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亮點成果

生醫方案透過科技計畫之執行已於人才培育與延攬、強化園區基盤、推動國際合作

與帶動國產品拓銷等面向展現成果，並藉由政策工具優化法規及投資環境，說明如下：

( 一 ) 完善生態體系

1. 跨域產業人才培育及延攬，支應產業升級、轉型及優化

為弭平產學落差，支應產業升級、轉型及優化所需專業人才，教育部「生

醫產業與新農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培訓輔導 502 組團隊，其中 23 組團隊成

立 22 家公司；科技部「臺灣生醫與醫療器材轉譯加值人才培訓計畫」培訓 244

團隊、成立新創公司 21 家；科技部「臺灣—柏克萊 / 史丹福醫療器材產品設計

之人才培訓計畫」促成 11 家新創公司成立，其中 2 家登錄興櫃；科技部「育苗

計畫」及「價創計畫」共促成 28 家新創公司，募資超過 24 億元。

科技部「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媒合 444 位博士級人才進入

生醫產業；經濟部「臺灣—默克生技製藥產程研發暨培訓合作計畫」導入國際

生醫產程技術課程，並進行實際生產演練，培育逾 500 人次高階生技醫藥人才。

為延攬外國高階人才，107 年 2 月國發會施行「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

鬆綁外國人才來臺及留臺工作、生活各類法規限制。迄 109 年底已核發 1,945

張 ( 含生醫 22 張 )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就業金卡。

2. 透過立 / 修法推動新興產業發展

為協力新興產業發展，經濟部工業局 106 年公布「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

第 3 條修正，放寬高風險醫材之適用範圍，並增定如精準醫療、細胞治療、基

因治療等「新興生技醫藥項目」，促進產業創新，截至 109 年底總計 17 家公司、

22 項產品受惠。

衛福部 107 年 9 月 6 日發布施行「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

使用管理辦法」，優先開放醫療機構為癌症、大面積燒燙傷、退化性關節炎等

重症病患或高齡者施行特定的 6 項細胞治療，推動再生醫療發展。迄今已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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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件細胞治療技術施行計畫，造福國人健康。

衛福部 107 年 12 月公告施行「精準醫療分子檢測實驗室檢測與服務 (LDTS)

指引」，提升國內精準醫療分子檢測實驗室檢測與服務品質，促進精準醫療產

業發展。肺癌標靶藥物之伴隨式 EGFR 基因檢測 IVD 及 LDT 已納入健保給付，

提供實質誘因。

3. 優化投資環境，促進營運成長與資金募集

為協助生醫產業以科技事業上市櫃，107 年經濟部工業局與櫃買中心協調

加速審查時程，從原先的 6 個月到 1 年，縮短為 3.5 個月完成。截至 109 年底

我國上市櫃及興櫃之生技公司共有 182 家，其中獲得經濟部推薦函之家數計有

42 家。

106 年金管會發布放寬銀行轉投資創投事業規範，認定創投事業為金融相

關事業，放寬持股比率上限 100%。截至 109 年底「生技醫藥產業」放款為新

臺幣 3,719 億元，較 108 年同期增加 363 億元。金管會督導櫃買中心之創櫃板，

106 年至 109 年度計 167 家，其中 31 家為生技醫療產業。

國發基金運用「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加強投資策略性製造業

方案」、「產業創新轉型基金」、「創業天使投資方案」等政策工具投資不同

發展階段之生醫產業，帶動民間資金投資與併購。

( 二 ) 整合創新聚落

1. 建置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國家生技研究園區於 107 年 10 月 15 日落成啟

用，以建構完整之研發、技術服務及商品化等一條龍之新藥研發產業鏈，

推動新創服育與國際合作，強化生醫產業之國際鏈結與創新。創服育成中心

(BioHub) 推動新創服育，截至 109 年底已有 20 家公司完成簽約、11 家企

業進駐；在國際合作方面，與跨國藥廠安進 (Amgen) 合作打造全球第一所

安進學院培育國際生醫人才、與國際藥廠阿斯特捷利康公司 (AstraZeneca)

共同推動「國際生醫加速器合作計畫」輔導新創商化，並與日本湘南健康創

新園區 (Shonan iPark) 結盟，攜手打造亞太創新生醫研究生態圈。國研院

動物中心進駐國家生技研究園區，提供客製化動物試驗技術及研發試驗服務；

因應 COVID-19 防疫產品開發需求，建立感染動物模式，提供產品開發所需

服務。

2. 強化醫療場域與產學合作，新竹臺大分院生醫醫院竹北分院已正式開幕，為

桃竹苗 370 萬在地民眾提供醫療服務，並提供周邊生醫廠商進行轉譯醫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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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試驗之場域，引導醫療服務與周邊支持性產業發展。第二生技大樓提前

