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台北生技獎
2

活動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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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

據「臺北市發展生物科技產業推動計畫」七大

推動策略之一 -「建置輔導獎勵措施」以及短
期推動重點方案中「著重獎勵與誘導」之概念

內涵，辦理「臺北市獎勵生技產業計畫 -2009
台北生技獎」，針對本市生物科技廠商之研發

創新及技術商品化表現優異者給予獎勵，期能

促進市內優良生物科技廠商研發能力提升與知

識領域整合，並加速技術實業化以及營運能力

國際化之步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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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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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整

體活動宣傳自 98 年 6 月正式啟動，同時配合
國內生技產業專業會議「生物醫學育成策略聯

盟辦理之『醫學美容論壇』」、「2009 臺北
市生技產業交流計畫 -『國內生技產業面對金
融風暴之因應措施』特別講座」、「生技製藥

類研發成果聯合廠商說明會」、「2009 臺北
市生技產業交流計畫 -『生技企業智慧財產管
理實務』特別講座」、「生技創業菁英養成

學苑論壇 -『美國專利制度及相關法律』」，
辦理共六場參賽說明會，並於 98 年度臺灣生
技月活動「臺北生技館」設置攤位進行生技

獎宣導與說明；除此之外，在臺北市各生醫

相關研發機構設置廣宣看板，並建構 2009 台

活
動
集
錦

98.5.22  醫學美容論壇

98.6.16  生技製藥類研發成果聯合廠商說明會

98.6.9 「國內生技產業面對金融風暴之因應措施」
           特別講座 

98.6.17  生技製藥類研發成果聯合廠商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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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生技獎主題網站 (http://www.
biodriven.org.tw)，提供相關訊息
及報名資料。

「
2009 台北生技獎」由臺北市
政府審定審查作業規範，並

據以遴選產官學研界技術專業、

財務營運暨智慧財產權類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委員會，依據

審查作業規範訂定之審查機制進行各項審查工作。2009 台
北生技獎報名期間自 6 月 8 日至 7 月 6 日截止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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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等廣宣活動。4 大獎項共計受理 44 件標的案件，經執行
單位資格審查，審查委員會嚴謹之初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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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9 台北生技獎頒獎典禮暨成果發表會」於 9 月 15
日上午 10:30 假國泰金融會議廳 A 廳辦理，典禮由無

雙樂團帶來精彩表演揭開序幕，開幕式由臺北市郝市長龍

斌、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賴處長杉桂、生技中心汪執行長嘉林、

98.6.9 『美國專利制度及相關法律』特別講座 

國泰金融會議廳 A廳 無雙樂團



2009台北生技獎
6

活
動
集
錦

臺北市產業發展局林副局長萬發等貴賓致

詞，並由郝市長親自頒發獎盃及總獎金新

臺幣 540 萬元予得獎廠商暨學研單位，整
個頒獎典禮活動，於活潑歡樂氣氛及廠商

歡慶收穫喜悅心情下完成，共計 170 餘人
參加。

1.臺北市政府郝市長龍斌
2.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林副局長萬發
2.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賴處長衫桂
3.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汪嘉林執行長
4.中國醫藥大學許總執行長重義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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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
獎典禮日下午由各獎項金、銀、銅獎得主進行得獎標

的之成果經驗分享，論壇開始邀請中央研究院公共事

務組梁啟銘主任針對「如何透過產學合作加速研發創新」

專題進行演講，並主持研發創新獎及產學合作獎得獎廠商

成功經驗分享座談會；後由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江炯聰

教授針對「生技產業商品化的成功模式」進行演講，並主

持技術商品化獎及技術移轉獎得獎廠商成功經驗分享座談

會。藉由成果發表及專題論壇之舉辦，提供業界與專家對

談，創造產官學研界經驗分享及意見交流之機會，使與會

之政府機關人員、產業先進及學術界專家，創造經驗分享

及意見交流機會。

右上：
中央研究院公

共事務組

梁啟銘主任

左下：
國立臺灣大學
管理學院
江炯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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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當日並辦理得獎廠商成果展，以海

報及實物模型方式展出 10 家得獎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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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人員於展示攤位處就其公司、得獎標的

特色、得獎標的產品、技術內容等，做動

態介紹、經驗分享與交流，使與會來賓藉

此對於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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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活
動
集
錦

得獎廠商商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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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市長參觀得獎企業展示攤位

當日活動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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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Formosa Laboratories, Inc.

