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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再生醫學科技發展計畫  

摘要： 

再生醫學科技發展之目的在於探討替代或再生因先天缺陷、疾病、外傷和

老化所造成之受損人體細胞、組織或器官之方法，以期恢復或建立正常之功能，

其策略在於整合跨領域科技，包括藥物開發、基因治療、幹細胞移植、組織工

程，而其核心為幹細胞，包括 (1) 利用幹細胞進行細胞治療以修復受損與失能

之細胞、組織與器官；(2) 利用幹細胞作為探討疾病進程之新模式以了解致病之

原因，尋找新的治療方法；(3) 利用幹細胞進行新藥開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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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再生醫學研究隨著國際趨勢發展，許多大專院校及醫學中心均已設立

相關之幹細胞實驗室，此外部份財團法人亦設立了幹細胞保存及治療研究相關

設施。因此，國家科技前瞻規劃方向上，若能有效整合研究團隊與潛在之產業

鏈，國內之再生醫學與幹細胞治療在國際健康產業上將具有更佳之競爭力，亦

可同時帶動我國相關生技產業與智慧精密機械產業之發展。 

本計畫將配合政府之「5+2 方案」規劃推動跨領域之整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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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臺灣醫材產業領域強項，為未來精準醫學建構基礎，透過全球創投之鍵結

布局及在地創新聚落之營造，達到提升「人才、資金、智慧財產、法規環境、

整合資源、慎選主題」之效能，以期符合以創新研發為本之「亞太生技醫藥研

發產業中心」之目標。 

本計畫預期成效除將有助於提升我國幹細胞與再生醫學之國際學術水準及

尖端醫療技術外，更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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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未來之精準醫學與個人化醫

療國際市場需求，培養具國際競爭力核心高階跨領域人才，並同時提升臺灣相

關產業領域之研發能力，進而拓展未來國際健康產業市場，為臺灣在全球化經

濟佔得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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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政策依據及重要性 

 

1. 政策依據 

(1) 政府105年提出綠能、國防資安、智慧機械、生技醫藥、亞洲矽谷等五大

創新產業，其中「亞太生技醫藥研發產業中心」以建置台灣成為亞太生

技醫藥研發產業重鎮為目標，因應高齡人口結構和產業發展趨勢改變，

發展特色重點。再生醫學及誘導多功能幹細胞（iPSC）研究乃為轉譯創

新研究及解決高齡社會問題的方案之一，符合重點推動項目。 

(2) 細胞治療為現行「亞太生技醫藥研發產業中心」規劃之推動焦點領域之

一，亦為「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3條研議修正之擴大範圍之一。本

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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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05年9月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議結論指出再生醫學技術快速發展中，

藥事法無明確界定新興生技醫藥產品（如tissue engineering product），建

議完善相關立法。 

(4) 我國已於今年（民國105年4月14日）修正人體試驗辦法，新增第三條之

一，調適細胞療法管理之規定。但綜觀國際醫療之發展和國人之需求，

實有深刻分析、調查國際和我國之差異，並規劃相關計畫之必要，以增

進國內相關疾病病友之福祉。 

(5) 「臺灣生技醫藥在地創新群聚規劃」之共享資源網絡包含本計畫合作之

南港生技園區、竹北醫材研究園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南部科學工業

園區。其中南港生技園區更將再生醫學列為重點發展項目之一（圖1）。 

(6) 「亞太生技醫藥研發產業中心」政策之六大行動方案之人才面相規劃：

1) 積極培訓轉譯醫學研究人才；2) 鼓勵學研人才參與新創公司；3) 平

衡產學人才之穩定供需；4) 協助企業競逐全球生醫研發人才；5) 促成基

礎與臨床專家之合作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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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南港國家生技園區之轉譯創新研究及育成中心將再生

醫學（包含癌症幹細胞及誘導多功能幹細胞等）研究

列為研發重點 （圖片來源：亞太生技醫藥研發產業中

心政策簡報） 

 

 

