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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全球瀰漫一股「生技熱」，在我國生技產業亦被列為重點發展的明星

產業，但生技研發並非一蹴可及，需要長期耕耘與投資，回顧2002年，我國生

技領域上市櫃公司僅26家，經過十二年台灣生技企業的戮力投入，截至2014年

底，上市櫃之生技公司已達到88家，企業規模亦不斷成長茁壯。

臺北市為全國首善之都，匯聚了生技產業發展之人才、資金及技術等三大成功

因素，使臺北市足具「亞太生技發展重鎮」的能量。為擴大我國生技產業發展

之利基，協助及鼓勵生技企業投入產業發展，臺北市政府自91年起即提供生技

產業人才培訓、海外參展補助、融資貸款、會展展示及獎勵競賽等各式資源，

並自許成為產業發展的最佳推手與夥伴。

在臺北市政府提供的各項產業資源中，其中自2004年創各縣市之先推辦之「臺

北生技獎」，更為企業發展的典範指標，在嚴謹的評審制度，專業用心的審查

團隊下，十二年來已表揚136個參賽標的，頒發總獎金6,200萬，得獎企業後續

發展優異，近六成已成功上市櫃，並於國內外大展屢獲大廠青睞，奠定了臺北

生技獎被視為「生技界奧斯卡獎」的地位。

為因應生技產業發展的趨勢，展現生技企業十年投入之成果，彰顯企業創新價

值與國際市場開拓成績，「2015臺北生技獎」藉由「新創技術獎」、「國際躍

進獎」、「技轉合作獎」等3大獎項，鼓勵生技產業國際化、創新價值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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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並搭乘臺灣生技產業年度盛會「2015 BioTaiwan 臺灣生技月」，於7月

24日辦理頒獎典禮表揚年度獲獎企業單位，同時，並於市府籌組之「臺北生技

館」內展示得獎作品，吸引大量民眾參觀，並促進投資商機媒合。

此外，為有效宣介本市發展生技產業優質環境暨各項資源，104年度建置生技

交流平台雙語網站 -「生技臺北•Bio@Taipei」 (www.biodr iven. ta ipei )並藉

由與國內外生技相關公協會、駐外單位等資源合作，協助企業產品 /技術國際曝

光，以期促進國內外技術合作技商機媒合。另為推動產業連結，舉辦生技小聚

交流活動，邀請生技廠商、學研單位及相關專業人士、創投業者共同參與生技

小聚，藉由廠商及學研單位的互動，取得資金籌募、技術研發合作、市場通路

拓展之機會!

面對中國大陸經濟成長趨緩、紅色供應連崛起，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的預估，全

球總體經濟將持續溫和復甦，經濟成長率將由2015年的3.3%，上升至2016年

的3.8%。生技產業過去十年來已深耕國內市場，且產業鏈已漸趨成熟，再加

上全球銀髮族市場版圖不斷擴增，此時此刻台灣生技業者更應積極走上國際舞

台，趁勢而為！在此生技產業發展的關鍵時刻，臺北市政府提供資源協助業界

在產業的競爭中脫穎而出，讓臺北市成為國際生技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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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技術獎 金  獎

新創技術獎 銀  獎

新創技術獎 銅  獎

新創技術獎 優等獎

新創技術獎 優等獎

新創技術獎 優等獎

台灣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癌症免疫療法-OBI-822 抗癌疫苗新藥

雃博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型減壓氣墊床組系列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膽固醇暨磷酸鹽結合劑原料藥之銷售

國立清華大學
球面型人工視網膜晶片系統

成大醫學院生化暨分生所
專一性拮抗組合蛋白之新穎蛋白質藥物及其醫藥用途

國立陽明大學 
低氧間葉幹細胞的臨床應用:異體移植及其衍生物效用

臺北醫學大學 生醫器材研發暨產品試製中心 
3D列印技術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新穎抗糖尿病DPP4抑制劑DBPR108-從新藥探索到產業發展的歷程

台灣生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創新泡沫式人工腦膜

台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口服抗癌新成分新藥 TRX-818 暨多重標靶作用與獨特抑癌細胞類管道形成之開發計畫

精專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自動化線性排列式膜管核酸(DNA/RNA)純化系統

安盛生科股份有限公司 
結合智慧型手機之創新血糖量測系統

逸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型緩釋藥物輸送平臺技術及其快速產品商業化的應用

國際躍進獎 金  獎 

國際躍進獎 銀  獎 

技轉合作獎 金  獎

技轉合作獎 銀  獎

技轉合作獎 銅  獎 

技轉合作獎 優等獎 

技轉合作獎 優等獎 

2015 臺北生技獎審查作業規範

2015 臺北生技獎評審委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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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臺北生技獎頒獎典禮暨成果發展會

激勵創新 躍進國際 

2015 臺北生技獎專題演講

2015臺北生技獎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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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臺灣生技界的奧斯卡美譽的「臺北生技獎」自2004年舉辦以來，不僅是生技業
者競相爭取的榮耀，更激勵了在漫長研發道路上持續努力邁進的生技人；十二年來，

臺北生技獎共表揚了136件績優標的，頒發總獎金達新台幣6,200萬元，得獎產業類別
涵蓋生技製藥、醫療器材、保健食品、農業生技等。在這場美好盛宴中，臺北生技獎

再次樹立了生技領域的成功典範，同時也激勵了中小型生技公司不斷創新，為臺灣的

生技產業開拓新了的視野。

激勵創新 
    躍進國際
2015臺北生技獎頒獎典禮暨成果發表會

首創國際躍進 激勵全球布局
為加乘生技產業的推動能量，2015臺北生技獎頒獎典禮暨成果展示發表會，搭乘台

灣生技月大展，於7月24日同步在臺北南港展覽館聯袂展開。臺北市副市長周麗芳親臨致
詞祝賀並揭獎表揚得獎企業單位，此外，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2015臺灣生技月籌備
委員會主席李鍾熙、台灣大學醫學院藥理學研究所鄧哲明教授等各界貴賓亦到場致詞勉勵

生技產業界的投入與貢獻。

企業參與踴躍 創新能量展現
周麗芳副市長表示，2015年是「臺北生技獎」轉型升級的重要里程碑，因應生技產

業發展逐步成熟，研發成果漸顯露光芒，顯揚生技產學研界創新價值、國際布局、產學銜

接的亮點成就，2015臺北生技獎以「新創技術」、「國際躍進」、「技轉合作」等3大獎
項作為今年徵賽主軸，並獲生技企業 /單位熱烈支持，參賽件數自去年的53件增加至今年
的73件，原訂由技術、智財、營運及創投等專業領域的21位審查委員選出8個金、銀、銅
獎項，但因參賽標的水準甚高難分軒輊，評審委員決議額外增加5名優等獎，總計頒發13
家績優生技企業暨學研單位總獎金540萬元。由本年度參賽件數最多的新創技術獎參賽企
業發展內容觀之，可以看出台灣生技產業於藥物研發、醫材等領域具備年輕且豐沛的爆發

力；此外，專屬學研界研發成果產業接軌設計的技轉合作獎，今年有19件參賽作品，表現
可圈可點。另今年首次增設的國際躍進獎，更為2015台北生技獎的新亮點，除顯揚生技
企業國際佈局的優異成果外，更彰顯產業國際化、全球營運布局的趨勢方向!

臺北市政府副市長周麗芳表示由臺北生技獎參賽作品可窺見台灣生技產業豐沛的
爆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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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生技產業得天獨厚
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長亦表示臺北市具備發展生技產業得天獨厚的優勢條

件。臺北市教育資源豐富，26所大學中，有多所以生命科學見長的大專院校，
如台灣大學、陽明大學、台北醫學大學等，另有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

實驗動物中心、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等研發機構，還有

台大、榮總、三總、長庚、國泰、馬偕等醫學中心，提供生技產業發展充足的人

才及專業技術資源。另臺北市為全台金融中心，超過80%的金融機構總部及90%
的創投公司均集中在臺北市，健全充沛的金融體系資源，提供生技產業發展穩定

充沛的資金市場。臺北市完善的生技產業發展環境，集人力、技術及資金三大優

勢，配合目前臺北市已具規模的消費市場及生活機能，在市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

推動下，臺北市生技產業發展將指日可待!!

今年首度與台灣生技月大展結合，吸引眾多專業人士蒞臨參加，現場座無虛席!

   
   

全體得獎廠商與臺北市副市長周麗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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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國內生技產業掌握國際關鍵趨勢與脈動，「2015臺北生技獎成果發表會暨
專題演講」於七月二十四日下午於臺北南港展覽館四樓光廊登場。邀請國內知名生

技業者進行專題演講分享成功經驗，剖析分享國際生技全球布局上的豐碩成果，為

國內業者找尋新的突破窗口。

十二年來臺北生技獎見證了臺灣生技產業的起飛，許多微小型生技公司已成長

為中大型企業，不少新創公司奮起與大廠競爭市場商機，台灣位居全球經濟成長最

快的東亞地理中心，再加上2007年我國「生技新藥發展條例」發布，資金匯聚、
同時擁有市場腹地優勢及人才密集的臺灣，生技業者要如何在下一波布局中把握契

機，趁勢而為！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為協助生技業者獲得最佳實務經驗並擴大視野，舉辦

「2015臺北生技獎成果發表會暨專題演講」。會中由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生物技術暨
檢驗學系暨研究所張正教授擔任主持人，張正教授指出：「臺灣生技公司很努力、

也希望能走進國際市場，國內已有生技公司依不同市場特性，如依地域性之不同區

隔進軍歐美與亞洲市場的策略，也有依病人數多寡擬定不同的銷售戰略，生技業者

要借鏡並找出各市場特色，希望能加快國際布局的態勢，開拓全球市場。」

2015 臺北生技獎專題演講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暨研究所
張正教授擔任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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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台灣生技藍海之全球策略
主講人: 台灣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張念慈 董事長

