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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攜手成功大學於10月7日簽署合作意向書，今
日由台南市市長黃偉哲（右二）、南科管理局副局長

鄭秀絨（左二）、工研院院長劉文雄（右一）、成功

大學校長蘇慧貞（左一）共同舉行焦點儀式，未來將

以細胞治療與運算醫學為重點議題，希望力助生醫產

業成為最具競爭力的產業。

工研院攜手成大 為南臺灣研發動能添柴火 「生醫下世代園
區」打頭陣 打造跨域能量產業聚落

孫宜秋／南市

2019/10/8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近年政

府積極串連中南部在地產業，已逐步

展現跨域共創價值的具體成果，為了

強化南部研發能量、為在地產業點火

添薪，繼「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新竹生醫園區」陸續成立後，工研

院攜手成功大學於10月7日簽署合作

意向書，宣示雙方將透過生物科技的

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進行創新技術

產業化及跨領域合作，以培育下世代

生技菁英人才。雙方將以細胞治療（Cell Therapy）與運算醫學（Computational

Medicine）為兩大重點發展項目，連結產學研醫跨域能量，吸引各領域產業與資源

挹注，力助生醫產業成為最具競爭力的產業。

 工研院院長劉文雄表示，隨著物聯網、大數據的發展，各國積極投入精準醫療以

降低醫療支出、讓醫療更有效率，如何將數位科技與醫療成果整合，是生醫產業佈

局下世代技術的首要關鍵。政府極力推動「5+2產業創新計劃」中，也致力打造國

家級的生技重鎮，包括南港的國家生技研究園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更希望將這

些能量延伸至南台灣，為在地產業點火添薪。台南除了有南部科學工業園區龐大的

產業效益外，還有國內頂尖的成功大學，匯聚著成大醫學院及附設醫院等龐大資

源，工研院肩負帶動產業升級轉型的重責大任，將共同攜手連結產學研醫跨域能

量，在南台灣打造「下世代生醫園區」，雙方未來將優先鎖定細胞治療（Cell

Therapy）與運算醫學（Computational Medicine）兩大議題，且持續與國際頂尖的

學研機構進行合作交流，研發及培育跨領域生技菁英人才，期盼挹注更豐沛的能

量，成功開創南台灣生醫產業新局。

 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指出，「下世代生醫園區」的兩大議題中，包含自體細胞治

療應用、異體細胞治療研究、細胞藥物量產製程；還有生醫健康數據資料應用

（real world data）、影像與治療策略規劃-3D浮空影像技術、器官動態功能模擬等

議題，以結合基礎與應用研究，進行創新技術產業化及跨領域合作。未來再逐步擴

大至人工智慧實驗室（AI Lab）、大數據及物聯網之應用，如：以人工智慧數據治

理之智慧城市，及植入式醫電與醫材應用等議題，希望從研發前瞻性技術成果至後

續商品化流程，建構從上到下游完整的學研合作示範平台。

 台南市市長黃偉哲強調，自上任以來，市府團隊持續推動五大發展主軸，透過資

源整合、創新服務及加速建設。其中，「生物科技」、「綠色能源」及「時尚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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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等並列為台南市的三大新興產業，目前在台南的生技廠商家數超過400家，具

有完整的產業聚落，台南市政府除協助提供在地產業優良的發展環境與協助拓展市

場外，未來在導入工研院前瞻技術與成功大學豐沛的研發能量下，期能達到中央政

府將國家級生技重鎮延伸到南台灣的目標，協助台南生技產業轉型及升級。南科管

理局副局長鄭秀絨指出，台南科學園區是南台灣的科技重鎮，提供了近8萬個就業

機會，占全市就業人口9％，南科園區廠商年產值約為全市整體產業產值40％；6

年多來，已有多家新創公司進駐科學園區，為南部產業創造獨特的優勢，未來在生

醫下世代園區產業聚落形成後，盼能匯集南部生醫研發的能量與動能，再創生醫高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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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攜成大 培育生技人才

⼯研院昨（7）⽇與成功⼤學簽署合作意向書，將透過⽣物科技的基礎研究與
應⽤研究，進⾏創新技術產業化及跨領域合作，以培育下世代⽣技菁英⼈
才。雙⽅將以細胞治療與運算醫學為兩⼤重點發展項⽬，連結產學研醫跨域
能量，吸引各領域產業與資源挹注，⼒助⽣醫產業成為最具競爭⼒的產業。

⼯研院院⻑劉⽂雄表⽰，隨著物聯網、⼤數據的發展，各國積極投⼊精準醫
療以降低醫療⽀出、讓醫療更有效率，如何將數位科技與醫療成果整合，將

2019-10-08 00:59 經濟日報 記者李珣瑛／新竹報導

⼯研院與成⼤簽署合作意向書，⼯研院院⻑劉⽂雄（右起）、台南市⻑⿈偉哲、南科管理局副局⻑鄭秀

絨、成⼤校⻑蘇慧貞出席。 ⼯研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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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醫產業布局下世代技術的⾸要關鍵。

台南有南科園區龐⼤的產業效益，還有頂尖的成功⼤學，匯聚成⼤醫學院及
附設醫院等資源，⼯研院肩負帶動產業升級轉型重責⼤任，將攜⼿連結產學
研醫跨域能量，在南台灣打造「下世代⽣醫園區」，雙⽅先鎖定細胞治療與
運算醫學兩⼤議題，持續與國際頂尖學研機構進⾏合作交流，研發及培育跨
領域⽣技菁英⼈才，期盼挹注更豐沛的能量，開創南台灣⽣醫產業新局。

成功⼤學校⻑蘇慧貞指出，「下世代⽣醫園區」的兩⼤議題中，包含⾃體細
胞治療應⽤、異體細胞治療研究、細胞藥物量產製程；還有⽣醫健康數據資
料應⽤、影像與治療策略規劃3D浮空影像技術、器官動態功能模擬等議題。

細胞治療﹒工研院﹒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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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攜手成大 打造「生醫下世代園區」

為強化南部研發能量、為在地產業點⽕添薪，繼「國家⽣技研究園區」、
「新⽵⽣醫園區」陸續成⽴後，⼯研院攜⼿成功⼤學於今（7）⽇簽署合作意
向書，宣⽰雙⽅將透過⽣物科技的基礎研究與應⽤研究，進⾏創新技術產業
化及跨領域合作，以培育下世代⽣技菁英⼈才。雙⽅將以細胞治療
（CellTherapy）與運算醫學（Computational Medicine）為兩⼤重點發展
項⽬，連結產學研醫跨域能量，吸引各領域產業與資源挹注，⼒助⽣醫產業
成為最具競爭⼒的產業。

⼯研院院⻑劉⽂雄表⽰，隨著物聯網、⼤數據的發展，各國積極投⼊精準醫
療以降低醫療⽀出、讓醫療更有效率，如何將數位科技與醫療成果整合，是
⽣醫產業佈局下世代技術的⾸要關鍵。政府極⼒推動「5+2產業創新計劃」
中，也致⼒打造國家級的⽣技重鎮，包括南港的國家⽣技研究園區、新⽵⽣
物醫學園區，更希望將這些能量延伸⾄南台灣，為在地產業點⽕添薪。

台南除了有南部科學⼯業園區龐⼤的產業效益外，還有國內頂尖的成功⼤
學，匯聚著成⼤醫學院及附設醫院等龐⼤資源，⼯研院肩負帶動產業升級轉
型的重責⼤任，將共同攜⼿連結產學研醫跨域能量，在南台灣打造「下世代
⽣醫園區」，雙⽅未來將優先鎖定細胞治療（CellTherapy）與運算醫學
（Computational Medicine）兩⼤議題，且持續與國際頂尖的學研機構進⾏
合作交流，研發及培育跨領域⽣技菁英⼈才，期盼挹注更豐沛的能量，成功
開創南台灣⽣醫產業新局。

成功⼤學校⻑蘇慧貞指出，「下世代⽣醫園區」的兩⼤議題中，包含⾃體細
胞治療應⽤、異體細胞治療研究、細胞藥物量產製程；還有⽣醫健康數據資
料應⽤（realworld data）、影像與治療策略規劃-3D浮空影像技術、器官動
態功能模擬等議題，以結合基礎與應⽤研究，進⾏創新技術產業化及跨領域
合作。未來再逐步擴⼤⾄⼈⼯智慧實驗室（AI Lab）、⼤數據及物聯網之應
⽤，如：以⼈⼯智慧數據治理之智慧城市，及植⼊式醫電與醫材應⽤等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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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希望從研發前瞻性技術成果⾄後續商品化流程，建構從上到下游完整的
學研合作⽰範平台。

台南市市⻑⿈偉哲強調，⾃上任以來，市府團隊持續推動五⼤發展主軸，透
過資源整合、創新服務及加速建設。其中，「⽣物科技」、「綠⾊能源」及
「時尚設計」等並列為台南市的三⼤新興產業，⽬前在台南的⽣技廠商家數
超過400家，具有完整的產業聚落，台南市政府除協助提供在地產業優良的發
展環境與協助拓展市場外，未來在導⼊⼯研院前瞻技術與成功⼤學豐沛的研
發能量下，期能達到中央政府將國家級⽣技重鎮延伸到南台灣的⽬標，協助
台南⽣技產業轉型及升級。

南科管理局副局⻑鄭秀絨指出，台南科學園區是南台灣的科技重鎮，提供了
近8萬個就業機會，占全市就業⼈⼝9％，南科園區廠商年產值約為全市整體
產業產值40％；6年多來，已有多家新創公司進駐科學園區，為南部產業創造
獨特的優勢，未來在⽣醫下世代園區產業聚落形成後，盼能匯集南部⽣醫研
發的能量與動能，再創⽣醫⾼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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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院攜⼿成功⼤學於10⽉7⽇簽署合作意向書，由台南市市⻑⿈偉哲(右⼆)、南科管理局副局⻑鄭秀絨

(左⼆)、⼯研院院⻑劉⽂雄(右⼀)、成功⼤學校⻑蘇慧貞(左⼀)共同舉⾏焦點儀式，未來將以細胞治療與

運算醫學為重點議題，希望⼒助⽣醫產業成為最具競爭⼒的產業。⼯研院／提供

⼯研院攜⼿成功⼤學於10⽉7⽇簽署合作意向書，在台南市市⻑⿈偉哲(右⼆)、南科管理局副局⻑鄭秀絨

(左⼆)⾒證下，由⼯研院院⻑劉⽂雄(右⼀)、成功⼤學校⻑蘇慧貞(左⼀)共同簽約，希望⼒助⽣醫產業成

為最具競爭⼒的產業。⼯研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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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院攜⼿成功⼤學於10⽉7⽇簽署合作意向書，未來將鎖定細胞治療與運算醫學為重點發展項⽬，圖為

⼯研院⾼效增殖間質幹細胞無⾎清培養基細胞⼯廠。⼯研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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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攜手成功大學於10月7日簽署合作意向書，在台南市長黃偉哲(右二)、南科管理局

副局長鄭秀絨(左二)見證下，由工研院院長劉文雄(右一)、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左一)共

