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want the country that eliminated polio and mapped the human genome to lead a new era of medicine 
- one that delivers the right treatment at the right time. In some patients with cystic fibrosis, this
approach has reversed a disease once thought unstoppable. Tonight, I'm launching a new Precision
Medicine Initiative to bring us closer to curing diseases like cancer and diabetes  and to give all of us
access to the personalized information we need to keep ourselves and our families healthier.

Precision Medicine 

In 20 Jan 2015, President Obama called for a new initiative to fund precision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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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啟動四年「10萬基因體計畫」，2015年追加3.75億美 元建立「基因資料庫」。預
計至2021年將投入93億美元，設立精準醫療推進器，加速精準檢測及個體化用藥的發展

2016年宣布，將在五年內投入6.7億歐元啟動「2025法國基 因體醫療計畫」，初期聚焦癌
症、糖尿病及罕見疾病； 2020年後，延伸至一般疾病研究。

2015年3月「精準醫療戰略專家會議」制定精準醫療發展方向；未來15年內，投入600億人
民幣發展。2015年開始建置百萬人基因資料庫。

2015年11月提出韓國蔚山萬人基因組計畫，預計在2019年前投入2,500萬美元完成韓國人
基因組圖譜、建立基因資料庫，並投入相關基因疾病的致病研究。

2016年5月公布「零兒童癌症計畫」，預計投入1,500萬美元 聚焦兒童癌症的治療策略。
考慮啟動類似英國10萬人基因體計畫的澳洲版。

2012年展開台灣人體生物資料庫的運作，2016年暫停運作。
中央研就院、長庚大學及美國癌症研究所簽署備忘錄，加入 美國「癌症登月計畫」。
永齡健康基金會、台大醫學院及美國NantWorks集團共同啟 動「Cancer MoonShot
2020」。

精準醫療計劃





Precision Medicine
Preventive double mastectomy after testing positive for mutations in the BRCA1 gene, 

which indicate an increased risk of breast and ovarian cancers.

Women with a BRCA1 or BRCA2 genetic mutation have up to a 72% risk of being diagnosed with breast cancer during their lifetimes 
(compared to 12-13% for women overall). Abnormal BRCA1 or BRCA2 genes are found in 5-10% of all breast cancer ca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ER2 proteins are receptors on breast cells.
Normally, HER2 receptors help control how a
healthy breast cell grows, divides, and repairs
itself. But in about 25% of breast cancers, the
HER2 gene doesn't work correctly and makes too
many copies of itself (known as HER2 gene
amplification).
All these extra HER2 genes tell breast cells to
make too many HER2 receptors (HER2 protein
overexpression). This makes breast cells grow and
divide in an uncontrolled way.

Treatments for HER2-positive breast cancer

 Herceptin (chemical name: trastuzumab), which works against HER2-positive breast cancers by blocking the ability of the
cancer cells to receive chemical signals that tell the cells to grow.

 Kadcyla (chemical name: T-DM1 or ado-trastuzumab emtansine), a combination of Herceptin and the chemotherapy
medicine emtansine. Kadcyla was designed to deliver emtansine to cancer cells in a targeted way by attaching emtansine to
Herceptin. Herceptin then carries emtansine to the HER2-positive cancer cells.

 Nerlynx (chemical name: neratinib), which fights HER2-positive breast cancers by blocking the cancer cells' ability to receive
growth signals.

 Perjeta (chemical name: pertuzumab); like Herceptin, Perjeta works against HER2-positive breast cancers by blocking the
cancer cells’ ability to receive growth signals.

 Tykerb (chemical name: lapatinib), which works against HER2-positive breast cancers by blocking certain proteins that can
cause uncontrolled cell growth.

HER2-positive breast cancers tend to 
grow faster and are more likely to 
spread and come back compared to 
HER2-negative breast cancers. 