這十年來，在政府單位、學研機構及民間生技企業共同努力下，台灣生技產業一片欣

欣向榮，特別在新藥研發成果、創新的儀器設備開發、生技醫藥專業服務及國際市場行

銷等方面，均有相當不錯的進展，台灣亦成為全球商業研究或評鑑機構報告中，最具潛

力發展生技產業的國家之一。未來在政府政策持續推動下，透產業策略聯盟、國際合作

發展及研發成果商品化，將台灣這十年來累積的強大生技產業能量及成果極大化，台灣

定能成為全球矚目的生技重鎮。

一、以「台灣品牌」新藥行銷全球各主要藥品市場

台灣生技產業尚處在萌芽起步階段，急需政府的協助，因此，能有效整併台灣生

技產業的能量及成果，以「台灣品牌」行銷全球，將有利於台灣在國際生技產業市場占

有一席之地。台灣生技產業要打造全球品牌，選題的精準度將成為重要的關鍵因素，須

充分的掌握市場時機、研發題目、銷售團隊、目標市場需求…等資訊，才能真正選出台

灣具發展潛力及優勢的題目。

以一條龍方式發展「台灣品牌」的新藥，仍有很多的關卡需要突破，並不是取得

藥證後就一帆風順。新藥若在美國上市，後續支付臨床試驗龐大的費用，是很多小型藥

廠無力負擔的；而孤兒藥若沒有政府補助，即使拿到藥證也很難有高獲利。據統計，全

球新藥上市第一年賺錢的只有10％，到第五年才賺錢也只有50%。因此，不是所有台
灣新藥公司都應該發展自己品牌，而是要看機會、產品、資金及經驗。

二、積極參與並主導新藥開發的後期臨床試驗

台灣之前較缺乏新藥開發的成功案件，主要是過去10年台灣新藥研發多在臨床初
期且尚未看到明顯成效時，即進行授權，獲利回本。近年來基於成本和成功率的考量，

國際藥廠授權(License In)時程傾向至少發展到臨床二期以上的新藥，才進行授權。台
灣強項並不是在早期臨床，而是在後期臨床試驗，因此，國際藥廠授權時程的延後，對

台灣生技產業亦可視為正面效應，激勵台灣藥廠將新藥研發時程往後推進至後期臨床試

驗，並在有顯著成效時才進行授權，這將可爭取更高的授權利潤。

三、尋找全球最佳商業策略伙伴 
台灣市場規模太小，新藥發展一定要全球化才有利基，而進軍國際的發展模式

可以是授權、合作或一條龍式的經營，這三種模式各有優、缺點，如何選擇要看公

司狀況、未來願景及題目性質而定。

過去台灣生技企業的授權夥伴大多為國外的小公司，主因是國內新藥研發較缺

乏創新，多數仍在早期開發階段，缺乏具體臨床數據，無法獲得國際大藥廠青睞。

然而授權的陷阱不少，授權金額最高或較知名的藥廠，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授權或合

作對象，很多大廠往往是買了標的物來冷凍，俾以發展他們自己的新藥或行銷中的

藥品。因此，授權應慎選合作夥伴、合作團隊，同時注意該公司是否有相同的題目

及產品正在發展，以及是否有誠意及能力把授權的產品往前推進。

四、選定並投資在全新成分的創新藥物研發上

品牌會有明星效應，如果台灣沒有品牌新藥，生技產業永遠是模糊概念。因

此，台灣還是要有自己的品牌新藥，並且要聚焦在真正創新，發展突破性的創新藥

品，而不是me too，所謂真金不怕火煉，只要
產品夠創新，任何模式都可以發展得很好。

在過去10年「做創新」是鳳毛麟角，但近
年很多台灣新創生技公司選的題目很具創新性，

可預見未來10年台灣生技業發展將源源不絕且
愈來愈精彩，亦所謂「台灣生技好戲在後頭」。

五、創建真正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企業實體

台灣生技業很多是一個藥物就成立一家公

司或一家公司只行銷一個產品，這些在未來都

是很難競爭的，因此，不管是採取垂直或水平整

併，都將是大勢所趨！「幾百家小公司不如三、

四家大的」，只要有幾家帶頭聚焦，打造「台灣

品牌」新藥，厚實台灣新藥研發能量，台灣將

可成為全球生技產業中最具競爭力的國家之一。
台灣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張念慈董事長指
出尋找全球最佳商業策略伙伴，為新藥發展
之全球化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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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得獎單位 得獎標的

新
創
技
術
獎

金
獎

100萬 台灣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癌症免疫療法-OBI-822 抗癌疫
苗新藥

銀
獎

60萬 台灣生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創新泡沫式人工腦膜

銅
獎

30萬 台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口服抗癌新成分新藥 TRX-818 
暨多重標靶作用與獨特抑癌細

胞類管道形成之開發計畫

優
等
獎

精專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自動化線性排列式膜管核酸

(DNA/RNA)純化系統

優
等
獎

安盛生科股份有限公司
結合智慧型手機之創新血糖量

測系統

優
等
獎

逸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型緩釋藥物輸送平臺技術及

其快速產品商業化的應用

國
際
躍
進
獎

金
獎

100萬 雃博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型減壓氣墊床組系列

銀
獎

80萬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膽固醇暨磷酸鹽結合劑原料藥

之銷售

2015臺北生技獎榮譽榜

獎項 得獎單位 得獎標的

技
術
合
作
獎

金
獎

80萬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新穎抗糖尿病DPP4抑制劑
DBPR108-從新藥探索到產業
發展的歷程

銀
獎

60萬 國立清華大學 球面型人工視網膜晶片系統

銅
獎

30萬 成大醫學院生化暨分生所
專一性拮抗組合蛋白之新穎蛋

白質藥物及其醫藥用途

優
等
獎

國立陽明大學
低氧間葉幹細胞的臨床應用:異
體移植及其衍生物效用

優
等
獎

臺北醫學大學 生醫器材研發
暨產品試製中心

3D列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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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技術獎 

乳乳癌為全球僅次於肺癌的第二常見癌症，

據衛生福利部統計，乳癌發生率二十年內增加

了四成，成為台灣女性最常見癌症，一年約

7,000個新案例，每年造成近1,600人死亡。值

得注意的是，乳癌因具有慢性發病及病患存活

時間較其他癌症患者長的特質，其終身醫療花

費在十七種主要癌症中居首。

 

台灣浩鼎生技

開發的主力產品―乳癌新藥OBI -822，

係全球首一針對乳癌病人提供的主動式免疫療

法。它的原理源自1983 年Hakamori 教授自人

體乳癌細胞MCF-7發現，乳癌、攝護腺癌，肺

癌等上皮細胞癌的癌細胞表面，有高達80% 或

甚至更高的Globo H醣脂類高度表現，此一現

象為正常細胞所無。

癌症治療性疫苗 邁向醣藥品新世紀

浩鼎自美國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MSKCC)獲得OBI-822此一癌

症治療性疫苗獨家授權，即以細胞癌變的多醣

體抗原Globo H為標的，藉以誘發人體T細胞，

進而摧毀乳癌細胞，並防止癌症復發。由美國

一期臨床試驗結果顯示，OBI-822的確能有效

引發人體免疫反應，產生抗體。

OBI-822藥品包含兩大部分：一為含六個

醣分子的Globo H，另一部分則為取自海生動

物體的血藍素 (Keyhole Limpet Hemocyanin, 

KLH) 蛋白質﹔兩個部分以化學合成方法連結形

成具有活性的疫苗。

雖然科學界很早即了解醣類在癌症形成

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醣類合成困難，致

無法從事新藥研發及商業化量產，加以廣泛運

用；幸賴中研院翁啟惠院長發明的醣類自動合

成法，簡稱「一鍋法」，大幅降低合成步驟，

突破過去數十年來無法大量製備醣類的困境；

此一世界級創新技術業已授權浩鼎成為其核心

技術；讓醣類藥物得以量產進入醫療市場，改

寫了製藥發展史，正式邁入醣藥品的新世紀，

也奠定癌症免疫療法的基礎。

 OBI-822全球首一主動式免疫療法產品

值得一提的是，浩鼎並進一步技轉自中

研院翁啟惠院長所開發的大規模酵素醣合成法 

(Chemo-Enzymatic Process)，透過酵素，突

破傳統醣分子化學合成時需進行官能基保護概

念，直接利用酵素的專一性，輔以各類適當合

成用試劑，在僅僅四步驟反應中即可完成六醣

製備；不僅大幅改善產率、降低成本，也減少

化學藥品造成的環境汙染。

金獎台灣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癌症免疫療法-OBI-822 抗癌疫苗新藥

此為台灣浩鼎特殊製醣技術的新突破，以

此開發的OBI-822自2010年12月起在台灣進行

多國多中心隨機雙盲第二/三期臨床試驗，於台

灣、香港、美國、韓國與印度45個醫學中心，

招募第四期轉移性乳癌患者，並於 2014 年完

成342人收案目標，實收349人；預計2016年3

月前完成臨床試驗結果數據分析，若療效獲確

認，將據以優先向台灣食品藥物管理署(TFDA)

申請新藥藥証(NDA)。

由於G l o b o系列醣已成為近年來發展的

新抗癌標的，OBI-822不僅應用於乳癌治療，

浩鼎與台北馬偕醫院合作，已針對卵巢癌展開

二期臨床試驗，未來將進一步針對有Globo系

列抗原高度表現的癌症，如肺癌、胃癌、大腸

癌、胰臟癌等逐步開發其適應症，使癌症主動

式免疫療法逐步發展為抗癌主流。

以台灣品牌的世界一流生技公司自期

台灣浩鼎以新藥研發自我定位，挑戰當前

仍缺乏有效治療的疾病領域，期以創新藥物填

補未被滿足的醫療需求。十三年來，浩鼎以急

行軍姿態，積極開展研發腳步，不僅建置堅強

團隊，並結合中研院充沛的研究能量，創新癌

症免疫治療方向；在擁有專利的「一鍋法」技

術平台下，以在多種癌症高度表現的細胞表面

醣類Globo 系列抗原為目標，積極開發系列創

新癌症治療的新產品，期未來能以最佳化條件

生產，透過良好品管，提供癌症病人理想的抗

癌選擇，確保用藥安全及有效性，並改善生活

品質。浩鼎更期許不久的將來，發展為以「台

灣品牌」、行銷全球的世界性一流生技製藥公

司，作為台灣生技產業起飛的最佳見証。

台灣浩鼎OBI-822為全球第一個主動免

疫治療，目前在台灣三期臨床，針對轉

移性乳癌患者已完成收案目標342人，參

賽標的全球專利布局完整；財務狀況穩

健，預期獲利。

《審查委員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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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技術獎 

