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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瞻遠矚

擘劃亞洲生技之都願景
生

技產業隨著「科技」與「科學」的並進，已加速成為本世紀最重要的

科技主流。值此資訊快速傳播、無遠弗屆的年代，臺灣生技產業發展

的腳步不能慢下來，甚至要超前趕進，在生技產業萌芽之際贏得先機。政府

尤須積極扮演領先、帶動、鼓勵、協助的角色，俾使臺灣生技產業全面起

飛。

我國已在「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將生物科技列為「兩兆雙

星」之一，並在2009年啟動「臺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將生技業納入

六大新興產業。

三項計畫促進產業活絡與升級
臺北市身為首善之都，早已於2001年將生技產業列為重點產業，成立「臺北

市發展生物科技產業推動小組」及單一行政服務窗口，有計畫地打造臺北市

成為亞洲生技之都。

2010年為積極建立生技產業成功發展模式，掌握生技產業發展之趨勢脈絡，

推出「臺北市輔導生技產業計畫」，結合「2010台北生技獎」、「臺北市生

技產業交流計畫」與「臺北市生技產業升級計畫」三項子計畫，提供生技產

業獎勵、升級輔導與交流平台，期能達成促進臺北市內優良生物科技廠商研

發能力提升，並加速技術實業化，以及營運能力國際化的目標。

自2004年設立的「台北生技獎」，是臺北市政府創全國各縣市之先，推辦專

屬於生技產業的獎勵競賽，藉由生技企業創新研發、商業化、技術移轉、產

學合作的良性競爭，建立臺灣生技產業交流平台。六年來共計頒發71件績優

標的，合計頒出新台幣3050萬元獎金，獲獎之生技產業類別包含生技製藥、

醫療器材、健康食品等，顯示出臺北生技產業發展的多元化。

歷屆得獎廠商亦有相當卓越之發展，如「臺灣微脂體公司」研發藥品

獲取多項專利，更在2 0 0 9年獲得國際知名的美商創投公司博樂集團

（Burrill&Company）青睞，成為該集團首家投資的臺灣生技公司；「寶齡富

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得獎的專利技術成功授權給美國上市公司，顯示台北

生技獎得獎廠商的優渥潛力及豐碩成果，亦在我國生技產業中佔有絕對指標

地位。

產業交流與輔導雙向落實
「臺北市生技產業交流計畫」中以「生技大師圓桌論壇」為一盛大主題，透

過國際生技產業專家學者的交流對話，共同剖析未來生技產業的發展趨勢，

另搭配今年第八屆「BioTaiwan臺灣生技月」商業投資主軸規劃熱門議題，

邀請產官學研界領袖代表，共同參與圓桌論壇，提供業者前瞻未來的遠見。

「臺北市生技產業升級計畫」則透由輔導資源及專家學者的經驗傳承，增進

臺北市生技業者掌握國際生技脈動趨勢、生技實務應用等資訊，並針對曾參

與歷屆生技獎的業者實際需求，提供多面向的諮詢輔導協助，提升生技業者

經營績效。

該計畫在生技業者最常面臨困境的投融資、行銷拓展、經營管理、法規、人

力、技術面向上給予實質幫助與輔導，並藉由與企業面對面的實際溝通，瞭

解所需，在升級計畫的平台下媒合企業與專家學者，提供企業諮詢管道與產

業升級資源。

迎接亞洲生技之都到來
未來，高齡化的社會型態是全球必須面對的挑戰，人口結構的改變將使得生

技產業愈形重要，臺北市政府將戮力於推動生技產業發展，闢出生技產業的

長遠之道。

臺灣雖然土地面積小，市場規模不大，但擁有多樣性的地理環境與生物特

色、優質的臨床研究及醫療體系、傲人的高科技製造能力、尊重及保護智財

權素養，以及國內外優秀的生技醫藥科技人才，已具備生技產業發展利基。

而臺北市具有極佳的機會和條件，健全的金融體系、充沛的金融資源，是生

物科技這個需要龐大資金注入與流通的產業發展的首選之地，未來必定成為

領航亞洲生技產業發展的旗艦城市。



為打造臺北市成為亞洲生技之都，

發揚生技產業新動能，

臺北市政府創辦之台北生技獎，

在生技產學研界熱烈參與下，

已成為生技產業之領航指標，

得獎企業亦成為產業發展的典範標竿，

這些企業與學研單位所發散的熱情，

將是推進生技產業蓬勃發展的動能，

並將領航我們迎接生技時代的來臨。

亞洲生技之都崛起新動能

2010
台北生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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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台北生技獎
再創前瞻卓越

臺北生技引領風騷

「2010台北生技獎」頒獎典禮吸引大批媒體採訪。 

臺
北市政府為獎勵國內績優生技企業及學研單位，表彰殊榮典範，自

2004年起舉辦專屬於生技產業之「台北生技獎」競賽活動。以生技

商品化、研發創新、技術移轉、產學合作之產業里程碑做為獎勵項目，並

以優秀專業的審查團隊進行公平、公開、公正的評選，歷屆得獎企業均為

領航生技產業發展標竿，台北生技獎亦建立生技界奧斯卡獎的美譽。

生技生根臺北
台北生技獎除了代表生技企業最高榮耀之外，也是最佳的產官學研交流平

台，藉此盛事，讓生技業產官學研界各方人士齊聚一堂，傳遞重要訊息及

經驗。今年，郝龍斌市長特別指出，市政府目前正努力開發士林北投科技

園區，以提供業者良好的產業發展環境。未來將以行政程序、經濟支援，

及相關輔導作業協助所有廠商，讓大家有更好的研發經營環境，讓生技產

業能在臺北真正生根發展。

臺灣已建構優質的臨床研究及醫

療體系、健全的研發、生產環

境，並具有尊重及保護智財權等

優勢，加上臺北市有許多優良研

發環境，包括中研院、臺灣大

學、榮總、陽明大學等，相關研

究資源充足，未來必定成為領航

亞洲生技產業發展的旗艦城市。

研發、移轉、合作
為打造臺北市成為生技之都，領

航我國生技產業發展，並讓全

國績優生技廠商暨學研單位均能

分享「生技奧斯卡」的精神與榮

耀，「2010台北生技獎」首度

將參賽資格擴及至全國，因此競

爭特別激烈。本年度共計受理

94件參賽標的，角逐技術商品

化獎、研發創新獎、技術移轉

獎、產學合作獎等四大獎項。經

過激烈的競賽及專業的審查團隊

審查，共計有華廣生技、德英生

技、芝林企業、臺灣大學生化系等11家績優生物科技廠商暨學研單位脫穎

而出。

多元成功經驗分享
頒獎典禮當天並安排成果發表會，除入圍廠商現場產品展示外，並邀請生

技產業知名專家學者進行演講分享。誠信開發公司生技事業群總經理沈志

隆以「技術創新與產業發展」一題開啟分享議程。他在演講中指出，市場

是主導生技產業最大的因素，如何把技術做出產業化，是最直接的目標。

因為，即使在歐美，也高達70%的技術無法授權出去，商品化的推動還是

需要企業來進行。此外，須有完善的技術保護機制，以降低企業後續龐大

台北生技獎為業界盛事，具有指標意義，讓產官學研齊聚一堂。

中西合併的樂團帶來精彩的開幕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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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龍斌市長與2010台北生技獎得獎者大合照，劃下頒獎典禮圓滿句點。

