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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輔導生技產業計畫緣起與簡介

生
物科技是21世紀的明星產業，也是我國納入重點發展的

產業之一，臺北市政府做為首善之區，對於提升生技產業

發展的投入不遺餘力。為推動臺北市成為生技產業發展重鎮，

促進臺北市優良生技廠商提升研發技術與營運效能，並因應兩

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簽訂，掌握未來趨勢；臺北市

政府產業發展局委託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辦理「臺北市輔

導生技產業計畫」，結合「臺北市獎勵生技產業計畫──2011

台北生技獎」與「臺北市生技產業交流計畫」兩子計畫，積極

建立生技產業成功發展模式，以掌握生技產業發展之脈絡，為

臺灣生技產業注入源源不絕的動能。

其中「台北生技獎」自2004年第1屆開始，即被稱為台灣生技界

的奧斯卡，成為業界指標，鼓勵著在漫長研發道路上持續努力

前進的生技業者，並創造交流分享平台，提供國外業者觀察臺

灣生技產業的管道。至今共頒發了83項績優標的，獎金總額達

3,500萬元。

其他盛舉還有舉辦「臺北生技大師圓桌論壇」、「系列講座」

及「得獎企業觀摩」等活動，提供產官學研界專家學者進行產

業發展趨勢分析及資源分享，促進產業發展升級，加速生技產

業國際化之步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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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輔導生技產業計畫緣起與簡介

根據全球最近趨勢，年年規劃多元深入的「生技大師圓桌論

壇」大型研討會，邀請國內外相關知名大師以及資深產業大

老，針對國際最新脈動以及產業發展趨勢做探討與交流，每年

皆獲得廣大迴響，成為臺灣生技業者眺望國際視野、注入新思

維的最佳窗口。「系列講座」協助生技業者了解新市場開拓趨

勢機會及行銷做法，掌握生技產業之財務管理健全概念與應

用。「得獎企業觀摩」透過提供實地參訪行動，獲得寶貴的經

驗學習與交流。

有感於臺灣生技產業發展的腳步不能慢下來，臺北市政府透過

「臺北市輔導生技產業計畫」一直繼續以上各種強力動能，

積極扮演領先、帶動、鼓勵、協助的角色，為完整臺北市生技

產業發展優勢條件而努力不懈，進而帶領臺灣生技產業全面起

飛，替生技業開闢長遠的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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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台北生技獎頒獎典禮暨成果發表會
台北生技獎除表彰殊榮典範、標竿經驗分享外，

更帶起產業發展創新與突破。

自2010年起擴大舉辦，
開放提供全國生技廠商及學研單位參與，

全臺精銳盡出，促進臺灣整體生技產業之提升，

提供生技業者鼓舞指標。

重量級企業與專家雲集，
再造生技領域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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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台北生技獎頒獎典禮暨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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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一度號稱生技界奧斯卡獎的「台北生技獎」，2011年

9月15日舉行頒獎典禮，現場並舉辦入圍廠商成果發表

會，讓所有媒體及產官學界人士，共同見證臺灣生技產業的創

新發展與活力。

臺北市政府從2004年開始舉辦「台北生技獎」，獎勵臺北市

的績優生技企業及學研單位，以競賽遴選的方式表揚具有創新

發展及前瞻性優異表現的生技企業。經過數年的認真評選與嚴

謹的審查程序，已奠定台北生技獎在臺灣生技產業之指標性地

位，成為每年生技產業的盛事。

政府持續扶植，生技業前途璀璨
本屆蒞臨現場的嘉賓有臺北市副市長陳雄文、行政院科技顧問

組執行秘書陳炳煇、元培科技大學校長王銘富、財團法人國家

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顧問廖繼洲、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教授陳

炳輝、誠信開發公司生技事業群總經理沈志隆。而今年的開場

秀由「迷火佛拉明哥舞團」擔綱，帶來活力十足的舞藝，舞團

精湛的舞技、媚人的風采，掀起頒獎前的熱絡氛圍。

臺北市副市長陳雄文與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執行秘書陳炳煇的致

詞，道出台灣生技產業的藍圖。陳雄文副市長感謝生技界中

所有辛勤努力的每一份子，讓生技產業發展無可限量。並指出

「台北生技獎」自2004年起舉辦開始，讓臺灣在生技產業的投

入與技術，加速邁入成熟階段。截至目前為止，已經頒發出去

的獎金達3,500萬元。歷屆許多「台北生技獎」得主在國外的

生技競賽獲大賞中，也都獲得佳

績，深受肯定。

2010年起「台北生技獎」開始擴

大舉辦，不再侷限臺北地區，開

放提供全國生技廠商及學研單位

參與，因此競爭變得更為激烈。

以今年受理的90件參賽標的來

說，有60％來自臺北市以外的縣

市，故能入圍者可說皆為臺灣生

技產業中的頂尖單位。台北生技 ▲ 臺北市副市長陳雄文蒞臨致詞與頒發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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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將繼續提供生技界一榮譽指標，扮演最佳的產官學研交流平

台，並藉此盛事，讓生技業產官學研界各方人士齊聚一堂；也

提供國外生技業者瞭解臺灣生技產業的一個管道。

陳炳煇執秘認為在台北生技獎頒獎典禮現場，可看到長期耕耘

的生技前輩或是新加入的新血，代表蓬勃發展與源源不絕的

動力。行政院各部會的決議以及國內外顧問，咸認臺灣必須從

效率經濟轉成創新經濟，有四個條件須積極配合，一是教育人

才，在場的生技業者都是國家重要人才，二是創投基金，三是

政府輔導，四是企業配合。政府輔導面向上，在「臺灣生技起

飛鑽石行動方案」中，以促進生技產業化、法規國際化健全

化、成立創投基金等做為近期發展重點，目前逐步實現，期能

達到臺灣生技重要里程碑，以提供最佳投資環境給業者。

全臺精銳盡出，入圍即榮耀  
今年的台北生技獎經由全國生技企業徵件報名，共有90家參

賽，可說競爭激烈。參賽的90個標的中，如陳副市長所提，有

60％來自臺北市以外的縣市，其中新北市約佔18％，宜蘭縣2

％，桃園縣3％，新竹市1％，苗栗縣3％，臺中市7％，雲林縣2

％，嘉義縣1％，臺南市15％，

臺南縣1％，高雄市7％，屏東

縣4％（如圖A）。由以上比例

可知，幾乎全臺都參與了這項盛

事。至於產業類別分佈上，新興

生技佔了一半以上，有51％，顯

新北市18%宜蘭縣2%

臺北市36%

桃園縣3%
新竹市1%
苗栗縣3%

臺中市7%

雲林縣2%
嘉義縣1%

臺南市15%

臺南縣1%

高雄市7%
屏東縣4%

圖Ａ：2011臺北生技獎參賽案件依縣市分佈

圖Ｂ： 2011臺北生技獎參賽案
件依產業別分佈

製藥27%

新興生技51%

醫材22%



< 10 > < 11 > 2011 臺北生技獎  2011 臺北生技獎

示臺灣生技業者的創新研發動能活力十足，醫材與製藥類則分

別佔22％、27％（如圖B）。

菁英競技下，共有10家廠商與學研單位雀屏中選、拔得頭籌，

其中，由台灣東洋、彥臣生技、瑞基海洋生技、國防醫學院等

單位奪得「2011台北生技獎」金獎的殊榮。

「技術商品化獎類」金獎由台灣東洋勝出，獎金達100萬元；

銀獎為台耀化學，獎金50萬元；銅獎為葡萄王生技，獎金30萬

元。「研發創新獎類」由彥臣生技榮膺桂冠，獎金80萬元；銀

獎由展旺生命科技獲得，獎金40萬元；銅獎為柏登生醫公司，

獎金20萬元。

「技術轉移獎類」由瑞基海洋生技奪標，獎金80萬元；銀獎為

中裕新藥公司，獎金40萬元。「產學合作獎類」由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婦產學科獲得金獎，獎金60萬元；銀獎為成功大學農業

生技研究中心，獎金40萬元。

得獎廠商創造雙贏之道
本次所有得獎標的在專業創新及實質報酬上皆有很大的成長。

台灣東洋藥品研發了全臺第1個自行研發、全球第3個上市包

覆doxorubicin微脂體藥物，傲視全球。台耀化學成功銷售

Montelukast，目前已締造5,700萬台幣業績，前景可期。葡萄

王利用液態發酵技術，只需14天即可生產純菌絲體，不需砍伐

樹木，為目前最快速的生產方式。瑞基的IQ2000 TM蝦類白點

▲ 台北生技獎頒獎典禮為生技產業盛事，吸引大批媒體前來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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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檢測試劑組為全球第1名的蝦病毒檢測系統，目前位於南