同簽約，希望力助生醫產業成為最具競爭力的產業。圖／工研院提供

工研院 打造生醫下世代園區
工商時報 陳泳丞 、台南04:10 2019/10/08

工研院與台南成大7日簽署合作意向書，宣示雙方將透過生物科技的基礎研究與應用研

究，進行創新技術產業化及跨領域合作，以培育下世代生技菁英人才。未來雙方將鎖定

細胞治療 (Cell Therapy)與運算醫學(Computational Medicine)為兩大重點發展項目。

工研院院長劉文雄指出，隨著物聯網、大數據的發展，各國積極投入精準醫療以降低醫

療支出、讓醫療更有效率，但如何將數位科技與醫療成果整合，是生醫產業佈局下世代

技術的首要關鍵。

劉文雄說明，政府極力推動「5+2產業創新計劃」中，也致力打造國家級的生技重鎮，

包括南港的國家生技研究園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更希望將這些能量延伸至南台灣，

為在地產業點火添薪。台南除了有南部科學工業園區龐大的產業效益外，還有國內頂尖

的成功大學，匯聚著成大醫 學院及附設醫院等龐大資源，工研院肩負帶動產業升級轉型

的重責大任，將共同攜手連結產學研醫跨域能量，在南台灣打造「下世代生醫園區」，

且持續與國際頂尖的學研機構進行合作交流， 研發及培育跨領域生技菁英人才，期盼挹

注更豐沛的能量，成功開創南台灣生醫產業新局。

但如何將數位科技與醫療成果整合，是生醫產業佈局下世代技術的首要關鍵。劉文雄指

出，「MOU只是一個開始」，台灣優秀的人才都往ICT與醫療流動，工研院與成大的合

作就是要將兩個領域最好的人才做結合，讓生醫產業成為最具競爭力的產業。

成大校長蘇慧貞指出，下世代的重點就在於「跨域」、「精準」，產業有不同的面向、

不同的可能，如何面對挑戰找出改善的辦法，就是當前最重要的任務。希望藉由跟工研

院的合作，將少數人才能負擔的醫療產業化，讓大家都可以負擔，照顧整個社會，這也

是成大(醫院)的核心價值與使命。

至於為什麼選擇這兩大議題作為合作重點，劉文雄認為，治療個人化、客製化就是下世

代醫療的 趨勢，而精準醫療有賴AI與數據分析的支持，才能給予病人最適合的治療，台

灣有一流的ICT與醫 療人才，擁有絕對的優勢，如果結合健保以及大醫院的數據，再加上

醫療領域的創新發展，「台灣在細胞治療是很有機會的」。

#工研院 #成大 #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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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成大攜手 生醫下世代園區打頭陣 建構跨
域能量產業聚落

大成報／于郁金 2019.10.07 18:04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近年政府積極串連中南部在地產業，已逐步展現跨域

共創價值的具體成果，為了強化南部研發能量、為在地產業點火添薪，繼「國家生技研

究園區」、「新竹生醫園區」陸續成立後，工研院攜手成功大學於10月7日簽署合作意

向書，宣示雙方將透過生物科技的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進行創新技術產業化及跨領域

合作，以培育下世代生技菁英人才；雙方將以細胞治療(Cell Therapy)與運算醫學(Com

putational Medicine)為兩大重點發展項目，連結產學研醫跨域能量，吸引各領域產業

與資源挹注，力助生醫產業成為最具競爭力產業。 

工研院院長劉文雄表示，隨著物聯網、大數據的發展，各國積極投入精準醫療以降低醫

療支出、讓醫療更有效率，如何將數位科技與醫療成果整合，是生醫產業佈局下世代技

術的首要關鍵；政府極力推動「5+2產業創新計劃」中，也致力打造國家級的生技重

鎮，包括南港的國家生技研究園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更希望將這些能量延伸至南台

灣，為在地產業點火添薪。 

劉文雄進一步表示，臺南除了有南部科學工業園區龐大的產業效益外，還有國內頂尖的

成功大學，匯聚著成大醫學院及附設醫院等龐大資源，工研院肩負帶動產業升級轉型的

重責大任，將共同攜手連結產學研醫跨域能量，在南台灣打造「下世代生醫園區」，雙

方未來將優先鎖定細胞治療(Cell Therapy)與運算醫學(Computational Medicine)兩大

議題，且持續與國際頂尖的學研機構進行合作交流，研發及培育跨領域生技菁英人才，

期盼挹注更豐沛的能量，成功開創南台灣生醫產業新局。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指出，「下世代生醫園區」的兩大議題中，包含自體細胞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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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異體細胞治療研究、細胞藥物量產製程；還有生醫健康數據資料應用(real world

data)、影像與治療策略規劃-3D浮空影像技術、器官動態功能模擬等議題，以結合基

礎與應用研究，進行創新技術產業化及跨領域合作；未來再逐步擴大至人工智慧實驗室

(AI Lab)、大數據及物聯網之應用，如：以人工智慧數據治理之智慧城市，及植入式醫

電與醫材應用等議題，希望從研發前瞻性技術成果至後續商品化流程，建構從上到下游

完整的學研合作示範平台。 

臺南市市長黃偉哲強調，自上任以來，市府團隊持續推動五大發展主軸，透過資源整

合、創新服務及加速建設；其中，「生物科技」、「綠色能源」及「時尚設計」等並列

為臺南市的三大新興產業，目前在臺南生技廠商家數超過400家，具有完整產業聚落，

臺南市政府除協助提供在地產業優良發展環境與協助拓展市場外，未來在導入工研院前

瞻技術與成功大學豐沛研發能量下，期能達到中央政府將國家級生技重鎮延伸到南台灣

目標，協助臺南生技產業轉型及升級。 

南科管理局副局長鄭秀絨指出，臺南科學園區是南台灣科技重鎮，提供了近8萬個就業

機會，占全市就業人口9％，南科園區廠商年產值約為全市整體產業產值40％；6年多

來，已有多家新創公司進駐科學園區，為南部產業創造獨特優勢，未來在生醫下世代園

區產業聚落形成後，盼能匯集南部生醫研發的能量與動能，再創生醫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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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成大攜手攻生醫 鎖定細胞治療、運算醫學
雙軌並行
郭靜蓉  2019-10-08

工研院攜手成功大學簽署合作意向書，希望力助生醫產業成為最具競爭力的產業。工研院

工研院與成功大學連結產學研醫等跨領域能量，共同攜手為台灣生醫產業技術

發展添柴火，7日雙方簽署跨領域技術合作意向書，將以細胞治療(Cell

Therapy)與運算醫學(Computational Medicine)作為兩大重點發展項目，希望

建構出一個上中下游完整的學研合作示範平台，未來也希望將相關技術產業化

並構築生態系，期許為台灣打造出生醫界TSMC的新願景。

工研院與成大在細胞治療方面的合作，包括細胞藥物量產製程、自體細胞治療

應用、異體細胞治療研究等；運算醫學則是以整合資訊與醫學的方式，協助醫

療產業進行精準分析、解決醫學和臨床研究中心的實踐問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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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細胞治療需要了解其機轉，經生物培養製作出最適合對抗疾病的細

胞，只不過目前的製程成本極高，要能造福廣大病患，得產業化發展。至於運

算醫學則著重在生醫健康數據資料的應用、器官動態功能模擬應用於教育訓

練、影像與治療策略規劃等，要發展精準醫療、智慧醫療都需要大數據與電腦

運算，成大醫院已累積許多醫學影像資料與數據，近年來也積極發展智慧醫

療，工研院則已有將資訊去識別化的技術，預期雙方合作將可帶來加乘效應。

工研院目前已完成台灣第一例異體細胞治療的產品開發，同時也有申請細胞治

療臨床試驗的經驗，工研院表示，在細胞醫療產業的原料、生產程序建置上，

包含自動化/智能化的生產與高附加價值的營運模式，將可補足技術缺口，讓台

灣細胞醫療產業具備技術自主性。

工研院與成功大學攜手合作，未來將鎖定細胞治療與運算醫學為重點發展項目，

圖為工研院高效增殖間質幹細胞無血清培養基細胞工廠。工研院

 點擊圖片放大觀看

https://mms.digitimes.com/NewsImg/2019/1008/570188-2-5H28X.jpg


2019/10/8 工研院、成大攜手攻生醫 鎖定細胞治療、運算醫學雙軌並行 - DIGITIMES 智慧應用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cat1=20&cat2=70&cat3=15&id=0000570188_8VQ0AZMN981ZFO7P5H28X 3/3

至於在推動高速生醫運算研發與應用方面，在合作方向上，包括超級電腦、

white AI box以及數位退火技術，並作為發展PHR數據平台、數位製藥、3D臨

床生理影像模擬的基礎，同時也進行醫療場域的驗證，提供智慧化應用及精準

化分析的醫療服務。

工研院院長劉文雄表示，隨著物聯網、大數據的發展，各國積極投入精準醫療

以降低醫療支出，因此如何將數位科技與醫療成果整合，將是生醫產業布局下

世代技術的首要關鍵。

他表示，現在的醫療技術已不能依賴單一技術，必須要跨域合作與發展，才能

展現最大的效果，例如精準醫療或細胞治療，就需要透過數據分析、人工智慧

進行科技研發並導入醫療技術，才能精準達到個人化治療的目的，並降低藥物

的副作用。而台灣的醫界、工程界都擁有一流的人才與技術，ICT領域更在全球

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若能結合醫療與工程等不同領域，台灣將擁有絕對的優

勢。

成大校長蘇慧貞指出，下世代的問題與特性需要跨域解決，也需要分工，成大

與工研院除了看見前端科技與科學的可能外，還要將其落實。細胞治療、精準

醫療昂貴，如能夠衍生成產業模式，將讓每個生命獲得公平完整的對待與照

顧，此外，未來產業化的可能性若更能聚焦，雙方的攜手合作，將有機會為台

灣打造下一個兆億元的生醫產業。

更多關鍵字報導： 工研院 

成大 

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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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攜手成大　為南臺灣研發動能添柴火　「生醫下世代園
區」打頭陣　打造跨域能量產業聚落
2019-10-07

工研院攜手成功大學於10月7日簽署合作意向書，今日在台南市市長黃偉哲（右二）、南科管理局
副局長鄭秀絨（左二）見證下，由工研院院長劉文雄（右一）、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左一）共
同簽約，希望力助生醫產業成為最具競爭力的產業。

近年政府積極串連中南部在地產業，已逐步展現跨域共創價值的具體成果，為了強化南部研發能

量、為在地產業點火添薪，繼「國家生技研究園區」、「新竹生醫園區」陸續成立後，工研院攜

手成功大學於10月7日簽署合作意向書，宣示雙方將透過生物科技的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進行創

新技術產業化及跨領域合作，以培育下世代生技菁英人才。雙方將以細胞治療（Cell Therapy）與

運算醫學（Computational Medicine）為兩大重點發展項目，連結產學研醫跨域能量，吸引各領

域產業與資源挹注，力助生醫產業成為最具競爭力的產業。 

工研院院長劉文雄表示，隨著物聯網、大數據的發展，各國積極投入精準醫療以降低醫療支出、

讓醫療更有效率，如何將數位科技與醫療成果整合，是生醫產業佈局下世代技術的首要關鍵。政

府極力推動「5+2產業創新計劃」中，也致力打造國家級的生技重鎮，包括南港的國家生技研究園

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更希望將這些能量延伸至南台灣，為在地產業點火添薪。台南除了有南

部科學工業園區龐大的產業效益外，還有國內頂尖的成功大學，匯聚著成大醫學院及附設醫院等

龐大資源，工研院肩負帶動產業升級轉型的重責大任，將共同攜手連結產學研醫跨域能量，在南

台灣打造「下世代生醫園區」，雙方未來將優先鎖定細胞治療（Cell Therapy）與運算醫學

（Computational Medicine）兩大議題，且持續與國際頂尖的學研機構進行合作交流，研發及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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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跨領域生技菁英人才，期盼挹注更豐沛的能量，成功開創南台灣生醫產業新局。 

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指出，「下世代生醫園區」的兩大議題中，包含自體細胞治療應用、異體細

胞治療研究、細胞藥物量產製程；還有生醫健康數據資料應用（real world data）、影像與治療

策略規劃-3D浮空影像技術、器官動態功能模擬等議題，以結合基礎與應用研究，進行創新技術產

業化及跨領域合作。未來再逐步擴大至人工智慧實驗室（AI Lab）、大數據及物聯網之應用，如：

以人工智慧數據治理之智慧城市，及植入式醫電與醫材應用等議題，希望從研發前瞻性技術成果

至後續商品化流程，建構從上到下游完整的學研合作示範平台。 

台南市市長黃偉哲強調，自上任以來，市府團隊持續推動五大發展主軸，透過資源整合、創新服

務及加速建設。其中，「生物科技」、「綠色能源」及「時尚設計」等並列為台南市的三大新興

產業，目前在台南的生技廠商家數超過400家，具有完整的產業聚落，台南市政府除協助提供在地

產業優良的發展環境與協助拓展市場外，未來在導入工研院前瞻技術與成功大學豐沛的研發能量

下，期能達到中央政府將國家級生技重鎮延伸到南台灣的目標，協助台南生技產業轉型及升級。

南科管理局副局長鄭秀絨指出，台南科學園區是南台灣的科技重鎮，提供了近8萬個就業機會，占

全市就業人口9％，南科園區廠商年產值約為全市整體產業產值40％；6年多來，已有多家新創公

司進駐科學園區，為南部產業創造獨特的優勢，未來在生醫下世代園區產業聚落形成後，盼能匯

集南部生醫研發的能量與動能，再創生醫高峰! 