ERB2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2 gene (HER2)



1.檢查EGFR有無突變
標靶藥物:艾瑞莎(Iressa)、
得舒緩(Tarceva)及
妥復克(Giotrif)

2.檢查 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 (ALK)有無突變(融合)
標靶藥物:(Crizotinib/Xalkori)

台灣每兩位晚期肺腺癌患者，即有一位有EGFR基因突變

肺腺癌基因檢測 (EGFR/ALK)

非小細胞肺癌族群中高達 40%～80% 的比例發生 EGFR過度表現

非小細胞肺癌族群中約有3%-5%為ALK陽性患者



通過各種檢測等技術確認病因

預防發病

提供最適合的藥品和療法

從而提升療效

節約費用

精準醫學



精準醫療的第一步：基因檢測 (遺傳檢測)





精準醫療與生醫大數據的推手:高通量技術
New Generation Sequencing

Microbiota – From microbiome to 
Fecal Material Transplant

Single Molecule Amino acid seque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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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基因體定序計劃



New Generation Sequencing



The most popular genes in the human genome
NEWS FEATURE 22 NOVEMBER 2017

Where is the target gene?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7-07291-9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7-07291-9


Where is the target gene?



傳統癌症藥物研發與癌症精準藥物研發之比較



次世代定序技術與
核酸藥物研發



2014～2020年核酸適體的市場預測



Nucleic Acid Drugs 核酸藥物



Aptamers are short, 20–80 nt single-stranded DNA or RNA sequences that bind to target molecules with 
high affinity and specificity through their 3-dimensional structures.

Aptamer 核酸適體



Aptamer 核酸適體 vs Antibody 抗體



Systematic evolution of ligands by 
exponential enrichment (SELEX)



NGS-Based SELEX



精準醫療與生醫大數據的推手:高通量技術

Microbiota – From microbiome to 
Fecal Material Transplant



美國最佳醫院排行榜第二名的克里夫蘭醫院（Cleveland Clinic）近日公布了 2017 年 10 項最
有潛力的醫療創新科技。評選團隊由 100 位在其研究領域執牛耳的醫師和研究員所組成，在經過多
次的討論與攻防戰，最終從 200 個技術提名中選出最具有前瞻性 10 項醫療技術，這些技術並沒有
考慮開發廠商的知名度，也沒有標示產品名稱，而是完全以科技創新的程度、治癒或延續生命的潛力
作為評選標準。

1. 以微生物預防、診斷和治療疾病
腸道菌就如同人體的金礦，數以萬計的細菌「棲息」在我們腸道裡面，為我們做工，它們釋放的化

學物質除了左右我們的消化，還影響藥物的作用和疾病的發展，難怪有人稱「腸道是人體第二個大腦」。
近幾年腸道菌研究逐漸成為熱門領域，一些基因公司轉而研究這類型微生物的潛力，並開發對腸道有益
的菌（益生菌），來改善腸道菌種的平衡。

隨著美國白宮於 2016 年 5 月發布了國家型微生物群計畫（National Microbiome Initiative），並投資 1 
億 2100 萬美元於跨領域的研究補助，腸道菌成為生醫科技的明日之星指日可待。

2. 降低心血管疾病與死亡率的糖尿病藥物
3. 治療白血病和淋巴癌的細胞免疫療法
4. 液態生物檢體/液態切片（liquid biopsy）找出循環腫瘤細胞
5. 自動駕駛的安全與性能
6. 醫療資源快速互通性（Fast Healthcare Interoperability Resources, FHIR）
7. K 他命（KETAMINE）應於於難治型憂鬱症治療
8. 應用於手術上的 3D 視覺化與擴增實境技術
9. 可自我管理的 HPV 檢測
10. 可讓人體吸收的新型心臟支架（Bioabsorbable Stents ）

2017年最具前瞻性的10項醫療創新科技



Microbiota-related cover stories in high-impact factor jour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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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Microbiota Projects



Microbiota & Immunology: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Microbiota and immune system development, autoimmune 

diseases; to modulate  human immune by manipulating the microbiota. 

Microbiota & Metabolism/Neurology: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Microbiota and Metabolism, Neurology; including related 

metabolic diseases and neurological disorders.

