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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台北生技獎
成果專刊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



活動緣起

臺北市政府為有效推動生物科技產業發展，健全企業體質
，塑造良好投資環境，促進經濟成長，自2004年起依據「
臺北市發展生物科技產業推動計畫」七大推動策略之ㄧ -- 
「建置輔導獎勵措施」，推出「台北生技獎」競賽活動，
針對本市績優生技廠商及學研單位給予獎勵。
今年度，臺北市政府繼續推辦「2006台北生技獎」，設立
研發創新、技術商品化、技術移轉及產學合作四大獎項，
提供總獎金新台幣500萬元，除給予績優生技廠商與學研
單位實質獎勵外，更提供企業形象加值的好機會，希冀藉
由這個競賽活動，建立產官學研界交流的平臺，並促進本
市優良生技廠商研發能力提升與知識領域整合，加速技術
實業化以及營運能力國際化之步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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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記

「2006台北生技獎」由臺
北市政府委託財團法人生
物技術開發中心執行，自
95年5月25日起即於「臺
灣大陸日本之健康食品趨
勢與管理論壇」、「生技
業促產條例相關租稅優惠
措施與研發補助說明會」
、「95年醫療器材臨床試
驗研討會(四)」、「生技製
藥國家型科技計畫研發成
果廠商說明會」等會議，
及「2006馬市長與生技業
者有約座談會」等活動辦
理參賽說明會，並配合本
（95）年度台灣生技月活
動於「台北生技館」設置
攤位進行生技獎宣導與說
明，另於台北市各捷運站
點進行電視看板廣宣，也
於網頁建構「2006台北生
技獎」主題網站，提供相
關訊息及報名資料。

臺北市政府召開專家委員
會議訂定「2006台北生技
獎」活動辦法、審查作業
規範及審查委員會組成機
制，遴選審查委員並召開
「2006台北生技獎審查前
說明會」。報名期間自6月
1日至8月4日止受理，期間
進行活動平面媒體宣導、
生技相關網頁/官方活動網
頁宣導、捷運電視看板等
廣宣活動。4大獎項共計受
理45件標的案件，並經執
行單位資格審查，4大獎項
審查委員嚴謹之初審、複
審及綜合審查後，評選出
10件績優標的，並舉辦頒
獎典禮暨成果發表會，與
國人共同分享。

2006台灣生技月台北生技館

生技製藥國家型科技計畫

研發成果廠商說明會

「2006馬市長與生技業者有約座談會」 www.biodriven.org.tw

MD News No.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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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台北生技獎頒獎典
禮暨成果發表會」於本（
95）年10月12日上午10時
30分假國泰金融會議廳A
廳辦理，典禮由【好朋友
現代重奏樂團】以長笛與
豎琴演奏，以溫馨、平和
、優雅及扣人心弦之歌曲
揭開序幕，開幕式由 馬市
長及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賴
處長杉桂、生技中心吳執
行長明基等貴賓致詞，並
由 馬市長親自頒發獎盃與
獎金予得獎廠商與學研單
位，整個頒獎典禮活動，
於活潑歡樂的氣氛及廠商
歡慶收穫的喜悅心情下完
成，共計150餘人參加。

下午由各獎項金、銀、銅
獎得主進行參賽標的之成
果經驗分享，論壇一開始
特別邀請中研院梁啟銘博
士針對「歐美生技技轉及
產學合作經驗分享」進行
演說，並主持生技技轉與
產學合作經驗分享，另邀
請陽明大學吳榮燦主任、
陽明大學魏耀揮教授兼教
務長擔任與談人。在生技
產業技術商品化與研發創
新成功經驗分享，邀請到
國防醫學院胡幼圃研發長
擔任主持人，統一生命科
技賴博雄副董事長擔任與
談人。藉由成果發表論壇
之舉辦，提供業界與專家
對談，使與會之政府機關
人員、產業先進及學術界

，創造經驗分享及意見交
流之機會。
活動當日並辦理得獎廠商/
單位成果展，以靜態海報
方式展出10家得獎廠商/單
位之得獎標的，以達到生
技產業創意、成果交流及
企業形象加值之目的。由
各得獎廠商/單位人員於展
示攤位處就其公司、參賽

得獎廠商大合照

金獎得主

典禮會場

得獎廠商/單位分享

得獎廠商/單位展示攤位

成果發表會

生技中心吳執行長明基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賴處長杉桂臺北市馬市長英九

標的特色、得獎標的產品
、技術內容等，作一動態
介紹、經驗分享與交流，
使與會來賓藉此對於臺北
市生技產業發展現況及臺
北市政府推動生技產業政
策能有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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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寶齡富錦生技

PANION & BF BIOTECH INC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號16樓

電話:02-2655-8218

藥品級檸檬酸鐵複合物
技術商品化獎－金獎

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為寶齡製藥廠股份有限公
司）成立於1976年，經歷多次
的併購、研發技術引進、產學
合作以及企業再造，發展為多
角化的製藥生技公司。三十餘
年來，秉著「增進全民優質的
生活品質與完善的醫療照護」
的經營理念，致力將專業製藥
及創新求進的精神帶入全民生
活之中，事業體含括了醫藥、
藥妝、營養保健、及醫療器材
。

在陸續成功引進美國、西班牙
、法國等廣受消費者歡迎的知
名醫學美容品牌後，寶齡生技
更積極的與國內外各大醫療團
隊及學界單位合作，強化研發
實力，建立有效的研發平台，
自行開發出專業的醫療美容及
營養保健之自我品牌，並成為
同業中的領導角色。

2001取得腎臟新藥PBF1681之
全球專利權後，寶齡生技正式
跨足新藥研發的領域，斥資上
億經費，在美國以及台灣進行
第二期臨床試驗，並於2005年
底通過美國FDA及台灣衛生署

的嚴格審查。豐碩的成果已獲
得國外公司青睞，完成技術授
權；PBF1681可望成為台灣近
20年投入生技與製藥產業以來
，第一項自行開發上市的新藥
；也使得寶齡生技躍升為一個
國際級的生技製藥研發中心。
 
近年來，寶齡生技更是積極開
發國際市場，目前事業範圍遍
及台灣、中國、日本、香港、
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越
南等。公司透過與國內外醫療
團隊合作的經驗，強化研發實
力，分工經營管理，不斷導入
新觀念、新技術及新作法，致

寶齡富錦生技為我國第一家成
功完成國際標準之新藥第二期
臨床試驗，並將成果跨入國際
合作及世界授權之首例。腎臟
新藥PBF1681為寶齡富錦所研
發之新一代磷結合劑，用以治
療末期腎病病患中常見的高血
磷症。自2001年完成技術評估
並自美國密西根大學取得產品
相關技術之世界獨家授權迄今
，短短五年間，寶齡富錦延續
初期研發成果，整合國內外資
源以及國際專業人才，陸續完
成含括臨床、CMC製程升級、
及商業策略授權之多項重點研
發里程碑。寶齡富錦以獨特創
新之新藥開發模式，佈局全球
新藥市場，將結晶回饋國人，
期許成為台灣生技產業之育成
平台，投入研發能量及創造高
商業化價值，開拓產業新契機
，提升國際競爭力，使台灣晉
身為國際新藥育成基地。

審委評語

技轉成功，是台灣生技公司可
執行非常好的商業模式！寶
齡富錦將 PBF1681 License 
out 給 Keryx pharmaceuti-
cals 是很好的成功案例！

力樹立醫學美容、營養保健、
醫療器材以及新藥研發技術與
國際接軌之新標竿，期在瞬息
萬變的新世代中，掌握競爭新
契機，為「寶齡富錦生技」永
續經營，佈局全球努力不懈。

