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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國生技產業營業額為新臺幣6,011
億元，約比2019年的新臺幣5,597億元成長
7.4%。

NO.1 健康福祉產業成長規模最大，為新臺
幣2,055億元

NO.2 醫療器材產業為 新臺幣1,924億元

NO.3 應用生技產業為 新臺幣1,142億元

NO.4 製藥產業為新台幣890億

我國生技產業發展現況1-1

資料來源：2021 年生技產業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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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快速成長,城市發展擴張，使得可耕地面積
減少，全球人口的不斷增長,對糧食之需求不斷提高。

而隨著氣候變下農業生產環境的不穩定，全球水、地
等農業生產資源日益,全球仍有部分人口面對飢餓貧
困和營養缺乏等問題。

農業生產面臨許多考驗，藉由生物技術發展與跨領域
科技整合,以解決農業發展諸多困難與挑戰。

全球農業生技產品包括：
1. 使用基因種子之植物種苗、
2. 飼料添加物、
3. 動物疫苗、
4. 生物性農藥與肥料
5. 動物疾病檢測等

2020年農業生技領域全球市場規模共約604.7億美元

2020年全球農業生技主要市場規模1-2

資料來源：2021 年生技產業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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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農業生技產品別說明1-3

全球共29個國家核准
基改作物的商業種植。

栽培基改作物前5大國為
1、美國
2、巴西
3、阿根廷
4、加拿大
5、印度

種植面積佔比：
大豆 48.2%、玉米 31.9%、
棉花 13.8 %。

生物性農藥與肥料產業
利用自然資源循環再生
的天然物質，開發對環
境無害、低毒性活性成
分的產品。

加上消費者對有機農產
品需求提高、對環境永
續發展重視及政府政策
鼓勵，也推動了全球有
機農業、帶動生物性農
藥與肥料使用及市場成
長。

2020年全球動物疫苗市
場規模約78億美元，其
中北美市場占26.6%，
其次為歐洲市場。

而亞太地的成長率最高,
主要成長因素為寵物市
場的拓展。

消費者對寵物疫苗施打
的認知提高，帶動動物
疫苗市場的成長。

動物疾病檢測產業如同
動物疫苗，其檢測對象
包括了經濟動物與寵物。

動物疫苗市場主要以
經濟動物為主。

動物疾病檢測產業則以
寵物動物為主。

檢測市場成長的因素包
括飼養寵物的趨勢、人
畜共患疾病率上升。

飼料添加物對動物營
養至關重要，僅由動
物飼料，不足以提供
經濟動物充足的營養。

飼料添加劑可以為動
物補充營養，改善飼
料營養組成，從而增
進動物健康，以提高
畜牧產品的品質。

資料來源：2021 年生技產業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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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0我國農業生技營業額1-4

我國農業生技領域包含植物種苗生技、水產養殖生技、
畜禽養殖生技，動物疫苗、生物性肥料、檢測診斷等。

我國農業生技應用範圍包括：
1. 動植物新品種與基因體應用
我國具有亞熱帶品種育種優勢，加上運用分子輔導育
種及分子標誌鑑定等新興生物技術，加速新品種開發。
如：梅、芒果、桃、彩葉芋、石斛蘭等12項作物。
2. 動植物健康管理
評估有益微生物與益生菌等產品應用在作物及動物方
面。
3. 機能性農產品
針對重點作物及易產銷失衡之潛力作物開發機能性素
材及產品。如：紅藜食品、檸檬機能性發酵液等。
4. 再生循環
利用農業生產資源，結合創新與跨領域技術開發農業
生產剩餘資源再生循環利用。如：提升沼氣產量等

資料來源：2021 年生技產業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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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第二次產官學會議
詳見 (PDF檔)

藥品法規-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2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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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環境新未來食品創新商機動向研討會

日期：10/19 (星期二)

時間：13:30-16:00

方式：線上會議 / 實體 (新竹)

新冠肺炎疫情為食品產業環境帶來巨大變動及新
機會。消費情境快速轉變，新經濟、新潮流、新
規則持續演化及建置。

疫情下舉辦的東京奧運，背後蘊含著日本食品產
業的創新力量；飲食服務翻新，帶動食品需求及
生活模式的商機變革。種種疫情下的生活型態轉
變，為民生及飲食消費帶來新氛圍及新氣象。

本研討會聚焦疫後食品趨勢環境及商機轉變，
邀請業者與食品所共同激盪，眺望產業新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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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後新時代，如何勝出 ?