商品開發與商業化投資風險。因此，各國為了產業結構轉型與競爭力提升

而發展創新技術產業，紛紛立法成立了科技基本法，這個潮流值得大家注

意。

臺北醫學院藥學院王惠珀教授以感性的「灰姑娘的異想世界」為標題，說

明為何要從系統生物學角度設計新藥。王教授以人本出發，認為身體是運

行八十年的大社會，開發新藥從一開始就要考量系統生物學，不然註定失

敗。她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用最安全的東西做創新的實證科

學，那麼到處是機會。

美時化學、華廣生技、華聯生技、芝林企業、佛教慈濟綜合醫院、順天生

技、德英生技、臺大生化系，也分別就其得獎標的分享成功經驗。

是肯定亦是超越
今年獲獎廠商涵蓋生技新藥、健康食品、醫療器材等領域。其中也看出在

面臨高齡化和居家照護概念的興起，我國生技產業已具備充沛創新技術與

完備的產業化能量，相信在生技產官學研各方的努力之下，台灣生技產業

將能發光發熱，成為國際舞台上閃耀之星。

2010台北生技獎得獎名單  
類別 獎項 單位名稱 標的名稱 
 金  華廣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居家醫療感測器之商品化

 獎 電話：（04）2495-1268
  網址：www.bionime.com 
技 銀 美時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口服特殊劑型藥品研發與商品化 ─
術 獎 電話：（02）2778-5188 以舌下劑型與緩釋劑型為主體

商  網址：www.lotuspharm.com.tw  
品 銅 華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微陣列基因晶片製程技術  
化 獎 電話：（03）578-1168
獎  網址：www.phalanxbiotech.com
 優 百略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百略威爾舒專業醫療級血壓管理系列產品

 等 電話：（02）8797-1288
 獎 網址：www.microlife.com.tw
 金 德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T-T100凝膠
 獎 電話：（06）505-2976
研  網址：www.geherbs.com.tw
發 銅 順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TD07─臺灣第一件由國人自行研發進入
創 獎 電話：（02）8227-8111 FTIH人體臨床之小分子新藥
新  網址：www.stpt.com.tw/zh-tw/index.php
獎 優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藥成份Lipucan之創新研發 
 等 電話：（02）2760-3688
 獎 網址：www.sinphar.com
技 銀 芝林企業有限公司 中型螢光魚

術 獎 電話：（08）770-3377     
移  網址：web.ornamentalfish.com.tw/
轉             default1.asp
獎

 金 臺灣大學生化科技學系 紅麴與乳酸菌發酵產物在預防醫學上之應用

 獎 電話：（02）3366-2280
產  網址：www.bst.ntu.edu.tw
學 銀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微創人工膝關節手術理想手術之研發

合 獎 電話：（03）856-1825
作  網址：www.tzuchi.com.tw
獎 優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等 電話：（06）267-4567
 獎 網址：www.hwai.edu.tw

遠距居家保健離子感測系統開發（SBIR）─
晶片表面濺鍍及選擇膜鍍與鈉、鉀離子感測

膜開發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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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商品化獎

金獎金獎
專業量測技術大突破

華廣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居家醫療感測器之商品化」

華
廣生技以「居家醫療感測器之商品化」獲金獎殊榮。其「居家血糖監

測系統」產品因成功整合了最先進的醫療、化學、電子與精密製造，

得以發展獨特的專利技術，順利開發出具備高準確度與穩定性的血糖測試系

統。研發處經理徐振騰表示，若不是本屆台北生技獎開放給全省生技業者報

名，華廣產品不會這麼快讓大家所認識，非常感謝2010年的這項創舉。憑

藉著客戶的支持，華廣有信心成為居家血糖檢測系統的領導品牌。他們會秉

持初心，繼續為創造人們安心使用的居家醫療量測器材而努力。

得獎標的介紹
傳統感測試片主要由網版印刷碳電極所組成，由於其製程較複雜且所產生

的電阻抗較大，故在檢測過程中會產生訊號的遺漏，進而導致檢測的不準

確。華廣生技的「居家型醫療感測器」係由嵌入式貴金屬電極之檢測平台做

為核心架構，利用貴金屬「金」本身良好的導電性與電化學特性，透過滾鍍▲  華廣生技獲頒2010
台北生技獎技術商品

化獎金獎。

▲  華廣生技潔淨寬敞的辦公區。

▲  工作人員示範「自我血糖監測系統」。

▲  「居家血糖監測系統」為高準確度與穩定性的血
糖測試系統。

的方式結合起來，搭配特有的化學基質構造，再以一體

成型的塑膠射出材料做為底座，成功創造出高穩定性與

準確性極佳的量測平台。除居家醫療外，此項技術也可

運用在專業醫療、環境、食品檢測等領域，是專業量測

技術上的一大突破。此外，並結合瑞士設計的精密工藝

與臺灣製造的品質保證。

團隊介紹
華廣生技是一從事生物科技與醫療檢測系統的企業，會

同了一群糖尿病領域的合格專家，過去幾年並完成了若

干「自我檢測血糖（SMBG）」的專利。目前專注開發

專為糖尿病患或專業醫療機構量身打造的「自我血糖監

測系統」。已於歐洲、美國以及亞太地區成立子公司。

其產品並取得歐盟CE認證、美國FDA510(k)字號、臺灣

GMP、韓國KGMP、中國大陸SFDA等認證，並行銷於

亞洲、美洲、歐洲、非洲等全球六十幾個國家。

華廣生技憑藉著高準確度與穩定性的血糖測試產品，以

「BIONIME」主打自有品牌，產品獨特；再加上客戶的

支持，華廣生技有信心成為居家血糖檢測系統的領導品

牌。

評審評語
華廣生技以獨特的嵌入式金屬平台技術應用在血糖儀

上，專利技術通過全球五大ISO認證，且擁有自有品牌

BIONIME在市場行銷推廣超過七十個國家，相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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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商品化獎

銀獎銀獎
國產原料藥與國外技術成功合體

美時化學製藥
股份有限公司

「口服特殊劑型藥品研發與商品化
以舌下劑型與緩釋劑型為主體」

美
時生技口服特殊劑型藥品在國內銷售及國外技術移轉成效佳，並據以

累積研發能量，期望藉此類產品之市場優勢，建立高產值之高科技業

地位。美時的競爭優勢來自於其獨特策略之執行，包括執行符合GCP之新

藥臨床試驗，累積醫藥產業的核心知識，提供研發及行銷之基礎；以新劑型

研發提昇附加價值，建立優勢；進入新成分及新適應症開發，提昇藥廠研發

能力及佈局全球化經營；跨足外銷市場，開拓商機。

得獎標的介紹
Desud®與Desud® Plus舌下錠劑型、Laxymig® ER緩釋劑型為本次口服特

殊劑型藥品研發與商品化參賽得獎的代表產品，其中美時更是Desud®與

Desud® Plus舌下錠劑型目前唯一國產開發藥廠，因此獲得衛生署監視中新

藥，而且已和美國公司簽訂技術授權合約，即將送交美國FDA查驗登記。

Laxymig® ER緩釋劑型也是國內唯一含有主成分Divalproex，同時取得衛生

▲  美時生技接受郝龍斌
市長頒發技術商品化

獎銀獎。

  美時化學製藥副總經理
洪堯樂手拿銀獎獎座及

獎牌，開心地分享得獎

喜悅。

  美時化學製
藥在頒獎現

場成果展攤

位上展出各

項研發與商

品化產品。

▲  口服特殊劑型藥品研發與商品化乃利用國產原料藥研
發獨特技術而成。

▲  Laxymig ER Tablets錠劑。

署許可證之產品，其一天服用一次的緩釋劑型設計，可

增加病患服藥方便性及提升醫囑性。

團隊介紹
美時為生技製藥公司，所擁有的cGMP藥廠已通過US 

FDA、PIC/S查廠。美時深知須重視研發能力，建立核

心技術，始能提昇水準，故在評估全球製藥市場與現有

技術後，認為口服特殊劑型例如舌下劑型製劑與緩釋劑

型製劑極具市場潛力，可提高病患服藥順從性，同時增

加疾病治療效果。再者，致力於口服特殊劑型藥品的研

發，得以累積研發能量，使美時成為專業之特殊劑型藥

品研發公司，並藉此類產品之市場優勢，建立高產值之

高科技產業地位。

美時經營信念為立足臺灣，放眼國際，以新藥研發為導

向。多年來秉持著「研究創新，造福人群」的理念，不

斷研究發展，創新格局，期能提供國人安全健康之現代

生活，並開拓臺灣製藥業之新格局。

評審評語
國內銷售及國外技術移轉成效佳，且與國外策略聯盟共

同行銷，具市場競爭性。利用國產之原料藥研發獨特技

術，可帶動國內藥廠之研發及藥品國際化良好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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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商品化獎