PANION&BF
BIOTECH

Cosmeceuticals Pharmaceuticals

New Drugs Generic Drugs

Diagnostic

Device
Neutraceuticals

計畫成果

►建立藥品級之原料合成技術
研發，並完成臨床用藥製劑
與製程開發，並CMC及DMF
資料送交美國FDA審查通過

►獲美國FDA核可，成功將
Investigator IND升級為Com-
mercial IND

►完成七項專利(共超過五十國
之申請)

PBF1681新藥特色

PBF1681可於腸胃道中捕捉並
沉澱飲食中的磷酸鹽，並從腸
道中排出。有效減少磷酸鹽攝
入量，降低血中磷酸鹽濃度，
治療高血磷症及預防其他腎臟
併發症的發生。

若少量的PBF1681被腸胃道吸
收，具有鐵質補充的效果，有
助於緩解透析腎友的缺鐵性貧
血。
PBF1681具有防止轉移性組織
鈣化 (Metastatic Calcification)
的可能性。

PBF1681具有改善腎病病人常
見的代謝性酸血症(Metabolic 
Acidosis)。

寶齡腎臟新藥PBF1681的開發
將會提供末期腎病病患另一個
有效的，低副作用並安全的治
療法。

►Phase II臨床試驗計畫書獲美
國FDA、台灣衛生署與新光
醫院IRB審查通過

►完成多國多中心之二期臨床
試驗，成功證實其有效性及
安全性

►與美國Keryx Biopharmaceu-
tical簽署國際技術授權，完
成技術商品化目標

►將於台灣進行第三期臨床試
驗，期許台灣成為全球第一
個PBF1681新藥核可國

►將生產技術保留於台灣本土
，計畫建立符合國際標準之
cGMP的原料藥廠，供應全
球腎臟病人用藥需求，打造
台灣成為世界新藥生產中心

PBF1681—A New Generation of Phosphate B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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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Simpson Biotech Co. Ltd.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玉成街140巷6號1樓

電話:02-2782-6338

善笙紅寶®樟芝
技術商品化獎－銀獎

以雙S設計代表Simpson，又雙
S標誌象徵DNA雙股螺旋，意
謂本公司是以「研發」、「創
新」為導向，利用現代基因工
程技術在菌種的開發、醱酵量
產及蛋白質分離純化兩大核心
技術，以專業生產技術製造高
品質的保健食品原料及工業酵
素，透過現代分子生物科學研
發及精密的醱酵製程為本公司
的經營策略，以對人類健康及
環境永續經營為理念，期能為
國人健康做最大的貢獻。

►自中研院等合作單位轉移12
個研發技術，產學合作密切

►蛋白質量產純化平台：以
AFP純化技術、SEC4高泌
株以及Pichia醱酵量產技術
三項核心技術量產植酸酶，
並提供國內生技業蛋白質量
產與純化代工

獨特的液態醱酵技術生
產具苦味之樟芝菌絲體

樟芝(Antrodia camphorata)為
台灣特有種真菌，民間常用作
肝病、肝癌的輔助食品，但天
然樟芝價格昂貴品質不一且假
貨充斥市面。善笙生技以六十
餘年「工研酢」集團醱酵經驗
，加上自有之菌種篩選技術與
工研院化工所之技術轉移，生
產品質穩定純度高且具天然樟
芝苦味般之液態醱酵樟芝菌絲
體，研究顯示醱酵菌絲體亦具
天然樟芝特性，且對肝臟生理
機能具正面保護效果。

專利有效成份Hepasim®

分離與生理功效確認

善笙生技與日本國立富山醫科
藥科大學和漢研究所合作自苦
味樟芝菌絲體分離出有效成份
Hepasim®與Camphoratan® A
分別發表於SCI學術期刊 (J. 
Nat. Prod. 2004, 67, 46-48; 
Chem. Pharm. Bull. 2006, 
54(4) 496-500)，其中
Hepasim®更已取得德國與美國
專 利 。 本 公 司 委 託 M D S 
Pharma Services、成功大學、
台北醫學大學等公信力之研究
單位，針對樟芝菌絲體、抽出
物與Hepasim®之生理藥理功效
實驗，包括：抗(肝)發炎、抗腫
瘤、抑制B型肝炎病毒等，皆有
扎實的科學實驗證據證實有效
。

審委評語

有詳盡周全專利技術組合，全
球布局完整。有延續研發且保
護周延，利用學術研討會與學
術刊物發表來提高產品信譽。
資金充裕，財務健全，已有銷
售實績。

核心技術與研發成果
►樟芝、冬蟲夏草、桑黃、巴

西蘑菇等具保健功能食藥用
菇菌類之菌種篩選與液態醱
酵量產技術

►善笙自苦味樟芝菌絲體分離
之有效成份Hepasim®已獲得
美國與德國專利，冬蟲夏草
菌絲體於骨質疏鬆之應用也
獲中華民國專利，另有4項專
利申請中

►研究成果已發表10篇SCI學
術期刊論文，另有3篇研究論
文稿己提出

現在保健、未來保肝

本公司已建立起完整的CMC製
造與品管標準化流程，克服一
般中草藥因成份複雜導致之品
質 控 管 問 題 。 實 驗 顯 示
Hepasim®具發展成數種藥理作
用藥物的潛力，如抗癌、抗病
毒等，加上專利的保護未來市
場商機無限。初期以樟芝菌絲
體申請健康食品，未來可將
Hepasim®分離純化，開發成保
肝藥物，善笙深具有保肝藥物
市場開發之潛力。

未來發展目標與願景
善笙生技擁有實力堅強的本土
、跨國研發團隊，將不斷的以
創新的技術研發推出安全、優
良的產品，並保持每年平均有
二項主要創新商品或原料上市
，也成為國內最具研發與創新
能力的食用及藥用醱酵菇菌類
菌絲體原料供應商。善笙生技
在樟芝與冬蟲夏草等食藥用菇
菌類之醱酵技術領先業界，尤
其自苦味樟芝菌絲體分離出專
利 有 效 成 份 H e p a s i m ®與
Camphoratan® A，近期目標將
以樟芝菌絲體申請為具保肝功
效 之 健 康 食 品 ， 未 來 將 以
Hepasim®朝肝病新藥之開發。
此外本公司結合分子生物技術

開發之AFP吸附型高效率蛋白
質表現與純化技術，可大幅降
低重組蛋白生產成本，除將用
於生產飼料用酵素植酸酶外，
我們希望於2007年時成為國內
前三大之農業用飼料酵素供應
商，並提供國內外合作夥伴成
熟之生技醱酵產業代工服務，
提升台灣生技產業的競爭力。

善笙樟芝菌絲體(紅寶®

樟芝)得獎榮耀

►2005年獲得國家生技醫療產
業策進會主辦之「國家新創
獎」，為該年度「新創產品
類」唯一獲獎項目

►2006年獲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主辦之年度「營養保健食品
創新獎」

►2006年獲臺北市政府主辦「
台北生技獎」之「技術商品
化獎」

Simpson Biotech Ruby Mush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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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ine Holding Group Corp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298號2樓之1

電話:02-2627-2977

得獎照片

骨水泥注入裝置
技術商品化獎－銅獎

英屬維京群島商冠亞股份有限
公司（A-SPINE HOLDING 
GROUP CORP,ASH）所開發的
網袋加壓式椎體成型術VES-
SELPLASTY取材自使用於人工
血管及軔帶的生醫材料PET，
經過特殊編織技術形成袋狀容
器Vessel-X™ Container，用以
承納骨水泥。鑑於安全理由，
「骨水泥要在半固化時注射才
不會滲漏。所以Vessel-X™ 
Container 的網目要能夠承受高
壓而不致鬆散，卻也要允許骨
水泥有些微滲漏，以便跟椎體
內的骨小樑形成鍵結，產生立
即穩定效果。」冠亞林智一董
事長說明。