Microbiota & Infectious disease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crobiota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Microbiota & Canc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crobiota and Cancer, Cancer prognosis.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es: 
Using AI to fine-mining the microbiome

Fecal Material Transplant: 
Also known as a stool transplant,  is the process of transplantation of fecal bacteria from a healthy 

individual into a recipient.

Microbiota 相關研究



健康腸道菌
叢捐贈者

感染之腸道菌叢

經糞便菌叢移植
後恢復健康腸道

菌叢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FMT)
糞便菌叢移植

截至2017年底，全世界已有约
40,000人次完成微菌叢植入治療



https://www.researchgate.net/figure/
Preparation-of-fecal-materials-for-fecal-microbiota-transplantation_fig1_269717977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FMT)
糞便菌叢移植

https://www.researchgate.net/figure/


精準醫療與生醫大數據的推手:高通量技術

Single Molecule Amino acid sequencing



Schematic of the single-molecule protein sequencing workflow

Workflow of proteome analysis with mass spectrometry

Single-molecule protein de-novo sequencing



V13, pages786–
796 (2018)



大數據特徵

數據種類多，常常具有不同的數據類型（結構化、半結構
化和非結構化）和數據來源

Volume
Variety
Velocity
Value 科學價值大，儘管利用密度低，卻常常蘊藏著新知識或具

有重要預測價值。

產生和更新速度快（如實時數據流），時效性要求高

數據容量(Volume) 大，常常在PB(1 PB=250 B)級以上



生物醫學大數據

高通量技術的發展和基因組測序成本的下降
高通量測序技術可以對數百萬個DNA 進行同時測序，使得
對一個物種的轉錄組和基因組進行細緻全面的分析成為可
能。隨著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完成和計算能力的快速發展，
每個基因組的測序成本已從數百萬美元降低至千美元（並
且還將繼續降低）。

醫院信息化和IT 業的迅速發展
人體本身就是生物醫學大數據的一個重要來源，隨著醫院
信息化和IT 業的迅速發展，越來越多的人體數據能夠獲得
儲存和利用。例如，X 線、3D 核磁、乳腺X 線、3D CT 掃描
分別包括30 M、150 M、120 M 和1G 的數據量，美國平均
每家醫院需要管理665 T 的數據量。

生命的整體性和疾病的複雜性
例如，嚴重威脅人類健康的慢性病多為複雜性疾病，其發
生具有復雜的遺傳和分子機制，受到基因、環境及其交互
作用的影響，其病因學研究將產生大量的數據。



生物醫學大數據的應用
開展組學研究及不同組學間的關聯研究

從環境、個體生活方式行為等暴露組學，至個體細胞分子水平上的基因組學、表觀組
學、轉錄組學、蛋白組學、代謝組學、宏基因組學，再到個體健康和疾病狀態的表型
組學等。
利用大數據將各種組學進行綜合及整合，既能為疾病發生、預防和治療提供全面、全
新的認識，也有利於開展個體化醫學，即通過整合系統生物學與臨床數據，可以更準
確地預測個體患病風險和預後，有針對性地實施預防和治療。

快速識別生物標誌物和研發藥物
利用某種疾病患者人群的組學數據，可以快速識別有關疾病發生、預後或治療效果的
生物標誌物。在藥物研發方面，大數據使得人們對病因和疾病發生機制的理解更加深
入，從而有助於識別生物靶點和研發藥物；同時，充分利用海量組學數據、已有藥物
的研究數據和高通量藥物篩選，能加速藥物篩選過程。

快速篩檢未知病原和發現可疑致病微生物
通過採集未知病原樣本，對病原進行測序，並將未知病原與已知病原的基因序列進行
比對，從而判斷其為已知病原或與其最接近的病原類型，據此推測其來源和傳播路線、
開展藥物篩选和相應的疾病防治。



生物醫學大數據的應用

了解人群疾病譜的改變
這有助於製定新的疾病防治策略。全球疾病負擔研究是一個應用大數據的實例，該研
究應用的數據范圍廣、數據量巨大，近4 700 台並行台式計算機完成了數據準備、數據
倉庫建立和數據挖掘分析的自動化和規範化計算