銅獎銅獎
揭開生物晶片產業美景

華聯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微陣列基因晶片製程技術」

生
物晶片為目前「基因表現」檢測最重要且無可取代的工具之一，從設

計、探針製備、點片、清洗、樣品製備、雜交、訊號讀取、數據分

析、資訊解讀，每一個環節都涉及許多不同專業領域的技術。

目前商品化產品不僅選擇有限外，且有品質不佳及價格昂貴等缺點。但由於

基因晶片需求日增，市場以每年兩位數之速度大幅快速的成長，成為擁有相

當潛力且深受各界矚目的科技新寵。

華聯生技運用臺灣化學、化工、電子、光電、自動化等優勢產業基礎，研發

出「微陣列基因晶片製程技術」，讓基因體研究之深度與廣度獲得突破，其

高速生產製程，具高產能、高品質及低成本優勢，年產能可達二十萬片以

上，讓華聯躋身全球少數商業化生產微陣列基因晶片公司，前景看好。

得獎標的介紹
華聯微陣列基因晶片製程技術以「預先合成法」為基礎，引進工研院微量輸

液及精密佈放技術，結合自行研發之基材塗佈與固定化配方，建立微陣列基

因晶片之高速量產製程。晶片產品規格可達32,000探針，具有高產能、高

品質及低成本的優勢。

▲  華聯生物科技榮獲技術
商品化獎銅獎。

在基因晶片上，每一個基因探針，就相當於一個儀器的零件，這些

零件都必須透過複雜的化學合成步驟，在嚴格的環境控制下，才能

完成。以一個具三萬個探針的基因晶片為例，就相當於具有三萬個

元件的精密儀器，所有零件都必須準確的安裝到正確的位置，儀器

才能正常作用，這是相當複雜的工作。

華聯以自有之方陣基因探針高速佈放技術，打破基因晶片量產產品

不可品管之瓶頸，藉由高技術性之品管過程，剔除不合格品，成為

方陣技術領先的重大利基。 

團隊介紹
華聯生物科技成立於2002年六月，經營團隊中結合了工研院研發菁

英及國外專業人士，致力於基因晶片（DNA Microarray）的研發、

生產及行銷。運用高階印表機技術為核心，發展方陣基因晶片高速

量產技術（Phalanx Arraying Technology），不但產能提高、成本

降低，而且可以確保產品品質一致，對於產業而言，不僅是重大的

突破，更將引起基因晶片產業的重新洗牌，佔有絕對之主導地位。

「創新、品質、服務」為華聯生物科技經營的三大理念。華聯生物

科技團隊強調的是藉由此共同的理念，結合團隊中各員工分工合作

的力量，全心全意地朝『化「生技發明」為「利基產品」，創新產

業，並造福社會』而努力。

評審評語
參賽標的為微陣列基因晶片之高速生產製程，具高產能、高品質及

低成本優勢，專利佈局良好。

  華聯生物科技運用高
階印表機技術為核

心，發展方陣基因晶

片高速量產技術，圖

為晶片實體。

▲  基因晶片高速量產技術產能高、可降
低成本，且確保產品品質一致。

▲  「微陣列基因晶片製程技術」讓基因
體研究之深度與廣度獲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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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血壓管理完整解決方案

百略醫學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百略威爾舒專業醫療級
血壓管理系列產品」
「百

略威爾舒專業醫療級血壓管理系列產品」為全球唯一根據國際

血壓量測準則開發。提供醫師診間、家用血壓測量與二十四小

時動態血壓測量的完整解決方案。此一系列配合各種醫療情境使用的專業血

壓計，可以主動積極的預防中風與高血壓疾病，讓病患與處於高風險族群的

民眾，更有效率的工具做好心血管疾病與高血壓管理與監控。

得獎標的介紹
百略威爾舒電子血壓計系列依不同場所及情境可分為：

1.診間使用

全球專利可同時量測二臂血壓差（Inter-Arm difference），量血壓可同時偵

測心房顫動；專業型設計可適用於醫生診間使用。

2.居家血壓量測追蹤使用

內建量測準則「七日量測診斷模式」，可輸出或儲存於PC，結合獨特的網

路平台，作為遠距醫療照護的輔助工具。▲  百略醫學科技以專業醫
療級血壓管理系列產品

獲得技術商品化獎優等

獎。

優等獎

技術
商品化獎

▲ 血壓計的實體外觀設計清爽，造型輕巧。

▲  百略威爾舒專業醫療級血壓管理系列產品可更有效率
的做好心血管疾病與高血壓管理與監控。

▲  跟健康生活息息相關的血壓計在成果展上引起來賓的
注目。

3. 二十四小時動態血壓計

可進行二十四小時動態血壓測量追蹤，結合功能強大

的分析的軟體，是有效的血壓判定工具。

團隊介紹
百略是一個以數位醫學量測系統與健康服務為主軸的

生物醫學科技公司，三十年來以創新研發與自我品牌

Microlife行銷海內外，奠定數位醫療量測領域的領導

地位。主要業務為醫學量測產品與服務之研發、製造

與行銷；產品有數位體溫量測系統、數位血壓量測系

統、綠色環保系列產品。

「體溫量測」與「高血壓量測」兩大項單機產品，為

百略的主要核心產品，根據不同的使用對象，發展成

各式不同的外型與特殊的功能。

百略已建立自有品牌並自我掌握通路，為國內醫學量

測器材的一流公司。其公司願景是透過Microlife所提供

的產品與服務，讓全人類有能力來管理並提昇自我的

健康。

評審評語
已建立自有品牌Microlife，商品技術具創新性，搭配遠

距診斷需求趨勢，且產品已獲歐洲認證與多國專利，

佈局尚稱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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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國人自行研發的植物新藥