VESSELPLASTY在印尼的臨床
實驗證實了其臨床療效及安全
性，並由Dr. Bambang Dar-
wono (雅加達中央陸軍醫院)在
八月的第六屆亞太微創脊柱手
術醫學（PASMISS）做第二次
發表，此外，本公司與香港大
學合作的研究案，亦於日前結
束的第六屆亞太微創脊柱手術
醫學會（PASMISS）上，由鄭
昭民教授發表。

審委評語

vesselplasty為一系列技術之
組合，智財保護周全，有銷
售實績，市場潛力大。

核心技術與研發成果
Vessel專利

美國：四個專利公開 
歐洲：二個專利已准，一個專利公開 
日本：一個已准，二個專利公開 
韓國：三個專利公開 
台灣：三個專利已獲准許 
中國：一個專利已獲准許、三個專利公開 

其他spine專利
89個專利已獲准，31個專利申請中

網袋加壓式椎體成型術VES-
SELPLASTY的核心技術及價
值在於：

1.專利的方法，用以控制滲漏
並恢復脊椎正常生理曲線；
完整而週密的專利保護，確
保VESSELPLASTY的智慧
財產及其價值。

2.控制容器的網目大小，使得
滲漏是在控制條件下發生；
控制填充劑在Vessel-X™ 
Container中的內部壓力，以
形成支撐力；控制填充劑的
微滲漏，使與骨小樑產生鍵
結。

3.使用由中央醫療（Central 
Medical Technologies, Inc.）
研發的Osteo-G®骨缺損專用
填充劑，以常溫填入椎體，
避免傳統骨水泥因高溫灌入
，對Vessel-X™ Container 
及骨組織及神經系統產生的
熱傷害；並且控制 Osteo-G® 
硫酸鈣在Vessel-X™ Con-
tainer 中的分解速率，及誘
導成骨細胞形成骨組織的速
度。

未來發展目標與願景
短期（1-2年）

重點項目：Vesselplasty、證照取得（CE, 510K）、人員訓練、成立協會、建立通路
重點發展區域:
美國- 專利技術授權予Cardinal Health (symbol: CAH)
日本- 專利技術授權予Japanese Medical Materials Corporation(symbol: JMM，為Kyoc-
era跟Kobe Steel合作的醫療器材公司)  

中期(2-4年) : 
重點項目: 建立全球銷售平台、全球策略聯盟
重點發展區域
美國、歐洲、日本、大中華地區、中東

長期(4-10年)
重點項目: 整合其他醫療器材產業、建置全球性、全方位骨材及神經外科公司
重點發展區域
策略聯盟產業: Orthopedic Industry, Hospital/Medical Center

VESSELPLASTY領有CE/ISO
認證，行銷網遍佈歐亞各地，
並計劃向美國藥品暨食品管理
局（FDA）申請510K上市前許
可。 讓人遺憾的是，由於網袋
加壓式椎體成型術VESSEL-
PLASTY的獨特性及創新，這
項由國人研發、並獲得十餘項
歐美專利、技術獨步全球的新
技術，在現行法規之下，短期
內還無法與國人見面，造福國
內每年數以數千計的椎體骨折
患者。

Vessel-X Bone Filling System

在手術中，Vessel-X™ Container 以冠亞設計的
微創器械植入椎體中，再裝上高壓注射系統將
骨缺損專用填充劑(可攪拌硫酸鈣)打入
Vessel-X™  Container。填充劑在容器中形成支
撐力將塌陷椎體撐起，恢復了脊椎的正常生理
曲線；而Vessel-X™ Container 也限制了填充劑
的滲漏，使得手術更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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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Life Spring Biotech Co. Ltd

地址:台北市南港園區街3號F棟17樓16R

電話:02-2789-1707

得獎照片

視原®
研發創新獎－金獎

全世界統計目前已有超過6600
萬人患有青光眼，而導致失明
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青光眼
。一般青光眼顯微手術在手術
進行時或手術後，須以藥物來
控制結疤組織的增生並使用抗
生素預防可能的感染。因為術
後結膜下結疤組織會導致房水
流動通道阻塞，眼壓再度升高
，使得手術失敗。即使用藥物
控制，也僅能使得手術成功率
達到70％左右，且藥物的副作
用可能導致其他的危險，諸如
角膜上皮缺損、眼球過軟、鞏
膜潰瘍及更嚴重的眼內感染發
炎…等等。

為解決上述青光眼的外科治療
手術中再生疤痕組織所造成手
術失敗與術後的種種問題，目
前上市的植入產品大多不可分
解或是需要長達9個月才會分解
，除了造成長期眼球異物感外
，並存在著隨時發生感染的可
能性，嚴重的感染甚至可能導
致眼睛的永久傷害。

審委評語

已在美國、加拿大及歐盟取
得第三類醫療器材認證並獲
准上市。在創新研發過程有
其獨創的構想，其成果也經
基礎醫學和臨床試驗的檢驗
，並有國際學術期刊上的論
文值證其療效。

核心技術
►醫藥級膠原蛋白生物醫學複
合材料開發

►臨床醫學暨組織工程應用產
品開發：
人工結膜-視原®(OculusGen®)
、鞏膜環扣帶、藥物輸送裝
置、牙周再生膜、牙科填料
、人工皮膚、人工小腸與膠
原蛋白注射劑…等等

►醫學美容保養品新成分開發

視原®(OculusGen®)
是專為解決青光眼與多種眼科
治療手術中再生疤痕組織所造
成手術失敗與術後感染、低眼
壓等種種問題，利用導引組織
再生與動態維持眼壓平衡的創
新產品。產品的特殊結構支架
及膠原蛋白成分，能誘導手術
後傷口周圍的纖維母細胞在基
質內之孔徑自然增生，待植入
1~3個月基質被分解後，留下的
是一個生理性非結疤的組織，
能為青光眼術後的治療提供一
個較佳的天然治癒環境，將青
光眼顯微手術及其它眼部手術
後的眼內細胞組織結疤的機率
降至最低，可大幅提高手術的
成功率。同時，在視原®被植入
後，因為植入的位置在鞏膜瓣
上的結膜下空間，所以可以增
加濾泡的體積，避免低眼壓的
發生。青光眼手術使用本專利

未來發展目標與願景
►生物可分解性生醫材料於各
臨床醫學領域之應用：
包含用於視網膜剝離手術的
鞏膜環扣帶、用於整型與外
科手術的皮下植入物、長效
美容針劑(除皺或填補效果可
持續2~3年以上)、牙周再生
膜等

►組織工程相關技術與產品開
發
包含人工角膜、人工子宮…
等替代組織或器官

►開發具有功能性之生物醫學
材料：
包含用於癌症與感染的藥物
攜帶裝置、藥物緩釋材料等

►抗老化與美白等醫學美容新
成分開發

產品--視原®，不需再使用抗結
疤或抗代謝的藥物與抗感染的
藥物，手術成功率更可高達95
％以上。不僅節省大量的藥物
成本及可能造成的副作用，更
可加快病患傷口痊癒的速度。
除了青光眼的輔助治療，視原
®(OculusGen®)也可以應用於其
他眼科疾病，例如：老花眼矯
正、眼翳、角膜潰瘍、眼科整
形、斜弱視矯正等。

視原®(OculusGen® )是全球第
一個應用組織再生的原理，來
解決目前眼科手術的問題與瓶
頸，改變了目前產品治標不治
本的方式，未來將創造青光眼
與老花眼治療的全新里程碑。

OculusGen

研發成果
►成功開發Class III植入式生
醫產品—視原®(OculusGen®)
， 可用於青光眼手術治療、
老花眼或其他眼科方面的治
療， 有效改善因傷口結疤所
造成的問題，並提高手術成
功率達95%以上，預防感染
。 

►視原®(OculusGen®)獲2005
台北市生技獎「技術商品化
」優等獎。

►視原®(OculusGen®)於2006
年6月取得歐盟Class III 醫療
器材CE認證證書，並於歐洲
市場開始銷售。

►視原® (OculusGen® )於2006
年2月參展世界眼科醫學會
，並成為台灣第一個在會議
中發表專題報告的產品，並
以視訊進行產品手術示範。

►成功開發醫學美容抗皺新成
分—FibrollaGen 15 胜肽類
生長因子，已申請專利並與
東森集團簽定行銷授權合約
，於95年8月正式量產上市
。

►完成鞏膜環扣帶(治療視網膜
剝離)之動物實驗與專利申請

。
►完成“人工皮膚”製作技術。
►“人工小腸”與”藥物釋放系統”
已有初步研究成果。

►“人工子宮內膜”已有重大研究
成果,受精卵可成功著床，未
來可應用於不孕症治療。

主要成分：
膠原蛋白聚合物，硫酸軟骨素

產品結構：
三度空間立體圓盤結構，95%為
小孔，孔徑在20~200μm之間，平
均孔徑140±20 μm.