北迴線間可養殖蝦的國家，70%皆有使用瑞基產品，創造驕傲

的市值。中裕成功技術移轉一治療愛滋病的單株抗體生物製劑

「TMB-355」，屬於新穎創新之抑制病毒侵入型生技新藥。

彥臣生技新標靶藥物，具有目前新一類癌症標靶藥物HDAC抑

制劑作用，且在增進短期、長期與空間記憶以及專注力上均發

現明顯的效果，因此有潛力開發應用於癌症及退化性神經疾

病。展旺生命科技的「厄他培南」，能廣泛對抗多種革蘭氏陽

性和革蘭氏陰性需氧菌和厭氧菌，為一極具開發潛力之產品。

柏登生醫擁有專利的生物眼角膜，可說是全球第一個全方位解

決因眼角膜失明的治療性產品，可應用於眼角膜組織的修復。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婦產學科團隊以「甲基化基因標記作為子宮

頸癌檢測方法」，不僅能改進抹片的精準度，在未能建立抹片

系統的地方，也能提供相當於抹片的癌症篩檢。國立成功大學

農業生技研究中心發明NNV病毒口服疫苗，解決了魚苗育成階

段嚴重死亡的關鍵瓶頸，再整合魚苗之生產及疫苗之使用，生

產出具高抗病力魚苗。

由以上各標的特色可看出，臺灣生技業者對於自身核心價值愈

來愈能掌握，也具備提供細膩服務與創新產品的專業能力，並

懂得追求更有效率的商業化過程，讓創新價值進一步反應在具

體報酬上。

▲ 「迷火佛拉明哥舞團」擔綱開場，帶來精湛迷人的舞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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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發表會提供多重學習價值
在緊湊、充滿刺激的頒獎典禮之後，安排內容豐富多元的成果

發表會，入圍廠商除了現場展示產品、提供說明外，還分享其

一路走來的研發創意與市場佈局策略，讓與會人士獲益匪淺。

此外，並邀請兩位重量級大師進行專題演講，其中誠信開發公

司生技事業群總經理沈志隆以「生技產業研發創新價值創造」

一題開啟分享議程；浩理生技管理顧問公司董事總經理李世仁

博士，則以「成功生技企業經營管理」主題，探討臺灣生技業

走向。

沈志隆在演講中指出，70年代的企業價值看的是淨值，但21世

紀後，全球主流觀念認為企業本身價值遠超過淨值，說明無形

資產的重要，例如2009年，臺灣生技產業已創造2,000億市場，

每個員工創造的產能達400萬元，已超過電子業，但還有很大的

成長空間。研發型生技產業的價值就是在於無形的知識價值，

要如何讓它們進一步商化，以獲得實體報酬，是研發型生技產

業未來發展方向，也是

必須面臨的挑戰，其

面向包括市場定位、法

規、專利等問題。

要讓價值商化，必要有

好的團隊運作執行，

以及好的商業模式來創

造。一個公司當技術導

向到一定程度後，隨著

成長一定要陸續加進不

同專業。企業價值可能

因為商品本質不同而有

差異，企業應該要清楚

公司的核心產能是產

品、技術或服務，以掌

握確切的市場定位。

李世仁則在演講中強

調，生技產業是21世
▲  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執行秘書陳炳煇特地蒞臨致詞，
    鼓舞所有生技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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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必要發展的主流成長產業，並針對臺灣生醫產業如何打通任

督二脈、金融市場分析、臺灣跨足全球生技產業的機會策略等

面向，提供精闢入裡的見解。

對於臺灣生技產業發展契機，李世仁認為臺灣居於全球前3大

生醫單一市場的關鍵位置，角色舉足輕重，是各國開拓重要市

場的必要合作夥伴；加上法規面上，臺灣的生醫認證依循全球

最嚴格的美國FDA法規，且具備尊重智財權及國際遊戲規則的

專業形象，可謂基本功紮實。而臺灣長期與美國、日本維持良

好互動，與中國互動日益增加，又具備靈活多元化的中小企業

等，皆為強而有力的優勢。政府扶植方面，生技起飛鑽石行動

方案有效整合釋放官學研醫之能量，今年成立的生技創投基金

值得大家期待。臺灣若能充分掌握以上各面向優勢，相信將有

效推動生技產業發展，天時、地利、人和已漸匯聚，企盼水到

渠成。

台北生技獎的格局、規模與影響力逐年遞增，更成功吸引許多

優秀、具代表性的生技廠商競逐台北生技獎的桂冠。每年透

過頒獎典禮，讓大家更了解生技產業繁榮發展的充分潛力和利

基，藉由頒獎鼓勵全國生技企業一起努力，相信在不久的將

來，臺北市必會成為領航亞洲生技產業發展的旗艦城市。

▲ 所有得獎廠商與貴賓一起上台大合照，期許臺灣生技產業愈來愈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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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台北生技獎得獎名單

類別 獎項                        得獎單位               得獎標的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獎 電話：02-2652-5999 力得微脂體注射劑2毫克⁄毫升
  網址：http://www.tty.com.tw/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銀獎 電話：03-3240-895 Montelukast原料藥技術商品化 
  網址：http://www.formosalab.com/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銅獎 電話：03-4572-121 葡萄王樟芝系列產品行銷模式
  網址：http://www.grapeking.com.tw/ 
  彥臣生技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NBM-T-BMX-OS01，一個專一性
 金獎 電話：02-2821-7057 HDAC8抑制劑用於癌症及退化性
 研  網址：http://www.naturewise.com.tw/ 神經疾病之治療 
 發  展旺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創 銀獎 電話：03-7580-100 厄他培南
 新  網址：http://www.saviorlifetec.com.tw/
 獎  柏登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銅獎 電話：02-2708-8558 生物眼角膜 
  網址：http://www.aeonastron.com/
  瑞基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 金獎 電話：04-2463-9869 
 術  網址：http://www.i-screen.com.tw/cn_index.html 
 移  中裕新藥股份有限公司 
 轉 銀獎 電話：02-2655-8031
 獎  網址：http://www.taimedbiologics.com.tw/- 愛滋病新藥TMB-355
  default.aspx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婦產學科
  電話：02-8792-3311
  網址：http://www1.ndmctsgh.edu.tw/www/
 金獎 default.aspx?webid=2&lid=CH  甲基化基因標記作為子宮頸癌檢
 產  合作公司：日祥醫事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測方法之驗證:多中心臨床試驗
 學  電話：02-8772-1519
 合  網址：http://www.istat.com.tw/    
 作  國立成功大學農業生技研究中心 
 獎  水產動物生技醫藥團隊
  電話：06-2757-575
 銀獎 網址：http://web.ncku.edu.tw/bin/home.php 口服疫苗及石斑魚苗生產之應用
  合作公司：慕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788-7738
  網址： http://www.cyto-biotech.com/index.htm 

 技
 術
 商
 品
 化
 獎

 IQ2000TM 蝦類白點病毒檢測
試劑組



< 16 > < 17 > 2011 臺北生技獎  2011 臺北生技獎



< 16 > < 17 > 2011 臺北生技獎  2011 臺北生技獎

2011台北生技獎得獎廠商特別報導
臺灣生技業者精準掌握自身核心價值，

具備提供細膩服務與創新產品的專業能力，

懂得追求更有效率的商業化過程，

讓創新價值進一步反應在具體報酬上。

前瞻指標、引領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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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東洋藥品自1960年成立至今，從傳統注重製造和銷售的角

