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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半世紀以來，臺灣是以出口導向作為經濟發展的策略主軸，為臺灣獲得經濟

起飛以及亞洲四小龍的美名。然而，自90年代臺灣經濟成長趨緩，產業外

移，出口導向帶動經濟發展的力道逐漸頓化。國內目前需要建立經濟成長的新模

式，生物科技是集結「智慧」與「經濟」的產業，對建構長遠的競爭力有著關鍵性

的影響。

生物科技是二十一世紀的明星產業，也是我國納入重點發展的產業之一，臺北市政

府作為首善之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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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國內優良生技廠商提升研發技術與營運雙效能，並因應兩岸經

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簽訂帶來的利多與衝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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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臺北生技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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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素有臺灣生技界的奧斯卡美譽的「臺北生技獎」自2004年舉辦以來，不僅是生

技業者競相爭取的榮耀，更激勵在漫長研發道路上持續努力前進的生技業者，2010

年開放至全國，至今共頒發了93件績優標的，獎金總額達新台幣4040萬元。更利用

交流分享平台，作為國外業者觀察臺灣生技產業的管道，亦為標竿業者走出去，到

全世界去的窗口。 

除了萬眾矚目的「臺北生技獎」之外，為了促進臺北市生技業者掌握國際生技脈動

趨勢、生技實務應用，並針對曾參與歷屆生技獎的業者實際需求，也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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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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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臺灣生技業者擴展國際視野、挹注新思維。

「系列講座」協助生技業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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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此臺灣產業發展的關鍵時刻，臺北市政府作為政策的釐訂者，透過種種產業輔導

推動相關政策給予企業資金、貸款、信用乃至於資金補貼、研發補助、獎勵補助，

協助生技業者在競爭的場域，為成功不斷拼搏， 在一次又一次的淬煉中，終將搏得

一片天空，進而帶領臺灣生技產業全面躍升。

臺北市輔導生技產業計畫緣起與簡介

生技 承諾未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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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將新秀齊聚
生技接力賽 棒棒傳承
2012臺北生技獎頒獎典禮暨成果發表會

臺北生技獎自2004舉辦以來，已頒發93件績優標的，合計頒出4040萬元獎

金，獲獎之生技產業類別包含生技製藥、醫療器材、健康食品、農業生技

等，而2010年更擴大舉行，不再侷限臺北市，開放全國生技廠商及學研單位

同台競技。在這一場老鳥新秀齊聚的盛會中，生技接力賽一棒傳一棒，為臺

灣生技創造最大的成功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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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臺北生技獎頒獎典禮暨成果發表會

美好盛宴
看見臺灣競爭力的下一步

暢
銷書《世界是平的》作家佛里曼

來台時指出，臺灣雖是小小島

嶼，完全沒有自然資源，卻有很多颱風、下

大雨。2300萬人幾乎是住在不毛之地，竟

累積全世界第四大的外匯存底，因為臺灣最

重要的可再生能源，就是人們的「腦力」，

是挖腦力，而不是挖石油，挖腦力過程中，

就會開啟創造、知識、才能以及企業精神。

2012年台北生技獎即是最佳寫照。

素有生技奧斯卡獎之「2012臺北生技

獎」於9月隆重舉行頒獎典禮，現場冠蓋雲

集，包括：臺北市政府陳雄文副市長、行政

院科技顧問辦公室江惠華執行秘書……，並

舉辦入圍廠商成果發展，讓所有產、官、

學、研共同見證榮耀時刻，也在這一場美好

的盛宴中看到臺灣競爭力的下一步。

繼往開來  建立指標地位

不可諱言，儘管從早期的藥物發現、

研究到臨床試驗發展，臺灣都缺乏整體價值

鏈的建構資源、人才、環境、資金。然而，

國內生技業者致力改寫「命運天注定」的宿

命。臺北市政府自2004年舉辦「臺北生技獎

頒獎」以來，以競賽遴選方式表揚具有創新

發展及前瞻性優異表現的生技企業，獎勵臺

北市績優生技企業及學研單位，自99年起更

將參賽對象擴及全國生技企業暨學研單位。

多年來經過嚴謹的審查程序、多面向的評選

機制，發掘為數眾多的生技產業明日之星，

持續為國內生技產業挹注新成長動能。而生

技獎更秉持超再在超越的辦理精神，淬煉出

在臺灣生技產業指標性地位。

2012年臺北生技獎頒獎典禮在福爾摩沙

合唱團優美婉轉的歌聲演唱一連串的民謠小

調揭開序曲。臺北市政府副市長陳雄文致詞

時表示，特別感謝生技界無私奉獻的每一份

子。近年來全球競相投入生技產業，臺灣也

不遑多讓。政府積極推動「臺灣生技產業起

飛行動方案。」編列預算投入環境整備、人

才培育各方面，促進產業躍升。

而臺北市是產業發展資源最為豐富之都

市，也是亞洲著名之國際都市與區域商業中

心，除匯聚最優秀之人力資源，學術單位、

醫學中心及相關法人機構密集度更為全國之

冠，而在產業發展所需之商業環境與資金來

源方面，臺北市金融機構超過1000家，創投

企業更達209家，全臺灣的金融機構93％均

在臺北市設立企業總部，健全的金融體系、

充沛的金融資源，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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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政府自2004年起舉辦「臺北生技

獎」，多年來深獲生技企業的認同與肯定，

至今頒發93件績優標的，合計頒出4,04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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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生技等，而2010

年起則擴大舉行，不再侷限臺北市，開放提

供全國生技廠商及學研單位競技，競爭也越

來越激烈。

2012臺北生技獎參賽業者相當踴躍，

共受理88家參賽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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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激烈的競賽後，共有10家績優

生物科技廠商暨學研單位脫穎而出，贏得總

獎金新台幣540萬元。陳雄文副市長最後表

示，期望臺北生技獎能在產官學研共同攜手

努力下，持續扮演交流平台，早日實現臺北

躍升為亞洲生技之都願景。

智慧產業  結構調整風向球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執行秘書江惠

華致詞時表示，生技產業是智慧與經濟的產

業，有非常高的門檻，需要有長期的競爭力

與發展，非常適合國家長期耕耘與努力。臺

北市政府連續第九年辦理「臺北生技獎」，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希望能持續下去。近3

年來，歐美大藥廠有別以往，非常看中亞洲

市場，願意投入更多資源設立臨床試驗、新

藥的開發、研究中心等。這項轉變也帶給臺

灣業者很多新的契機與產業發展的動能。行

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作為行政院的幕僚，主

01    2012臺北生技獎

頒獎典禮盛會產官

學研專家雲集。

02    工作人員好整以暇

等待盛會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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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推動生技起飛方案，期望結合國內業者

發展的特性，往務實、有效的方式協助業者

提升。得獎生技業者都希望能走出去，到全

世界去。在2013年美國芝加哥將舉辦Bio2003

大會，在此也先邀請得獎企業能熱情參與，

政府將用國家品牌的概念，帶領業者走出

去，到全世界去，以提升國家競爭力。

跨越縣界藩籬 全臺生技競逐鹿

2012臺北生技獎共有88件參與標的，其

中有60％來自臺北市以外的縣市，臺北市約

佔33％；新北市21％；宜蘭縣1％；桃園縣

5％；新竹市5％；苗栗縣1％；臺中市7％；

雲林縣1％；臺南市11％；高雄市10％；屏

東縣3％；基隆市1％；花蓮縣1％；（參照

圖一）。由以上比例可知，生技獎以為全臺

盛事。至於參賽廠商之生技次領域別發現以

新興生技產業者為最多，達41％，其次為保

健食品，佔27％。

在全球生技廠商競逐下，最後選出4件

金獎、4件銀獎、2件銅獎業者並由陳雄文副

市長頒獎。得獎廠商分別為：

 「技術商品化獎」金獎  由愛派司生技(股)公

司榮膺桂冠，獲得獎金100萬元；銀獎由微

邦科技(股)公司獲得，獎金50萬元；銅獎由

東生華製藥(股)公司獲得，獎金30萬元。

「研發創新獎」金獎  由因華生技製藥(股)公

司榮膺桂冠，獲得獎金80萬元；銀獎由仁齊

企業有限公司獲得，獎金40萬元；銅獎由健

永生技（股）公司獲得，獎金20萬元。

 「技術移轉獎」  由智擎生技製藥(股)公司榮

膺桂冠，獲得獎金80萬元；銀獎由慕洋生物

科技（股）公司獲得，獎金40萬元。

 「產學合作獎」  由中興大學植物病理系葉錫

東教授實驗室榮膺桂冠，獲得獎金60萬元；

銀獎由國立成功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分子遺

傳實驗室獲得，獎金40萬元。

創意創新創業 得獎當起步  

相較於去年大廠雲集，今年得獎廠商普

遍是小而美，顯見資本額較小的企業在相對

付出較少的研發資金，或者採取管理創新、

國際策略聯盟營運模式，也能展現傑出的研

發成果，更象徵為臺灣生技產業立下新的里

程碑。

根據工研院產經中心（IEK）顧問分析指

出，2012生技獎具有高階骨科醫材具有市場

拉力；農漁業研發掌握政府政策重點；傳統

產業進入生技業，可先以近似本業產品為先

驅產品；產學合作研發能量豐沛等特性。以

獲得技術商品化金獎的愛派司生技，研發出

適合亞洲人體骨科產品，便是與臨床醫師共

同激發的構想而商品化，藉由技術推力與市

場拉力，找到市場白地發展成商機。

再以獲得技術移轉獎金獎智擎生技製

藥，即是由臺灣東洋生技集團轉投資，由葉

圖一  2012臺北生技獎參賽案件依縣市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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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2012臺北生技獎各獎項參賽廠商依產業別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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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科技顧問辦公室江惠華執行秘書強調，生技

