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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精準免疫細胞治療發展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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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 白鹿書洞訓

 臺灣精準生技公司董事長(再生細胞治療)
 Carebridge Institute (Boston, USA) 國際醫療顧問
 臺灣衛生福利部部立醫管會副執行長及臺北醫院顧問

 臺灣衛生福利部技監及健康保險會執行秘書
 臺灣衛生福利部食藥署署長

 臺灣國防部軍醫局藥政處處長。

 臺灣消基會公共議題委員。
 台灣國防醫學院合聘教授(教015541)。
 英國諾丁罕大學藥學博士(1996)
 美國辛辛那提大學訪問教授(2002-03)波士頓總院訪問

教授(2016)

Q and A

 世界細胞生技業積極發展?

 台灣細胞及基因生技業地位及未來趨勢??

 台灣細胞生技產業機會在哪?

 台灣細胞生技產業商機在哪??

 台灣優勢及如何扮演積極角色?

五對:對的方向、對的策略、找到
對的人、做對的事、並將它做對

世紀商機 再生先機

過去互聯網與新零售產業高度發展而未來是再生醫療的年代

根據統計，再生醫療的全球產值，2010年時有10億，預計2020年破百億，

到了2050年可望達到3800億。

資料來源：研究室整理

護理師

醫師
 診斷、開立處方
 淋巴細胞清除術
 病人長期追蹤

藥師
 製劑驗收
 調劑、藥事照護

醫檢師、
實驗室人員
 細胞採集、處理

 回輸病人

醫療團隊

Teamwork

臨床實務流程-以Kymriah®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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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功能與角色
Medication Management and Use, MMU

 選用：再生醫療製劑為病⼈疾病治療的選擇之㇐，以癌症為例，從化學治療到標靶治療，

再生醫療製劑的使用為延續性治療，其臨床使用之安全性、療效及適用性仍須透專業的整
體評估，由該醫院的藥事委員會進行完善的審議與進用。

 採購：提出請購並確認符合臨床需求及法規規範之採購契約，及後續履約管理，驗收階

段對於產品品質把關（例如CoA資料的審核）以保障病人用藥權益，藥師在文件與法規正
確性的把關有重要角色。

 儲存：藥品儲存條件及監控機制是確保用藥品質的重要環節，儲存設備的建置、24小時

中央監控、每日溫度紀錄及使用前的運送標準，藥師都應進行確核與把關。

 處方：藥師建立藥品基本檔、完整的臨床決策輔助及開方系統的建立，確保正確處方及

病歷完整紀錄。

 調劑：再生醫療製劑不一定每一個產品都須經藥師實際的無菌操作與調劑，但完整的調

劑程序尚包括處方覆核及確保製劑與病人的正確，及相關給藥途徑、速率與設備的確核，
更重要的是產品使用前的處理（例如解凍）及使用期限都需要藥師的把關。

 給藥：藥師提供完整的給藥資訊，包括用藥前的處理（例如解凍程序），使用期限、輸

注速率、輸注途徑與管路及相關提醒資訊，以確保護理給藥之正確性。

 監測：給藥後的監測，包括不良反應及療效追蹤，同時對於可能發生的副作用應建⽴通

報機制及備妥處置用藥等。若發生品質或安全警訊時，藥師需能即時回收與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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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 CAR-NK 基因治療 幹細胞 胞外體
組織與材料

醫工
3D 生物列印

資料來源：公司整理

再生商機生技先機 再生醫學範疇
再生醫學包含細胞治療、基因治療、組織工程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44

Therapeutics藥物 Devices裝置

Small  
molecules  
小分子藥物
(如Imatinib)

Biologics 生物製劑
單株抗體 (如Herceptin)、雙特異性抗體、

抗體藥物偶聯

Medical devices
醫療器材 (如支架)

Cell therapy   Immune cell      Gene therapy

細胞治療         therapy         基 因 治 療

(如 免疫細胞治療 ( 如Zolgensma)

幹細胞) (如CAR-T)

Tissue engineering
組織工程 (如MACI)

Regenerative medicine 再生醫學

Drug-device combination products 含藥醫療器材(複合式醫材)

治療是台灣強項 整合及供應鏈是台灣優質傳統

再生醫學領域定義

再生醫學

幹細胞
(骨髓、臍帶血、間質)

免疫細胞
(T、NK、DC 、
CAR-T, CAR-NK)

組織工程:利用生物
支架讓前驅細胞離體
生長，重建具有生物
功能的組織/器官

基因治療: 將遺傳物
質（如DNA, siRNA,
mRNA ） 傳遞進細
胞以補償異常基因表
現或誘導蛋白質表現

細胞治療: 移植培養或工程化人類細胞用於治療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5

再生醫療的潛能

阿茲海默症、
帕金森氏症、
肌萎縮性脊髓側索
硬化症 (ALS)

治療免疫疾病

治療軟骨疾病

修復心肌細胞

修補損傷皮膚

癌症免疫療法

治療遺傳性疾病

10

傳統化學或生物藥品無法治癒的疾病

資料來源：衛福部醫事司

再生醫學發展已久
能量累積朝向細胞&基因治療發展

貝殼植入物:  
藍色珍珠貝殼
用於修復受損
或丟失的牙齒

利用免疫系統對抗

癌症(1890s):
使用鏈球菌感染來
對抗癌症

金屬與陶瓷
(1886):
用於連接和固定骨

頭的骨螺釘和骨板

金屬與陶瓷 (1829):  
金屬縫合線在動物骨
骼上測試

合成關節置換 (1961):
髖關節置換達到低摩擦表面

BCE 600 CE 1700 1800 1829  1886 1890 1949 1961 1980 1990 1997 2000 2002 2010

脫細胞ECM(1990s):
從天然組織中分離
ECM以作為複雜的生
物支架

用於組織工程的可生
物降解支架(1997):  
作為支架的生物材料
能夠恢復，修復和維

持人體組織

M2巨噬細胞和支

架重塑(2000s)

免疫細胞發
展(2013)

咬人蟻當作縫

合或黏合

免疫學原理
(1700s~1800s) :病
原論,第一支疫苗

癌症疫苗及免疫療
法 (1980s):偵測癌
細胞特定抗原以毒
殺腫瘤

眼科用合成生物材
料治療白內障 (1949)

異體免疫排斥反應
(1980~1990):合成
生物材料造成異物

巨細胞

巨噬細胞於傷口修補

(1980~1990)

生物相容水凝膠封
裝細胞用於器官組
織再生 (2000)

電紡纖維用於促進器

官組織形成 (2000)