色，逐步轉變躍升為今日行銷導向新藥開發為主的國際企業，

產品類別以癌症、抗感染、心血管等疾病為重點，專研於新藥與特殊

劑型新藥，成績斐然。

產品「力得微脂體注射劑」（Lipo-Dox®）榮獲2011年台北生技獎技

術商品化獎金牌獎，除了受到專業肯定外，對台灣東洋來說，Lipo-

Dox®也是具有特殊意義與價值的產品，因為它是全臺第1個自行研

發、全球第3個上市包覆doxorubicin微脂體藥物，如今獲得大獎，更

具有指標意義。

研發與製程雙專利稱霸市場
傳統Doxorubicin成分屬於抗生素類抗腫瘤製劑，Lipo-Dox®將之包於

微脂體內，並在微脂體表面接上Polyethylene glycol（PEG），可以

使半衰期延長為69.3小時，增加在血液中的循環時間，以穿透腫瘤部

位之血管組織，增加藥物在腫瘤組織的濃度，有效抑制腫瘤生長。再

者Lipo-Dox®可以減少傳統Doxorubicin對正常組織的破壞，因此可避

免心臟毒性、掉髮、噁心、嘔吐等不適現象，以及外滲時對周邊正常

組織的傷害等，大幅減少副作用的發生，進而提升癌症治療患者的生

活品質。

值得一提的是，Lipo-Dox®在製程上也有自己的專利，有一套全自動

微脂體製造設備。產能陸續從200支提升到1,000支，至今則達6,000

支的產能。其可大量生產的專利化設備，能突破試驗室小批量製造

▲   台灣東洋癌症科學發展事業群國
 際行銷總處楊思源處長代表上台

 領獎。

技術商品化獎   金獎

台灣東洋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力得微脂體注射劑」

▲  商業化效益顯著的力得微脂體注
 射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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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許成為亞洲第一家原開發藥廠的台灣東洋。

▲  充滿熱情的研發團隊。

之限制，加上產品技術門檻高，因此競爭者少，極具市場

優勢，已成為各國藥廠競相爭取的目標，2003年開始外銷

亞洲國家，2010年外銷比率已達50%，預計2013年歐洲上

市，以取得暢行世界的門票。

以誠信正直立足世界製藥版圖
一路走來，台灣東洋即以「誠信正直」做為企業核心價值，

強調「公司的利益在團隊利益之上、團隊的利益在個人利益

之上」，以及「有用的失敗」，即勇於面對個人的失敗，並

承擔相關責任。且能分析失敗的原因，從錯誤中學習。

而臨床研究團隊能力的成長，從最初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臨

床試驗監測能力，逐漸提升至以藥品研發為導向，以科學意

義與法規為依歸，並擁有多國多中心執行臨床試驗之核心競

爭能力。

目前，台灣東洋已有多個新藥開發與跨兩岸及亞洲區域性的

臨床試驗進行規劃，並持續在國際知名癌症期刊上發表。未

來，冀望透過嚴謹的專業分工與縝密合作，持續致力於全球

區域型臨床試驗網絡的整合，進一步完成全球化臨床平台之

佈局，成就新一代癌症治療藥物的開發與上市！ 

台灣東洋在瞬息萬變的競爭市場中，明確定位在製藥市場的

角色，期許成為亞洲第1家原開發藥廠，為華人特殊疾病貢

獻心力，提昇臺灣在世界生技產業的地位。

評審委員評語

國內第1個自行研發成功及量產上市之

微脂體藥物、為世界第3個成功進入國

際市場之微脂體藥物。財務績效優異、

商業化效益顯著。並已建置專利基本佈

局，確保長期銷售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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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耀化學於1995年登記成立，初期業務為接受廠商的委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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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開始逐漸轉型往製造業發展，同年3月進行原料藥之生產，

2000年取得ISO認證，2002年通過衛生署GMP查廠，2004年通過美

國FDA查廠，以及陸續通過歐盟（德國BSG），日本PMDA及墨西哥

（COFEPRIS）的GMP查廠認證。如今共有藥證22張，2項產品在美

上市。

突破重重專利難關的創新製程
在原料藥市場上強調創新，一般原廠為了保護他的藥品競爭力，用重

重專利抵擋其他原料藥商的仿製。所以原料藥商開發時，最大的挑戰

是克服不侵權的難題，同時還要兼顧跟原廠一樣的品質，並有效控制

成本。雖然困難重重，但無形中也開發出製程的創新，台耀化學即是

其中的翹楚，並以Montelukast原料藥技術商品化榮獲2011年台北生

技獎技術商品化獎銀牌獎。

台耀以Montelukast原料藥製作的商品為Montelukast sodium，是

quinoline之衍生物，可用於2歲以上氣喘病患。其藥名為Singulair之

膜衣錠及咀嚼錠。目前為止，該藥在長期使用上並無嚴重副作用的報

告出現，為目前市面上副作用最低之非類固醇氣喘用藥。

該產品經過1年的實驗室，3年的生產技術研發，終於於2010年上

市，因著重於製程技術突破、製程技術移轉、生產成本降低及符合

GMP法規需求，將技術、生產與、法規3大領域完好的結合；加上強

▲   台耀化學代表上台接受頒獎。

技術商品化獎   銀獎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Montelukast原料藥技術商品化」

▲  台耀化學廠房內部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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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耀化學公司全區鳥瞰圖。

▲  品管實驗室。

調製造過程完全沒有侵犯原廠專利，有些國家的上市過程

因此順利許多，成功銷售Montelukast，目前已締造5,700

萬台幣業績，前景可期。

可套用的技術化商品模式
台耀因製程創新特質、歐美專利支持，以及產品可以達到

高純度要求，順利地與國際大廠合作；通過代理方式，陸

續在歐洲、臺灣、美國、中南美洲、日本等地上市佈局。

未來在原廠不再受專利保護、全球藥價成本控管商機下，

產品競爭實力雄厚。目前台耀有20多個計畫在進行，每年

約5至6個產品問世，循Montelukast商品技術化模式，相

信很快可以建立台耀在製藥市場上的廣大版圖。

因應拓展海外市場的需求，台耀除了投入大量的資金，購

買及改善硬體設施外，在人員訓練上，亦安排相關課程並

配合實際操作教育員工，並與國內外的顧問公司簽約，無

論在GMP規範、智財權或法律問題，皆可藉由諮詢顧問

有效率地解決，使公司之研發、生產及業務推動免除後顧

之憂。

台耀在cGMP規範要求下，不斷的更新與落實，務使產品

符合國際現行優良製造規範標準，進而使更多的產品及代

工業務深入至歐美地區。未來，本著立足臺灣放眼天下的

信念，希望能在國際的舞台上佔有一席之地。

評審委員評語

臺灣唯一1家有能力生產無菌原料藥之

廠商，在世界的供應佔有一席之地，且

已逐漸完成全球製劑廠合作夥伴佈局，

財務保守穩健，未來營收成長可合理預

期將更大幅成長；全球專利佈局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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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機能性飲料起家，微生物發酵技術見長的葡萄王公司，面對台

北生技獎歷年來之獎項得主多為醫藥背景公司，深感突圍壓

力。因此，要如何掌握葡萄王公司的特點以及讓商品特色完全發揮出

來，實為其參賽以來的一大課題。結果，因其長年對於商品之研發精

益求精，以及行銷策略的靈活運用，終於在今日開花結果，獲得技術

商品化獎銅牌獎。葡萄王能有機會參與盛會並獲得此一獎項，除感謝

主辦單位的寶貴意見及得獎肯定，更感謝社內每位同仁們的努力及辛

勞付出，將秉持精益求精的精神，持續努力，經營企業永續發展。

安全又環保的量化生產技術
其得獎標的「葡萄王樟芝系列產品行銷模式」榮獲技術商品化獎，除

肯定葡萄王在樟芝上的研發佳績外，亦推崇其帶動我國整個樟芝產業

之成果。樟芝為台灣特有菌菇類，生長期長達1年以上。葡萄王利用

液態發酵技術，只需14天即可生產純菌絲體，不需砍伐樹木，為目前

最快速的生產方式；且不像固態培養有大量基質殘留問題，還可減少

工時及降低污染機會，並獨創每批（槽）發酵品皆需進行之急毒性試

驗，包括大鼠之臨床觀察、血清生化分析（ALT及AST及BUN）、肝

腎組織病理檢查等，確認安全性後，才能入庫，做為生產原料。

同時，為國內最完整以第3類安全性申請健康食品字號之產品，安全

性試驗包括基因毒性試驗、致突變性試驗、細胞毒性試驗、微核試

驗、染色體畸變試驗、致畸胎測試、急性毒性測試—14天、亞急性毒

性測試—28天、慢性毒性測試—90天等。另外以葡萄王樟芝為材料

▲   葡萄王樟芝系列，帶給生技業新
    研發思維。

技術商品化獎   銅獎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葡萄王樟芝系列產品行銷模式」

▲ 葡萄王樟芝系列主力產品之一
   「樟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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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中心團隊。