產業是智慧與經濟的產業，相當適合臺灣發展。

● 競爭激烈的生技獎，各家業者競相角逐，爭取最

高榮譽。

SPF），也是全世界規模最大的石斑育苗廠，

並於短短一年量產質優高抗病力的石斑魚

苗，為養殖漁業錢進大陸帶來新契機。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系葉錫東教授實

驗室與國立成功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分子遺

傳實驗室都為產學合作樹立新典範。前者研

發出臺灣第一個基改作物-抗木瓜輪點病毒

轉基因木瓜並技轉農友種苗公司，協助農友

木瓜育種技術指導、選拔具有商業價值之親

本及雜交組合，並進行全球市場佈局，是繼

臺灣毛豆後再度寫下木瓜傳奇。後者有鑑於

人口急速增加，可耕地面積減少，加上極端

氣候造成糧食資源急遽短缺，藉由開發一套

自體免疫技術，應用在養殖動物上，使動物

能加快生長速度，平均可多出38％以上的重

量，是全球首見如此增重差異。此外，免疫

技術應用安全且成本低廉，對全球肉品造成

極大影響，產值可達30兆台幣，且可減少瘦

肉精或生長激素等藥劑的使用，讓消費者有

更安全的肉品選擇。

生技接力賽 展現耀眼成果

在緊湊的頒獎典禮後，陳雄文副市長在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黃啟瑞局長陪同下，

參觀現場得獎企業的成果。廠商除了說明產

品，還暢談一路走來的研發創意與市場佈

局，並合影留念。

常菁博士領軍，成立研發團隊。智擎生技發

展策略採取不做新藥發現、不投資昂貴的實

驗室以及設備，取而代之引進具有市場潛力

的新藥候選物，並積極建立國際合作，連結

整體產業價值鏈，其開發PEP02抗癌藥應用

於胰臟癌、大腸直腸癌、胃癌、肺癌以及腦

癌等適應症，並對外授權美國Merrimack公

司，授權金高達2億2仟萬元加上權利金，並

保留臺灣銷售與製造的權利。

研發創新獎金獎因華生技製藥運用自身

發展出藥物傳輸技術平台，增進現有藥物安

全性以及有效性，並於特定疾病領域中提供

病患更好的醫療選擇。

此外，農漁業技術優化，促使產業結

構轉變也是此次臺北生技獎特色。慕洋生物

科技技轉成功大學及中央研究院研發成果及

專利，建立起水產生技醫藥研發團隊，以生

物安全（Bio-security）的觀念，於臺南（安

南）科工區建構國際首座完全無病毒（NNV-

●現場服務人員精神抖擻迎接貴賓蒞臨。 ●頒獎典禮由美聲樂團吟唱小調揭開序曲。

●  臺北市陳雄文副市長致詞時強調，臺北市是產業發

展資源最為豐富之都市，自舉辦生技獎以來，持續

發掘優秀的業者為產業挹注成長的動能。

同時，主辦單位亦安排生揚管理顧問公

司副總何志煌博士以「淺談生醫投資與產學

合作」的專題演講。他指出，生醫產業投資

興起是以醫療的需求增加為刺激因素。隨著

生技醫療技術提升以及人類對於健康的卓越

追求，激勵多元的解決方案產生。使得生醫

產業主要免受經濟因素影響。

何博士表示對投資者而言，當然希望

投資標的可以一路往上揚，因此更要謹慎的

進行投資評估，評估的要素為成本、時間、

風險。在實務經驗上，除了成本可以具體評

估外，其餘皆為模糊不清，必須再進一步做

到盡責查核（Due Dillgence）。查核項目包

括：市場分析、技術、核心策略、管理、資

金來源等。

他分析說，全球生醫市場主要區分為

藥品與醫材兩大領域，經濟規模約為10億

美元，主要分布在歐洲與美國地區，以及近

年來成長快速的中國大陸等地區生醫市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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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廠商優異的研發成果受到媒體的青睞。●  得獎廠商展示企業智慧結晶，帶動生技產業蓬勃發展。

●精彩的產業分析，吸引業者熱烈參與。

長或衰退主要會受到末端消費者購買意願影

響，舉例來說，如美國近幾年來持續刪減醫

療預算造成整體產業的衰退。然而，從藥

物研發投資、醫藥研發投入與產出、專利等

方面來看，生醫研究成本是不斷提高的，產

出減少，也導致國際藥廠市值持續下滑。因

此，新技術研發對生醫產業相當重要。

何博士認為，面對全球經營環境丕變，

產學合作有助於生醫市場的升級與轉變。首

先，產學合作可達到各取所長的優勢，如學

研究具有創新研發能量；醫界能夠發掘需

求、臨床驗證；生技公司靈敏整合；大型藥

廠資源豐富。再者，可互利互惠，如產業

界利用學研資源進行探索研發，降低投資

風險；學研界則借重產品市場敏感度擬定方

向，提升研發質量。最後，合作模式可採取

授權技轉以及合作創業，共創雙贏。

何博士強調，產學合作必須審慎估值，

如要考慮目標市場、競爭態勢、成功機率、

資金需求、時間成本等風險因素，並且具體

進行技術作價與明確約定IP所有權，並兼顧

團隊及不同階段加入投資者找的權益，方能

藉由產學合作模式建立核心競爭優勢。

全球透視 醫療器材各據山頭

另一個專題演講則由工研院IEK黃裕斌

分析師以「新興國家與競爭國家醫材產業分

析」為題進行演講。

他指出，2011年全球醫療器材市場規模

為2733億美元，預估到2014年可達3135億

美元，年複合成長率為4.95％。主要市場集

中在歐美地區，但因美國受到次貸風暴與歐

洲債信危機，造成成長停滯，反而是新興市

場展現強勁的成長力道，也帶動相關需求湧

現。以中國大陸與南韓為例，近幾年成長力

道逐步攀升，值得政府與企業注意觀察。再

者，東南亞國家新興國家如泰國、菲律賓、

印尼、越南等近年經濟表現出色，並藉由東

南亞國協達到擴張經濟發展目標。由於上述

國家對於貿易依存度高、醫療資源缺乏，臨

床醫師人力不足、公立醫院設備老舊，但隨

著經濟快速成長，中產階級以上人口規模快

速增加，民眾積極改善生活品質，追求個人

健康，消費日趨講究品質與美感，帶動醫療

器材的需求。

因此，包括印尼、菲律賓、越南、泰

國等政府聚焦在診斷影像設備為主，透過

醫改政策帶動醫療器材商機。黃分析師表

示，韓國與中國大陸於醫療器材市場規模年

年攀升。以前者為例，該國醫療支出達731

億美元，佔GDP6.6％，為亞洲四小龍中醫

療支出最高的國家。同時，2011年韓國醫

療器材進出口金額達28.3億美元及17.69億

美元，均有兩位數的成長，其中以超音波

產品13.9％為大宗，當地主要廠商發展日益

複雜，技術水準越來越高，包括三星集團

透過合作伙伴、共同開發、併購等投入高階

影像診斷設備的製造，市場規模已為世界第

●  臺灣生技業者積極利用電子產業的豐富經驗與高精度

的生產能力，促進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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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臺北生技獎得獎企業榮譽榜

得 獎 單 位 得 獎 標 的

金獎

愛派司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林先生
聯絡電話：02-2243-7711
網址：www.aplusbio.com

符合亞洲曲線之解剖型

互鎖式骨板骨釘系統

銀獎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鄭小姐
聯絡電話：03-376-7555
網址：www.microbase.com.tw

微霧化給藥裝置

銅獎

東生華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周小姐
聯絡電話：02-2655-8525#5314
網址：www.tshbiopharm.com

降血壓組合藥物錠──

諾壓5毫克／10毫克

金獎

因華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林小姐
聯絡電話：02-8797-7607#500
網址：www.innopharmax.com

Gemcitabine口服抗癌新

劑型新藥

銀獎

仁齊企業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葉先生
聯絡電話：02-2299-6201#227
網址：www.topbound.com

微創手術用球囊穿刺導

引器

銅獎

健永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張先生
聯絡電話：02-2579-0062
網址：www.hebiotech.com

用於治療前列腺肥大引

發尿路症狀之植物新藥

-MCS萊克特

金獎

智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游先生
聯絡電話：02-2515-8228#501
網址：www. pharmaengne.com

創新奈米技術之抗癌新

藥PEP02

銀獎

慕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林先生
聯絡電話：06-3840988#312
網址：www.merit-ocean.com

高抗病力石斑魚苗

金獎
中興大學植物病理系葉錫東教授實驗室

聯絡窗口：龔小姐
聯絡電話：04-2287-7021

雙重抗病毒轉基因木瓜

商用品種之分子育成

銀獎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科技研究所

分子遺傳實驗室

聯絡窗口：陳先生
聯絡電話：06-2766-505

養殖動物快速增重之飼

料添加技術

技

術

商

品

化

研

發

創

新

產

學

合

作

技

術

移

轉

獎 別

12大，僅次於中國大陸；而後者中國大陸

於「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相關醫療改革政

策，期望形成8～10家產值超過50億元的大

型醫療器材產業集團，帶動醫材市場迅速成

長，滿足基層醫療和常規診療需求。此外，

醫療器材的採購需求也隨著人口結構高齡化

而提高，刺激整體產業發展。2011年中國

大陸醫療器材市場規模為89億美元，預估

2014年可達132億美元，並已形成環渤海灣

地區(含天津、遼寧、山東) ，主要為數位診

斷治療設備；長江三角洲為核心主要為一次

性產品與耗材；珠江三角洲為核心，主要為

高階影像診斷醫材為主三大聚落，為成產業

注目與集中的焦點。

●2012臺北生技獎經過激烈競爭，得獎企業榮耀加身，引領臺灣生技邁向新里程碑。

黃分析師認為臺灣醫材產業受到歐洲

景氣不佳影響，出口成長趨緩，必須另找市

場分散風險。若選擇佈局新興市場，台商要

能掌握行銷模式，在選擇通路商方面必須謹

慎，更需深入了解通路結構、銷售模式以及

零售商，以找出真正的關鍵點，而於居家用

醫材方面，以顧客導向，了解需求後再進行

行銷佈局、通路佈點。

2012臺北生技獎頒獎典禮暨成果發表至

此圓滿結束，展望未來，藉由完善的政策輔

導、健全的環境整備、周全的專利智財權等

機制，加上臺北具有極佳的機會和條件，將

促使更多企業在世界舞台發光發亮，讓臺灣

生技走向世界，讓世界看見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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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的力量

為臺灣開啟一扇世界之窗

2012臺北生技獎得獎企業特別報導

臺灣正值轉型關鍵時刻，2012臺北生技得獎企業

跳脫舊思維，展現靈活佈局，在國際生技舞台

為自己，為臺灣開啟一扇亮彩世界的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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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商品化  銀獎