2. 計畫主題 

(1) 跨領域研究（生醫、工程、人文） 

配合國家發展政策，推動各項再生醫學基礎研究，整合細胞治療及再生醫

學之生醫、工程、人文跨領域相關研究及資源；建立臨床研究資料庫與資

料分析處理；推動細胞治療及再生醫學之基礎與臨床轉譯醫學研究。 

(2) 法規及產業管理機制 

研究國際管理法規與調查國內病友現況，增進民眾福祉、提高國人健康。 

(3) 產品技術資料諮詢輔導 

建立產品化技術諮詢輔導系統，提供符合法規、穩定及高品質之臨床級細

胞和技術，並推動與細胞治療及再生醫學之臨床試驗。 

(4) 產學鏈結 

規劃建立產學鏈結平台，包含園區及法人之橋接。 

(5) 倫理、法律、社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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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內多數再生醫學相關研發尚處於研究與試驗階段，然而在媒體報導

渲染之下，可能造成社會大眾對於相關研發不正確與過高之期待。尤其在

未管制情況下，坊間以各種手法誇大、不實地向民眾廣告與行銷，甚有幹

細胞治療旅遊之亂象。因此有關醫學人文及管制機制之研究等對社會影響

極大之重要課題，以及本計畫在推動過程中所可能衍生「倫理、法律、社

會議題與衝擊」，均納入本計畫重點主題，進而提供國內相關諮詢、建言、

公眾參與，進一步形成具體規範與政策。 

(6) 國際合作 

強化國際合作，推動國內法規及管制機制與國際接軌，同時促進國內外細

胞治療與再生醫學相關產學合作之機會。 

(7) 人才培育 

在各項主題下，培養生醫、工程、醫學倫理、法規管理等專業研究人才，

提升國家競爭力。 

 

 

 
 

圖2：再生醫學科技發展計畫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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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計畫定位 

過去十年間，國內學研界於再生醫學領域已累積了相當良好之基礎，各單

位已建構適當之軟硬體設施。同時在衛生福利部努力下，相關法規也正在積極

修訂中。本計畫規劃推展所涉專業領域多元，屬跨領域及跨部會之合作計畫；

配合政府「亞太生技醫藥研發產業中心」政策之研發重點，將有效整合各部會

資源，齊力推動我國再生醫學及細胞治療研究與衍生產業之發展，進而帶動國

內經濟成長。 

本計畫將由科技部及衛福部出發，充分借重園區和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國家實驗研究院及國內已成立之細胞醫療促進協會、臺灣幹細胞學會、臺灣發

育生物學會及再生醫學會等組織），並在經濟部之協助下，連結學研界與產業界

之間之合作，並藉此銜接國際，引進新知與技術（圖 3）。本計畫規劃之推動方

式，不論是投注在學研單位或是法人之相關資源，均將以「提供釣竿而不提供

魚」之概念出發，鼓勵受補助單位規劃永續經營未來。 

目前國內精密機械產業、資通訊產業及醫材產業均蓬勃發展，且廠商亦積

極尋求生醫研究合作機會，臺灣正處於適合強力推動跨領域再生醫學研究之關

鍵時刻。此外，因應高齡社會所面臨之各種問題，本計畫將基礎生醫研究連接

至臨床轉譯醫學進而推向產業化之發展，將使臺灣再生醫學相關研究、法規均

能與國際接軌，從而衍生之相關產業更具有國際競爭力，提升國家整體經濟發

展與國民健康福祉。本計畫之推動刻不容緩，並具有獲得穩定科技經費支持之

高度必要性。 

國內法人單位有工研院，食品工業研究所已建制 GTP 細胞實驗室，並提供

租借做為廠商育成中心之用。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台北醫學大學，榮民

總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高雄醫學大學均已設置 GTP 細胞實驗室。這些已建設

之國家資源，都將可提供本計畫發展之合作。在國內細胞治療臨床試驗方面，

99 至 105 年 5 月間，TFDA 已受理 55 件申請案件，合準率約 53%，國內相關細

胞治療產業之廠商，例如臍帶血寄存公司，相關細胞產品分析、檢測公司、設

備平台公司已有上百家，而在細胞治療促進協會，經審查通過參與會務活動的

廠商已有 16 家，活絡進行中。 

本計畫將協調各單位進行再生醫學研究之跨領域策略規劃、資源配置、執行

管理及跨領域人才培育等相關事務，並開發前瞻性技術，以建立研發平台及推

動生技產業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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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學研界依發展特色藉由與法人及園區橋接合作，