德英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SR-T100凝膠」

SR-T100凝膠為萃取臺灣原生植物之抗癌植物藥製程創新技術，完全由

國人自行研發的植物新藥，以在地取材的自然精神，發掘本土性植物

的價值。目前已獲臺灣、美國、澳洲、及歐盟等多國的發明專利，深具植物

新藥開發之國際競爭力。德英生技表示，期望繼續利用創新的開發技術，將

中草藥特性與調控人類細胞基因的機轉融合，進一步提升中草藥產品的品

質，造福人類。

得獎標的介紹
SR-T100凝膠係萃取自臺灣原生植物之植物新藥，以調控基因使恢復癌細胞

凋亡為作用機轉，具有選擇性殺死癌細胞而不傷害正常細胞的特色。其藥物

作用機轉為藉由啟動細胞凋亡（Apoptosis）基因及降低抗藥性基因，而促

使癌細胞凋亡之標靶治療藥物，已於2009年九月完成治療皮膚癌第二期人

體臨床試驗，並取得世界三十二國發明專利，榮獲2009年經濟部產業科技

發展獎之前瞻技術創新獎、「2010SNQ國家品質標章」認證，及「2010臺

灣生醫暨生農產業選秀大賽──生醫組金獎」等殊榮，並預計近期內將進入

▲  德英生技總經理郭國
華上台領取研發創新

獎金獎。

研發
創新獎

金獎金獎

▲  德英生技團隊以在地取材的自然精神，發掘本土性植物的價值，建立不凡國際競爭力。

▲  德英生技具完整之植物新藥開發
與量產經驗。

▲   總經理郭國華以產品為傲，在成
果展攤位上接受採訪與拍照。

臺灣第三期人體臨床試驗與申請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試驗中新藥（FDA 

IND）。

團隊介紹
德英生技2002年於臺南科學工業園區成立，2008年通過經濟部審定為

生技新藥公司，核心技術為建立植物新藥開發與技術平台，運用該平台

開發癌症治療新藥SR-T100；營運策略專注於藥品研發及前期臨床階

段，並開發具科學實證的保健品及自創品牌之系列功能性保養品。

德英生技創立宗旨為應用創新生物科技之藥物開發技術，融合天然植物

特性與人類細胞基因調控之機轉，以學術研究理論為基礎，開發優質有

效之植物新藥及相關產品，提供人類治療疾病與解決病患痛苦。 

歷經多年努力，德英生技為臺灣植物新藥開發公司中，極少數能有效整

合由細胞之標靶基因的確認、植物的篩選、植物基原的建立、育苗與栽

種條件的建立、委託及輔導農民大量契種、植物有效成分之萃取、藥物

應用於人體之最適化、動物試驗、智財權之申請與取得、量產技術與設

備的建立與設計、有效成分之定量與管控、人體臨床試驗之申請與執行

的公司；具完整之植物新藥開發與量產經驗，對臺灣植物新藥之國際化

具有足夠實力。

評審評語
參賽標的為萃取臺灣原生植物之抗癌植物藥製程創新技術，已完成皮膚

鱗狀細胞原位癌之人體試驗二期，授權美國皮膚用藥廠進入該國三期試

驗，具有植物新藥開發之國際競爭力。財務穩健、專利佈局全球多個國

家，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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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D市場藥物新寵

順天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STD07」

順
天生技的核心技術主要奠基於六十多年中草藥開發經驗的累積，至今

已建立多項藥理模式。目前正在從傳統中草藥進行研發多種單複方產

品，如植物性新藥產品與機能性保健食品，並與多國藥品公司成功建立合作

關係。「STD07」為臺灣第一件由國人自行研發進入FTIH人體臨床之小分

子新藥。

得獎標的介紹
STD07乃自藥用植物中分離純化出來後，被開發為發炎性腸炎治療用藥，

為臺灣第一件由國人自行研發進入FTIH （First Time in Human）人體臨床

之單一小分子藥物，建立新藥開發之標竿。將於2010年十月在三軍總醫院

完成臨床一期試驗。初步試驗結果顯示，每天服用十∼二十倍預估臨床劑

量，受試者仍無明顯副作用。

最具獨特處乃為藥品分子於口服後，集中在治療標的腸胃器官組織，除加強

療效外，並可減少分佈到其他器官組織而引起副作用。

與目前廣泛被使用之發炎性腸炎市售產品比較，STD07具有使用更方便及

安全性高之特色，顯示STD07相當具有潛力成為IBD之市場新寵藥物，將

▲  臺北市長郝龍斌頒發
研發創新獎銅獎予順

天生技。

研發
創新獎

銅獎銅獎

▲  順天生技從傳統中草藥進行研發多種單複方產品，如植
物性新藥產品與機能性保健食品。

▲  STD07為臺灣第一件由國
人自行研發進入FTIH人體
臨床之小分子新藥。

▲  順天生技承襲集團六十餘年
來在中草藥研究技術及歐美

新藥開發經驗，建立國際級

新藥發展平台。

可提供IBD患者在用藥上另一選擇，使其能同時兼顧療效與生活品質。

STD07已獲澳大利亞及美國等國專利，另有歐洲、日本等十二國專利尚在

核准中。

團隊介紹
順天生技承襲集團六十餘年來在中草藥研究技術及歐美新藥開發經驗，建

立了國際級的新藥發展平台。無論以合成或源自動植物之單一大小分子藥

物、植物性藥品等新藥，均可透過本平台而被開發成國際市場可銷售的醫

藥產品。

順天生物科技研發團隊的核心技術包括植物藥材的基原鑑定技術、藥材化

學分析方法、品管分析技術，以及製造控管（CMC）等；而在中草藥萃取

物生產、部分純化、與製程研發等技術能力，已領先國內其他業者。在藥

物開發方面，藥物動力及藥效學應用研究亦是研發團隊的技術核心，多項

藥理模式經建立完備。

其公司策略為發展具有醫療需求與市場利基之產品、應用傳統植物漢方用

藥經驗為發展根基、運用現代化藥研技術開發植物新藥及其純化萃取物、

開發具疾病治療及健康促進之植物新藥，以及建立策略聯盟、邁向國際市

場。 

營運目標則以「科技驗證、安全有效」之理念、研發植物性藥物及其相關

衍生醫藥產品，並積極尋求有經驗的合作夥伴、推動發展全球性產品。

評審評語
STD07治療慢性發炎性腸炎之植物性新藥，是臺灣第一件植物（大黃）小

分子新藥開發之藥物，已進入臨床試驗，有豐富的研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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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等獎

研發
創新獎 提升中藥價值與貢獻

杏輝藥品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中藥成分Lipucan之創新研發」

杏
輝研發團隊踏足傳統醫藥之研發領域有成，於傳統補氣中藥茯苓中獲

得有效成分「Lipucan」。其在免疫提升及調節功效研究上已獲得專

利，從動物至人體試驗之抗腫瘤惡病質功效亦逐步具備科學證據。其擁有之

技術層次從一般食品到具功效的保健食品正逐漸形成產業鏈。

得獎標的介紹
杏輝研發團隊在蘇慕寰研發長及林漢欽技術副研發長的帶領下，踏足傳統醫

藥之研發領域，於傳統補氣中藥茯苓中獲得有效成分「Lipucan」。

茯苓雖然是極為常見的藥材，但由於該成分特性必須以特殊專利分離技術才

能萃取出來，因此要從一般的茯苓藥材中自行取得極為困難。杏輝此技術目

前已取得全世界多國專利，包括加拿大、日本、歐盟、韓國及大陸等。

Lipucan有效成分之免疫提昇及調節功效研究已獲得專利，從動物至人體試

驗之抗腫瘤惡病質（Cancer-related Cachexia）功效亦逐步具備科學證據▲  杏輝藥品以「中藥成
分Lipucan之創新
研發」獲2010台北
生技獎研發創新優等