產品型式：
乾燥的膠原基質（Matrix）

左圖為沒有植入視原®(OculusGen®)28天後的對照組結膜，產生的是
青光眼術後常見的病理性組織；右圖為植入視原®(OculusGen®)28天
後的結膜，明顯與左圖不同，是一個沒有結疤且通透性良好的結膜組
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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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Liposome Company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號11樓之1

電話:02-2655-7377

得獎照片

雙效抗癌新藥技術平台
研發創新獎－銀獎

TLCx88是利用「雙效抗癌新藥
技術平台」發展出的新一代喜
樹鹼(camptothecin, CPT)衍生
物抗癌藥。不同於以前由篩選
方法所得的喜樹鹼類抗癌藥物
，TLCx88是由合理化設計而來
的新衍生物，設計的目的是在
提高有效性、降低毒性，並加
上可增加放射線治療的效果，
設計的原理則是在CPT的E環
上做修飾，這是因為CPT的化
學結構中藥物核心為一五環化
合物(如下圖)，在生理條件(pH 

審委評語

公司迄今發展穩健，以創新
性之雙效抗癌技術平台研發
而成之TLCx88，為全世界獨
特的雙效抗癌新藥，喜樹鹼
衍生物，有臨床價值。

台灣微脂體股份有限公司（
TLC）於1997年由洪基隆博士
成立，專注於微脂體藥物傳輸
系統及類新藥之研究，新藥開
發領域主要為治療癌症、眼疾
和感染性疾病的藥物，研發重
點則以專有專利技術出發，進
一步改善癌症等的現有治療。

台灣微脂體的重點技術平台有
(1 )雙效抗癌新藥技術平台
(Synergistic Dual-Function Drug 
Discovery)：
應用於新化療藥物可產生綜效
之專一性與選擇性化學修飾原
理。此項技術結合了放療與化
療的特性，克服藥物在臨床治
療上常出現的抗放療與抗化療
問題。新一代的雙效藥物可以
提高藥物療效並降低毒性。
(2)免疫微脂體導向傳輸技術平
台(Targeted Delivery)：
抗體媒介細胞內化學藥物傳輸
之受體導向免疫微脂體。針對
特定受體的免疫微脂體可有效
結合過度表現受體之癌細胞並
引發吞噬作用，達到標的性細
胞內藥物傳輸。與非標的性的
微脂體相較，將癌細胞做為特
定標的實為一大進展，可增進

= 7)下，CPT同時以E環關閉的
lactone型和E環打開的carbox-
ylate型存在，其中lactone型才
可抑制負責DNA複製的酵素
Topoisomerase I 並殺死癌細胞
，carboxylate型則不但無效且
是毒性的主要來源，因此若能
增加E環在體內的穩定，就可能
增加其有效性及減少毒性。
TLC美國分公司楊立錫 (Li-Xi 
Yang, MD, Ph.D.)博士等人發現
，在喜樹鹼的(20S)-氫氧基部
位以 oxyalkanoic acid 酯化修飾
後，lactone 環的穩定度大幅增
加，毒性和副作用降低，抗腫
瘤活性增高。

小鼠實驗顯示TLCx88的毒性比
市場上現有的CPT抗癌藥物低
， TLCx88的最大忍受劑量
(MTD)是CPT-11和Topotecan
的2到10倍。小鼠腫瘤模式的實
驗結果(下圖)也證實在治療腫瘤
上，TLCx88具有化療與放療的
協同效果。

Synergistic Dual-Function Drug Discovery

化療藥物的療效，並且優於單
株抗體治療和化學治療。
(3)微脂體藥物傳輸載體技術平
台(NanoX®)：
快速完整包覆藥物於新一代微
脂體之專利技術。 NanoX®可
包覆專利已到期的化療藥物以
及新奇化合物，使藥物效能增
高並簡化微脂體藥物製造程序
。包覆的藥物可提供比現有治
療更多且更顯著的優勢，例如
增進療效與耐受性。

TLC研發團隊經多年努力，開
發出台灣第一個微脂體抗癌藥
物—「力得」Lipo-Dox®，授權
台灣東洋製藥製造銷售，適應
症包括卡波西氏瘤、乳癌和復
發性卵巢癌，於2002年3月獲
得健保給付，並榮獲2004年台
北生技獎「技術移轉獎」金獎
，2005年的銷售額達新台幣一
億六千萬元； NanoVNB®為全
球第一個以微脂體包覆vinorel-
bine的抗癌藥物，榮獲2005年
台北生技獎「研發創新獎」金
獎之肯定，日前已通過衛生署
核准進入第二期臨床試驗；
TLC另有多項治療癌症和眼疾
的產品於臨床前試驗階段。

台灣微脂體宗旨為發展微脂體
藥物載體及標定性抗體，提供
全世界病患更安全有效的治療
藥物；藉由發展成熟之微脂體
藥物載體技術，減少台灣新藥
研發經費及時程，提升台灣生
技製藥產業；與台灣臨床醫師
共同合作，專注亞洲人特殊疾
病之藥物開發，以補國際藥廠
研發之不足，嘉惠亞洲病患。
台灣微脂體公司之願景即為建
立一『專注於微脂體藥物技術
開發之國際領先生技製藥公司
』。

為使雙效抗癌新藥技術平台成
功商品化，台灣微脂體採取策
略聯盟方式，結合國內外資源
，包括國內研究及生技製藥服
務機構（生技中心、神隆製藥
、汎球）；國外方面除在美國
設立自有公司外，亦與加州太
平洋醫學中心（CPMC）、
Aptuit、SRI（臨床前動物試驗
方面）、Parexel International
（臨床方面）共同合作，形成
一完整之研發價值鏈，使新一
代抗癌藥物開發達到最大競爭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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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Neupro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380號8樓

電話:02-8780-4955

得獎照片

輕便型生醫檢測器
研發創新獎－銅獎

輕便型生醫檢測器（NPT Sys-
tems™）為芯寶科技最重要的
核心研發產品。此項檢測系統
是採具有快速且操作簡便的電
化學感測技術以進行高靈敏度
及高專一性的免疫分析或核酸
雜合分析。

審委評語

此創新技術結合各項化學感
測卡，並透過PDA，是有效
之檢測系統。此檢測系統有
優越的硬體設計，便捷的數
位化呈現檢查結果。

申請號 性質  國別

92302128 新式樣 中華民國

92115883 發明  中華民國
 

92124317 發明  中華民國

93100751 發明  中華民國

93136253 發明  中華民國

USP6670115B1    美國
(BTT授權專利）

本系統包括三部份：
(1)可攜式電化學感測卡（NeuSensor™）。
(2)系列可用以偵測多種疾病或健康狀態的定

量檢測試劑匣（NeuStrip™）。
(3)適用PDA或PC的量測記錄與資料管理軟體

（NeuCare™）。

芯寶科技的輕便型生醫檢測器
”NPT Systems™”可在快速對病
患的檢體進行分析並儲存所得
到的感測分析資料，最多可儲
存3000組感測分析資料，同時
其設計係採CF或SD快閃記憶延
伸型態支援的插卡設計，可直
接在PDA或PC聯接的讀卡機上
隨插隨用，不僅節省額外感測
使用的電力，也可直接利用便
利的電腦進行資料記錄、存取
與管理，避免無謂的資訊設備