工研院攜手成功大學於10月7日簽署合作意向書，今日由台南市市長黃偉哲（右二）、南科管理局
副局長鄭秀絨（左二）、工研院院長劉文雄（右一）、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左一）共同舉行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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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儀式，未來將以細胞治療與運醫學為重點議題，希望力助生醫產業成為最具競爭算力的產業。

工研院攜手成功大學於10月7日簽署合作意向書，未來將鎖定細胞治療與運算醫學為重點發展項
目，圖為工研院高效增殖間質幹細胞無血清培養基細胞工廠。

【新聞連絡人】

工研院行銷傳播處 黃馨儀

電話：+886-3-5917612

Email：itriA40227@i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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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下世代園區」台南　黃偉哲見證工研院與
成大簽署MOU

▲「生醫下世代園區」落腳台南，台南市長黃偉哲見證工研院與成大簽署MOU。（圖／記者林悅翻

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南台灣生技醫藥產業進入新時代，工研院與成功大學攜手在台南共築「生醫下世代園

區」，10月7日於南台灣創新園區簽署合作意向書，雙方將以細胞治療與運算醫學為

兩大重點發展項目，進行跨領域合作。

市長黃偉哲受邀擔任儀式見證人，對於工研院與南台灣首屈一指的醫學中心成大結

合，黃偉哲表示樂觀其成，期待透過園區的成立，匯集南部生醫研發的能量，為南台

灣生技開創新局，市府也將全力支持並請各單位貢獻第1線的實務經驗。

生技醫藥是政府推動「5+2」產業創新方案中的主要項目，「生醫下世代園區」落腳

南台灣，除達到中央政府將國家級生技重鎮延伸到南台灣的目標，對於台南生技產業

的升級亦有正向助益。市長黃偉哲表示，生技產業在台灣一向前景看好，但風險也

高，因此學術界的研發成果若能透過良好的制度促使產官學合作，是很重要的；期盼

能在很短的時間內，看到工研院跟成大合作的初步成果。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5%9C%B0%E6%96%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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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政府積極串連中南部在地產業，為強化南部研發能量，繼「國家生技研究園

區」、「新竹生醫園區」後，工研院與成大合作成立「生醫下世代園區」，優先鎖定

細胞治療與運算醫學兩大議題。

工研院院長劉文雄表示，細胞治療與運算醫學皆屬跨領域的主題，工研院屬於法人的

研發單位，成大則是南部頂尖的學術單位，雙方未來將著重在培育人才，並會把相關

技術成果引導至產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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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蘇慧貞校長也指出，學校一直希望所有的尖端研究可以落地，而工研院則擁

有豐富的全球實務運用的經驗，透過雙方的分工，相信可以擴大並真正創造出億萬的

生技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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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

「生醫下世代園區」落腳臺南 黃偉
哲見證工研院與成大簽署MOU
Posted By: TainanTalk  十月 7, 2019  Comments Off!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南台灣生技醫藥產業進入新時代，工研院與成功大學攜手在臺

南共築「生醫下世代園區」，今(7)日於南臺灣創新園區簽署合作意向書，雙方將以細胞
治療與運算醫學為兩大重點發展項目，進行跨領域合作。臺南市長黃偉哲受邀擔任儀式

見證人，對於工研院與南臺灣首屈一指的醫學中心成大結合，黃偉哲市長表示樂觀其

成，期待透過園區的成立，匯集南部生醫研發的能量，為南臺灣生技開創新局，市府將

全力支持並請各單位貢獻第一線的實務經驗。

（圖說）工研院院長劉文雄（右一）與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左一）今(7)日於南臺灣創
新園區簽署合作意向書，市長黃偉哲（右二）和南科管理局副局長鄭秀絨（左二）擔任

見證人。（記者鄭德政攝）

生技醫藥是政府推動「五加二」產業創新方案中的主要項目，「生醫下世代園區」落腳

南臺灣，除達到中央政府將國家級生技重鎮延伸到南臺灣的目標，對於臺南生技產業的

升級亦有正向助益。黃偉哲市長致詞表示，生技產業在臺灣一向前景看好，但風險也

高，因此學術界的研發成果若能透過良好的制度促使產官學合作，是很重要的；期盼能

在很短的時間內，看到工研院跟成大合作的初步成果。

https://tainantalk.com/category/other/
https://tainantalk.com/author/tainantalk/
https://tainantalk.com/20191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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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黃市長（右二）代表台南市政府支持成大與工研院簽署合作意向書。（記者鄭

德政攝）

近年來政府積極串連中南部在地產業，為強化南部研發能量，繼「國家生技研究園

區」、「新竹生醫園區」後，工研院與成大合作成立「生醫下世代園區」，優先鎖定細

胞治療與運算醫學兩大議題。工研院院長劉文雄表示，細胞治療與運算醫學皆屬跨領域

的主題，工研院屬於法人的研發單位，成大則是南部頂尖的學術單位，雙方未來將著重

在培育人才，並會把相關技術成果引導至產業界。

（圖說）黃市長出席南臺灣生醫下世代園區簽署儀式並合影。（記者鄭德政攝）

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指出，學校一直希望所有的尖端研究可以落地，而工研院則擁有豐

富的全球實務運用的經驗，透過雙方的分工，相信可以擴大並真正創造出億萬的生技產

業。

南科管理局副局長鄭秀絨指出，台南科學園區是南台灣的科技重鎮，提供了近8萬個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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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占全市就業人口9％，南科園區廠商年產值約為全市整體產業產值40％；6年多
來，已有多家新創公司進駐科學園區，為南部產業創造獨特的優勢，未來在生醫下世代

園區產業聚落形成後，盼能匯集南部生醫研發的能量與動能，再創生醫高峰。

分享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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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下世代園區」落腳臺南　黃偉哲見證工研院
與成大簽署MOU

秒捷記者 ／ 陳祺昌採訪報導   2019-10-07 13:19

南台灣生技醫藥產業進入新時代，工研院與成功大學攜手在臺南共築「生醫下世代園

區」，今(7)日於南臺灣創新園區簽署合作意向書，雙方將以細胞治療與運算醫學為兩

大重點發展項目，進行跨領域合作。臺南市長黃偉哲受邀擔任儀式見證人，對於工研院

與南臺灣首屈一指的醫學中心成大結合，黃偉哲市長表示樂觀其成，期待透過園區的成

立，匯集南部生醫研發的能量，為南臺灣生技開創新局，市府也將全力支持並請各單位

貢獻第一線的實務經驗。

 

生技醫藥是政府推動「五加二」產業創新方案中的主要項目，「生醫下世代園區」落腳

南臺灣，除達到中央政府將國家級生技重鎮延伸到南臺灣的目標，對於臺南生技產業的

升級亦有正向助益。黃偉哲市長致詞表示，生技產業在臺灣一向前景看好，但風險也

高，因此學術界的研發成果若能透過良好的制度促使產官學合作，是很重要的；期盼能

在很短的時間內，看到工研院跟成大合作的初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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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政府積極串連中南部在地產業，為強化南部研發能量，繼「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新竹生醫園區」後，工研院與成大合作成立「生醫下世代園區」，優先鎖定細胞治療

與運算醫學兩大議題。工研院院長劉文雄表示，細胞治療與運算醫學皆屬跨領域的主

題，工研院屬於法人的研發單位，成大則是南部頂尖的學術單位，雙方未來將著重在培

育人才，並會把相關技術成果引導至產業界。

 

成功大學蘇慧貞校長也指出，學校一直希望所有的尖端研究可以落地，而工研院則擁有

豐富的全球實務運用的經驗，透過雙方的分工，相信可以擴大並真正創造出億萬的生技

產業。

 

經發局表示，臺南科學園區是南台灣的科技重鎮，提供了近8萬個就業機會，占全市就

業人口9%，南科園區廠商年產值約為全市整體產業產值的40%；6年多來，已有多家新

創公司進駐科學園區，為南部產業創造獨特的優勢；生醫下世代園區產業聚落的形成，

將成為科學園區內的新興主力，預期會帶來更多相關產業的聚集，讓世界看到臺南市在

生技領域上的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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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下世代園區」落腳臺南 黃偉哲見證工研院與成大簽
署MOU

【勁報記者王繪甄/臺南報導】南台灣生技醫藥產業進入新時代，工研院與成功大學攜

手在臺南共築「生醫下世代園區」，7日於南臺灣創新園區簽署合作意向書，雙方將以

細胞治療與運算醫學為兩大重點發展項目，進行跨領域合作。臺南市長黃偉哲受邀擔

任儀式見證人，對於工研院與南臺灣首屈一指的醫學中心成大結合，黃偉哲市長表示

樂觀其成，期待透過園區的成立，匯集南部生醫研發的能量，為南臺灣生技開創新

局，市府也將全力支持並請各單位貢獻第一線的實務經驗。

生技醫藥是政府推動「五加二」產業創新方案中的主要項目，「生醫下世代園區」落

腳南臺灣，除達到中央政府將國家級生技重鎮延伸到南臺灣的目標，對於臺南生技產

業的升級亦有正向助益。黃偉哲市長致詞表示，生技產業在臺灣一向前景看好，但風

險也高，因此學術界的研發成果若能透過良好的制度促使產官學合作，是很重要的；

期盼能在很短的時間內，看到工研院跟成大合作的初步成果。

近年政府積極串連中南部在地產業，為強化南部研發能量，繼「國家生技研究園

區」、「新竹生醫園區」後，工研院與成大合作成立「生醫下世代園區」，優先鎖定

細胞治療與運算醫學兩大議題。工研院院長劉文雄表示，細胞治療與運算醫學皆屬跨

勁報 2019/10/08 00:07(8小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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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的主題，工研院屬於法人的研發單位，成大則是南部頂尖的學術單位，雙方未來

將著重在培育人才，並會把相關技術成果引導至產業界。

成功大學蘇慧貞校長也指出，學校一直希望所有的尖端研究可以落地，而工研院則擁

有豐富的全球實務運用的經驗，透過雙方的分工，相信可以擴大並真正創造出億萬的

生技產業。

經發局表示，臺南科學園區是南台灣的科技重鎮，提供了近8萬個就業機會，占全市就

業人口9%，南科園區廠商年產值約為全市整體產業產值的40%；6年多來，已有多家

新創公司進駐科學園區，為南部產業創造獨特的優勢；生醫下世代園區產業聚落的形

成，將成為科學園區內的新興主力，預期會帶來更多相關產業的聚集，讓世界看到臺

南市在生技領域上的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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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下世代園區」落腳臺南　黃偉哲見證工研院與成大簽署MOU

 2019.10.07　　 目擊新聞

成功大學與工研院強強聯手，為台灣生醫產業技術發展與能量點火添薪，拓展醫

療新藍海。成大校長蘇慧貞、工研院院長劉文雄今天代表雙方簽署跨領域技術合作

意向書，將針對「細胞治療」、「運算醫學」兩大領域建構出一個上中下游完整的

學研合作示範平台。

這場簽約儀式在經濟部南台灣創新園區舉行，市長黃偉哲、南科管理局副局長鄭

秀絨見證。成大校長蘇慧貞說，下世代的問題與特性要跨域解決，大學應該不斷的

自我挑戰，並對未來許下願景並承諾，這是成大與工研院對台灣社會的核心任務，

雙方除了看見前端科技與科學的可能，還要將它落實。

市長黃偉哲指出，生技產業在臺灣一向前景看好，但風險也高，因此學術界的研

發成果，如果能透過良好的制度促使產官學合作，是很重要的；期盼能在很短的時

間內，看到工研院跟成大合作的初步成果。

工研院長劉文雄表示，現在的醫療技術已經不能依賴單一技術，必須要跨域合作

與發展，才能展現最大的效果，如精準醫療或細胞治療，就需要透過數據分析、人

工智慧進行科技研發、並導入醫療技術，才能精準的達到「個人化治療」目的，並

降低藥物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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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攜手成功大學於10月7日簽署合作意向書，未來將鎖定細胞治療與運算醫學為重點發展項
目，圖為工研院高效增殖間質幹細胞無血清培養基細胞工廠。(圖/工研院)