與產業界銜接完成上、中、下游之科技發展 

 

4. 計畫重要性 

臺灣正面臨人口結構快速變遷之嚴峻挑戰，老化對於未來臺灣社會及國民

健康福祉造成巨大影響，可能帶來國家醫療資源之嚴重負擔。再生醫學的發展

與國民健康、生活品質以及產業經濟等，具有極為密切之關係。 

本計畫將以臺灣先進醫療技術及醫材等發達產業為利基，進行再生醫學及

相關產品之研發、培育專門人才。本計畫將整合國內的研發能量，全力發展幹

細胞治療於再生醫學研究及再生醫療相關產業。藉由研究以減緩/降低社會成本

之支出，未來亦將加強與臨床及業界之合作，強化專業知識技術、臨床應用與

產業研發整合之重要性，提升我國在幹細胞治療及再生醫學領域之研發潛力，

提升生技相關產業，增強國際競爭力。 

本計畫之推動將有助於我國相關產業與研究單位了解國際再生醫學發展現

況，同時以產業圈、學術界、民間組織和主管機關四個層面進行調查分析，了

解各國在每個層面之運作型態。 

人類細胞治療產品快速成長且具有多樣性及特異性，難以用單一法規來適

用所有產品；因此，研發者應儘早諮詢法規單位，將法規考量納入研發佈局策

略。本計畫將藉由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已經建置之諮詢輔導能量，協助研

究者與廠商剖析類似產品之風險利益評估和核准考量，辦理人類細胞治療產品

臨床試驗計畫應備技術資料品質完整性，讓符合國際標準之新興生技藥品及再

生醫學產品及早進入人體試驗重要階段，增進醫療迫切需求產品之可近性。 

幹細胞與再生醫學研究與產業發展一直是政府科技政策藍圖中之重要部分，

也備受學術界之重視，然而其技術難度、精細度、成本均高且耗時長，若缺乏

足夠資源與長期投注，難有所成。比較鄰近國家如韓國及新加坡，我國在幹細

胞與再生醫學領域之投資相距甚遠，遑論與日本或中國大陸相比。然而，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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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四十年來已培育出為數可觀之基礎與應用科研人才，既有半導體與精密工業

基礎甚厚，再加上我們完善且高品質之醫療照護系統，臺灣在幹細胞與再生醫

學領域仍大有可為。 

 

(二)計畫目標及預期效益 

1. 計畫全程目標及預期效益 (具體亮點成果、實質產業及社會效益等) 

(1) 計畫目標 

本計畫將以跨領域、跨部會合作整合之方式，帶入新的觀念與技術

來解決再生醫學及細胞治療研究及產業所挑戰之問題；結合基礎與臨床

研究，形成完整之轉譯醫學研究團隊研究現代醫療面臨之挑戰；期望能

創造高科技、知識型之新興產業。計畫目標如下： 

 

1) 研發及管理資源整合及運用 

本計畫規劃以整合型計畫之推動模式，鼓勵學研單位與法人、園

區合作，具跨部會合作之意涵。第一階段在科技部內結合生科司、工

程司及人文司跨領域共同推動，第二階段跨部會與衛生福利部及經濟

部整合，多面向切入探討再生醫學之可行性、合法性。並將學研界藉

由法人機構（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衛生研究院、生物技術中心、工

業技術研究院及醫學中心等）及科學園區（如中部科學園區、南部科

學園區）、竹北生醫園區及南港國家生技園區等連結到產業應用面。 

本計畫將提出研究報告書和政策建言，內容包含各國之管理體制

比較分析；國際再生醫學發展之趨勢；它國與我國之病友現況和需求；

各國和臺灣之民間團體協力溝通模式；我國相關機構與專家意見等。

預期本計畫之報告可有助於完善我國再生醫學科技之管理，同時替未

來多變之新興生醫科技管理方法建構一套研究與管理模式；並且本計

畫之研究亦有助於國內企業了解再生醫學國際法規和發展趨勢，有助

於企業針對自身專才發展出有利之商業模式。 

未來的研發方向將利用國內的已有優勢及利基的領域，包含：  

 結合智慧機械、組織工程及 3D 列印研究，製備智慧型細胞擴增微

載體，結合生物反應器與自動化培養及監控系統提供一仿生環境，

以進行細胞大量增殖，用於藥品研發測試等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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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模擬細胞分化及發育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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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再生修復。 

