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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s cell-lines 
were established by Dr. James Thomson. 

2006--  
Dr. Shinya Yamanaka successfully 
generat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 

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光環:  
幹細胞研究  



“Web of Science”  (1995 – 2015 ) 

胚胎幹細胞 (Embryonic stem cells):  

1995 – 2015 全世界有 30,728 篇論文 發表 

Embryonic germ cells, 
EG-cells: 6 

誘導式多能幹細胞 (iPSC):  

1995 – 2015 全世界有 6,973篇論文 發表 

 Somatic cells nuclear transfer / 
NT-hESCs: 988 

Sir John B. Gurdon (1958/1962) 

 Ian Wilmut (1996)  

Shinya Yamanaka (2006/2007) 

Shoukhrat Mitalipov (2013) 

James Thomson (1998) 

John Gearhart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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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stemcellbioethics.wikischolars.columbia.edu/Module%2B1%2B-%2BThe%2BBiology%2Bof%2BStem%2BCells&ei=Uk1IVYL4M4G2mwWUj4CABA&psig=AFQjCNE6tUNYqMa6XAUFmxWlFg4ZAS0xkg&ust=1430888007550838
https://www.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medicine/laureates/2012/gurdon_postcard.jpg&imgrefurl=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medicine/laureates/2012/&docid=1KxKyGDJvgtBpM&tbnid=g_IAMFLzaNe45M:&w=280&h=396&ei=KIBJVZzIHsPPmwW0toC4Aw&ved=0CAIQxiAwAA&iact=c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www.girardcollege.edu/page.cfm?p%3D383&ei=44RJVe2fAeitmAWt-oHAAw&psig=AFQjCNEWjSktDwvyOzF08xMqDhiZNuIKTw&ust=1430967865631732


Skin (epidermal) stem cells 

Bone marrow -  

Mesenchymal stem cells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Neural stem cells 

Skeletal-muscle stem cells 

Intestinal epithelium stem cells 

Dentalpup stem cells 

Lung stem cells 

Cardiomyocyte  

stem cells 

Pancreatic stem cells 

neural stem cell: 16,755 

mesenchymal stem cell: 42,071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38,130 
Endothelial stem cells 

Publication number: By “Web of Science”  (1995 – 2015 ) 

https://www.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pic4.nipic.com/20090721/3084982_223459003_2.jpg&imgrefurl=http://www.aitupian.com/0-%E4%BA%94%E7%BA%BF%E8%B0%B1.html&docid=6AqF6rJatuJoWM&tbnid=o9lHrsDyowuGjM:&w=1001&h=750&ei=pZRJVYO9B-PCmAXusIDQAw&ved=0CAIQxiAwAA&iact=c


 
 Regen. Med. (2011) 6(3), 265–272  

小分子藥物 

蛋白藥物 

醫療器材 

細胞治療 

The 4 Pillars of Healthcare 

細胞醫療與健康照護 



Cell therapy is a sub-type of regenerative medicine. 

 

Cell therapy describes the process of introducing 

new cells (stem cell) into a tissue in order to treat a 

disease. 
  

Autologous Cell Therapy 
      

Allogeneic Cell Therapy 
   These cells will be expanded in a manufacturing facility  and     

   cryopreserved for  therapeutic doses.  

 

   The methodology fits the pharmaceutical model of drug    

   manufacturing - Cell drug. 

 

 

 

Cell therapy  



• Bone marrow and organ transplantation 
Alexis Carrel 

Nobel Prize 1912 

Karl Landsteiner 

Nobel Prize 1930 

Edward Thomas 

Nobel Prize 1990  

Robert Edwards  

Nobel Prize  2010  

1968 -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was first 
successful in patients. 

1978 – IVF was first developed by Robert  Edwards 
and Patrick Steptoe and the first "test-tube baby" 
was born under their care in 1978. 

Nobel Prize 1990  

Joseph Edward Murray  

• Human–human blood transfusion,  

• Reproductive in vitro fertilization.  

1954 - the first 
successful human 
kidney transplant. 
 

1909 - discovery of human A, B, 
AB, and O blood groups. 

1902 - demonstrated end-to-
end anastomosis of blood 
vessels. 1910 - demonstrated 
the use of blood-vessels as 
transplants in surgery. 

Regeneration medicine  

in 20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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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eneration medicine  

in 21th century 

 



Regeneration medicine  

in 21th century 

 









<全世界已上市的細胞治療產品> 
J-TEC provided the  

autologous cultured epidermis (JACE) Prochymal®  

Regeneration medicine  

in 21th century 

 



 Prochymal is the first stem cell 

drug based on mesenchymal stem 

cells derived from adult bone 

marrow.  