「跨域共創 前瞻生醫」工研院與成大共築「生醫下世
代園區」在台南
陳俊廷/綜合報導 2019-10-07 19:41

工研院與成功大學攜手在台南共築「生醫下世代園區」，今7日(一)於南台灣創

新園區簽署合作意向書，雙方將以細胞治療（Cell Therapy）與運算醫學

（Computational Medicine）為兩大重點發展項目，進行跨領域合作，連結產學研

醫跨域能量，吸引各領域產業與資源挹注，力助生醫產業成為最具競爭力的產
業。

工研院院長劉文雄表示，細胞治療與運算醫學皆屬跨領域的主題，工研院屬於法人的

研發單位，成大則是南部頂尖的學術單位，雙方未來將著重在培育人才，並會把相關技

術成果引導至產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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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也指出，學校一直希望所有的尖端研究可以落地，而工研院則擁

有豐富的全球實務運用的經驗，透過雙方的分工，相信可以擴大並真正創造出億萬的生

技產業。

南市長黃偉哲受邀擔任儀式見證人，對於工研院與南台灣首屈一指的醫學中心成大結

合，黃偉哲市長表示樂觀其成，期待透過園區的成立，匯集南部生醫研發的能量，為南

台灣生技開創新局，市府也將全力支持並請各單位貢獻第一線的實務經驗。

生技醫藥是「五加二」產業創新方案中的主要項目，「生醫下世代園區」落腳南台灣，

對於台南生技產業的升級亦有正向助益。黃偉哲市長致詞表示，生技產業在台灣一向前

景看好，但風險也高，因此學術界的研發成果若能透過良好的制度促使產官學合作，是

很重要的；期盼能在很短的時間內，看到工研院跟成大合作的初步成果。

為強化南部研發能量，繼「國家生技研究園區」、「新竹生醫園區」後，工研
院與成大合作成立「生醫下世代園區」，優先鎖定細胞治療與運算醫學兩大議
題。

南市經發局表示，台南科學園區是南台灣的科技重鎮，提供了近8萬個就業機會，占全市

就業人口9%，南科園區廠商年產值約為全市整體產業產值的40%；6年多來，已有多家

新創公司進駐科學園區，為南部產業創造獨特的優勢；生醫下世代園區產業聚落的形

成，將成為科學園區內的新興主力，預期會帶來更多相關產業的聚集，讓世界看到南市

在生技領域上的國際競爭力。

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1&v=HHsAeVqI_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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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攜手成大 為南台灣「生醫下世代園區」打頭陣
 

【CTIMES/SmartAuto 報導】   2019年10月07日 星期一

工研院攜手成功大學簽署合作意向書，宣示雙方將透過生
物科技的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進行創新技術產業化及跨
領域合作，以培育下世代生技菁英人才

CTIMES/SmartAuto / 新聞 /

瀏覽人次：【159】

近年政府積極串連中南部在地產業，已逐步展現跨域共創價值的具體成果，為了強化南部研發能

量、為在地產業點火添薪，繼「國家生技研究園區」、「新竹生醫園區」陸續成立後，工研院攜手

成功大學於今(7)日簽署合作意向書，宣示雙方將透過生物科技的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進行創新

技術產業化及跨領域合作，以培育下世代生技菁英人才。雙方將以細胞治療(Cell Therapy)與運算

醫學(Computational Medicine)為兩大重點發展項目，連結產學研醫跨域能量，吸引各領域產業

與資源挹注，力助生醫產業成為最具競爭力的產業。

工研院院長劉文雄表示，隨著物聯網、大數據的發

展，各國積極投入精準醫療以降低醫療支出、讓醫

療更有效率，如何將數位科技與醫療成果整合，是

生醫產業佈局下世代技術的首要關鍵。政府極力推

動「5+2產業創新計劃」中，也致力打造國家級的

生技重鎮，包括南港的國家生技研究園區、新竹生

物醫學園區，更希望將這些能量延伸至南台灣，為

在地產業點火添薪。台南除了有南部科學工業園區

龐大的產業效益外，還有國內頂尖的成功大學，匯

聚著成大醫學院及附設醫院等龐大資源，工研院肩

負帶動產業升級轉型的重責大任，將共同攜手連結產學研醫跨域能量，在南台灣打造「下世代生醫

園區」，雙方未來將優先鎖定細胞治療(Cell Therapy)與運算醫學(Computational Medicine)兩大

議題，且持續與國際頂尖的學研機構進行合作交流，研發及培育跨領域生技菁英人才，期盼挹注更

豐沛的能量，成功開創南台灣生醫產業新局。

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指出，「下世代生醫園區」的兩大議題中，包含自體細胞治療應用、異體細胞

治療研究、細胞藥物量產製程；還有生醫健康數據資料應用(real world data)、影像與治療策略規

劃-3D浮空影像技術、器官動態功能模擬等議題，以結合基礎與應用研究，進行創新技術產業化及

跨領域合作。未來再逐步擴大至人工智慧實驗室(AI Lab)、大數據及物聯網之應用，如：以人工智

慧數據治理之智慧城市，及植入式醫電與醫材應用等議題，希望從研發前瞻性技術成果至後續商品

化流程，建構從上到下游完整的學研合作示範平台。

台南市市長黃偉哲強調，自上任以來，市府團隊持續推動五大發展主軸，透過資源整合、創新服務

及加速建設。其中，「生物科技」、「綠色能源」及「時尚設計」等並列為台南市的三大新興產

業，目前在台南的生技廠商家數超過400家，具有完整的產業聚落，台南市政府除協助提供在地產

業優良的發展環境與協助拓展市場外，未來在導入工研院前瞻技術與成功大學豐沛的研發能量下，

http://www.ctimes.com.tw/news/2019/10/07/173108173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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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能達到中央政府將國家級生技重鎮延伸到南台灣的目標，協助台南生技產業轉型及升級。南科管

理局副局長鄭秀絨指出，台南科學園區是南台灣的科技重鎮，提供了近8萬個就業機會，占全市就

業人口9％，南科園區廠商年產值約為全市整體產業產值40％；6年多來，已有多家新創公司進駐

科學園區，為南部產業創造獨特的優勢，未來在生醫下世代園區產業聚落形成後，盼能匯集南部生

醫研發的能量與動能，再創生醫高峰。

關鍵字： 生醫  工研院  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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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下世代生醫園區！工研院、成大簽署合作意向書

串連中南部在地產業，打造下個世代的生醫園區！工研院攜手成功大學，將透過生物科

技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進行創新技術產業化和跨領域合作，培育下世代的生技菁英

人才，雙方簽署合作意向書，台南市長黃偉哲也特別到場，強調不但樂觀其成，還要盡

全力協助配合。

工研院長劉文雄和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就在南科管理局和台南市長黃偉哲等人的見證

下，簽署了合作意向書。

這代表著在細胞治療和運算醫學領域，都有優勢條件的工研院，將透過和成大的合作，

分享成大擁有的前端生醫研究，以及後端的醫院治療等龐大能量和資源。

劉文雄表示，「我們在打造將來，下世代的生醫園區一定要跨領域那跨領域，我想，成

功大學在台灣南部是數一數二，絕對是一個領導者，那我們工研院在這方面，也是一個

https://www.ftvnew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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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的領導者。」

藉著合作和分工，學界的研究基礎也能拓展出產業落地，生根發展的契機。

蘇慧貞指出，「無論是在細胞的製造，或者是整個大運算的，精準智慧醫學部分，能夠

跟我們產生互補跟共榮的效益。」

兩大台灣頂尖單位的結合，不但為了強化南台灣的研發能量，更要為在地產業點火添

薪，台南市長黃偉哲強調不但樂觀其成，還要搖旗吶喊助陣。

黃偉哲說，「成大能夠跟工研院等單位，能夠合組這個聯盟，我覺得在這邊地方政府

是，絕對是支持到不能支持，全力的協助。」

台南除了有成功大學的學術資源，還有南部科學園區龐大的產業效益，結合工研院帶動

產業升級轉型的能力，打造連結產學研醫的跨領域能量。優先鎖定的細胞治療和運算醫

學領域，也是台灣在生醫產業最具競爭力的範疇。

（民視新聞／鄭博暉、林俊明 台南市報導）

https://www.ftvnew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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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1&v=ttdtPr-pkOQ

https://www.ftvnew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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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生醫產業 成大和工研院簽約合作
最新更新：2019/10/07 16:26

國立成功大學和工業技術研究院7日簽署跨領域技術合作意向書，將攜手建構「細胞治療」、「運算醫
學」的合作示範平台，挹注國內生醫研發的能量與動能，加速發展生技醫療產業，實現精準醫療。（成
功大學提供）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傳真　108年10月7日

（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7日電）國立成功大學和工業技術研究院今天簽署跨領域技

術合作意向書，未來將建構「細胞治療」、「運算醫學」的合作示範平台，打造台灣

兆億元的生醫產業。

成大校長蘇慧貞和工研院長劉文雄今天在經濟部南台灣創新園區簽署跨領域技術合作

意向書，雙方將攜手建構「細胞治療」、「運算醫學」的合作示範平台，挹注國內生

醫研發的能量與動能，加速發展生技醫療產業，實現精準醫療。

成大指出，「細胞治療」包括細胞藥物量產製程、自體細胞治療應用、異體細胞治療

研究等。「運算醫學」則以整合資訊與醫學的方式，協助醫療產業進行精準分析，解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he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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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醫學和臨床研究中心的實踐問題。

劉文雄表示，現行醫療已不能依賴單一技術，必須跨域合作與發展，以精準醫療或細

胞治療來說，就需要透過數據分析、人工智慧進行科技研發，且導入醫療技術，才能

精準達到「個人化治療」的目的，並降低藥物副作用。（編輯：黃世雅）108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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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與工研院聯手　打造跨域能量產業聚落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2019-10-08 07:33

成功大學與工研院強強聯手，為台灣生醫產業技術發展與能量點火添薪，成大

校長蘇慧貞、工研院院長劉文雄10/7，在經濟部南台灣創新園區簽署跨領域技

術合作意向書，將針對「細胞治療」、「運算醫學」兩大領域建構出一個上中

下游完整的學研合作示範平台。

成大與工研院在細胞治療方面的合作包括，細胞藥物量產製程、自體細胞治療

應用、異體細胞治療研究，細胞治療包括自體細胞治療應用、異體細胞治療研

究、細胞藥物量產製程。運算醫學則以整合資訊與醫學的方式，協助醫療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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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精準分析、解決醫學和臨床研究中心的實踐問題。

蘇慧貞致詞指出，下世代的問題與特性要跨域解決，大學應該不斷的自我挑

戰，並對未來許下願景並承諾，這是成大與工研院對台灣社會的核心任務，雙

方除了看見前端科技與科學的可能，還要將其落實，細胞治療、精準治療昂

貴，如能夠衍生成產業模式，社會上每個人都能分享，讓每個生命獲得公平完

整的對待，成大會以完整基礎與臨床背景支持與工研院在世界布局產業機制、

找到最適合的落地發展模式，再透過其他系所的參與讓產業化的可能性更能夠

聚焦，為台灣打造下一個兆元、億元，具有無限可能的生醫產業。

工研院院長劉文雄表示，隨著物聯網、大數據的發展，各國積極投入精準醫療

以降低醫療支出、讓醫療更有效率，如何將數位科技與醫療成果整合，是生醫

產業佈局下世代技術的首要關鍵。政府極力推動「5+2產業創新計劃」中，也

致力打造國家級的生技重鎮，包括南港的國家生技研究園區、新竹生物醫學園

區，更希望將這些能量延伸至南台灣，為在地產業點火添薪。

台南市長黃偉哲欣喜全國兩個最好的機構合作，一起打造完整的平台，整合研

發能量、優秀人才，組成國家團隊。

工研院生醫所所長林啟萬、成大醫學院院長沈延盛隨後也分別簡報彼此的研發

能量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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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與工研院聯手 開拓醫療新藍海