桃園縣蘆竹鄉坑口村和平街 36-1號

03-3240895#190

得獎標的：Paricalcitol原料藥商業化 
台耀化學於 1995 年 12 月由

程正禹博士創立，1997 年 3 月完
成籌備工作並正式營業。初期業

務接受廠商的委託，開發特定產

品之製程及提供原料藥不純物鑑

定與合成之技術服務。1998 年逐
漸轉型往製造業發展，進行原料

藥之生產。2000 年取得 ISO 認
證，2002 年通過衛生署 GMP 查
廠，2004、2009 年原料藥通過美
國 FDA 查廠，2005 年紫外線吸收劑通過美國 FDA 查廠，
2007 年通過德國 BSG 查廠，2008 年 3 月通過日本 PMDA
查廠。目前已有四項由台耀供應原料藥的製劑在美國上市，

在美註冊 DMF 達 21 項，歐洲 DMF 註冊超過 20 個國家，
同時有 13 項經衛生署 GMP 認證的產品。

得獎感言：

本次得獎標的為 Paricalcitol， Paricalcitol 原開發廠為亞培
藥 (Abbott)，製劑名稱為 ZemplarTM，其劑型有口服軟膠囊與
注射針劑。ZemplarTM 主要為治療因腎尿毒病所引起之副甲狀
線亢激異常。台耀 Paricalcitol 目前共提出 4 項專利的申請，其
中 2 項已取得美國專利。

依據 2008 年 IMS America Data 銷售總額為 6.7 億美金，

金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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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規模以 25% 年成長率持續成
長。台耀 Paricalcitol，主要市場
為歐美國家，目前數家跨國式學名

藥廠，已用本公司產品進行註冊。

因此本產品銷售業績在今年大幅成

長，該產品今年的營業額，已超越

去年營業額，預估至年底應可達到

計劃預期目標，預計約有美金 250
萬元的營業額，預計到 2011 年更
可上看美金 470 萬元。

我們以實力堅強的研發團隊、創新的技術推出優良的產品，對內期能提供

台灣藥廠更多元化選擇，對外更積極拓展版圖，不斷的以創新的技術研發推出

品優良的產品，並期許每年平均有二項新產品，讓台耀的研發能力獲得肯定，

也期待讓台灣的藥業能享譽國際。非常榮幸能獲得 2009 年台北生技獎技術商
品化獎項金牌，同時感謝臺北市政府為生技產業提供優良的環境與平台 , 讓優
良的生技公司獲得肯定，也期待臺灣的生技產業在不久的將來得以開花結果、

揚名世界。

‧委員評語：

公司擁有重要製程
專利與原料低成本
優勢，產品品質獲
得國際大藥廠的認
同及合作，行銷策
略相當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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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Far East Bio-Tec Co., Ltd

臺北市南港區園區街 3號 13樓 A室

02-2655-8198

得獎標的：遠東生技系列產品全球行銷模式

遠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開發微藻綠色資源，發展全

方位有益人類健康福祉之生物科技產業。所設立之研究中心，

致力於研究發展與微藻相關高附加價值產品。歷年來由微藻

核心技術所衍生的三大產品系列及品牌商標包括：

Febico 基礎保養及機能性產品系列 (Nutraceutical): 在
技術、行銷、營收，都是公司的重要基礎

Flogen® 生醫產品系列 (BioMedical)：已有販售給歐美
知名生技廠商數年的經驗，是正式跨入全球生醫發展的重要

媒介；凍乾及活化之 Phycobiliprotein 更是全球唯一新型式
產品，深受客戶喜愛並對公司研發能力表達肯定。

Apogen®/Apomivir 健康防護牆及新藥開發系列 (Nutra 
microbiocide / New Drug Development)：經完整的細胞
動物實驗及智財佈局所開發無任何副作用抗廣譜病毒種類的

產品；先以健康防護食品進入銷售以了解市場狀況，往新藥

開發進行。

得獎感言 :
遠東生技自 1980 年由公寓廚房開始，歷經 10 年餐風宿

雨的歲月如今已將生物科技產業的精華實現商品化並行銷至

世界各地。今日能得到台北生技獎的肯定，除了感謝各產官

學研單位的輔導及合作；如國科會、經濟部、生技中心、臺

灣、長庚及清華大學，工研院等，更感謝遠東生技全體員工

10 多年來為公司的成長目標共盡心力，特此一併感謝。遠東

銀 獎



2009台北生技獎
13

生技在未來三年全球行銷會以更快的速度落實 Glocal 的品牌策略，讓臺
灣的微藻生技產業在世界發光。

 

‧委員評語：

公司研發與經營團
隊傑出，遠東系列
產品有獨特行銷策
略，具市場成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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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Purzer Pharmaceutical Co. Ltd.