 It has been approved by Canada 

and New Zealand for treatment of 

acute graft-vs-host disease 

(GvHD).  

 It is an allogeneic stem cell 

therapy. 

The treatment of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GvHD) by Prochymal®   

The world first stem cell drug - Allogeneic Cell Therapy 
 

http://www.biomedcentral.com/1755-7682/4/27/figure/F1
http://www.biomedcentral.com/1755-7682/4/27/figure/F1
http://www.biomedcentral.com/1755-7682/4/27/figure/F1
http://www.biomedcentral.com/1755-7682/4/27/figure/F1




八仙塵爆 



http://emilywhitehead.com/ 

CAR technique 



Cell therapy clinical trials – 2014 Report 

全球細胞治療
臨床試驗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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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幹細胞計畫 重點發展領域 

• 依據 94年 (2005年) 7月14日科技首長會談紀錄建議將「幹細胞研究」
納入生物科技發展之重要議題。與 97年 (2008年)「幹細胞研發重點策
略藍圖計畫」而提出發展重點，包含： 

 1.五項重點研究:  

幹細胞的分離，培養與分化技術 

幹細胞的表現機制與流程控制 

基因外(epigenetic)調節與體細胞核核轉移的技術研發  

動物移植模型、生醫奈米、與組織工程相關技術的建置 

誘導式多能性幹細胞(iPS cells) 相關之分析研究 

 2.三種應用技術： 

以動物複製與異體移植模型 

藥物研發 

細胞治療的試驗 

 



國科會 
第一期： 96年推出「幹細胞及再生醫學優先推動 

計畫」（幹細胞及再生醫學旗艦計畫） 

 

第二期：100年延續推出「幹細胞及再生醫學研究綱

要計畫」（幹細胞及再生醫學前瞻計畫） 

 

第三期：103年持續執行「幹細胞及再生醫學研究綱

要計畫」 

 

(將於105年9月結束。) 

 

我國幹細胞及再生醫學專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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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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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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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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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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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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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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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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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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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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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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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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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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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項幹細胞再生醫學計畫 (第三期) 

 主持人/ 
職稱 

執行機關 計畫名稱 執行時
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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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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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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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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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年幹細胞計畫成果/計畫書審查委員名單 

年 項目 國內委員 國外委員 

103 

幹細胞前瞻計畫期末
成果 

幹細胞再生醫學計畫 

新計畫書 

吳國瑞  (陽明) 

郭明良  (台大) 

謝清河  (中研院) 

鍾邦柱  (中研院) 

黃效民  (食品所) 

Norio Nakatsuji (京都大學) 

Martin Pera (墨爾本大學) 

Huck Hui Ng (新加坡A*Star) 

Rocky Tuan (匹茲堡大學) 

蔡明哲院士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101 
幹細胞前瞻計畫  

期中成果 

沈哲鯤  (中研院) 

陳瑞華  (中研院) 

吳國瑞  (陽明) 

郭明良  (台大) 

Norio Nakatsuji (京都大學) 

蔡明哲院士  (Baylor) 

 

100 

幹細胞旗艦計畫  

期末成果 

幹細胞前瞻計畫  

新計畫書 

林榮耀院士 

唐堂     (中研院) 

陳瑞華 (中研院) 

鍾邦柱 (中研院) 

沈哲鯤 (中研院) 

Linheng Li (Stowers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 

Robert Sah  (UCSD) 

鍾正明院士 (南加大) 

Norio Nakatsuji (京都大學) 

Martin Pera (墨爾本大學) 

Rocky Tuan (匹茲堡大學) 

蔡明哲院士  (Baylor) 

99 
幹細胞旗艦計畫  

期中成果 

陳培哲 (台大) 

林榮耀院士 

鍾正明院士 (南加大) 

孫同天院士 (紐約大學醫學院) 



台灣幹細胞計畫執行成果 (Ⅰ) 

幹細胞整合型計畫歷年研究成果統計 

   1.共發表878篇論文 

國內期刊 3 篇 

國外期刊 547 篇 (一般88篇、重要459篇) 

研討會 322 篇 (國內74篇、國外248篇) 

著作專書 6 篇 

2. 專利 39 件 (含申請中 3 件) 

3. 已獲技轉金 310 萬元 

4. 舉辦學術活動 80 場 

 



台灣幹細胞計畫執行成果(Ⅱ) 