NPT Systems

其他產品的新式樣專利已陸
續撰寫中，感測電路設計布
局與使用者介面等軟體也將
提出著作權的申請，相關商
標的保護也在規劃中。

 獨創利基

1.以微波方式固定蛋白質技術
2.免疫電極與酵素電極感測
技術

3.簡易快速檢驗用微流體技術
4.可攜式電子消費產品開發
技術

5.RFID智慧卡驗證技術
6.資料庫存取管理技術

相關核心技術專利
專利名稱

1.多項次平行快速檢驗盒

2.由微波促進蛋白質陣列
製作之方法及全自動蛋
白質陣列系統

3.生物感測裝置及方法

4.免疫化學檢測裝置 
5.量測肝功能指數之生物
感測裝置及其製造方法

6.Devices and Methods for 
Detecting Analytes  Using 
Electrosensor Having 
Capture Reagent

由於芯寶紮實的微陣列生物晶
片 (m i c roa r rays )及微流體
(microfluidics)技術背景，因此
得以發展出高量篩檢的低成本
蛋白質晶片。並進一步整合活
體外診斷技術及免疫化學的
know-how，將來可掌握多層板
(multi-panel)快速檢驗的商業機
會，用於定點檢測之 (1)急診救
護檢驗、(2)預防醫學和 (3)傳染
病篩檢。NPT Systems最大特
點是結合快速檢驗試劑與電化
學感測電極試片的設計，採用

隨插即用的可攜式記憶卡檢測
介面，在筆記型電腦(NB)或個
人數位助理(PDA)上即可執行
檢驗，操作簡易，僅3分鐘即可
完成檢測。
目前這套專利系統技術平台已
在多項傳染病的抗體、抗原檢
測，細胞素及介白素的類似
ELISA檢測獲致準確性相當高
的驗證，並經部份醫院的自動
化檢驗設備比較測試相關性高
，這種快速、成本低且準確度
佳的技術平台，未來更能進一

支出浪費以及系統的相容整合
問題。檢驗試片匣”NeuStrip™”
則是結合了傳統快速檢驗試紙
與感測電極試片的技術特點，
可使檢體自流入、過濾分離、
結合標示、虹吸側流，以至結
合感測僅需短短2分鐘即可完成
傳統檢驗需1小時以上的工作，
進一步在”NeuSensor™”施加電
壓感測下，產生微電流被偵測
轉換為量度項目的濃度。其操
作過程的簡便性，一般醫護人
員或醫檢人員均可輕易上手，
而測試記錄的管理則在一般人
熟知的電腦系統平台上操作，
因此芯寶的產品不但簡化了傳
統常規生化檢驗的流程，更降
低了檢驗系統購置、操作與維
修的成本。

輕便型生醫檢測器/NPT Systems
可供非技術人員在適當的指導
下，利用該裝置為鄰近的病患
或自我進行偵測，同時也可以
用於醫院的實驗室或醫檢所中
進行一般的檢測。本產品的特
點是可攜帶（隨插隨用）、具
成本效益、可定量偵測、項目
多樣化、靈敏度高、快速且操
作簡便。目前所開發的原型機
產品已證實了商業化的可行性
：只需三步驟，在5分鐘內完成
檢測、檢體用量僅需一滴體液
甚而在25µl以內即可偵測。其製
造成本低，加上已獲驗證多項
分析的結果與傳統ELISA分析結
果的關聯性，在在顯示本產品
可望符合市場需求，具有龐大
商機潛力，未來可應用於多種
檢體如血液、血清、尿液、唾
液及汗液等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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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寶科技

步開放配合其他的生化檢驗應
用。



股份有限公司
PhytoHealth Corporation

地址:台北市復興北路167號5樓

電話:02-2545-3697

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Center

地址:台北縣五股鄉五權路9號7樓

電話:02-6625-1166

得獎照片

中草藥止咳新藥-從藥技中心到產業聯盟
技術移轉獎－金獎

止咳新藥PDC-748產品技術為
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
心(藥技中心)之研發成果，懷
特新藥評估認為值得投入進行
後續人體臨床試驗新藥開發流
程，故結合順天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及原技術單位-藥技中
心成立全國第一個中草藥新藥
研發聯盟進行開發。

止咳新藥PDC-748為自傳統典
籍記載之中草藥萃取出之有效
成分，經過西藥嚴謹的研究過
程開發而成，掌握了中西方科
學之優點，可望突破目前西藥
治療咳嗽苦無有效藥品之瓶頸
，且無現有止咳藥常見之副作
用及成癮性。日前已完成止咳
新藥PDC-748之Phase I/II人體
臨床試驗，初步驗證止咳新藥
PDC-748為安全且無副作用之
止咳新藥，今年將規劃第二期
人體臨床試驗，以更大規模之
嚴謹試驗設計，進一步證實其
對止咳的療效。

止咳新藥PDC-748目前已取得
英國專利，而台灣、美國、德
國、法國、日本專利亦在審查
中，智財保護完整，將有利於
全球佈局。

止咳新藥PDC-748於今年6月
榮獲國內審核新藥上市重要權
責單位-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
心(CDE)評選為今年度重大新
藥物指標型案件，優先接受
CDE輔導團隊之法規諮詢服務
，意義重大。一旦開發成功，
將可進軍全球廣大的止咳藥市
場。

審委評語

由藥技中心技轉止咳中藥予
懷特公司，並由懷特新藥、
順天生技及藥技中心組成研
發聯盟共同開發新藥，為國
內中藥開發之新模式，值得
推薦。

「懷特新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為我國第一家以新藥開發為
主要目標的新藥研發型生物科
技上市(櫃)公司，自87年11月
成立以來，一直本著融合西方
基礎醫學、臨床研究等科學技
術，以及中草藥千年使用經驗
之精神，投入新藥開發。目前
已成功地建立多項新藥開發產
品線，其中｢懷特四寶｣－懷特
血寶PG2、懷特暈寶PCNH、
懷 特 骨 寶 P H 3及 止 咳 新 藥
PDC-748，為公司目前開發之
主力新藥。近年來，公司除了
全力投入研發，將產品開發到
臨床試驗階段，創造產品之附
加價值外，亦積極開拓及建立
國際上之合作伙伴，並成功技
術授權予歐洲、北美等海外地
區，藉由彼此分工合作將產品
在全球同步開發，創造雙贏的
局面。

New Botanical Antitussive Drug-from PDC to an Industrial Alliance

未來發展目標與願景

藉由研究開發之過程，加強建
立新藥開發之核心技術，隨著
新藥臨床試驗之進展，建立「
亞太跨國多中心人體臨床試驗
機制」，並以此模式將新藥產
品推向全球市場，使懷特新藥
成為台灣新藥開發之重要基地
。透過研發能量不斷的投入及
持續引進新藥開發計畫，提升
我國新藥開發和臨床研究之水
平，加速製藥和生技產業國際
化，並以增進人類健康福祉為
最崇高目標。

合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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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MEDIGEn BIOTECHNOLOGY CORP.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號14樓A室

電話:02-2653-5200

長春藤生命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IVY LIFE SCIENCES CO., LTD.