臺北市光復南路 1號 12樓之 2

03-4839641

得獎標的：生骨替代物二代 
瑞安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為 cGMP 廠、醫療器材 GMP

廠及 ISO 9001 合格認證的藥廠，資本額三億四仟九佰餘萬
元，公司成立於 1988 年，經營的策略是設廠的初期以行銷
的 Know-How 選擇性地進入高度競爭的學名藥市場，並憑著
品質保證及研發的優勢進一步擴展並整合市場。未來，瑞安

將持續朝著研發新技術及劑型的改良，為人類的健康持續努

力。 
「生骨替代物二代」是一個主成分為 60 ﹪氫氧基磷灰石

與 40 ﹪三鈣磷酸鹽的多孔隙陶瓷材料。為目前生醫材料中
相當具代表性的骨科生醫材料，有相當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適當比例的三鈣磷酸鹽可加速材料的降解，並使新生骨最後

能完全取代材料位置。材料並具備有天然的多孔隙結構，根

據量測其孔隙率可達 70 ﹪以上，且孔洞與孔洞間為互相連
通的孔洞，材料的平均孔徑大小約在 500m 左右，其結構具
有骨引導作用 (osteoconduction)，可引導周圍的骨組織，
長入材料之中。因此可彌補自體骨取骨量不足與代替異體移

植骨。

得獎感言 :
瑞安大藥廠成立以來，一直秉持＂追求卓越、服務人群＂ 

的信念，致力醫藥科技的研發。因公司研發人力不足，所以

積極地與學術單位合作，引進新技術並進行技術商品化。本

次參賽產品 - 生骨替代物二代即為本公司技轉自臺大醫工所

銅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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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品，產品上市銷售至今，已為公司帶來相當獲利，且對於需要的患

者，亦可以國產品物美價廉的費用獲得有效的治療。日後，瑞安將繼續

以此模式，開發出更多的新產品，希望對人們的健康有更多的貢獻。

‧委員評語：

公司已具相當規模，
善於透過產學合作
將技術商品化，具
優勢行銷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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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微脂體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Liposome Company, Ltd.

臺北市南港區園區街 3號 11樓之 1

02-26955-7377

得獎標的：Lipotecan®

台灣微脂體股份有限公司（TLC）為一專注於藥物傳輸
系統研究與新藥開發的生技製藥公司。TLC 以臺灣與美國共
同進行藥物研發的模式，突破藥物傳輸系統的配方和量產技

術，達到提升藥物療效、降低毒性以及增加藥物用途的效果，

並進而延長藥品的專利和產品生命週期。

TLC 研發團隊經多努力，成功開發出微脂體抗癌藥物
Lipo-Dox®，授權臺灣東洋製造銷售，適應症包括卡波西氏

瘤、乳癌和復發性卵巢癌，於 2002 年獲臺灣健保給付。
此外，TLC 運用脂質載體技術所研發出的前列腺素藥物
ProFlow® (普絡易 ®)於 2009年 7月在日本提出 ANDA申請，
核准後 ProFlow® 將成為臺灣第一例由國人自行研發製造並

以自有品牌打入日本醫藥市場的藥物。

台灣微脂體除了善於運用藥物傳輸系統來改良藥效外，

在新藥開發方面亦有相當卓越的成就。TLC 所研發的雙效
抗癌新藥 Lipotecan® 於 2008 年 6 月通過美國 FDA 認證
通過 IND 申請，成為臺灣第一例達到此里程碑的抗癌藥。
Lipotecan® 目前正於美國多所知名的醫療院所 (Harvard 
Med ica l  Cen te r,  A lbe r t  E ins te in  Med ica l  Cen te r 與
Medical College of Georgia) 與臺灣的臺灣大學附設醫院
進行第一期臨床試驗。

得獎感言 :
感謝臺北市政府對於台灣微脂體的肯定，讓我們今年得

金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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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再度獲得「台北生技獎」金獎的殊榮。身為臺灣生技業界的一員，台灣

微脂體衷心感謝各界的支持、鼓勵與指教，讓我們能一直秉持著不斷創

新的精神，以改善病人的醫療品質為宗旨，藉由新藥與專利學名藥的研

究與開發，持續傳遞「Delivering Hope for Life」的信念，為臺灣生技
業在世界舞台上的發展貢獻一己之力。

‧委員評語：

該標的利用 lipid-
base 傳輸系統，
增加藥物療效並減
少副作用，目前已
通過美國 FDA及
台灣衛生署核可，
進行第一期人體臨
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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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CM Biotech International Corp