A. 基礎研究及未來應用   

1. 「疾病特殊化誘導式多功能幹細胞」有可能代替動物模式，
作為新藥物研發以及致病機轉探討的一大利器 

2. 在癌症治療有新突破，能藉單株抗體作為治療用之蛋白質
藥物，有效地對抗乳癌幹細胞，目前已獲台灣食物藥品管
理局（TFDA）核准進入第3期臨床試驗，並獲得多項專利 

3. 成功建立了「自誘導式多能性幹細胞分化具有功能性肝臟
細胞之方法」及「製備低或無排斥性異體(幹)細胞移植
物」，將有助於未來臨床組織工程再造 

4. 利用噬菌體顯現的胜肽庫及融合瘤方法，已尋獲能與胚胎
幹細胞專一性結合的標的配體及抗體 

列舉部分已發表重要研究成果： 



B.開發研究技術和工具 

1. 建立胚胎幹細胞之細胞庫與資料庫 

2. 建立單一細胞擴增mRNA與基因表達之技術平台 

3. 可維持人類胚胎幹細胞 不分化之滋養環境 
 

台灣幹細胞計畫執行成果(Ⅲ) 

列舉部分已發表重要研究成果： 



C. 培育研究人才 
1. 博士生89人、碩士生84人、大學生40人 

2. 博士級研究員34人、碩士級研究助理133人、學
士級研究助理20人 

3. 學生或助理畢業離職後就業情形 舉例如下：   

我國幹細胞計畫執行成果(Ⅳ) 
列舉部分已發表重要研究成果： 

姓名 所屬計畫 (PI) 身分 現職 

侯珮珊 前瞻一(錢宗良) 博士生 日本Riken博士後研究員 

張孜菁 前瞻一(伍焜玉) 博士後研究 中國醫藥大學臨床醫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邢恩瑋 前瞻一(劉俊揚) 碩士級助理 清大生物資訊與結構生物研究所博班生 

姚道禮 前瞻三(洪士杰) 博士生 台灣生技整合育成中心(Si2C)副研究員 

章家綺 前瞻三(洪士杰) 博士生 宣捷幹細胞生技研發人員 



D. 國際交流 
1. 101年兩岸生物醫學研討會 

2. 102年日本京都大學移地研究 

 

E. 幹細胞與倫理議題論壇 
1. 學術、法律、宗教專家與參與人員共同討論iPS

細胞的適法性及倫理道德議題 

2. 已舉辦三場 (99年台北、101年高雄、103年花蓮) 

3. 提供本論壇之會議紀錄給衛福部相關單位，希

望在訂定幹細胞研究之相關規範時做為參考。 

我國幹細胞計畫執行成果(Ⅴ) 
列舉部分已發表重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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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上科技研究與生技產業的大趨勢 
 

國內強烈的社會需求 
針對高齡化社會所面對的退化性／慢性 之失能疾病病患 
針對無適當藥物可用的疾病病患(例：第一型糖尿病、癌症…) 
 

法規環境與醫學倫理 

 

  

台灣發展再生醫學科技的理由 



各國挹注於幹細胞與再生醫學經費  
美國：2015年NIH補助再生醫學研究約253億台幣、幹細胞研究約420億台幣 

英國：補助來源包含BBSRC (Biotechnology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類似科技部)、MRC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類似衛福
部)、ESRC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 等，每年36億
台幣（2010年資料） 

中國：中國國務院於2006年發佈《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
(2006-2020年 )》，2012年06月中國科技部網站發佈「十二五計畫 

(2011-2015年) 」：幹細胞研究與其中五項（奈米研究、量子調控研究、
蛋白質研究、發育與生殖研究、全球變化研究）為 6 個國家重大科學
研究計畫。每年對幹細胞研究的投入約 15億台幣。最新規劃的「十三
五計畫(2016-2020年)」中，幹細胞研究仍然是國家重大科學研究計畫 。 

新加坡：2000年起，在幹細胞研究領域每年投入了超過 6億台幣的經費。近
期，A*STAR Singapore Stem Cell Consortium (SSCC) 將在五年間管
理政府提供的 22.5億台幣經費，提供給幹細胞相關的研究計畫。 

  

國際上科技研究與生技產業的大趨勢  



台灣必須面對的一個迫切問題:失能者的  
長期照護的需求 - 誰需要長期照護? 
 

