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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長的話  

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輔導醫藥產業與生產技術、藥效

評估、臨床前試驗等相關技術之研究開發、技術移轉與人才培訓，並

致力推動醫藥產業國際化，以及提升醫藥工業現代化水準與國際能見

度，在我國醫藥產業領域具有領先地位。 

    僑務委員會與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為協助推動全球

僑臺商醫藥產業升級與技術服務，由藥技中心於其官網建置「全球僑

臺商醫藥產業服務專區」，包含：服務介紹、技術資訊及常見問題 Q&A

等項目；並提供《全球僑臺商醫藥產業技術服務手冊》，內容有：藥

技中心簡介、可移轉技術及技術移轉境外實施規範、產業服務介紹與

技術諮詢服務窗口等相關資訊；另建立 LINE 諮詢專線（LINE ID：

@tw.MedTech），提供從事或對醫藥產業有興趣的僑臺商一個可與藥

技中心直接聯繫的洽詢管道。 

    茲彙編《全球僑臺商醫藥產業技術服務手冊》置於僑委會「僑臺

商專區」(https://Business.Taiwan-World.Net) 及「全球僑臺商產業升

級與技術服務方案專區」(https://Tech.Taiwan-World.Net)，歡迎海外

僑臺商朋友下載運用並踴躍分享。期盼各位能運用藥技中心提供的相

關資源，提升全球競爭力及發展事業版圖，同時發揮僑臺商企業之影

響力，將臺灣醫藥產業技術及創新能量推廣至國際舞臺。 

 

僑務委員會 委員長 童振源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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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理序文 

感謝僑委會邀請本中心成立「全球僑臺商醫藥產業技術服務平

臺」，有機會可以服務海外僑臺商。中心自民國 82年成立以來，一直

致力服務國內醫藥產業，自民國 95年，經濟部工業局，開始協助國

內製藥產業爭取海外訂單。隨著廠商與國外客戶合作，中心協助廠商

取得外銷標的國之查廠認證，開始與國外有委託製造及合作開發，隨

著國內製藥產業擴及海外市場，尋求更多合作資源來協助國內醫藥廠

商，使得醫藥產業在通路拓展及合作的開發能有所進展。因此，也期

待與僑委會的合作，可以有更多接觸國外僑社的機會，可以和這些海

外的專家與僑臺商有進一步的合作機會。透過這些合作網路的建立，

對國內醫藥產業國際合作，將有更進一步的協助與發展。 

 

總經理 劉德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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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僑臺商產業升級與技術服務方案 

    海外僑臺商在全球的發展，無論是立足創業、擴充規模、甚至升

級轉型，均面臨激烈的挑戰。本會為輔導海外僑臺商產業升級，提升

企業國際競爭力，邀集農科院、國研院、工研院、資策會、食品所、

紡織所、藥技中心、金屬中心、塑膠中心、設研院及台經院等 11 家

研發機構，研商「全球僑臺商產業升級與技術服務方案」，期盼結合

臺灣研發技術能量，協輔僑臺商事業發展，同時協助國內產業及研發

單位開拓國際市場，共創雙贏局面。 

    為推動「全球僑臺商產業升級與技術服務方案」，爰提供產業技

術服務手冊，內容包含：研發機構介紹、服務項目介紹、重要成果展

示、產業結合項目（鏈結臺灣產業，推銷臺灣產品、資材等）、服務

窗口及 LINE諮詢專線等；並於各研發機構官網建置「全球僑臺商服

務專區」，包含：服務簡介、技術資訊及常見問題 Q&A 等項目，以

提供有需求之僑臺商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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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介紹 

    藥技中心獲經濟部核准於 1993年 1月 15日設立，主要目的在於

協助業界從事藥品研發，強化國內醫藥產業短、中、長程技術發展，

提升國內整體產業水準，達醫藥產業升級與國際化目標。因應醫藥產

業發展需求，藥技中心設有四處：天然藥物研發處、藥品製劑研發處、

醫療器材研發處與產業服務處。以藥品、醫療器材為主，保健食品與

含藥化妝品等生技產品為輔的醫藥產業輔導與生產技術、藥效評估、

臨床前試驗等相關技術研究開發、技術移轉與人才培訓，致力服務我

國醫藥業，提升醫藥工業現代化水準及國際競爭力，促進我國醫藥產

業國際化，進軍世界市場。 

（一）研發單位 

  1、藥品製劑研發處 

    以開發藥物新劑型技術為研發核心，以客製化配方設計導向提供

製藥產業技術輔導，協助產品 PIC/S GMP 認證輔導及產業國際化發

展需求輔導為目標。 

  2、天然藥物研發處 

    以開發植物藥活性成分為標的，成為天然藥物基原管控與資源應

用核心實驗室，引領臺灣與亞洲中草藥研發，拓展大陸及亞洲市場為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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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醫學工程研發處 