軟式隱形眼睛

(2002) (矽)水膠

3維列印組織

(2010):病患
客製化的組織
型態架構

嵌合抗原受體重組T
細胞 (2017年):同年

兩件突破性療法
CAR-T細胞治療
上市

首個上市幹細胞療法 (2015年):
臍帶血幹細胞救治角膜燒傷

嵌合抗原受體重組T細胞
(2020年):第三件CAR-T

細胞治療上市及二個
mRNA疫苗EUA

2013 2015  2017 2019 2020

基因治療 (2019年):同
年兩件突破性罕見疾
病基因療法上市

基因治療 (2017年
):突破性罕見疾
病 先天黑朦症基
因療法上市

資料來源：Nature Reviews；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6

再生醫療重要里程碑

US FDA核准
第一個細胞治療

Carticel
自體培養軟骨細胞，
用於修復軟骨損傷。

1997

2012

2012
EMA核准

第一個組織工程

MACI
(FDA2016核准)

以豬膠原蛋白膜進行自
體軟骨細胞培養，治療
成人膝關節軟骨缺損。

EMA核准
第㇐個基因治療

Glybera
(withdrawn)

以AAV作為載體的脂
蛋白脂肪酶基因，治
療罕見遺傳性脂蛋白

脂酵素缺乏症。

• Tecartus
• Abecma
• Breyanzi
• Carvykti

CAR-T therapy

• Luxturna
• Zolgensma
• Zynteglo
• Libmeldy
• Skysona
• Collategene
• Delytact

Gene therapy

2018~
US FDA核准
第㇐個CAR-T
Kymriah
Yescarta

2017

各類基因治療蓬勃發展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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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治療五大趨勢

• 再生醫學包含細胞治療、基因治療、組織工
程，2020年H1總募資達107億美元，比 2019
年H1成長1.2倍

• 全球再生醫學廠商在2020年達到1,001家，
地區以北美543家，歐洲以色列區域238家
最多。亞洲區由2018年的142家成長到目前
的184家。

• 全球進行中的臨床試驗達1,078件，半數以
上進入臨床後期開發，其中臨床III期有97
件，臨床II期有587件，臨床I期有394件，將
進入收割期

• 以癌症治療最多達665件，後依序為肌肉骨
骼58件、內分泌、代謝與基因疾病55件、
中樞神經52件、心血管45件等適應症

全球再生醫學需求大增開發已到收割期

資料來源：Alliance for Regenerative Medicine；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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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醫療製劑核准現況
美國FDA (23)
 自體細胞治療

異體細胞治療

基因治療

• Carticel (1997)
• Provenge, DC (2010)
• MACI (2016)

• Laviv, fibrocell (2011)
• Hemacord (2011)
• Gintuit (2012)
• Ducord (2012)
• HPC, Cord Blood (2012)
• Allocord (2013)
• HPC, Cord Blood (2013)
• HPC, Cord Blood (2016)
• Clevecord (2016)
• Stratagraft (2021)
• Rethymic (2021)

• Imlygic, T-Vec (2015)
• Kymriah(CAR-T)(2017)
• Yescarta(CAR-T)(2017)
• Luxturna(2017)
• Zolgensma (2019)
• Tecartus (CAR-

T)(2020)
• Abecma (CAR-

T)(2021)
• Breyanzi (CAR-T)(2021)

• CARVYKTI (CAR-T)(2022)

• Chondrocelect (2009)
• MACI (2012)
• Provenge, DC (2013)
• Holoclar(2015)
• Strimvelis (2016)
• Spherox (2017)
 異體細胞治療
• Zalmoxis(2016)
• Alofisel (2018)
 基因治療
• Glybera (2012)
• Imlygic, T-Vec (2015)
• Luxturna(2018)
• Kymriah(CAR-T)(2018)
• Yescarta(CAR-T)(2018)
• Zynteglo(2019)
• Zolgensma (2020)
• Tecartus (CAR-T) (2020)
• Libmeldy (2020)
• Skysona(2021)
• Abecma (CAR-T)(2021)

異體細胞治療

• Chondron (2001)
• Holoderm (2002)
• Keraheal (2006)
• CreaVax-RCC(2007)
• Immuncell-LC (2007)
• RMS Ossron (2009)
• QueenCell (2010)
• CureSkin (2011)
• Hearticellgram-AMI (2011)
• Cupistem (2012)
• Neuronata-R (2014)
• Rosmir (2017)
• Cartilife (2019)

• Kaloderm (2005)
• Cartistem, MSC (2012)
• Keraheal-allo(2015)
 基因治療
• Invossa-K(2017)
• Zolgensma(2021)
• Kymriah(CAR-T)(2021)

臺灣TFDA (2)
 基因治療
• Zolgensma (2020)
• Kymriah(CAR-T)(2021)

歐盟EMA (19) 韓國MFDS (19) 日本MHLW (14)
 自體細胞治療  自體細胞治療  自體細胞治療

異體細胞治療

基因治療

• JACE (2007, 2018)
• JACC (2012)
• HeartSheet (2015)
• Stemirac (2019)
• Nepic (2020)
• Ocural(2021)

• TEMCELL, MSC (2015)
• Alofisel (2021)

• Kymriah(CAR-T)(2019)
• Collategene(2019)
• Zolgensma (2020)
• Yescarta(CAR-T)(2021)
• Breyanzi (CAR-T)(2021)
• Delytact (2021)

2022.03.更新

• 細胞治療之來源分為自體細胞與同種異體細胞，趨勢將以降低免疫原
性”通用型”同種異體細胞為開發重點。商業模式也不同

同種異體細胞為開發趨勢

117.828.2

38.7
0.0

50.0

100.0

150.0

200.0

2019 2024
市

場
規

模
(億

美
金

)

細胞來源市場趨勢 自體

同種異體

72.3

CAGR=20.6%

25.0%

資料來源：Stem Cell Biology and Regenerative Medicine；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16

2020-2024全球生物製劑市場

 近年來，生物製劑(Biologics)逐漸取代小分子藥成為藥廠重點開發的項目。生物製劑為利用

微生物學、免 疫學、基因工程等生物技術所製造之血清、疫苗、過敏原製劑、組織、抗體(

或稱免疫球蛋白)、重組蛋白等，用以治療疾病或減輕症狀的藥物。小分子藥則是傳統以化

學方式合成的藥物，例如：阿斯匹靈。由於小分 子藥物毒性較高，進入人體後易產生難以

預期的反應，且小分子藥生產門檻低，容易被仿製，導致價格競 爭激烈。

 生物製劑在生產技術的創新、實驗性療法(Experimental Therapies)的接受度增加，以及政

策的支持下， 成為廠商投資與研發的重點。此外，在2019到2024年間，因有多項生物製劑

專利到期，更進一步吸引廠商 投入生物相似性藥品(Biosimilar，與具專利的生物製劑有高

度相似性)的開發與生產。

資料來源： Frost & Sullivan，科技發展觀測平臺整理
引用請標註來源： STPI，科技發展觀測平臺，https://outlook.stpi.narl.org.tw/index/focus-news?id=4b11410073dc2dda0173fb81f811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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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34.9%

12.5%
1.5%

55%

27%

12%

5.5%

因高單價以及被廣泛應用於腫瘤
治療，促使其市占率佔據主導地
位。且隨著抗體技術進步(如全人
類抗體)與不同治療領域(如傳染病
診斷)的開發，預估2024年仍將持
續主導市場。

