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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醫學科技發展計畫說明會

科技部再生醫學科技發展計畫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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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萬元預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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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七項幹細胞旗艦計畫 (第一期)

主持人/
職稱

執行機關 計畫名稱 執行時間

洪明奇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 幹細胞之訊息途徑及表基因調控 96-100年

伍焜玉

研究員

財團法人國家

衛生研究院

訊息傳導分子對於幹細胞存活生長及調節

分化之重要性研究

96-100年

何弘能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

人類胚胎幹細胞與生殖腺幹細胞發育為生

殖細胞過程中之基因轉殖、分化與後生調

節

96-100年

游正博

特聘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 研究幹細胞之專一性標記、多潛能分化特

性及後生性遺傳調控機制

96-100年

侯勝茂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

胎盤幹細胞在動物疾病模式生物作用機轉

的研究

97-100年

吳成文特聘

講座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 誘導式多能性幹細胞及間葉幹細胞於醫藥

應用之轉譯研究

97-100年

黃玲惠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應用於幹細胞移植之新型透明質酸組織膠

之研發

97-100年



國內幹細胞研究
• 五項幹細胞前瞻計畫 (第二期)

主持人/
職稱

執行機關 計畫名稱 執行時間

何弘能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

從多能性幹細胞到生殖細胞 100-103年

吳成文特聘講
座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
幹細胞基因於細胞分化、組織再生及
腫瘤形成機制之角色探討

100-103年

林欣榮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 幹細胞之訊息途徑及表基因調控 100-103年

伍焜玉研究員
財團法人國家
衛生研究院

幹細胞信息傳遞機制及臨床應用 100-103年

游正博特聘研
究員

中央研究院
幹細胞與腫瘤幹細胞之專一性標記及
其生物功能的研究

100-103年



國內幹細胞研究
• 四項幹細胞前瞻計畫 (第三期)

主持人/
職稱

執行機關 計畫名稱 執行時間

游正博特聘研
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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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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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05年

吳成文教授 陽明大學
再程式化在組織再生及癌症發生之角
色

103-105年

伍焜玉研究員 中國醫藥大學
間葉幹細胞分離，擴展及細胞治療的
新策略

103-105年



規劃腦力激盪座談會
廣徵民意、找出國內研究利基

學研界能量匯集

第一場：104/1/30 (五) 台大醫學院

參與人員：16位國內學研人員，另外邀請參與討論：鍾正明院士

第二場： 104/4/17 (五) 成功大學

參與人員：50位國內學研人員

第三場： 104/11/9 (一)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參與人員：科技部生科司蔡少正司長、再生醫學研究諮議委員 (李伯
皇教授、吳成文教授、郭明良教授、游正博教授、楊台鴻教授、裘正
健研究員、黃玲惠教授、陳儀莊教授、錢宗良教授、鍾邦柱教授)

第四場： 105/1/22-23 (五、六) 龍邦僑園會館
參與人員：再生醫學研究諮議委員、國內學研人員、相關學會代表、
產業代表，共40位



規劃腦力激盪座談會
跨領域 (人文、工程、IRB)

學研界能量匯集

第五場：105/8/30 (五) 台大醫學院
參與人員：科技部生科司蔡少正司長、工程司廖婉君司長、

人文司洪世章司長及再生醫學研究諮議委員、人文、工程、

生醫領域學研人員，共24位

第六場： 105/10/1 (六) 中國醫藥大學

參與人員：鍾正明院士、中榮及中國醫大附設醫院IRB委

員、國內幹細胞及再生醫學學研人員，共35位



人類疾病誘導型多潛能幹細胞服務聯盟
「幹細胞產業發展新方向：iPSC研究現況暨未來應用趨勢」研討會



座談會結論重點摘錄

 跨領域合作：要有新團隊、要有新的思維。

 台灣面積不大，交通方便，有利研究者利
用不同單位的特色進行整合。

 台灣在臨床醫療與基礎研究已有深厚基礎

頂尖醫療團隊：
瞭解疾病及病理

學術研究團隊：
了解細胞分子機制+

有效推動再生醫學



 再生醫學的多面向發展

1. 人文研究：

(1) 了解生命的意義、醫學倫理、倫委會的角色

(2) 社會科學呈現不同的聲音

2. 工程研究：

(1) 組織工程、精密機械等台灣強項，與生醫界跨領域合作

3. 教育的重要性：

(1) 提供社會大眾關於再生醫學及細胞治療正確的知識

(2) 有系統地在大專院校、研究單位提供專業訓練，以培育高階人才

座談會結論重點摘錄



1. 政策依據：105年政府提出之「亞太生技醫藥研發產業中心」政策將再生醫學研究
列為轉譯創新研究及育成中心的研發重點之一。

2. 研發資源整合：(1) 結合智慧機械、組織工程及3D列印研究，進行細胞大量增殖；
(2) 有效將幹細胞或誘導多功能幹細胞(iPSC)分化為所需之細胞種類，結合生物材料，
製備出類器官，未來應用於疾病篩選及臨床上的再生修復；(3) 建立疾病模式與藥
物開發之平台，找尋最關鍵的疾病致病機轉；(4) 建立具臺灣人特殊疾病之iPS幹細
胞庫，開發高效能之藥物篩選組織晶片。