    以複合式醫療器材產品開發及細胞體外培養優化平台開發為核

心技術，在複合醫材上將器材結合生物性或藥理機制，在細胞體外培

養優化平台上，包括無血清培養液配方設計及細胞與動物模式驗證平

台等，並提供醫材產品上市前法規諮詢、技術輔導及協助建置品質管

理系統服務。 

  4、產業發展處 

    提供醫藥專業能量核心，包括：GMP輔導、輔導醫藥法規諮詢、

法規與資訊服務；協助國家藥政推動及醫藥專業人才培訓、產業提升

醫藥專業能量。 

（二）服務項目與資源 

  1、藥品製劑研發 

  （1）藥物預配方服務平台 

    A. 藥物/材料物理化學性質分析 

    B. 藥物分析方法開發 

    C. 藥物與賦形劑相容性分析 

  （2）藥品配方製程開發技術平台 

    A. 固態製劑技術平台 

       難溶性藥物促進溶解技術/ 造粒技術/ 控制釋放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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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半固態製劑技術平台 

       軟膏劑/霜劑/ 經皮貼布技術 

    C. 液體製劑技術平台 

       口服液劑/ 黏膜液劑/ 注射液劑 

  （3）藥品臨床前藥物動力研究平台 

    A. 藥品劑型體外檢測分析 

       藥品溶離試驗/ 藥物經皮膜穿透試驗 

    B. 藥品在動物之藥物動力學研究 

       口服藥物動力試驗/ 注射藥物動力試驗/ 血中與組織藥物濃 

       度檢測 

    C. 藥品體內外試驗相關性研析 

       藥物動力學模式研究分析/ 生理基礎藥物動力學模式評估 

2、天然藥物研發 

  （1）植物新藥研發技術平台 

  （2）藥材品質管控分析技術平台 

  （3）天然物萃取製程技術平台 

  （4）成分分離與純化、鑑定技術平台 

  （5）化學分析方法開發與確效技術平台 

  （6）活性分劃物管控與藥理活性驗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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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活性篩選、毒性與安全性評估 

3、醫學工程研發 

  （1）醫療器材開發平台 

    A. 醫療器材設計與試驗 

    B. 醫療器材製程開發驗證  

    C. 複合或植入醫材開發 

    D. 生醫材料混鍊及加工 

  （2）細胞體外培養優化平台 

    A. 無血清培養液配方設計 

    B. 細胞培養基材開發 

    C. 體外細胞共培養模型設計 

  （3）細胞/動物模式驗證平台 

    A. 細胞活性分析技術 

    B. 藥物穿透評估 

    C. 醫療器材功效性驗證 

  （4）臨床試驗輔導平台 

    A. 臨床評估與試驗設計 

    B. 臨床試驗監測及專案管理 

    C. 試驗品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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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稽核查核 

4、產業服務 

  （1）國際化服務 

    A. 外銷策略聯盟籌組及推動（歐、美、日、大陸、東南亞等） 

    B. 國際藥品合作推動 

    C. 醫療器材國際化 

  （2）人才培訓 

    A. 研發 

    B. 品管 

    C. 法規 

    D. 行銷與智財 

  （3）品管與認證輔導 

    A. 藥品 PIC 

    B. S GMP、GDP輔導 

    C. 藥品產品上市許可輔導 

    D. GLP輔導 

    E. 國產醫療器材 GMP、GDP輔導 

    F. ISO-13485醫療器材品質管理系統輔導 

    G. 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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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IEC-17025實驗室品質管理系統輔導 

    I. 醫療器材產品上市許可輔導 

  （4）資訊與法規 

    A. 文獻資料查詢 

    B. 市場調查與市場資料分析 

    C. 國際法規服務 

  （5）專利服務 

    A. 國內外專利檢索 

    B. 分析 

    C. 專利侵權分析 

    D. 專利佈局 

  （6）無形資產及企業評價服務 

    A. 無形資產技術 

    B. 市場 

    C. 專利鑑價及企業評價 

  （7）政府資源與計畫申請 

       協助廠商申請政府資源與計畫補助 

5、檢測驗證服務 

    中心實驗室為衛生福利部藥物管理署之認證實驗室，為國家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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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代檢單位，同時也通過全國認證基金會(TAF)的認證，具有充足專

業之分析檢驗設備與團隊，可提供各項檢驗及分析服務。 

（1）藥品分析檢測 

    A. 溶離試驗 

    B. 崩散度試驗 

    C. 雷射粒徑分析試驗 

    D. 不純物分析檢測(元素、有機不純物、溶劑殘留) 

    E. 原料檢測鑑別 

    F. 安定性試驗 

    G. 分析方法確效 

    H. 藥品體外穿透 

 （2）天然物檢測服務 

    A. 一般性質分析 

        化學指紋圖譜/ 指標成分定量/ 藥材組織鏡檢/ 薄層分析 

        (TLC)/生藥檢驗/易混用誤用藥材鑑別 

    B. 功效成分鑑定 

（3）醫療器材檢測服務 

     生物相容性試驗刺激、敏感/ 細胞毒性/ 隱形眼鏡相關檢測 

      /包裝完整性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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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儀器驗證服務 