獎。

▲  杏輝藥品擁有設備齊全、環境獨立、不受汙染的研發中心。

▲  中藥成分Lipucan已獲得「調
節免疫功能」及「調整過敏體

質」健康食品認證。

▲  杏輝藥品秉持待人以「誠」、處
事以「靜」的理念，以促進人類

健康為志業。

（專利申請中）。實驗證實Lipucan具備促進葡萄糖／胺基酸／維它命

等營養素之腸細胞吸收之功效，以及具有Insulin-like作用等應用發明均

已申請專利。 

Lipucan的發明，使我們參與或共同面對全世界醫藥界至今無法解決的

一些醫療難題，體現中醫為體、西醫為用的國際觀，提昇中醫藥的價值

與貢獻。

團隊介紹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於1977年由董事長李志文先生創立於宜蘭

縣冬山鄉，為通過cGMP、ISO 9001、ISO 17025及ISO 14001品質認

證的專業製藥廠。1996年榮獲國家磐石獎，為製藥業第一家榮獲此殊榮

的廠商；2002年同時獲頒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整體藥廠類西藥廠組」

及「西藥產品自製處方組」等二項殊榮；2003年再度獲頒「工業永續精

銳獎」。

杏輝董事會於2001年底落實大陸佈局，在原有臺灣營運實體、研發體

系、美加產銷架構下，新併購大陸「杭州天力藥業有限公司」，而集團

的經營仍秉持待人以「誠」、處事以「靜」的理念，以研發為「主」、

行銷為「體」，從事「生命、健康、科技」的經營；藉由科學方法，探

索生命之鑰，以促進人類健康為志業，

評審評語
本參賽標的為藥用植物茯苓具調節免疫、改善體質、營養吸收及糖代謝

的藥物，已進行口服及遺傳毒性試驗，並獲得「調節免疫功能」及「調

整過敏體質」健康食品認證，有相當的研發成果及智財保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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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移轉獎

銀獎銀獎
全球首見慈鯛科螢光觀賞魚

芝林企業有限公司
「中型螢光魚」
本

屆技術移轉獎僅芝林企業有限公司的「中型螢光魚」獲得銀獎，金獎

從缺。芝林公司研發團隊應用農委會水產試驗所技術以及中央研究院

轉殖成功授權的第一代魚種，成功研發出中型螢光魚，展現出臺灣研發轉基

因螢光觀賞魚之尖端技術，以及業界培育能力厚實，足以引領世界觀賞水族

新潮流。

得獎標的介紹
1.螢光神仙魚（Pterophyllum scalare var.）

芝林公司研發團隊應用農委會水產試驗所授權的「細胞電壓注射器」，藉由

生殖巢轉殖法，將外源的螢光蛋白基因轉殖到神仙魚的生殖巢內，成功研發

出螢光神仙魚。

2.螢光九間菠蘿魚（Archocentrus nigrofasciatus var.）

中央研究院轉殖成功，並將F0技轉給芝林，經芝林公司以分子標誌輔助育

種（Marker Assisted Selection,MAS）的技術，將分子標誌應用於遺傳上的

育種及改良，目前已順利產下第四代（F4）。

中型螢光魚不但是全球首見的慈鯛科螢光觀賞魚，亦是現階段全世界最大的

▲  芝林企業有限公司以「中
型螢光魚」獲得技術移轉

獎銀獎。

▲  中型螢光魚為全球首見的慈鯛科螢光觀賞魚，亦是目前全世界
最大的螢光觀賞魚。

▲  芝林公司是臺灣行政院動植物疾病防疫
所監測合格的魚場，供應最美、最健康

的魚。

▲  「中型螢光魚」技轉研發應用成果顯
著，展現出臺灣研發轉基因螢光觀賞魚

之尖端技術。

螢光觀賞魚，不但讓觀賞魚發光，同時也讓臺灣的生物科技研究

與觀賞魚產業在世界發光。

團隊介紹
芝林公司（JY LIN TRADING CO., LTD）成立於1989年，是臺

灣觀賞魚最大出口商，亦是國內觀賞魚中盤最大的供應商。公司

設有「螢光魚研發中心」、「觀賞魚繁養殖場」、及「觀賞魚出

口中心」。

其主要業務有觀賞魚進出口業務、觀賞魚的繁養殖、螢光魚的研

發與繁殖，為國內最大的觀賞魚出口商之一。以神仙魚來說，其

產量佔全國出口量五成以上，佔全世界神仙魚年產量的三分之一

以上，蓄魚設備超過二千個水族箱及二百五十個池子。

芝林公司表示，從育種、繁殖、包裝、到運送，芝林每一個細節

都經過嚴格控管，為每一批魚貨都作好最充分的準備。

芝林公司是臺灣行政院動植物疾病防疫所監測合格的魚場，每半

年定期複檢一次。因此，無論是歐盟、韓國或其它不同國家所要

求的合格健康證明，芝林都可以完整提供。

供應最美、最健康的魚，並安全抵達客戶手中，是芝林對客戶永

遠的承諾；品質、服務、效率、創新以及產品多樣化是芝林在觀

賞魚產業不斷追求的目標。

評審評語
技轉自中央研究院與農委會水試所的兩項轉殖技術，結合自身的

養殖育種專業，開發出市場所沒有的螢光觀賞魚新產品，包括紫

色螢光、深紅色、粉紅色螢光斑馬魚、螢光金魚、白獅頭魚、神

仙魚，並已達量產階段，技轉研發應用成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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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
合作獎

金獎金獎
為優質平價的保健食品催生

臺灣大學生化科技學系
「紅麴與乳酸菌發酵產物
在預防醫學上之應用」

「紅
麴與乳酸菌發酵產物在預防醫學上之應用」主要是由臺灣大學

研發處將生化系系主任潘子明教授所研發紅麴與乳酸菌的相關

成果，技術移轉予晨暉生技公司，經雙方努力，成功推出改善阿茲海默症學

習記憶能力及調節血壓、血脂及血糖之紅麴產品與乳酸菌產品。可符合不同

族群需求，且已具備實證研究理論基礎，為產學合作優秀成果。

得獎標的介紹
潘教授將中國傳統食品之紅麴，其在預防醫學上之應用，做系統性研究，近

年更應用於癌症之化學預防上，所謂老藥新用，將紅麴之應用充分詮釋。

紅麴產品「益淨麴」具有改善阿茲海默症患者學習記憶能力，以及調節血

壓、血脂與血糖效果；且研發成果已由實驗室走向量產、造福國人，顯現其

實用性、創新性與改革性。乳酸菌產品「沛佳菌」則可改善腸道菌相、增

強免疫能力、調節後天性免疫反應、降低血脂及預防胃黏膜損傷等多項功

效。不但符合不同族群的需求，且皆已具備實證研究的理論基礎，明顯具有

競爭的優勢，可與目前市售產品作有效區隔，在眾多近似產品的激烈競爭下

脫穎而出。

▲  潘子明教授從郝龍斌市長
手中接獲產學合作獎金獎

獎座。

▲  改善阿茲海默症學習記憶能力及調節血壓、血脂及血糖之紅麴
產品與乳酸菌產品。

▲  「紅麴與乳酸菌發酵產物在預防醫學
上之應用」已有商品化產品。

▲  潘子明教授桃李滿門，眾多學生前來
頒獎會場助陣加油，最後共享金獎榮

耀。

團隊介紹
臺灣大學生化科技系的教育總目標有三：（1）建立「生化科技產

品研究開發上、中、下游整合」為特色的教學研究環境；（2）    

培育具備現代微生物及生化科技專長之教學與研究人才；（3）    

提升生物科技研究發展的競爭能力，因應國家經濟發展需求。 

臺灣大學生化科技系在研究與人才培育上基礎與應用並重，以培

育兼具研究與開發創新能力之生化科技高級人才為主要目標，以

因應國內外在生化科技產業發展所需。

晨暉生物科技有鑑於高齡化社會失智人口的增加與心血管疾病的

高罹患率，特別和臺大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所長潘子明教授合

作，將潘教授的研究團隊在臺大歷經八年的時間，對紅麴的各項

研究與相關技術發展成果導入產業，致力於優質健康保健食品之

研發。 

該公司的願景是建構一流優質保健食品研發中心，讓晨暉產品成

為促進健康的最佳領導品牌。初期目標是建立紅麴的品質保證機

制和品牌，中長期的計畫則是延攬優秀的研發團隊持續研發優質

的健康保健產品，並擴展領域結合相關健康產業，守護國人的健

康。

評審評語
為多個產學合作計畫之統整，各個計畫執行效益皆屬良好，產學

合作研究經費運用妥當。產品均有學理基礎，對國人健康的助益

有明顯效益，已獲得多項認證並上市銷售，各技術均有充分專利

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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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
合作獎