研發來自臨床  插旗亞太縱橫全球

         愛派司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符合亞洲曲率解剖型鎖定式骨板骨釘系統

(APS Locking Plate System)是亞洲曲率解剖型

鈦合金互鎖式骨板骨釘系統，為人體骨骼四

肢之骨骼參數而設計而成之解剖型骨板，是

專門針對亞洲人設計之解剖型之互鎖式固定

骨板，可運用在關節面之粉碎骨折及重建型

骨折或癒合不正之骨折矯正。其特性有：

1.骨板亞洲曲率：利用數位電腦雷射掃瞄亞洲

骨頭，設計出最符合各關節形狀的骨板，對

於亞洲人骨骼較服貼，其骨板與骨頭之應力

分散較平均，符合人體工學的骨板能更穩定

骨折復位，降低骨板在體內刺激軟組織所造

成的疼痛，並能減少醫生在手術中彎曲骨板

所需機會，降低手術時間，減少感染。

2.骨釘功能角度專利設計：新一代骨板在關節

面有多方向螺釘設計，用來固定不同位置的

業
界醫師都知道，骨折處理是立即性的，

尤其是病患在骨折後的24小時內必須立

刻進行手術，否則又需等72小時血腫消除後

才能手術，延遲了治療時間，因此突顯手術

立即處理之必要性。然而，觀察醫療器材市

場上醫師客戶的反應，愛派司生技發現國外

（美國、歐洲）進口的骨板產品不但價格不

斐，其大小、角度、曲率也不適合臺灣及亞

洲人使用，無法百分之百貼切則可能造成不

同方式的骨折，若要特別訂購適合臺灣及亞

洲人曲率的骨板產品，常受限於時效問題。

技術升級 瞄準市場需求

針對臺灣及亞洲人研發、設計、測試、

製造、銷售醫材商品，成了愛派司生技發展

的核心，在醫界及學界鼓勵之下，致力於研

發並生產優良的醫療器材，完整的產品線包

含骨科固定、骨科矯正、及骨頭和軟組織再

生所需要的器材、植入物和生物材料。目前

主要產品有愛派司鈦合金互鎖式骨板骨釘系

統、NovaBone諾亞生物晶體複合式生物醫材

等，其中，愛派司鈦合金互鎖式骨板骨釘系

統更代表愛派司生技角逐「2012臺北生技

獎」，抱回技術商品化獎金獎榮耀。

4大特性 獲醫療界好評

「愛派司解剖型鎖定式骨板骨釘系統」

骨碎片，加強骨折復位的穩定性，增加骨頭

癒合機會。大角度的骨釘設計可在骨骼中形

成穩定之黃金三角結構，支撐整個結構體。

3.骨板有低薄之設計：傳統的骨板在關節面較

厚，容易擠壓刺激軟組織，造成病人異物感

及疼痛，愛派司亞洲曲率人體工學骨板在關

節面以低薄的設計可降低手術後骨板對軟組

織的刺激，減少病人疼痛。

4.使用生醫認證之鈦合金材質：具高生物相容

性、彈性係數大、抗金屬疲乏強度之特性。

有別於進口廠商之骨板專利設計，可更廣泛

針對適應症做治療，其Ti64金屬之生物相容性

為所有金屬之最高級，針對骨折病患可在體

內有最久之生物適應性，針對老人家更可在

醫師沒有其他風險考量下，而不必取出。

 【評審評語】

參賽標的產品具特殊利基與市場發展潛

力，過去財務績效佳、有清楚的智財布

局、商品化成效卓越。

專利布局 拓展未來市場

自2010年在臺上市以來，愛派司解剖型

鎖定式骨板骨釘系統獲國內各大醫療院所好

評使用，市場占有率從2011年的5％躍升至

2012的15％，年營收更預計突破1億元。根

據臨床結果顯示，使用人體工學骨板符合人

體關節面，使病人術後復原效果良好，而愛

派司解剖型鎖定式骨板骨釘系統相較於國外

進口的競品，支撐力和服貼度都更好，也在

2012臺北生技獎受到評審委員大力肯定。

這套互鎖式骨板骨釘系統除了在台持

續布局通路外，目前也計畫進運中國大陸市

場。愛派司生技表示，他們擁有的獨特利基

市場與全球專利完整布局的優勢也反映在近

年快速地營收成長。此外，如同愛派司生技

公司的英文名字一樣，持續創新擴散，從事

研究、開發、臨床測試與調查和致力於骨折

以及相關疾病治療的教育是愛派司生技從A

升級到A+的秘密武器。未來也將秉持「每一

創新都來自臨床需求、每一設計都擁有實證

基礎、每一製造都符合認證要求、每一產出

都具備未來內涵、每一商品都將著眼世界市

場」持續造福醫療界。

●  解剖型鎖定式骨板骨釘系統是針對臺灣及亞洲人研

發、設計、測試、製造、銷售醫材商品。

愛派司魏鴻文行銷副總代表領取臺北生技獎最高榮譽

技術商品化金獎。

●  中國大陸市骨材市場廣大需求，愛派司以利基產品進

軍對岸。

聯絡窗口資訊：愛派司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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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商品化  銀獎

掌握關鍵零組件 技術升級來自人性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微霧化給藥裝置

的目的。此外，更持續積極地朝向以技術為

根、以人為本，進行技術應用與商品化的方

向努力。

繼2010年獲得第18屆之中小企業創新

研究獎及傑出創新企業之外，微邦科技也再

度以「霧化給藥裝置」獲得「2012臺北生技

獎」技術商品化獎的銀獎肯定。

關鍵零組件 臺灣首創市場獨家

微邦科技研發的微霧化給藥裝置，是以

微型噴孔片為關鍵零組件組合而成的霧化裝

置，作動原理來自於輸入一工作電壓後，造

成壓電陶瓷及附屬不鏽鋼環片形變，使其在

以
「非矽基微機電技術」為基礎發展生

醫科技的微邦科技，積極建立核心技

術能力，在開拓其應用市場時始終秉持維持

生病人的尊嚴及便捷舒適的照護方向，研發

完善的檢測儀器及穩定便利的醫療器材用

品，讓需要照護的人得到更完美的照顧。就

是因為認為技術發展都應來自於人的需求，

微邦科技十分重視創新研發，積極培育人

才，並建立一流的創新研發團隊，成為創新

研發、生產及技術服務為導向的公司。

微邦科技長期致力於非矽基深刻模造

LIGA微機電技術開發，利用LIGA技術之優勢

追求及達成高精密度、低價格，且大量生產

超音波頻率下工作，該波動能量造成液氣交

換，讓液體分子脫離噴孔片形成液滴噴出。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微邦科技利用微

電鑄技術，將黃光微影製程後所得之光阻微

結構，並利用微邦自行研發的鈀鎳電鑄液配

方，進行微電鑄，將微電鑄製程所產出之金

屬微霧化片結合壓電驅動元件，加以封裝而

製成一霧化模組，可噴霧出2-5um粒徑。微

邦科技表示，具有小孔徑、低成本之鈀鎳及

鎳鈷等合金材質的微霧化片產品應用範圍十

分廣泛，包含生醫給藥應用之微霧化器、各

類增溼器，包含食物保鮮、室內溼度保持、

農業應用，以及精油噴霧器等，都需要這項

關鍵零組件。

目前，這項臺灣首創、市場獨家的關

鍵零組件，已獲得生醫相關產業之客戶所認

証，為生醫治療或舒緩主要控制霧化粒徑裝

置零件，其創新包含了材料與技術兩方面：

1.噴孔片材料創新：臺灣第一個開發出的鈀

鎳合金電鑄噴孔片，優點是抗化性優良、

生物相容性佳，並且通過臺灣衛生署、美國

FDA、大陸SFDA、日本厚生省、歐盟等生醫

單位驗證通過。

2.噴孔片幾何結構創新：獨家專業設計的葉

形噴孔片，其技術創新在於噴孔片上具有複

 【評審評語】

參賽標的具特殊技術創新，在噴孔片幾何

結構與噴孔材料上，擁有多項與多國專利

佈局，且具應用性與未來發展潛力。

微邦科技研發微霧化給藥裝置符合環保節能趨勢，由

孟憲鎧董事長代表領取臺北生技獎銀獎殊榮。

數個隆起部，而形成輻射狀或環狀排列之多

曲面結構，可增加霧化區域、霧化量、霧化

過程穩定性，並可避免振動過度集中於噴孔

片中心而破裂的情況。

深度加廣度 整合潛力無窮

綜合微霧化給藥裝置的優勢，微邦科技

認為主要是較長的使用壽命（1年以上）、霧

化效率佳、低耗能、低噪音、低製造成本，

符合講求環保節能的產品趨勢。另外，微邦

科技之微霧化給藥裝置的5大特色，也奠定了

微邦科技未來技術發展的基礎：

1. 具技術門檻

2. 具應用廣度

3.具發展深度

4. 貼近市場脈動

5. 可進入上、中、下游市場

目前，微霧化給藥裝置已獲得9件專

利，另有5件專利申請中，未來微邦科技將整

合技術，從零組件（噴孔片）→模組（噴孔

片模組）→系統整合，發展全球第一個塑膠

噴孔模組，擁有多項與多國專利佈局，且具

應用性與未來發展潛力。

●  以墨水匣噴孔片、微霧化器金屬噴孔片產品聞名

的微邦科技，也以此基礎發展生醫技術。

●  微邦科技開拓應用市場時始終秉持維持生病人的

尊嚴及便捷舒適的照護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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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商品化  銅獎

專精差異化產品 前進國際

      東生華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降血壓組合藥物錠──諾壓(Amtrel)5毫克/10毫克

析美國與歐洲開發的產品缺點是高血壓患者

多為老年人，且需長期治療服用，但服用時

大膠囊容易黏在喉嚨且不易吞服，因此決定

挑戰自行開發具有製劑技術難度的可剝半複

方錠劑來取代膠囊製劑，不但成功取證、量

產、上市銷售，更取得兩個專利。目前在

IMS統計的血管收縮素轉化酶抑制劑組合藥

物類別中，Amtrel是市佔率第一名的產品。

東生華製藥表示，Amtrel具備強大的產

品競爭力，主要在於東生華產品Amtrel目前

的同類別競爭者例如：賽諾菲安萬特、諾華

等國際型外商公司，雖然他們的產品在療

效、副作用、品質穩定度等方面皆十分良

好，但卻有無法剝半調整劑量的限制，因此

小
小的一粒錠劑產品，卻擁有兩項重要專

利，東生華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的開發的

降血壓組合藥物錠──諾壓(Amtrel)，克服了

病人吞服使用不易的限制，是同複方類別用

藥領域中第一個在臺灣成功上市者，也是目

前在市場十分適合患者剝半調整劑量使用的

專利型複方錠劑。東生華製藥表示，Amtrel最

近三年業績之複合成長率為22.1%，成長幅度

為相同藥物類別第一名；並連續三年佔有同

類藥物市場60%以上，市場佔有率為相同藥

物類別第一名；更於「2012台北生技獎」替

東生華製藥奪得技術商品化獎銅獎。未來，

還將繼續專精於差異化產品，前進國際。

劑型彈性設計 建立差異化競爭力

自臺灣東洋藥品醫療藥品事業處(TTH)分

割成立的東生華製藥股份有限公司，與母公

司專業分工，幾年來持續殷勤耕耘包含心血

管、腸胃、中樞神經等慢性疾病產品領域，

專注於Specialty Drug（劑型、配方改良、me-

better），是致力於藥品開發及大中華區市場

行銷的生技藥廠。

雖然Amlodipine/Benazepril在美國是廣

為使用的複方高血壓治療膠囊，不過，東生

華製藥認為複方產品應該是未來趨勢，且分

Amtrel可以剝半的劑型設計等於開啟了更彈

性方便的使用方式，讓醫師與病患容易調整

藥品劑量。臺灣本土性的臨床證據也顯示，

這種可以剝半的劑型設計深獲病患與醫師、

醫療院所的支持。

行銷專利策略齊下 邁向國際

除了以劑型設計建立產品的差異性，

東生華也從通路、價格、產品、促銷活動各

方面著手，以有別於其他藥廠的策略，在

一片紅海中建立自身的核心競爭優勢。包

括Amtrel的通路策略揚棄了由醫學中心往區

域、地區醫院及開業診所的擴散行銷模式，

採取同步進行少數醫學中心，合併區域、地

區醫院的通路切入模式快速拓展；並以中高

價格策略創造健保資源、病患、醫院醫師和

藥廠共贏的新局面。

東生華製藥團隊表示，未來將持續其秉

持4大成功關鍵策略前進：1.建構心血管、腸

胃、自體免疫疾病專業評估團隊，評估並開

發具高障礙之差異化產品；2. 以外部專案合

作方式，並同步於集團內部進行專案開發、

製劑、法規、臨床的人才培育，以確保新藥

準時上市；3.以具專利之產品與大中華區產

品開發的策略夥伴（具備通路行銷及臨床、

查驗登記能力）進行產品開發與市場行銷；

4.以策略聯盟方式取得具PIC/s規格的合作工

廠。而所有的策略規劃都將緊扣著朝東生華

製藥「致力於慢性疾病領域，提供高經濟效

應產品的專家」的願景。

至於降血壓組合藥物錠Amtrel未來也將

建立國際化商業模式，如：於中國大陸 SFDA

查驗登記送件與技術授權，進行越南、馬來

西亞、印尼、泰國等亞太地區授權代理之談

判，以及修改新的配方與新的劑量組合，建

構更高的技術障礙，把開發完成的產品帶入

多國市場，為下一步國際化做準備。

 【評審評語】

參賽標的有穩健之國際商業化模式策略、

商品化成效斐然，市場擴充性與市場成長

率佳。

有個富爸爸的東生華製藥致力於慢性疾病領域成績斐

然，由黃旭仁副總經理領取臺北生技獎。

●  獲獎讓團隊非常興奮，眉飛色舞。 ●  東生華以體貼病患的心，研發降血壓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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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創新獎  金獎