▲  投入最新設備的實驗室。

▲  葡萄王長年投注於樟芝產品的研究開發。

發表之正式論文共29篇、研討會論文24篇及著作書3本（銷

售在2萬本以上），每年亦在大專院校或研討會演講30場以

上來推廣等，因此成功地帶動我國整個樟芝產業，目前全臺

生產家數已達數十家以上，推估樟芝全國每年產值超過台幣

10億元，間接吸引國內學者發表樟芝相關論文超過百篇，

使臺灣成為樟芝研究的重鎮。

多元的樟芝商品發展模式 
葡萄王經長年不斷努力，才累積至今日成果，除了投入大量

研發經費進行產品的研究開發外，此次的得獎標的也是執行

經濟部科專計劃的成果之一，為領先全世界第1個樟芝量產

開發計畫。

行銷上以原料自給自足為發展模式，降低生產成本，並藉由

文獻發表及專利取得，提供商品之全方位功能訴求，加上優

秀的行銷策略及經銷部隊，賦予商品多元化價值，具穩定

市場通路，去年「樟芝王」營業額已達台幣5,000萬元，而

「樟芝益」更高達4億600萬元，成為葡萄王的主力商品。

目前已有2件臨床試驗執行，試驗完成後，將進行論文發

表、申請健康食品字號及叩關中國新資源食品。未來，將持

續結合產學界研發成果，發展新技術，並以科學語言為憑，

打入國際市場；配合多元化的行銷手法，創造銷售新契機，

經營企業永續發展。

評審委員評語

國內首創每批皆進行急毒性試驗，且完

整以第3類安全性申請健康食品字號，

並獲通過。整體上下游垂直整合商品

化效益傑出，亦對臺灣樟芝產業做出貢

獻；智慧財產權保護規劃及佈局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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彥
臣生技藥品自創立以來，不斷在天然中草藥及保健食品領域追

求卓越、創新與突破，期許成為全球「天然藥物開發」的領先

者。天然藥物開發之外，彥臣生技更致力於單一成分的新藥開發，並

取得先導化合物，專注癌症新標靶藥物HDAC抑制劑以及退化性神經

疾病的開發，分別通過多國專利以及榮獲各種獎項，其中包括2011年

台北生技獎研發創新金牌獎。對於能獲得素有生技界奧斯卡獎之稱的

台北生技獎大獎，彥臣生技感謝專家對他們的肯定與鼓勵，期盼在繼

續努力下，可以完成階段性的開發，創造價值，在新藥研發上扮演重

要角色。

新標靶藥物與加強記憶雙效合一
彥臣生技本次以「NBM-T-BMX-OS01，1個專一性HDAC8抑制劑

用於癌症及退化性神經疾病之治」標的獲得大獎。「NBM-T-BMX-

OS01」（以下稱BMX）是經過篩選100種以上的中草藥取得有效成

分，再加以化學結構改變得來的。其具有目前新一類癌症標靶藥物

HDAC抑制劑的作用，在細胞與動物試驗上，觀察到在某些癌症上，

它的抗癌效果比上市的新藥SAHA為佳，可以抑制許多癌細胞株；其

抗癌作用濃度也與SAHA相當，且有高量通過血腦屏障，但對多數正

常神經細胞不具毒性，所以副作用也比較少。

此外，在低劑量下，BMX在動物試驗中，發現可以促進學習記憶，在

增進短期、長期與空間記憶以及專注力上均發現有明顯的效果，因此

有潛力開發應用於癌症及退化性神經疾病，如失智症的治療。

▲   彥臣生技以研發創新獲得金牌獎
    殊榮。

研發創新獎   金獎

彥臣生技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NBM-T-BMX-OS01」

▲ NBM-T-BMX-OS01及衍生物取
 得美國發明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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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彥臣生技于學釗總經理（中）在頒獎典禮現場與
 研發團隊合影。

▲  2007年度彥臣生技獲得台北生技獎，郝龍斌市長
與黃中洋董事長合影。

具無副作用與高產率兩大優勢
新機制抗癌標靶藥物一直深具市場潛力，彥臣生技認為台灣

製藥企業若要跟國外大藥廠競爭，人力、物力無法與之抗

衡，必須用大量知識、技術與創新製程換得利基。而BMX

是由蛇床子素經過3個簡單的半合成步驟而得，因此產率

極高，且已取得美國與澳洲發明專利，行情大好。國際上

HDAC8抑制劑目前的研究報告極少，彥臣生技未來將專注

在該領域，並以技轉授權方式與其他藥廠合作，極具市場競

爭優勢。未來將挹注約新台幣1億資金，持續投入BMX的臨

床前試驗（符合美國FDA規範）加速藥物開發進展，期能成

為臺灣第1個自主研發的抗癌標靶新藥。

癌症新標靶藥物與加強記憶的藥物一直是市場上需求最高

的，彥臣生技在這兩項領域的新藥研發上皆有具體的成果。

而以新藥研發為根基，研發團隊還可陸續開發多項具專利成

分的健康食品，拓展業務範圍，讓公司整體財務與營運能穩

健，持續新藥開發為所有投資股東取得利益。

彥臣生技是台灣第1家依西藥優良藥品臨床試驗規範

（GCP）完成中藥新藥臨床試驗第3期（Phase III），並

獲頒全國第1張中藥新藥藥證之生技公司。在持續堅持品質

下，期望通過台灣智慧財產管理規範（TIPS）認證，有效

管理研發成果，以創造公司最大利益。

評審委員評語

BMX在抗腦癌方面技術創新性高且具競

爭力，搭配優質的研發團隊，已獲美國

專利，有潛力開發成為癌症及退化性神

經疾病的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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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旺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西藥原料和精密化學品專業研發製

造廠，以碳青黴烯（Carbapenem）類抗生素為主力產品，是

臺灣第1家也是唯一有能力生產無菌抗生素原料藥的製藥廠。

原料藥的開發產品需要很長時間的前置計畫，加上針劑型藥物的嚴格

要求，開發過程動輒7、8年，展旺在2011台北生技獎勇奪研發創新

獎銀牌獎，可說是實力與時間的累積。

 

專利製程搭配無菌生產技術
這次得獎標的「厄他培南」（Ertapenem）為1種新型的碳青黴烯

（Carbapenem）類抗生素藥物，能廣泛對抗多種革蘭氏陽性和革蘭

氏陰性需氧菌和厭氧菌，由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於2001年

批准默克公司（Merck & Co., Inc.）生產，其需求量至今預期每年仍

至少會有12 %以上的成長率，是一極具開發潛力之產品。

「厄他培南」是展旺第3個培南類產品，有前2個產品的開發策略引

導，「厄他培南」短短3年即開發完成並獲得大獎，與眾不同的製程

技術功不可沒。已申請專利的製程技術可以大量用結晶方式生產原料

藥，有別於一般的凍乾方式，加上原來獨一無二的無菌生產技術，讓

展旺在產品技術上區隔出他人難以跨越的距離。

展旺產品類別是屬於垂直整合型，從原料、針劑原料到劑型皆可自行

掌握，具全方位製造能力，全台兼具研發與生產者的原料藥公司不到

5家，更突顯其市場地位與優勢。

除了掌握關鍵原料藥技術，可進一步控制成本外，藉著園區產學合作

▲   厄他培南為新型抗生藥物，展現
    出展旺生技的研發實力。

研發創新獎   銀獎

展旺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厄他培南」

▲ 厄他培南劑型 II（直接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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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旺生命科技位於竹南的總公司。

▲ 充滿年輕活力的展旺員工。

計畫案，以及經濟部的輔助，加速展旺往目標更進一

步。目前加碼投入研發經費5,000萬，耗資1億4,000萬

興建針劑廠；公斤級的試劑工廠亦已成立，並完成5公

斤試劑的產能，將來還會提高到20至40公斤。

充備而完整的優良生產線
展旺在台南科學園區和竹南科學園區皆設有符合先進國

家CGMP標準之廠房及生產設備，並順利通過行政院衛

生署（DOH）之查廠；2009年7月中竹南廠通過日本厚

生省查廠；2010年11月則順利完成韓國KFDA查廠，法

國Afssaps、英國MHRA與美國FDA亦皆查廠通過。

未來，預計興建原料藥大廠，平均年產能可達12噸。

行程上，今年或明年第1試劑可望成功，6年後大量生

產。對於市場評估、研究開發、產品行銷和CGMP管理

制度建立，也具有多年專業技術和實務經驗，故已擬定

好銷售計畫，以藥理用藥區隔旗下各類產品，不致相互

打擊。

展旺具有多項獨特優勢，包括優良產品、製程、技術、

商機及符合法令規定的優良生產線等，其遠景是以專業

的人才，卓越的技術和高度的服務熱誠為本位，建設展

旺成為Carbapenem等原料藥的世界領導品牌。

評審委員評語

成功開發改良無菌抗生素原料藥製程與

新劑型，研究團隊陣容頗堅強，委由經

鎖商銷售，策略正確。申請製程與藥劑

的專利，且採多國之專利佈局，有利於

日後國際市場的開發。

▲ 展旺員工開心榮獲研發創新獎銀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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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
登生醫成立於2007年，一直致力於高階（Class III）生醫材料