台灣生醫材料 (股 )公司為專注於創新生醫材

料產品開發之研發型公司，積極開發具差異

化高附加價值的高階醫材產品為主。奠基於團

隊長期與醫師合作共同挖掘臨床需求，並已累

積轉譯研究和產品上市許可的豐富經驗，藉此

整合醫界、產業界的資源進行準商品的技術開

發，並將準商品技術交由國外大廠承接推進上

市。

台灣生醫材料 (股 )公司現階段鎖定以泡

沫式人工腦膜技術為產品開發標的，泡沫式人

工腦膜是由醫學臨床需求結合工程研發設計之

革命性專利產品技術，可用於腦或脊髓外科手

術之硬脊膜破損重建及修復。此產品利用高

壓氣體與膠原蛋白混和後產生高孔隙率之泡沫

膠體，具備初期流動性、與人體組織接觸後的

成膠性與質量輕不易壓迫腦組織等特點，操作

便利、迅速並可解決傳統片狀縫合式或片狀覆

蓋式產品之修補技術費時費力及腦脊液滲漏風

險。此產品外觀設計為一針筒槍型，除了提供

醫護人員熟悉的操作方式，並增加使用時握持

的塗佈之準確性及穩定性，簡潔俐落的造型風

格及使用醫療級材質，傳達出高效率與醫療專

業的產品形象。

人工腦膜早期開發主要以人工不可吸收

材質的薄膜形式產品為主，其臨床使用強調

可縫合性，可與周圍仍未受損的腦膜進行縫

合，達成密合修補之目的。然而，由於腦神經

外科醫師經過複雜冗長的腦神經外科手術後，

還要再花大約4 0分鐘的時間及精神去縫合修

補腦膜，造成神經外科醫師臨床手術外額外

負擔。此外，縫合腦膜需要相當的經驗與技

巧，訓練或經驗不足的神經外科醫師進行縫

合時亦將增加許多不必要之風險。近年來，隨

著生醫材料科學的進步，已有廠商開發出不

須縫補的可吸收性膜狀人工腦膜，臨床醫師

在腦神經外科手術後，僅需裁剪適當大小可覆

蓋缺損部位之人工腦膜，直接貼附覆蓋後即可

完成修補手術，相較於縫合式人工腦膜之費

時費力，此無須縫合之人工腦膜相當受到臨

床醫師之歡迎，然而，在臨床長期使用後，又

逐漸發現一些問題，如人工腦膜移位變形、腦

脊髓液外流或移位下陷導致壓迫大腦等問題。 

為能滿足上述臨床需求，台灣生醫材料 (

股)公司所開發的泡沫式人工腦膜產品，在醫療

級不鏽鋼瓶中充填封裝高壓二氧化碳與膠原蛋

白膠體，由於高壓二氧化碳將使膠體的酸鹼值

將降低到p H  3以下，形成均質的酸性膠原蛋白

膠體，一旦減壓，二氧化碳將在膠體中析出大

量的氣泡形成泡沫結構，膠體的酸鹼值將因二

氧化碳釋出壓力減低而瞬間回復到中性，當中

性的膠原蛋白接觸到體溫環境，將可在短時間

內析出成膠，由可流動的水膠迅速凝固為固態

膠體。台灣生醫材料 (股 )公司利用此技術原理

開發腦神經外科之人工腦膜，在臨床手術應用 

時，經本公司設計之減壓噴出塗佈裝置，於

裝置內噴出可流動性的泡沫水膠，神經外科

醫師可將其塗佈在腦膜缺損部位，當膠體一旦

接觸到體溫，於三分鐘左右的時間可凝固成

膠，達到覆蓋及密封腦膜缺損之臨床效能。 

泡沫式人工腦膜產品技術利用壓力之物理

變化的方式來調控膠原蛋白的成膠性質，不須

添加化學添加劑，可達成過去生醫材料研究者

所未能突破之具備安全、無化學添加劑及可流

動塗佈及接觸體溫凝固成膠之生醫水膠，應用

於腦神經外科手術腦膜之修補，將不需複雜且

耗時的縫合手術，也沒有植入物位移的問題，

並可密封防止腦脊髓液外漏，將可解決市售

產品之不便與缺點，具備更高的方便性及有效

性，大幅度降低腦外科手術的時間、縫合風險

及避免腦脊髓液外漏。此一產品技術應用範圍

廣泛，未來除了可應用於脊髓硬脊膜修復，並

可混摻不同的生醫材料應用於腹腔手術之抗沾

黏產品、骨科植入物或牙科植牙手術，亦可混

摻藥物應用於藥物釋放載體等不同的臨床應用

標的。

台灣生醫參賽標的創新關鍵技術與異業

合作，發揮台灣跨領域整合之優勢，全

球專利布局完整；產品具創新及獨特

性，具有醫療市場之前景。

《審查委員評語》

銀獎台灣生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創新泡沫式人工腦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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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技術獎 

癌症治療，經過多年醫學界的努力，仍無

法有效根治此疾病，雖然已有很多標靶治療或

化療可達到一定的療效，但每當聽到有人罹患

癌症，第一個被想到的總是痛苦的治療過程，

以及治療中所伴隨的嚴重副作用，這段過程對

於罹癌病人是一段非常難以渡過的漫長日子，

許多病人常因無法忍受而放棄。因此，開發一

個更方便有效，且副作用低的治療方式，將是

開發癌症藥物未來的主流。而「口服」抗癌藥

物可以讓病人在家也可以自發性地進行抗癌療

程，就如同現在慢性病的治療方式，病人每天

只需要服用藥物就可以有效治療癌症，甚至根

治癌症，這也是台睿生技公司在新藥研發方向

上的願景。

 

擁有經驗豐富之新藥開發團隊

具有全球首個成功開發癌症標靶藥物經

驗的簡督憲博士，於2002 年受到台灣生技業

興起感召回台。在觀察過台灣的新藥研發環境

數年後，期望帶進其國外合作多年，在國際藥

廠經驗豐富的新藥開發團隊，可以為台灣生技

產業的進步提供更多協助，因此與當時從事癌

症轉移研究及科技管理多年的朱伊文博士，於

2009年成立醫睿醫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協

助解決台灣生技業廠商於新藥開發過程中的困

難，亦可同時發掘具有潛力的台灣本土之新藥

候選藥物。

TRX-818前身為國科會盤點首選標的新

藥分子系列

政府主導推動的「生技製藥國家型科技

計畫」下，學術界不少研究單位都積極的開發

具有潛力的新穎藥物，同時並促進產學合作，

讓產業界可以將學術成果進一步推向市場。因

此，在此前提下，醫睿有機會接觸並了解到中

國醫藥大學郭盛助教授與台大、美國北卡羅來

納大學共同研究多年的學術成果，其特色是可

以口服投藥的新藥候選藥物，並具有多靶點的

抗癌作用機制，在醫睿的研發團隊評估下，

認為「口服」抗癌藥物是未來藥物發展的新趨

勢，因此積極爭取中國醫藥大學的技術移轉。

TRX-818具有多重標靶與獨特抑制癌細

胞類管道形成之機制

在成功取得中國醫藥大學之技轉授權後，

為能專注於新藥開發之核心技術，取得研發資

金投入，因此於2011年成立台睿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TaiRx, Inc.)，以開發目前難以治

癒疾病的新藥為目標。公司成立初期，針對此

一技轉的一系列候選新成分新藥進行各項測

試，最終成功篩選出一化合物TRX-818，經各

項藥物研究與臨床前實驗結果顯示，為一抗癌

效果強、安全性高、具多重標靶作用機制及「

獨特」抑制癌細胞類管道形成 (Vasculogenic 

mimicry, VM)作用之新藥，可有效毒殺癌細胞

並抑制惡性腫瘤移轉，預計未來可開發為新一

代口服非化療抗癌用藥，除極佳之抑癌效果，

更比針劑型式之抑癌藥物更具便利性及病患順

服性。因此，TRX-818具有獨特優勢與利基，

可使TRX-818成為新一代之口服抗癌藥物，開

拓全球藥物市場。

30天內獲得US FDA核可執行臨床試驗

TRX-818於短短一年間，在團隊的努力

之下完成所有的臨床前動物藥理、毒理、及

藥物動力學測試，並完成所有原料藥及藥物膠

囊的GMP生產，更於2015年4月以電子化文

件 (eCTD)送件方式完成美國FDA「試驗用新

藥」(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IND)之第

一期臨床試驗申請，而於3 0天內即獲得通過

核准，同時也證明了台灣本土新藥的高度創新

性、及台睿新藥開發團隊具有國際級藥物開發

水準。台睿可望在台美兩地同步執行TRX-818

臨床試驗，預期4年內取得臨床試驗第二期療

效證明(Proof Of Concept)後，再技轉授權

國際大藥廠進行後期大規模三期臨床試驗、新

藥上市申請與市場行銷，以嘉惠癌症病患。未

來，台睿將繼續做為「以永續生命為志業的醫

業開路者」，站在藥物開發研究的尖端，為全

人類健康福祉專心致志，努力不懈。

台睿生物TRX-818為一具抑制癌細胞類

管道(Vasculogenic Mimicry, VM) 形

成之作用，目前尚無到臨床三期PIII的

新藥，為一獨特創新的機制。資金來源

穩定，未來獲利前景可期。

《審查委員評語》

銅獎台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口服抗癌新成分新藥 TRX-818 暨多重標靶作用與獨特抑癌細胞類管道形成之開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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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專生醫成立於2012年，專注於自動化核酸

純化技術的研發和各項解決方案的創新規劃，

我們的研發團隊擁有豐富的手工與自動化核酸

純化技術，擁有的四項專利是技術開發的重要

智慧財產，也陸續取得CE IVD與ISO 13485

認證。創新技術產品「自動化線性排列式膜管

核酸(DNA/RNA)純化系統」，適用於各種樣品

處理，可以從全血、病毒、動物組織、植物組

織、游離血清、法醫檢體、細菌和細胞培養、

質體、海洋微生物、中草藥、真菌等各種樣本

中自動萃取核酸，突破業界在自動化發展上的

困境，目前更積極投入Liquid Biopsy 檢測領

域，期能突破並解決高端檢測技術的需求，實

踐「智慧型自動化、簡易安全操作、純化效益

提高」的核心理念。

 

創新專利技術解決核酸純化困境

核酸存在於細胞核內，掌控了生命體功

能及特性的遺傳資訊，是現代分子生物學的主

角，從細微樣本萃取出這些有效遺傳物質，

即所謂「核酸純化」，是所有生物基因工程研

究根本。要先取得精準的純化品質，才能進行

後續的實驗研究，再加上部分樣品量稀少甚至

取得不易，禁不起任何失誤或汙染的風險，

因此，質量不好的DNA/RNA通常會成為後續

研究應用失敗的主因。精專生醫掌握了關鍵技

術，以「膜管純化技術」為基礎，是最受全世

界接受與認可的提取法，我們創新三合一技

術，同時整合機台與各廠牌試劑套組的專利相

容技術，經過專案檢測驗證，「自動化線性排

列式膜管核酸 (DNA/RNA)純化系統」 ( iCo l -

umn 12/24 DNA/RNA Purification System)

