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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常務次長石崇良
111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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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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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醫療趨勢

執行現況與挑戰

再生醫療三法之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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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投入再生醫學之業者持續增加

2020 2021 H1
增加業者100+家

2021較2020同期增加約200家

資料來源：Alliance for Regenerative Medicine’s (ARM)
1. 2020 Annual Report _2020: Growth & Resilience in Regenerative Medicine)
2. Regenerative Medicine in 2021: A Year of Firsts and Records (2021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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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Alliance for Regenerative Medicine’s (ARM)_Regenerative 
Medicine in 2021: A Year of Firsts and Records (2021 H1)

2021 H1全球再生醫療之臨床試驗現況

1. 分布：產業界(1320件)與學術/政府單位(1328件)約各佔一半
2. 期別：以第二期1504件最多
3. 技術：以細胞治療或細胞為基礎之癌症免疫治療為主
4. 適應症：以癌症治療為大宗

1320件 1328件



全球再生醫療市場持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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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2030 年均複合成長率 (CAGR)13.99% ，全球市場規模達 870.3 億美元，其中

580 億美元為細胞製劑與細胞治療藥品生產。(GlobeNewswire, 2021)

• 2019 年台灣再生醫療產業產值約為新台幣 27.1 億元，較 2018 年成長 13.2%。

全球已上市再生醫療產品數量

產品種類 美國 韓國 歐盟 日本 澳洲 新加坡 加拿大 紐西蘭 台灣

細胞及組
織工程

12 16 8 11 4 4 1 2 1
Kymriah 

基因治療 9 1 9 3 1 0 2 0 1
Zolgensma

總數 21 17 17 14 5 4 3 2 2

TRPMA製表；2022



我國再生醫療管理架構規劃

2018/2/14 6

n短期：將再生醫療技術依風險程度劃分
l高風險：需進行人體試驗
l低風險：納入特管辦法

n長遠：推動再生醫療專法，對該領域技術
做統合管理
l依技術風險性進行管理
l以Hospital Exemption形式放寬臨床操作
l以Conditional Approval形式加速上市



現行再生醫療管理架構

醫療技術

客製化

製程管控-GTP標準

開放6項細胞治療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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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機構提出申請

醫療機構
藥商提出申請

製程管控- GTP、GMP

製劑

取得許可證可販售

藥事法相關規定

商品化、規格化
藥商

再生醫療製劑管理條例(草案)

107.9.6 開放細胞治療技術(自體)
110.2.9 修正開放異體細胞治療技術

107.10.18 行政院函請立法院審議
108.5.8 立法院逐條審查 (未通過，屆期不續審)
109.2.5 衛福部再次函報行政院，待行政院審議

細胞治療技術

細胞治療產品
基因治療產品
組織工程產品
複合性產品

110.2.18 
特管銜接
製劑指引

臨床使用經驗



台灣細胞治療管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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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細胞
治療技術

再生醫
療製劑 臨床前研發 許可證

(產品上市)

臨床試驗

特定醫療技術
(特管辦法)

解除定期評估
/常規醫療

持續評估

停止技術許可

人體試驗
附屬計畫

有條件期限許可函
預防、診治危及生命或嚴重
失能之疾病，且國內尚無適
當藥物或合適替代療法者

成效確認

未能確效

無效

安全性不確定

安全性確定

再生醫學
諮議會

再生醫學
諮議會細胞

治療技術

備註：虛線部分研議中

安全性確定
且/或

具初步療效

臨床III期

查驗登記

限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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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管辦法

(第12條-附表三)

(第13條)

再生醫療製劑管理
條例(草案)

查驗登記臨床II期臨床I期



國內核准再生醫療製劑現況

諾健生靜脈懸液注射劑 (Zolgensma，基因治療製劑)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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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Ø 治療急性淋巴性白血病(ALL)

核准
許可證

細胞
治療
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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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
治療
IND

28件
Ø Phase I:  2 
Ø Phase I/II: 5
Ø Phase II: 5 
Ø Phase III: 13
Ø Phase IV: 3 

2022.2.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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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適應症 申請案件數 申請案件小計 核准案件數 核准案件小計