臺北市內湖區基湖路 35巷 11號 7樓

02-2658-1677

得獎標的：TCM-700C C型肝炎輔助治療劑
泰宗公司自成立以來，持續不斷為『中草藥產品標準化、

品質化、大眾化』的願景而努力，以專業的中草醫資源，利
用現代化醫學的生物科技基礎，選定中草藥寶庫，結合學養
俱優的精英，整合為高度專業的經營團隊，並與國內外的研
發、生產和行銷單位合作，建立完整的研、產、銷體系，將
以天然植物為主的原料開發成藥品、健康食品和保健食品，
以提供社會大眾更佳的選擇。中醫藥學與相關的中草藥已經
成為近數十年來的健康趨勢，天然草藥含有的基因密碼，也
被生物學家形容為未來的健康革命，能直接調節人體內的健
康反應，這些都使得中醫藥學逐漸成為目前的發展趨勢。

本公司研發進行的方向包括：處方來源分析、方劑設計、
結合西方藥理篩選模型、分離及提純技術標準化、無菌化製
程標準等。另外，泰宗生物科技結合中醫資源的競爭優勢，
發展植物藥的新藥、健康食品和保健食品的研發，在在都表
示著植物藥的發展潛力無限。積極追求創新與突破，是本公
司最大的特性。除與海外生物科技公司、專業研發中心和
GMP 及 cGMP 藥廠技術合作外，也結合國內專家及教授協
助研發。泰宗公司對於新產品開發工作採團隊合作方式，人
員與技術彼此交流，且注重傳承與創新，因此培養了許多素
質優良的生物科技人才，對提昇產品的附加價值而努力，以
實踐對客戶的承諾。

得獎感言 :
泰宗生技又得獎了，這次是「2009 台北生技獎」– 〝研

發創新〞銀獎。繼經濟部技術處去年「產業創新成果表揚」，

銀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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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有幸在眾多的生技業界中脫穎而出，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裡， 董事長
能夠二度走上頒獎的舞台，對泰宗整體而言，點點滴滴的辛苦瞬間都化
為烏有。不管泰宗曾經獲頒多少次獎，每次都是對公司高度的肯定，更
是深切的期許，在在讓公司的每一份子心中充滿感激，滿溢著欣慰之情。
尤其對於研發團隊更具意義，除了鼓舞作用外，對未來的研發路程充滿
信心與力量。
新藥開發是一條漫長的路，從研發，臨床試驗到新藥上市，要投入很

長的時間和金錢，非有堅定的毅力和創新的精神不可。在泰宗創立之初，
經營團隊與顧問群秉持「預防重於治療」的信念，志在照顧〝亞健康〞
的廣大族群。在眾多保健原料中特別精選冬蟲夏草來做研發，因為冬蟲
夏草性溫無毒，效用廣泛，屬於上上之藥。然而等我們一投入冬蟲夏草
的研發，才知道箇中真是奧妙高深。就以此次得獎標的 TCM-700C〝C
型肝炎輔助治療劑〞為例，目前也藉由長庚醫院的二期臨床試驗，針對
西醫對 C 肝病患治療的瓶頸 ; 副作用大，治癒低，復發率高去尋求突破，
擴大於提昇病患的生活品質與治療療效。
得獎的榮耀屬於公司全體，但研發的成果希望與全世界共享，讓全體

人類更加健康，生活更加美好。卓越創新及提高國際能見度將會是我們
持續努力的目標，我們全體同仁有信心一定會讓泰宗生技在全球的生技
產業裡穩站一席之地。

‧委員評語：

該標的為國內自行
開發之植物新藥，
可作為 C 型肝炎
輔助治療劑，目前
於國內進行第二期
人體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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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 獎

中央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Central Medical Technologies, Inc.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298號 3樓

02-2658-4807

得獎標的：Osteo-G® Bone Void Filler
中央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75 年由林智一先生

所創立，民國 90 年間開始設廠，同年取得中華民國醫療器
材 GMP 廠之認證，92 年通過 ISO13485：2003；製造生產
之產品已取得衛生署及歐盟 CE0434 之上市許可。並於國內
與世界各地行銷多年。本公司為一個由骨科醫療器材研發及

專利開發人材及醫生顧問群所組成之一企業實體，負責研發

及行銷之醫療器材高科技公司，並為商品化產品的製造生產

之一 GMP 醫療器材廠。

本次新開發的骨填補材料 Osteo-G  Bioactive Graft
可促使骨缺損處在 9-12 周內完全復元，其組成是由硫
酸 鈣 (CaSO4) 與 具 有 鍶 的 氫 氧 磷 灰 石 (Sr-substituted 
Hydroxyapatites) 所構成的生物相容性材料，適用於脊椎、
骨盆及四肢骨缺損的修復。其多孔性結構與人骨極相似，促