地址: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一段611號5
樓之3

電話:02-8200-0203

得獎照片

免疫殺手細胞抗癌療法
技術移轉獎－銀獎

基亞公司所研發之「免疫殺手
細胞（IKC，Immune Killer 
Cells）抗癌療法」是在體外大
量培養並活化患者自己的免疫
殺手細胞，再將其注射回患者
體內以達到殺死癌細胞的效果
。人體的免疫系統是高度精密
、複雜的系統。在與疾病的抗
爭過程中，人類慢慢領悟到健

審委評語

免疫殺手細胞抗癌療法，技
術是基亞公司首創，具有創
新性及國際競爭性，已成功
移轉給長春藤公司，而且完
成GLP實驗室建置，phase I
臨床試驗進行中，將來的國
際市場潛力頗大，國際競爭
力強。

基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基亞生技）在前經濟
部尹次長的推動與促成下，於
1999年正式在台北市成立，是
一個致力於新穎抗癌藥物與技
術之研究、發展和商品化的生
物科技公司。基亞生技的核心
技術為免疫腫瘤學、分子生物
學與臨床試驗，截至2006年9
月，擁有兩個生技平台，分別
是「抗癌科技技術平台」和「
核酸檢測技術平台」。此次榮
獲台北市生技獎-「技術轉移獎
」的「免疫殺手細胞抗癌科技
」，正是由「抗癌科技技術平
台」所衍生出來的技術。該平
台除前項技術的產出與成功授
權外，目前仍有「PI-88抗肝癌
新藥開發」的專案積極執行中
。PI-88是一種具完整全球專利
保護的寡醣類抗血管增生劑，
由澳洲Progen公司與基亞生技
透過策略聯盟合作模式，共同
開發符合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
局 (FDA)規範的臨床應用。
PI-88在國內六大醫學中心所執
行的「抗肝癌第二期臨床試驗
」即將在本年底完成，並於明
年初進入FDA第三期臨床試驗
，為全球發展抗肝癌新藥的領
導者之一。除了新藥開發的領

全的免疫力才是健康的基礎。
免疫力低落不僅是人類發生許
多病變的原因之一，在腫瘤病
患的致病過程中，更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因此，如何「提昇
免疫力」，以培養抵抗力、預
防腫瘤、加速腫瘤的痊癒與減
低復發或轉移的機率，遂成為
腫瘤臨床醫學與基礎研究上的
重要課題之一。

Immune Killer Cell Therapies 

域，基亞生技的「核酸檢測技
術平台」業已成功發展出檢驗
人類組織淋巴抗原性(HLA)的核
酸檢測技術與產品，目前更朝
向「操作自動化」、「分析精
確化」與「判讀電腦化」的目
標邁進，預定在今年底或明年
初推出令市場刮目相看的新世
代產品，以嘉惠器官移植與骨
髓捐贈的病患。

基亞生技的公司願景是~Inno-
vations for Better Life~。就是
這份以蒼生為念的情懷與使命
感，全體同仁莫不全力以赴，
期待透過本公司經年累積的生
技研發能量，轉化為實際的醫
療成果，來減輕病痛、增加療
效或增進健康，讓生命更美好
。本公司初期鎖定的目標是國
內癌症死亡排行榜首位的「肝
癌」的治療藥物與抗癌技術的
開發。目前研發中的「PI-88抗
肝癌新藥開發」與成功授權的
「免疫殺手細胞抗癌科技」兩
者具有加成性效果，可望在不
久的將來能成功上市，以全面
嘉惠全球肝癌的患者，讓他（
她）們免於死亡的恐懼，重獲
健康的身體。

基亞生技除現有的研發項目之
外，也與國內、外重要研究機
構或產業保持密切的聯繫，以
有限的資源，透過國際策略合
作，引進具專利智財保障的「
癌症」或「慢性病」治療標的
或新技術，並充分利用公司現
有的核心能力與技術平台，加
速產品與技術的開發。基亞生
技的一貫目標是發揮台灣在醫
療能力與疾病特色的「差異性
優勢」，為公司股東創造價值
與利潤，為國家生技產業營造
能量與效益，更為飽受病痛的
癌症患者帶來生命的尊嚴與新
希望。在全球生技競逐的艱困
環境中，我們也深切期待本公
司在正確的策略引導下，獲得
政府的全力支持與協助，並在
社會大眾的期許與祝福中，成
長為亞洲首屈一指的生技公司
。

抽取20ml病患血液

BRM
(Biological Response Modifier)

重新回輸入病患

BRM-可活化殺手細胞
淋巴激素活化殺手細胞
細胞殺傷性T淋巴球

X1000

殲滅癌細胞
提高病患生活品質

基亞公司之技術突破了數量上
之限制，可在一定時間內增殖
足夠數量且具備高抗癌活力之
殺手細胞，非常有機會能夠發
展成為抗癌療法。此一技術已
成功技轉長春藤生命科學公司
，並獲得台灣衛生署核准進行
第一階段之人體臨床試驗，並
預定在今年完成；第二期臨床

試驗將可望在明年初進行。試
驗進行的方式為自癌症患者抽
出之20ml血液，在體外培養一
段期間後，增加免疫殺手細胞
之數量及百分比，再以靜脈滴
注的方式打回病人體內，以期
能有效地治療癌症並改善病人
的生活品質。

合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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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atitis Research Center 
of National Taiwan Univ. Hospital

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7號

電話:02-2312-3456

B型肝炎即時定量與定基因型產學合作計畫
產學合作獎－金獎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全
世界超過20億人口曾經感染B
型肝炎病毒，其中約10%患者
會轉變為慢性肝炎。由於慢性
肝炎並無任何表面癥狀，但有
極高的機率演變為肝癌，故此
類慢性肝炎患者需要長期監控
以避免復發。目前臨床上用以
監控慢性肝炎的方法為偵測B
型肝炎病毒e-Ag之酵素免疫分
析法，此方法靈敏度低 (約為
5x104 IU/ml)且結果不易判讀，
常造成醫師誤判而延誤醫治時
機。

審委評語

由產學合作具體有成，依基
礎、臨床、技術開發、量產
、認證及市場開發，俱已完
成合作之目標。

緣起於民國七十六年根據統計
發現台灣地區國人到四十歲時
，已約有百分之九十曾受到B
型肝炎病毒之感染，而三十九
歲以下的人中更有百分之十八
至十九，四十歲以上的人中有
百分之十二發生『慢性B型肝
炎帶原的狀態』，而發生B型
肝炎病毒的慢性感染初步估計
約三百萬人，有些人相對的較
容易發生慢性肝炎，結果導致
肝硬化，再引起肝細胞癌(即為
肝癌)，在當時每年死於這二種
肝病者至少達六、七千人，各
在我國十大死因中佔重要的地
位。因此行政院於七十年八月
核定『加強B型肝炎防治計劃
』，包括新生兒全面預防注射
。

臺大醫院肝炎研究中心為提高
國人慢性肝炎之治療品質與診
斷正確性，發展肝炎病毒即時
定量與定基因型檢測技術。於
民國92年，肝炎研究中心研發
完成B型肝炎病毒即時定量與
定基因型技術，技術轉移普生
公司進行商品化試劑研發。至
今已完成B型肝炎病毒即時定
量與定基因型檢驗試劑與B型
肝炎病毒即時定量檢驗試劑。
技術轉移過程中，臺大醫院肝
炎研究中心除給予技術支援外
，並協助普生公司進行雛形產
品性能測試與量產產品之臨床
效能評估。

目前，普生公司之B型肝炎病
毒即時定量檢驗試劑生產線已
於今年中通過衛生署體外診斷
試劑優良製造規範查核，正式
進入GMP量產。此產品應用於
臨床B型肝炎病毒的檢測上，
可在單一血液樣本中檢測B型
肝炎病毒的有無以及數量，偵
測靈敏度達到6 x 102 IU/ml，
約為傳統e-Ag酵素免疫分析法
的100倍。此產品之問市將可
大幅簡化檢測過程，降低人力
物力之消耗，提高B型肝炎偵
測靈敏度，使醫師能正確掌握
治療時機，大幅提昇醫療資源
之使用效率。預估可增加普生
公 司 年 營 業 額 新 台 幣
30,000,000元以上。

臺大醫學院附設醫院於民國七
十六年十月一日依據行政院所
核定『加強B型肝炎防治第二期
計劃』指示，成立肝炎研究中
心。
肝炎研究中心依所賦之職掌，
秉承優良傳統，發展前瞻研究
，以肝炎及肝癌的致病機轉為
重點，發展肝炎、肝癌的預防
及治療，以達降低國人的感染
、罹病及死亡率為目標。

在執行策略上，肝炎研究中心
分別於基礎科學上著重於肝癌
之致病機轉與分子病毒學之研
究；在臨床醫學研究上則著重
肝炎之免疫反應與疫苗預防之
探討；在生物技術上則著重於
肝炎病毒核酸增幅檢驗技術之
研發。
未來願景期盼能延續優良傳統
為世界級之研究中心，持續發
展尖端生物技術，增進肝炎與
肝癌之預防與治療。

普生股份有限公司
General Biologicals Corp.