    A. 錶計驗證 

    B. 潔淨室與生物安全箱(BCS)測試 

    C. 滅菌設備及恆溫設備溫度測量 

    D. 分析儀器驗證 

    E. 洩漏與密封強度試驗儀/熱封試驗儀/摩擦試驗儀 

（三）重要成果展示 

  1、藥品製劑研發處 

  （1）協助業者進行藥品製型開發技術輔導。 

  （2）開發改良型新藥，控制釋放長效劑型，降低病患用藥頻率。 

  2、天然藥物研發 

  （1）藥技中心建置不純物檢測項目，解決藥廠在原料檢測之能量。 

  （2）過動症新藥開發，找出具有潛力之小分子先導化合物。 

  （3）動物試驗找出可改善非酒精性脂肪肝及肌少症植物萃取物。 

  3、醫學工程研發處 

  （1）開發含藥生物可降解鼻竇植入物技轉至國內廠商，由完整竇 

        腔支架產品並進行支架藥物塗布技術開發，以獲得更佳的鼻 

        竇炎預後。 

  （2）開發人類角質細胞無血清培養液技轉給國內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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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產業發展處 

  （1）藉商談媒合促成外銷訂單，進行業者外銷軟硬體適切輔導。 

  （2）協助製藥法規研擬及縮短製藥產品國外上市之時程，執行不 

        良品之通報機制與回收作業，辦理主題式專案查核，執行藥 

        品 GMP/GDP 查核作業及標準一致化，動物用藥及中草藥 

        法規推動。 

（四）產業結合項目 

   1、製劑技術服務上與業界廠商共構訂單式研發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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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新藥研究上在小分子新藥與植物新藥研發服務 

 

 

   3、醫療器材與組織體外培養優化與臨床實驗輔導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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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藥品國際貿易平台、產業服務與人才培訓 

 

 

   5、計畫提案申請管考、專利佈局、市場分析評價及法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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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務窗口及 LINE諮詢專線 

1、LINE專線：請加 LINE ID：@tw.MedTech，或掃描下方 QR Code 

2、諮詢服務時間：臺灣上班時間周一至周五 9時 00分至 17時 00分， 

  例假日及國定假日全日不提供服務；倘因 LINE無法使用，亦可於 

  藥技中心官方網站（http://www.pitdc.org.tw）連繫我們進行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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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球僑臺商醫藥產業技術服務專區 

    藥技中心已建置「全球僑臺商醫藥產業技術服務平臺」專區網頁，

網址為 http://www.pitdc.org.tw/news_detail.php?pk=76，請多加參考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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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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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輔導海外僑臺商產業升級，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僑務委員會

於 4月 16日舉辦「全球僑臺商產業升級與技術服務方案」交流會，

邀集農科院、國研院、工研院、資策會、食品所、紡織所、藥技中心、

金屬中心、塑膠中心、中華電信與設計研究院等 11 家研發機構，以

及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世界華商經

貿聯合總會等僑臺商會代表，共同研商並促進僑臺商與臺灣研發機構

對接合作機會。 

    童振源首先指出，今天交流座談匯聚全臺灣各部會最重要的研發

能量，是名符其實的國家隊。臺灣去年經濟成長率高達 3.11%，居世

界之冠，今年更預估會達到 4.64%；根據昨天行政院院會國發會的報

告顯示，不論是出口、景氣燈號皆突破近年紀錄，甚至創下歷史新高，

而其中最重要的關鍵之一就是研發能量。 

    「沒有研發就沒有創新，沒有創新就沒有競爭力！」童振源強調，

臺灣在經濟成長率中，研發佔 GDP比重為 3.5%，是全世界第三大投

資研發國家，與德國、美國、瑞士，並列全球 4大創新國。 

    因此，為了發揮臺灣的技術研發優勢，僑委會與臺灣各大研發機

構共同推動「全球僑臺商產業升級與技術服務方案」，期盼能結合臺

灣研發能量，幫助海外 4萬多家僑臺商事業發展；同時也運用海外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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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商網絡、生產基礎及人脈，協助國內產業及研發單位開拓國際市場，

共同開創互惠雙贏的局面。 

    童振源表示，為了串聯臺灣研發機構與全球僑臺商鏈結合作，僑

委會將扮演槓桿支點角色，提供系統性資訊彙整，建立單一數位聯絡

窗口，由各研發單位彙編服務手冊，包括介紹各研發機構、服務項目

和重要成果展示，並結合臺灣產業鏈，讓臺灣企業與臺商有更多元的

交流合作。 

    此外，透過線上直播方式，讓全球臺商感受臺灣研發能量，進行

雙向對話；並安排與研發單位參訪與媒合，具體擴大研發成果，將其

國際化、產業化；更結合海外 3,274 位僑務榮譽職人員及 2,676 個

僑團組織等僑胞能量與網絡，協助研發單位走向國際。 

    交流會中，11 家研發機構分別介紹各單位服務內容，同時在活

動現場設置展示攤位，讓僑臺商更了解各研發單位的優勢與能量。透

過今日僑臺商與研發機構的交流互動，促進對接合作商機，期盼未來

持續發揮臺灣優勢，協助全球僑胞茁壯發展，也運用全球僑胞能量壯

大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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