 建立疾病模式（Disease models）與藥物開發之平台，找尋最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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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疾病致病機轉及篩選藥物。配合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Taiwan 

Biobank）及生技醫藥國家型計畫之後續工作，整合臺灣主要 iPSC

團隊，推廣利用 iPSC 平台之藥物篩選，建立具臺灣人人類白血球

細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 HLA）代表性之 iPSC 幹細胞

庫，利用此細胞庫中 iPSC 幹細胞衍生之心肌細胞、內皮細胞與肝

細胞來開發高效能之藥物篩選組織晶片，並完成約 900 種美國

FDA 核准上市藥品與治療性抗體之心臟與肝臟毒性測試。或儲存

子女的健康細胞，研發細胞治療方法及產品，未來將應用於長者

之黃斑部退化及白內障等老年疾病。 

2) 結合國內產學優勢進行產業創新 

人類器官組織再生修復能力不足，而且（移植用）器官來源少，

許多老年人之器官衰竭退化及相關疾病均有賴再生醫療之持續努力，

為高齡社會此類疾病提供治療可能性，對尚無適當藥物可用之疾病病

患提供治療希望。再生醫學為國際推動生技製藥產業之新趨勢，細胞

治療之商品陸續上市成為新興之醫療產業，市面上亦研發客製化幹細

胞株提供新藥篩選之新平台。國內擁有世界上極先進之臨床醫療技術，

且在周邊神經或是心臟細胞受傷之修復等研究領域，擁有多項臺灣、

美國、及歐洲專利。再生醫學的目標是解決目前醫療尚未能提供有效

治療的疾病，另一新的治療策略，並藉以帶動生醫相關產業。如何利

用本計畫之執行，橋接基礎研發能量至臨床治療或相關生技產業，將

人才應用到產業界，為重要之科技發展目標。 

本計畫將配合政府之「5+2 方案」規劃推動跨領域之整合。例如：

在植牙之臨床運用面，已可利用幹細胞與組織工程結合牙根醫材之發

展，解決老人口腔醫療之需求，並拓展臺灣生技產業之加值運用。在

骨骼/關節退化之老年疾病方面，我們也可嘗試利用幹細胞研究結合石

化高值化之材料科學，開發 3D 列印之組織工程技術，製作符合個人

化醫療之模組。亦可配合智慧機械之發展主軸，與精密儀器、電子產

業結合共同研發自動化、智能化之生物反應器及精密再生醫療器械與

診斷設備。 

對於推動研究成果進一步產業化之輔導工作項目將包含由財團法

人醫藥品查驗中心提供人類細胞、基因和組織工程治療產品、新興生

技藥品等再生醫學產品臨床試驗計畫或其變更等申請所需技術資料相

關專業諮詢與建議，確認相關產品研發之技術規格達到法規管理門檻，

有效提升完整技術文件之品質，促進新興生技藥品及再生醫學產品研

發之國際水準，發展細胞治療衍生之生技產業，成為帶動臺灣經濟成

長之產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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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配合計畫執行策略，如：案源篩選及人才培養，除發展細

胞治療及其衍生產業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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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產業整體發展。 

本計畫將結合臺灣醫材產業領域及資通訊產業強項，為未來精準

醫學之應用建構基礎，透過全球創投之鍵結布局及在地創新聚落之營

造，達到提升「人才、資金、智慧財產、法規環境、整合資源、慎選

主題」之效能，以期符合以創新研發為本之「亞太生技醫藥研發產業

中心」之目標。 

3) 教育訓練 

結合學研單位與醫學中心以再生醫學人才訓練中心模式，系統式

地訓練產業需求之技術專業人員。每年至少培育 50 位研究人員，包含

博士後研究員、專任助理、碩博士生。在學研單位及醫學中心計畫執

行部分，將以培育實際參與執行研究計畫之人員、厚植相關領域研究

人力、為產業需求建立良好基礎為目標。在法人及園區計畫執行部分，

將充分與產業結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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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協調再生醫學研究倫理及調適法規 