單株抗體

因其廣泛的產品組合，可滿足
內分泌、血液等眾多治療領域
的需求，在2019年有較高的市
占率。然而，受到生物相似性
藥品的價格競爭，2024年市占
率預估將會下降。

由於疫苗施打次數有限，為
了預防疾病與普及施打率，
疫苗售價受到限制，導致疫
苗的收入低於重組蛋白與單
株抗體。

目前市場上處於起步階段，
2019 年市佔率偏低。但隨著
藥物逐漸 上市以及生產技術
進步，預估於 2024年時，將
有顯著成長。

內圈 2019年 外圈 2024年

基因/細胞治療藥物

重組蛋白

疫苗

2019年與2024年全球生物製劑的產品類型、市佔率與變化

資料來源： Frost & Sullivan，科技發展觀測平臺整理
引用請標註來源： STPI，科技發展觀測平臺，https://outlook.stpi.narl.org.tw/index/focus-news?id=4b11410073dc2dda0173fb81f811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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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4年全球生物製劑市場(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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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與基因治療之生物製劑委託製造
(CDMO)產業趨勢

 隨著生物製劑的複雜性大幅提升，技術需求與製造成本提高，國際生物製劑製藥公

司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研發效率， 選擇與生物製劑委託開發與製造商(Contract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 CDMO)合作，將 前端開發至後端生產

委託給CDMO。

 目前全球有超過100家CDMO公司在細胞和基因療法(Cell and Gene Therapy, CGT)

市場上競爭，而CDMO亦正積極地將其服務範圍由生產製造擴展至供應鏈整合、

冷凍包裝技術、捐贈者聯網、細胞儲存銀行、區域監管等領域。

 目前生物製劑製藥公司主要進行部份委託CDMO外包的模式， 亦即活性藥物

成分(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 API)由生物製劑製藥公司自行生產，僅將如

載體和質體等特定物質及最終的填充完成步驟等外包給 CDMO，但隨著CDMO的

積極擴張，預估未來將轉變為完全外包的模式。

資料來源： Frost & Sullivan，科技發展觀測平臺整理
引用請標註來源： STPI，科技發展觀測平臺，https://outlook.stpi.narl.org.tw/index/focus-news?id=4b114100791e38590179ad2883c277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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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與基因治療之生物製劑委託製造(CDMO)產業趨勢

CDMO市場趨勢

2020

2022

2024

2026

200 40 60 80 100 單位：億美元

年度
基因療法

細胞療法

全球細胞和基因療法(CGT)領域之CDMO市場營收預估值在2020年已達20億美元，並將於2026年成長至101億 美

元，複合年均年長率(CAGR)達到31.0％。除了整體市場將大幅成長外，市場預測資料亦顯示目前基因療法相 關

CDMO的市場需求量較大，而細胞療法領域的CDMO市場占比將逐漸增加。至2026年，基因治療與細胞治療

之CDMO市場營收預估值皆將達約50億美元。

資料來源： Frost & Sullivan，科技發展觀測平臺整理
引用請標註來源： STPI，科技發展觀測平臺，https://outlook.stpi.narl.org.tw/index/focus-news?id=4b114100791e38590179ad2883c277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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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與基因治療藥物

 細胞治療是將人類細胞(如免疫細胞或幹細胞)經體外增生培養與改造後，再將細胞注射至病人體內，用以治療疾病；

基因 治療則是將特定基因片段，利用載體(如病毒載體)導入患者細胞內，再透過基因表現或重組，以治療病灶。細胞

與基因療 法因具有治療腫瘤或中樞神經系統等疾病的潛力，不斷地吸引投資，導致與其相關的生物製劑市場快速成長。

 2019年市場規模為42.6億美元，預估至2024年時，市場規模將達到226.6億美元，複合年均成長率達到39.7%。

 近年來已有許多產品陸續上市，例如Inclisiran、Yescarta、Spinraza等產品。

 隨著生產技術的進步(如病毒載體生產技術)，以及與CDMOs的合作，細胞與基因治療藥物將能實現大規模生產，成為未

來市場成長的關鍵。

資料來源： Frost & Sullivan，引用請標註來源： STPI，科技發展觀測平臺，https://outlook.stpi.narl.org.tw/index/focus-
news?id=4b11410073dc2dda0173fb81f811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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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與基因治療之生物製劑委託製造
(CDMO)產業趨勢

 目前全球有超過100家CDMO公司在細胞和基因療法(Cell and Gene Therapy, CGT)市場上競爭，而

CDMO亦正積極地將其服務範圍由生產製造擴展至供應鏈整合、冷凍包裝技術、捐贈者聯網、細胞儲存

銀行、區域監管等領域。

 目前生物製劑製藥公司主要進行部份委託 CDMO外包的模式， 亦即活性藥物成分 (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 API)由生物製劑製藥公司自行生產，僅將如載體和質體等特定物質及最終的

填充完成步驟等外包給CDMO，但隨著CDMO的積極擴張，預估未來將轉變為完全外包的模式。

生物製劑委託製造(CDMO)產業趨勢

1 幹細胞療法(Stem Cell Therapy)

 市場現況：2019年全球幹細胞療法市場總值約為8億美元，目前幹細胞療法的產品線相當豐富，共有約170項產品處於臨

床第一期到第三期階段。

 市場發展趨勢：主要公司包括Stemmatters、Bio Elpida、Roslin Cell Therapies、Fujifilm Cellular Dynamics、Waisman

Manufacturing等。

2 基因療法(Gene Therapy)

 市場現況：大多數以基因療法和載體生產製造為主之CDMO仍使用傳統人工式的製程，對於批量生產(Batch Production)的

能力還相當有限，也因此僅能專注於發展所需病毒劑量相對低的感官器官疾病(例如：眼部疾病)。

 市場發展趨勢：聚焦於基因療法的CDMO公司有Vibalogics、Avectas、Lentigen Technologies、YPOSKESI、Biovian、

FinvectorVision等。

3 異體細胞療法(Allogeneic Therapy)

 市場現況：由於使用來自健康捐贈者之細胞(Donor cells)，因此，可運用批量生產(Batch Production)模式，放大規模生產，

進而達成降低成本的目的。

 市場發展趨勢：誘導性多功能幹細胞(iPSC)並不受限於病患個人化使用之限制，亦即iPSC為現成通用性治療產品，因此

具市 場潛力。為提升iPSC的臨床有效性，運用重新編程細胞基因的編輯工具(如：CRISPR、Zinc-finger等)優化相關產品將

是後續 發展方向。

4 自體細胞療法(Autologous Therapy)