成功⼤學與⼯研院強強聯⼿，為台灣⽣醫產業技術發展與能量點⽕添薪，拓
展醫療新藍海。成⼤校⻑蘇慧貞、⼯研院院⻑劉⽂雄7⽇代表雙⽅簽署跨領域
技術合作意向書，將針對「細胞治療」、「運算醫學」兩⼤領域建構出⼀個
上中下游完整的學研合作⽰範平台。

成⼤擁有前端的⽣醫研究及後端的醫院治療等龐⼤能量與資源，⼯研院有中
端強⼤的產業效益，攜⼿產⽣的綜效將⼤幅挹注國內⽣醫研發的能量與動
能，加速⽣技醫療產業發展、實現精準醫療，造福病友，更期許為台灣打造
出⽣醫界下⼀個兆億元的⽣醫產業。

成⼤與⼯研院在細胞治療⽅⾯的合作包括，細胞藥物量產製程、⾃體細胞治
療應⽤、異體細胞治療研究。細胞治療包括⾃體細胞治療應⽤、異體細胞治
療研究、細胞藥物量產製程。運算醫學則以整合資訊與醫學的⽅式，協助醫
療產業進⾏精準分析、解決醫學和臨床研究中⼼的實踐問題。

簽約儀式在經濟部南台灣創新園區舉⾏，台南市⻑⿈偉哲、台南科學園區管
理局副局⻑鄭秀絨⾒證。蘇慧貞致詞指出，下世代的問題與特性要跨域解
決，⼤學應該不斷的⾃我挑戰，並對未來許下願景並承諾，這是成⼤與⼯研
院對台灣社會的核⼼任務，雙⽅除了看⾒前端科技與科學的可能，還要將其
落實。細胞治療、精準治療昂貴，如能夠衍⽣成產業模式，社會上每個⼈都
能分享，讓每個⽣命獲得公平完整的對待，成⼤會以完整基礎與臨床背景⽀
持與⼯研院在世界布局產業機制、找到最適合的落地發展模式，再透過其他
系所的參與讓產業化的可能性更能夠聚焦。為台灣打造下⼀個兆元、億元，
具有無限可能的⽣醫產業。

⼯研院⻑劉⽂雄表⽰，現在的醫療技術已不能依賴單⼀技術，必須要跨域合
作與發展，才能展現最⼤的效果，例如精準醫療或細胞治療，就需要透過數
據分析、⼈⼯智慧進⾏科技研發、並導⼊醫療技術，才能精準的達到「個⼈
化治療」⽬的，並降低藥物副作⽤。台灣的醫界、⼯程界都擁有領先世界的

2019-10-07 14:52 經濟日報 記者吳秉鍇╱即時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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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才與技術，若能結合醫療與⼯程等不同領域，台灣將擁有絕對的優
勢。⼯研院擁有跨領域技術，成⼤擁有南部完整的⼯學院、醫學院資源，相
信在雙⽅合作下，定能在細胞治療與運算醫學領域打造下⼀世代⽣醫園區，
成功帶動台灣⽣醫產業發展。

台南市⻑⿈偉哲欣喜全國兩個最好的機構合作，⼀起打造完整的平台，整合
研發能量、優秀⼈才，組成國家團隊。⼯研院⽣醫所所⻑林啟萬、成⼤醫學
院院⻑沈延盛隨後也分別簡報彼此的研發能量與成果。

成⼤校⻑蘇慧貞（左⼆）、⼯研院院⻑劉⽂雄（右⼆）今（7）⽇代表雙⽅簽署跨領域技術合作意向書。

照⽚／成⼤提供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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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與工研院聯手 開拓醫療新藍海

成功大學與工研院強強聯手，為台灣生醫產業技術發展與能量點火添薪，拓展醫療新藍海。成大校長蘇慧

貞、工研院院長劉文雄今（7）日代表雙方簽署跨領域技術合作意向書，將針對「細胞治療」、「運算醫

學」兩大領域建構出一個上中下游完整的學研合作示範平台。

成大擁有前端的生醫研究及後端的醫院治療等龐大能量與資源，工研院有中端強大的產業效益，攜手產生

的綜效將大幅挹注國內生醫研發的能量與動能，加速生技醫療產業發展、實現精準醫療，造福病友，更期

許為台灣打造出生醫界下一個兆億元的生醫產業。

成大與工研院在細胞治療方面的合作包括，細胞藥物量產製程、自體細胞治療應用、異體細胞治療研究。

細胞治療包括自體細胞治療應用、異體細胞治療研究、細胞藥物量產製程。運算醫學則以整合資訊與醫學

的方式，協助醫療產業進行精準分析、解決醫學和臨床研究中心的實踐問題。

成大校長蘇慧貞、工研院院長劉文雄代表雙方簽署跨領域技術合作意向書，將針對「細胞治療」、「運算

醫學」兩大領域建構出一個上中下游完整的學研合作示範平台。   圖 : 黃博郎 /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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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約儀式在經濟部南台灣創新園區舉行，台南市長黃偉哲、台南科學園區管理局副局長鄭秀絨見證。蘇慧

貞致詞指出，下世代的問題與特性要跨域解決，大學應該不斷的自我挑戰，並對未來許下願景並承諾，這

是成大與工研院對台灣社會的核心任務，雙方除了看見前端科技與科學的可能，還要將其落實。細胞治

療、精準治療昂貴，如能夠衍生成產業模式，社會上每個人都能分享，讓每個生命獲得公平完整的對待，

成大會以完整基礎與臨床背景支持與工研院在世界布局產業機制、找到最適合的落地發展模式，再透過其

他系所的參與讓產業化的可能性更能夠聚焦。為台灣打造下一個兆元、億元，具有無限可能的生醫產業。

工研院長劉文雄表示，現在的醫療技術已不能依賴單一技術，必須要跨域合作與發展，才能展現最大的效

果，例如精準醫療或細胞治療，就需要透過數據分析、人工智慧進行科技研發、並導入醫療技術，才能精

準的達到「個人化治療」目的，並降低藥物副作用。台灣的醫界、工程界都擁有領先世界的一流人才與技

術，若能結合醫療與工程等不同領域，台灣將擁有絕對的優勢。工研院擁有跨領域技術，成大擁有南部完

整的工學院、醫學院資源，相信在雙方合作下，定能在細胞治療與運算醫學領域打造下一世代生醫園區，

成功帶動台灣生醫產業發展。

台南市長黃偉哲欣喜全國兩個最好的機構合作，一起打造完整的平台，整合研發能量、優秀人才，組成國

家團隊。工研院生醫所所長林啟萬、成大醫學院院長沈延盛隨後也分別簡報彼此的研發能量與成果。

成大副校長吳誠文指出，細胞治療需了解其機轉、經生物培養製作出最適合對抗疾病的細胞，目前的製程

成本極高，要能造福廣大病患，得產業化發展。成大有醫學院、有附設醫學中心級的醫院，有足夠能量做

前端科學與後端的臨床研究。工研院研發細胞製造已有一定基礎，將技術推向產業界的經驗豐富，期待合

作能打通細胞治療從細胞設計到量化製造的任督二脈，進而與產業鏈結，提升生醫相關研發動能，帶起業

界在南台灣的群聚效應，期待生醫產業成為台灣下一波亮點產業。

運算醫學的部份，則著重在生醫健康數據資料應用、器官動態

功能模擬應用於教育訓練、影像與治療策略規劃。出身醫界的成大副校長張俊彥表示，發展精準醫療、智

慧醫療都需要大數據與電腦運算，成大附設醫院累積許多醫學影像資料與數據，近年來也積極發展智慧醫

療，工研院已有將資訊去識別化的技術，兩方合作必會帶來加乘效應，有效輔助醫師診斷、評估治療風

險，預測治療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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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升了沒

成大與工研院聯手　開拓醫療新藍海

成功大學與工研院強強聯手，為台灣生醫產業技術發展與能量點火添薪，拓展醫療新藍海。成大校
長蘇慧貞、工研院院長劉文雄7日代表雙方簽署跨領域技術合作意向書，將針對「細胞治療」、「運
算醫學」兩大領域建構出一個上中下游完整的學研合作示範平台。成大擁有前端的生醫研究及後端
的醫院治療等龐大能量與資源，工研院有中端強大的產業效益，攜手產生的綜效將大幅挹注國內生
醫研發的能量與動能，加速生技醫療產業發展、實現精準醫療，造福病友，更期許為台灣打造出生
醫界下一個兆億元的生醫產業。

成大與工研院在細胞治療方面的合作包括，細胞藥物量產製程、自體細胞治療應用、異體細胞治療
研究。細胞治療包括自體細胞治療應用、異體細胞治療研究、細胞藥物量產製程。運算醫學則以整
合資訊與醫學的方式，協助醫療產業進行精準分析、解決醫學和臨床研究中心的實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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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約儀式在經濟部南台灣創新園區舉行，台南市長黃偉哲、台南科學園區管理局副局長鄭秀絨見
證。蘇慧貞致詞指出，下世代的問題與特性要跨域解決，大學應該不斷的自我挑戰，並對未來許下
願景並承諾，這是成大與工研院對台灣社會的核心任務，雙方除了看見前端科技與科學的可能，還
要將其落實。細胞治療、精準治療昂貴，如能夠衍生成產業模式，社會上每個人都能分享，讓每個
生命獲得公平完整的對待，成大會以完整基礎與臨床背景支持與工研院在世界布局產業機制、找到
最適合的落地發展模式，再透過其他系所的參與讓產業化的可能性更能夠聚焦。為台灣打造下一個
兆元、億元，具有無限可能的生醫產業。

工研院長劉文雄表示，現在的醫療技術已不能依賴單一技術，必須要跨域合作與發展，才能展現最
大的效果，例如精準醫療或細胞治療，就需要透過數據分析、人工智慧進行科技研發、並導入醫療
技術，才能精準的達到「個人化治療」目的，並降低藥物副作用。台灣的醫界、工程界都擁有領先
世界的一流人才與技術，若能結合醫療與工程等不同領域，台灣將擁有絕對的優勢。工研院擁有跨
領域技術，成大擁有南部完整的工學院、醫學院資源，相信在雙方合作下，定能在細胞治療與運算
醫學領域打造下一世代生醫園區，成功帶動台灣生醫產業發展。

台南市長黃偉哲欣喜全國兩個最好的機構合作，一起打造完整的平台，整合研發能量、優秀人才，
組成國家團隊。工研院生醫所所長林啟萬、成大醫學院院長沈延盛隨後也分別簡報彼此的研發能量
與成果。

成大副校長吳誠文指出，細胞治療需了解其機轉、經生物培養製作出最適合對抗疾病的細胞，目前
的製程成本極高，要能造福廣大病患，得產業化發展。成大有醫學院、有附設醫學中心級的醫院，
有足夠能量做前端科學與後端的臨床研究。工研院研發細胞製造已有一定基礎，將技術推向產業界
的經驗豐富，期待合作能打通細胞治療從細胞設計到量化製造的任督二脈，進而與產業鏈結，提升
生醫相關研發動能，帶起業界在南台灣的群聚效應，期待生醫產業成為台灣下一波亮點產業。

運算醫學的部份，則著重在生醫健康數據資料應用、器官動態功能模擬應用於教育訓練、影像與治
療策略規劃。出身醫界的成大副校長張俊彥表示，發展精準醫療、智慧醫療都需要大數據與電腦運
算，成大附設醫院累積許多醫學影像資料與數據，近年來也積極發展智慧醫療，工研院已有將資訊
去識別化的技術，兩方合作必會帶來加乘效應，有效輔助醫師診斷、評估治療風險，預測治療結
果。

張俊彥也指出，不僅醫學系學生需要足夠的教育訓練，醫師也要不斷的精進、累積經驗，但現實上
不能以病人為練習對象，現今VR技術成熟，或許在運算醫療的合作上，雙方還將進一步朝醫療訓練
發展，若能成功開發「器官動態功能模擬」系統，對醫師養成、解剖教學與醫療研究等都有莫大幫
助。