再生醫學研究及細胞治療及之倫理、法律及社會議題（Ethic, Legal 

and Social Issues , ELSI）在各國受到熱烈地討論。如日本於 2014 年通

過藥事法修訂案，新細胞療法產品只要證實安全性與可預測之療效，

即可獲得主管機條件核准；並於 2015 年通過再生醫療促進法，透過跨

部會整合，將細胞治療及衍生健康產業視為國家經濟發展重點，使再

生醫學政策迅速且順利地推動，而當地再生醫療產品之上市審查時間

可望自 7 年縮短為 2-3 年（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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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日本 2015 年通過再生醫療促進法，再生醫療產品

的上市審查時間可縮短為 2-3 年（圖片來源：日本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ssociates Co., Ltd.網站） 

 

由上可見，法規為我國推動再生醫學急起直追之關鍵。我國現行

法規，適用於治療、診斷及診斷疾病之依據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頒布之「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及 2002 年「人體細胞組織優良操作

規範」。細胞及組織治療產品之管理依循為「藥事法」及食藥署於 2014

年 9 月公告新修訂之「人類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試驗申請作業及審查基

準」。2016 年 4 月衛生福利部公布「人體試驗管理辦法」修正案，增

訂第 3 條之 1，有限度開放附屬計畫，經評估無安全疑慮後，放寬嚴

重疾病患者接受治療方案，使癌症免疫細胞治療較有彈性。食藥署於

2014 年成立「再生醫學諮議小組」，負責細胞治療法規諮詢及臨床試

驗審查。綜觀而言，雖然相關法規有逐步開放之趨勢，但仍缺乏明確

之母法。本計畫將架構社會溝通平台，充分整合臨床醫學與社會大眾

意見溝通，並研析國際相關法規，擬訂適合臺灣社會福祉需求相關法

規。 

(2) 預期影響及效益 

本計畫配合新政府規劃五大創新產業研發施政重點策略目標，致力

於再生醫學研究，涉及基礎生醫研究、臨床醫療上之細胞治療應用及人

才培育等方向，為國家、社會、企業帶來利益，更為臺灣下一代生技人

才鋪路，與國際接軌拓展機會。 

1) 促成跨領域溝通及對話  

養成 4-6 個國內跨領域、跨單位之再生醫學研究團隊，網羅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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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研究人才。針對未來之精準醫學與個人化醫療國際市場需求，除

