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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111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 

採購案研究重點  

 

一、 本採購案徵求「提升結核病及愛滋病防治策略與整合照護」、「長期評

估疫苗接種成效完善國家疫苗政策」、「促進生物製劑產學研合作提升

我國自製率」等 3項科技研究議題，包含研究重點共計 4項，詳如「疾

病管制署 111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研究重點」。 

二、 投標該研究重點之計畫必須涵蓋該研究內容所規定項目，未符合者將

被退件處理。 

三、 如以申請整合型計畫，其應配合事項如下： 

(一) 整合型計畫之總主持人連同共同主持人合計至少 3 人，且計畫必

須整合 3 項（含）以上之相關研究項目，並有詳細工作分配與主

題的說明。總主持人負責所有分項計畫之行政統籌、協調等事宜。 

(二) 整合型計畫之計畫總主持人為整個群體型計畫之領導者及協調

者，且必須擔任「計畫內容」之子計畫負責人，該子計畫若經審

查未通過，則該整合型計畫將不予通過。 

(三) 整合型計畫應由研究團隊總主持人彙整所有主題內容成一本計畫

書，由其所在機構進行投標，投標時應一併檢具子計畫承作單位

之資格文件，若分成總計畫與子計畫多件計畫申請，恕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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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整合型計畫，總主持人得提列計畫辦公室之行政計畫，管控該整

合計畫執行之進度、聯絡及經費。 

四、 研究如需其他機關（含行政機關）配合，計畫書需檢附相關機關配合

同意書。 

五、 本案投標截止時間：計畫書等投標文件應於 110 年 9 月 22 日下午 5

時 00 分前專人送達或郵遞寄達(非以郵戳為憑)臺北市林森南路 6 號 6

樓秘書室，逾時概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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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疾病管制署 111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採購案研究重點 

編號 研究重點 

期程 預算經費 保留後續擴充 
合計 

(單位:元) 

通過案數

限制 

性別

分析 (年) 
經費上限 

111年 112年 113年 

1-1 

B型肝炎帶原孕婦抗病

毒藥物治療評估及追

蹤、血液透析患者之急

性 B、C 型肝炎危險因

子與介入措施成效探

討 

3 5,331,000 5,331,000 5,331,000 15,993,000 擇優 1案 是 

1-2 

1. 高風險族群接受潛

伏結核感染治療或

新預防措施之成效

與影響因素評估 

2. 快速診斷工具介入

結核病治療之成效

分析 

3. 短程治療處方介入

結核病治療之安全

性與成效分析 

1 9,855,000   9,855,000 
擇優 

1-3案 
是 

1-3 

1. 高風險族群愛滋篩

檢與衛教諮詢服務

模式研究 

2. 建立感染者共病之

整合照護服務模式

以及治療成效分析 

3. 建立使用暴露前預

防性投藥個案監測

與管理介入模式 

1 6,990,000   6,990,000 
擇優 

1-3案 
是 

1-4 

整合及優化雨傘節與

飯匙倩效價之生物標

誌建立抗神經性蛇毒

血漿體外檢測方法 

1 1,252,000   1,252,000 擇優 1案 否 

 

【注意】 
1. 本案研究重點：多年期計畫採「後續擴充」方式辦理。 
2. 撰寫內容應符合研究重點表各項說明，多年期計畫一次提出各年度計畫施作之規
劃及所需經費，視投標單位實際所提計畫書內容，本署保留期程及經費調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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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重點表之「研究內容」有特別註明應包含之項目，則投標該重點之研究計畫
必須涵蓋該研究內容所列全部項目或特定項目。 

4. 研究重點表之「備註」欄所列事項請務必詳閱並遵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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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管制署 111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研究重點表(1-1)

綱要計畫 國人重大傳染病防治卓越科技發展研究(3/4) 

研究重點 
B型肝炎帶原孕婦抗病毒藥物治療評估及追蹤、血液透析患者之急

性 B、C 型肝炎危險因子與介入措施成效探討。 

研究目標 

評估於孕期以抗病毒藥物治療孕婦，對於降低母嬰垂直傳染成效

及藥物對子女長期影響，另探討針對透析患者進行介入措施對病

毒性肝炎之防治成效。 

說明 

1. 提供阻斷 B型肝炎高危險孕婦母嬰垂直傳染之確實可行方法，

並將抗病毒藥物療程最佳化，有助我國達到消除 B型肝炎之目

標。 

2. 國內血液透析患者之急性 B、C 型肝炎危險因子相關研究尚顯

不足，期藉由委託研究成果，做為防治政策參採依據。 

研究內容 

 