銀獎銀獎

醫術與技術共創新理想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
醫院
「微創人工膝關節手術
理想手術之研發」
慈

濟醫院「微創人工膝關節手術理想手術之研發」基於國外產品並未能

符合市場需求，因此決定自行開發。慈濟醫院與廠商聯合骨材本著

提高臨床使用方便性與易學性的理想，其創新研發考量「拆解、合併、簡

化」三個方向，結果造福許多患者，可使病患術後恢復期大幅縮短，醫療照

護成本亦可縮減約百分之三十。

得獎標的介紹
2003年，國外率先發表微創膝關節手術技術，然國外產品並未能符合市場

需求，因此產生了自行開發的構想。該作品之創新研發，考量三個方向：

一、拆解：以時間換取空間；把一組固定但體積大的器械拆成兩個部分；

二、簡化：摒棄過度倚賴器械、本末倒置的繆誤；

三、合併：減少器械不必要的接銜空間。

藉由該產品可使病患術後恢復期大幅縮短，並恢復其生活品質。且醫療照護

成本可縮減約百分之三十以上，達到醫療政策與病患的雙贏結果。

自2006年起，慈濟醫院花蓮院區名譽院長陳英和將此術式藉由多次國內和

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方式傳承給其他的醫師，目前已取得國內外專利並行銷國

▲  慈濟醫院花蓮院區名
譽院長陳英和與臺北

市長郝龍斌合影。

  慈濟醫院與聯合骨材本著提高方便性與
易學性理想打造出「微創人工膝關節手

術」理想手術。

▲  手術傷口比較。左為微創人工膝關節手術理
想手術，右為傳統手術。

▲  慈濟陳英和院長（前排左一）與聯合骨材林
延生董事長（前排左二）。

際。繼獲得第七屆國家新創獎後，再度榮獲2010年度台北生

技獎產學合作銀獎的肯定。

團隊介紹
陳英和院長與聯合骨材於2005年成立了產學合作團隊，目標

為開發微創膝關節手術器械。陳英和院長為骨科權威，包括

骨折創傷、脊椎、關節病變等，至今在花東地區共執行3658

人次手術，門診服務62159人次，累積300例僵直性脊椎炎矯

正手術。2010年受到花蓮縣醫師公會肯定，獲得第三屆醫療

奉獻獎的殊榮。

聯合骨材是一個專注投入在骨科醫療產品市場的公司，創立

於1993年，在臺灣、亞洲的骨科醫師及研究學者帶領及協助

下，依據專業研究及醫師的臨床需求，發展製造出與世界同

步的人工髖關節及膝關節；利用臺灣製造價格的優勢下，生

產出高品質符合國際規範的人工關節，提供更合理的價格供

應以節省整體醫療支出，尤其，更能服務在醫療保險尚未完

善的國家及地區。所有產品皆通過ISO9001、ISO13485、

cGMP、歐盟CE Mark及美國 FDA的規範。

評審評語
參賽標的為突破性的創新設計與開發膝關節手術工具，參賽

單位與廠商合作無間值得表揚，對產業之貢獻顯著，商業化

效益亦相當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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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等獎

產學
合作獎

遠
距居家保健離子感測系統開發（SBIR）是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與中研

應用感測科技產學合作擦出的新火花，以晶片表面濺鍍及選擇膜鍍與

鈉、鉀離子感測膜開發測試，具備製程簡單、保存容易、成本低廉等競爭優

勢，也是生技跨域產學合作的新突破。

得獎標的介紹
得獎標的之技術平台為研製及改善多年之生化感測晶片及配合電路設計，從

離子感測晶片的製作開始，逐漸演化為構造簡單，功能及效率俱佳的新型感

測晶片。

具備製程簡單、平面結構、乾燥保存、成本低廉、封裝簡單等優點，感測面

表面處理係以半導體濺鍍製程進行，量產技術可在短期內完成，達到具備低

生產成本及低實施成本等競爭優勢。利用新創量產技術優勢，發展出一系列

的生物感測產品，如血液或尿液的各種成分，是生技產學合作的跨域新突

破。

團隊介紹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位於臺南縣，西元1968年成立，以「醫學生命、民生科

▲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與中研
應用感測科技的產學合

作，以具有加值與跨領域

整合之成效獲得優等獎。

利用新創量產技術優勢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遠距居家保健離子
感測系統開發(SBIR)」

▲  SBIR是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與中研應
用感測科技產學合作擦出的新火花。

▲    SBIR具備保存容易、成本低廉等競爭優勢，
也是生技跨域產學合作的新突破。

▲  構造簡單、功能及效率俱佳的新型感測晶片。

▲  以「人本、健康、創意、服務」為理念的中華
醫事科技大學校門外觀。

技、健康管理」三大領域為發展方向。以「人本、健康、創

意、服務」為理念，符合醫事健康產業之需求、發揮技職校

院之競爭力、提昇科技人才之執行力；在既有之優勢基礎上

妥善規劃，期使成為一所追求全人品質之醫事大學。

教育目標除了專業知能的發展外，也重視學生人文素養與社

會關懷精神的啟發，以培養能夠適應多元社會變遷能力的青

年為職志。

因此，不但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環境，包括知性發展、語文思

考能力表達、正確的工作態度，並訓練其獨立的人格、穩定

的情緒、強健的體魄與團隊合作精神，讓學生能伸展觸角，

作廣泛涉獵，達成全人教育功能，增進其競爭力與發展潛

能。因此在學期間，專業技能與人文通識教育並重，以提升

學生在未來職業生涯上的競爭力與長期發展潛力，和面對未

來快速變遷社會之適應力。

近年旗下生技系鼓勵系所師生致力於專利與技轉研發，除已

獲得各國二十二件專利外，協助廠商進行技術提升合作專

案。

中研應用感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2008年，進駐清華

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借重臺灣電子產業的優勢，將感測科

技、電子科技及材料化學科技整合，切入居家生活、醫療保

健及美容保養領域，以兼顧短、中、長期發展與獲利的商業

模式。

評審評語
具有加值與跨領域整合之成效，研發技術在創新與預期效益

上值得肯定，關鍵技術保護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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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台北生技獎評審委員名單

技術專業類
王惠珀 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教授

田蔚城 臺北市生物產業協會名譽理事長

何國傑 臺灣大學植物科學研究所教授

吳金洌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林山陽 元培科技大學生物科技所教授

林建煌 臺北醫學大學研發長

許光陽 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教授

陳炳輝 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教授

陳基旺 臺灣大學研究發展處研發長

陳慶三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通信研究員

梁啟銘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黃德富 臺灣大學醫學院藥理學科暨研究所教授

楊平政 財團法人臺灣動物科技研究所所長

廖一久 臺灣海洋大學教授

鄧哲明 臺灣大學醫學院藥理學科暨研究所教授

羅竹芳 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

2010台北生技獎評審委員名單

財務營運類
王秀琴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科長

江炯聰 臺灣大學商學研究所教授

李世仁 合裕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投資長

徐中琦 臺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副教授

袁建中 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教授

顏錫銘 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教授

智慧財產權類
方環玉 理律法律事務所專利暨科技部資深顧問

李旦 世界專利商標事務所所長

張仁平 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官兼專利三組五科科長

馮震宇 政治大學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暨智慧財產研究所合聘教授

劉尚志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

羅麗珠 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總經理



金融風暴後，全球生技產業發生結構性變化，

包括國際分工合作、策略聯盟、技術移轉授權等，

新興的生技產業鍊態勢漸崛起，

臺灣生技業者如何了解國際脈動，

取得先機，成為關鍵的課題。

鑑於此，「2010生技大師圓桌論壇」，
會中針對五大趨勢議題邀請國內外生技產、官、學、研等11位專業人士，
針對國際最新脈動以及產業發展趨勢等面向做深度探討與交流，