在臨床治療方面的研究應用，同時，投入生醫材料在臨床治療

與藥物結合的研發，產品及研發領域涵蓋眼科、一般外科與整形外

科、骨科及牙科等。成立至今短短4年，專利申請案估計累積數十個

以上，其「ologen」品牌已在全球眼科界建立良好品牌形象，今年更

以「生物眼角膜」（biocornea）一舉榮獲台北生技獎研發創新獎銅

牌獎。

全方位解決傳統眼角膜移植缺失
生物眼角膜是柏登生醫在眼科領域的重量級產品。生物眼角膜的研發

成功，將可取代眼角膜的捐贈，讓因眼角膜受損而失明的患者能夠重

見光明。根據WHO資料，目前因眼角膜受傷或疾病而失明者超過千

萬，光是歐美地區，1年的眼角膜移植案例便超過10萬人次。

眼角膜移植的缺點是，捐贈者年紀較大，使得移植後，患者視力回復

有限；其次，捐贈眼角膜的品質及數量逐漸降低，患者等候眼角膜移

植的時間越來越長，造成全球眼角膜供應量嚴重短缺；再者，目前的

人工眼角膜產品皆屬於非生物可降解材質，經過一段時間後，眼角膜

將會再度被遮蔽，導致患者再度失明，且售價不斐，造成患者龐大的

醫療負擔。

柏登生醫擁有專利的生物眼角膜，可說是全球第1個全方位解決因眼

角膜失明的治療性產品，可應用於眼角膜組織的修復。它是以水生性

膠原蛋白，製成規則排列之天然柵狀膠原蛋白纖維多層材料，其結

▲   致力於生醫材料的伯登生醫，為
    患者開啟一扇窗。

研發創新獎  銅獎

柏登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眼角膜」

▲ 生物眼角膜半成品圖，展現出良
 好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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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登2010年在ICGS（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Glaucoma Surgery）參展照片。

構可讓眼睛之輪部幹細胞（LSCs）爬行與遷徙至

仿眼角膜膠原蛋白支架內；並藉由幹細胞之多能性

與細胞激素調控與刺激，分化成下游的角膜基質、

上皮細胞，形成病患全新的自體角膜。該產品自然

降解後，新生之角膜將使失明患者視力達到永久性

的改善，為因角膜受損而失明者重新帶來光明的契

機。

勇敢走出一條國際化之路
生物眼角膜可望在2012年進行人體試驗，並在

2014年取得認證上市，商機可期。在國際市場行銷

上，柏登生醫未來將配合荷蘭子公司Aeon Astron 

Europe B.V.之國際行銷專業，不斷以醫學為基礎，

醫學行銷為主軸，透過利益及經驗分享，創立擁有

自己品牌，建立臺灣公司在國際醫療器材經營的新

模式，朝向全球知名組織工程公司邁進！

柏登生醫以魯迅著作《故鄉》中提及的：地上原本

沒有路，但是走的人多了就成為一條路作為寫照，

如同柏登生醫一直努力的尋找國際化之路。今天台

北生技獎鼓勵了他們繼續前進的路，也期盼這個

獎，不僅可以堅定臺北的生技業者，也堅定全臺灣

的生技業者，勇敢的走出一條生技國際化的路！

評審委員評語

以魚鱗的膠原蛋白作為人工眼角膜的構

想有創新性，研發經費的投入相當不

錯，具有專利保護。

▲  副總林建成先生與公司員工上台一起分享台北生技獎榮
    譽。



< 30 >  2011 臺北生技獎

瑞
基生物科技與蝦類白斑病毒的因緣始於創辦人的朋友對於旗下

蝦類養殖屢遭白斑病毒侵襲而困擾不已，基於如何幫友人解決

問題的熱心與好奇心，瑞基於是透過國科會取得臺大郭光雄與羅竹芳

教授的技轉，開發商品。兩位教授的專業研究加上瑞基獨特且快速商

品化的核心能力，終成功推出IQ2000 TM蝦類白點病毒檢測試劑組。

與臺大合作技轉的企業無數，瑞基以厚實的商品化實力，成功將研究

技術轉化成對業界有實質幫助的商品，並累積豐厚的商業效益，創造

產業雙贏，為極具代表性的技術移轉案例，於2011年榮獲台北生技獎

技術移轉獎金牌獎。

全球唯一核酸檢測OIE認證
IQ2000 TM蝦類白點病毒檢測試劑組推出後，為了進一步取得公信力

認證，瑞基主動叩關聯合國動物衛生組織OIE認證。但OIE從沒認證

過這類產品，故過程上非常嚴格，在羅教授及其他國內外學者的協助

下，2008年終於取得認證，是全世界唯一經OIE認證核可的蝦病毒核

酸檢測試劑，並公布在官方網站上，成為最有力的行銷廣告，也促使

IQ2000 TM很快成為全球第1名的蝦病毒檢測系統。目前全球養殖蝦

的國家皆使用瑞基的IQ2000 TM蝦類白點病毒檢測試劑組，市佔率超

過70%。

IQ2000 TM 蝦類白點病毒檢測試劑組為了達到最佳的檢測效果，選

用了WSSV基因資料庫中的一段保留性序列做為PCR的檢驗標的，並

可成功的將檢體感染程度區分為四級：極輕度、輕度、中度、重度感

▲   瑞基生技蝦類白點病毒檢疫，深
獲肯定。

技術移轉獎  金獎

瑞基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Q2000TM蝦類白點病毒檢測試劑組」

▲ IQ2000 TM系列產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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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基實驗室全員合照。

染。此檢驗結果對於產業在病毒防治上有極大的幫助。且為

了確保檢驗結果的準確度與可靠性，亦含有內控制組與內標

準品可供比對。

為了將病毒檢測的技術更進一步普及到一般廣大的養蝦業者

使用，又於2011年成功開發出IQ Plus系統診斷平台，包括

IQ Plus萃取試劑套組， IQ Plus反應試劑套組和POCKIT儀

器。整組搭配成一小巧且可攜式的系統（POCKIT），經過

簡單的萃取程序取得檢體的核酸，能在養殖現場操作1小時

內完成檢測。

學術研究與產業的持續交流
自1998年起開始合作，瑞基至今仍與臺大教授保有密切關

係，故事並沒因此結束，持續維持學術研究、技術移轉與產

品開發的合作。瑞基以水產養殖之健康管理建立起產品平

台，將生產流程標準化、佈建全球行銷通路，再將之轉移到

其他產業（園藝、農業、畜產、醫學）。在研發與檢測平台

建立的方向上鎖定臺灣具有研究優勢與資源優勢，除有效排

除歐美、日本等科技先進國家會進入的領域，同時又以中國

大陸、印度、東南亞等國不易模仿與有充分技術障礙的領域

切入，實為1間整合技術、創新、行銷與管理的生物科技公

司，並以將臺灣的優勢落實成商品，創造臺灣生技產業的全

球品牌為願景。

評審委員評語

由臺大技轉PCR序列，目前成功之技轉

衍生性技術及上市商品達20多項，已有

全球70％養蝦市場之佔有率，商品化績

效及競爭力均相當不錯，且行銷印度、

印尼等國家，對於養蝦業病毒防治有所

助益。

▲ IQ Plus系統檢測試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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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裕新藥股份有限公司自成立以來， 一直以創新技術為基礎來成