慢性缺血性腦中風 0 0

嚴重下肢缺血症 0 0

血液惡性腫瘤經標準治療無效 9 6

第一期至第三期實體癌，經標準治療無效 43 19

實體癌第四期 134 65

慢性或滿六週未癒合之困難傷口 18 3

占總體表面積百分之二十以上之大面積燒傷或皮膚
創傷受損

0 0

皮下及軟組織缺損 11 1

退化性關節炎及膝關節軟骨缺損 34 6

自體纖維母細胞治療 皮膚缺陷：皺紋、凹洞及疤痕之填補及修復 8 8 4 4
退化性關節炎及膝關節軟骨缺損 11 4

脊髓損傷 12 3

自體軟骨細胞治療 膝關節軟骨缺損 11 11 9 9

22 22 0 0

313 120

自體脂肪幹細胞治療 63 10

自體骨髓間質幹細胞治療 23 7

非附表三細胞治療技術

總計

自體CD34+ selection 0 0

自體免疫細胞治療 186 90

統計至111年01月31日

細胞治療技術施行計畫申請案件統計

1.癌症：90件(第四期72%)
2.退化性關節炎/軟骨缺損：19件（幹細胞10件、軟骨細胞9件）
3.皮膚缺陷/困難傷口：8件(纖維母細胞4件、脂肪幹細胞4件)
4.脊髓損傷：3件（骨髓間質幹細胞）



特管辦法開放細胞治療技術後…

n 自體細胞治療：依據目前藥物上市許可規定，可能限
制其發展或難以完全適用

n 異體細胞治療：逐漸為全球研發趨勢，可更確保品質
並降低生產成本，但依據目前藥品及醫療器材上市許
可規定，可能限制本土生技發展

n 異體細胞使用之挑戰
l安全性問題：排斥、遺傳物質改變
l細胞提供者：親屬間捐贈、不特定提供者

n 特管辦法的管理困境
l行政程序繁複、範圍受限、可課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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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醫療管理議題 12

1. 服務提供者
• 機構、人員資格條件

2. 許可登記
• 許可
• 附有附款許可
• 醫療機構特別許可

3. 細胞組織來源
• 提供者合適性規定
• 儲存機構品質管理

4. 細胞製備、運輸
• GTP→GMP / GDP

5. 監督與預防
• 風險分級、安全監視
• 成效評估、追蹤追溯

6. 病人權益
• 收費、廣告限制、救濟機制

病人為中心
安全、品質、效果



再生醫療管理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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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生醫療製劑、再生醫療技術分流管理
再生醫療種類多元、性能多樣、風險各異

• 兼顧再生醫療安全性及有效性
進入市場時，只存在有限證據

• 健全產業環境，提升再生醫療可近性
民眾需求大於發展速度

• 雙軌管理，兼顧臨床需要與產品安全品質要求
傳統藥品管理架構對於新興醫療之適用性



因應再生醫學發展的前瞻法案
• 兼容再生醫療技術與製劑的管理法規
• 分流、分級管理並預留發展彈性
• 從產業供應鏈觀點建構管理重點

總則

設置諮議會

主管機關

名詞定義
符合PIC/S GMP
或GTP、運送標
準、人員資格

製程管理 查驗登記

經核發許可證後，
始得製造或輸入。
有效期間為五年，
屆期須展延。

安全成效監控

追蹤溯源、安全
監視計畫、不良
反應通報。

救濟/保險

發生嚴重不良反
應者之補償救濟。

細胞來源管理

細胞庫設置法源，提供
者條件與補償; 必要時，
建立國家細胞庫。

特別許可

於Unmet Needs原則
下，附條件之許可及醫
療機構執行特許。



台灣再生醫療三法 111.01.13預告

再生醫療施行管理條例
(醫事司)

再生醫療發展法

再生醫療製劑管理條例
(食藥署)

賦予發展優勢，落實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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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醫療：指利用人類自體或異體細胞、胞器或基因，治療、
修復或替換人體細胞、組織及器官之製劑或技術。

再生醫療製劑
以治療或預防人類疾病為目的所製
造，且符合下列各目之一之製劑：
（一）對細胞加工製成者。
（二）使人體內含有重組基因者。
（三）對細胞加工使之具有組織結
構或機能，用以移植、修復或重建
人類之組織或器官者。
（四）前三目製劑與具有醫療器材
屬性之結構材料嵌合者。

再生醫療技術
於人體施行再生醫療之技術。但下
列技術，不包括在內：
（一）輸血。
（二）使用血液製劑。
（三）骨髓造血幹細胞移植、周邊
血造血幹細胞移植。
（四）人工生殖。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項目。

再生醫療定義



管理規範：分級分流落實品質管控

再生醫療

製劑管理

非製劑之管理

使用行為規範

再生醫療製劑管理條例
(草案)

再生醫療施行管理條例
(草案)

細胞源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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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研究環境 健全人才培育 全民普及可近 確保醫療品質

