
平均年 齡為 67 歲（範圍，37-92 歲）。這些疾病包括 10 例中重度膝關節 OA (50%)、3 例神經
變性和損傷 (21%)、2 例肩痛 (14%) 和 2 例踝 關節痛 (14%) 。

Bestem®SVF脂防幹細胞營運成效與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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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 例數 價值 總價值金額 備註
2019年~至今 70 1,000,000 7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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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歲女性
雙膝退化
性關節炎



63 歲女性於醫學中心頸椎手術2 次，4年年前第二
次手術後，右側肢體完全無力，治療 10 天后立即開
始可以控制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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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歲男性眼圈周圍與臉部皮膚老人斑與暗沉，在接受 Bestem® SVF
自體細胞面部治療 14 天后，皮膚質地和色素沉著有了很大改善。

Before After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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