成大是頂尖綜合型大學，擁有工學院、電資學院、生科學院、醫學院與附設醫院，長期投入醫療、
生醫相關跨領域研究與應用，也與國內外一流大數據專家合作，進行人工智慧、精準醫療相關研
究。

例如在心血管疾病研究上，針對年輕的心肌梗塞病患，進行亞洲特有基因序列變異研究、結合血液
生化指標，預測心血管疾病走向。在癌症精準醫學方面，已建立口腔癌、乳癌、胰臟癌、大腸直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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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及子宮內膜癌的生醫大數據資料庫及癌症基因分析平台，並透過人工智慧進行生醫大數據分析，
探索台灣族群特殊癌症相關的基因型變異，建立評估癌症復發風險的預測模型，發展治療策略。在
神經醫學方面則藉由人工智慧運算輔助，建立臨床指標以快速診斷癌症化療引起的神經病變，也配
合基因探索分析基因變異和神經病變的關聯性，來預則哪些病患較容易產生這類神經病變。

新聞來源：成功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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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工研院聯手 開拓醫療新藍海
更新時間：2019-10-07 21:56:51

【新唐人亞太台 2019 年 10 月 07 日訊】打造下個世代的生醫園區！成功大學攜手工研
院，兩大機構強強聯手，7日簽署跨領域技術合作意向書，希望開拓醫療新藍海。

工研院與成功大學簽署合作意向書，雙方將透過生物科技的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進行
創新技術產業化及跨領域合作，以培育下世代生技菁英人才。

成大校長 蘇慧貞:「我想工研院有 完整的，各個面向落地的能量基礎，所有的人才以及
他們的經驗，透過這樣子的分工，我相信可以擴大跟創造，實在的真正的所謂億萬生醫
的產業。」

工研院院長 劉文雄：「將來打造一個下世代的生醫園區，一定要跨領域，跨領域成功大
學在台灣南部絕對是一個領導者，我們工研院在跨領域也是一個領導者，有這樣學術單
位跟我們法人研究單位，大家一起合作替台灣的生醫產業，打出一個新的天地。」

雙方將以細胞治療與運算醫學為兩大重點發展項目，連結產學研醫跨域能量，吸引各領
域產業與資源挹注，力助生醫產業成為 具競爭力的產業。

工研院院長 劉文雄：「先把 人才教育 人才培養跟一些基礎之研究，朝向產業的方向能
夠引導，將來我們tj除了跟產業界合作，把這些技術引導到產業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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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長 黃偉哲：「很高興我們工研院跟成大，還有南方生醫組成一個產學聯盟，我覺
得生技一項是，台灣未來前景看好的產業。」

成大擁有前端的工學、醫學研究技術與後端的臨床數據，工研院有研發產業化的豐富經
驗，強強聯手打造「醫療新藍海」願景。

新唐人亞太電視 史進旺 台灣台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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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長黃偉哲（右2）稱讚成大與工研院合作創造生醫新願景。並與成大校長蘇慧貞

（左1）、工研院長劉文雄（右1）、南科管理局副局長鄭秀絨（左2）一起合影。（程炳

璋攝）

雙強聯手，成大與工研院合作將生醫研究轉化為產業
中時 程炳璋15:40 2019/10/07

台南市長黃偉哲（右2）見證下，成大校長蘇慧貞（左1）與工研院長劉文雄（右1）、南

科管理局副局長鄭秀絨（左2）一起簽訂生醫平台合作備忘錄。（程炳璋攝）

成功大學擁有南台灣頂尖的工學與醫學研發能量，成大醫院掌握臨床數據，這些基礎醫

學需要「落地」為產業所用，工研院擁有將研發產業化的豐富經驗，兩大高手機構7日宣

布合作，期待未來打造出世界第一的生醫產業願景。

北台灣早有將醫學研究產業化的「國家生技研究園區」與「新竹生醫園區」，南台灣卻

無整合機構，南部生醫產業鏈過去著重在生產高階醫療器材，工研院與成大合作後，未

來將重點放在細胞治療與運算醫學兩大領域，包括將複製幹細胞治療與人工智慧醫學、

大數據等研究，透過成大醫院內病人臨床驗證，量產成醫學產品。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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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擁有前端的工學、醫學研究技術與後端的臨床數據，卻缺乏中端將研究成果轉化成

產業的模式，工研院剛好有研發產業化的豐富經驗，雙方聯手打造「醫療新藍海」願

景。

成大與工研院被形容是生醫界兩大高手，這場簽約聯結南台灣產業，吸引台南科學園區

管理局加入，號稱結合產、學、研跨領域能量，開創「下世代的醫學園區」。

台南市長黃偉哲表示，生醫產值大卻風險高，一個藥品出問題就可能影響公司的生存，

成大與工研院創造平台整合研發能量，未來醫療可望個人化、客製化，政府絕對支持。

成大校長蘇慧貞表示，成大擁有完整的生醫基礎背景與成果，卻需要讓研究成果「落

地」，期待未來與工研院找到產業化發展模式。

工研院長劉文雄誇讚成大有完整的研發與臨床能量，工研院有生醫發展細胞擴增已有5到

10年，擁有跨領域整合能量，雙方合作可創造下世代的醫學園區。

南科管理局副局長鄭秀絨表示，南科園區兩年前就在作智慧醫療，期待這項合作能讓更

多生醫廠商到南科形成聚落。

影片：https：／／youtu.be／cf6oa9ve7zw

(中時 )

#成大 #生醫 #醫學 #工研院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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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工研院簽訂跨域MOU 開創生醫產業新猷

成功⼤學校⻑蘇慧貞、⼯研院院⻑劉⽂雄7⽇，代表雙⽅簽署跨領域技術合作
意向書，雙⽅將針對「細胞治療」、「運算醫學」兩⼤領域，建構完整學研
合作⽰範平台，臺南市⻑⿈偉哲亦受邀擔任儀式⾒證⼈，雙⽅強強聯⼿也將
為南臺灣⽣技產業開啟新猷。

⼯研院院⻑劉⽂雄表⽰，隨著物聯網、⼤數據的發展，各國積極投⼊精準醫
療以降低醫療⽀出、讓醫療更有效率，如何將數位科技與醫療成果整合，是
⽣醫產業佈局下世代技術的⾸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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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技術在現在時代更著重跨領域合作，所謂的精準醫學，無⾮是透過數據
分析、科技研發、⼈⼯智慧導⼊醫療技術，才有辦法針對每⼀個病⼈作客製
化治療，給予最有笑的藥物，最好的副作⽤，這也是精準醫療的精神。

劉⽂雄舉例，2015年美國總統歐巴⾺提出精準醫學計畫，更是將精準醫學掀
起全球熱潮，⽽在細胞治療上，其實早在19世紀已經有了細胞治療⼀詞，但
隨著數位技術的發展，⼜再度得到醫療界的重視，台灣在發展⽣醫產業上，
擁有絕對優勢及基礎，⼯研院有⽣醫研究、有雷射中⼼、有資⼯所等跨領域
的能量，且成⼤可謂是全台少數擁有⼯學院及醫學院的頂尖⼤學，雙⽅簽定
MOU合作，在南台灣打造「下世代⽣醫園區」，除優先鎖定細胞治療 (Cell

Therapy)與運算醫學(Computational Medicine)兩⼤議題，並可與國際頂尖
的學研機構進⾏合作交流，研發及培育跨領域⽣技菁英⼈才，成功開創南台
灣⽣醫產業新局。

成功⼤學校⻑蘇慧貞(左起)、南科管理局副局⻑鄭秀絨、台南市⻑⿈偉哲、⼯研院院⻑劉⽂雄⼀同舉⾏焦

點儀式。 張傑/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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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校⻑蘇慧貞表⽰，所謂的下世代的所有問題，都需要跨域才能解決，還
有精準⾓⾊分⼯，⽽⼤學只有⼀個科系，除了不斷的挑戰⾃⼰之外，還能⾯
對現在的挑戰，找到改善的辦法，⾯對未來的願景，許下承諾，並實踐它。

⾯對細胞治療與運算醫學兩個重⼤的挑戰，除了要跨域的平台外，是否還能
衍伸成無限產業可能的模式，讓每⼀個⺠眾，都有機會去享受社會進步的資
源，並得到完整的照顧。

蘇慧貞強調，在公共衛⽣⼈的⼼中，就是希望每⼀個⽣命，都應該得到最完
整的公平的照顧，成功⼤學在此次合作中，也精準定位出，將藉由校園完整
的基礎，臨床的背景，來⽀持跟⼯研院的合作，完成全球精準醫療佈局，發
展在地產業化的可能，並透過成⼤⼯學院及其他系所的參與，讓產業化的可
能性更加聚焦。

圖為⼯研院⾼效增殖間質幹細胞無⾎清培養基細胞⼯廠。 ⼯研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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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副校⻑吳誠⽂指出，細胞治療需了解細胞治療的機轉、經⽣物培養製作
出最適合對抗疾病的細胞，⽬前的製程成本極⾼，要能造福廣⼤病患，得產
業化發展。

吳誠⽂強調，成⼤有醫學院、有附設醫學中⼼級的醫院，有⾜夠能量做前端
科學與後端的臨床研究。⼯研院研發細胞製造已有⼀定基礎，將技術推向產
業界的經驗豐富，期待合作能打通細胞治療從細胞設計到量化製造的任督⼆
脈，進⽽與產業鏈結，提升⽣醫相關研發動能，帶起界業在南台灣的群聚效
應，期待⽣醫產業成為台灣下⼀波亮點產業。

台南市市⻑⿈偉哲強調，⾃上任以來，市府團隊持續推動五⼤發展主軸，透
過資源整合、創新服務及加速建設。其中，「⽣物科技」、「綠⾊能源」及
「時尚設計」等並列為台南市的三⼤新興產業，⽬前在台南的⽣技廠商家數
超過400家，具有完整的產業聚落，台南市政府除協助提供在地產業優良的發
展環境與協助拓展市場外，未來在導⼊⼯研院前瞻技術與成功⼤學豐沛的研
發能量下，期能達到中央政府將國家級⽣技重鎮延伸到南台灣的⽬標，協助
台南⽣技產業轉型及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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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偕工研院 打造下世代生醫
園區

2019-10-08

市長黃偉哲（右二）、南科管理局副局長鄭秀絨（左二）見證下，工研

院院長劉文雄（右一）、成大校長蘇慧貞（左一）簽署合作意向書，將

在南台灣打造「下世代生醫園區」。 （記者陳治交攝）

 記者陳治交／台南報導

 繼「國家生技研究園區」、「新竹生醫園區」陸續成立，工研院、成

功大學七日簽署合作意向書，將在南台灣打造「下世代生醫園區」，培

育生技菁英人才，同時吸引各領域產業與資源挹注，力助生醫成為最具

競爭力的產業。

 市長黃偉哲、南科管理局副局長鄭秀絨見證下，工研院院長劉文雄、

成大校長蘇慧貞簽署合作意向書。黃偉哲強調，「生物科技」、「綠色

能源」及「時尚設計」為台南市三大新興產業，目前台南的生技廠商家

數超過四百家，具有完整的產業聚落，未來導入工研院前瞻技術及成功

大學研發能量，希望將國家級生技重鎮延伸到南台灣，協助台南生技產

業轉型及升級。

 劉文雄表示，如何將數位科技與醫療成果整合，是生醫產業佈局下世

代技術的首要關鍵。工研院連結產學研醫跨域能量，在南台灣打造「下

世代生醫園區」，雙方將以細胞治療與運算醫學兩大議題進行合作交

流，研發及培育跨領域生技菁英人才，開創南台灣生醫產業。

 蘇慧貞指出，「下世代生醫園區」包含自體細胞治療應用、異體細胞

治療研究、細胞藥物量產製程，還有生醫健康數據資料應用、影像與治

療策略規劃-3D浮空影像技術、器官動態功能模擬等議題，雙方結合基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29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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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與應用研究，進行創新技術產業化及跨領域合作。未來再逐步擴大至

人工智慧實驗室、大數據及物聯網之應用，及植入式醫電與醫材應用，

希望從研發前瞻性技術成果至商品化流程，建構從上到下游完整的學研

合作示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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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長劉文雄（右一）與成大校長蘇慧貞（左一）代表簽署合作意向書，計畫共同
在南台灣打造一個「生醫下世代園區」。（記者王俊忠翻攝）