培養創新創業人才外，規劃以產業在職培訓具國際競爭力高階人力資

源，達到提升國內相關產業升級與跨領域發展之目標。 

2) 提升醫療品質、增進人民福祉 

再生醫學研究及細胞治療之臨床應用所費不貲，即使在幹細胞研

究先進之日本亦不例外。日本京都大學附設醫院細胞治療中心主任前

川平教授（Professor Taira Maekawa）曾提及以幹細胞治療糖尿病患者

每次療程至少耗費三百萬日幣，且不能保證一次療程即可成功，有些

人經過兩三次療程亦不見得有成效。目前臺灣非健康保險給付範圍內

之細胞療法，若每次療程需新臺幣一百萬元，且並不保證一次即可療

癒康復，實屬非一般民眾可負擔之昂貴治療。細胞治療研究若能突破

臨床應用技術之限制，不僅可提高治癒率，亦可減少患者之龐大醫療

費用付擔，另一方面，也可使健保支出降至最低，提升健保之效益。

透過基因與細胞療法之結合，有助於未來之臨床前測試及臨床試驗之

驗證。而面對未來個人化醫療所需之精準醫學，亦奠定基礎。 

3) 蓄積國家社會安全資源 

配合臺灣醫療體系在社會安全及災害防救扮演重要之角色，例如

2015 年八仙樂園粉塵爆炸事故中，自體幹細胞治療提供傷患皮膚之再

生。本計畫將整合細胞治療或幹細胞資料庫，適度與臺灣人體生物資

料庫橫向聯繫整合；掌握與推廣疾病模式之多潛能幹細胞（iPSC）庫

存及潛在產業運用；配合衛生福利部健康雲巨量資料運用，針對細胞

治療與相關再生醫學臨床案件統計分析，研擬可行之健康產業運用模

式並提出政策建議。由於臺灣居民人種之基因背景與組織型態十分多

元且複雜，卻也因此涵蓋相當大範圍南島語系、華人、甚至西方人種

血統，因此具有亞太人基因與組織型代表性。開發組織晶片上帶有具

代表性之臺灣人 iPSC 幹細胞衍生之細胞（例如心肌細胞、內皮細胞與

肝細胞），可藉此反映臺灣人獨特遺傳背景，探討臺灣族群疾病生成之

致病機轉研究。 

4) 輔導學研界將研發成果創造經濟效益 

預期本計畫每年申請國內或國外之專利至少 2 件，加強促成計畫

執行學研單位與產業界密切合作與技術轉移，期能逐年增加技轉數。

本計畫規劃之幹細胞治療與再生醫學研究技術藉由跨領域合作，帶動

其他傳統材料化工或精密機械產業，落實「產、官、學、研」策略聯

盟之跨領域合作機制。將輔導所補助之學研機構管理研發成果智慧財

產權，吸引創投業注入資金。京都大學對 iPS 細胞之智慧財產權策略，

其營運之 iPS Academia Japan, Inc.公司負責 iPS 細胞相關之專利管理，

目前已提供授權給全球約 60 家製藥公司和相關企業，實現 iPS 細胞實



12 

用化之目標之外，吸引資金來投入更多之研究及產品研發（圖 5）。本

計畫鼓勵臺灣學研單位可參考京都大學控股公司概念，規劃申請成立

專利管理單位，配合最新科技基本法之鬆綁，管理研發成果之專利和

技轉事務，讓學研單位本身與產業受惠。 

 

 
圖 5：京都大學、專利管理公司（iPS Academia Japan, Inc.）及

吸引投資之架構（圖片來源 iPS Academia Japan, Inc 網站） 

 

5) 開展產業及投資 

目前生技產業公司開發之細胞治療包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包

括心肌修復與血管修復）、脊椎神經傷害、中樞神經系統疾病（帕金

森氏症與老年癡呆症）、血液疾病、骨組織、皮膚方面等之應用。據

日本經濟產業省推估，山中伸彌（Shinya Yamanaka）教授奠定的 iPSC

細胞研究和後續投資打造之日本再生醫學產業，將在 2020 年達成 9.5

億美元規模，2030 年時成長為 10 倍。同一時期之國際市場規模預計

也可達 1,200 億美元，如免疫細胞、血液產品和心臟細胞等衍生產業

也將隨之蓬勃發展。在臺灣，糖尿病人口約 2 百萬人，其引發肢體缺

血症造成之截肢率約 0.5%（約 1萬人），若預估療程費用 60萬元/病患，

臺灣潛在糖尿病截肢患者市場約 60 億元。因此本計畫將集中發展再生

醫學研究主題，促進醫療水準及生技產業之快速發展，對國人民生福

祉及我國經濟發展發揮關鍵性作用。為吸引國際創投業關注，政府在

人才、法規及基礎研發之持續投入是有其必要的。本計畫將發揮臺灣

醫療在國際地位之優勢，推動相關健康產業之研發，必能引導國內外

創投業者之興趣，促成資金之匯流，進而提振臺灣產業。 

從商業角度而言，帶有臺灣人代表性細胞之組織晶片將能應用於

高效能新藥篩選、療效測試、藥物毒理作用前測試平台與個人化醫療

（personalized medicine）。再配合臺灣一流之醫療體系與健康照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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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推動這個臺灣組織晶片計畫完成，不僅將促進本國生技與醫療產