擁抱核心技術 打開製藥黃金之錀

                              因華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Gemcitabine 口服抗癌新劑型新藥

OralPAS )開發與新劑型新藥(如Gemcitabine 

Oral)所需的研發能量，並長期建構新的藥物

傳輸技術或平台技術。

藥物傳輸技術平台

為提供更好、更具效益、符合國際標準

的產品以符合病患之需求，因華運用自身發

展出藥物傳輸技術平台，增進現有藥物之安

全性及有效性，並且於特定疾病領域中提供

更好的醫療選擇。有鑑於生技藥廠開發新成

份新藥開發時程冗長且投入成本高，因此，

因華生技於 2005年成立之初，便決定以技術

面搭配特殊學名藥，並致力於開發新劑型新

懷
抱著以核心技術與專業知識為基礎，

成為在類新藥暨新藥開發領域居於領

導地位的公司的願景，因華生技製藥公司鎖

定「癌症、感染、免疫及特殊用藥」等四大

區塊為主軸，以自行開發或經國際合作引進

潛力候選藥物進行臨床研發並商品化上市。

因華生技的發展策略為在利基市場中，

提供特殊配方與新劑型新藥產品；以藥物傳

輸技術為核心，進行類新藥與新藥劑型研

發，延長現有及未來藥品生命週期，以滿足

藥品市場的需求。短期經營策略為進入利基

學名藥與新配方市場，目前已取得4張學名

藥藥證，藉以支持中長期發展平台技術 (如

藥與掌握OralPAS 技術優勢，進而擴大其應

用領域。

因華生技以藥物傳輸技術為基礎，鎖定

特殊配方與新劑型新藥，並藉由國際合作進

行利基藥品研發，以滿足藥品市場的需求，

改變藥物傳輸系統利用既有的藥物成份以提

升其方便性（如注射改口服）、時間性（如

長效型藥物）和有效性（如避免肝臟代謝、

腸胃破壞、降低副作用）為設計方向開發新

配方與新劑型；由於新配方或新劑型所使用

藥物成份的安全性、有效性已被證實，所以

開發時程較短，後續臨床試驗的規模也可以

較小，有利於產品上市的速度；國內的研發

成本與歐、美、日相比，相對較低，適合投

入新藥研發，可望成為因華生技打開全球製

藥產業大門的黃金之錀。

病患免挨針之苦

因華生技善用自身專利藥物傳輸技術平

台(OralPAS )，增進現有藥物之有效性與安

全性，2012年因華生技即以「Gemcitabine 

口服抗癌新劑型新藥」，榮獲2012台北生技

獎研發創新獎金獎的殊榮，此一獎項的頒發

給予了致力研發的因華生技精神與實質雙重

的鼓舞。

Gemcitabine OralPAS 主要關鍵技術為

OralPAS 藥物傳輸系統，是一種「自微乳化

奈米技術」不需攪拌而能將人體難吸收而無

法口服之藥物，包埋於乳滴油相內，使其在

胃腸道內不被酵素所分解，進而提高口服與

人體吸收的效果。Gemcitabine OralPAS 克

服Gemcitabine原配方口服難吸收的困難，將

原注射劑型的Gemcitabine透過OralPAS改為

以口服方式服用，原劑因需透過醫療人員注

射，患者需受舟車勞頓及挨針之苦，而口服

劑除可降低整體醫療成本外，還可提高患者

生活品質，以及避免癌症病患到院治療之感

染風險，對患者而言是一大福音，此一技術

研發成果也分別在美國、中華民國、日本及

中國申請相關專利。

對於創新研發成果榮獲金獎的肯定，

因華生技總經理許長山表示，未來將持續

OralPAS 的研發與應用，戮力於新藥開發，

提升藥品研發的速度與品質，確立因華生技

於國際生醫產業的定位，為臺灣生技製藥產

業提供一個立足臺灣、行銷國際的成功範

例。

 【評審評語】

參賽標的為全球首創以口服方式投藥的

Gemcitabine藥物，具競爭優勢，研發成果數

據令人鼓舞，且研發經費規模龐大、團隊陣

容堅強，2011已取得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臨

床試驗許可及佈局24國專利。

●   因華生技製藥自身發展出藥物傳輸技術平台，增進現

有藥物之安全性及有效性。

●  懷抱著以核心技術與專業知識，因華生技製藥團隊打

開全球製藥產業大門的黃金之錀。

因華生技製藥秉持提高患者生活品質為宗旨研發新

藥，由總經理許長山領取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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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創新獎  銀獎

為榮耀而工作 醫療器材產業挹注動能

        仁齊企業有限公司

微創手術用球囊穿刺導引器

式。微創手術是目前在外科手術發展上最先

進之技術，利用微小的手術傷口為病患進行

治療。外科醫生只需通過數個小傷口，便能

把內視鏡及各種精密的操作儀器放入體內進

行手術，從而替代傳統需要偌大傷口才能完

成手術，而兩者所達成的成果並無二致。由

於微創手術應用的器械相當精細，因此得以

減少因手術所導致的創傷及出血量，使病人

在術後能較快地康復及較早出院，同時因傷

口微小不會於因傷口而留下大面積的疤痕，

並能夠降低傷口的痛楚及感染的機會。

目前市面上國際大廠所開發的臨床手術

用導引管產品大多仍為內徑11mm～12mm之

因
應全球高齡化社會趨勢，醫療器材產

業成為炙手可熱明日之星，從傳統矽

橡膠製造廠起家的仁齊企業，看準醫療器材

產業的遠景與商機，積極投入研發，從內視

鏡手術器械的研發及製造到微創高階手術醫

療器材的開發，為企業的發展再創新猷。

創立於1991年的仁齊企業，OEM/ODM矽

膠組件提供世界各大廠使用，產品獲全世界

汽車、通信、電子業客戶之肯定，放眼醫療

器材產業的前景，於2004年跨入醫療生技領

域深耕，轉型為醫療器材零組件及醫療器材

成品製造商，並獲得ISO9001、ISO14001、

TS16949、ISO13485、GMP等認證。憑豐富

的製造經驗結合了ISO13485、CE、 GMP、

FDA等歐美及臺灣醫療標準，符合新微創手

術(MIS)外科醫療器械，外科用雷射儀、醫療

電熱和相關的醫療保健需求。

「為榮耀而工作」是仁齊企業的信念，

秉持製造醫療器材的倫理，為提供優良產品

與共同提升醫療服務品質而努力。

我很小但很創新

放眼世界醫療趨勢，微創手術(Single 

Iincision Laparoscopic Surgery)正快速取代傳

統開放式手術，成為外科手術主要的施行方

間，因此在需要進行微創手術，需切割較大

傷口時，導引管操作固定性差。過去微創手

術用的球囊穿刺導引管於使用充氣成型時，

因多使用平面成型，因此其球囊氣體於黏合

時，球囊壁厚不均會造成充氣時無法成型於

中心點，且成型良率低、精準度不高。

獲利前景值得期待

有鑑於此，仁齊企業投入研發，思考

如何研發出具有微小化圓形球囊、同心度

高，又能方便單手操作與固定的穿刺導引

器，「微創手術用球囊穿刺導引器」便是創

新研發的豐碩成果，其核心技術包括：鎖合

 【評審評語】

參賽標的創新設計具簡易實用性，可改善現

有產品之缺失，有市場利基及國際發展潛

力，該產品已取得衛生署第二級醫材證照，

智財保護佳。

鑑於臺灣醫療商機無限，仁齊企業研發挹注產業成長

動能，由總經理吳貴煌代表領取臺北生技獎研發創新

獎銀獎殊榮。

設計，使穿刺器操作時固定不滑動；尺寸微

小，方便導引手術器械進行手術，且可於進

行微創手術時，減小手術傷口，穩固而解決

傳統的穿刺器容易滑動脫落缺失，可於進行

微創手術時，減小手術傷口，穩固而解決傳

統之穿刺器容易滑動脫落之缺失，減少手術

時間，也可讓病人獲得較美觀的疤痕，使傷

口的痛楚及感染的機會也因此而大大減少。 

此一「微創手術用球囊穿刺導引器」，

以其創新設計以及簡易實用性獲得評審青

睞，一舉摘下2012臺北生技獎創新研發獎銀

質獎殊榮。

根據統計2011年全球微創手術市場產值

高達230億美元，預估至2016年，每年將以

8％的年複合成長率成長至350億美元，預估

全球將有6百萬例的微創手術，其中穿刺器預

估平均約使用3支，全球穿刺器市場產值預

估約為10億美元，微創手術產品營收獲利的

成長值得期待，「微創手術用球囊穿刺導引

器」的研發成功，無疑為臺灣醫療產業的競

爭力提升挹注了一股強力動能。

●  仁齊企業研發穿刺導引器在微創手術市場獲得重視。

●  仁齊企業團隊秉持製造醫療器材的倫理，為提供優良

產品與共同提升醫療服務品質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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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創新獎  銅獎

以客為尊 創新研發造福男性長者

      健永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治療男性前列腺肥大引發尿路症狀之口服植物新藥MCS 萊克特

120位學者、專家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擁

有國內外各領域頂尖的顧問群，確保最大的

成功率及最佳的品質。對於未被滿足的醫療

需求，健永生技廣泛地積極尋找有潛力的植

物新藥，並運用健永生技專業的知識與技

術，以及豐富的經驗來進行研究與開發。自

2004年起研發之產品每年連續獲得國家品質

標章，2012年亦再次取得國家品質標章的肯

定。

男性長者的福音

有句話說︰「蕃茄紅了，醫師的臉綠

秉
持「品質高科技，健康跨世紀」的理

念，健永生技公司積極投入研發優質

的植物藥品與生技產品，堅持「天然、安

全、有效」的信念，提供顧客獨特、有效的

及安全的植物藥品與產品。

誠如健永生技CEO郭富鳳強調︰「我們

竭盡全力創造價值，提供予顧客獨特、有

效，及安全的天然性產品，立志成為被人們

高度尊崇、具有價值的企業組織。」為了幫

國人健康做最嚴格的把關，健永生技將產品

建構在嚴謹的醫學驗證之上，並致力於研發

現今世人迫切需求的獨特植物新藥，以及具

有科學證據及最優質的健康產品。

品質年年獲肯定

健永生技自2002年創立後，即積極投

入研發作業、從事臨床試驗及營銷世界上最

先進的產品，目前健永生技以臺灣台北為

據點，並於美國，加拿大，和中國設有分公

司。健永生技設立有研發部門與臨床團隊，

建構核心實驗室，且已取得ISO17025認證，

專注研究及發展出通過動物試驗、細胞試

驗，臨床前試驗及人體臨床試驗證實安全及

有效的植物新藥。

健永生技目前已與北美以及亞洲超過

了」。蕃茄向來是公認的健康水果，其所含

的「茄紅素」及其他活性植物營養素，豐富

營養，健永生技運用蕃茄茄紅素，研究與開

發使用於預防和治療良性前列腺肥大和其他

疾病。健永生技開發出全世界第一件用於改

善前列腺肥大 (BPH) 之植物新藥，未來亦

可合併藥物使用，具有高度產業和臨床的價

值，提供華人植物新藥或中草藥開發上市的

典範。

其中MCS 萊克特為治療男性前列腺肥

大所引發下尿路症狀之口服植物新藥，目前

已獲多國發明專利，已於多國完成多項毒理

 【評審評語】

參賽標的為蕃茄茄紅素混合物，主要用於良

性前列腺肥大植物性新藥，目前已進入臺灣

及美國第三期臨床試驗，商機大，實驗數據

成果令人鼓舞。

健永生技在郭富鳳CEO的帶領下，獲得臺北生技獎的

殊榮。

研究，證實無毒性、無刺激性、無過敏性、

無致突變性、無基因毒性，且已於多國完成

多項動物試驗、細胞試驗及人體臨床試驗，

並榮獲臺灣TFDA與美國FDA之核准，正於臺

灣及美國執行第三期臨床試驗，以做為植物

新藥上市之依據，MCS 萊克特有機會成為

全球第一個以前列腺肥大作為適應症之口服

植物新藥，而這項研發成果也因此榮獲2012

年臺北生技獎研發創新獎銅獎的肯定。

前 列 腺 肥 大 症 是 年 長 男 性 常 見 的 病

症，根據臨床上的統計，51~60歲的男性約

有50％患有前列腺肥大的現象，70歲約有

70％，到了80歲以上幾乎90％以上的男性都

有前列腺肥大，當腺狀組織不斷肥大，會嚴

重堵塞尿道，阻礙正常排尿，造成頻尿、排

尿困難、尿流減弱和排尿不淨等症狀，形成

生活上的困擾，嚴重影響生活品質。而健永

生技的這項創新研發成果，對於飽受前列腺

肥大之苦的男性長者來說，確實是一項值得

欣喜的福音。

●  開發出減緩男性前列線肥大的新藥，讓健永賣向下一

里程碑。

●  MCS 萊克特是全球第一個以前列腺肥大作為適應症

之口服植物新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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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移轉 金獎

