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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生科司補助幹細胞研究計畫

• 科技部（國科會）生命科學司自96年起陸續推動
幹細胞旗艦計畫及幹細胞前瞻研究計畫等大型目
標導向研究計畫，平均每年編列約一億元預算。

• 在一般學門研究計畫內，由學者自行規劃提出有
關幹細胞研究的計畫也有逐年增加的趨勢，103年
就達363件之多，計畫通過率約42% ，平均補助經
費約130萬元。



國內幹細胞研究
• 第三期：幹細胞及再生醫學前瞻計畫 (2014年10月–2016年9月)

主持人 執行機關 計畫名稱
子計畫
件數

經費/年

游正博特聘
講座教授

林口長庚醫院
探討幹細胞特殊生物標誌、下
游調控因子與組織再生之研究

3 1127萬

陳信孚教授 台大醫學院
探討萬能分化性、再程序化與
生殖系細胞分化之分子基礎

4 1164萬

吳成文特聘
講座教授

陽明大學
再程式化在組織再生及癌症發
生之角色

5 1390萬

伍焜玉講座
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
間葉幹細胞分離，擴展及細胞
治療的新策略

4 1110萬



NRPB Human Disease iPS Cell 

Service Consortium

人類疾病誘導型多潛能幹細胞服務聯盟

Patrick C.H. Hsieh (謝清河), MD, PhD, FAHA

Institute of Biomedic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中研院 生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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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KPI of 2015 
Key Performance Index (KPI) Items Proposed Achieved 

Training course 1 1

Service/Technology Promotion 1 7

Website build up 1 Online

LIMS system of iPSC Service 1 Online

No. of normal iPSC lines collected 
by this Project

10 18

Call for proposal (no. of users) 2-5 30

No. of disease iPSC lines collected 
by this Project

10
18

(6 diseases)

No-charge consultation time (h) 120 70

SOP of differentiation protocols for 
normal iPSC lines

5
8 

(in process)

Posters by this project ND 1 10



2016年計畫目標

1. 18株normal iPSC公開寄存於食工所，供國內學研單位
使用

2. 完成10株 normal iPSC 之whole genome sequencing與
whole genome SNP sequencing，並公開結果

3. 執行第二階段之13件disease iPSC服務申請案iPSC產製
服務(預定產製出39株disease iPSC，共計13種疾病)

4. 針對user舉辦1-3場iPSC workshop/training course
5. 提供不同型式細胞之iPSC分化SOP(例如 neuronal, 

cardiac, hepatic, renal and hematopoietic lineages)
6. 提供iPSC後續分化諮詢服務
7. 舉辦一場iPSC使用者經驗分享研討會
8. iPSC產製服務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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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06年度重大計畫(5/5)-生技醫藥競爭力推升計畫(1/4)

1.促成投資41億元、增加
產值73億元及技術移轉
58件次、技轉金額1億
元。

2.扶植國內企業200家次、
促進新創事業7家次、培
訓2100位以上醫藥/醫材
技術人才。

3.辦理80場次以上技術開
發或媒合會議、促成34

件聯盟合作案、完成11

件IND/IDE產品送件、
申請專利118件次及獲證
18案次。

生
技
醫
藥
競
爭
力
推
升
計
畫

計畫架構 預期全程目標

政策依據
與計畫目標

政策依據：
•落實2015 行政院BTC結論與「台灣生物經濟產業發展方案」，應強化藥品與醫材之創新研發
能量，完善產業環境暨提升產品之附加價值及高值化。

計畫目標：
•為強化醫材創新研發能量投入，聚焦「先進微創手術系統」與「細胞治療產品開發」協助現
有醫材附加價值高值化。因應高齡化醫藥趨勢，投入「高齡化神經退化疾病新藥開發」與
「小分子藥物加值藥物開發」等利基新藥案源開發。持續強化「生醫醫藥產業推動與輔導」
推動產學研界鏈結國際，開拓國際行銷市場。
•計畫經費：590,000仟元

106年度經濟部科技施政布局

投入「智能微創機械控制系統」與「先進醫學影像器材」
推動台灣自製微創手術器材商品化，帶動光學內視鏡及
手術導引裝置相關產業聯盟。

以大面積皮膚創傷修復再生與眼角膜修復再生為標的，發
展醫用細胞產品技術，並完成產品臨床試驗申請驗證

因應高齡化趨勢，焦聚巴金森氏症、神經退化疾病與抗
焦慮腦神經修護等尚未被滿足之利基新藥開發

強化產業鏈第二棒服務平台技術，並推動特色藥廠發展利
基新藥，發展精準抗腫瘤小分子藥物複合體SMDC開發、
眼後房標的之傳輸技術與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標靶藥物臨床
加值計畫，加速推動國內自行研發新藥商品化。

強化智慧醫材產業、利基藥品產業進行之推動輔導計畫，
透過國際合作計畫，強化國際行銷與商機媒合。

先進微創手術系統

細胞治療產品開發

高齡化神經退化
疾病新藥開發

小分子藥物加值
藥物開發

生醫醫藥產業推動
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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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計畫名稱
申請數

(單位：千元)
優先序

院推動

智慧臺灣健康未來-建構智慧健康生活圈 401,000

院推動不

需排序
整合醫療與產業研發能量，提升國產醫藥品使用率 120,000

新興及重要生活環境疾病智慧化防治研發計畫 200,000

部會署

健康福祉新世代 200,000 1

失智症全方位整合計畫 200,000 2

養生樂活：推動中醫藥預防醫學 200,000 3

跨部會 巨量資料於衛生福利之應用及智慧化加值
411,800

(含勞動部：120,000)

院推動不

需排序

資通訊 健康雲2.0 340,000

擴大科技應用
穿戴式電子科技在健康、照護與醫療的技術研發與擴
大應用

60,000

生產力4.0
推動生產力4.0關鍵技術第一期計畫-
結合幹細胞之高階3D生物組織列印系統與法規 108,000

生技醫藥國家
型計畫退場轉
型主軸計畫

生技醫藥轉譯創新發展計畫–轉譯臨床主軸
257,450

(含科技部：212,450)

衛生福利部 106年度新興政策額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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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fits of new expedited approval system for Regenerative Medicines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development costs prior to initial marketing authorization
 Reduction in required documentation for initial NDA application
 Initial NDA review period shortened by over 50% (reduced to 6 months)



World Regenerative Medicines Market
- Opportunities and Forecasts, 2013 - 2020



再生醫學科技發展計畫
(4億元)(科技部* 衛福部、經濟部)

 產業應用價值
本計畫將強化生技條例已修正納入之細胞治療及其衍生產業，亦增加新藥、醫療
器材、檢驗試劑、組織工程、奈米科技、精密機械等相關產業升級與創新創業機
會，促進臺灣科技整體發展。
結合臺灣具有特色與強項之石化高值化材料科學與精密機械所發展出來跨領域創
新生技與醫材產業，提升臺灣相關產業領域之研發能力，進而拓展未來國際健康
產業市場。

 跨部會/跨領域結合推動
第一階段由生科司與工程司及人文司合作，與國研院國家動物中心、儀科中心資
源整合。藉由細胞醫療促進協會(TACT)、台灣幹細胞學會 (TSSCR) 及台灣再生醫學
會 (FARM)整合生醫學研界溝通意見。
第二階段跨部會與衛福部及經濟部整合。

 產學研連結
藉由法人機構及科學園區、竹北生醫園區、南港國家生技園區等，將學研界連結
到產業界，配合計畫執行策略，如案源篩選及人才之培養，建構台灣細胞醫療科
技產官學合作平台，促進相關產業升級。

生技醫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