是目前評比結果最佳的自動化核酸純化系統；

藉由智慧型自動化運作，不需要專業人員耗時

監控，使專業人員能處理其他更高階的工作，

相對節省工時與昂貴的人工成本。

生技醫療產業在基因工程與檢測市場的蓬

勃發展，自動化的需求無庸置疑，而核酸純化

程序看似簡單，但步驟繁複又缺一不可，因為

沒有合適的自動化機台能解決手工轉換成以自

動操作的問題，仍有八成是以手工做核酸純化

工作，因此，精專生醫成立之初即開發核心產

品「自動化線性排列式膜管核酸純化系統」及

相關試劑套組，完全克服薄膜離心柱提取方法

在自動化上所遇到的問題，避免掉轉移、離心

和真空過濾等步驟，提取方法比磁珠更簡便，

核酸質量近似手動操作效果，遠勝於磁珠分離

法，可同時操作 1-12 或 1-24 個樣品，整個操

作過程約在50-70分鐘之內，非常適用於大量

樣本的核酸萃取。

全球分子生物與基因工程檢測研究的最

佳平台

2014年 iCo lumn上市，在國內外各品牌

競爭下，成功贏得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

心認可採用。精專生醫的核酸純化系統執行的

不只是核酸純化工作，結合相關試劑套組的作

用，已成為分子生物與基因工程檢測研究的最

佳平台。2015年精專生醫進入國際合作領域已

經與日本合作廠商進行結核菌檢測，經過執行

教授與研究團隊反覆嚴格的測試，確認由 iCol-

umn所執行的核酸純化，能提供相較於其他機

台更優異的品質與產出；另外在韓國也與代理

商攜手癌症檢測與植物種子基因研究；土耳其

亦進行肝炎疾病檢測的合作；國內則與農委會

執行動植物基因體研究、並與一級醫療院所展

開臨床醫學研究，特別針對各種癌症疾病與產

前檢測等專案作合作。我們深信核酸純化不再

只是核酸純化，它是尖端分子檢測領域中重要

而且不可或缺的工作。

在全球醫療器材產業中，分子診斷市場的

產值預計在2017年達到81億美元，我們製造

品質卓越的核酸純化系統，使檢體純化回收效

益更高，以因應未來五年全球分子檢測年均成

長15.4%的複合成長率(根據Business Insight

的統計資料 )，並藉由本公司國際營銷人才之

經驗，掌握商業契機，推廣應用於全球以分子

生物技術檢測的醫療院所、生技醫藥公司、各

級實驗室、農業檢驗機構與各大專院所研究單

位等各領域；未來新技術完成大體積檢體核酸

萃取純化系統，將再攻佔更高階技術的體外檢

測市場，預計3~5年後達成新臺幣1億5,000萬

元的年營業額。精專生醫以品牌精耕、專業代

工、策略聯盟方式積極開拓國內及歐美市場、

新興國家與中國市場，實踐為客戶提供最大利

益、為生技醫療產業創造產值、為生命科學之

發展貢獻力量的企業使命。

精專生醫的應用膜管技術，發展出三合

一技術，同時整合機台與各廠牌之試套

試劑套組的相容技術，用於核酸純化。

以獨特利基產品及快速獲利模式，及創

新概念，市場期望值很高。

《審查委員評語》

優等獎精專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自動化線性排列式膜管核酸(DNA/RNA)純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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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生活形態的改變，人們攝取高熱量與精

緻的食物，都市化使得身體活動量降低，讓『

糖尿病』成為現代人主要的慢性病之一。『糖

尿病』在國外的另一個別名是“沈默的殺手”

（Silent Killer），由於此疾病沒有立即致命的

危險，所以患者時常忽略控制血糖的重要性，

長期高血糖會引發大、小血管疾病，導致心臟

病、中風、末梢血液循環不量、傷口容易感染

等併發症，這些情況第二型糖尿病患者尤為嚴

重。而有葡萄糖耐受不良的患者，又被稱為糖

尿病前期（Pre-diabetes），若能夠及早發現

血糖異常並且控制血糖，將能夠延緩或避免轉

變成糖尿病，不但對個人健康有好處，更能大

幅減輕國家醫療的負擔。

控制糖尿病是麻煩事？進行一次的量測

血糖需要備齊血糖機、血糖試紙、採血筆、採

血針等設備，所以常被認為不方便與麻煩。也

因為量測準備工作與過程不便利，所以監控血

糖的狀況常被患者省略。若能簡化血糖量測過

程，則能增加人們監控血糖的意願，降低糖尿

病併發症發生機率。

量血糖不需要血糖機？智慧型手機也能量

測及監控血糖。

安盛生科 （iXensor Co. Ltd.）致力于

整合體外診斷醫療器材量測於行動裝置，第一

項產品PixoTest Blood Glucose Monitoring 

S y s t e m，已經取

得歐洲醫療器材販

賣准証（CE mark）
。 P i x o Te s t是創

新型整合血糖診斷

系統，只需要一個

PixoTes t與一台裝

有PixoTest App軟

體的智慧型手機即

可進行量測。運用手機鏡頭辨識試片顏色，透

過精密的演算法轉換成準確的血糖數值。除了

增加量血糖的便利性，PixoTest App更能自動

登入量測數值、圖表分析、同步資料到雲端，

進而與家人或醫護人員分享量測數據與近期趨

勢。 

iXensor創新的血糖量測系統，簡化傳統

血糖機繁複而令人困窘的量測流程，為糖尿病

患者帶來更人性化的健康照護體驗；只要一顆

PixoTest健康膠囊，結合智慧行動裝置，即可

在30秒內掌握個人健康資訊，優雅，從容。

PixoTest Blood Glucose Monitoring System也

在2014年國際醫療器材展之創新獎（MEDICA 

Innovation Award）脫穎而出，在創新整合

方面獲得歐洲評審的肯定。第一個產品預計在

2015年進軍歐洲市場，接著會將銷售區域延伸

到美國、亞洲。安盛生科研發團隊正在進行多

項生物標記(Biomarker) 的開發，目標讓整合

型的行動醫療平台運用在更多的診斷與預防疾

病方面。

安盛生科的PixoTest為一創新血糖量測系

統，為一整合型採血裝置，使用者僅需攜

帶已安裝APP之行動裝置與量測模組，即可

在30秒內完成一次血糖量測並上傳。已獲

得美、中、台專利4件，操作便利，方便消

費者使用，符合市場需求。

《審查委員評語》

優等獎安盛生科股份有限公司 
結合智慧型手機之創新血糖量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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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達是臨床階段的生物製藥公司，開發創

新和特殊醫藥產品。逸達利用其專利藥物輸送

技術來開發改進和差異化現有醫藥產品。本

公司的技術 - 穩定的注射用製劑（stabilized 

injectable formulation , SIF）- 能夠開發量身

定制從立即釋放至超過數週或數月之持續的藥

物釋放。

許多治療藥物，特別是激素，都需連續地

以控制的速度輸送很長一段時間，因此可控制

和持續釋放之輸送系統是非常需要的。這樣的

輸送系統可以降低投予和疼痛的頻率，提高患

者的順應性，提高患者的方便性和降低成本。

可生物降解的聚合物做為藥物輸送載體

具有許多優點，可提供藥物持續釋放輸送。然

而，由於其可降解性，生物可降解的聚合物很

容易與大多數的藥物反應。因此，製劑穩定性

一直是使用生物降解材料的緩釋藥物產品開發

成功的一種主要障礙。

為了減少或防止可生物降解的聚合物和

藥物之間的反應至最大限度，一種方法是將藥

物產品製造成固體形式，例如微粒、微球、微

膠囊或固體植入物。藥物分子被包埋在固體聚

合物基質內。有幾種產品利用可生物降解聚合

物以微粒和實心桿植入物的形式已被開發成

功，如Lup ron儲庫，Zo ladex，長效奧曲肽 

(Sandostatin LAR)等。雖然這些產品看上去

是有效的，但它們有許多缺點和限制，諸如微

粒懸浮液體積大或固體植入物須以外科手術植

入。這些產品不方便使用而且對患者不是很友

善。此外，要重複地生產無菌產品的製造工藝

是很複雜的，導致產品品質控制困難及製造成

本很高。

逸達成功的解決了製劑的穩定性問題，從

而開發創造了一個穩定，持續釋放藥物輸送之

平臺技術（SIF）。這樣的平臺技術允許逸達重

新製備來改善許多已被批准的藥物使之有更長

的給藥間隔，更容易且便利的形式，並能比其

他大多數的競爭技術應用於更寬廣的範圍。SIF

技術可成為小分子、胜肽和蛋白質在藥物開發

上做為量身定做的藥物控制釋放輸送系統。該

技術滿足了在藥物輸送上未滿足的很多需求。

SIF緩釋藥物輸送系統主要由藥物、生物

可降解的聚合物、藥學上可接受的溶劑和穩定

賦形劑所組成。最終產物被預先填充到單個注

射器隨時備用的狀態。

SIF緩釋藥物輸送平臺技術及其衍生產品都得到

了充分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包括技術訣竅、版

權、商標註冊、專利權等。目前已經提交七個

專利之全球申請。六個已經獲得許多國家和歐

洲區域批准，其餘的仍在審核中。逸達還依賴

於商業秘密，技術訣竅和持續的技術續進，以

全方位保護其核心技術。

SIF緩釋藥物輸送系統在其他藥物的輸送

上進行研究，其廣泛的適用性已被證明。

應用SIF緩釋藥物輸送平臺技術之產品線包括：

• FP-001 (Leuprolide SIF 治療攝護腺癌) → 

胜肽 → 目前正進行治療晚期前列腺癌的第

III期樞紐性臨床試驗中

• FP-002（治療肢端肥大症/糖尿病視網膜病

變（DR））→ 胜肽

• FP-004（適用於鴉片類藥物成癮和疼痛管

理）→ 小分子

• FP-005（治療第II 型糖尿病）→ 胜肽

• FP-006 (治療癌症) → 小分子

• FP-007 (適用於酒精成癮）→ 小分子

SIF緩釋藥物輸送系統榮獲2015年「臺北

生技獎 - 研發創新優等獎」之榮耀，逸達董事

長簡銘達博士親自出席領獎。

逸達也正在開發一種新的口服，高選擇性

和有效性的非氧肟酸鹽類基質金屬蛋白酶 -12

（MMP-12）的抑制劑用於治療哮喘和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COPD）。主要候選藥物在健康

受試者之第 I期臨床試驗 IND已獲得台灣衛服部 

(TFDA)和美國FDA批准。

逸 達 的 總 部 設 在 台 灣 台 北 ， 其 子 公

司，Foresee Pharmaceuticals USA, Inc.，設

在美國德拉瓦州紐瓦克。逸達是由在醫藥產品

的開發和商業化有成功經驗的醫藥行業資深人

士組成的一個團隊。本公司架構於利用專有平

臺技術和新化學實體藥物（NCEs）提供的豐富

的機會，有效運作。

逸達生物參賽標的:穩定的緩釋藥物輸送

技術SIF，應用於開發leuprolide，治

療前列腺癌，能夠開發量身訂製，從立

即釋放至超過數周或數月的持續的藥物

釋放。已獲得多國專利共計6件，佈局全

球。

《審查委員評語》

優等獎逸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型緩釋藥物輸送平臺技術及其快速產品商業化的應用

SIF緩釋藥物輸送系統及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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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躍進獎 