地址:新竹縣寶山鄉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創新一路6號

電話:03-577-9221

合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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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Simpson Biotech Co., Ltd.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玉成街140巷6號1樓

電話:02-2782-6338

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地址: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01號 
生命科學系

電話:03-571-5131#42767

得獎照片

糖化酵素基因及其所含澱粉吸附基因(AFP)
於發酵生產及純化重組蛋白之應用

產學合作獎－銀獎

目前蛋白質生產工業多以傳統
純化方式包括萃取、濃縮、液
相管柱層析等技術回收產物，
其中萃取及濃縮需耗費大量溶
劑及能源，液相管柱層析步驟
則需精密的操作及較高的時間
與人力成本。一般實驗室中常
用的吸附型蛋白質純化系統如
6xHis-Tag等雖然方便，但是其
吸附基質非常昂貴，不易進行
量化生產。善笙生技已發展出
可量產重組蛋白之Pichia酵母
菌發酵製程及相關醱酵槽設備
，因此連續七年與清華大學生
命科學系進行產學合作，並由
最初之糖化酵素生產菌之研究
，衍生發現強力澱粉吸附基因
AFP (Affinity fusion protein)及
促 進 蛋 白 質 胞 外 分 泌 因 子
(SEC4)，分別可應用於重組蛋
白之純化及提高酵母菌之蛋白
質分泌量。

研究顯示吸附因子AFP與廉價
之澱粉吸附基質具有強而專一
之結合力，其吸附能力較已知
類似AFP之吸附強度高約2倍，
吸附量高達40倍，目前正申請
美國及全球(PCT)專利中。利用
此特性將目標蛋白質銜接至
AFP片段，在醱酵生產後於醱
酵液中加入廉價之吸附基質，
即能以單一步驟迅速吸附回收
目標蛋白質，大幅簡化蛋白質
純化流程以降低回收成本。由
於吸附基質為食品級安全原料
，因此標的產品為飼料、食品
、農業用蛋白質時，可直接將
目標蛋白質連同吸附基質直接
乾燥使用。本系統操作簡易且
生產回收流程容易達到工業化
規模，非常適合產量大、成本
考量高的工業酵素產品使用。
此一量產級快速回收高純度蛋

審委評語

由AFP之澱粉結合能力具有
蛋白質純化創新功效，產學
合作效果具創新性及競爭性
。

公司理念

善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
立於1998年12月，為國內著名
之釀造食品業巨擘「工研酢」
集團前輩許澄清先生創導成立
。許先生有鑑於國內之食、療
品質良窳不齊、國人對於飲食
衛生及環境品質日漸重視、要
求不斷提昇，乃投資成立「善
笙生物科技公司」。公司之名
乃出自「善由心生、以生萬物
」的信念，「笙」字具「竹」
之部首乃取竹之有「節」也，
即有所為，有所不為，堅持以
「善念」為原則。本公司成立
的宗旨為利用現代的生物科技
生產“對人類健康、環境永續經
營有幫助的產品”。

公司簡介

善笙生物科技公司因應世界生
物科技之發展與保健趨勢的潮
流，除累積豐富的醱酵生產經
驗等既有基礎，積極結合各項
生技相關人才，並於2000年在
林口工業區設立生產工廠，添
購大型特殊醱酵槽及相關設備
，以厚植生技產品研發與生產

白質的系統為國內首創，搭配
已選殖出的高分泌型之酵母菌
已發展成醱酵放大之載台，可
節省龐大的生產成本支出以提
高產品的競爭力，有助國內生
技醱酵產業發展。為評估高效
能吸附型蛋白質表現純化平台
之可行性，目前本公司已將
AFP純化系統應用於飼料用酵
素植酸酶之生產，可成功生產
且吸附重組AFP植酸酶，並計
畫於一年後正式將AFP植酸酶
商品化販售。目前己知本新穎
的系統為全球第一套以澱粉為
吸附基質能成功量產重組蛋白
之表現及純化平台，並已申請
專利保護，因此將具有獨佔性
關鍵技術平台的優勢，未來之
應用相當廣泛。

上述基礎科學的新發現均在清
華大學生命科學系完成實驗室
規模的生產流程及結構生物資
訊分析，搭配善笙生技自有技
術開發之酵母菌蛋白質量產平
臺，構建成第一套新穎的「高
效率吸附型蛋白質表現及純化
平台技術」。目前重組蛋白之

生產技術中，開發低成本之量
產平臺為生產工業用酵素、蛋
白質藥物、單株抗體之最關鍵
性瓶頸，國際大廠莫不視為核
心中的核心。本產學合作除提
供委託研究計畫及15%的管理
費給清華大學，亦積極促進彼
此對於生技產業界需求的瞭解
。善笙生技獲得重要之關鍵技
術及專利，且於合作期間網羅
清大生命科學系四名研究所畢
業生(含2位國防役之博士)先後
加入公司的研發團隊。清大生
命科學系及張大慈教授與善笙
生技由於長年合作的研發成果
豐碩，將持續推動多項產學合
作計劃，雙方合作無間！未來
善笙將引進世界級大廠交互授
權以擴大蛋白表現平台之應用
，並鎖定後端量產部份共同發
展Tag-Free技術，以期進入藥
物蛋白之領域。

的經驗。本公司與各著名研究
機構如中央研究院、生物技術
開發中心、台灣大學、清華大
學、成功大學、中興大學等合
作開發，共同發展生物科技產
業領域研究及應用。目前重點
研發項目包括：利用基因工程
結合醱酵放大技術開發食品，
及農業特用酵素與蛋白質量產
及純化平台建立。善笙生技承
襲工研酢集團多年之傳統醱酵
經驗，利用深層液態醱酵技術
生產包括樟芝、冬蟲夏草及巴
西蘑菇等食藥用菇菌類菌絲體
，亦積極開發與純化其有效之
成份以應用於醫藥用途原料。

核心技術與研發成果

成熟之蛋白質生產純化平台：
AFP純化技術、SEC4高泌株以
及Pichia醱酵量產技術。
具保健功能之食藥用菇菌類之
菌種篩選與醱酵量產。
自中研院等合作單位轉移9個研
發技術。4項全球專利申請其中
1項已獲德國與美國專利，9篇
美國SCI學術期刊發表、3篇研

究論文稿送審中。

未來發展目標與願景

善笙生技擁有實力堅強的本土
、跨國研發團隊，將不斷的以
創新的技術研發推出安全、優
良的產品，並保持每年平均推
動二項主要創新商品或原料上
市。期望於2007年成為國內前
三大之農業用飼料酵素供應商
，並提供國內外合作夥伴成熟
之生技醱酵產業代工服務，以
提升台灣生技產業的競爭力。
同時也成為國內最具研發與創
新能力的食用及藥用醱酵菇菌
類菌絲體原料供應商。未來朝
成為全球化之大型綜合醫藥、
保健原料生產及農、工業特用
酵素等生產供應與銷售公司為
努力方向。