資料來源：TECH orgnge科技報橘

消費者忠誠度減弱，

品牌價值為勝出關鍵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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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零售主流：

整合線上線下購物體驗 !

導入AI技術，

強化數位實力 !

AI 賦能：

精準打造個人化購物之旅!

2020 年，有將近四分之三的消費者改變購物習慣，其中有
40% 同時更換了選用品牌；比2019 年，轉換速度快上兩倍。
品牌「心佔率」是消費者購買的第一關鍵。

虛實融合（Online Merge Offline, OMO）新零售模式，
運用網路商店，有效延伸實體門市的產品範圍，不僅提供
顧客更多產品選擇，也透過縮減實體展示空間，達到節省
成本的效果。

善用數位工具，運用 AI 賦能數據，分析往年銷售數據得出各個
地區熱門商品，透過相對準確的預測，提前佈局人力與物流進
行客戶分群分類、跨平台銷售等，有效提高營運效率，創造新
消費模式。

善用數位行銷工具，，運用數據進行更精細化的目標市場投放。
網站每次點擊標籤，透過精確預測，客製化消費體驗，了解消
費者獨特的購物偏好和風格，專門為其量身定製消費旅程，盡
可能達成「投其所好」，便有機會加深品牌好感及忠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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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款「農漁牧適用益生菌」技轉民企

中興大學、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合作開發益生菌，可同時用於作物、畜產與水產，
經3年試驗，有助於防治植物病害，也可提升豬雞、虱目魚與白蝦養殖效率，已正式技轉給大統生技。
循環經濟產業模式商業化，規劃在屏東生技園區，設置高科技農業資材生產工廠。

資料來源：農業科技決策資訊平台

農科電子報

畜禽飼料

益生菌

植物保護製劑

水產飼料

提升動物生長

提高動物免疫力

減少糞便臭味

提升植物生長

抗病性

降解農藥殘留問題

提升養殖效率25%

改善養殖環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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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食品製造業數位轉型推動計畫2

輔導內容 聯絡窗口

食品工業研究所

彭小姐

(03)5223191#252

郁先生

(03)5223191#715

透過生產製程數位科技

應用、產品關鍵品質數

據與顧客導向新商業模

式，協助業者分級分階，

由跨域輔導團依需求客

製進行生產轉型、產品

轉型及顧客服務轉型進

行輔導。

計畫目的
輔導對象
申請程序

輔導對象：

依法設立及登記之食品工

廠相關之廠商。

申請程序：

於公告時間內，填寫申請

表送至執行單位審查。

主辦單位：

經濟部工業局

承辦單位：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計畫目的：

推動中小食品製造業數位轉型，

協助克服供應鏈變化及技術升級

帶來的挑戰，導入數位科技及資

料數據分析，改善營運模式並創

造新營收。

12

中小食品製造業數位轉型推動計畫自110年開始推動執行4年，今年度(110)申請輔導案件已額滿。
參考資訊：110食品產業鏈數位轉型六大面向精實趨勢動態資訊-第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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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生技大展參展商，攤位號碼：R714

本週會員
儕陞生化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3

期望能以「努力、堅持、積極實現濟世救
人的善念」為使命，發揮更大的效益及影
響力，為人類的健康福祉而努力。

創傷液態敷料

專業醫美照護

機能性皮膚保養

主要作用可促進細胞移行作用，適用於治療各種
慢性傷口及燒燙傷病人，使傷口癒合過程溫和不
刺激，並且不易留下疤痕。

來自專利植物萃取液，在雷射術後保養上除了一般
保濕及防曬外，同時可抑制細胞發炎及促進細胞再
生，來使術後肌膚完美再生。

能同時啟動「真皮層細胞」 與「表皮層細胞」 的
再生，增加真皮層細胞的活力，滋養皮膚，讓表皮
層細胞加速代謝，調整皮膚的健康狀態，達到由內
到外同時修復。

產 品 應 用

https://charsir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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