創新亞洲 放眼世界醫療新領域

雃博從創立到經營自有品牌             為

企業發展核心方向，積極策略佈局海內外市場

及通，目前已在全球建立8個子公司，1個辦

事處，在48個國家擁有142個通路代理商。至

今，雃博更成功佈局6 0多國，在地建立差異

化市場經營模式。發展出因應各國不同醫療法

規、健保�付規劃等通路策略，例如：首創國

內防褥瘡氣墊床一日宅修通服務模式，引領國

內同業模仿學習；在英國則透過併購在地租賃

公司，打進氣墊床租賃通路市場，進入英國國

家健保系統(National Health Service)，建立

醫院臨床與專業醫療團隊技術權威的國際專業

形象，成為氣墊床世界領導品牌。目前自有品

牌銷售比重已達70%，靈活操作品牌市場。

今年《雃博智慧型減壓氣墊床》榮獲

「2015臺北生技獎―國家躍進獎 金獎」之最

高榮譽肯定，不僅見證了雃博在傷口照護領域

領域一新里程碑，也成功扮演推動台灣醫療器

材產業晉升的品牌，向氣墊床及呼吸治療器的

最佳品牌供應商邁進，擴大雃博的世界版圖。

以「貼近需求，提供有效、舒適、安全」

為設計出發，使用醫療級銀離子抗菌及雙向彈

性布料材質，降低傷口感染風險與醫療院所的

交叉感染；人工智慧自動調壓，精準控制床墊

減壓模式以及預防觸底的雙管設計，有效降低

護理負荷，節省醫療成本，同時兼顧患者尊嚴

與舒適，提供低經濟、高品質的照護，將醫療

資源效益最大化。

「真情關懷 ‧ 健康生活」 

一步一腳印  放眼全世界

雃博秉著以人性關懷為出發點，考量使用

者與照護者的需求，致力於傷口照護領域。加

上憑藉既有堅強的產品研發能力、良好的產品

品質，陸續推出智慧型減壓氣墊床系列產品，

成功打入醫療院所如 ICU等或居家照護與租賃

市場。本產品從stage 0~ stage IV褥瘡預防到

治療之優質的減壓醫用氣墊產線完整。以Pro-

care與Domus系列兼顧醫療院所、租賃市場與

居家照護，滿足市場上各種需求。

雃博是亞洲最早具備自行製造關鍵零組

件「高轉速流量鼓風機」，並透過臨床合作，

以實證醫學為基礎，同時又符合美、日、德等

國家安規醫療器材之研發性廠商。整合應用於

智慧型減壓氣墊床組，成功從研發製造垂直發

展蛻變到自我品牌行銷，更擁有目前亞洲唯一

經臨床驗證，成功開發穿戴式負壓傷口治療器

( N P W T )產品之競爭優勢。雃博自1 9 9 0年成

立，即專注於居家照護用醫療器材，以傷口照

護、呼吸治療及醫療設備為三大領域，積極經

營顧客良好關係與醫療意見領袖緊密交流，轉

化使用者需求於新產品開發與創新服務模式，

掌握醫療使用趨勢，深耕台灣生技醫療產業。

雃博氣墊床已有多項新型專利，發明專利

申請中，全球佈局，有效靈活的切入市

場，並規劃併購泰國等其他國家之租賃公

司，國際策略積極而靈活，透過多元國際

行銷通路，國際合作策略，多技術整合來

強化國際品牌及競爭力，且成效良好。

《審查委員評語》

金獎雃博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型減壓氣墊床組系列

醫院照護Pro-care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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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躍進獎 

台耀化學於1995年以委託研發實驗室的形

式成立，並於2000年踏入原料藥生產的領域。

挾其強大的研發實力及厚實的品質系統，逐漸

在生技製藥業展露頭角。為加強營運能力、擴

大經營規模及節約管理成本，於2008年7月與

專業防曬系列活性成份製造商聯僑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進行合併，以台耀公司為存續公

司。台耀位於桃園縣蘆竹鄉，擁有員工人數約

5百多人。  

   台耀為全球防曬系列活性產品前三大供應

商，擅長小分子化學合成製造並擁有高效

(High potency)原料藥產製與製程放大實力。

已陸續開發40多項產品製程，累計註冊34個產

品的US DMF、14 個產品的EU DMF、7 個

產品的JP DMF。台耀為膽固醇磷酸鹽結合劑

及維他命D衍生物系列產品全球主要供應商，

已建立起多項高技術製程門檻，不易被對手超

越，在生產成本及量產能力上具有極佳國際競

爭力。在策略上，台耀積極與國際學名藥廠合

作開發進入門檻高的第一學名藥 (first to fi le)

，爭取專賣優勢率先搶食市場、取得較高之

營業利潤；未來五年，產品將陸續取得上市核

可，持續提供營收挹注，對營運貢獻高度可

期。

 隨著各項專利藥品到期，台耀在未來

三年內將有9項產品上市，為因應持續成長的

國際委託代工需求，台耀繼2 0 1 0 - 2 0 1 3年投

資N T $ 1 0 . 5億元建立膽固醇及磷酸鹽吸收劑

(Cholesterol and Phosphate Binders)產線

後，於2014下半年再投入NT$ 6億元進行高效

原料藥廠房 (HPAPI) 擴廠，完成後可增加 3倍

產能，並新增抗體藥物複合體 (ADC) 及高防

護需求原料藥等新產線，預估2016 Q3正式投

產後，將可望進一步挹注新的營運動能。

近年各國政府均積極獎勵並促進生技業

的發展，隨著醫療科技的發達，人類壽命的

延長，與高齡化的社會型態，使得人們對醫

療資源的需求增加。IMS Health 根據總體經

濟指標及醫藥市場前景預測，將2 1個國家列

為“pharmerging marketing”，一級市場

中國大陸成長占所有pharmerging市場成長金

額的一半，預計2017年將成為世界第二大藥

品市場。二級市場包括巴西、印度及俄羅斯。

三級市場包括波蘭、阿根廷、土耳其、墨西

哥、委內瑞拉、羅馬尼亞、沙烏地阿拉伯、哥

倫比亞、越南、南非、阿爾及利亞、泰國、印

尼、埃及、巴基斯坦、奈及利亞及烏克蘭等17

國。Pharmerging市場為免因快速擴充醫療福

祉而增加財政負擔，多半會選擇學名藥，而這

些國家多半保護本土企業色彩濃厚，甚至利用

政策工具提供當地生產商價格及資源之優惠，

對跨國廠商造成進入障礙。且這些國家有劣質

藥品及偽藥之顧慮，使得醫師偏好具有品牌之

藥品，品牌學名藥具有相對發展優勢，此為台

耀進入此市場之優勢。

台耀現階段海外市場以歐美日國家為

主，客戶涵蓋全球排名前三大品牌藥廠、及全

美排名前十大學名藥廠，於日本市場也與當地

排名前三大學名藥廠結盟合作。另一方面，台

耀積極佈建中國市場，結合台灣永信 (Yong-

Shin Pharma Ind. Co. Ltd.) 及中國四川內江

匯鑫製藥 (Sichuan Neijiang Hui Xin Phar-

maceutical Co. Ltd.) ，於成都共同創設永耀

鑫藥業，總投資額達2300萬美金 (台耀35%、

永信35%、匯鑫30%)，預計2016年將完工投

產，產品將涵蓋原料藥中間體 (medicine in-

termediate) 、原料藥及藥品之製造與銷售，

藉此整合台耀原料藥、永信製藥及匯鑫當地行

銷之三方優勢，建立垂直整合之藥品生產能

量，進攻大陸內銷市場，挺進中國大陸製藥產

業價值鏈。

台耀除了生產銷售學名原料藥，亦在醫藥

產業中扮演CRO及CMO的角色。一般新藥開

發公司，多不具備研發生產原料藥的能力，而

必須找具製程研發能力及GMP認證，如台耀化

學的原料藥廠合作。又近年來各國政府要求降

低藥價，原廠因成本考量，亦常將其原料藥的

生產委託給具競爭力及GMP認證的專業原料藥

廠。台耀目前已與多家頗具聲譽的客戶合作，

其中有一客戶為新藥開發公司， 2 0 1 4年Q 1

取得US FDA盲人失眠症"的特殊藥的上市核

可，2015年7月也在歐洲取得上市核可。

台耀為專業原料藥廠，對生物製劑所需之

原料藥也責無旁貸投入研發。2012年台耀成立

台康生技，2013年台康生技由生技中心購得生

技藥品先導工廠，同年台康生技、台耀化學與

生技中心簽訂合資協議。2014年台耀與台康生

技合作，運用雙方技術優勢，攜手開發抗體藥

物複合體 (antibody-drug conjugates, ADCs) 

關鍵技術；此外，也同時與奧地利Tube Phar-

ma展開結盟合作，進行毒性分子及ADCs藥物

連結子 (Linker) 篩選，加速ADC技術平台整

合，未來將藉由提供開發ADCs藥物所有相關

技術服務，拓展國際代工業務，為台耀創造新

的營運利基。

台耀化學原料藥銷售有優勢，並與客戶

進行學名藥研發，挑戰P4。提供原料

藥，有新製程，精進品質及工時，國際

行銷能力佳，優良國際行銷佳績，獲利

成長可合理期待。

《審查委員評語》

銀獎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膽固醇暨磷酸鹽結合劑原料藥之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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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轉合作獎 

國家衛生研究院生技與藥物研究所集合各領

域專才，從藥物探索到藥物發展完全主導的新

穎抗糖尿病DPP4抑制劑DBPR108，於2015

年6月於國內完成人體一期臨床試驗。經合作

廠商健亞、中化、永信、信東、台灣東洋與南

光等六家產業聯盟推動，DBPR108於同年3

月獲得大陸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核發藥

物臨床試驗批件，並已於大陸展開人體臨床試

驗。為國內廠商接力開發後續於大陸展開臨床

試驗的首例，獲得2015年台北生技獎「技轉合

作獎」的金牌獎。

高度整合各領域專業新藥研發團隊-

國衛院生技與藥物研究所

國衛院生技藥研所 (原為生物技術與藥物

研究組，於2010年改制為生技與藥物研究所 ) 