善用國際策略聯盟 締造雙贏勝局

    智擎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創新奈米技術之抗癌新藥PEP02

Development Only, NRDO)的模式，成為「整

合型新藥開發公司」，利用這種模式與授權

的夥伴達到雙贏，加速新藥產品上市。

智擎生技秉持建立一個在臺灣可以成

功發展新藥並未國際認可的生技製藥公司之

願景，建立起新藥評估與授權談判；癌症市

場競爭力分析；開發策略與執行計畫；開發

策略與執行計畫；製程開發與量產設計；與

全球著名癌症專家合作；臨床試驗設計與執

行；遵從國際法規標準；穩健的財務規劃與

實力等核心競爭力。

由於智擎生技以核心競爭力為動能，於

2011年9月登錄興櫃市場掛牌交易，9月18

由
臺灣東洋製藥轉投資的智擎生技製藥

公司，雖有個富爸爸，但創立以來屢

創佳績，不僅被《天下雜誌》所舉辦「2011

年金牌服務大賞」入列為臺灣最有潛力生

技公司，更以「創新奈米技術之抗癌新藥

PEP02」榮獲2011年臺北生技獎技術移轉獎

金獎的殊榮，為國內生技產業建立標竿學習

的典範。

善用國際策略聯盟 締造雙贏勝局

智擎生技製藥公司於2003年起營運，

主要以開發抗腫瘤用藥為主。營運模式為

藉由國際策略聯盟的方式（No Research, 

日上櫃，資本額為9.2億元，旋即股價表現亮

眼。

創新奈米技術 PEP02身價翻70倍

智擎生技研發奈米微脂體喜樹鹼製劑

「PEP02」是一種利用利用奈米技術開發之

微脂體製劑(Nanoliposomal irinotecan)，從臨

床前試驗階段透過授權方式引進，目前已經

開發於胰臟癌、大腸直腸癌、胃癌、肺癌與

腦癌等適應症，並順利研發PEP02之放大製

程，獲得歐盟製程專家評鑑通過。智擎生技

將PEP02對外授權美國Merrimack 公司，授權

金高達美金2億2仟萬元加上權利金，並保留

臺灣銷售與製造權利。同年PEP02 (MM-398) 

經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及歐盟EMA認

定為治療胰臟癌的罕見疾病藥物。2012年開

始全球胰臟癌第三期臨床試驗。

根據全球癌症藥品市場年增率為9～

12％間，預估到2016年將達720億美元。

臺灣的銷售額達新台幣144.5億元；再根據

Irinotecan在全球抗腫瘤藥物市場占有率接近

1.8％（10億美元/559.7億美元），在臺灣則

為3.3％（4.7億台幣/144.5億台幣）。智擎生

技研發PEP02根據J.P morgan預估胰臟癌適應

症，美國的年銷售為9億美元，儼然是搖錢

 【評審評語】

參賽標的已達技術創新、技術移轉、臨床三期

等效益，具商品化價值，且授權金規模高，技

術移轉績效值得肯定，經營團隊堅強，國內外

合作聯盟俱成效，智權保護完善。

智擎生技葉常菁總經理以創新營運模式，為智擎帶來

耀眼的經營績效。

樹。

穩紮穩打佈局 創新棒棒傳承

對於獲得殊榮，智擎生技甚感欣慰的

表示，臺灣是國際與中國大陸市場的溝通橋

樑，亟需政府建造一個良好投資環境，學術

界與產業界更加緊密結合，將可吸引更多國

際上的專家、學者來臺，為臺灣生技產業挹

注創新的動力。最重要的是，企業自己要爭

氣，不要為資源短缺、環境不佳而生氣。

未來，智擎生技將持續與全球各地著

名的癌症領域專家學者合作，採用穩紮穩打

策略，以引進具有潛力的新藥候選物，接

著積極建立國際合作網路，與委外製造產

業（CMO）及委外研究產業（CRO）進行合

作，並透過團隊的努力與毅力，期能降低開

發新藥成本與風險，進而達到藥品成功上市

目的，讓這一場世紀接力賽，透過適時且正

確的傳接棒，不僅為智擎生技創造最大成功

的契機，更為臺灣生技產業締造永續經營的

動能。

●  智擎生技研發的 PEP02 (MM-398)豐碩成果獲得臺北

生技獎的殊榮。

●   PEP02為利用奈米技術開發之微脂體製劑，已經開發於胰

臟癌、大腸直腸癌、胃癌、肺癌與腦癌等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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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移轉 銀獎