使骨細胞生成新骨並由蝕骨細胞對 Osteo Bioactive Graft
進行降解，功能與自體骨移植十分相似，因而解決目前臨床

上所遭遇的一些問題。

得獎感言：

Osteo-G® 產品的成功是結合中央醫療全體員工之努力，

及研發團隊多次實驗的結果。其成功的降低了異體骨移植

手術時所造成的風險，並減輕自體骨移植時因取骨不易所

造成的痛苦。經過無數次國外骨科移植手術的臨床證明，

Osteo-G® 產品可誘導骨頭成長因子於植入人體後骨細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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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入並協助骨頭之新生，為骨骼填充物之最佳替代品。Osteo-G® 已在歐

盟各國被使用多年，近期內也將於臺灣市場正式與國人見面；能夠造福

國人，是中央醫療的最大期許之一。

‧委員評語：

該標的可作為脊椎
骨空隙的填充料，
並能在骨骼瘉合期
間被吸收取代，促
進骨組織生長，具
創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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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基生物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PharmiGene Inc.

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 61-1號 2樓

02-2695-980

得獎標的：

個人化醫療的突破 -VKORC1-1639基因多型性的應用
世基生物醫學股份有限公司於 2005 年十月正式成立，目

前公司產品主要來自中央研究院技術移轉，將中央研究院有

關藥物不良反應等重要研究商品化，以造福國人。世基生醫

以成為「個人化醫療領航員」為目標，專精於藥物基因體學

領域。因應全球個人化醫療趨勢，公司草創之初即規劃導入

國際與國內醫療器材製造標準，並於 2006 年 12 月獲得 ISO 
13485/9001 品質系統認證，及於 2009 年經衛生署 GMP 查
廠通過，將以領先國際的研發能力與品質產品造福國人與全

世界。

公司短期以開發藥物不良反應之檢測試劑及套組為目標，

中期則希望能建立促進用藥安全與提升用藥有效性之檢驗平

台技術，長期則希望將藥物基因學整合至新藥開發或臨床試

驗中失敗之研究藥物，以達到個人化醫療之目標。世基相信

「科學、制度、研發」三位一體的結合，是公司成功及永續

發展重要元素，亦即持續不斷的科學創新輔以優秀的產品研

發能力及完善的管理制度，三者互相配合，方能達成世基成

為「個人化醫療的領航員」的願景。

額獎感言：

隨著人類基因圖譜定序完成，人們對於生命有了新一層

面的認識。物種之間些微的基因差異，改變了生物演化的途

金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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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生物科技的進步，得以讓我們在這些差異之中，瞭解疾病的發生與

預防，並利用相關資訊與技術，提供良好的醫療選擇與環境。世基生物

醫學股份有限公司以人文關懷出發，結合基因學、分子生物學與臨床醫

學，將個人化醫療技術作為產品開發平台，透過產品與技術服務，作為

醫生與病人醫療策略判斷的參考基礎，以提升用藥安全及效力，大幅降

低不必要的醫療資源的浪費。

目前公司已開發之產品，乃針對國人最常發生的嚴重藥物異常反應用

藥，如抗癲癇、抗痛風用藥，進行藥物異常反應的基因標記篩選，以降

低用藥異常反應的發生，達成個人化醫療的目標。公司產品開發一貫堅

持品質至上原則，成立之初即導入 ISO 9001/13485 的國際品保系統，
於 2006 年年底取得 ISO 9001/13485 國際認證，於 2009 年一月獲得
GMP 認證，並於 2009 年 2 月獲得 CE 標章，且於 2008 年七月第一項
產品獲得衛生署許可證。

感謝台北生技獎對世基公司團隊的肯定，公司將持續秉持以「人文關

懷、創新推動、優質專業、追求卓越」的品質政策，致力於以個人化醫

療技術開發，促使醫療資源得以發揮最高成效。

‧委員評語：

該技術利用基因檢
測找出合適用藥方
式，大幅縮短患者
獲得有效劑量時
間，避免藥害發
生，提供個人化醫
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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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寶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Reber Genetics Co., Ltd.