應包含： 

■全部項目 

□至少    項項

目 

1. 評估 B型肝炎抗病毒藥物(TAF)對於降低HBeAg陽性孕婦病毒

量及母嬰垂直傳染成效，並追蹤其子女成長與健康狀況。 

2. 分析疫苗世代 B型肝炎感染者之傳染途徑及危險因子。 

3. 精進血液透析單位有關急性 B、C 型肝炎感染之防治措施。 

分年工作項目： 

1. 第1年(111年)：進行跨院合作、人體試驗研究申請及進行收案(含

個案知情同意)等相關事宜。 

2. 第2年(112年)：持續收案並進行檢體蒐集與檢驗，同時追蹤已收

案個案情形，進行計畫初步成效分析。 

3. 第3年(113年)：完成收案、檢體蒐集與檢驗、個案追蹤及資料分

析，相關成果做為肝炎防治策略之參採依據或後續研究之基礎。 

期程 3年 

每案經費上限 

第1年(111年)經費上限 5,331,000元整 

第2年(112年)經費上限 5,331,000元整 

第3年(113年)經費上限 5,331,000元整 

進行性別分析研

究 

是否以人為對象之調查研究(請勾選) ■是  □否 

註：以人為對象之調查研究者，請進行性別分析及差異評估，並

將分析結果呈現於期末報告中及於關鍵字中加註「性別」。 

研究成果歸屬 

□國有   ■下放 

理由：本計畫研發成果歸屬於承作單位，有關研發成果之管理、

運用及權益分配等所有實質及程序之相關事宜，由雙方另訂成果

歸屬契約及「資料使用及軟體交付協議書」約定之。 

備註 
1. 擇優委託1案。 

2. 本項計畫以■單一或整合 計畫之形式申請。 

聯絡人及電話 急性傳染病組 黃淑卿 聯絡電話：(02)23959825 分機 3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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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管制署 111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研究重點表(1-2) 

綱要計畫 國人重大傳染病卓越科技發展研究(3/4) 

研究重點 

1. 高風險族群接受潛伏結核感染治療或新預防措施之成效與影響

因素評估。 

2. 快速診斷工具介入結核病治療之成效分析。 

3. 短程治療處方介入結核病治療之安全性與成效分析。 

研究目標 

1. 評估 LTBI各類治療處方成效與風險，並瞭解影響 LTBI治療成

效相關因素。 

2. 評估個案於結核病初期使用新診斷工具介入對治療成效之影響

及成本效益分析。 

3. 評估活動性結核病個案使用新短程處方進行治療時之安全性、

順從性及治療成功率。 

說明 

1. 針對個案之接觸者及高風險對象，導入各項潛伏結核感染治療

處方與新預防模式，比較各類處方及預防模式之安全性、完成

治療比率及治療成效。 

2. 針對疑似結核病個案於接受治療前使用新診斷工具如分子生物

技術、尿液篩檢或 AI技術，分析診斷時間之縮短及早期診斷之

預後。 

3. 針對活動性結核病個案使用新短程處方與一般處方進行治療，

並比較各處方之安全性、治療成效及完成治療比率。 

研究內容 

 

應包含： 

□全部項目 

■至少  1 項項

目 

1. 針對藥敏結果全敏感指標個案之接觸者及各類高風險族群，導

入潛伏結核感染治療處方後，利用實驗數據分析各類高風險族

群感染 LTBI之風險因素與影響治療原因。 

2. 在疑似個案於診斷流程應用新的診斷工具如分子生物技術、尿

液篩檢或 AI技術，分析可縮短之診斷時間及早期診斷之預後分

析、評估可能帶來的偽陽性及偽陰性衝擊，並綜整後提出符合

臨床使用新的診斷工具如分子生物技術或尿液篩檢等之最佳應

用效益建議方式。同時分析使用分生檢驗合併縮減初查痰套數

對於病人發現之影響。 

3. 利用臨床使用評估分析新短程處方介入活動性結核病治療之安

全性與完成治療比率。 

期程 1年 

每案經費上限 全程經費上限 9,855,000元整 

進行性別分析研

究 

是否以人為對象之調查研究   ■是   □否 

註：以人為對象之調查研究者，請進行性別分析及差異研究，並將

分析結果呈現於期末報告中，並於關鍵字中加註「性別」。 

研究成果歸屬 

□國有   ■下放 

理由：未涉及「衛生福利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第 5條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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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擇優委託 1-3案。 

2. 本項計畫以■單一或整合 計畫之形式申請。 

聯絡人及電話 慢性傳染病組 劉乃慈 聯絡電話：(02)23959825 分機 3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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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管制署 111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研究重點表(1-3) 

綱要計畫 國人重大傳染病卓越科技發展研究(3/4) 

研究重點 

1. 高風險族群愛滋篩檢與衛教諮詢服務模式研究。 

2. 建立感染者共病之整合照護服務模式以及治療成效分析。 

3. 建立使用暴露前預防性投藥個案監測與管理介入模式。 

研究目標 

1. 發展符合性交易服務者、以藥助性或跨性別等族群文化特性之

愛滋篩檢與衛教諮詢服務介入模式。 

2. 發展愛滋感染者合併其他傳染病(如 C 型肝炎)之整合照護模

式，並監測感染者使用愛滋治療藥物之治療成效。  

3. 發展符合我國且有效之 PrEP 使用者個案管理模式。 

說明 

1. 公部門較不易觸及性交易服務者、以藥助性或跨性別等族群，

可能因擔心社會歧視或標籤化等因素不願篩檢，透過介入次文

化之方式，提升其對愛滋感染風險知覺與接受愛滋篩檢之意願。 

2. 發展愛滋感染者合併其他傳染病(如 C 型肝炎)之共同照護服務

模式，提供全人照護並給予最適切之藥物，建立有效之個案管

理模式及進行愛滋治療藥物治療成效與抗藥性監測評估。 

3. 針對使用 PrEP 個案進行服藥順從性客觀評估，並發展有效的個

案管理策略，以落實國內 PrEP 計畫推動，提升計畫之成效。   

研究內容 

 