 市場現況：利用患者的細胞經由客製化處理並擴增，再注入患者體內。其優點是細胞與患者免疫系統有極高的相容性，

但過 程中需客製化製造一兩百萬個細胞治療製劑的成本相當昂貴。CDMO正在發展中心輻射模式（Hub-and-spoke model

）， 以分散製造方式擴大業務服務範圍。

 市場發展趨勢：目前投入市場之CDMO公司有WuXi Advanced Therapies、Catalent、Bio Elpida、Hitachi、Lonza等。

資料來源： Frost & Sullivan，引用請標註來源： STPI，科技發展觀測平臺，https://outlook.stpi.narl.org.tw/index/focus-
news?id=4b114100791e38590179ad2883c277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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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T各分項領域之CDMO市場現況與發展趨勢

Taiwan situation

台灣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資料來源: 國發會整理。

AI  遠距醫療 再生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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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再生醫療三法架構

政策面
確立再生醫療定位及明確管理制度

臨床施行
確保國內再生醫療施行品質

製劑管理
保障病人治療權益及增進用藥可近性

25

加大開放心態、接受創新醫療、滾動式持續提升

資料來源:食藥署

國家
日本 韓國 美國 歐盟

特色 雙法雙軌管理 以產品管理為主，但設定例外情況非產品列管。

權責
單位

厚生勞働省
醫政局

(MHLW)

厚生勞働省
醫藥食品局

(PMDA)

食品藥品安全部
(MFDS)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US FDA)

歐洲藥物管理局
(EMA)

法源 再生醫療等安
全性確保法

藥品醫療機器
法 (藥機法) 藥事法 公共衛生服務法

(PHS Act)

21世紀醫療法
(21 Century 
Cures Act)

• 2004/23/EC號指令
• 1394/2007號規則

管理
方式

• 自由診療(醫
療技術)

• 臨床研究
再生醫學製品 生物藥品 人類細胞組織物

(HCT/Ps)-依風險分類
再生醫學認定及
加速核准(RMAT) 先進治療產品(ATMP)

說明 • 依風險分級
管理，制定
各管理規範
及程(Class
1,2,3)。

• 醫療機構可
以委外部企
業操作細胞
培養加工。

• 須執行臨床
試驗(IND)、
查驗登記申
請(NDA) 。

• 建立「有條
件期限許
可」。7年內
完成療效確
認性臨床試
驗。

• 須執行臨床試
驗(IND)、查驗
登記申請
(NDA) 。

PHS 361
• 最小操作
• 同源使用
• 不與其他

物質併用
• 不產生系

統性作用
• 例如硬骨、

軟骨、眼
角膜等組
織物

PHS 351
• 非361者
• 須申請臨

床試驗
(IND)或
查驗登記
(BLA)

• 制定再生醫學
先進療法認定
機制及審查規
範。

• 協助加速研發
再生醫學治療。

細胞處理為連續操作者
(substantial
manipulation)由EMA審
查，其餘由各國家管理。

例外
情況

無 無 • 醫院執行最小
操作屬醫療法
管理範疇。

• 取自特定個人後，經
由同㇐外科手術而使
用於同㇐個人。

排除PHS361產
品。

Hospital exemption
非常態製造、符合品質
標準、在同㇐國內使用、
由醫院特定醫生負責。

名詞
使用

再生醫療等製品 (包含細胞治療
及基因治療產品)

N/A Regenerative Medicine Advanced 
Therapy ，RMAT

Advanced Therapy 
Medicinal Product，
ATMPs 27

國際再生醫療管理方式比較

資料來源:食藥署

國內再生醫療管理沿革

醫療技術
管理

Before 2010

技術
藥品

併行
After 2018

藥品管理
2010~2018

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
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
管理辦法(特管辦法)

2018.9.6 開放細胞治療技術(自體)
2021.2.9 修正開放異體細胞治療技術

藥事法

特管辦法細胞治療
技術銜接細胞治療
製劑應檢附技術性
資料指引 (2021)

2
8

現行再生醫療製劑管理規範

法規

命令

行政
規則

8. 人類細胞治療製劑查驗登記審查基準(修正草案)

9. 人類基因治療製劑查驗登記審查基準(草案)

10.特管辦法細胞治療技術銜接細胞治療製劑應檢附技術性資料指引
2
9

藥事法 ←歸類為生物藥品

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
藥品優良臨床試驗作業準則(GCP) 
西藥藥品優良製造規範(GMP)

1. 人類細胞治療製劑臨床試驗申請作業及審查基準

2. 人類細胞治療製劑臨床試驗計畫申請應檢附資料查檢表

3. 人類基因治療製劑臨床試驗審查基準

4. 人類細胞治療製劑捐贈者合適性判定基準(修正草案)

5. 人類細胞及基因治療製劑捐贈者招募基準

6. 人類細胞及基因治療製劑捐贈者知情同意基準

7. 人類細胞及基因治療製劑流向管理基準(草案)

10

我國核准再生醫療製劑核准現況

諾健生靜脈懸液注射劑 (Zolgensma，基因治療製劑)
 治療脊髓性肌肉萎縮症(SMA)

祈萊亞靜脈輸注用懸浮液 (Kymriah，CAR-T製劑)
 治療急性淋巴性白血病(ALL)

核准
許可證

細胞
治療
IND

80件
 Phase I: 46
 Phase I/II: 17
 Phase II: 13
 Phase III: 4
 其他: 1

基因
治療
IND

30件
 Phase I: 2
 Phase I/II: 5
 Phase II: 5
 Phase III: 13
 Phase IV: 2
 其他: 3

2022.03.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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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醫整體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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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台灣生醫上市櫃營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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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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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0

健康福祉 2053億元
應用生技 1085億元
醫療器材 1875億元
製藥產業 898億元
生醫產業整體營運規模

33

台灣總體生醫產業分析
台灣生醫國家政策

台灣生醫產品效益 台灣優勢是可以發展出類半導體
產業鏈的再生醫療產業鏈

S

1.人才、專業、品質
2.環境、法規、資金
3.創新、整合、供應鏈

O
1.政府提供可整合及持續性政策促
進永續發展

2.學界挑戰關鍵性技術及學理突破
3.生技業界加速整合創獨角獸

4.醫療界提供優質服務、真實世界
資料及創新療法應用

資料來源：公司整理



2022/6/6

7

建置台灣再生醫療價值鏈

細胞健康島

1.如何系統
性整合及跨
界合作

2.串聯醫療
價值鏈開創
國際市場

資料來源：公司整理

《台灣特管辦法》110.02.09

38

臺灣特管辦法開放項目-附表三

台灣優勢是高密度、高質量
有相對完整的再生醫療產業鏈

資料來源:衛福部及研究室整理 202102

台灣產業現況：實際通過項目

台灣已核可41個項目，開放31種高發常
見癌症治療-肺癌、胃癌、結直腸癌、肝
癌、乳腺癌、胰臟癌、頭頸癌、低度膠
質細胞瘤、高度惡性膠質瘤、食道癌、
腎臟癌、腦瘤、子宮頸癌、上皮性卵巢
癌、鼻咽癌、膽管癌、攝護腺癌、惡性
淋巴瘤、華氏巨球蛋白血症、多發性骨
髓癌、多型性膠質母細胞瘤、續發性腦瘤
（腦轉移癌）…...等
審核及臨床試驗中技術6個-異體免疫細
胞、體外擴增自然殺手細胞及自然殺手
T 細胞、淋巴瘤、白血病