1. 高齡化社會中的老年人 
 - 急遽增加的老年人口: 2015 年 12%。 
 - 70% 的老年人至少罹患一種以上的慢性病， 

    50% 的老年人至少罹患兩種以上的慢性病。 
 

2.   長期照護不是老年人的專利  
     - 長期照護比想像的更接近:長期照護病患中40%為失能的青中壯年病患。 
 
 
 
 
 
 
 
  

3.   震驚社會的災害 
   - 意外災害之後的另一種長期照護: 高雄氣爆/八仙塵暴下的燒燙傷患者。          

 
長期照護的積極作為: 讓失能者重獲機能 (regeneration)  

(%) 
40 

30 

20 

10 

國內強烈的社會需求 



再生醫學 (regenerative medicine):失能者的希望  

再生醫學 (regenerative medicine) : 
再生醫學的定義: “Regenerative medicine replaces or regenerates human cells,  tissue or  
organs, to restore or establish normal function”_Regen. Med. (2011) 6(3), 265–272 .“ 
「再生醫學目的在替代或再生人體細胞，組織或器官，以期恢復或建立正常的功能」 

 

再生醫學的核心: 幹細胞 
1. 利用幹細胞進行細胞治療:  

     修復受損與失能的細胞、組織與器官。 

2.  利用幹細胞作為探討疾病進程的新模式:  

     了解致病的原因，尋找新的治療方法。 

3.  利用幹細胞進行新藥的開發 。  

 

 

 

。 

<全世界已上市的細胞治療產品> <幹細胞治療可能治療的疾病> 

Multiple Sclerosis 

<幹細胞治療的臨床試驗> 

http://www.totalbiopharma.com/2013/08/20/regenerative-medicine-stepping-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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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與幹細胞醫療之進展與法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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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TFDA)  
2014/8           成立「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再生醫學諮議小組」 
2014 /9/17   公告「人類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試驗申請作業與審查基準」 
2015/7/13    公告「人類細胞治療產品查驗登記審查基準  
2015/10/2    公告「人類細胞治療產品捐贈者合適性判定基準 
 
衛生福利部 
2015/11/30  成立「衛生福利部再生醫學與細胞治療諮議會」 
2016/04/14  開放免疫細胞癌症恩慈療法 

Natur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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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治療臨床試驗計畫 基因治療臨床試驗計畫 

國內細胞治療臨床試驗現況 
新興生技產品臨床試驗申請案件分析 (99-105.5) 

案件類別 
受理件數 

(99~105.5) 

核准率 
(同意執行件數/總結案

件數) 

不准予執行率 
(不同意執行件數/總結

案件數) 

資料不齊退案率 
(退件件數/總結案件數) 

細胞治療臨床
試驗計畫 

55件 53% (25/47件) 23% (11/47件) 23% (11/47件) 



國內細胞治療臨床試驗現況 
(2016. 5) 

使用細胞類型 細胞治療科別 

2016 Taiwan TFDA 



Louise Joy Brown 

• in vitro fertilization  
     (> 600m people were made by IVF. ) 
 

•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s 
 

• patient's right  

July 25, 1978 

by Robert  Edwards  

Robert G. Edwards (1925~2013)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 vitro 
fertilization 

Cameron, conceived 
naturally,[ was born on 20 
December 2006 

 法規環境與醫學倫理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test-tube baby&source=images&cd=&cad=rja&docid=zuPNWMXdrpZp8M&tbnid=A780ehRkOe8bTM:&ved=0CAUQjRw&url=http://www.hps.cam.ac.uk/visibleembryos/s8.html&ei=-5LyUberD8uFlAWDyYDgAw&psig=AFQjCNG9239Qirv0_bQ_-8Gd5LzNK4bfyA&ust=1374938050299658
http://en.wikipedia.org/wiki/Louise_Brown


Hotel Transylvania 

尖叫旅舍 

http://www.animationmagazine.net/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Hotel-Transylvania-post-4.jpg


  

報告內容 
  • 幹細胞與細胞治療的國際現況 
 
• 台灣幹細胞計畫 重點發展領域 

 
• 台灣發展再生醫學科技的理由 

 
• 再生醫學科技發展計畫之規劃方向 

 
 



腦力激盪找出台灣幹細胞與 
再生醫學的研究利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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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位國內學研人員 

• 第四場： 105/1/22-23 (五、六) 龍邦僑園會館 

                          參與人員：40位國內學研人員、產業代表 

 

座談會廣徵民意與盤點利基 



    目前全球超過 500 家新興生
技公司參與細胞治療的研究，其中
約有 150 家生技公司進行幹細胞 
治療之研究。台灣也已成立多家生
技公司進行幹細胞治療之研究。 
    國內細胞治療臨床試驗 99- 
105年 共有 55 件提出申請，使用
包含間葉幹細胞、脂肪幹細胞、內
皮前驅幹細胞…等。   