養殖科技智能化 悠遊獲利綠海 

       慕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抗病力石斑魚苗 

聚有志之士，以市場導向作為規劃，加速由

「學」轉至「產」效率化，並建立起高抗病

力海水魚苗生產系統（平台技術）；口服及

注射型疫苗；海水魚苗早期生物性餌料之製

造開發等核心技術。

林青丘技術長指出，目前業界培育石斑

魚苗遭遇的瓶頸為，一是在魚苗場時培育60

天時魚苗孵化卵成長6公分容易得到腦神經壞

死病病毒；二是在育成場時由6公分成長至1

公斤成魚時，容易得到除了上述病毒，也容

易罹患彩虹病毒、弧菌、發光桿菌及寄生蟲

等。

因此，慕洋生物科技首創將石斑魚苗育

成過程中的物理、化學、生物及營養等養殖

臺
灣素有「石斑魚養殖王國」的美譽。

儘管曾遭受到莫拉克颱風的摧殘，但

不到兩年的時間，產業重整且掌握技術優化

的利基，再度擦亮臺灣的招牌。隨著兩岸簽

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ECFA)，

為臺灣打開的出路不僅通往大陸，也通往世

界。現今臺灣產業借重大陸「十二五計畫」

商機拓展大陸內需市場，「MIT」的石斑魚

已成為大陸民眾桌上不可或缺的佳餚。

然而，水產養殖業雖有高利潤，卻也經

常面臨疾病叢生的發展瓶頸。因此，慕洋生

物科技藉由技轉國立成功大學「優質石斑魚

養殖系統」，並進一步取得中央研究院口服

疫苗平台技術及神經壞死病病毒基因及應用

專利，發展出優質高抗病力石斑魚苗，並於

2011年9月在台南（安南）科工區建構國際

首座完全無病毒（NNV-SPF），也是全球最

大規模的石斑育苗廠，引領臺灣水產養殖業

進入新時代。

科技化養殖 重視環境友善

慕洋生物科技之技術團隊來自成功大學

生物科技研究領域的專業人士組成，擔任技

術長的林青丘老師本身對於海水魚苗生產系

統研發已有10年的經歷。在其號召下，凝

條件及參數數據化，使石斑魚苗的養殖具有

成功再現率及固定可預測之單位生產量，達

到工業化之計畫性生產。再藉由漁場內儀器

對於各項養殖參數監視，配合資訊工程與程

式設計的回饋調控，達成養殖科技智能化。

再利用生物安全(bio-security)、生技醫藥、動

物營養學及數位化監控等科技整合成為水產

養殖科技平台，快速延伸發展不同魚苗的育

成技術。同時，慕洋收記還建立無病毒餌料

生物產線、白身產線、魚苗產線，大幅提升

產能。

產學合作新典範

慕洋生物科技獲得2012臺北生技獎技

 【評審評語】

參賽標的之育苗技術已落實，並已開啟國際

合作之管道，技轉落實產業化上已具成果，

協助石斑魚得以永續經營。

慕洋生物科技所培育的石斑魚苗為「資優斑」，已開

啟國際合作之管道，由楊惠郎副董事長兼執行長代表

領取生技獎殊榮。

術移轉銀獎之得獎標的「高抗病力魚苗」從

根源做起，在魚苗出廠前使用已預知在魚塭

育成期可能感染疾病加以施打疫苗，增強魚

苗的高抗病力。如此培育魚苗不僅養殖戶使

用方便，同時也改善養殖戶對於抗生素的使

用，對環境友善，魚苗可提高飼養存活率，

降低成本，增加獲利。

林青丘技術長指出，要讓技術走出實驗

室，還需要仰賴市場拉力。慕洋生物科技藉

由疾病菌株調查鑑定與新疫苗開發；系統化

養殖經驗分析協助產品優化等研發系統，持

續生產高抗病魚苗且持續改良增加量產，而

且更定期與不定期追蹤每批銷售魚苗在顧客

端育成情況，藉此作為強化魚苗產品研發的

動力。藉由平台技術使臺灣養殖業產業化及

國際化的競爭力，同時發展國際合作將臺灣

各種魚種推向全世界。

慕洋生物科技自豪所培育的石斑魚苗

為「資優斑」，相信整合口服疫苗科技、國

際化競爭力、整合養殖科技、養殖科技智能

化、工業化生產的核心能耐，「資優斑」將

讓臺灣「石斑魚養殖王國」歷久不衰。

●   將石斑魚苗育成過程中的物理、化學、生物及營養等

養殖條件及參數數據化，達到計畫性生產。 ●   資優斑將再創臺灣養殖王國巔峰。

34 35



產學合作獎  金獎

產學攜手價值加成  精緻農業臺灣之光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系葉錫東教授實驗室

雙重抗病毒轉基因木瓜商用品種之分子育成 

提
起「木瓜」，多數人都能唱上一段木

瓜歌：「木瓜樹、木瓜高，木瓜成熟

味道好。」的確，在溽夏之時，來上一杯冰

涼的木瓜牛奶，不僅暑氣全消，更吸收豐富

維他命，讓頭好壯壯。不過，野生木瓜容易

罹患木瓜輪點病毒以及木瓜畸葉嵌紋病毒。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系葉錫東教授帶

領研究團隊，經過多年的研究，成功開發出

第一個基改作物，雙重抗病毒轉基因木瓜台

農二號雜交商用品種之分子育種及保存。並

且技轉農友種苗股份有限公司，尤其協助選

拔具有商業價值親本及雜交組合，成功行銷

美國、印度、越南等國家，堪稱是另類臺灣

之光。

技術走出實驗室 專利佈局拉高門檻 

中興大學植病系葉錫東教授研究團隊從

事遺傳工程防治植物病毒病害已逾20年，可

謂臺灣研究植物遺傳工程之先驅。葉錫東教

授指出，中興大學主要以創新生技為主，藉

由研發優良的雙抗及單抗的轉基因木瓜，並

以分子標誌快速檢測轉基因品系及同型結合

子，育成抗病毒新台農二號商品品種木瓜。

同時，進一步取得單抗轉基因木瓜之

「具有廣泛性抗木瓜輪點病毒特性的基金轉

殖木瓜品係16-0-1之核酸分子及其檢測方法

與應用」；「具有廣泛性抗木瓜輪點病毒特

性的基金轉殖木瓜品係18-2-4之核酸分子及

其檢測方法與應用」兩項專利，以拉高進入

 【評審評語】

參賽標的技術具競爭力，透過研發團隊的專

長，協助廠商開發出具有雙重抗病毒基因的

植物品種，雙方產學合作模式佳，智財保護

完整。

門檻，提升競爭力。

產學合作創利基 木瓜為國爭光

葉錫東教授實驗室進一步將研發技術

移轉給農友種苗股份有限公司。農友公司創

立於1968年，秉持創造優良品種、開發新

技術、促進園藝事業的發展、繁榮農村經

濟、增加農民收益，造福人群的創立宗旨，

多年來持續研發、培育瓜類，茄果類，十字

花科蔬菜等作物，已達數千個優良品種。農

友公司也參與美國世界園藝作物新品種比賽

（AAS）瓜果、茄果類競賽，獲得11個品種

的優勝。

葉教授指出，農友公司是世界最大的木

中興大學植病系葉錫東教授實驗室經過多年研究，成

功開發地第一個基改作物木瓜商業品種，獲得臺北生

技獎。

●   繼毛豆傳奇後，臺灣將再度寫下木瓜傳奇。

●   中興大學植病系葉錫東教授研究團隊從事遺傳工程防

治植物病毒病害已逾20年，可謂臺灣研究植物遺傳工

程之先驅。

●   秉持創造優良品種、開發新技術、促進園藝事業的發

展，葉錫東教授持續奉獻心力。

●   中興大學主要以創新生技為主，藉由研發優良的雙抗

及單抗的轉基因木瓜。

瓜雜交品種供應商，具有深厚的全球行銷能

量。因此，在獲得技術移轉後，農友公司配

合田間試驗評估及木瓜育種技術指導，並執

行種苗登陸、授粉、種苗保存生產，以利轉

基因抗病木瓜行銷全球。

堪稱另類臺灣之光的新台農二號商用木

瓜經申請農委會中美合作計畫，經美國USDA

及州政府許可，於夏威夷進行田間試驗，預

計三年內取得美國商業許可，並將商用木瓜

透過農友行銷網銷售至加拿大、墨西哥、中

國大陸等亞洲地國家，將繼毛豆傳奇後，為

臺灣再度寫下木瓜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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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獎  銀獎

產學合作 技術貢獻達三贏綜效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分子遺傳實驗室

養殖動物快速增重之飼料添加技術

 【評審評語】

參賽標的以Myostatin蛋白為抗原，達到促進

成長，增加飼養魚體重，並應用至其他高價

魚種，深具市場潛力，產學雙方均有技術貢

獻，智財保護完整。

境共存的雙贏局面。

安全低成本 快速增重飼料產值潛力大

成大生物科技研究所分子遺傳實驗室表

示，由於世界人口成長快速，可耕地面積減

少，收穫不易造成糧食資源漸趨短缺，提升

單一面積生產量已是世界糧食生產的趨勢。

養殖動物快速增重之飼料添加技術即藉

由一套自體免疫技術，促使養殖動物負向肌

肉生長蛋白喪失生理功能，進而加速生物體

生長。經過本項技術應用之養殖動物，可比

同時期與同條件之養殖動物，平均多出38%

的重量，而所需技術成本約每公斤飼料僅增

面
臨越來越有限的養殖面積、養殖時間

和飽和的養殖密度，以及全球不斷攀

升的人口數，全球糧食供需失衡問題不再是

未來式，而是人類必須立即正視的問題。

成大生物科技研究所分子遺傳實驗室從

2001年開始就致力於研發關鍵生物技術，

解決養殖業技術瓶頸，將養殖過程標準化，

建立科技化、工業化之標準養殖生產流程

(SOP)，包含水產動物病原檢測技術、種原基

因篩選育種技術以及機能性飼料養殖技術開

發，減少養殖產業經濟上的損失。期望為國

際暖水魚種養殖技術樹立重要研發指標，並

發揮在產業上、中、下游樞紐之功能。

全興國際水產則以飼料添加劑及飼料製

造為主要核心，橫跨多個國家市場，提供符

合動物健康需求的飼料。而創新與科技發展

一直是全興國際水產的核心價值，不斷努力

在功能性飼料添加物的開發領域努力尋求突

破，結合多方新式技術，持續供應市場更多

樣化且能改善養殖條件的產品。

透過技術背景與產業經驗的結合，成大

學生物科技研究所分子遺傳實驗室與全興國

際水產以產學合作方式，開發出養殖動物快

速增重之飼料添加技術，於今年得到「2012

臺北生技獎」產學合作獎銀獎的肯定，不但

肩負在地產業社會的責任，更達成人類與環

加3毛（占0.78％），不僅可縮短經濟動物

養殖上市時間，同時也降低養殖時的成本，

增加普遍使用率。此外，更重要的是養殖動

物快速增重之飼料添加技術不像瘦肉精雖然

可以快速合成蛋白質，增大肌肉，但安全上

有爭議，而是十分安全的增重之飼料添加技

術，能提供消費者更安全的肉品。

此外，養殖動物快速增重之飼料添加技

術也比過去利用均衡飼料營養素、增加動物

的消化吸收率、添加誘引物質來增加動物攝

食，或者添加益生菌等作法，更能改善飼料

轉換率成效，從飼料轉換率成效小於5％提升

至20％以上。舉例來說，高效率飼料可使每

對照組 實驗組

成功大學生技研究所陳宗嶽所長代表成大生技所領取

生技獎獎項，為產學合作再添佳績。

頭豬隻一生可節省57.5公斤飼料，全球有10

億頭豬，可節省0.575億噸飼料，意即全球將

多出1.725億噸玉米可供運用，等於可產150

億加侖生質酒精，足夠供應全球使用4年，並

減少1.2億噸的二氧化碳排放，或可供5.7億

人口一年的糧食份量。

兼顧產業發展與環境保護 創造三贏

目前，此免疫增重技術已可應用於家

畜、家禽、水產動物，於美國、中國大陸、

澳洲、印尼、越南、日本、泰國等國皆有專

利布局。此外，全興國際水產也說明，飼料

產值規模於臺灣肉品市場（含水產、禽、畜

養殖）可達800億臺幣以上，對於全球肉類

產品生產也將造成廣大影響，更高達30兆臺

幣以上。

快速增重飼料開發除了為產業帶來良好

收益，更重要的影響是可大幅減少飼料農作

消耗，緩解糧食短缺危機；避免過度擴充養

殖場地，破壞環境；也減緩過度捕撈，導致

海洋資源枯竭。達成養殖成本降低、養殖面

積增多；減少排碳、減少作物消耗；市占率

增加、原料成本降低的三贏綜效。

●   鑑於糧食短缺，養殖動物快速增重飼料添加技術能增

加動物的消化吸收率、添加誘引物質來增加動物攝

食。

●   養殖動物快速增重之飼料添加技術即藉由一套自體免

疫技術，促使養殖動物負向肌肉生長蛋白喪失生理功

能，進而加速生物體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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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視野在地特色

2012臺北生技大師圓桌論壇

世界觀點盡在圓桌，關鍵新知絕不漏接！2012臺北生技大師圓桌論

壇深入剖析亞太市場崛起，臺灣生技業機會、挑戰；逆境、順境；守

成、突破，持續為臺灣，尋找躍升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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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臺北生技大師圓桌論壇

聚焦優勢
佈局亞太 展望全球

隨
著近年來歐美國際藥廠面臨衰退的困

境，亞洲被視為全球生技製藥市場成

長的新動能。根據PWC的調查顯示，中國大

陸為全球生技CEO公認最重要的市場，中國

大陸政府更於「十二五規劃綱要」專項規劃

重點產品方向、佈局任務以及政策保障措

施，提出醫療改革政策，成為亞洲生技產業

全球佈局策略的重要發展環節。面對亞洲崛

起時代，臺灣生技產業如何把握契機，聚

焦、佈局亞太、展望全球？

臺北市政府為協助生技業者獲得最新全

球市場資訊，擴大視野，推辦「2012臺北生

技大師圓桌論壇」。會中，邀請行政院科技

顧問辦公室江惠華執行秘書、臺北市產發局

黃啟瑞局長、資誠PwC 顧問John Cannings

先生、中化合成生技（股）公司張祥漢總經

理、中裕新藥（股）公司張念原執行長、健

亞生技公司陳正總經理、資誠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曾惠瑾副所長、中研院公共事業組梁啟

銘主任、三軍總醫院婦產科賴鴻政主任，透

過交流論壇以及專題演講的方式，進行大師

高峰對談，分享國際生技全球佈局的實務經

驗，探討剖析國際生技市場新機與挑戰，並

從國際生技市場趨勢議題，探討布局全球及

兩岸生醫市場的策略。

 

獎勵補助大利多 成就臺北生技聚落

臺北市產業發展局黃啟瑞局長致詞時表

示，隨著全球經濟不景氣，加上歐債情勢未

明，現在是處於高附加價值低、毛利低的時

代，能夠以「創新」來創造高附加價值的唯

有生技產業。亞洲近年來被視為未來全球生

技製藥市場成長的新動能；中國大陸政府提

出十二五規劃新醫改政策等大量利多釋出，

都為臺灣生技打造新契機。

臺灣生技產業擁有一流的人才，為生技

臨床實驗保留傳承的空間。根據臺北市100

年生技產業調查報告，截至年底為止臺北市

有321家生技企業，以產業範疇分佈來看，

新興生技191家、製藥68家、醫療器材62 

家。總體營收為新台幣1,126億元，其中以製

藥產業的營收最高新台幣650.6億元，其次為

新興生技產業新台幣330.2億元，醫療器材產

業則為新台幣145.2億元，顯示臺北市生技廠

商正穩健發展中。

臺北市政府秉持促進生物科技產業的

發展，率先其他縣市於2001年9月1日設立

「臺北市發展生物科技產業推動小組」，並

於2002年設置生技專責單一行政服務窗口，

協助解決臺北市生技產業發展所面臨各項問

題。

同時，自2004年起，臺北市政府即創

各縣市之先辦理「臺北生技獎」，依據生技

產業發展各階段的成果設計獎勵項目，遴聘

生技產業技術、財務、智財三大領域專家學

者擔任審查委員，評選本市績優生技廠商及

單位，頒發獎盃及獎金予以鼓勵。截至100

年止，臺北生技獎共頒發93件績優標，頒發

4,040萬元獎金。

此外，臺北市政府並提供企業於產業發

展中所需行政支援及輔導，藉由「臺北市績

優生技單位參與海外國際生技展申請補助作

業要點」提供獲得「臺北生技獎」的企業參

與海外國際生技展經費補助，參展一次最高

補助10萬元。

生技業者也可申請「臺北市產業發展自

治條例」之私有房地租金補貼，補貼額度視

其投資金額及市場租金行情，最高達新臺幣

500萬元，並提供企業從事技術開發或創新

服務研發計畫最高額度300萬元之補助，希

望透過實質的獎勵補助，促進生技產業在臺

北市成長茁壯。

生技為知識型產業  非走不可之路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執行秘書江惠

華致詞時表示，鑑於我國研發環境面臨國際

競爭相挑戰，行政院將原「行政院科技顧問

組」改組為「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主要

權責為審議各部會科技預算，及協助國家發

展科技做有效的資源配置。他指出，自身擁

01 02

01    2012臺北生技大師圓桌

論壇舉辦至今，持續吸

引了諸多的生技業者參

與，已掌握國際情資。 

01    臺北生技大師圓桌論壇

素有生技產業風向球之

美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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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有參與醫療器材研發25年的經驗，深深體