台灣已核可8個項目，開放３種高發慢性
病治療-退化性關節炎及膝關節軟骨缺損
審核及臨床試驗中技術24個-中風、帕金
森病、慢性腎臟病、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糖尿病

台灣已核可1個項目-開放１種治療-慢性
或滿六周未癒合之困難傷口
審核及臨床試驗中技術13個-自體免疫殺手
細胞（IKC）、小腦退化性動作協調障礙

台灣已核可1個項目-開放１種治療-皮膚
缺陷：皺紋、凹洞及疤痕之填補及修復
審核及臨床試驗中技術1個-成人中重度鼻
唇溝皺紋

高發
常見
癌症

嚴重
高發
慢性
病

功能
缺損

醫學
美容

編號 生技公司名稱

1 長聖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

3 基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瑞寶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5 訊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7 沛爾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8 蓮見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9 長春藤生命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10 光麗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11 三顧股份有限公司

12 艾默生物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13 向榮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 鑫品生技公司

15 世福細胞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細胞治療中心

17 精準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免疫細
胞治療

組織細
胞移植

編
號

醫院名

1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2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3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台北醫學大學興建經

營)

4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台北醫學大學

辦理)

5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6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7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8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

9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10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

院

11 台灣三軍總醫院

12 台灣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13 台灣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14 台南市安南醫院-委託台灣中國醫藥大學

15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16 巨集恩醫療財團法人巨集恩綜合醫院

17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18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19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20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21 台灣高雄榮民總醫院

22 台灣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23 台灣高雄總醫院

24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25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26 臺北榮民總醫院

自體免疫細胞治療- CIK

自體免疫細胞治療- DC

幹細胞
移植

自體脂肪幹細胞移植

自體骨髓間質幹細胞移植

自體軟骨細胞移植

自體纖維母細胞移植

可實施細胞治療技術

40家以上醫療機構
三大類應用面向

共9種細胞治療技術
四大適應領域

超過100項核可項目
投入細胞醫學產業公司

21間以上生技公司

自體免疫細胞治療- NK
自體免疫細胞治療- DC-

CIK

資料來源:衛福部及研究室整理 202204

40
資料來源：衛福部醫事司

37

細胞和基因療法（CGT）發展

2012 2017

資料來源： FDA，NMPA，CDE，沙利文分析

時間
1963

發展階段

1968 1990

首例基因療法的
臨床試驗實施，
取得一定療效

1996 1999 2003

CRISPR/CAS9基因
編輯技術的發現

初期探索

迅速發展

1970

CAR-T療
法出現

1989

HSCT療
法出現

1984

FDA暫時中止所有
用逆轉錄病毒改造
血液幹細胞基因臨

ZEN基因床試驗
編輯技術

美國男孩 發明
因基因治
療死亡

曲折前行

再度繁榮

CAR-T治療獲批標志著細胞與基因療法 
時代來臨，在醫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CRISPR/Cas9基因編輯工具是治療 
遺傳疾病的一場革命

2021年，中國首
次獲批CAR-T療

CAR-T 療法 法
獲批上市

首次提出基因
交換和基因優
化理念

首次發現NK

首例基因治療
細胞

人體試驗以失

首次幹細胞敗告
終 治療臨床應
用成功 為NK細胞療法的發展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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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療法技術分析

資料來源： 沙利文分析

CGT技術分類

細胞治療相關技術
基因治療相關技術

基因編輯

病毒載體
編輯

非病毒載體編輯

基因改造細胞技術

CAR-T 細胞、CAR-NK 細
胞、CAR-巨噬細胞、DC 
細胞

非整合性載體，治療基因獨立於靶細
胞組基因表達腺病毒腺病毒皰疹病毒

整合性載體，常用於體外治療，存在潛在

的插入突變風險慢病毒逆轉錄病毒

基因替代
補充功能性基因

基因編輯技術
敲入、敲除或糾正錯誤基因

基因敲除 基因糾正

新型體細胞（免疫細胞）和幹細胞培養技術 
NK/NKT細胞療法、造血幹細胞(HSCs)相關治療、 

間充質幹細胞（MSCs）相關治療

非基因編輯

主要技術分析

CAR-T 細胞技術：CAR-T細胞

技術是基於T細胞 一種細胞免疫

技術，T細胞通過基因編輯加入

嵌合 抗原受體，從而形成CAR-

T細胞，能夠有效地捕 捉並殺死

腫瘤細胞以達到治療效果。

NK細胞療法：NK細胞療法是基

於自然殺傷（NK） 細胞的一種

細胞免疫技術，異常細胞或腫瘤

細胞 通過表達激活NK細胞受體

的配體，激活NK細胞 的胞吐作

用，釋放穿孔素、NK細胞毒因

數和顆粒酶從而直接殺傷腫瘤

細胞，從而達到治療效果。

NKT細胞療法：是從患者或者健康人群的臍帶血或者外周血中分離提取有效的NKT細胞，然後直 接或經過基因修飾（CAR-
NKT）進行體外擴增培 養，達到一定數量後進行收集，回輸至患者體內 激活免疫細胞，達到對腫瘤的治療效果。

病毒為載體的遞送技術：病毒因自身感染能力強十分適合作為載體向人體運送治療基因。體外基因治療主要借助整合型病

毒載體如慢病毒等在體 外將基因導入前體細胞或幹細胞基因組，伴隨細 胞分裂傳遞相關基因，再將細胞重新輸入患者體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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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疫療法由於其療效顯著、靶向性等優勢為腫瘤治療帶來希望，在發展過程中其也
面臨了諸多挑戰，隨著腫瘤微環境的深入探索，腫瘤免疫療法 在不斷進步。

腫瘤免疫療法分類

腫瘤免疫療法主要分類 原理 代表藥物/療法

抗體類

腫瘤免疫抗體藥物通過與特定免疫相關靶點結合，説明人體免疫系統更有效地應對腫瘤。這些抗體藥物
借 助與這些靶點蛋白的結合，解除免疫系統的免疫抑制或增強免疫活性，達到人體免疫系統對於腫瘤細
胞的 清除。抗體類免疫治療包括了可增強T細胞和B細胞對腫瘤細胞識別的單克隆抗體、雙特異性單克隆
抗體等藥物。

PD-1/PD-L1抑制劑；CTLA-4抑
製劑

細胞基因治療 增強T細胞功能的一種方式是向共刺激受體提供啟動信號，
這些信號也在T細胞啟動時被誘導。免疫刺激劑能啟動一
種或多種免疫活性細胞，增強免疫應答。

CAR-T；TCR-T
；NK；TIL

細胞因數

溶瘤病毒通過直接裂解腫瘤細胞或誘發機體產生抗腫瘤免疫反應來發揮對腫瘤細胞的殺傷作用。其還可
作 為載體攜帶腫瘤抑制基因、促凋亡基因、抗血管生成基因、自殺基因和免疫調節基因，調控腫瘤免疫
耐受微環境。