充挹資源，提供再
生醫療穩健產業發

展環境

致力人才育成，提
升再生醫療人才專

業知能

提升我國再生醫療
之可近性，並確保
其安全性及有效性

依據再生醫療類型，
建構安全管理及品

質規範

整合推動再生醫療發展

再生醫療發展法草案(全文1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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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醫療發展法（草案）立法重點

• 設置諮議會訂定再生醫療政策發展方針，編列經費加以推動。
• 再生醫療人才培育及設立基金。
• 辦理特定細胞之蒐集、處理、勸募、推廣等事項（國家級細
胞庫）。

• 產業發展與管理制度互相衡平：
• 結合財稅及金融優惠制度，促成再生醫療經濟規模。
• 雙軌發展訂定製劑管理條例、施行管理條例。

• 善盡對生命尊嚴及人性倫理之維護義務。
• 為促進再生醫療之可近性，並保障病人權益，應採取之措施：

• 政府應有法制、財政、稅制之相關配套措施。
• 製劑提供者及技術施行者應採行安全管理措施。



捐助設置財團法人或委託辦理事項

n 主管機關得捐助設置財團法人，或委由其他政府機關
、醫療機構、學術研究機構、學校或法人，辦理下列
事項 ：(第9條)
l 特定細胞提供者之篩選及其細胞之處理、保存與提供。

l 高技術性細胞、組織之處理及製造。

l 種源細胞之蒐集及儲存。

l 人體細胞、組織提供之勸募及推廣。

l 其他配合政府推動再生醫療相關政策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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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產業環境 健全人才培育 全民普及可近 確保醫療品質



01 02

03

0405

06

立法目的、主管機關、
名詞定義

(第1-3條)

再生醫療施行管理條例(草案)
醫療機構施行再生醫療之
申請程序、條件、項目、
告知同意、登錄、其他遵
行事項、及委託製造規定

(第4-9條)

罰則、規費罰鍰得用於
再生醫療發展基金、施
行細則、及施行日期

(第23-29條)

細胞組織來源管理、細
胞保存庫設置及招募廣
告管理

(第10-14條)

再生醫療廣告管理、施
行結果報告及不良反應
通報、停止或終止規定、
及產品責任保險

(第18-22條)

再生醫療臨床試驗及
研究之規定、限制及

獎勵 (第15-17條)

法案架構
(共29條)

規範再生醫療施行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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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施行再生醫療之範疇及施行機構、醫師資格

• 執行細胞製作機構（含委託之生技醫療公司）規定及人員資格

• 醫療機構施行再生醫療應盡之義務，如告知同意、製作並保存

紀錄、提出施行結果報告、主動通報機制及投保等事項。

• 再生醫療組織細胞來源管理（提供者合適性、細胞保存庫）

• 再生醫療廣告相關規範

• 再生醫療臨床試驗及人體研究規範

• 醫療機構或生技醫療公司違反相關規定之罰則

再生醫療施行管理條例（草案）立法重點



第二章再生醫療之施行_應申請核准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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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再生製劑*，或施行第五條再生醫療，
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本部得委任所屬機關或委託其他機
關（構）、法人、團體辦理該核准事項。(第4條)

醫療機構應申請核准始得施行之再生醫療

• 治療危及生命或嚴重失能疾病，且國內尚無適當藥品或醫療器材。

• 經自行施行臨床試驗結果，證實其安全性及初步療效。(對應現行

特管辦法之非附表三細胞治療技術)

• 提供不含基因改造或轉植之人類細胞或其胞器之自體細胞治療；
其項目由本部公告。(對應現行特管辦法之附表三細胞治療技術項目)

特許施行之再生醫療範疇
(第5條)

第二章_施行 第三章_來源 第四章_研究 第五章_監督 第七章_附則



第二章再生醫療之施行_醫療機構可豁免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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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行第五條再生醫療，免依再生醫療製劑管理條例之

規定，申請再生製劑許可證或附款許可。(第5條)

醫療機構施行再生醫療，免申請查驗登記

• 醫療機構自行或接受委託執行細胞操作者，免依藥事

法之規定取得藥品製造業許可執照。(第6條)

醫療機構執行細胞操作，免申請為藥商

第二章_施行 第三章_來源 第四章_研究 第五章_監督 第七章_附則



第二章再生醫療之施行_
施行再生醫療及執行細胞操作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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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為該疾病相關領域，並符合本部公告資格之專科醫師。(第6條)

施行再生醫療醫師之資格

• 細胞操作(含細胞培養、處理及儲存)可由醫療機構自行執行，或委
託生技醫藥公司或其他醫療機構執行。

• 執行細胞操作之機構應符合「再生醫療製造及運銷優良操作準則」
之規定，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 細胞操作人員，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資格及完成相關訓練。