認生技醫療為重要發展的方向，不管是過

去5年或未來5年，發展生技產業是國家非

走不可的路。事實上，生技產業是知識型

產業，具有多樣化、小規模、知識密集的

特性非常適合臺灣發展，在國際競爭上尤

為需要。然而，生技產業也與高科技產業

不同，所遭遇的困難有法規、技術面、產

業執行面、行銷面。政府的立場是鼓勵、

支持，將其列為國家6大新興產業發展的

政策來支持。當然，推動產業是需要中央

政府與地方政府相互結合，結合業者有效

力量推動生技產業的成長。

05    中化合成生技張祥漢總經理指出，臺灣原料藥開

發產品品質好且嚴格遵守CGMP規範、產程管理能

力優於大陸、印度，建立往開發高階藥的利基。

06   中裕新藥張念原執行長強調，釐清企業的願景與

使命，方能為企業經營擘畫成長的藍圖。

07    資誠PwC John Cannings顧問指出，美國面臨失去

龍頭地位的危機，因為生技業重心已移往亞洲，

亞洲生技業者要能建立打群體戰的思維。

03    行政院科技顧問辦公室江惠華執行秘書指

出，生技產業是知識型產業，具有多樣

化、小規模、知識密集的特性非常適合臺

灣發展，在國際競爭上尤為需要。

04    臺北市產發局黃啟瑞局長強調，生技產業

是現階段以「創新」來創造高附加價值產

業，臺北市透過政策、法規端出牛肉，讓

業者有感。

0403

          圓桌論壇大師相對論

布局亞太 展望全球

主持人   劉祝華

與談者

行政院科技顧問辦公室江惠華執行秘書

臺北市產業發展局局長黃啟瑞

資誠PwC 顧問John Cannings

中化合成生技（股）公司張祥漢總經理

中裕新藥（股）公司張念原執行長

江惠華：在推動生技產業發展上，政府是協

助去除產業障礙。行政院科技顧問辦公室是

制定生技產業發展政策與方向，然後分由各

部會去落實執行。在推動生技產業發展上，

可從3部份說明。一是國科會指導的超級育成

中心（SIC）成果產業化，委請旅美的生技製

藥專家蘇懷恩博士以及在醫療器材知名的專

家協助推動政策，不管是醫藥的發展、智財

的專利等機制的建立都給予非常多的鼓勵與

協助機制的建立。用一句話說明，在國科會

指導的SIC是將學研單位的智慧成果導引到最

後一哩的產品化，讓產業可以進行後階段的

商品化。

二是衛生署成立的食品藥物檢驗局(TFDA)協

助國內醫藥發展推向國際市場，用一個數字

來代表國內醫藥類研發成果，目前有86項醫

藥在1、2、3期的臨床實驗，展現非常輝煌

的成果。三是經濟部委請目前我國發展生技

之核心法人單位：生技中心與工研院，從事

轉譯與技轉，就是把上游的研發加以銜接到

產業領域。

John Canning：全球生技業者以往將國際合作

重心放在歐美等地區，現在則會以亞太地區

為主。不管是新藥研發或是醫療器材研發所

耗費的成本都不是單一企業可以完全應付。

加上各國政府刪減醫療支出，讓許多大型製

藥公司的成本節節升高，紛紛採取與私人基

金會或組織合作，甚至也與其他藥廠合作，

來加速臨床實驗，加快產品上市。以大陸市

場為例，臺灣在文化、語言上都有利基，可

以作為歐美國家進軍中國大陸市場的跳板。

此外，臺灣的研發技術也具有優勢，可加速

擴展國際市場。

黃啟瑞：臺北市政府在資金部分投入相當多

的資源，針對本市企業提供融資、最高額度

達1,000萬元，另本市產業發展自治修例亦

提供研發補助金費為100～300萬元；此外，

本(101)年度也已經通過私有房地租金補貼條

例，政府就是要端出牛肉，大力推動生技產

業。

張漢祥：中化合成生技目前在中國大陸雖尚

未設廠，但已積極拓展大陸市場。中國大陸

現在很多生技業者希望仿效印度研發新藥銷

往美國。中化合成之所以沒有去大陸投資的

計畫主要是因為法規不明、缺乏領導團隊，

但在策略上要利用大陸低價原料、與中國廠

商合作做中間體，透過我們在臺灣的品管能

力提高研發的量良率銷到歐美日市場。

大陸政府從政策上積極推動生技產業，吸引

很多海歸派專家回國，我們可運用他們做前

期開發，縮短研發的時程與加速研發的速

度，讓我們可快速追上市場需求。

張念原：生醫產業分工細膩，新藥開發成本

非常高，雖然政府提供千萬資金，但以我們

經驗，臨床三期準備5千萬美金都還不夠，若

是再談到量產、上市，沒有7～8千萬美金是

不用玩的。我們2008年起開始做策略轉變，

走出國內向外尋求機會，在近兩、三年來取

得較為豐沛的補助資源以及研發能量，這是

我們自己走出的路。期許政府法規可以依據

產業需求來訂定，以及多給予小型企業的

補助資源，而不是讓他們自己想辦法，找資

05 06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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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專題演講

 

學名藥的亞太佈局競合策略

臺北市生技圓桌大師論壇專題演講由

John Cannings開場。他指出，在2010中旬，

當PwC檢視生技產業的發展情形，發現以生

技產業發展三十年來的成績來看，並沒有達

成其預期的成果。也就是說，

1.  產業生產率並無明顯增加，而新藥的市場

普及率也不高。

2. 商業模式也面臨著相當大的壓力。

3.  因為生技業已漸漸將重心往東方國家移

動，美國也面臨著失去龍頭地位的危機。

4.  生技產業和製藥業不再是「獨自發展」，

不僅僅是生物技術與製藥業的合作，還有

病人組織，醫療慈善團體，學術界和其他

組織團隊的崛起。

根據PwC預測全球生物製藥的業務，從

2010年840萬美金到2020年的1300百萬美

金，不斷成長。絕大部分的成長率是來自巴

西、中國、印度、印尼、墨西哥、俄羅斯與

土耳其等7個國家。原因在於中國、印度、印

尼所聚集的人口大概佔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

數。在這其中有大量且正在發展中的中產階

級，已經了解保健事業的重要性，並且願意

為其付出。

他強調，糖尿病促使製藥業務的成長

呢？中國是當今世界上糖尿病患者最多的國

家，有高達9000人口罹患此疾病。預計在

2030年，糖尿病患者會高達１億２仟萬人

口。全球老化的人口數也是造成健保產業費

用增加的最大主因。根據GBI的預測，2050

年大陸會有38％的人會超過65歲；在同個時

間印度會從7.7%成長到20.2%

然而，儘管需求不斷增加，但研發的進

度也不斷地下降。John Cannings分析，未來

企業多花了2倍的費用在研發，就跟十年前一

樣，卻只得到十五分之二的產量。所以產業

會因慢性病人口數的成長、人口老化和越來

越少用來預防或用來治癒疾病的新藥發明的

趨勢發展。

儘管在2007～2010年亞洲前5大的製藥

廠賺進了7百億美金的營收，亞洲生技發展在

創新這方面還是比較落後一點的。許多產業

上的創新無法符合醫學所需。尤其是當全球

的經濟還不穩定時，我們就能了解到為何風

險資本家不會一窩蜂投資於某特定產業。

主講人   John Cannings（資誠PwC 顧問）

源。

張漢祥：任何產業的發展都要有很深厚的基

礎，不是擁有尖端人才就會有尖端的產業。

以印度為例，他們發展生技產業，但欠缺人

才，並以重金挖角國際人才，以致於堆高企

業成本，也喪失了競爭力。我打個比喻，一

間廟宇只有大和尚，沒有中和尚、小和尚怎

麼會管理得好。企業的資源有限，還是採取

一步一腳印紮實地去研發，產業發展才會有

穩固的根基。

08    2012臺北生技大師圓桌論壇邀請到產、官、學、研專家學者為臺灣生技產業把脈。

John Canning：生技業者不僅要尋求政府支

持，更要建立打群體戰的觀念。歐美生技產

業透過併購來降低研發成本，且創造豐沛的

資金、研發能量並加速新藥的上市時間。

江惠華：可以感受到企業對政府的期許。我

觀察到政府的運作過程最重要的是用務實態

度來檢討問題，提出修正方案。的確，當然

任何產業均不能速效，政府所能做的就是以

務實的態度訂出指標、並協助企業解決問

題，這是產業演化史的過程，需要政府、企

業一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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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藥產業如何與國際接軌

特色藥廠於利基市場的挑戰

原料藥產業鏈佈局策略

張念原執行長指出，根據全球的新藥

研發，主要以癌症用藥為最大商機。但以藥

物開發整體成功的百分率來做比較，卻以傳

染病科為最高，其次是內分泌，呼吸系統則

居第三。臺灣新藥業者如何發現機會，首先

是建立核心競爭策略，包括：企業願景與使

命、找尋合作伙伴、建立優質的團隊、獲得

政府的資源等。釐清方向後才能採取對的策

略以及作法。以建立優質的研發團隊來說，

必須先了解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什麼是核

健亞生物科技在新藥研發、國際業務以

及市場推展經驗豐富。陳正總經理指出，新

藥研發是從開創性創新邁向漸進性創新，進

而衍生為另一波創新。因此，特色藥廠建立

的成功模式必須以具競爭力的產品/技術，

建立風險均衡的產品組合；針對特定族群、

疾病、區域等利基市場，建立核心優勢，擴

大市場佔有率；擁有經驗豐富的專業團隊；

健康的產品、財務規劃；強調開發時程、策

略，積極尋求合作、聯盟，以達到早日進入

市場，創造利潤。

陳正強調，新藥的成功要素包括：安

中化合成生技張祥漢總經理從醫藥產

業上中下游關聯圖指出，上游為化學品、天

然物、微生物、細胞經過化學合成、萃取、

微生物發酵、細胞培養，透過精製純化，成

為原料藥，再經過調劑製劑。根據Frost & 

Sullivan/厚生勞働省的調查，2010年全球學

名藥市場為1238.5億美元，美國以557.8億美

元排名全球最大的學名藥市場。所謂的學名

藥是指原廠藥的專利權期間過後，其他合格

藥廠依原廠藥申請專利時所公開的資訊，產

製相同主成分的藥品。

張祥漢強調，2011年全球原料藥的市場

達912.4億美元，成長率達6.7％。主要為商

業原料藥，又可區分為原料藥33％，中間體

11％。

若再從各國原料藥的特色來區分，北

美、歐洲、日本以生產高價原料藥及新藥原

料為主，唯因生產成本相對較高，部分原料

主講人   張念原（中裕新藥（股）公司執行長）

主講人   陳正（健亞生技（股）公司總經理）

主講人   張祥漢（中化合成生技（股）公司總經理）

藥需外購。臺灣原料藥的特色為：產品品質

好、CGMP規範嚴格、產程管理能力優於大

陸、印度、已開發利基特色產品為主，外銷

拓展能力強等。但相對劣勢為：土地及人力

成本高、人民環保意識高漲，對於化工產業

存有歧見、國內市場小、國內法規較缺乏彈

性。因此，張祥漢建議原料藥開發上可注重

幾項關鍵要素如下：

1.  依據工廠稼動率及生產成本.開發產品。

2. 結合產、官、學、研資源共同開發。

3. 掌握客戶、技術、原料等要素研發利基

Niche市場的產品。

4. 透過製劑藥廠垂直整合。

藉由掌握上述的關鍵要素，方能發揮臺

灣原料藥產業相鄰低價原料市場、外銷拓展

能力強，以及取得歐美日客戶信任的優勢，

創造臺灣原料藥的商機。

心競爭力？如營運模式、經營環境等都是必

須考量的要素。從企業到產業，臺灣的生技

業的優勢與劣勢為何？最重要的是否具有發

展藍圖，究竟與中國大陸的合作關係如何界

定，是互補或是競合？機會如何掌握？都要

非常清楚。他認為，未來臺灣生技產業應走

向品牌化。要進展到品牌，要重視國際化能

力、創新的能力、研發的能力以及品質、售

後服務的能力，才能讓新藥產業與國際接

軌。

全、創新、市場、行銷。舉例來說，Viagra

公司採取利用加強安全、快速、長效的方

式，導入奈米、Cialis的改善方向，擴大商

機。他強調，特色藥廠面臨的挑戰包括：創

新經營模式、政府在創新科技上的支援、企

業與政府合作、智慧型加值等。解決之道在

於企業要在選題上慎選、重視資金規劃。此

外，企業受限於資源有限，建議以臺灣為研

發中心，大陸為市場起點，然後全球為市場

終點，建立起產品創新加值策略，完成臺灣

第一、世界第一的國際競爭優勢。

09   健亞生技公司總經理陳正表示，新藥研發是從開創性創新邁

向漸進性創新，進而衍生為另一波創新。10.資誠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副所長曾惠瑾強調，臺灣可運用連鎖醫療平台，統