為一個世界級的生物科技新藥開發公司為目標，從事治療及預

防感染性疾病的新藥研發。現有主要股東包括潤泰集團、國發基金、

羅氏藥廠以及數家臺灣創投。2010年6月正式興櫃掛牌。

2011年以「愛滋病單株抗體新藥TMB-355」獲得台北生技獎技術移

轉獎銀牌獎榮耀，讓更多人了解中裕研發的成就及目標理想。

愛滋新藥在臺灣建立新里程
此次得獎標的「愛滋病新藥TMB-355」， 是中裕在臺灣及北美設立

30個臨床研究中心努力而來的成果。其中，在臺灣雖然募集到的研究

對象不多，但4位愛滋病患者中有3人在接受新藥治療後，已檢測不到

病毒，讓花費大量人力、金錢的中裕倍感欣慰。今日又獲得台北生技

獎肯定，更鼓勵中裕在研究醫療藥物上全力往前。

2007年中裕從美國Genentech公司取得全球市場獨家授權，技術移轉

一個治療愛滋病的單株抗體生物製劑「TMB-355」（lbalizumab），

是一種具抗HIV活性的人源化IgG4單株抗體，屬於新穎創新之抑制病

毒侵入型生技新藥；其作用標的為人類T細胞表面的CD4分子；在不

影響CD4+細胞正常免疫功能下，阻斷病毒蛋白質與CD4連接結合之

途徑，藉此以有效防制病毒進入T細胞繁殖。之後，「TMB-355」持

續在美國與臺灣進行第2個臨床二期的試驗，並已於2010年底完成所

有病人的療程。

此外，中裕於2008年正式進駐於位於南港軟體園區的中央研究院育成

▲   中裕新藥讓臺灣在愛滋病預防
上，邁向新里程碑。

技術移轉獎  銀獎

中裕新藥股份有限公司
「愛滋病新藥TMB-355」

▲ 臨床試驗階段中的TMB-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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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裕新藥研發同仁於公司前門合影。

中心，設立實驗室。同年年底與中央研究院簽「獨家授權協

議」，技術移轉治療流行性感冒藥物零流感，並繼續其製程

及臨床試驗的開發。

推動穩定恆久的新藥開發產業
中裕開發的這些新藥的進展，已獲得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

洛克斐勒大學、蓋茲基金會等單位的注意及進一步的合作，

在全球企業中，甚少規模如中裕者可以獲得這些世界級單位

的贊助及合作，這是中裕的驕傲，也是臺灣新藥開發業者的

榮耀。

中裕新藥初期的研究發展將著重於TMB-355及後續藥物的

臨床試驗開發及技術移轉，藥物標的物的搜尋、驗證 ，生

物功能的探討，以及新產品開發的可行性評估。對於所有的

研究成果，中裕的核心價值並不一定要表現在商品化上，也

可用授權方式，切割研發與行銷，各司其職，以追求最大的

產值及股東權益，以及更專業的藥品研發空間。如此做是希

望醫藥業可以透過嚴謹的法規、科學實驗證據，建立穩定恆

久的根基，進而帶動邊際企業一起成長。

未來中裕將利用其豐富的人才、財務及管理資源，繼續進行

人體新藥的開發，不僅有益病患，回報投資人，也能推進臺

灣在生物技術產業上晉升世界水準，並期許臺灣可以成為亞

洲疾病醫藥的領航者。

評審委員評語

參賽標的技術移轉自Genentech，為一

具有抑制愛滋病之藥物，已完成臨床二

期的試驗效果，開啟臺灣愛滋新藥開發

之艱鉅工作，具有領導意義，已獲美國

2項核心專利及4項相關專利。 

▲ 中裕新藥張念原執行長（右）與愛滋病研究專家
 何大一博士於公司門口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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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
症預防與治療是生技產業致力的一大面向，臨床檢測上若可以

更加精確，提早檢測出癌症細胞，對於治癒率大有助益。鑒於

醫師職責，賴鴻政孜孜矻矻於更有效的癌症的篩檢方式，終於找出了

以甲基化基因標記作為子宮頸癌檢測的方法，也讓他的團隊於2011年

獲得台北生技獎產學合作獎金牌獎。 

生物學技術與基礎醫學結合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婦產部賴鴻政醫師研究團隊成立於2006年，主

要的研究方向以甲基化基因與癌症幹細胞為主軸，以開發新的癌症診

斷標記與挖掘新的癌症治療標的為目標。賴鴻政認為台北生技獎不只

鼓勵國內的生技業者，也提供一個讓國外廠商了解臺灣生技產業的管

道。獲獎是一種肯定與榮耀，將更致力於提高產值目標。

本次得獎標的的概念發想早在2003年即形成，當時為了開發全新的

基因檢測技術，賴鴻政遠赴美國半年，結合美國的生物學技術平台，

以及臺灣的基礎醫學知識，成功發展出以甲基化基因標記做為子宮頸

癌檢測的方法。回臺後，賴鴻政團隊與擅長臨床規劃的日祥醫事管理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藉由產學合作進行大規模之多中心臨床試驗

證明，孵育出甲基化基因癌症篩檢之國際化產業。目前因應計畫的成

功，已設廠生產標準化試劑。

▲   為婦女謀求最佳保護，國防醫學
院獲得產學合作的殊榮。

產學合作獎  金獎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婦產學科、日祥醫事
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甲基化基因標記作為子宮頸癌檢
測方法之驗證：多中心臨床試驗」

▲ 簡便又有效率的子宮頸癌篩檢試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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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鴻政醫師。

日祥醫事管理公司致力於癌症基因檢測與臨床統計分析領

域，目前正建立具國際品質的研發實驗室及工廠，進行產品

開發、製造、臨床研究等，以國際標準提供癌症病人更精準

之個人化醫療檢測產品與服務。

簡便優勢創造世界級市場
子宮頸癌篩檢方法，過去數十年皆以抹片為主，雖有貢獻，

但敏感度不足，改進空間仍大。一個有效的分子標記，不僅

能改進抹片的精準度，在未能建立抹片系統的地方，也能提

供相當於抹片的癌症篩檢。

甲基化在生物學上的理論與學說廣泛，但真正被應用在臨床

醫學上則是創舉。甲基化基因標記檢測方式可以符合上述需

求，在子宮頸癌抹片檢查的傳統模式加上甲基化基因標記檢

測，精確度將有效達到90%以上。而在偏遠地區或醫療資源

較貧乏的國家，甲基化基因標記檢測可以取代架構複雜的子

宮抹片檢查，造福全球人類。

賴鴻政說，癌症篩檢一直在尋求更精確的檢測方式，比起藥

物，體外診斷試劑的開發過程較短，但市場卻不亞於藥品。

目前該試劑最大的競爭對手是美國病毒檢測公司，但國防醫

學院與日祥合作的試劑比他們更精確，未來希望可以超越國

際大廠，並廣為宣傳，讓臨床醫師知道有此簡易又有效率的

試劑，並推廣至第三世界國家，真正造福全人類。

評審委員評語

合作團隊由國防醫學院醫學系團隊與日

祥公司共同組成，進行11個醫學中心

之臨床試驗，可提高Pap Smear的準確

性，未來具商品化之潛力，關鍵技術有

多項專利及申請案，全球佈局，智財保

護完善。

▲ 團隊目前致力於甲基化基因標記作為子宮頸癌檢
 測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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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楊惠郎教授領軍的國立成功大學農業生技研究中心石斑生技醫

藥團隊，此次以「口服疫苗及石斑魚生產之應用」榮獲2011台

北生技獎產學合作獎銀牌獎。對楊惠郎來說能組合團隊同心合作，集

中力量解決臺灣重要產業發展瓶頸是一大成就，也是學術使命，且成

果還可協助國內及亞太地區水產養殖之科技化，以及建立對環境友善

之水產養殖產業，意義深遠。

建立以產業為主導的研發模式
此一長達8年之工作，始於組合研究團隊，選擇專一重點方向，集中

資源，進行跨領域之研發。除研發創新科技及產品外，並組合系列產

品及成果成為具經濟價值之知識經濟。計畫執行以完全解决產業困難

為目標，產品設計以市場接受度為原則，更導入企業管理模式，以試

量產方式、建立量產標準作業手 （SOP）。這些以市場需求導向做

為規劃依據的計畫，加速了由「學」轉至「產」的成功率及加速產業

化的效率。

2010年，該成果順利技轉至慕洋生技公司，產業的接棒及商業專長的

加入，不但協助研究成果之商業化，更加強產學合作團隊的能量，也

邁入以產業為主導的產學持續合作研發，以及共同開拓新石斑魚種生

產科技及國際市場的新產學合作階段。

在高科技產業的現代，研發創新科技、創造知識經濟，乃是現代高科

技產業發展之鑰；創新關鍵技術之掌握，也是爭取國際市場的方法。

▲   成大以科技化魚建立產業主導的
研發模式，受到肯定。

產學合作獎  銀獎

國立成功大學農業生技研究中心、
慕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口服疫苗及石斑魚生產之應用」