 台灣自北、中、南已有十餘研究型大學 (台灣大學、陽明醫學大學、中興
大學、成功大學…)、醫學中心 (臺大醫院榮民總院、三軍總醫院…)與研
究單位 (中研院、工研院、食品所…) 從事幹細胞之研究。 

 因應台灣幹細胞之研究，相關學者已成立不同的學會做為學術與意見的交
流平台 
台灣幹細胞學會 成立於 2005年 
台灣再生醫學學會 成立於 2005年 
台灣細胞治療促進協會 成立2014年 

台灣幹細胞與再生醫學的競爭力 
 政策 

生技醫藥研發產業是新政府 520 
之後五大創新研發計畫之一 

 法規 
人類細胞治療產品臨床試驗申

請作業與審查。  
 人類細胞治療產品查驗登記審

查基準。 



回顧過去十年全球幹細胞研究成果與
推動國內幹細胞國家型計劃的結論 

• 過去推動「幹細胞國家型計劃」所累積下來的成果是國家社會
的重要資源。 
 

• 幹細胞治療在全球已有無數成功的例證: 正因為幹細胞治療成
功有具體的實例， 所以更需要深耕研究以瞭解分子層次的調
控機轉。 

 

• 再生醫學科技發展計畫，最具競爭力的部分在於細胞治療，此
部分應特別強化，方能成為產業。 
 

• 再生醫學與醫材有關的研究應該與科技部工程司協商分工進行
跨領域整合行。 
 

• 再生醫學研究不能只到 medicinal center 或 GLP lab，國內
研發團隊team應要和業界結合，提供適切的整合內容。 
 

• 希望幹細胞與再生醫學是立基於基礎與轉譯研究、能夠承接臨
床試驗，並且開展生技醫藥產業。 
 

 

 

 



The quality of the cells  
- GTP 
- pic/s GMP (pharmaceutical 
inspection co-operation scheme )  

Preclinical animal model 
- the potential of the  
  cells for therapy 
- Small animal model   
- Large animal model 

Clinical trail application 
- Indication 
- The results for cell mode 
- The results for animal model 
- IRB review  

研究團隊必須要從基礎-臨床以及產業  
[From B (bench) to B (bed side) and P (products); BBP]  

形成有效的合作 

Quality of 
cells 

Preclinical animal studies 
- prove the concept 

The project of clinical trail -   
informed concerned 

Review  -  
phamacology/ 
toxicology,  
CMC, Ethical issue 

Products  
in Cell therapy 

http://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www.coleparmer.com/Product/Corning_Cell_Culture_Flask_75cm2_Canted_Neck_Plug_Seal_Cap_Sterile_500_Cs/EW-01936-10&ei=yHIBVfqBAtWGuATA0YC4Ag&psig=AFQjCNFIhZAiLBHcUvNOrGcysecwCaTODg&ust=1426243467016085
http://www.oneyao.net/uploadfile/article/uploadfile/201103/2011030808585196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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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臺灣科技整體發展，包括新藥、細胞治療、醫療器材、
檢驗試劑、組織工程、奈米科技、精密機械等相關產業升級
與創新創業機會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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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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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北生醫園區及南港國家生技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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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相關產業升級。 

生技醫藥 





再生醫學科技發展計畫 
(4億元)(科技部*、衛福部、經濟部) 

• 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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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株具臺灣人人類白血球細胞抗原代表性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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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及園區人才及資
源，除發展細胞治療衍生之生技產業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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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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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技醫藥 



105.9 第三期整合型計畫期滿 

105.9 ~ 106.12   再生醫學研究專案計畫構想書 (107-110年) 

                           開始公告及執行橋接計畫 (以半年期) 

鼓勵形成全新的跨領域團隊 (20-30 個) 以腦力激                

蕩的方式，或討論的方式  來提出具體的構想書，
由下往上聚焦，以形成跨領域、整合性團隊 。 

105.9 ~ 106.12   評選 ：邀請國內外審查委員 (約10人) 進行評審，
舉辦發表會篩選補助 5-10 個團隊。 

推動時程之初步構想 



• 爭取預算!!! 
 

• 與科技部內其他司之協調。 
 

• 如何與其他部會 (衛福部和經濟部) 共同推動? 
  

• 公告先導型計畫的時程表? 

 

我們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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