自民國1998年成立以來，致力於以專利新穎

性為導向之藥物研發，整合研發技術與資源，

建立完整的生技製藥研究發展體系，研究之疾

病領域包括癌症、新陳代謝疾病、感染症與老

年疾病相關，定位為以創新藥物的應用研究和

應用開發為主的整合性藥物研究所，成立迄今

已產出11項候選發展藥物，其中1項已進入人

體二期臨床試驗、1項已完成人體一期臨床試

驗、3項預計於1年內完成 IND申請、1項正進

行臨床前試驗階段，同時促成4件技術移轉以

及1家新創公司上櫃。

此國人自行研發的新藥 D B P R 1 0 8，

係國衛院研發團隊從自行合成之 5 0 0多個新

穎化合物中，選出之最具發展優勢的候選藥

物。DBPR108為二肽基胜肽酶4 (Dipeptidyl 

peptidase 4, DPP4) 抑制劑，用來治療第二

型糖尿病，根據國際糖尿病聯盟2013年統計，

全球糖尿病人數為3.82億，估計到2035年將

達到5 . 9 2億，增長5 5 %。此候選藥物之研發

從藥物探索到藥物發展完全由國衛院生技藥

研所主導，歷經三個階段包括藥物探索研究階

段 (2002-2008)、藥物臨床前試驗與臨床試驗

發展階段 (2008-2015)、以及商業推展階段 

(2013-迄今) 之發展，才得以有今日之成果。 

促成生技成功投資案例之唯一具體實例

由於DBPR108專利佈局完善 (申請15國/

區域以上專利，已獲得12項國內外專利) 與高

活性、低毒性以及無副作用等安全特點，受到

健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健亞生

技)為首的國內共六家製藥與生技公司 (包括中

化、永信、台灣東洋、信東、南光) 的青睞，

並組成製藥產業聯盟 (P-Team)，共同自2008

年1 2月執行行政院科發基金「促成生技成功

投資案例」計畫，於2012-2015年間陸續完成

Phase Ia與Phase Ib人體臨床試驗。從Phase 

I口服劑量之臨床試驗結果證明，DBPR108在

高低不同劑量於人體內呈現線性吸收，所展現

的口服藥物動力特性頗佳，無藥物累積現象，

且無不良的副作用產生，耐受程度良好。最重

要的是對DPP4蛋白酶活性有很好且持續性的

抑制能力，適合一天一次給藥，此臨床結果證

明DBPR108與國外大藥廠所發展相同標的抑

制劑相比毫不遜色，深具發展潛力。

健亞生技於 2 0 1 2年底技轉開發中國市

場，於2013年初再授權給中國大陸石藥集團

中奇製藥 (簡稱石藥)，大陸國家食品藥品監督

管理總局 (CFDA) 於2015年3月核發藥物臨床

試驗批件，大陸人體一期臨床試驗已積極展開

中。

DBPR108研究成果獲得以強調與國內外

生物科技公司技術移轉或產學合作為標的「技

轉合作獎」，充分代表DBPR108不僅在新藥

探索階段，甚至在輔導國內現有公司轉型投入

高附加價值生物技術，以及推動本土研發成果

產業化的商業目標上所做的努力，獲得各界高

度的期待與認可。後續將藉由現階段兩岸的新

藥推動策略「海峽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與

發展趨勢，針對特定高潛力區域市場—例如中

國大陸，鎖定以嘉惠華人地區的糖尿病患者為

發展利基。透過此策略布局，未來推動上市 (

包括台灣) 後，將為國人自行研發出新藥的重

大成果添上一頁。此案亦可為政府推動兩岸醫

藥衛生之合作，建立良好的發展模式，而更重

要的是，讓有需要的糖尿病患者有最安全的好

藥。

國家衛生研究院參賽標的-研發抑制DPP4

之新穎性藥物DBPR108，可應用於第二

型糖尿病之治療，獲得12項國內外專

利。專利布局廣度足，市場價值大，並

簽訂技轉合約，甚具潛力。

《審查委員評語》

金獎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新穎抗糖尿病DPP4抑制劑DBPR108-從新藥探索到產業發展的歷程

DBPR108研究發展歷程

DBPR108研究發展團隊

DBPR108獲得之專利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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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是靈魂之窗」，全球遺傳性眼科疾

病的第一位是色素性視網膜炎 (RP)，大約有2 

百萬的患者 。另外，截至2011 年，全球老年

性黃斑病變(AMD)的患者有3 千萬人，這數字

接近全球乳癌的患者，是先進國家中老年人失

明疾病的第一位。根據 2014 The Lancet 文

章報導， 估計AMD全球人口在2020年將增為

1億9千六百萬人。

大多數的RP 和AMD患者仍具有視網膜神

經細胞和視網膜神經節細胞，透過植入人工視

網膜的技術可以提供恢復部分視覺能力。

結合奈微米生醫光電整合技術 

應用於人工視網膜

高解析度人工視網膜團隊是由清華大學范

龍生教授所帶領，結合專精於視網膜晶片電路

設計的清大鄭桂忠教授和張彌彰教授，以及提

供視網膜精細手術的專長之台大醫院眼科部視

網膜科主治醫師楊長豪教授，開發出全球專利

佈局，球面型具影像功能，高解析度人工視網

膜晶片系統。

范教授從2009年開始進行視網膜神經電

極介面之研究，從而開啟高解析度人工視網膜

與微系統科技融合應用之新紀元。由於在微系

統領域的諸多突破與重大貢獻，2010年范教授

獲得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學界IEEE Fellow (國際

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會士) 的最高殊榮。

尖端醫學科技加速技轉 

盲人重見光明指日可待 

全世界現已有超過三千萬 AMD 及RP之

患者慢慢步向失明。第一代人工視網膜產品，

包括2014年FDA通過的Argus II（Second 

Sight LLC），解析度為60像素，視覺解析度

（VA=20/1200) 距離法定視盲(VA=20/200) 

還有一大段距離。但是大部份患者期望的是，

手術後除了可以看到光點，更想看到親人、分

辨物件並重新獲得看書的能力。

為了解除病患苦楚，本團隊以獨創的球面

型晶片專利技術，研究開發出一組俱有影像功

能的高解析度球面型人工視網膜晶片，晶片如

圖一所示。其中每一個畫素之晶片系統，均整

合了：(1)光感測器、(2)訊號處理電路、(3)刺

激微電極。這個球面型人工視網膜晶片不但具

有可撓性，並且在解析度上，相較於目前美國

食品衛生管理局(FDA) 批准的，僅有60畫素的

產品(Argus II，Second Sight LLC），本系

統具有4,096 畫素，解析度上大幅提高，明顯

具備顯著優勢。目前該系統，已初步經過動物

實驗驗證解析度高，安全性無虞。

  

本系統之可撓性球面人工視網膜晶片，可

以完整貼附於眼球視網膜之神經細胞，並藉由

晶片電極介面來有效傳遞視覺訊號，因而大幅

突破解析度瓶頸，增加晶片允許之解析度到視

力(Visual Acuity, VA) 等於20/168的程度，相

當於可閱讀14pt字體的大字本的解析度。這個

解析度可以讓部分幾近全盲的患者，可望再辨

識物體 、臉孔、解析14號字體閱讀書籍，視力

恢復對比下圖中 (視力模擬圖，20/200)。

圖二、不同解析度之視力模擬圖。

該專利技術已技轉國內廠商實際落實商

品化，預期2018年內可以將一個具競爭力的人

工視網膜產品，送入美國接受 FDA要求之人體

臨床試驗。讓色素性視網膜炎及老年性黃斑病

變而失明的患者，能夠再度重見光明，甚至再

度享受到閱讀的樂趣。本團隊並許下願景，要

以台灣電子業之研發動能與利基，結合台灣頂

尖的醫療技術，將團隊研發出的台灣高階醫療

器材帶領到世界舞台上。

國立清華大學之標的結合奈米科技，作

成球面型人工視網膜晶片系統，能貼合

視網膜神經原表面，提高解析度，此技

術可用來治療視網膜之疾病，而改善視

力。大幅突破解析度瓶頸，創新性高，

專利佈局完整，市場性大。

《審查委員評語》

銀獎國立清華大學
球面型人工視網膜晶片系統

* 閱讀距離25cm

圖一、球面型人工視網膜晶片，封裝後的晶片類似
隱型眼鏡形狀，且晶片可緊密貼合於相當於人類眼
球25mm直徑的玻璃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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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蛋白是發展治療老年黃斑部病變

及癌症藥物之標的

組合蛋白過量表現與血管新生相關，因此

抑制組合蛋白αvβ3，αvβ5與α5β1是治

療老年黃斑病變發展藥物之標的。許多文獻顯

示在眼睛新生血管中，組合蛋白的表現量會增

加，譬如在有老年性黃斑部退化的病人眼睛組

織中，組合蛋白 αvβ3 表現量會大大增加，

而在增殖性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的病人血管組織

中，組合蛋白αvβ3 和 αvβ5 表現量會同時

增加。其他的研究中也確認了組合蛋白αvβ3

、αvβ5、α5β1 皆表現在視網膜色素上皮

細胞表面。由文獻與我們實驗結果証實組合蛋

白與老年黃斑病變之病症有關係，因此組合蛋

白αvβ3，αvβ5與α5β1是治療老年黃斑部

病變的藥物目標。

在癌症生長的過程中，組合蛋白會參與

調控腫瘤細胞附著、存活、遷移和侵襲，以及

調控血管新生提供腫瘤生長，很多研究證實，

組合蛋白在癌症中會被大量表現，且大部分組

合蛋白的表現多寡和腫瘤的惡化程度具有正相

關性。研究也提出整合蛋白會和生長因子或致

癌基因 (oncogene) 之間有交互作用的機制，

進而幫助腫瘤的生長，因此被認為適合發展成

治療癌症的標靶藥物，目前已經有許多整合蛋

白拮抗劑進入臨床試驗。癌細胞表現多種不同

的黏著蛋白，這與癌症轉移(metastasis) 有密

不可分的關係，研究証實拮抗組合蛋白αvβ3

，αvβ5與α5β1可應用於治療癌症轉移。

拮抗組合蛋白之蛋白質藥物

參賽標的是以去組合蛋白 (d i s in teg r in )

與人類纖維黏蛋白第Ⅲ型域 (Fn3)兩個蛋白質

骨架(prote in  scaffo ld)設計具有組合蛋白高

親和力和特異性的藥物及其運用在組合蛋白相

關疾病之治療。因為這些藥物具備同時抑制血

管新生，發炎反應及癌細胞轉移作用，將可應

用於治療眼部黃斑部病變，骨關節炎及癌症等

疾病。去組合蛋白骨架之研究己與新源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簽訂技轉合約“專一性拮抗組合蛋

白之新穎去組合蛋白及其醫藥用途”與產學合

作計劃提供連續五年，每年300-600萬研究經

費。人類纖維黏蛋白第Ⅲ型域骨架之研究正與

新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科技部開發型

產學合作計畫“人�纖維黏蛋白變異體及其醫

藥用途”。

成大蛋白質藥物研究室與

新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技轉合作

成大蛋白質藥物研究室負責設計拮抗組合

蛋白之蛋白質藥物與動物模式確效，技轉廠商

新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 l lgenesis  Bio-

therapeut ics ,  Inc. )負責專利之維護與臨床前

試驗及臨床試驗之設計。

成大蛋白質藥物研究室專注在蛋白質藥

物之研發，研究室的藥物發展分四步驟：(1)蛋

白質藥物之設計； (2)動物模式確效； (3)專利

申請；(4)技轉或生技公司產學合作，共同發展

臨床前試驗與臨床試驗。

成大蛋白質藥物研究室以莊偉哲老師研

究室為基礎，主要成員有十五位：五位博士後

研究員 (張耀宗博士，黃俊豪博士，陳怡均博

士，蘇榆芳博士與陳秋月博士 )，五位碩士級

助理 (周靜雯，陳入妃，蔡孟穎，李佳玲與李

香儀 )及五位研究生。尤其陳秋月博士與周靜

雯及李佳玲助理有多年產業界經驗。動物模式

研究室主要成員有八位醫師與教授 (許聖民，

顏家瑞，賴明德，張程，呂佩融，王德華，周

振陽與符文美) 。

成大醫學院針對細胞integrin開發新穎

性拮抗劑，具有抑制血管新生、發炎、

癌細胞轉移等作用，因此具相當潛力，

可開發應用於眼部黃斑部病變與癌症等

疾病。全球專利佈局相當完整，市場價

值大，甚具潛力。

《審查委員評語》

銅獎成大醫學院生化暨分生所
專一性拮抗組合蛋白之新穎蛋白質藥物及其醫藥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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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榮民總醫院及陽明大學洪士杰教授技