合作單位

善笙生物科技



2006台北生技獎審查作業規範

ㄧ、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辦理「臺北市獎勵
生技產業計畫－2006臺北
生技獎」，由本府建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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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獎分為技術商品化獎、
研發創新獎、技術移轉獎
及產學合作獎四大獎項，
獎金總額合計新臺幣五百
萬元，並另頒發獎盃、獎
狀予以公開表揚。

 各獎項獎金分配如下：                                               
（一）技術商品化獎：

共三名，設金獎一名，獎
金八十萬元；銀獎ㄧ名，
獎金四十萬元；銅獎一名
，獎金二十萬元。

（二）研發創新獎：
共三名，設金獎一名，獎
金八十萬元；銀獎一名，
獎金四十萬元；銅獎一名
，獎金二十萬元。 

（三）技術移轉獎：
共二名，設金獎ㄧ名，獎
金八十萬元；銀獎ㄧ名，
獎金四十萬元。

（四）產學合作獎：
共二名，設金獎ㄧ名，獎
金六十萬元；銀獎ㄧ名，
獎金四十萬元。

雙方共同具名參與技術移轉獎
及產學合作獎之得獎者，獎金
部份以登記於臺北市之參賽單
位為受獎對象。

前項之兩造單位均登記於臺北
市時，獎金平均分配。

三、本獎各獎項參賽資格如下
：
（一）技術商品化獎：

凡登記於臺北市內之生物
科技公司以其技術商品化
標的申請參賽。

（二）研發創新獎：
凡登記於臺北市內之生物
科技公司以其研發創新標
的申請參賽。

（三）技術移轉獎：
凡登記於臺北市內之生物
科技公司及公民營機構以
其技術移轉（含轉入及轉
出）標的申請參賽。

本獎項參賽之生物科技公
司及公民營機構得邀請其
技術移轉之國內外單位共
同具名參賽。

（四）產學合作獎：           
凡登記於臺北市內之大專
院校、研究機構及生物科
技公司以其產學合作之標
的申請參賽。

本獎項參賽之大專院校、
研究機構及生物科技公司
得邀請其產學合作之國內
外單位共同具名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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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曾獲臺北生技
獎之單位不得以原得獎標的再
次參加同一獎項。

參賽資格中所稱生物科技公司
係指在臺北市依公司法設立並
完成營利事業登記且符合下列
條件之公司：
1.應用生物技術為核心能力。

2.從事研發、製造或銷售之公
司。

3.該公司最近三年或開始營業
未達三年之研發費用佔總營
業收入淨額之平均值達百分
之三者。但在國內從事相關
研究具研究成果，提出申請
之上一年研發經費佔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十以上，且專職
大專學歷以上研發人員至少
五人以上者，得不受上述比
例之限制。

參賽資格中所稱公民營機構係
指臺北市內各級政府所屬研究
機構、公私立大學、非營利之
法人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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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為辦理本獎獎項之審
查，分別組成技術商品化獎、
研發創新獎、技術移轉獎及產
學合作獎四類審查委員會。各
委員會由執行單位依技術專業
、財務暨營運及智慧財產權三
領域擬定建議名單，各領域專
家學者至少一名，報請本府核
定。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由
各審查委員會委員互推。

前項各審查委員會設委員七名
，委員資格條件如下： 
（一）技術專業專家：

凡具與申請案技術領域相
關學術專長或相關產業實
務經驗之專家者，得遴聘
為技術專業審查委員。 

（二）財務暨營運專家： 
1.具財務暨營運專長之專
家學者。 
2.具公司營運或實際育成
經驗者。 

（三）智慧財產權專家 ：
1.實際從事專利實務六年
以上經驗，且具相關訴願
案、專利侵權案或專利侵
害鑑定達五件以上者。 
2.實際具有五年營業秘密
相關訴訟經驗而具執業資
格者或企業營業秘密相關
主管達五年者。 
3.實際具備業界一年以上
專職經驗且具智慧財產專
長並有教授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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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審查前說明會： 

邀集各審查委員與會，由
執行單位就各獎項之評審
機制及審查基準加以說明
。

（二）初審：
執行單位將申請案件之書
面資料寄給各審查委員，
審查委員就申請案件進行
書面審查。 

（三）複審：
由各審查委員會召集人召
集審查委員召開委員會議
，就通過初審之參賽案件
之書面資料及簡報內容進
行複審。 

（四）綜合審查會議：
由執行單位邀請各審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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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本獎審查程序如下：
（一）申請文件資格審查： 

由執行單位初步檢查申請
參賽案件之資料是否齊全
。若有缺漏，參賽單位應
依通知於七日內補齊或修
正相關申請資料(補件完成
始正式收件)。資格審查確
定申請文件齊備無誤後，
始得進入審查程序。

（二）初審：
參賽資料經資格審查確定
申請文件齊備無誤後，一
律寄送各獎項審查委員。
初審方式係由各獎項審查
委員會委員，就申請案進
行書面審查並排序，後由
執行單位彙整各委員之評
比結果，以序位加總進行
排序後，依優序擇各獎項
得獎數三倍率參賽件數進
入複審。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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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各獎項審查項目
及權重加以評審給分後，
依分數高低決定各獎項得
獎排名，若遇有積分相同
者，以該參賽獎項權重高
者得分高低決定。

（四）綜合審查會議： 
由執行單位邀集各審查委
員會委員與會，就複審審

查結果進行最後審核，並
審定各獎項得獎名單。
參賽案件若均未達進入複
審標準或進入複審件數不
足時，該獎項得以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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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核
予獎金。
各獎項得獎名單由執行單
位彙整後呈報本府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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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評審項目及權重（%）：

（一）技術商品化獎

% 說
領

參

量

力

參 行 行 略

行 路 ( 路) 力

理 力

參 金 力

利 力

力

力

參

（二）研發創新獎

% 說
領

參

行

力

參 力 力 略

度 立

益

參

略

參 行

略

參 略

參 金 力

利 力

力

力

參 利

（三）技術移轉獎

（四）產學合作獎

% 說
領

參

行

力

參 益

益

參 力

理 力

參 金 力

利 力

力

力

參 利

% 說
領

行

參

參

參

力

落

益

參 利

九、審查委員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應即向執行單位提出迴避
審查該相關案件之申請： 
（一）申請案之申請人或經營

團隊成員為審查委員之配
偶、前配偶或未婚配偶。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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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審查委員現為或曾為該

申請案核心技術專利之異
議人或舉發人。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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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等而與申請案核心技術
之產生直接相關者。 

前項之迴避申請，由執行單位
呈報本府。 
審查委員有前述應迴避情事者
，該審查委員應退出審查委員

會，其空缺由本府原擬定審查
委員會建議名單中擇一替補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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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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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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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專業類
田蔚城 財團法人製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顧問
何小台 台灣玉山科技協會副祕書長

吳金洌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

吳榮燦 國立陽明大學新藥研究中心教授兼主任

林山陽 台北榮民總醫院研究員 教授 

林建煌 臺北醫學大學研究發展處研發長

翁仲男 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所長

梁春金 國家衛生研究院院內業務處代理處長

梁啟銘 國家衛生研究院主任秘書
許重義 臺北醫學大學校長

陳慶三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

楊平政 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副所長

楊健明 台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鄧哲明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教授

       生技製藥國家型計畫總主持人

薛香川 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科技經濟組召集人

魏耀揮 國立陽明大學教授兼教務長

財務暨營運審查
李世仁 浩理生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李俊德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財務融通組組長

沈志隆 誠信創投集團生技事業群總經理

張鴻仁 上智生技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賴杉桂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處長

顏錫銘 國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教授

智慧財產權審查
方環玉 理律法律事務所專利暨科技資深顧問

吳嘉生 國立臺北大學財經法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李　旦 世界專利商標事務所所長專利代理人

林鴻六 亞太智財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總裁

張仁平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三組第五科科長

葛介正 基律科技智財有限公司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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