▲  將疫苗「掩護」在稚魚愛吃的浮
游生物中（螢光物質顯示疫苗抗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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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惠郎教授（中）。

有鑑於地球上人口日增，而地球上有近72%之面積是海洋，在可

用於糧食生產之土地及淡水資源逐日減少之現實情況下，利用海

水生產食品的產業，必然是人類未來倚重的民生產業。同時，臺

灣有十分扎實的水產養殖基礎，發展海洋食品產業有絕佳條件，

但與此同時，也經常面臨疾病叢生之發展瓶頸。因此，成功大學

組成水產養殖生技醫藥研究團隊，希望從根本徹底解決養殖業之

瓶頸，建立一個可協助傳統式養殖科技化之平台。

高抗病力魚苗生產系統
目前集中全力以石斑為主要目標，彙集流行病情、收集病原，研

發疫苗及疫苗使用法。首先發明NNV病毒口服疫苗，解決了魚

苗育成階段嚴重死亡的關鍵瓶頸，穩定青斑魚苗之育成。繼之分

析並適化青斑魚苗育苗條件，生產健康魚苗並提高魚苗生產效

率；再整合魚苗之生產及疫苗之使用，生產出具高抗病力（Pre-

immunized Specific Pathogen Resistant，PI-SPR）魚苗。希藉

PI-SPR魚苗產品之推廣策略，供應養殖戶直接使用，藉此減少

疾病、提升存活率、提高養殖業者利潤；並可降低抗生素濫用、

減少藥物殘留、保障全民食品安全、維護生產區之生態環境。

未來，楊惠郎團隊將協助國內傳統水產養殖產業精緻化，達到對

地球友善、可永續經營之水產養殖產業的理想目標，更進一步做

為水產養殖產業國際化之基礎。

評審委員評語

以成大農業生技研究中心加上慕洋公司

結合成為產學合作團隊，耗時12年開發

健康石斑魚苗的SOP開發系統性產品，

將生物鏈的概念用於控制疾病感染，加

值技術生命力並達到最佳效果。NNV口

服疫苗已獲得世界專利，並以商業祕密

保護重要技術，智財保護充分完整。 

▲ 楊惠郎教授率領團隊致力於水產養殖的科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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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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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一台北生技獎」，由
本府產業發展局委託專業機構（以下簡稱執行單位）執行台北生技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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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國內依公司法設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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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國內依公司法設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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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國內依公司法設立之生物科技公司以其技術移轉（含轉入及轉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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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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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辦理台北生技獎之審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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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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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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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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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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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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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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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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陽明大學生命科學系暨基因體科學研究所教授

吳金洌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暨農業生
物技術產業化發展方案總主持人

何國傑 國立臺大生命科學系教授暨國立金門大學教務長

林山陽 元培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講座教授

林建煌 臺北醫學大學主任秘書

翁仲男 財團法人臺灣動物科技研究所榮譽所長

梁啟銘 中央研究院公共事務組（科技移轉室）主任

符文美 臺大醫學院藥理學科特聘教授兼藥物研究中心主任

陳炳輝 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教授

陳基旺 國立臺灣大學藥學系特聘教授兼研發長

陳慶三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通信研究員

黃德富 臺灣大學藥理學研究所教授

楊平政 財團法人臺灣動物科技研究所所長

廖一久   中央研究院院士、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動物學研究所兼任
教授、臺灣海洋大學講座教授兼終身特聘教授、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講座教授、國立成功大學課座特聘講座

鄧哲明 臺灣大學藥理學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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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台北生技獎評審委員名單

財務暨營運類

江炯聰 臺灣大學商研所專任教授

李世仁 浩理生技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沈志隆 誠信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徐中琦 臺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副教授 
袁建中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教授、亞太創業育成協會（
 AABI）主席、中華科技管理學會院士理事、中華創業育成 
 協會（CBIA）理事長、台灣研發經理人協會理事、臺灣亞 
 太產業分析協會理事兼認證委員會主任委員、中華企業評 
 價學會理事、國際創業創新協會理事、中華系統性創新學 
 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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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專利商標法律事務所所長

何美瑩 何美瑩專利師事務所

張仁平 智慧財產局專利高級審查官兼科長

閻啟泰 台一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副所長

羅麗珠 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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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臺北生技大師圓桌論壇
精心規劃趨勢主題，注入潮流思維，

提供最新市場經營與策略規劃能力，加速業者國際佈局。

以共同交流座談及個別專題演講方式，

進行生技熱門議題高峰對談，

分享國際生技全球佈局上的豐碩成果與實務經驗，

為業者眺望國際視野最佳窗口。

生技產業
全球佈局關鍵新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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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臺北生技大師圓桌論壇

由
臺北市政府舉辦的「臺北生技大師圓桌論壇」每年精心規

劃主題，注入新的思維，提供生技業者獲得最新市場經營

與策略規劃能力，加速國際佈局，成為業者眺望國際視野最佳

窗口。

2011年以「生技產業全球佈局關鍵新趨」為主題，邀請到行政

院科技顧問組執秘陳炳煇、臺北市副市長邱文祥、在北美及大

中華地區投資超過80多家新興生技公司美國維梧生物科技創投

管理公司執行董事孔繁建、全球最大CRO機構百瑞精鼎國際

副總裁劉致顯、塞亞基因科技總經理陳奕雄、訊聯生技董事長

蔡政憲、智擎生技製藥總經理葉常青、台灣微脂體總經理葉志

鴻、德英生技董事長郭國華等生技大師，以共同交流座談及個

別專題演講方式，進行生技熱門議題高峰對談，分享國際生技

全球佈局上的豐碩成果與實務經驗。

臺北市長郝龍斌特地出席致詞，說明臺北市政府針對生技產業

的需求調整法規、鼓勵創新研發、補助海外行銷，且擁有全國

最充沛的人才和最密集的研究機構跟醫療中心，未來更計畫成

立「國家生技園區」。「臺北生技大師圓桌論壇」是重要的啟

動動能之一，希望充分運用人才和資金，讓臺北市成為臺灣生

技產業發展的領頭羊。 

01  臺北市長郝龍斌感謝各專業生技
 大師的蒞臨與參與。

02 臺北市長郝龍斌特地出席「2011
 臺北生技大師圓桌論壇」致詞。

 03  每年「臺北生技大師圓桌論壇」
 均吸引業者踴躍參加。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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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與談
生技產業全球佈局關鍵新趨勢
陳炳煇：在生技鑽石起飛計畫扶植下，今年第1檔生技創投基金

台灣生技創投（TMF），已正式對外募集。希望以階段式、分

散風險之投資方式，讓台灣生技產業的產值在2012年可以「翻

一番」，倍增至2,600億元，並吸引民間年投資金額倍增至500

億元，10年後成為兆元產業。

臺灣生技研發成果可以落實到產業界，目前尚未吸引長久型投

資人，希望透過TMF，找到潛力企業，放入育成，把這塊版圖

拼起來。

邱文祥：地方政府的角色除了提供一個硬體平台外，也應該提

供資訊、法令等軟體諮詢。所以，臺北市政府在各園區成立

後，還會另外成立小組，提供永續經營協助。目前學界皆有育

成中心，但很難孕育出企業，須靠有經驗者把介面銜接起來，

讓大家多多接觸相關研發技術與行銷策略。故士林生技園區的

成立，希望不止有生技公司駐進，相關的上中下游廠商都可以

進來，形成一個chain，一個聚落，以改善現狀。

地方政府還可以做的事是法令的修改，目前醫療評鑑以及若干

生技相關法規是否太嚴苛，政府皆可以重新考量，讓業者不會

被法規綁得動彈不得。

熱門議題高峰對談，大師們分享國際生技全球佈局上的實務經驗與最新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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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繁建：產業未來有無發展，須靠法規予以扶持，法規的變動