術團隊的低氧及低密度骨髓間葉幹細胞體外擴

增技術，可突破目前間葉幹細胞增殖培養技術

中，會遇到細胞老化及失去間葉幹細胞特性的

問題。以此創新細胞製程技術生產符合醫藥等

級之人類異體間葉幹細胞製品，應用於再生與

免疫相關醫療領域。

本核心技術所開發的治療方法，是以低

氧環境下增殖的間葉幹細細胞來進行治療。此

細胞除能分化為骨頭、脂肪及軟骨等間葉系組

織，及神經或肝臟等非間葉系組織外，還能分

泌生長因子或激素來抑制疾病的進程。更由於

低氧培養的技術，可在不作配對的情況下進行

異體移植，細胞也不被排斥，因而能藉由移植

年輕的幹細胞，更進一步促進治療的效果。以

本專利技術再配合低密度可進一步快速增殖，

和一般所使用的正常氧及相對高密度培養技術

相比，可在短時間獲取大量有效的幹細胞，可

以節省細胞增殖及大量檢驗的成本 (如以60天

的增殖相比，可以增加達10萬倍的細胞量，且

幹細胞效率未減低)，因此可以大量生產細胞供

大量病人使用。由於是異體移植不需從病人分

離幹細胞，可免繁複且耗時的幹細胞分離及培

養作業，對老年或體虛無法獲得足量健康優良

幹細胞的病患而言，更可藉此獲得經增殖過年

輕且效率好的幹細胞，可以為off-shel f產品，

因此可以轉化為產業來經營。

　　過去的相關研究與實驗結果發現，低氧

培養可以維持間葉幹細胞的特性，同時也可以

維持間葉幹細胞的效能。此技術在低密度培養

下，可發揮更大效能。相關的研究成果已經申

請或獲得本國及美國專利，到目前為止市場上

沒有相同或優異的技術存在。在小鼠下肢血管

阻塞缺血模型下，低氧間葉幹細胞顯著改善缺

血情形，最重要的突破是證明低氧間葉幹細胞

之殺手細胞Ligands表現量較正常氧氣下低，

可以降低因異體移植物所引起的宿主自然殺手

細胞聚集及降低其細胞毒殺活性而增加異體細

胞移植的存活能力，因此用作異體移植時可以

抗拒因HLA不同所造成的免疫排斥作用。用於

小鼠下肢血流缺乏及移植物抗宿主疾病之治療

時皆發現有明顯療效，且效果明顯優於正常氧

氣間葉幹細胞，並和自體移植有等同效果，證

明低氧間葉幹細胞可以應用於異體移植，這些

結果可以預期在臨床使用上之價值。

　　我們已經依據動物模型驗證結果申請相關

的臨床試驗，目前已有一個臨床試驗被核准通

過，未來將對下肢周邊血管阻塞疾患進行細胞

治療，以進行Phase I/IIa之臨床試驗。因臺北

榮總建立自有GTP細胞治療實驗室，我們也將

進駐榮總臨床試驗單位進行Phase I/IIa之臨床

試驗及細胞生產，本校團隊將可透過此設施製

造及釋出符合TFDA法規之細胞產品。此技術

的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的實施，將提高我國

生物科技幹細胞醫療技術水準，並創造高附加

價值的技術。

　　我國目前（至2013年底止）並無引進國

外已上市、或自行研發上市的細胞治療、幹細

胞、或前驅細胞產品。在台灣於細胞治療的研

究領域中，以上游的細胞保存技術較為成熟，

如慈濟醫院的骨髓幹細胞中心，是亞洲最大的

骨髓資料庫，在全球也僅次於美國與德國；而

臍帶血保存技術也很成熟，台灣在臍帶血銀行

的密度更是全球之冠，另外亦有少數公司提供

臍帶間葉幹細胞或其他來源的幹細胞（如脂肪

幹細胞、乳牙間葉幹細胞等）儲存業務。台灣

產業界投入細胞治療的公司，除了臍帶血銀行

及幹細胞儲存公司，亦有以發展重大疾病治療

及美容整型為主要業務的細胞治療公司。研發

的細胞產品主要有免疫細胞、皮膚細胞、間質

幹細胞、及脂肪幹細胞等，目前大多在臨床試

驗早期階段。本校洪士杰技術團隊，已在過去

十多年來已經發展了分離及體外增殖放大間葉

幹細胞的技術，將運用此優於其他技術所製備

的間葉幹細胞為基礎，結合熟悉藥品開發、生

物製劑廠房設計建置、專業法規管理人員、商

業管理經營團隊並藉由政府近年相關的政策專

業輔導，協助本校團隊積極開發間葉幹細胞，

讓一些小分子藥物無法有效治療的疾病上提供

新的治療方法。

　　因此，初期搭配臺北榮民總醫院符合

cGTP標準的細胞治療核心實驗室，以完成第

一期臨床試驗治療下肢周邊血管阻塞，得以進

入第二期為目標。接續，在二期的進程中，將

以符合PIC/S法規為前提，開始規劃建置GMP

產程核心設施，用以量產未來治療所需的細胞

產品。最終，以取得台灣第一張細胞製劑之藥

證為目標。一旦台灣在對體細胞治療的審查法

規上，也能有效率的如同他國般的協助輔導通

過，基於本技術已經通過科學嚴密驗證及在臨

床前試驗獲得的顯著效果上，其所開發之技術

性細胞產品，定能在業界取得注目，凸顯本國

在幹細胞技術開發上的角色。

國立陽明大學「間葉幹異體移植及其衍

生物效用」之研發，創新性高，技術具

有獨創性。專利佈局妥適，具潛力應用

於異體移植及再生醫療。

《審查委員評語》

優等獎國立陽明大學
低氧間葉幹細胞的臨床應用:異體移植及其衍生物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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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轉合作獎 

臺北醫學大學整合學校及三家附屬醫院 (北

醫大附醫、萬芳、雙和 )相關資源，以「鍵結

醫材轉譯暨生醫產學加值」面而言，融合產學

界研發能量，成立「生醫器材研發暨產品試製

中心」並委由歐耿良特聘教授擔任中心主任，

期能培育出優秀的高階醫療器材研發人才與團

隊，進而發展創新醫材產品和衍生新創事業，

茁壯國內生醫產業經濟價值。

團隊目標與成果

生醫器材研發暨產品試製中心的目標有二：

(1)提供學術基礎理論實現產品化及提高其應用

價值之管道；

(2)提供醫材商及藥商產品之開發試製環境。

主持人歐耿良教授所領導之生醫器材研發

暨產品試製中心，致力於應用研究和產業發展

無縫隙之接軌，成功將無形的知識研究轉成具

經濟價值的有形資產，長期以來執行科技部、

衛福部、經濟部等國家型計畫，對於計畫之執

行均具備相當多的經驗，目前已建置醫療器材

產學合作平台，具備多項核心技術，從口腔研

究出發，拓展至顱顏面重建、耳鼻喉科、骨

科、眼科、皮膚科、神經外科、心臟外科等，

完備之全人醫療研究，共分為生醫材料、生醫

工程和生醫影像暨感測等三大方向。

 

中心在於研究團隊的努力下，整合基礎

及臨床研究，共同開發一套全新的生物列印系

統於口腔癌症病患之術後重建，獲得科技部3

年期補助金額1千5百萬元整，該研究團隊分

別於生物列印材料開發及3D列印機台建構，

為確實落實轉譯醫學，本中心規劃出3B 進程

『Bench→Bed→Bioprint ing』，連結「基礎

研究」及「臨床試驗」之創新研發價值鏈，強

化各領域之基礎研究，鏈結北醫大附醫、萬芳

醫學中心及雙和醫院等三家附屬醫院之臨床試

驗資源，如北醫大附設醫院骨科部、雙和醫院

口腔顎面外科部和萬芳醫院神經外科部醫師共

同合作，建構以「病人安全」為主的臨床試驗

體系，以臺北都會區最大醫療集團發揮基礎與

臨床整合能量，以臨床需求回歸生物列印之研

究，利用3D 生物列印技術實現不同等級與多

方面醫療器材，並進行臨床試驗。達到即印即

用，以精確的臨床目標加速整體生物列印研究

之發展。

衍生全台第一家生物列印新創公司

鑽石生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投資成立衍

生新創公司「三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秉持創新卓越的先驅技術，發展人體組織器官

重建，專屬訂製個人化高階醫療器材，善盡專

業研究、服務關懷、尊重生命以及回饋社會的

使命。於發展策略則上，分為短期：客製化人

工牙科植體、頭蓋骨重建及生物3D列印先進敷

料之開發，以既有研發能量，發展出專屬個人

之「複合式生物墨水」，即從自體取出幹細胞

及生長因子所製備而成之個人化產品；中期：

將進行生物3D列印於人工血管及乳房重建技術

之開發，首案將鎖定心血管疾病患者與癌症患

者，並啟動「癌症醫療」臨床程序；長期：將

開發個人化抗癌藥物緩釋載體，應用於「癌症

治療藥物之人工血管」，以降低癌症病患長期

服藥之困擾，更安全且降低服藥用量，減少副

作用之產生以及降低國內龐大之醫療成本。不

僅發展其各項之醫療產品/技術，更希望提供全

面性整合式醫療服務，譬如：涵蓋手術前之3D

醫學影像重建分析及3D列印術前評估模型；手

術中藉由生物3D列印及金屬3D列印技術製造

人體組織器官重建之植入式醫材；手術後之醫

療照護以生物3D列印先進敷料促進傷口癒合，

讓患者享有更全面性的醫療服務。未來將配合

國內政府政策，與國內外頂尖醫學中心、知名

研究機構、國際企業及通路商等「產、官、

學、研、醫」之跨領域結盟，打造全球生技新

領域，將三鼎生技推向全球領先之專業生物3D

列印地位，立足台灣，放眼世界。

臺北醫學大學「3D列印設備」非常具

有創新前瞻，未來在生物醫方面之應用

性將有相當廣的研究領域，國際競爭性

大。已申請多國專利，具有市場性。

《審查委員評語》

優等獎臺北醫學大學 生醫器材研發暨產品試製中心

3D列印技術

中心TAF測試實驗室

團隊研發概況討論

模型重建至3D列印醫材之產品實現流程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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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辦理臺北生技獎之審查，由本府遴選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委員會，辦理本獎參賽案件之審查事