業發展，更能吸引國際大藥廠與國際頂尖研究機構要求合作，奠定臺

灣在生物經濟領域基礎，甚至超前領先。 

6) 促進國際交流合作 

每年固定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與產業科技研發觀摩會議，預計每

場次可邀集200人次以上參與。學研單位藉此引進國外相關最新技術，

研判智慧財產產業佈局，除加速精進我國在幹細胞與再生醫學等科技

研發水平外，而在法人部分可藉此協助產業慎選主題，依據既有特色

強項尋求最大產業利基。 

7) 專才培育及大眾科學教育推廣－讓民眾有感 

規劃出版專輯及文宣活動，傳達正確之細胞治療與再生醫學知識。

幫助國民了解現今國際幹細胞研究及其他細胞治療實際應用於再生醫

學實例，期能建立全民健康概念，達到 4P 醫學之一預防醫學之目標。

民眾對於關心未來之健康與政府投入之資源能夠連結在一起，讓政府

投入科技發展之資源更具邊際效應。且本計畫會在第一年中期時舉辦

相關論壇，其內容包含初步計畫成果發表；產業、學術、民間組織和

主管機關會後座談；民眾參與等，藉此匯集收攏人民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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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績效指標 (選填具重要意義之績效指標) 

選填 績效指標 量化指標 質化指標 

 A 論文 每年發表 20 篇以上論文

於國際重要期刊。以發表

於該領域排序前 5%之期

刊為首要目標，以提升我

國研究水準及國際知名

度。 

 

（醫事司：至少 2 篇碩士

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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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需求、培

育制度與缺口比較等比較分析。 

 

（醫事司：電子論文完成時必須

立即公開於中華民國碩博士論文

網。） 

 B 研究團隊養成 養成 6-12 個國內跨領

域、跨單位之幹細胞及再

生醫學研究團隊，網羅國

內優秀研究人才，投入幹

細胞研究與產品研發。 

 

（醫事司：至少組成 1 個

研究團隊。） 

科技部： 

藉由團隊內不同單位及專業領域

的合作及意見交流，整合國內幹

細胞研究資源，集中幹細胞研究

能量，達到提升國內幹細胞及再

生醫學研究發展之目標。 

 

並積極跟國家實驗研院儀器科技

研究中心合作，製作系統原型

機，並與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

院實驗動物中心合作，進行大型

動物實驗。 

 C 博碩士培育 每年至少培育 50 位研究

人員，包含博士後研究

員、專任助理、碩博士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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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學研單位與醫學中心以再生

醫學人才訓練中心模式，系統式

的訓練產業需求之技術專業人

員。 

 D 研究報告 本計畫研究人員每年參

與國際研討會報告或發

表海報 10 場次以上，藉

由參加國際研討會積極

與世界各國研究學者進

行交流，並透過海報發表

或報告提升臺灣在國際

研究之能見度。 

提升論文被引用次數；促成國際

合作。 

醫事司：本計畫結案時，

至少提出 2 份研究報

告，1 份出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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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需求、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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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制度與缺口比較等比較分析。 

可和 AA 項「決策依據」結合。 

出國報告請針對訪查之結果撰寫

摘要報告，內容可針對該國之法

規、學術發展、民間組織參與型

態與成效等。出國報告不侷限文

字形式，需在返國後三個月內以

易於利用之形式上網公開，並無

償提供民眾使用 

 E 辦理學術活動 每年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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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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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辦理國內、雙邊或國際之研討

會 workshop 、 學 術 會 議

symposium 、 學 術 研 討 會

conference、論壇 forum 次數。

出版論文集數目。 

2.引進國外技術。 

醫事司： 

辦理一場公眾論壇。 

醫事司： 

論壇主軸為發表本計畫之過程，

需邀請本國產業、學術、主管機

關和病友代表和一般民眾進行對

談。至少邀請 12 名對談代表，與

會民眾或各界人士至少 150 人。

全程需直播（需有線上餐與討論

機制）並錄影並有書面記錄。 

論壇所產出之知識，須以網路易

於利用之形式於結案前公開，並

且無償供民眾使用。 

 F 形成教材 1 份 製作再生醫學教材，提供各級學

校使用。 

 G 專利 預計每年申請國內或國

外之專利至少 2 件 

加強與產業界合作之技術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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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技術報告   