臺北市仁愛路四段 25-1號 3樓

02-2741-546

得獎標的：

運用綠膿桿菌外毒素傳輸系統技術平台於生殖及呼吸道綜合
症標的型 (PE-PRRS)次單位動物疫苗之開發

亞洲畜牧業屬於高密度養殖環境，最佳的控制與預防疾病的

方法便是使用疫苗，亦即運用新興生物科技所研發產製之高質效

疫苗，來監控且預防動物疾病的發生。瑞寶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分

別在桃園和屏東地區設有二間動物疫苗工廠以生產最高品質之

動物用疫苗。從過去經營藥廠的經驗上得知，有優良的製造暨品

質管理的工廠，才得以生產行銷全球之高質效產品。生寶生物科

技公司於 2007 年起規劃投資興建動物疫苗生產工廠事宜，並於
2008 年四月協同瑞安大藥廠等有志一同人士正式投資成立瑞寶
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以專營動物用疫苗之研發、生產和銷售。

瑞寶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在工廠建置與規劃上，是以符合國際

目前最高標準 - 歐盟國際醫藥品稽查協會組織 (PIC/S) 所訂立的
規範為目標，如此才可獲致生產符合國際標準的產品。將來除建

立自有品牌外，也可接受國際大廠的設計加工 (Own Designing 
& Manufacturing, ODM) 及 委 託 代 工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OEM) 之服務需求，並透過與其全球行銷通路聯
盟之合作，使產品得以更快速進入國際市場。

得獎感言：

「2009 台北生技獎」集合生技、行銷、財會等各方面之學者
專家與會，瑞寶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在眾多優秀競選廠家之中脫穎

而出，獲得「技術移轉獎」之殊榮與肯定，全體同仁咸皆感到十

分振奮。瑞寶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甫於 2008 年四月成立，以生產

銀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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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品質之動物疫苗為職志，與臺灣動物科技研究所密切合作，專注於動物疫

苗之研發與創新，並隨即於 2008 年七月於桃園縣觀音鄉動土興建全臺第一座
之次單位動物疫苗生產工廠，預計於今 (2009) 年九月完成廠房興建與設備添
置。此次得獎之綠膿桿菌外毒素傳輸系統技術平台，即為此工廠運用之主要生

產平台技術，待近期農委會防檢局工廠審核與疫苗查驗登記通過後，即可全面

開始進行量產。

未來此一技術平台將更廣泛應用於其他豬隻之次單位疫苗之開發，例如：

豬環狀病毒 PE-PCV2 次單位疫苗、豬黴漿菌次單位疫苗組合、豬假性狂犬病
次單位疫苗、豬日本腦炎次單位疫苗、豬沙門氏桿菌細胞免疫疫苗、豬胸膜肺

炎放線菌細胞免疫疫苗等。

除了次單位動物疫苗之發展外，加上臺灣農民對多種類高優質動物疫苗產

品的強烈需求考量，瑞寶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未來將投入更多的人力與資金，於

農委會屏東農業科技園區中，興建另一全新廠房以開發禽畜動物之傳統疫苗。

藉由多樣之高水準的優質動物疫苗產品，協助農民飼養出更健康的家禽與家畜

以造福人群。展望未來，臺灣農業生技之高優質動物疫苗將得以外銷至全世界

各個角落。雖然目前遭逢國際性經濟大海嘯，影響全民信心甚大，但瑞寶基因

股份有限公司仍將會一本初衷，持續投入研發與領導創新，扎實經營，堅持生

產符合國際製造標準規範之最高優質動物疫苗，不負「2009 台北生技獎」之
殊榮肯定。

‧委員評語：

該技術具創新性，
且 已 建 置 cGMP
之量產廠，對台灣
畜產業有重大貢
獻。



2009台北生技獎
26

產
學
合
作
獎

金 獎

國防醫學院藥學系

臨床藥動實驗室
Clinical Pharmacokinetic Laboratory, 

School of Pharmacy, National 
Defense Medical Center

臺北市民權東路 6段 161號

02-8792-3100

得獎標的：從實驗室到企業的新穎止痛新藥

國防醫學院與懷特生技新藥合作開發之「懷特痛寶

PHN131」 ( 以下簡稱本新藥 ) ，係將針劑使用之納布芬 
(nalbuphine)，利用研發核心技術之口服配方組成物，避免 
nalbuphine 受到肝臟先行代謝影響，提升其口服生體可用
率，做出突破開發為新穎口服劑型之新使用途徑新藥。本新

藥以新使用途徑新藥增加服用藥物方便性與安全性，且維持

上述納布芬的特殊藥物性質為臨床使用上的重要優勢之中重

度疼痛控制之止痛藥，對我國確立口服止痛新藥研發及上市，

具有創新與指標意義。

另外，本產學合作案之臨床試驗為行政院衛生署補 ( 捐 )
助科技發展計畫「新給藥途徑、新口服劑型及新使用劑量

Nalbuphine 之研發」，自 97 年 8 月 1 日起至 98 年 7 月 31
日止，由三軍總醫院何善台醫師為計畫主持人，於卓越癌症

臨床試驗中心執行試驗。本臨床試驗之首要目的，即藉由改

善 nalbuphine 低口服生體可用率的特性，發展 nalbuphine
新給藥途徑、新口服劑型及新使用劑量。懷特生技新藥於本

臨床試驗為合作藥廠，配合本試驗依現行優良藥品製造規範 
(cGMP) 執行產品試製，產製供試驗用之藥品樣品，並端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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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製程產品之劑型，以進行硬度、厚度、脆度、重量差異試驗、崩散