協助臺灣生技業者站在巨人的肩膀，

拉高視野，創造打造亞洲生技之都的新動能。

掌握趨勢 躍進未來 
2010生技大師 
圓桌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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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生技大師圓桌論壇
掌握優勢與經驗
亞洲生技之都起飛
2010年第八屆「Bio Taiwan臺灣生技月」於七月下旬展開為期四天

的精彩活動，吸引國內外生物科技產業齊聚一堂。其中，積極

推動生技產業發展的臺北市政府，除籌組生技學研單位及生技廠商成立「臺北生

技館」參展外，並舉辦「2010生技大師圓桌論壇」大型研討會。會中邀請國內

外相關知名大師以及資深產業大老，針對如何攜手共創亞洲生技之都、國際最新

脈動以及產業發展趨勢與實務等面向做探討與交流。陣容堅強的主講人員以及切

中要領的談論議題，可說是本屆臺灣生技月最受矚目與歡迎的活動之一。

五大趨勢議題　十一位專業主講人士

論壇議題共分五個階段進行，分別是生技大師圓桌論壇、生技產業整體國際脈

動、中國生技產業發展實務、醫療器材發展趨勢與標竿實務，以及醫藥產業發展

趨勢與標竿實務。

當天邀請的論壇大師則有臺北市副市長林建元、經濟部生醫推動小組主

任陳啟祥，全球權威生技創投公司美國Burrill & Company董事總經理Ann 

Hanham、合裕管理顧問公司投資長李世仁，以及太景生技董事長許明珠。

此外，生物醫藥研發公司上海睿星基因技術有限公司董事長羅楹、國內生技

醫藥產業五鼎生技董事長沈燕士、聯合骨科器材董事長林延生、財團法人醫

藥品查驗中心執行長陳恆德、基亞生技董事長張世忠，以及臺灣神隆執行副

總詹維康，也帶來多場精彩的生技產業實務專題演講。

這些產官學齊聚的重量級貴賓們鞭辟入裡的剖析與共談，以及寶貴的實務經

驗分享，為臺灣生技業者帶來豐富的視野，也讓與會者看到主辦單位臺北市

政府對於生技產業發展的積極態度與長遠佈局。

掌握優勢，攜手共創亞洲生技之都

官方推動　帶領生技業起飛
在第一階段「攜手共創亞洲生技之都」主題中，臺北市副市長林建元首先針

對臺北市政府如何全力打造國際化的生技醫療產業環境做說明。2001年開

始，臺北市即率各縣市之先，成立「臺北市發展生物科技產業推動小組」，

擬定相關策略與工作計畫。

小組利用臺北市國際化程度高，智慧化科技應用普遍等優點，以及運用友善

的生活環境、深厚的文化底蘊、便捷的交通建設等面向，積極推動生技產業「2010生技大師圓桌論壇」報到台，聽眾們陸續簽名進場。

大師們針對臺灣生技產業優勢進行對話，指出具潛力的各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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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大師圓桌論壇即將開始，台下觀眾屏息以待。

在臺北市落地生根，並據此努力創造國際人才留駐的吸引力。 

由於擁有豐富研究資源與基礎建設，加上政府大力的扶植，因此很快地吸

引國際生技廠商進駐。至2008年底資料顯示，臺北市共計已有260家生技公

司，其中包含新興生技166家。在營收方面，臺北市生技企業於生技範疇之

營業收入為新台幣561.9億元，其中以製藥業表現最為亮眼，營收數達242.6

億元。臺北市發展生物科技產業推動小組的成績有目共睹，並為了讓臺北市

成為亞洲生技之都的目標而努力不懈。

經濟部生物技術與醫藥工業發展推動小組主任陳啟祥接著表示，臺灣生技產

業的利基之一在於政府政策，包括從1996年生技產業推動方案，到2009年行

政院正式核定臺灣生技鑽石行動方案，顯示政府持續關注生技產業。

其次，從工業基礎與生物醫學研究不斷的突破，以及在醫療電子與複合式產

品裡，皆可看出臺灣有很好的發展利基，而傳統中草藥與植物醫療的現代

化，推陳出新的速度越來越快，在在都讓人期待生技產業的不同創新，並希

望有更多新血的投入。

陳啟祥進一步表示，未來臺灣發展生技最重要的是國際化。尤其將來兩岸關

係的改善，國際生醫廠商可以透過臺灣的合作開拓兩岸市場，建立與大陸合

作的機制。

與會大師們互相交流。

臺灣的定位與機會
合裕管理顧問公司投資長李世仁則從美、日、中的市場角度分析。美、日、

中目前是全球前三大單一生醫市場，且這三方市場彼此亦無法忽略。但因為

這三方市場在法規、歷史文化、生活背景，以及語文等面向都存在著極大的

差異，合作困難。因此，臺灣在這方面可以扮演橋樑，與三方市場建立夥伴

關係，這是臺灣發展生醫產業的一大優勢。

太景生技董事長許明珠則提出人才的重要性。她認為，臺灣發展生醫最大的

資產就是旅外的國際研究人才。臺灣專業人才在國外的表現傑出，國內也擁

有傲視全球的頂尖醫學技術，如果可以將各種不同領域的人才與經驗進行整

合，加上政府有力的推動，相信生技產業發展的爆發力將非常驚人。

Burrill & Company董事總經理Ann Hanham則指出，國際化的眼光及策略非

常重要，因為生醫產業不再只是單一方向或市場。她推崇臺灣有很好的生醫

基礎建設，且從法規、資金甚至合約處理等，臺灣都有豐富的國際經驗，再

加上政府大力的支持，臺灣發展生醫產業的成本相對降低很多。另一方面，

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即是國際廠商可以透過臺灣，打開中國大陸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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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副市長林建元主持開場，並說明市府在提升生技產業的規劃與願景。