 I 技術活動   

 J 技術移轉 1.初期預估補助之計畫

每一期（2-3 年）平均

技術移轉至少 1 件。 

2.技轉金待受補助研究

計畫確定後，依可行性

調整數量 

1.期能逐年增加技轉數。 

2.研究成果將技轉給國內相關生

技公司或成立新創公司繼續發

展。 

 K 規範/標準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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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促成廠商或產業

團體投資 

 提供再生醫學產品臨床試驗計畫

或其變更等申請所需技術資料相

關專業諮詢與建議，確認相關產

品研發的技術規格達到法規管理

門檻，促進新興生技藥品和再生

醫學產品研發之國際水準，成為

帶動臺灣經濟成長的產業之一。 

 M 創新產業或模式

建立 

1.新創事業 4 家公司 

2.產業創新轉型 4 家 

鼓勵形成新的產業，利用台灣已

有之利基，可進行之項目如下： 

1.利用幹細胞與組織工程結合牙

根醫材之發展，解決老人口腔

醫療之需求，並拓展台灣生技

產業之加值運用。 

2.可配合智慧機械之發展主軸，

與精密儀器、電子產業結合共

同研發自動化、智能化之生物

反應器及精密再生醫療器械與

診斷設備。 

3.利用幹細胞研究結合石化高值

化的材料科學，開發 3D 列印之

組織工程技術，製作符合個人

化醫療之模組。 

 N 協助提升我國產

業全球地位或產業

競爭力 

國際合作案 3 件 1.將輔導所補助之學研機構管理

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吸引創

投業注入資金。資金將可用來

投入更多的研究及產品之研

發。 

2.使法規、研發、產業面與國際

接軌。 

 O 共通/檢測 技術

服務 

輔導廠商或產業團體（品

質保證、技術標準認證、

實驗室獲得認證數、申請

與執行主導性新產品及

關鍵性零組件等件數、家

數、配合款）；技術操作

教育訓練（次數、人次）

作業準則之技術服務、輔

導、講習（次數、人數）；

提供國家級校正服務（件

數） 

個人獲得相關專業證照（人次）、

衍生之國家/國際證照（項數） 

 P 創業育成 輔導研發團隊創業 3 家

公司 

 

 Q 資訊服務   

 R 增加就業 1.培訓產業高階管理人

才 5 人 

1.計畫執行單位 (包含各學研機

構、法人及政府單位) 提供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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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加就業機會 30 名 機會 

2.協助年輕人學得專業技能、提

升其就業之可能性 

3.提高薪資待遇為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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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技術服務   

 T 促成與學界或產

業團體合作研究 

產學研合作案 5 件 建立產學鏈結平台，由園區及法

人橋接學研界及產業界。 

 U 促成智財權資金

融通 

  

 V 提高能源利用率   

 W 提升公共服務 1 件 大眾科學教育推廣，規劃出版專

輯及文宣活動，進行細胞治療議

題之釐清。幫助國民了解現今幹

細胞及其他細胞治療之實際應用

例子，減少民眾被坊間部份誇大

之細胞治療廣告誤導之可能性。

期能建立全民健康概念，達到 4P

醫學之一預防醫學之目標。 

 X 提高人民或業者

收入 

  

 Y 資料庫 1 件 1. 加速資料庫整合服務 

2. 提升資料庫之資料量與查詢

介面方便度 

 Z 調查成果 醫事司： 

至少完成 2 份調查結果 

科技部： 

配合相關學會做年度調查，內容

包含  (1) 細胞治療之臨床試驗

案件數、(2) 疾病 iPSC 庫存及使

用情形 

 

醫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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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查需搭配有速錄師，確保有詳

實紀錄的逐字稿和簡要紀錄的摘

要稿。 

調查結果請於調查結束後三個月

內，以易於使用之形式在網路上

公開，並無償提供民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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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 決策依據 醫事司： 

本計畫結案時，至少提出

2 份決策依據。 

1.架構社會溝通平台，充分整合

臨床醫學與社會大眾意見溝

通，並研析國際相關法規，擬

訂適合臺灣社會福祉需求相關

法規。 

2.醫事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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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可和 D 項「研究報告」結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