度試驗、內容物均勻度試驗及溶離試驗等品質管制試驗，以符合衛生署

查驗登記之要求。

根據本計畫試驗所得到之結果可發現，此一既可止劇痛，卻非麻醉

管制藥，可以常用賦型劑對於改善低生體可用率藥物 nalbuphine 之口服
吸收，已具有相當程度的效果，最適配方尚需進一步的人體試驗加以證

實，綜合各項實驗結果，以最佳之劑型組合，進行樞紐性臨床試驗並申

請 nalbuphine 口服劑型開發上市，即可擴大 nalbuphine 之臨床用途，
造福疼痛病患以口服方式有效控制疼痛。

‧委員評語：

該技術團隊建立一
新穎之藥物開發平
台，整體技術開發
與人體臨床試驗充
分發揮產學合作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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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英科技大學
Fooyin University

高雄縣大寮鄉永芳村進學路 151號

07-7811151

得獎標的：

運用潮汐式生物反應裝置生產豬瘟疫苗

本校係民國四十七年由創辦人兼董事長張鵬圖醫師成立

於屏東縣東港鎮，初為高級職業學校，五十七年升格為五年

制專科，五十九年遷校高雄縣大寮鄉發展，八十六年獲准改

制為技術學院並附設專科部；九十一年八月一日獲准改名輔

英科技大學。秉持著創辦人之辦學精神，以辦理最好的大學

為目標，制定本校教育理念為專業、關懷、宏觀、氣質，勉

勵學生做好『以維護與促進人的健康為目的的醫護、衛生、

環保和其他相關工作』，在董事會全力支持及歷任校長的卓

越領導下，輔英始終以精益求精、追求卓越，成為一所傑出

學府自我期許。

生物技術系為本校重點發展科系，特別是系上教師組成

之動物細胞產業應用研究室，此研究室係由廖明一教授，

吳聲祺副教授暨林雅菁副教授組成之團隊，於民國 92 年成
立。建立之初，由輔英科技大學提供研究室空間及細胞培養

之基本設施。本產學合作案運用潮汐式生物反應裝置生產豬

瘟病毒以製造豬瘟疫苗，使疫苗生產成本降低為傳統製程之

1/10，增加產品競爭力。

 得獎感言：   
非常感謝臺北市政府給予這次機會，在此非常感謝輔英

科技大學多年來對於「動物細胞產業應用研究室」團隊的支

持。本研究團隊成立至今已有 6 年，以研發產業技術與服務
為導向，秉持不殺生的理念，致力於開發動物細胞的產業能

銀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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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多年來以自行研發的新式生物反應器建立細胞與病毒量產技術平台，

目前已見到具體的成果，期望能透過產學合作的機制，將低成本且高品

質的疫苗量產技術真正落實在豬隻飼養產業上，除了造福廣大的農民、

提昇企業的競爭力之外，對於豬隻傳染性疾病的防治也發揮最大的預防

效果，充分向全球展現我國研究人員在動物性疫苗的研究成果。這次，

很高興能與瑞寶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攜手進行產學合作，將多年研究成果

推向產業，共同提升我國在動物疫苗產業的競爭力，感謝主辦單位頒與

此項殊榮，榮獲此獎對輔英科大研究團隊的努力成果是極大的肯定與鼓

勵。

‧委員評語：

該技術團隊建立低
成本優勢之細胞培
養量產技術，成功
與業界合作動物疫
苗之生產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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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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臺北生技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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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四十萬元，並
另頒發獎盃、獎牌予以公開表揚。

 各 獎 項 獎 金 分 配 如 下 ：                                               
（一）技術商品化獎：

共三名，設金獎一名，獎金一百萬元；銀獎ㄧ名，獎金五十
萬元；銅獎一名，獎金三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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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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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登記於臺北市之生物科技公司以其技術移轉（含轉入及轉

二○○九臺北生技獎審查作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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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標的申請參賽。

（四）產學合作獎： 
凡國內之大專院校暨研究機構、法人機構以其與生物科技公司產學合作之標的
申請參賽，但臺北市以外之大專院校暨研究機構、法人機構其產學合作對象須
為登記於臺北市之生物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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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下列條件之公司：

1. 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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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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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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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具實際從事專利實務工作或教學經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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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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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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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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案件數若不足或未達進入複審標準，得經由該審查委員

會同意後予以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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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九臺北生技獎審查作業規範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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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臺北生技獎審查作業規範 (續 )