合後勤、採購、物流的方式，開設連鎖醫院，建立醫療服務

品牌進軍大陸市場。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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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市場財物策略與實務 國際級生技企業關鍵競爭力

現任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副所長曾惠

瑾指出，根據PwC Global CEO Survey2012

調查指出，在歐美地區生技醫療市場相對成

熟，開發具有人口優勢及醫療改革商機的中

國大陸市場，已超過美國、巴西等國家成為

全球生技醫療產業CEO的一致共識。要打進

中國生技醫療市場，必須先掌握通路，而大

陸通路主要區分為醫院、藥房、社區衛生中

心及鄉鎮衛生院。根據調查，2010年醫院通

路激增67家，成為外國企業打進中國生技醫

療市場的關鍵。在產品市占率以及藥價分析

上，低價學名藥仍是市場大宗，但為了兼顧

品質與醫療負擔，中國政府開始鼓勵發展高

端的仿製藥。

有鑑於中國大陸為全球生技醫療產業

CEO最重視的市場，因此，國際大廠已紛紛

進軍大陸市場。例如，默沙東藉由研發資金

與技術支援，率先與大陸先聲（掌握銷售通

梁啟銘正本清源地指出，生物科技 (生

技) 產業與生物產業不應混作一談。臺灣發

展的生技產業是利用重組基因、分子生物、

蛋白質體、細胞生物等新生物科技，來產生

有價值的技術或產品的產業。嚴格來說，製

藥廠利用生物科技來製藥則屬生技產業，但

若只利用傳統方法來製造並利用生物科技來

鑑定其化學藥物產品的藥效，而未增加其價

值，則仍不屬於生技產業。 

生技醫藥研發上市需經過新發現、新

專利及專門技術、新藥臨床測試申請 (IND)

新藥臨床測試（第一、二、三期）、新藥申

請（NDA/BLA）、上市（副作用追蹤）新用

途測試等里程，每一階段的生技製藥開發階

段的費用、價值及成功率皆不相同。隨著第

一、二、三期的研發階段成功率大幅提升、

預估獲利也能高達數億美元，但相對的研發

費用預估高達千萬美金。

他指出，臺灣主要產品多數是模仿性或

改良性，而非創新性。因此，缺乏智財權以

及具國際競爭力且利潤較高的新藥與高階醫

療器材，導致為了降低生產成本而將製造外

移。加上最近健保局將調降藥價，實施第六

次藥價調整，並明訂民國104年1月1日起，

本土各藥廠需將生產線改造為符合歐盟「歐

洲藥品稽核人員查廠組織（PIC/S）」規格，

國內本土153家藥廠，在藥價政策、市場不

主講人   曾惠瑾（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副所長） 主講人   梁啟銘（中研院公共事務組主任）

路）成立合資公司；諾華公司則利用收購大

陸天元（最大的民營疫苗公司）獲得85％的

股權；輝瑞則以品牌優勢，與大陸海正（以

低成本生產原料藥學名藥）成立合資公司。

臺灣如何在歐美大廠夾擊中進軍大陸

市場？曾惠瑾指出：1.運用連鎖醫療平台，

統合後勤、採購、物流的方式，開設連鎖

醫院，建立醫療服務品牌；2.醫療服務精緻

化，掌握到大陸國民所得增加與政府醫改政

策，勢必醫療服務需求將隨之增加；3.學名

藥取代新藥，由於大陸削減醫療成本，學名

藥取代新藥將成趨勢。

臺灣企業的佈局可透過獨資設立、合

資、參股、併購、授權契約等策略。唯需注

意遵循法規、稅務法令、勞動合同、五險一

金。方能發揮創新研發、管理、文化的優

勢，快速在中國市場取得優勢地位。

夠大的情形下，會受到極大之影響。 

臺灣生技業發展短期可立竿見影方向

為：1.以「技轉」或「合作模式」取得高階

醫療器材在初期臨床試驗的新藥智慧財產權

及相關製造、行銷權利，建立生產設施。2.利

用工研院獨特環境，加強協助研究機構及業

界開發高階醫療器材及精密生醫儀器能力。

3.新藥研發方面，利用中研院及大學之研究成

果，結合生技中心，國衛院、卓越臨床醫學

中心及業界，共同完成臨床前及臨床試驗，

開發有智慧財產保護的小分子及生技藥品。

強化轉譯研究也是未來勢必要發展的方

向，包括全備臨床前動物試驗項目；加強臨

床一、二期試驗等相關之轉譯研究；建立符

合GMP條件之蛋白質及生物製劑量產設施；

鼓勵目前製造學名藥，原料藥或中間產物之

小分子化合物之GMP設施升級並製造可供臨

床試驗之創新產品。

梁主任強調，應透過成立專屬生技製藥

之創投基金，延攬具有國際及創投經驗之專

家團隊，善用資金，積極主動尋找、分析早

期創新研究成果或已近上市階段之後期產品

之可行性與獲利性，將初期研發成果落實在

產業發展，且與金融及資本市場接軌，形成

生技產業聚落。但產業發展追求長期策略，

政府應持續積極扶植、篩選並育成國內研究

機構早期創新研究之成果。

10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副所長曾惠瑾

強調，臺灣可運用連鎖醫療平台，統

合後勤、採購、物流的方式，開設連

鎖醫院，建立醫療服務品牌進軍大陸

市場。

11  中研院公共事業組主任梁啟銘指出，

以「技轉」或「合作模式」取得高階

醫療器材及新藥智慧財產權、生產設

施是臺灣生技發展契機。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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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企業產學合作成功實務

2011年以「甲基化基因標記作為子宮

頸癌檢測方法之驗證」獲得臺北生技獎產學

合作獎的賴鴻政教授表示，子宮頸癌篩檢方

法，過去數十年以抹片為主，敏感度不足，

仍有改善的空間。甲基化基因標記檢測提供

相當於抹片的癌症篩檢。當子宮頸癌抹片檢

查的模式加上甲基化基因標記檢測，可大幅

提高精確度達90％以上。尤其是在偏遠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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頸抹片的檢

查，保障婦女的生命安全。

主講人   賴鴻政（三軍總醫院婦產科主任/國防醫學院婦產學科教授）

賴鴻政指出，甲基化基因標記檢測經

常被拿來與HPV (Human papillomavirus)做

比較，其精確度不輸後者。目前國防醫學院

技術移轉日祥公司，該公司原以提供臨床統

計服務為主，在取得國防醫學院賴鴻政醫師

2009年轉型為「新生物標記」產品開發公司

後，從使用者需求臨床需求到上市後監督，

皆維持原有靈敏度及專一性以及穩定性。

賴鴻政指出，比起藥品研發，體外診斷試劑

的開發過程短，但市場卻不亞於藥品，欠缺

的是行銷資源，廣為宣傳，方能造福更多病

人。 

11  三軍總醫院婦產科主任暨國防醫學院婦產學科教授賴鴻政表

示，比起藥品研發，體外診斷試劑的開發過程短，但市場卻

不亞於藥品是國內生技業發展的市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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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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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臺北生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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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各獎項獎金分配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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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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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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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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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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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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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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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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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臺北生技獎審查作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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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學合作獎四類獎項審查委員會。各獎項審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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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會置總召集人一人，各獎項審查委員會分置召集人一人，由審查委員

會委員互推。

前項各獎項審查委員會設委員七名，委員資格條件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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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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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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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繫各獎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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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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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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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複審： 由各獎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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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綜合審查會議：由執行單位邀請各獎項審查委員會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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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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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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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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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研發之創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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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團隊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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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參賽標的商業價值評估

研發經費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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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標的之智財保護情形 二十五 智慧財產權及專利現況 智慧財產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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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五

參賽標的技術移轉績效

移轉技術之創新價值

移轉技術商品化績效

實施方法、時程及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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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單位之經營績效 十

經營模式及經營願景

經營團隊組成

國內外合作聯盟說明
財務暨營運

參賽單位之財務評估 十

資金周轉能力

參賽標的獲利能力

營收成長能力

參賽標的之智財保護情形 十五 智慧財產權及專利現況 智慧財產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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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經由該獎項審查委員會同意後予以從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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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綜合審查會議：由執行單位邀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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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評審項目及權重（%）： 

1 技術商品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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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商品化構想及模式

商品技術之創新說明

商業化或量產相關證明

產品競爭力及生命週期

商品化具體績效

產品實際應用情形

技術專業

參賽單位之營運管理績效 二十五

產品與市場行銷策略

行銷網路、據點(通路)及能
力

經營願景及經營模式

經營團隊組成

經營績效

國內外合作聯盟說明
財務暨營運

參賽單位之財務評估 十五

企業資金周轉能力

參賽標的獲利能力

企業營收成長能力

預期達成商業化效益

參賽標的之智財保護情形 十 商品技術之智財保護情形 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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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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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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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標的之創新價值

核心競爭力分析
技術專業

參賽單位產學合作團隊 十

產學合作團隊組成

合作模式與合作願景

產學合作研發成果

合作研發成果之落實績效 三十

產學合作研究經費運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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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學合作計畫對產業之貢獻

產學合作計畫對學界之貢獻

財務暨營運

參賽標的之智財保護情形 三十 智慧財產權及專利現況 智慧財產權

        2012臺北生技獎評審委員名單
技術專業類

尹福秀 太景醫藥控股公司董事

王惠珀 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教授

田蔚城 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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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教授

林建煌 臺北醫學大學主任祕書

胡幼圃 國防醫學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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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大學醫學院藥物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兼所長

許光陽 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教授

陳基旺 臺灣大學醫學院藥學系教授

陳慶三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

黃德富 臺灣大學醫學院藥理學研究所教授

楊平政 財團法人臺灣動物科技研究所所長

廖一久 海洋大學特聘教授

鄧哲明 臺灣大學醫學院藥理學研究所教授

財務暨營運類

李世仁 華威國際合夥人

江炯聰 臺灣大學商研所專任教授

何志煌 生揚管理顧問公司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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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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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美瑩 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助理教授/專利師

張仁平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官兼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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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