IL-2；IFN

免疫刺激劑

細胞因數是調節淋巴細胞的擴增，活化和存活的蛋白質。它們具有促進T細胞，B細胞和NK細胞增殖和
效應子的功能，從而增強抗腫瘤應答。

4-1BB；
OX-4；
GITR；
CD27

腫瘤疫苗
治療性腫瘤疫苗旨在使用腫瘤抗原（包括腫瘤細胞、腫瘤相關蛋白或多肽、表達腫瘤抗原的基因等）導入

患者體內，刺激患者自身針對腫瘤抗原的免疫系統，誘導機體免疫應答，從而達到控制或清除腫瘤的目的

。

治療性疫苗

溶瘤病毒
細胞治療是指利用某些具有特定功能的細胞的特性，採用生物工程方法獲取和/或通過體外擴增、特殊培養
等處理後，使這些細胞具有增強免疫、殺死病原體和腫瘤細胞、促進組織器官再生和機體康復等治療功效
，從而達到治療疾病的目的。基因治療是指將外源正常基因導入到靶細胞內，校正或置換致病基因的一種
療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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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治療於疾病治療的過程

• 細胞治療採用生物工程的方法獲取具有特定功能的細胞並通過體外擴增、

特殊培 養等處理後，使這些細胞具有增強免疫、殺死病原體和腫瘤細胞等功能，
從而達 到治療某種疾病的目的。目前主要的細胞治療方式為免疫細胞治療和幹細
胞治療。

• 細胞免疫治療，是指在體外對某些類型的免疫細胞如T細胞、NK細胞

、B細胞、DC 細胞等進行針對性的處理後再回輸人體內，使其表現出殺傷腫瘤
細胞，清除病毒 等功能。目前主要分為CAR-T、TCR-T（TCR轉導T細胞）、
NK（自然殺傷細胞）、 TIL（腫瘤浸潤淋巴細胞）細胞治療。

• 幹細胞療法，是指把健康的幹細胞移植到患者體內，從而修復病變細胞

或再建正 常的細胞或組織，具有多向分化、免疫調節以及分泌細胞因數等功能。
在臨床上 較常使用的幹細胞種類主要有間充質幹細胞、造血幹細胞、神經幹細胞
、皮膚乾 細胞、胰島幹細胞、脂肪幹細胞等。

自體與異體細胞治療

• 臨床細胞治療根據細胞來源可分為自體和異體細胞治療。自體 細胞治療是指從患者自身外周血中 分
離免疫細胞或幹細胞等再 經過體外啟動、擴增後回輸入患者體內，修復正常細胞或直接 殺死 腫瘤
細胞或者病毒感染細胞，調節和增強機體免疫功能。 而異體細胞治療的細胞來源於健康人體， 當部
分患者存在自身 細胞活性不足、治療效果不佳時，異體健康細胞可以彌補這一 缺陷，但其也存在
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治療效果有待驗 證和持久性等問題。

資料來源：沙利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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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療法

54.4

17.6

9.3

2.1

NHL MM

中國

全球

發病人數：萬人

血液瘤簡介

血液瘤主要包括非霍奇金氏淋巴瘤（NHL）和多發性骨髓瘤（MM），2020年全球分別新增

約54 萬和18萬患者，死亡人數分別為26萬和 12萬。非霍奇金氏淋巴瘤包括多種淋巴瘤，其

中最為普遍 的是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和濾泡型淋巴瘤。我國非霍奇金氏淋巴癌和多發性 骨

髓瘤2020年新增患 者分別約9萬和2萬，且呈快速增長的趨勢。通常年齡大、免疫缺陷、病

毒感染是主要危險因素。

血液瘤的診療和未被滿足的臨床需求
血液瘤的診斷通常是骨髓檢查和影像檢查。大部分患者會選擇化療、靶向藥、免疫藥物治療，條件合適的患者會選擇骨髓移植。 當前療法的主要缺陷體現在總反應率低、復發率高、

副作用大、治療週期長、價格昂貴。由於關鍵藥物的缺失、輔助療法的不足、 早期診斷率的低下，我國血液瘤5年存活率較低，非霍奇金氏淋巴癌和多發性骨髓瘤的5年存活率分別
約為37%和25%，遠低於美國 同期適應症存活率，突出了細胞治療可治愈的優勢和巨大市場潛力
。 CAR-T 治療

CAR-T 治療原理
嵌合抗原受體T細胞通過體表嵌合抗原受體來靶向捕捉癌細胞體表的抗原，結合成功後
，CAR-T細胞釋放細胞因子，通過穿孔素等對癌細胞進行靶向摧毀。
CAR-T 療法簡介
CAR-T療法是一種利用人體自身免疫細胞對抗癌症的創新性體外CGT療法。該療法利用慢
病毒（LV）等作為遞送載體，將治療用基因序列轉移到T細胞基因組，使得病人的T細胞
能特異性識別並結合腫瘤細胞，隨後通過釋放穿孔素等因子殺傷腫瘤細胞，從而 達到治
療的目的。該療法還可形成記憶T細胞，為病人提供抗腫瘤的長效機制，有效延長了病人
的生存率，甚至可能達到治癒的 效果。2020年，國內先後有複星凱特、藥明巨諾向國家
藥品監督管理局（NMPA）遞交了其CAR-T產品的新藥 上市申請（NDA）， 兩者均用於治
療復發或難治性大B細胞淋巴瘤，有望成為中國首批獲批的CAR-T療法。

資料來源：沙利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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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殺手細胞

• 自然殺傷細胞 (Natural Killer Cell, NK) 屬於大顆
粒淋巴細胞， 約占外周血淋巴細胞總數的10%-
15%。NK細胞作為人體免疫 系統抵禦外來病原
體侵入的第一道防線，在全身血管行使免疫監視
功能。它們既能直接殺傷癌變、病變的腫瘤或感

染細 胞，又能通過產生細胞因數和趨化因數募
集樹突狀細胞 (Dendritic Cells, DCs) 間接增強抗
體和T細胞介導的適應性免 疫反應，在腫瘤的先
天免疫和獲得性免疫防禦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NK細胞的活化

• NK細胞的細胞毒活性是通過一系列種系編碼的啟動和抑制受體整
合的信號控制的。

NK細胞

• 參與靶細胞殺傷的主要啟動受體：

天然細胞毒性受體(natural cytotoxicity receptors，NCRs)

自然殺傷細胞2組成員D(natural-killer group 2 member D, NKG2D)

• 參與靶細胞殺傷的主要抑制受體：

殺傷細胞免疫球蛋白樣受體（killer-cellimmunoglobulin-like receptors, KIRs）

自然殺傷細胞2組成員A（natural-killer group 2 member A,NKG2A）異二聚體

免疫檢查點（immunecheckpoints, ICs）

• 釋放溶細胞顆粒，包括穿孔素和顆粒酶，致使靶細胞裂解;