項目 
權重

(%)
內容說明

審查委員之專
業領域

參賽標的之技術商
品化績效

 五十五

技術商品化構想

技術商品化模式

商品技術之創新層次

商業化或量產相關證明 
產品競爭力及生命週期

商品化績效

產品實際應用情形

技術專業

參賽標的之經營與
行銷績效

十五

產品與市場行銷策略� 
行銷網路、據點 ( 通路 ) 及能力
經營模式及經營願景 
組織架構及經營管理人力的規劃 
經營績效 財務暨營運

參賽單位之財務評
估

十五

資金周轉能� 
參賽標地獲利能力 
營收成長能力

預期達成商業化效益

參賽標的之之智財
保護情形

十五 商品技術之智財保護情形 智慧財產權

進入複審之參賽單位若未依通知出席簡報，則視同放棄參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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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獎項之獎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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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評審項目及權重（%）：
（一）技術商品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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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臺北生技獎審查作業規範 (續 )

（二）研發創新獎

項目 
權重

(%)
內容說明

審查委員之
專業領域

參賽標的之

創新性 
 四十

技術創新構想

技術之創新層次

創新技術應用模式

實施方法、時程及計畫可行性 
創新價值 
核心競爭力分析

技術專業

參賽單位之研究
發展能力

十五

研發人力的規劃與運用策略

研發制度的建立、運作與績效 
目前及中長期研發計畫 
研發經費運用效益 

參賽標的之商品
化策略及績效 十

參賽標的商業應用之可行性、
策略與績效

財務暨營運

參賽單位之財務
評估

五

參賽標的商業價值評估

研發經費運用比例

資金周轉能力 
獲利能力 
自有資本及償債能力 
營收成長能力

參賽標的之之智
財保護情形

　三十 智慧財產權及專利現況 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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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術移轉獎

項目 
權重

(%)
內容說明

審查委員之
專業領域

技術移轉績效  四十

技術創新構想

技術之創新層次

創新技術應用模式

實施方法、時程及計畫可行性 
創新價值 
核心競爭力分析

技術專業

參賽單位之研
究發展效益

二十
目前及中長期研發計畫 
研發經費運用效益 

�賽單位之經
營能力

十

經營模式及經營願景 
組織架構及經營管理人力的規
劃 
經營績效 財務暨營運

參賽單位之財
務評估

五

資金周轉能力 
參賽標的獲利能利 
營收成長能力

參賽標的之之
智財保護情形

十五 智慧財產權及專利現況 智慧財產權



2009台北生技獎
36

（四）產學合作獎

項目 
權重

(%)
內容說明

審查委員之
專業領域

產學合作之研發
成果

四十

產學合作重點與目標

合作模式及合作願景

實施方法

產學合作研究時程及執行情形

產學合作研發成果

參賽標的合作績效 
參賽標的之創新價值

核心競爭力分析

技術專業

合作研發成果之
落實績效 三十

合作廠商運用合作成果之績效

產學合作預期達成之商業化效益
財務暨營運

參賽標的之之智
財保護情形

三十 智慧財產權及專利現況 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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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九臺北生技獎審查作業規範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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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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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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無法調動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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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之迴避申請，由執行單位調查並彙整後呈報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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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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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與資訊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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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名
單

技術專業類：

吳榮燦 國立陽明大學 新藥研究中心  主任

許重義  中國醫藥大學 醫療體系  總執行長

黎耀基  大葉大學 生物科技暨資源學院  院長

鍾邦柱  中研院分子生物研究所  研究員

王惠珀  台北醫學大學藥學院  院長

翁仲男  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所長室  研究員兼所長

林山陽  元培科技大學生物技術系  講座教授

田蔚城  台北市生物產業協會  理事

吳金冽  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  研究員

廖一久  中央研究院 院士

鄧哲明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藥理學科暨研究所  教授

黃德富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藥理學科  教授

梁啟銘  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兼公共事務及科技移轉 主任

林建煌  臺北醫學大學研究發展處  處長 
陳慶三  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  研究員
鄭建新  經濟部技術處專任科  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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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暨營運類：

賴杉桂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處長
李俊德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院會  參事
江炯聰  國立台灣大學管理學院  教授

顏錫銘  國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  教授

袁建中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教授

沈志隆  誠信創投集團生技事業群  總經理

智慧財產權類：

李　旦  誠信創投集團生技事業群  總經理
閻啟泰  台一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  副所長
何美瑩  連邦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專利工程師
鄭智華  智慧財產局  副局長
張仁平  智慧財產局專利三組審查官兼審查基準科  科長
方環玉  理律法律事務所專利暨科技  資深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