執行細胞操作之機構及其人員資格
(第7條)

第二章_施行 第三章_來源 第四章_研究 第五章_監督 第七章_附則



第三章再生醫療組織細胞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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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外情形：使用自體細胞或組織、用於臨床試驗、細胞組織取
自主管機關核准之人體細胞保存庫。

• 合適性之判定條件、篩選、測試項目等規範由本部另定。

應確保人體組織、細胞來源提供者合適性

• 人體細胞保存庫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來源應符合上述合適性
判定等規範，且應事先獲得提供者同意。(第11、13條)

• 提供者招募廣告，僅醫療機構、保存庫設置機構或學術研究機
構得為之，且應經本部認可之IRB審查通過。(第14條)

• 得收取費用。(第12條)

細胞保存庫之設置、招募廣告及收費規範

(第10條)

第二章_施行 第三章_來源 第四章_研究 第五章_監督 第七章_附則



• 僅醫療機構可為之，且應事先向地方衛生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 得刊播內容另定於施行細則。

再生醫療廣告採事先核准

• 施行第五條再生醫療，應依本部指定格式提出結果報告。(第19條)
• 使用指定之再生製劑，或施行第五條再生醫療，應通報非預期嚴

重不良事件。(第20條)

安全追蹤管理

• 施行第五條再生醫療者，應投保產品責任保險。(第22條)

明定施行再生醫療應行救濟措施

第五章監督與預防_廣告、追蹤及救濟

27

第二章_施行 第三章_來源 第四章_研究 第五章_監督 第七章_附則

(第18條)



再生醫療製劑管理條例(草案)

行政罰則、施行日期

提供者合適性、知情同意
、招募廣告、製造及運銷

查驗登記
(第5-7條)查驗登記、變更登記、

許可證展延

安全監視、建立來源及
流向資料、藥害救濟

有附款許可條件、
附款內容及其相關規範

立法目的、主管機關、
管理範疇、業者資格

總則
(第1-4條)

有附款
許可

(第8-9條)

製造販賣
(第10-15條)

上市後管理
(第16-18條)

其他
(第19-21條)

規範再生醫療產品之製造、販賣



l明定附附款許可，鼓勵再生醫療產業發展，促使
民眾及早取得再生醫療新藥。

l訂定細胞或組織提供者合適性判定、知情同意、
招募廣告規定。

l訂定再生醫療製劑流向管理規定。

l本條列未規定者，回歸藥事法管理。

再生醫療製劑管理條例(草案) 立法重點

藥事法特別法



核予有附款許可
治療危及生命或嚴重失能疾病
完成第二期臨床試驗，經評估風險效益得
以確保安全性及初步療效
有效期間不超過五年
期滿不得展延
不得重複核給

執行療效驗證試驗
定期或於指定期限內繳交試驗報告
對使用病人之救濟情形與措施
費用收取方式
其他應完成事項

有附款
許可

附款
規定

第8條

第9條



再生製劑安全監控與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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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核准製造、輸入之再生醫療製劑，藥商應依藥品安全監視管理辦法
之規定，執行藥品安全監視。取得有附款許可之再生醫療製劑，準用
前項規定。(第16條)

• 再生醫療製劑之製造、販賣業者及使用之醫療機構，應建立與保存產
品直接供應來源及流向之資料。(第17條)

上市後安全監控

• 再生醫療製劑之藥害救濟，其屬取得許可證者，適用藥害

救濟法之規定；取得有附款許可者，依第九條第一項核定
之救濟情形與措施辦理。(第18條)

救濟規定



再生醫療需要跨領域合作

細胞治療

產業鍊

臨床
研究

精準
診斷

專科
診療

細胞
儲存

細胞
製備

品質
管控

設備
試劑

保存
運送

資訊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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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醫療三法之期許

n法規接軌並持續檢討調整
l滿足病人醫療需求
l維護醫療品質、安全及有效性
l縮短研發至臨床使用之期程
l分流、分級管理

n引導生技相關產業發展
l產業輔導及技術提升
l建立細胞製備場所營運規範
l從細胞治療技術到再生醫療製劑無縫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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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h, Chung-Liang M.D., Ph.D. 
Deputy Minister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Taiwan

衛生福利部網站：

首頁/本部各單位及所屬機關/醫事司/生醫科技及器官捐贈/細胞

治療技術 https://dep.mohw.gov.tw/DOMA/lp-4127-1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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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https://dep.mohw.gov.tw/DOMA/lp-4127-10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