全球權威生技創投公司美國Burrill & Company董事總
經理Ann Hanham就其經驗發表看法。

垂直整合、跨領域整合、水平分工等，顯示生技新藥與醫療器材將更趨緊密

結合。

而全球定位分工更明顯也讓各國生技業者朝不同方向邁進。例如，美國為新

藥研發產業、中國為原料藥產業、印度為配方製劑產業、以色列為醫療器

材研發產業，大中華地區則為中草藥健康食品產業，至於臺灣，可朝醫療器

材、農業生技等產業發展。

據此趨勢，臺灣生技業發展具有尊重智慧財產及國際遊戲規則專業形象、長

期與美日等國維持良好互動、臺灣中國兩岸生醫架橋適時推動、靈活多元化

的中小企業等優勢，再加上政府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有效整合釋放官學研

單位能量、生技創投基金推動生醫業發展可期，可說已匯聚天時、地利、人

和契機，只待水到渠成。

許明珠則提供太景生技的營運模式給與會者參考。太景相當重視專業人才，

招聘國外資深研發人員引導國內優良科技人才，並積極引進新藥進行臨床實

驗。進而自行研發及授權引進完整的產品線，專注於創新產品的研發並具世

界專利。同時不忘保持與大中華的關係，並擔負歐美生技醫藥公司涉足大中

華地區的橋樑。

重視實務，
開創信心未來
 

第三、四、五階段的主題

皆著重在廠商實務經驗的

分享，內容包羅萬象，期

能從不同領域生技業者的

實務經驗與趨勢觀點，提

供與會者多角度的思考方

向。這些身經百戰的資深

生技業者，傾其數十年的

實戰經驗，提供一路走來

面對各種風雨所採行的策

略，是最寶貴的分享。

了解國際脈動，取得先機

醫療型態攸關全球生技業發展
第二階段主題放在「生技產業整體國際脈動」，首先由Ann Hanham發表她

的觀察與經驗。她指出，目前照護產業的型態變化很大。拜網路發達之賜，

在美國，有八成的病患會先透過網路即先進科技了解病症；同樣地，醫生也

需要透過資訊以及科技產品解決病患的疑問。漸漸地，醫生將轉型成為醫療

顧問的角色。

而從醫藥產品最新脈動可發現，上述的健康照護與醫療型態的轉變，以及全

球網路化的發展，讓藥商面對嚴重的降價壓力，進而使得先進國家製藥業

走到一個瓶頸，甚至是盡頭。但跟其他產業一樣，新興市場，如巴西、俄羅

斯、以色列、中國等生醫業，卻極具發展的潛力。

臺灣由於資訊科技產業發達，未來將可扮演重要的推手角色，這也是臺灣在

生醫業上可以努力發展的方向之一。

金融風暴後的生技發展契機
李世仁則從金融風暴後的生技發展契機，提供他的觀點。他指出，生技產業

是全球公認的主流成長產業，國際普遍認為生技產業是可以提升經濟的成長

產業。在金融風暴後，國際生技業有若干趨勢值得業者觀察。這些趨勢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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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容堅強的主講人員提供寶貴的整體國際脈動分析，為臺北市蓄積動能朝亞洲生技之都邁進。

「2010生技大師圓桌論壇」精彩的議題吸引大批聽眾。

結為例，預估由2006~2011年複合成長率為11.9%及13.1%。這些珍貴的數

據有助於與會者更清楚生技業未來的市場目標。

不同公司規模的營運方式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執行長陳恆德針對「臺灣生技、藥品、醫材產業

發展趨勢」做分析，提出ECFA後兩岸交流新情勢，並檢討臺灣缺少旗艦大

廠、人才不足、產業價值鏈之聚落尚未形成、股市產業分析師專業不足等種

種待改善之處。

基亞生技董事長張世忠則在創新及行銷面向以「新藥研發及國際市場行銷」

主題，探討癌症藥物開發的策略與國際合作。由於癌症是全球重大醫療問

題，基亞與國外廠商聯盟，針對亞洲人與西方人主要癌症完成第二期臨床試

驗並對外授權，最後共享授權利益與銷售權利金。

最後，由臺灣神隆公司執行副總詹維康現身說法，說明「國內中小型生技企

業研究與營運策略」。以神隆為例，該公司從品質、專利、價格、服務等面

向了解顧客的需求。詹維康並特別提到產學雙方的合作互動，藉由討論，使

學界充分了解業界面臨之實際挑戰、技術瓶頸，並共同擬定合作研發計劃。

如此一來，研發結果較容易有立刻具體的應用。

為時一天的2010生技大師圓桌論壇圓滿結束十多場專業講題。被視為下一個

明星產業的生技業，世界各國皆摩拳擦掌，全力以赴，不想輸在起跑點。臺

灣如何保持現有優勢，擴大市場，改善不足之處，有賴相關產官學界一同攜

手合作，相信共創亞洲生技之都的夢想指日可待。

老字號與新銳之星的經驗談
上海睿星基因技術有限公司董事長羅楹以「中國基因科技平台的創新發展」

一題，揭開大陸生技業現況。上海睿星是由一群留美歸國人員創辦的企業，

因此公司員工70%為科研人員，包括多名博士。靠著專業的背景，以及高度

國際水準的研發能力，在大陸生技界闖下一片天，並於2007年接受上海市政

府頒發的白玉蘭銀質獎章。

睿星基因還利用自身技術優勢，向國內外大中型醫藥企業提供生物技術和藥

物開發服務。羅董事長認為，公司建立了從基因到新藥的完整新藥開發平

台，因此具備更高的市場競爭優勢。

五鼎生技董事長沈燕士從醫療儀器的製造面向談「MIT醫療儀器之現在與未

來」。沈董事長特別強調智財權的保障以及認證制度的建立。有了公平、合

理且國內相關業者皆接受認可的認證制度，才能促進產品研製；且為了大中

華地區的整合，他提倡兩岸認證應該相互承認。

聯合骨科器材董事長林延生發表「醫材拓展國際市場策略實務」，以聯合骨

科成立十七年來拓展國際市場的過程，在經營策略及實務經驗上做一探討。

他並指出，臺灣醫療產業經由業者及政府的配合及努力，2002~2008年的複

合成長率達16.4%，為一快速發展的產業；以該公司專業之骨科市場及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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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提升台北市生技業者企業經營能力，加入推動技術研究開發能量，臺北市政府積極推動

「2010臺北市生技產業升級計畫」，針對生技業者最常面臨困境的投融資、行銷拓展、經營

管理、法規、人力、技術面給予實質幫助與輔導。本計畫由市政府委請中國生產力中心協助執行，

從生技領域發展資源平台角色，安排各領域輔導專家，進行面對面的諮詢輔導與溝通，替業者找出

可行解決方案。

「2010臺北市生技產業升級計畫」計畫推動以來，經由輔導的搭配，已成功協助包括：健永生技

股份有限公司、腦得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寶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瀚仕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晶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膠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遠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晶化生技

醫藥公司、豪美骨科器材有限公司等九家企業，在行銷、研發、經管、財務等面向取得產業發展資

源，業者展望更遠大的目標與願景，亦為生技產業的明日提供振奮的強心劑。 

生技新秀 奮起與超越

臺北市生技產業
升級計畫 

「2010臺北市生技產業升級計畫」9家獲得輔導業者展現傲人成
效。

顧問經由面對面的實際溝通，解決業者投融資、行銷

拓展、法規、人力等經營瓶頸。

「臺北市生技產業升級計畫」輔導廠商名錄

健永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578-8621 網址：healtheverbiotech.com

腦得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755-0913 網址：www.bng.com.tw

美梭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6）505-3388 網址：www.mesophase.com.tw

寶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915-4183 網址：www.lite-med.com

瀚仕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501-5598 網址：www.redox.com.tw

晶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658-6809 網址：www.genepharminc.com

膠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7711-3299 網址：www.collamatrix.com  

遠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655-8198 網址：www.febico.com.tw

豪美骨科器材有限公司　

電話：（02）8751-4321



臺北市生技產業輔導計畫成果專刊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電話：（02）2799-6898 

網址：http://hitech.taipei.gov.tw

執行單位：中國生產力中心

主編：尚靜宜

編輯：金國英、黃鈺雲

美編：李怡儀

地址：臺北縣汐止市新台五路一段79號2樓

電話：（02）2698-2989 

網址：http://www.cpc.org.tw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版權所有，請勿侵犯


	2010成果專刊.pdf
	112515292783
	P1
	P2-7
	P8-11
	P12-35
	P36-37
	P38-45
	P46-47-Open
	P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