〔記者王俊忠／台南報導〕工業技術研究院今天在台南市安南區南台灣創

新園區與成功大學簽署合作意向書，計畫共同在南台灣打造一個「生醫下

世代園區」。工研院長劉文雄與成大校長蘇慧貞代表雙方簽約，未來雙方

將把細胞醫療、運算醫學列為兩大重點發展項目，連結產學研醫跨域能

量，期望吸引各領域產業和資源挹注，力助生醫產業成為最具競爭力的產

業。

今天簽約儀式於上午在南市安南區南台灣創新園區舉行，由工研院長劉文

雄與成大校長蘇慧貞代表簽約，台南市長黃偉哲、南科管理局副局長鄭秀

絨都到場見證。

劉文雄說，台南有南科工業園區龐大產業效益，還有國內頂尖的成功大

學，匯集成大醫學院及成大醫院龐大醫學資源，工研院肩負帶動產業升級

成大與工研院簽約合作 打造生醫下世代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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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的重責大任，將與成大一起攜手連結產學研醫跨域能量，在南台灣打

造「生醫下世代園區」，未來與成大將優先鎖定細胞醫療、運算醫學兩大

議題來合作。

蘇慧貞則說，生醫下世代園區兩大議題中包含自體細胞治療應用、異體細

胞治療研究及生醫健康數據資料應用等，日後逐步擴大到人工智慧實驗

室、大數據及物聯網應用，希望從研發前瞻性技術成果到後續商品化流

程，建構從上游到下游完整的學術合作示範平台。

黃偉哲表示，他上任以來，市府團隊持續推動5大發展主軸，其中，生物科

技、綠色能源及時尚設計並列南市3大新興產業，目前在台南的生技廠商超

過400家，有完整產業聚落，市府除協助提供在地產業優良的發展環境與

協助拓展市場外，未來在導入工研院前瞻技術與成大豐沛研發能量下，協

助台南生技產業轉型及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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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攜手工研院 打造生醫產業
中國時報 程炳璋04:10 2019/10/08

字級設定：小中大特

台南：成功大學擁有南台灣頂尖的工學與醫學研發能量，成大醫院掌握臨床數據，這些

基礎醫學需要「落地」為產業所用，工研院擁有將研發產業化的豐富經驗，兩大機構7日

宣布合作，期待未來打造出世界第一的生醫產業願景。

#工研院 #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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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大聯手工研院 開拓生醫新藍海

   成大與工研院聯手，針對「細胞治療」、「運算醫學」2領域，建構學研合作示範平台。（記者李政財攝）

   記者李政財／臺南報導

成功大學與工研院聯手，為臺灣生醫產業技術發展拓展醫療新藍海。成大校長蘇慧貞、工研院院長劉文雄，昨 
日代表雙方在經濟部南臺灣創新園區簽署跨領域技術合作意向書，將針對「細胞治療」、「運算醫學」兩大領 

域，建構一個上中下游完整的學研合作示範平台。

蘇慧貞指出，下世代的問題與特性要跨域解決，並對未來許下願景及承諾，成大會以完整基礎與臨床背景支持 
與工研院在世界布局產業機制、找到最適合的落地發展模式，再透過其他系所的參與，讓產業化的可能性更能夠 

聚焦，這是成大與工研院對臺灣社會的核心任務。

   嘉南高屏澎

https://www.yd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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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雄表示，現在的醫療技術已不能依賴單一技術，必須要跨域合作與發展，才能展現最大的效果。工研院擁 
有跨領域技術，成大擁有南部完整的工學院、醫學院資源，相信在雙方合作下，定能在細胞治療與運算醫學領域 

打造下一世代生醫園區，成功帶動臺灣生醫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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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點火添薪！成大攜手工研院 拓展醫療新藍海
記者陳聖璋 / 台南報導 - 2019-10-07 14:58:15

成功大學與工研院攜手為台灣生醫產業技術發展與能量點火添薪，拓展醫療新藍海﹔7日雙方簽署跨領域技術合

作意向書，將針對「細胞治療」、「運算醫學」兩大領域，建構出一個上中下游完整的學研合作示範平台。

成大擁有前端的生醫研究及後端的醫院治療等，龐大、豐沛的能量與資源；工研院則有中端強大的產業效益，攜

手產生的綜效將大幅挹注國內生醫研發的能量，加速生技醫療產業發展、實現精準醫療，更期許為台灣打造出生

醫界TSMC（台積電）的新願景。

▲成大校長蘇慧貞表示，成大是頂尖綜合型大學，擁有工學院、電資學院、生科學院、醫學院與附設醫
院，長期投入醫療、生醫相關跨領域研究與應用，也與國內外一流大數據專家合作，進行人工智慧、精準
醫療相關研究。（圖／記者陳聖璋攝，2019.10.07）

成大與工研院將透過生物科技的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進行創新技術產業化及跨領域合作，以培育下世代生技菁

英人才；雙方將以細胞治療（Cell Therapy）與運算醫學（Computational Medicine）為兩大重點發展項目，連

結產學研醫跨域能量，力助生醫產業成為最具競爭力的產業。

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指出，「下世代生醫園區」的兩大議題中，包含自體細胞治療應用、異體細胞治療研究、細

胞藥物量產製程；還有生醫健康數據資料應用(real world data)、影像與治療策略規劃-3D浮空影像技術、器官動

態功能模擬等議題，以結合基礎與應用研究，進行創新技術產業化及跨領域合作。

蘇慧貞說，未來再逐步擴大至人工智慧實驗室(AI Lab)、大數據及物聯網之應用，例如，以人工智慧數據治理之

智慧城市，以及植入式醫電與醫材應用等議題，希望從研發前瞻性技術成果至後續商品化流程，建構從上到下游

完整的學研合作示範平台。

工研院院長劉文雄表示，隨著物聯網、大數據的發展，各國積極投入精準醫療以降低醫療支出、讓醫療更有效

率，如何將數位科技與醫療成果整合，是生醫產業佈局下世代技術的首要關鍵。

▲為台灣生醫產業技術發展與能量點火添薪，成功大學與工研院簽署跨領域技術合作意向書。（圖／記者陳聖璋
攝，2019.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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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院長劉文雄指出，雙方將優先鎖定細胞治療(Cell Therapy)與運算醫學(Computational Medicine)
兩大議題，並持續與國際頂尖的學研機構進行合作交流，研發及培育跨領域生技菁英人才，期盼挹注更豐
沛的能量，成功開創南台灣生醫產業新局。（圖／記者陳聖璋攝，2019.10.07）

劉文雄指出，台南除了有南部科學工業園區龐大的產業效益外，還有國內頂尖的成功大學，匯聚著成大醫學院及

附設醫院等龐大資源，工研院肩負帶動產業升級轉型的重責大任，將共同攜手連結產學研醫跨域能量，在南台灣

打造「下世代生醫園區」。

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9QbBqkeY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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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精準醫療 可望造福病友
2019-10-08

 記者陳治交／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擁有前端的生醫研究及後端的醫院治療等龐大能量與資源，

工研院有中端強大的產業效益，雙方將以「細胞治療」與「運算醫學」

為兩大重點發展，加速生技醫療產業發展、實現精準醫療，造福病友。

 成大與工研院在「細胞治療」合作，包括細胞藥物量產製程、自體細

胞治療應用、異體細胞治療研究。成大副校長吳誠文指出，細胞治療需

了解細胞治療的機轉、生物培養製作最適合對抗疾病的細胞，製程成本

極高，要能造福廣大病患，得產業化發展。

 吳誠文強調，成大醫學院及附設醫學中心有前端科學與後端的臨床研

究，工研院研發細胞製造有一定基礎，期待雙方合作，打通細胞治療從

細胞設計到量化製造的任督二脈，進而與產業鏈結，提升生醫研發動

能。

 「運算醫學」著重在生醫健康數據資料應用，成大副校長張俊彥表

示，發展精準醫療、智慧醫療都需要大數據與電腦運算，成大附設醫院

累積許多醫學影像資料與數據，這幾年也積極發展智慧醫療，工研院有

資訊去識別化的技術，兩方合作必帶來加乘效應，有效輔助醫師診斷、

評估治療風險，預測治療結果。

 張俊彥說，不僅醫學系學生需要足夠的教育訓練，醫師也要不斷精

進、累積經驗，但現實上不能以病人為練習對象，現今VR技術成熟，

若能成功開發「器官動態功能模擬」系統，對醫師養成、解剖教學與醫

療研究等都有莫大幫助。

http://www.cdns.com.tw/articles/29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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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學生會開幕。

成大印度學生會成立 開幕活動招兵買馬
孫宜秋／南市

2019/10/8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成功大

學第一屆印度學生會（Indian Student

Association Inauguration

Ceremony）正式成立，為了連結各

系所印度學生，提供平台讓在成大學

習的印度學生互相交流，印度學生會

特別在5日晚間舉辦開幕活動招兵買

馬，希望招募到其他印度學生一起維持組織運作，當天舉行抽獎活動、資訊交流，

增添不少趣味。

 成大在學印度學生目前約75位，在成大930位國際生當中，占有8％比例，也是

成大國際生來源第4大國。在學生會成立之前，一直是以非正式的印度學生社團，

在成大校園舉辦活動，直到2015年，受到校方的支持和鼓勵，決定開始進行籌備

工作，歷經了這幾年的密集籌備，2019年正式成立印度學生會。

 開幕活動當天，除了全校各系所印度學生，也邀請資訊工程學系的系主任高宏宇

教授和李家岩副教授一同共襄盛舉，並藉此機會向印度學生介紹成大目前的AI計

畫。高宏宇教授表示，成大一直都有AI計劃，並與南科結合促進產學合作，因應政

府新南向政策及教育部計畫，希望可以與更多來自東協、印度等國家維持合作與聯

繫。

 成大印度學生會首任會長Prashant，目前是機械工程所的學生，今年是他在成大

就學的第5年，從剛開始在成大到學生會成立的這段期間，他發現許多剛來到台灣

的印度學生，會碰到許多困難，像是文化衝擊、語言不通和飲食習慣等，但是因為

沒有一個組織可以提供給印度留學生足夠的資訊，甚至有許多學生因此無法適應，

而選擇回去印度就學，因此，他希望印度學生會能夠給予在成大的留學生提供生活

大小事諮詢，幫助他們適應台灣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提供給在異鄉遊學的印度學

生一個家的感覺。

 除了幫助來自印度的學生，Prashant更希望能夠搭起台灣學生與印度學生友誼的

橋樑，促進彼此文化交流，所以學生會也歡迎其他學生一起加入。Prashant表示，

創立社團的宗旨，雖是以幫助印度留學生為主，但也希望可以幫助更多人，讓其他

學生，能在這個社團得到所需的幫助。另外，他也提到在台灣，所收到的關於印度

的消息，通常為負面居多，他希望可以從學生會做起，致力推廣印度文化，讓大家

更了解印度。

 目前就讀航太工程博士班的Krishn Patel說，因為大多數的印度人都是素食主義

者，所以要找到合適的餐廳，對成大的印度學生來說，是一大難題，因此希望學生

會可以朝這方面發展，提供相關資訊，也希望有機會能加入學生會，一同幫助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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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度學生，並且分享在自己在成大生活的經驗。

 Laxmi Srivastava，就讀生醫工程與環境工程博士班，在成大就學4年多的她，之

前也有在成大協辦過印度的慶典，她表示學生會的成立，不只是團結成大印度學

生，提供互相交流的平台，對外更是有一個正式的形象，更有機會向外推廣印度的

文化，

 成大目前有13個國際學生會，今年成立的印度學生會，之後將有兩個重要活動，

分別是在3月舉辦的Holi Festival及11月的 Diwali Holiday。會長Parshant更補充說

明，特別推薦明年3月的Holi Festival，在這個慶典當中，人們會拿彩色的粉末互

撒，一起迎接春天的來臨，所以又以  「Festival of Colors」或是「Festival of

Spring」在世界聞名，因為在當地是慶祝豐收的節日，也可以稱作「Holiday of

Joy」。學生會表示，希望屆時成大所有師生都能一同參與，藉此推廣印度文化，

也期待台印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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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印度學生會成立
2019-10-08