竣工取得使用執照，截至 109 年 12 月底止業核配予 20 家廠商、41 單位。

第三生技大樓已於 110 年 1 月底契約開工，將可提供 50 單位生技標準廠房

供租用，預估可再創造約 900 人就業機會，帶動 75 億元投資。

3. 精進園區拓銷與扶育機制，南部科學園區設置「智慧生醫旗艦館」，以智慧

生醫為主軸整合軟硬體設施，展示聚落廠商之產品，並提供商務洽談空間及

教育訓練場地，同時以「新創醫療器材加速器 (TransMedx)」持續輔導臺灣

醫材新創公司成長及募資。107 至 109 年間於 7 家醫學院校 ( 高醫、陽明、

臺大、北醫、中山醫，成大、國防醫 ) 設置骨科跟牙科教學中心，透過教育

深根增加國產品之臨床信賴，並鏈結國際學研醫機構，導入科技部南科管理

局醫療器材產品教學以拓展市場。

( 三 )  連結國際市場資源

1. 品牌臺灣，帶動國產品拓銷

衛福部指導建置 Taiwan Healthcare+ 國際商貿整合行銷平台 (THP) 推

介國際合作案，截至 109 年底合計展會、THP 平台媒合及衍生商機等項目，帶

動產值累計達新臺幣 101.5 億元。

另外，持續透過籌組臺灣代表團參加北美生物科技產業展 (BIO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德 國 杜 塞 道 夫 醫 療 器 材 展 (MEDICA) 等 國

際展會，強化臺灣品牌露出與廣宣，建立臺灣醫材、藥品等品牌形象，提升

商機。促成全球 BIO 生技協會與臺灣生物產業協會合作，108 年起持續在臺

灣舉辦 BIO Asia-Taiwan，透過實體及線上展覽、媒合與生技論壇合併舉辦

方式，擴大國際參與，並藉由 BIO 全球性的一對一媒合平台 (One-on-One 

Partner ing) 拓展國際商機。

2. 輔導業者取得產品之海外上市許可，拓展國際市場

經濟部工業局輔導廠商開發高技術門檻利基藥品，透過國際商機媒合，協

助廠商與國際廠商進行通路或產品技術之合作。截至 109 年底，共計補助 28 家

業者完成開發具國際市場競爭力之藥品共 45 項，其中 17 項已送件申請國外查

驗登記，並有 4 項已獲得國外查驗登記核可。

南部科學園區協助醫材產品於東南亞國家拓銷，截至 109 年底已有 43 家廠

商產品於 12 個南向國家獲得上市許可及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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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推動特色重點產業

1. 創建國家級人體生物資料庫 (Biobank) 整合平台，針對國內獲核准設置的

34 家人體生物資料庫進行整合串聯與運用。109 年底已串聯國內超過 25 家

資料庫，登錄之收案數達 42 萬人以上。建立「臺灣新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研究網及資料庫」支援防疫措施，加速開發相關檢驗試劑或防治醫藥產品等。

2. 透過執行「臺灣癌症登月計畫」解析國人肺癌及乳癌病人之基因體及磷酸化

蛋白體大數據，加速癌症精準治療之研發。推動成立「臺灣罕病研究網絡」，

提供罕病患者全基因體定序與全外顯子定序，協助做出正確診斷及提前預防

與規劃未來的應對治療方式，增進全民健康。

3. 推動特色醫療院所進駐園區，衛福部與科技部共同推動「新竹生醫園區特色

醫療機構」，吸引國內領先於其他國家的尖端醫療技術、擁有臺灣或亞洲健

康照護之醫療利基與特色科別進駐，期結合周邊醫療支援系統，提升醫療品

質、發揮服務在地、拓展國際之功能。迄 109 年底已通過眼科、婦幼醫學與

生殖醫學等 4 家特色醫療院所進駐。

4. 經濟部工業局輔導推動「健康服務旗艦品牌」，運用資通訊科技及跨業整合

模式，打造健康福祉創新服務，至 109 年底已輔導中化銀髮、錸德集團、研

華科技、英華達 4 家廠商成為健康福祉產業之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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