3. 結合國內產學優勢，進行產業創新：整合學研界、法人 (國家衛生研究院、國家實
驗研究院、工研院、生技中心) 及園區 (中部科學園區、南部科學園區、竹北生醫
園區、南港國家生技園區)人才及資源，強化細胞醫療研究，發展其衍生之生技產
業，亦可配合智慧機械之發展主軸，與產業結合共同研發自動化、智能化之生物
反應器、組織晶片及精密再生醫療產品與器械及診斷設備。

106年 再生醫學科技發展計畫
(科技部* 衛福部)

新藥
細胞治療
醫療器材
檢驗試劑
組織工程
奈米科技
精密機械

產
業
界



106年 再生醫學科技發展計畫
(科技部* 衛福部)

4. 教育訓練培育人才：厚植相關領域研究人力，為產業需求建立良好基礎。培訓具國
際市場競爭力之研發創業人才。

5. 協調再生醫學研究倫理及調適法規：透過跨部會整合，將細胞治療及衍生健康產業
推展為國家經濟發展重點，使再生醫學政策迅速且順利地推動。

6. 計畫主題：如右圖

再生醫學
科技發展
計畫

跨領域研究

法規及產業
管理機制

產品技術
資料諮詢
輔導

產學鏈結人才培育

國際合作

倫理、法
律、社會
影響



1) 促成跨領域溝通及對話

2) 提升醫療品質、增進人民福祉

3) 蓄積國家社會安全資源

4) 輔導學研界將研發成果創造經濟效益

5) 開展產業及投資

6) 促進國際交流合作

7) 專才培育及大眾科學教育推廣－讓民眾有感

再生醫學科技發展計畫預期效益



科技部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
106年度「再生醫學科技發展計畫」徵求公告

(一) 整合跨領域科技：包括 1.藥物開發、2.基因治療、3.幹細胞移植、4.組織工程、
5.智慧裝置等。

(二) 產學鏈結：為使上游研究成果加速向下游推展，鼓勵學研界藉由法人機構（國
家實驗研究院、國家衛生研究院、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工業技術研究院等）及科學
園區（如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南部科學工業園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及南港國家
生技研究園區等連結到產業應用面。

(三) 新創產業、輔導產業轉型：鼓勵利用台灣已有之利基，形成新的產業或輔導產
業轉型，例如：配合智慧機械之發展主軸，與產業結合共同研發自動化、智能化之
生物反應器、組織晶片及精密再生醫療產品與器械及高值診斷設備等。利用幹細胞
研究結合材料科學等，協助發展精準醫療之模組或檢測試劑等支持性衍生技術產業。

(四) 人才培訓：規劃以產業在職（on the job）加值培訓，提高青年就業率與薪資待
遇為目標，並藉此促成與國際人才接軌，培訓具國際市場競爭力之研發創業人才。

(五) 倫理、法律、社會影響：再生醫學研究及細胞治療之倫理、法律及社會議題
（Ethic, Legal and Social Issues , ELSI），以及本計畫在推動過程中所可能衍生有關醫
學人文及管制機制研究等對社會影響極大之重要課題。



申請機構與申請人（計畫主持人）資格

• 申請機構：須為依本部受補助單位申請作業要點，經核定納為本部
補助單位者。

• 申請人：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須符合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
業要點之規定。計畫主持人須具備優異之研發成果或應用績效，並
負責團隊研究計畫之整體規劃、協調、研究進度及成果之掌握、實
質參與計畫之執行。

• 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以申請或參與1件「再生醫學科技發展計畫」
為限，計畫主持人須確認計畫成員符合上述規定。獲審查推薦補助
之計畫，僅計畫主持人之主持計畫件數列入「科技部補助單一計畫
主持人計畫件數」計算。

• 國家衛生研究院參與執行106年度產業創新旗艦計畫－再生醫學科技
發展計畫之研究人員不得再向科技部提出計畫申請。

• 相同或相似題目、內容之計畫已獲本部或其他機關補助者，不得再
向本部重複提出申請。



計畫類型及執行期間

• 本計畫類型為跨領域單一整合型研究計畫，由國內跨領域研究團
隊提出單一整合型研究計畫。計畫主持人依計畫徵求格式提出1件
計畫書，相關研究人員得以共同主持人方式參與之（單一整合型
計畫之子計畫主持人為共同主持人）。本計畫除強調原創性及重
要性外，尚需具備良好之整合性、合作性和各子計畫間之互補性。

• 每一件單一整合型計畫應至少包含3個子計畫、2個不同領域（請
參考計畫徵求重點）之研究團隊，並優先鼓勵含有「產學鏈結」
之計畫。計畫主持人須同時主持1件子計畫。