成大印度學生正式成立印度學生會。（記者施春瑛攝）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成大目前有七十五名來自印度的學生，為了提供平台讓在成大學習的

印度學生互相交流，印度學生正式成立印度學生會，這也是成大的第十

四個國際學生會。

 成大指出，成大在學印度學生目前有七十五人，在成大九百三十名國

際生當中，占有約百分之八的比例，也是成大國際生來源第四大國。在

學生會成立之前，印度學生一直是以非正式的印度學生社團舉辦活動，

四年前受到校方的支持和鼓勵，決定開始進行籌備工作，並終於在這學

期正式成立印度學生會。

 成大印度學生會首任會長Prashant，目前是機械工程所的學生，今年

是他在成大就學的第五年。他說，許多剛來到台灣的印度學生會碰到許

多困難，像是文化衝擊、語言不通和飲食習慣等，但是因為沒有一個組

織可以提供給印度留學生足夠的資訊，甚至有許多學生因此無法適應，

而選擇回去印度就學，他希望印度學生會能夠給予在成大的印度留學生

提供生活大小事諮詢，幫助他們適應台灣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提供給

在異鄉遊學的印度學生一個家的感覺。

 除了幫助來自印度的學生，Prashant更希望能夠搭起台灣學生與印度

學生友誼的橋梁，所以印度學生會也歡迎其他學生一起加入。Prashant

也表示，在台灣所收到的關於印度的消息，通常為負面居多，他希望可

以從學生會做起，致力推廣印度文化，讓大家更了解印度。

http://www.cdns.com.tw/articles/29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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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大印度學生會接下來會有兩個重要活動，分別是十一月的Diwali

Holiday及三月的Holi Festival，Prashant特別推薦三月的慶典，屆時大

家會拿彩色的粉末互撒慶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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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成大成立印度學生會 連結校內印度學生

2019-10-07 發佈 林祺宏 高雄

成功大學 印度學生會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6%88%90%E5%8A%9F%E5%A4%A7%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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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第一屆印度學生會正式成立，為了連結各系所印度學生，提供平台讓在成大學
習的印度學生互相交流，成大留學的印度學生每年將近70位，在成大近300位國際生當
中，占有相當比例。
 
在學生會成立之前，一直是以非正式的印度學生社團，在成大校園舉辦活動，直到
2015年，受到校方的支持和鼓勵，決定開始進行籌備工作，歷經了這幾年的密集籌
備，2019年正式成立印度學生會。

 

印度學生會開幕



2019/10/8 醫美先行者：王正坤醫師 分享企業策略佈局 | 熱門亮點 | 商情 | 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35/4092300 1/3

醫美先行者：王正坤醫師 分享企業策略佈局

成⼤經營管理學苑，7⽇前聘請藝群醫學美容集團總裁王正坤醫師在成⼤航太
系館，指導成⼤中⼩企業管理顧問進修班的企業界⼈⼠，如何執⾏策略管
理，進修班學員也頻頻與王正坤醫師交換產業發展經驗，互相學習。

成⼤研究發展基⾦會為協助南部企業界培育優質管理⼈才，聘請前成功⼤學
教授蔡明⽥主持成⼤經營管理學苑，並開設管理課程服務南部企業，由於蔡
明⽥教授是王正坤醫師，在成⼤碩⼠班的恩師，此次邀請⾃⼰學⽣回來擔任
教師，展現疼才愛才的⾵範。

2019-10-08 10:14 經濟日報 張傑

藝群醫學美容集團總裁王正坤醫師⽇前在成⼤經營管理學苑，指導成⼤中⼩企業管理顧問進修班的企業界

⼈⼠，如何執⾏策略管理。 王正坤醫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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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群醫學美容集團總裁王正坤醫師為管理學博⼠，也是現任台灣美容醫療促
進協會理事⻑，曾任中華⺠國醫⽤雷射光電學會理事⻑與台南市醫師公會理
事⻑，對於醫學美容有超過20多年的經驗，藝群醫美集團旗下有6家藝群診所
與Dr.藝群保養品公司，  1997年亦出版醫學美容雷射書籍，屬於醫學美容先
⾏者，並於課堂上分析先⾏者優勢，與追隨者優勢差異。

王正坤醫師以最流⾏的醫學美容產業為例，分析醫美產業競爭、外部環境變
化與公司內部資源，形成企業策略，學員在策略管理的課程當中，可以學習
到產業分析、競爭分析、內部環境分析、外部環境分析、任務、⽬標、執⾏
與回饋，讓台灣中⼩企業在國際競爭當中，可以有靈活的表現。

醫學美容產業⽬前已是相當成熟產業，產業內的競爭相當激烈，整個台灣到
處是醫美診所，歐、美、韓的醫藥廠商，紛紛進⼊台灣市場，百家爭鳴。王
正坤醫師表⽰，運⽤策略管理的分析⼯具，可以先定義醫學美容競爭內容，
分析醫學美容產業發展要素與如何規避⾵險，分析診所內部的核⼼職能，可
以找到核⼼價值，形成短期⽬標與⻑期策略。

⽽在執⾏策略的過程，遇到問題或障礙，必須回饋檢討並改變之前的規劃，
調整⽅向與步驟，現在醫美醫師⼈數眾多，要在競爭中脫穎⽽出，就必須擁
有更豐富的醫學知識與醫療技術。消費者權益也要被充分保障，要嚴防醫學
美容副作⽤的發⽣，必須事先告知病⼈有哪些副作⽤，病⼈同意並簽署同意
書後，才能進⾏醫學美容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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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上，中⼩企業業主及經理⼈也請教王正坤博⼠，關於企業發展的策略，
何時該加碼投資⾃⼰公司，何時該停⽌投資。王正坤博⼠以最常⽤的SWOT

分析為例， SWOT分析是分析⾃⼰公司內部的優勢 (Strengths)與劣勢
(Weaknesses)，分析外部環境的機會(Opportunities)與威脅(Threats)。

當整個產業環境⼀⽚⼤好，這時候充滿機會，如果公司擁有產業的核⼼關鍵
技術，此時採⽤成⻑策略，擴⼤投資⾃⼰的公司，公司規模與營收會倍數成
⻑，變成該產業的領頭⽺。

⽽當整個產業環境⼀⽚⼤壞，⺠⽣凋蔽，⽽公司⼜沒有這個產業的關鍵技
術，處於劣勢，這時候要停⽌投資⾃⼰的公司，採取撤退策略，以規避公司
倒閉的⾵險。

藝群醫學美容集團總裁王正坤醫師（中）與成⼤中⼩企業管理顧問進修班企業界⼈⼠，⼀同合影。  王正

坤醫師/提供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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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坤應邀於成大中小企業班開企管課程　傳授
管理策略

▲王正坤醫師應邀於成大中小企業班開企管課程，以醫學美容產業為例傳授管理策略，受到學員歡

迎。（圖／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為協助南部企業界培育優質管理人才，聘請前成功大學教授蔡

明田主持成大經營管理學苑，開設管理課程服務南部企業，蔡明田教授邀請王正坤醫

師開課，於10月7日晚上，在成功大學航太所系館，指導成大中小企業管理顧問進修

班的企業界人士，如何執行策略管理。

蔡明田教授是王正坤在成大碩士班的恩師，王正坤是管理學博士，蔡教授邀請自己的

學生回來擔任教師，展現疼才愛才的風範。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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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坤醫師以最流行的醫學美容產業為例，分析醫美產業競爭、外部環境變化與公司

內部資源，形成企業策略。學員在策略管理的課程當中，可以學習到產業分析、競爭

分析、內部環境分析、外部環境分析、任務、目標、執行與回饋，讓台灣中小企業在

國際競爭當中，可以有靈活的表現。

成大中小企業管理顧問進修班已經進入第46期，從1993年，由成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與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合辦中小企業管理顧問班開始，為蓬勃發展的南部中小企業業主

及經理人提供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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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群醫學美容集團總裁王正坤醫師為管理學博士，現任台灣美容醫療促進協會理事

長，曾任中華民國醫用雷射光電學會理事長與台南市醫師公會理事長，對於醫學美容

有超過20多年的經驗，藝群醫美集團旗下有6家藝群診所與Dr.藝群保養品公司，王正

坤醫師也於1997年出版醫學美容雷射書籍，屬於醫學美容先行者，並據以自身豐富經

驗與實績，於課堂上分析先行者優勢與追隨者優勢的差異。

醫學美容產業已是成熟產業，產業內的競爭相當激烈，整個台灣到處是醫美診所，歐

美韓的醫藥廠商紛紛進入台灣市場，百家爭鳴。王正坤醫師表示，運用策略管理的分

析工具，可以先定義醫學美容競爭內容，分析醫學美容產業發展要素與如何規避風

險，分析診所內部的核心職能，可以找到核心價值，形成短期目標與長期策略。在執

行策略的過程，遇到問題或障礙，必須回饋檢討並且改變之前的規劃，調整方向與步

驟。

現在醫美醫師人數眾多，要在競爭中脫穎而出，就必須擁有更豐富的醫學知識與醫療

技術。消費者權益也要被充分保障，要嚴防醫學美容副作用的發生，必須事先告知病

人有哪些副作用，病人同意並簽署同意書之後，才能進行醫學美容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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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業主及經理人，也請教王正坤博士關於企業發展的策略，何時該加碼投資自

己公司，何時該停止投資。王正坤博士就以最常用的SWOT分析為例，SWOT分析是分

析自己公司內部的優勢（Strengths）與劣勢（Weaknesses），分析外部環境的機會

（Opportunities）與威脅（Threats）。當整個產業環境一片大好，這時候充滿機

會，如果公司擁有產業的核心關鍵技術，此時採用成長策略，擴大投資自己的公司，

公司規模與營收會倍數成長，變成該產業的領頭羊。

而當整個產業環境一片大壞，民生凋蔽，而公司又沒有這個產業的關鍵技術，處於劣

勢，這時候要停止投資自己的公司，採取撤退策略，以規避公司倒閉的風險。經由活

潑上課互動，整個成大中小企業管理顧問進修班學員，與老師王正坤博士充分交換產

業發展經驗，互相學習，讓南部的中小企業充滿知識與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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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安全我會應 成大醫院108年響應「病人安全
週」

大成報／于郁金 2019.10.08 10:30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連凱斐/臺南報導】每年10月第3週的全國「病人安全週」即將登

場，成大醫院從即日起至18日舉辦一系列「響應」活動，針對門診病人、手術病人及

其照顧者（家屬）、一般民眾，宣導「醫病溝通」的重要性。 

一年一度、每年10月第3週全國「病人安全週」即將登場，今年度為10月13日至10月1

9日；成大醫院從7日起至18日舉辦「響應」活動，針對門診病人、手術病人及其照顧

者(家屬)、一般民眾，宣導「醫病溝通」重要性，希望民眾積極參與，更加了解與自己

相關的醫療過程。 

成大醫院品質中心周振陽主任指出，醫病溝通很重要，就醫過程要問清楚、說明白，而

雙向溝通好簡單： 

1、主動反映自己或家人關於個人特殊健康問題，及檢查/治療或用藥的疑問。 

2、要回應醫護人員的說明和問題，溝通無阻礙，醫病關係就不會卡關。 

成大醫院表示，將從14日起，於門診大樓1樓大廳接連舉辦多場衛教活動，包括有：氣

切問題、醫病共享決策、用藥問題、防疫及病人自主權利法等，並安排有幫助預防跌

倒、增強腳力等有關病人安全的防跌遊戲。 

院方表示，成大醫院也從10月7日起，在門診大樓及住院大樓服務台處，有填寫「響應

卡」活動，參加民眾填寫「響應卡」即可獲贈禮品，並可參加成大醫院的抽獎活動，獎

品包括有：氣炸鍋1名、深炒鍋2名、蒸鮮電火鍋3名、吹風機10名，得獎名單將於108

年10月31日公布。 

「民眾參與」是國內外皆重視的病人安全議題之ㄧ，臺灣自2004年開始標竿美國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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