應包含： 

□全部項目 

■至少 1項項目 

1. 發展符合感染愛滋風險族群文化(如性交易服務者、以藥助性、

跨性別族群等)之愛滋篩檢與衛教諮詢服務介入模式，提供服務

至少 200人次，以及因應可能的疫情(如 COVID-19流行)，發展

遠距或線上服務模式，提供服務至少 100人次，並蒐集分析其

風險行為模式、衛教前/後之愛滋認知差異、篩檢意識及對愛滋

篩檢服務之建議等相關資料，建立符合該族群愛滋篩檢與 PrEP

等衛教諮商及轉介等服務模式。 

2. 發展感染者合併其他傳染病(如 C 型肝炎)之整合照護服務模式

以及治療成效分析，至少針對 300位愛滋感染者，提供共病之

衛教及篩檢、專業且適切之醫療照護及個案管理服務，達到共

同疾病之防治。另，進行愛滋治療藥物之療效分析與抗藥性監

測，以提升感染者治療照護品質。 

3. 使用快速且可偵測 PrEP 服藥順從性之監測與客觀評估方法，至

少監測 400人次，並結合多元整合性服務及個案管理策略，提

升 PrEP 政策推動成效。 

期程 1年 

每案經費上限 全程經費上限 6,990,000元整 

進行性別分析研

究 

是否以人為對象之調查研究   ■是   □否 

註：以人為對象之調查研究者，請進行性別分析及差異研究，並將

分析結果呈現於期末報告中，並於關鍵字中加註「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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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歸屬 

□國有   ■下放 

理由：未涉及「衛生福利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第 5條之情事，將研發成果歸屬「下放」執行單位所有。 

備註 
1.擇優委託 1-3案。 

2.本項計畫以■單一或整合 計畫之形式申請。 

聯絡人及電話 慢性傳染病組 陳冠彰 聯絡電話：(02)2395-9825 分機 3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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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管制署 111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研究重點表(1-4) 

綱要計畫 國人重大傳染病防治卓越科技發展研究(3/4) 

研究重點 
整合及優化雨傘節與飯匙倩效價之生物標誌建立抗神經性蛇毒血漿

體外檢測方法。 

研究目標 降低抗神經性蛇毒血漿製程分析對實驗動物的依賴性。 

說明 

近年，動物實驗之規範日益嚴格，目前本署以動物測試蛇毒毒性與抗

蛇毒血漿效價。考量實驗動物之 3R(替代、減量和精緻化)精神，本

署欲開發體外測試效價之方法學來測定抗神經性蛇毒血漿製程內效

價，取代動物實驗，維護動物福祉，並降低效價測定之成本。先前計

畫已建立飯匙倩效價之檢測方法，與開發檢測雨傘節效價之蛇毒衍生

生物標誌，本年度之委託計畫將執行雨傘節效價檢測方法之開發驗證

及兩種抗蛇毒血漿效價檢測方法之整合。 

研究內容 

 

應包含： 

■全部項目 

□至少  項項目 

1. 分析不同免疫時間點馬血漿檢體對雨傘節蛋白質生物標誌之免疫

辨識效力。 

2. 分析不同免疫時間點馬血漿檢體對雨傘節衍生胜肽生物標誌之免

疫辨識效力。 

3. 分析雨傘節蛋白質生物標誌的免疫辨識效力和致死中和效價的關

連性。 

4. 分析雨傘節衍生胜肽生物標誌的免疫辨識效力和致死中和效價的

關連性。 

5. 篩選出與致死中和效價關連性的生物標誌。 

6. 整合飯匙倩與雨傘節效價檢測生物標誌並建立抗神經性蛇毒血漿

效價檢測試劑之商品原型。 

7. 以抗神經性蛇毒血漿效價檢測試劑檢測不同中和效價之馬血漿並

確認其可行性。 

期程 1 年 

每案經費上限 全程經費上限 1,252,000元整 

進行性別分析研

究 

是否以人為對象之調查研究   □是   ■否 

註：以人為對象之調查研究者，請進行性別分析及差異評估，並將

分析結果呈現於期末報告中及於關鍵字中加註「性別」。 

研究成果歸屬 
■國有   □下放 

理由：研究成果對署內業務具應用性。 

備註 
1. 擇優委託 1案。 

2. 本項計畫以■單一 計畫之形式申請。 

聯絡人及電話 檢疫及疫苗研製中心 劉健信 聯絡電話：(02)27850513 分機 7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