     宜。

五、為辦理本獎獎項之審查，將分別組成新創技術獎、國際躍進獎及技轉合作獎三類獎項審查委員

     會，各委員會由執行單位依技術專業、財務暨營運、智慧財產權及創業投資等四領域擬定三倍率以

     上之建議名單，各領域專家學者至少一名，報請本府核定。委員會置總召集人一人，及各獎項分組

     召集人各一人，由各審查委員會委員互推。

前項各分組審查委員會分設委員七名，委員資格條件如下： 

技術專業專家： 生 物 科 技 領 域 技 術 之 專 家 且 對 生 技 相 關 技 術 產 品 研 發 ， 具 有 實 務 管 理 經 驗 者 。  

財務暨營運專家：具財務及企業營運專長之專家學者、對公司財務及營業運作流程熟悉者。

智 慧 財 產 權 專 家 ： 具 實 際 從 事 智 慧 財 產 實 務 工 作 或 教 學 經 驗 者 ， 熟 悉 智 財 事 務 法 規 。 

創業投資專家：具實際評估生技投資案或具參與生技公司經營決策經驗之相關人士。

為確保審查中立性與機密性，審查委員名單於臺北生技獎頒獎典禮辦理完竣後方對外公佈。

六、執行單位應於彙集申請參賽案件後，連繫各審查委員會進行審查，委員會幕僚作業由執行單位負責

    執行。審查工作進行方式如下： 

➊審查作業規範會議：邀請各審查委員參與審查前作業規範會議，推選審查委員會總召集人及各獎項

分組召集人，並由執行單位就各獎項之評審機制及審查基準加以說明，以徵詢委員修訂意見後，由執

行單位依會議結論據以執行。

➋申請文件資格審查：收件截止日後，由執行單位初步檢查申請單位之參賽資格及參賽文件是否齊

備，如資料不足者須於補件期限內完成資料補正，並於資料齊備後始進入後階段審查程序。

➌初審:執行單位將參賽單位參賽文件寄予各審查委員，由審查委員就申請案件進行書面審查，並就

參賽案件進行序位評比，後由執行單位加總各委員評比結果，各獎項依總序位優序擇選得獎數3倍率

參賽件數進入複審，若統計後序位相同者則增額進入複審。

➍複審：由執行單位邀集各獎項分組委員會委員召開複審會議，由委員就通過初審之參賽案件之書面

資及現場簡報內容進行複審。

參賽單位應依參賽標的內容準備書面、電子檔資料或實際產品報告，進行十五分鐘簡報，並由各獎項

審查委員會委員對該參賽單位及參賽標的提出相關質詢。

參賽案件整體評分為一百分，並以八十分為最低得獎門檻，由各獎項分組委員依該獎項審查項目及權

重加以評審給分後，由執行單位就各參賽案件平均分數高低進行優序排名，若遇有平均分數相同者，

由委員進行不記名投票決定優序；參賽案件若均未達得獎門檻，該獎項得以從缺。另各分組委員得視

參賽情形推舉「優等獎」若干名，提報綜合審查會審定得獎名單。

進入複審之參賽單位若未依通知出席現場簡報，則視同放棄參賽資格。

➎綜合審查會議：由執行單位邀集審查委員會委員，就複審審查結果進行最後審核，並審定各獎項得

獎名單。

各獎項若有從缺，出缺獎項之獎金得由綜合審查會議與會委員，視參賽情形擇優增列優等獎或核予獎

金。各獎項得獎名單由執行單位彙整後呈報市府核定。

2015臺北生技獎審查作業規範

新創技術獎：

共三名，總獎金一百九十萬元。設金獎一名，獎金一百萬元；銀獎ㄧ名，獎金六十萬元；銅獎

一名，獎金三十萬元。

國際躍進獎：

共二名，總獎金一百八十萬元。設金獎一名，獎金一百萬元；銀獎一名，獎金八十萬元。

技轉合作獎：

共三名，總獎金一百七十萬元。設金獎ㄧ名，獎金八十萬元；銀獎ㄧ名，獎金六十萬元；銅獎

一名三十萬元。 

另視參賽情形增設「優等獎」若干名，並頒發獎牌以資鼓勵。

新創技術獎:凡國內依公司法設立，且本年度1月1日前(不含)未上市櫃之生物科技公司，

以其創新之技術或商品標的申請參賽。

國際躍進獎：凡國內依公司法設立之生物科技公司，以其於國際行銷布局或國際技術合作

著有績效之商品或技術標的申請參賽。

技轉合作獎：凡國內之大專院校暨研究機構、法人機構等之學研單位，以其與國內外生物

科技公司技術移轉或產學合作之標的申請參賽。惟曾獲臺北生技獎-產學合作獎之單位不

得以相同標的再次參賽。

同一參賽單位可同時報名參加多項獎項，惟同一標的只可參加一個獎項。參賽資格中所稱

參賽標的以技術內涵為審訂準則。

參賽資格中所稱生物科技公司係指同時符合下列兩項條件之公司：

①生物技術為核心能力。 ②從事與生技相關研發、製造或銷售之公司。

一、目的

二、各獎項獎金分配如下：  

ㄧ、臺北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理「臺北市輔導生技產業計畫」，由本府產業發展 

     局委託專業機構（以下簡稱執行單位）執行臺北生技獎（以下簡稱本獎）相關事宜，特

    訂定本規範。

二、本獎分為新創技術獎、國際躍進獎及技轉合作獎三大獎項，獎金總額合計新臺幣五百

    四十萬元，並另頒發獎盃、獎牌予以公開表揚。

三、本獎各獎項參賽資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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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評審項目及權重（%）：建議之評審項目及權重配比

（一）新創技術獎： （三）技轉合作獎：

（二）國際躍進獎：

項目 權重(%) 內容說明

參賽標的之創新性及市場性 50

技術創新構想
技術研發之創新性
創新技術應用模式
實施方法、時程及計畫可行性
創新價值與核心競爭力及市場分析

參賽標的之智財保護情形 20 商品/技術之智財布局保護情形

參賽單位研發創新與經營之能力 15

經營團隊組成
經營願景及經營模式
國內外合作聯盟策略
產品或技術未來市場行銷策略

參賽單位之財務評估 15

研發經費運用效益
企業資金周轉能力
參賽標的預期達到之市場效益
企業營收成長能力

項目 權重(%) 內容說明

參賽標的創新性及競爭力 25

參賽標的之創新價值
參賽標的核心競爭力分析
參賽標的市場潛力評估
實施方法、執行時程及情形
研究經費運用

技轉合作之績效落實 30

技轉實績或未來技轉相關規畫
合作或技轉廠商運用技轉合作成果之績效
技轉合作對學界之貢獻
技轉合作對產業之貢獻

參賽標的之智財保護情形 25 智慧財產權及專利現況

參賽單位團隊能量 20
團隊組成
參賽團隊核心競爭力分析
合作模式與願景

項目 權重(%) 內容說明

參賽標的之國際布局具體績效 30

國際市場行銷策略及市場進入模式
國際行銷通路據點、網絡與能力
國際銷售實績
國際合作策略

參賽單位國際行銷能力 20
參賽單位之國際品牌價值
經營概念國際化程度
參賽單位國際企業形象

參賽標的之市場競爭性與創新性 15

原創技術來源暨研發團隊組成
技術商品之構想或模式
參賽標的全球市場預估
商業化或量產之相關證明
產品於國際間之競爭力與生命週期

參賽標的之智財保護情形 15 商品/技術之智財保護情形

參賽單位之財務評估 10

企業資金周轉能力
參賽標的獲利能力
企業營收成長能力
預期達成商業化效益

參賽單位經營團隊 10 經營願景及經營模式
經營團隊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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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獎申請時間：由本府產業發展局另行公告。  

九、審查委員應迴避之事項 

審查委員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即向執行單位提出迴避審查作業:

①參賽案件申請人或經營團隊成員為審查委員之配偶、前配偶或利益相關者。

②審查委員與申請人或經營團隊者有共同權利人、共同義務人或償還義務人之關係者。

③審查委員現為或曾為該參賽案件核心技術專利之異議人或舉發人。

④審查委員實際參與申請人或經營團隊之計畫合作、技術指導及聘任顧問工作等而與參賽案件核心技

術之產生直接相關者。

審查委員有前述應迴避情事者，原則上由分組委員會相同專長類別調動，如無法調動，該審查委員應

退出審查委員會，其空缺由市府原擬定審查委員會建議名單中擇一替補之。 

前項之迴避申請，由執行單位調查並彙整後呈報市府。

十、參賽單位報名時應簽署參賽同意書，同意將其營業秘密提供審查委員會審查；執行單
位、市府有關人員與審查委員均須簽訂保密協定，以保障參賽單位權益與資訊秘密。

十一、臺北市議會或議員調閱相關文件時，得於遮蔽個資及營業秘密資訊後提供，不受保密
條款限制。

本府及執行單位因執行本計畫取得參賽單位及參賽案件相關資料時，僅得於執行本計畫範圍內蒐集、

處理或利用參賽單位及參賽案件之個資及營業秘密資料。

本計畫執行單位應建立全面性資料保護措施，同時依個資法及營業秘密法進行自主管理。
 

新
創
技
術
獎

類別 姓名 現職

技術專業審查

林建煌 臺北醫學大學 副校長

吳金洌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尹福秀 太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財務暨營運 鄭貞茂 臺灣金融研訓院 院長

智慧財產 李 旦 世界專利商標事務所 所長

創業投資
簡立忠 臺灣證券交易所 副總經理

曾惠瑾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副所長

國
際
躍
進
獎

類別 姓名 現職

技術專業審查
鍾邦柱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張  正 國立陽明大學生醫工程學院院長

財務暨營運
黃旭男 銘傳大學管理學院 院長

溫肇東 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教授

智慧財產
王美花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局長

袁建中 交通大學 科技管理所 教授

創業投資 李世仁 華威國際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合夥人

技
轉
合
作
獎

類別 姓名 現職

技術專業審查

鄧哲明 台灣大學醫學院藥理學研究所 教授

郭明良 台灣大學生化所教授兼生命科學院 院長

林山陽 元培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 講座教授

財務暨營運 王健全 中華經濟研究院 院長

智慧財產權
謝銘洋 台灣大學法律學系 教授

林國塘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三組 組長

創業投資 黃經堯 國立交通大學產業加速器暨專利開發策略中心主任

2015臺北生技獎審查委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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