影響巨大。例如美國健保法通過後，衝擊了美國整個醫藥市

場，讓投資人對醫藥創新的態度有相當大的改變。

臺灣的情形亦然，臺灣健保制度與GDP綁在一起，給付額是以

GDP成長率為依據，在健保局對藥品成本及價格控制下，限制

創新醫藥的發展。反觀大陸，由於政府買單，提供所有農民最

基本的醫療費，縱然金額低，但卻讓基本藥物市場穩定蓬勃發

展，提供高端藥物研發基礎。

劉致顯：臺灣雖是小國小民，也擁有豐富的國際化經驗，但生

技產業較其他行業不同的是，法規的限制更多，尤其要進入大

陸，尚待兩岸法規的修改。建議目前可結合當地產業、研發機

構或轉服務公司，進入大陸市場，帶進臺灣在法律、會計、服

務經驗上的優勢，待法規鬆綁，就可趁勢而起。

陳奕雄：後ECFA固然可以為生技產業帶來商機，但業者應考量

認證問題，畢竟認證牽涉到制度、政治等層面。此外，生技產

業送審時間，動輒好幾年，常被要求補件，遲遲無法上市，讓

很多生技公司燒掉不少錢，為了改善此現象，相信未來的審查

制度會越來越透明化。

生技大師與主持人劉祝華小姐提供了一場精彩豐碩並具前瞻概念的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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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展望國際生技市場新機與挑戰
生技科技最重要的基礎是對生命過程的了解，生命過程不只

是成長與死亡，更重視生活品質的增進。「生活」是非常賺

錢的領域，可開發出很多產品。生技業者應從增進人類生活

品質發想，

臺灣內需有限，外銷又有所限制，政府方案雖多，但產官學

均缺乏對市場更進一步的了解，所以成長的挑戰與機會，在

於缺乏一般金主對生技產業投資的意願。投資是一種經過深

思熟慮的行為，產業如果缺乏明確的發展認知就無法吸引投

資人的興趣，

兩岸問題上，如何讓廠商了解大陸市場，如何進去，有無暢通管

道，政府或公會可擔任此橋樑重責。臺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

可以挹注能量，彌補廠商成長上的瓶頸。

在資本化社會下，非政府來源的資金很重要，例如基金會創投、

大藥廠，目前臺灣各種資源都有，問題在於有沒有平衡。資金有

限並非就不能完成大業，而是要更謹慎、更有效率。所以綜觀所

有問題，「策略」反而是目前臺灣生技產業最需要的。

▓ 展望全球新藥研發及臨床試驗：亞洲在未來十年
的角色

歐美藥廠這幾年面臨大幅衰退的困境，在面對成本壓力

下，亞洲扮演起重要與關鍵角色，可承接許多任務。而以

往亞洲國家最被質疑的品質問題，經過十幾年的努力，

在國際大藥廠的訓練下，品質已趨穩定，且經FDA檢測調

查，獲得真正實績。品質無虞加上較低的臨床實驗成本，

讓亞洲無論在研發、臨床實驗、醫藥市場上都舉足輕重。

過去亞洲因為法規障礙，新藥認證過程繁複，但各國政府

將致力於法令的修改，俾使各國在新藥的認證與上市上取

得最大共識，如果法規的阻礙大幅降低，那麼預估2015年

亞洲前5大醫藥市場總合將大於歐洲前5大，成長可觀。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中日韓3國已協議成立民族臨床資料庫，讓這

孔繁建，美國維梧生物科技創投管理公司執行董事。

劉致顯，百瑞精鼎國際副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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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個同一種族國家的疾病資料可以彼此共享，將來相關臨床試驗亦可通用，大

幅減低新藥研發的成本。綜觀上述因素，未來亞洲將成為全球重要的臨床研

究區域，並成為最大的醫藥市場。

▓ 基因科技：從預防醫學到個體化醫療
基因醫學研究在21世紀仍是一大主力方向，個人基因定序進入商業化的時代

亦來臨，過去昂貴的測序成本正以百倍比例快速下降，全基因圖譜掃描人數

則持續上升，未來基因醫療勢必成為最大主流，個體化醫療應用潛在市場龐

大。

兩岸13億人口，未來5年若有萬分之一的人進行個人基

因組定序，即有13萬人次、百億以上的市場，若將華

人習以為常的中醫藥理導入，兩者結合，找出基因組

科技與中草藥醫療功效的相互關係，必可開創華人基

因科技新局，進而提供全球新醫療方向。因此兩岸中

醫藥合作新契機在於預防醫學，並透過基因科技與中

醫藥理的聯結，開創百億市場。

▓幹細胞和基因國際市場技轉和佈局策略
幹細胞產業是生技產業最受矚目的項目之一，為了讓保存下來的幹細胞，有

更高運用的價值，從幹細胞產業的上游如細胞的保存及收集，到中游如細胞

純化、培養與分化，相關的技術和規格必須不斷地進步，才能銜接下游臨床

醫療的需求。這些環節的通暢銜接，才能讓幹細胞產業形成1條完整的供應

鍊，發揮更大的產業效能。

生技產業發展基本上仍以人口息息相關，因此

及早涉入全球4大人口國家，是生技業者一大

佈局方向，並即時做好品牌與通路，未來將節

省很多力氣。至於後ECFA時代，分隔60年的

生物環境變化的爆發力激盪，也許遠遠超過稅

務、法律與市場面等價值。兩岸合作模式，

臺灣可以用精緻的服務DNA質感、人文美學

優勢，整合大陸泱泱大國的視野胸懷，締造雙

贏。 

陳奕雄，塞亞基因科技總經理。

蔡政憲，訊聯生技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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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授權與國際合作
新藥授權與國際合作模式一直在改變，

面對越來越高的市場風險，全球大藥廠

新藥開發速度越來越低，原因除了各國

健保局砍殺藥價、新藥標準越來越嚴格

外，藥價調整縮減亦須根據國際藥價調

查、臨床效益而決定。

為了降低研發風險，大藥廠傾向集中資

本於最精、最賺錢的藥品，其他則轉賣

出去；以及從別的公司尋找有希望有潛

力的藥品，於是藥品市場出現越來越多

授權交易。

對於中小公司而言，與大藥廠合作可以分擔成本、加速產品進

入市場、可從合作夥伴獲取或互補資源、克服銷售市場法規等

優點，所以促成授權交易市場的活絡。未來，生技業者將面臨

各種國際授權合作，如何談判？需具備哪些技巧？如何找到一

位好律師？共同開發時的相互角色為何？契約的糾紛與終解如

何處理？都是會面臨到的問題，可即早準備吸取相關資訊，為

授權之路鋪好順利的道路。

▓新劑型新藥開發與市場佈局
藥物開發成本愈來愈高，投資與報酬率

愈來愈不成正比，讓世界各國醫療產業

皆發生結構性的改變。為了擴大基礎資

本、降低風險，讓企業體更國際化，歐

美、日本的合併風潮興起，但新藥投資

預算並沒有隨之提升，因為1項新藥研

發成本已從過去的10億美金提高到18億

美金；故大藥廠在策略上也做了調整，

不再致力於新藥開發，所以新藥市場已

不可能成長太快。

與此同時，以亞洲為研發中心的勢力崛

起，如果能以亞洲為研發據點，又做到

葉常菁，智擎生技製藥總經理。

葉志鴻，台灣微脂體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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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認可上市的話，價值會大幅提升。故新藥業者在研發時，

即應一併考慮美國、歐洲、日本的認證，以因應未來國際趨

勢。

▓植物新藥發展新模式
植物藥在主流醫藥市場上逐漸嶄露頭角，亦為全球醫藥產業的

重要趨勢。開發植物新藥過程與開發西藥相同，僅可能因歷

史使用經驗而免除部分安全性試驗資料。但植物新藥的關鍵在

於新藥的品質管控，其管控複雜度大於西藥，且不同藥材有不

同條件；且一般漢方藥典不易取得專利保護，故開發擁有有效

成份分析與製程之關鍵技術的植物新藥，並建立全世界專利佈

局，以掌握核心成果之智慧財產權，是植物新藥發展新模式。

而「專業植物藥開發應用平台」也應運而生。為避免未來植物

來源受制於國外廠商，自行以開發國內可自行栽種之植物為

主，可有效掌控其來源及品質。在新藥尚未取得認證前，還可

充分利用現有技術與產能，開發與新藥相關之保健食品與功能

性保養品。並利用開發期間所累積植物基原栽種、標靶基因確

認、人體臨床試驗及臨床試驗監控等經驗，建立植物新藥開發

與技術平台，加速其他植物新藥的開發。

郭國華，德英生物科技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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