• NK細胞上表達的死亡受體(如FasL、TRAIL)與靶細胞上的配
體相互作用誘導靶細胞的凋亡;

• 通過ADCC發揮細胞殺傷功能，抗體的Fab部分與靶細胞表面
的抗原結合，Fc部分 與NK細胞表面的Fcγ受體CD16結合，
形成免疫突觸從而殺傷靶細胞。

• NK細胞通過多種細胞因子調節其他免疫細胞(如樹突狀細胞

、CD8+T細胞等)，實現間接細胞毒作用。

NK細胞 活化NK細胞的快速殺傷機制

活化後的NK細胞可通過多種機制快速殺傷靶細胞：

NK細胞

直接檢測並摧毀受感染和惡性細胞，
其殺傷作用不需要依賴抗原呈遞細胞
的刺激。

T細胞

需要將其靶細胞的一些部分“呈遞” 給
其他免疫細胞，以將它們識別為外 來
細胞，並使T細胞聚集成攻擊模式。

T細胞和NK細胞都能識別並殺死癌細胞，但它們以不同的方式進行。

與其他抗癌免疫細胞相比，NK細胞殺滅腫瘤和病毒感染細胞的作用更強、
更有效，其啟動不依賴於腫瘤細胞表面抗原，也不需要像T細胞一樣，要
經過免疫系統的抗原辨識反應才確定“攻擊”目標。 NK細胞在全身血管 行使

免疫監視功能，能在第一時間發現並啟動免疫防禦功能，迅速殺死 病變
、癌變的細胞，被醫學界公認為抗癌第一道防線。

資料來源：沙利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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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細胞抗腫瘤免疫治療

基於NK細胞的抗腫瘤免疫治療 NK細胞治療的臨床研究進展及展望

NK細胞殺傷活性以及瘤內浸潤數量與患癌風險和癌症
治療預後顯著相關，因此增加NK 細胞數量、提高NK細
胞活力成為NK細胞免疫治療的主要策略，基於NK細胞
的免疫治療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幾類:

• NK細胞過繼轉輸

• 免疫檢驗點抑制劑

• 基因修飾NK細胞

• 多功能連接器

NK細胞可以來源於外周血、幹細胞以及
NK 細胞系，在自體和同種異體環境中使
用細 胞因子進行體外擴增，被稱為血液
系統惡 性腫瘤和實體癌的過繼免疫療法
。其中， 外周血來源NK細胞因來源廣泛
、生產成本 低、安全性和殺傷活性高，
在NK細胞過繼 轉輸中應用較多。

目前，體外擴增和激活的NK細胞與腫瘤
靶 向藥物單克隆抗體的聯合應用正受到
越來 越多的關注，這極大地豐富了NK細
胞治療 維度，成為治療血液系統惡性腫
瘤的一種 行之有效的方法。

治療展望

實體腫瘤

血液腫瘤

 造血系統惡性腫瘤的治療
中NK 細胞過繼回輸主要
有兩種方案: 一是聯合常
規治療或幹細胞移植，作
為清除微小殘留病灶，防
止複發的手段 ; 另一種是
抗腫瘤治療。

 早期研究顯示，接受幹細
胞移植的患者，其腫瘤細
胞表面HLA分子缺失或與
NK 細胞表面抑制性KIR
分子錯配時，NK細胞起
到主要的抗腫瘤作用。因
此，異體來源NK細胞成
為造血系統惡性腫瘤治療
的首選。

 免疫細胞療法通過採集
人體自身免疫細胞，經
過體外修飾和培養，使
其數量成千倍擴增，靶
向性殺傷功能增強，再
將其回輸到患者體內，
從而殺滅血液及組織中
的腫瘤細胞，阻止腫瘤
擴增與轉移。

 近年來，免疫細胞療法
受到廣泛應用，逐漸成
為針對實體腫瘤的新興
治療手段。目前，NK  
細胞治療在肝癌、胃癌、
結腸癌等腫瘤中均有報
道，並取得了一定療效。

 精凖醫學：使得NK細胞
治療適應症不再按照傳統
概念上的根據腫瘤發生部
位進行區分，而是根據腫
瘤細胞分子標誌物進行劃
分，使NK細胞治療的適
應症選擇更有依據，有可
能是實現NK 細胞精凖治
療的突破點。

 聯合治療：研究表明，
NK細胞治療聯合傳統腫
瘤治療手段（包括手術、
放療和化療）能夠有效提
高腫瘤治療效果。然而，
放療和化療劑量、頻率對
腫瘤細胞表面分子的調節
具有差異性，臨床方案有
待深入研究和優化。

• NK細胞過繼轉輸：

資料來源：沙利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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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惡性腫瘤)為大陸十大死因之首，已嚴重威脅人民生命健康。根據最新的統計資料顯示，惡性腫瘤死亡

站居民全部死因的23.91%居世界首位，其中肺癌位居大陸癌症膚病率及死亡率首位，高發常見癌症前三名依

序為肺癌20.03%、胃癌10.26%、結直腸癌9.88%

2019國家癌症中心發佈最新大陸癌症統計資料：

排名 整體 死亡率% 5年生存率% 發病率%

1 肺癌 26.99 19.70 20.03

2 胃癌 12.45 35.10 10.26

3 結直腸癌 8.00 56.90 9.88

4 肝癌 13.94 12.10 9.42

5 乳腺癌 2.99 82.00 7.74

6 食管癌 8.04 30.30 6.26

7 甲狀腺癌 -- 84.30 5.12

8 子宮頸癌 -- 85 2.83

9 腦癌 2.40 30 2.70

10 胰腺癌 3.64 7.20 2.42

前五大癌症
57.60%

五大高發
常見癌症

前十大癌症
76.64%

男性癌症發病率相對女性較
高癌症發病譜構成略有差異：

排名 男性/發病率% 女性/發病率%

1 肺癌/24.17 乳腺癌/17.10

2 胃癌/13.06 肺癌/15.02

3 肝癌/12.74 結直腸癌/9.17

4 結直腸癌/10.46 甲狀腺癌/8.49

5 食管癌/8.23 胃癌/6.86

聚焦癌症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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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生技產品介紹

CIK
(NK/NKT)

MSC

CAR-NK

DC

PB101
(Auto)

IND

Phase I

PB103
(Allo)

IND

Phase I/IIa

PB501
DC

Authority transfer 
contract with CyTix

Beth 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 (Harvard )

ADCC platform

PB103
EGFR+ 

tumorPB103
HER2+ 

tumor

CDE consultation for 
COVID-19 treatment

PB-MSC

NSCLC P’t w/ EGFR mutation

Combine TKIs

NSCLC P’t IIIb/IV

Combine SOC

49

PB-Cryo

Immune cell 
cryopreservation
202011438461.9 (CN)
109143112 (TW)

NK/NKT expansion 
No. I669399 (TW)
2018106465284 (CN)
Serum free medium 
No. I669400 (TW)
2018106446669 (CN)