實時開展健康管理
通過可穿戴設備對個體體徵數據（心率、脈率、呼吸頻率、體溫、熱消耗量、血壓、
血糖、血氧、體脂含量等）的實時、連續監測，提供實時健康指導與建議，更好地實
施健康管理。

實施更強大的數據挖掘
數據挖掘的任務包括關聯分析、聚類分析、分類分析、異常分析等。大數據挖掘能夠
增加把握度和發現弱關聯的能力。

實時開展生物監測與公共衛生監測
公共衛生監測包括傳染病監測、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及相關危險因素監測、健康相關監
測（如出生缺陷監測、食品安全風險監測等）。此外，還可以通過覆蓋全國的患者電
子病歷數據庫進行疫情監測”，通過監測社交媒體或頻繁檢索的詞條來預測某些傳染
病的流行。



生物醫學大數據的爭議

既然數據總是不斷增加，
是否有必要區分大數據與傳統數據？

大數據更多意義上可能是一種商業上的宣傳？

大數據中變量類型更多、更複雜，而隨著變量的增加，
獲得假陽性關聯的概率也會增加

更大的數據未必意味著更好的數據，
必須考慮數據的代表性和數據純度

在未告知個體的情況下使用來自人群的數據是否符合倫理學要求？
這些爭議是大數據在未來發展中必須關注的





韓國生命工學研究院與科學資訊技術研究院於日前篩選出248個跟未來科技相關的關鍵詞後，
利用大數據分析出生物保健結合的10大未來科技，韓國政府表示若能成功研發這些科技，人類醫學將進入新的里程碑。

Korea Research Institute of Bioscience & Biotechnology(KRIBB)



「精準醫學」也許並不準確

美國MD安德森癌症中心通過對2,600人的基因測序發現，僅6.4%的人能夠通過靶向藥物
獲益。而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進行的MATCH計劃，亦發現僅2%的人可通過靶向藥物獲益。
因此他認為，通過基因測序來獲取病人的遺傳信息，從而進行靶向藥物的篩選，可能並
不能為廣大腫瘤患者帶來益處。

僅通過分子手段來治療患者，其帶來的益處仍舊是未知的。隨著分子生物技術的發展，
我們對腫瘤的認識，也逐漸深入到分子以及基因層面上，對於某一類癌症來說，如果發
生了基因突變，藥物治療的效果會更好些，但對那些沒有發生基因突變的人，其獲利往
往有限，並會出現藥物耐受，腫瘤復發等問題。



Precision Medicine – Precision Prevention?
Preventive double mastectomy after testing positive for mutations in the BRCA1 gene, 

which indicate an increased risk of breast and ovarian cancers.

Women with a BRCA1 or BRCA2 genetic mutation have up to a 72% risk of being 
diagnosed with breast cancer during their lifetimes 

(compared to 12-13% for women overall). Abnormal BRCA1 or BRCA2 genes are 
found in 5-10% of all breast cancer ca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台灣發展精準醫療的三大挑戰

在檢測方面，現已開始大量進行，但在檢測後的藥物搭配上則須與各
國醫保給付單位配合

例如，病人經由精準治療分析後發現有五種基因突變，必須使用二、
三種標靶藥物才能做完善治療，但每個標靶藥物都費用高昂，每療程
亦須花費數拾萬至百萬元，健保或保險單位將如何因應，則為未來需
要面對的課題

如何整合跨單位數據資料庫，將決定精準醫療的發展
一個完全測序的人類基因組包含100GB至1,000GB數據量，這在解讀
上有很大的困難，需要專門的資料庫進行數據信息的比對分析，大數
據分析必須使用工業電腦，若能分析歸納出有意義的疾病治療脈絡，
也可以產生極高價值。

應用人體基因與病歷資料庫做為研究資料的個資及倫理爭議
近期台灣個資法修法將基因及病歷列入特種個資，企業或研究單位若
欲使用這些數據做為研究資料，將有侵犯個人隱私權及倫理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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