• 每個團隊編列之每年經費以2,000萬元為上限。

全程計畫執行期間為 3年（106年5月1日至109年4月30日）



計畫之申請方式及申請期限

 計畫主持人須依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規定，並依申請機構
規定期限內，至本部網站製作計畫申請書及相關文件並完成計畫書線
上申請作業；由申請機構線上彙整送出並造具申請名冊1式2份，經有
關人員核章後，於106年3月1日（星期三）前備函送達本部（以郵戳
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申請機構及申請人務必先行詳閱各項規定。申請機構應切實審查計畫
主持人之資格條件，並於申請名冊之備註欄內逐案確認計畫主持人資
格，符合者始得將其申請案彙整送出，並連同計畫主持人資格切結書
1式2份經有關人員核章後備函向本部提出申請。

 計畫書採線上申請作業方式



計畫之成果報告、績效考評

 期中年度考評：獲補助多年期計畫之計畫主持人應於每年計畫執行
期滿前二個月至本部網站線上繳交執行（期中）報告，報告內容包
含：計畫執行進度、初步研究成果、未來執行重點等。本部將對每
一計畫之年度研究成果報告進行考評，並視需要進行成果討論會。
將依考評結果決定計畫是否繼續補助，補助經費是否調整，以及子
計畫是否調整。未達計畫規劃績效指標之計畫，本部得終止補助。

 全程計畫考評：計畫主持人於全程計畫執行期限截止後三個月內至
本部網站線上繳交研究成果報告，由本部邀請學者專家進行書面審
查或召開成果評鑑會議。

 計畫執行期間，本部得視業務需要，請主持人提供相關研究成果或
資料。



計畫績效目標

1. 每年發表20篇以上論文於國際重要期刊，提升我國研究水準及國際知名度。
2. 網羅國內優秀研究人才，投入幹細胞研究與產品研發，養成6個國內跨領域、
跨單位之幹細胞及再生醫學研究團隊。

3. 培育實際參與執行研究計畫之人員，厚植幹細胞及再生醫學領域相關研究人力，
為研究人力建立良好基礎，培育50位研究人員，包含博士後研究員、專任助理、
碩博士生。

4. 加強與產業界合作之技術移轉，使幹細胞與再生醫學研究技術可應用於產業界，
落實「產、官、學、研」策略聯盟之合作機制，每年申請國內或國外之專利至
少 2件、鼓勵技術移轉。

5. 建立產學鏈結平台，由園區及法人橋接學研界及產業界，產學合作 5 件。
6. 規劃以產業在職（on the job）加值培訓產業高階管理人才5人、增加就業機會

30名。
7. 進行國際學術交流，並引進相關技術，加速我國在幹細胞與再生醫學等科技研
發水平之精進，舉辦1場成果發表會及與國內相關學會合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預計共300人次以上參與。

8. 提升公共服務，大眾推廣教育1場次。製作再生醫學教材1份。
9. 配合相關學會做年度調查及針對各國和我國之現況產業、學術發展、民間組織、
主管機關、法規、政府推動策略、民間組織參與型態與成效等比較分析。完成
1份調查結果。



106年度旗艦計畫內容檢視會議-第3場次
(生技醫藥、新農業)會議紀錄

科技部「再生醫學科技發展計畫」：
1. 科技部推動再生醫學研究多年，本計畫應以強化「轉
譯到臨床應用」相關工作為主。

2. 有關細胞治療方面，誘導多功能幹細胞（iPSC）之研
究，應與日本建立良好互動交流，俾吸取其成功發展
經驗。

3. 完善法規是發展再生醫學之重要環節，衛福部應將制
訂再生醫學、細胞治療相關法規之工作納入本計畫。

經濟部「精準治療之前瞻研究與系統建置計畫」：細胞治療
分項計畫應與科技部「再生醫學科技發展計畫」串接配合。

科技部「創新醫療器材計畫」本方案跨科技部及經濟部法人單位，除創
新醫材研發、也包含園區研發精進等相關之醫材產學鏈結方案；鏈結上游學界之
創新醫材研發能量，並涵蓋後續之雛型試製、法規途徑等

科技部「生醫研發加值計畫」：醫材產品南向拓展行銷工作



資訊系統服務專線
有關電腦操作問題，請洽本部資訊系統服務專線：
電話：0800-212-058、（02）2737-7592
E-mail: misservice@most.gov.tw

聯絡資訊
再生醫學科技發展計畫辦公室：曾華婕小姐

電話：(02) 2312-3456分機88193
E-mail: scoffice@ntu.edu.tw

科技部生科司承辦人：張友琪副研究員
電話：(02) 2737-7544
E-mail: yochang@most.gov.tw

科技部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
106年度「再生醫學科技發展計畫」徵求公告

mailto:scoffice@ntu.edu.tw
mailto:yochang@most.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