國家品質獎

臺北生技創新技術金獎

精準研發團隊獲獎連連

2021臺北生技獎-葉明功董事長 2019 SNQ 研發組

2019 SNQ 精準團隊 精準團隊-製程組

官方合格認證

PB101 PB103 高醫特管

52

核心技術 - PB101-3 (NK/NKT)

運用於多種癌症，本公司產品已被TFDA核准使用在肺

癌、食道癌、胃癌、大腸結腸癌、乳癌、肝癌、腦瘤

和腎臟癌治療

廣普性

各國臨床研究結果證明在不同癌種皆可看到療效

有效性

日本有30年以上的治療經驗無論在自體或異體NK細胞
沒有明顯副作用

安全性

NK/NKT 細胞治療是新趨勢

個人化 專一性 持續性 適應性

1068位元健康捐贈者隨著年齡增加，統計上顯示毒殺型免疫細胞數減少

免疫細胞越多越健康

<25    25-34  35-44  45-54 55-65  65-74  75-84 <25    25-34  35-44  45-54 55-65  65-74  75-84

Aging (Albany NY). 2016 May;8(5):848-59.

可抗老化與增進免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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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週邊血單核球細胞對於抗癌細胞之活性高低與罹
癌發生率之11年追溯型研究 Lancet. 2000 Nov 25;356(9244):1795-9.

1371 男人
2254 女人

> 40y
Low

Medium

High

154癌症患者當年週邊血單核球細胞抗癌細胞活性差的罹癌機率較高

Li et. al., Cancer Immunol Immunother (2012)

CIK治療案例 (一)

肺癌 (Large cells, Adenocarcinoma, Squamous carcinoma)  
CIK治療組

控制組
(僅標準治療)

56

CIK治療案例 (二)

PFS: CIK+ChemoT, 8.7m > ChemoT , 4.0m OS: CIK+ChemoT, 21.0 m >  ChemoT , 10.3m

Liu et. al., 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 2020 

非小細胞肺癌 (Squamous carcinoma)

57

CIK治療案例 (三)

治療前 治療後

LI et. al., Oncology Letters 2013

胰臟癌

治療前 治療後

肝癌

Zhang et. al., OncoTargets and Therapy 2017

4 cycles of CIK cells plus chemotherapy4 cycles of CIK cell in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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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臨床I期開放式試驗，EGFR突變晚期非小細胞
肺癌患者，以EGFR-TKI 標準治療，聯合PB101免疫細胞
製劑的安全性與耐受性評估』

試驗地點: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試驗主持人: 李冠德醫師

試驗地點: 三軍總醫院/ 試驗主持人: 蔡鎮良醫師

精准生技案例報告 (晚期非小細胞肺癌)

所有參加病人安全性100%，有效性100% 
其中66.7%明顯縮小癌部位腫瘤大小
其他病情穩定均未惡化，目前均健在

治療前後的腫瘤影像對比臨床試驗

2019/08/22       0.74cm2019/04/22      1.03cm

PB002治療前腫瘤影像

穩定病情 (SD)

PB003治療後腫瘤影像PB002治療後腫瘤影像 PB003治療前腫瘤影像

PB008治療前腫瘤影像

PB008治療後腫瘤影像
2021/12/10 1.39cm2021/09/24 2.01cm 2022/02/11  

1.14cmPB007治療前腫瘤影像 PB007治療中腫瘤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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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術-幹細胞全系列技術體系

1. 幹細胞因數提取凍存和凍乾粉生產技術

2. 脂肪間充質幹細胞無血清培養技術

3. 臍帶間充質幹細胞分離培養技術

4. 臍帶造血幹細胞分離擴增技術

5. 牙髓幹細胞的原代培養技術

6. 自體脂肪幹細胞分離培養技術

公司在幹細胞全產業鏈的佈局，已經
形成獨具特色和在幹細胞治療美容保
健和抗衰方面積累上萬例的經驗。

香港最大、級別最高、位於香港科學園的細胞製備與保存中心

建設與流程品質標準符合 AABB, TGA, EMA, FDA, CFDA and GMP PIC/S

香港唯一符合香港衛生部門、大學附屬醫院的要求製備臨床級細胞

2015年啟動 - 2017年完成建設與品質檢測驗收

精準生技 – 香港免疫細胞GMP實驗室及研發中心

2000平方米的人體細胞生物加工生產區，其中包括7間cGMP的細胞處理室，高標準的B+A的

潔淨級別，兩套大型空調機組及純化水注射用水機組。

精準生技 – 中國免疫細胞GMP實驗室及研發中心

建置GMP級制程及生產車間

新生兒幹細胞儲存 牙髓幹細胞儲存自體免疫細胞儲存

製備中心潔淨廠房面積1000平方，符合生物製劑GMP規範要求，配置設備60餘台套年產能15000份以上

品管中心

全
球
性 前沿性

社會性 獨
特
性

2014年～2025年的複合年成長率

可達70%，預估2025年癌症免疫

療法市場將上看1500億美元，顯

見免疫細胞與醫療的發展，是一

大全球性商機。

全球性市場商機

癌症患者眾多且存在許多未被滿

足的臨床需求，細胞治療可帶來

長期的療效，為難治性的疾病治

療提供了新選擇，臨床應用效果

顯著，提高癌症患者生存率，增

加生活品質，降低醫療成本。

社會價值貢獻巨大

全球領先的獨立技術
專利技術之細胞增殖倍數(9000倍)及效能遠高於

業界水準(500至1000倍)，完整的管線體系，可

大幅提高免疫細胞之應用性與獲利能力。獨家

高效異體NK細胞製劑更是獨步全球細胞療法新

賽道。

地域法規優勢

自有專利技術不受制於國外，全球各

大藥廠已積極投入細胞及基因治療研

發，陸續有藥證核發。美國禁止高端

生技科技輸入中國，臺灣技術具技轉

及落地優勢，市場佈局完整。

精準國際公司特色 精準國際公司國際佈局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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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2003年17家到2021年127家生技公司
達市值>1兆
2. 新版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通過執行中
再生三法Q2將送立法院
3.政府開放保險業投資私募基金，吳東亮
組30億私募基金攻健康生技
4.國衛院斥資50億建疫苗二廠

台灣生技未來

1.新技術療法加創新研發能力
2.如何系統性整合及跨界合作
3.串聯醫療價值鏈開創國際市場

資料來源：公司整理

健康要從CP(cost performance)TP(trust performance)

價值從Cheap priceTaiwan price

醫療照護產業生態系更完整
整合新醫療需求、創新預防及照護模式
建構完整健康照護醫療產業鏈

台灣再生醫療競爭力更強
掌握醫療頂層關鍵技術及優質人才
全鏈智慧化、產業化數位轉型

在醫療產業扮演更關鍵的角色
搶占全球醫療供應鏈的核心地位
維持專業醫療及產業領先地位

結語

資料來源：公司整理

Thank you 

Precisionthera.com

領導最重要的價值在
於洞見力

台積電張忠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