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年臺北市輔導生技產業計畫 成果專刊



全球近年來瀰漫一股「生技熱」，而生技產業被譽為我國的明星產業，但生

技研發並非一蹴可及，需要長期耕耘與投資，臺北生技獎十一年以來見證了台

灣許多生技公司的成長與茁壯，2002年我國生技領域上市櫃公司僅26家，截至

2013年底，上市櫃之生技公司已達到83家，且有朝大型生技公司發展之趨勢。

臺北市為全國首善之都，匯聚了生技產業成功要素: 人才、資金及技術三大優

勢，使臺北市成為亞太的生技發展重鎮。為擴大我國生技發展之利基，並且獎

勵臺北市績優生技廠商，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自2004年起開辦「臺北生技

獎」以來，已表揚124個參賽標的，頒發總獎金5,660萬，得獎企業後續發展優

異，近六成已成功上市櫃，並於國外大展時屢獲國際大廠青睞，奠定了臺北生

技獎被視為生技界奧斯卡獎的地位。

103年度臺北市輔導生技產業計畫緣起與簡介

臺北生技 見證生技起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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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十一年來已累積124件績優標的，為了解臺北生技獎後續效益，今年特別針

對所有歷屆得獎標的進行後續追蹤，包含得獎標的後續發展情況、公司人數、

營業額與資本額變化等，希望能從十一年來的軌跡當中找出生技廠商的成功模

式，抑或從中找出未被發掘之新價值。除了2014臺北生技獎外，臺北市政府產

業發展局也舉辦了「2014臺北生技產業高峰論壇暨產業媒合會」，邀請國內知

名大師進行專題演講，針對國際最新脈動以及產業發展趨勢作探討與交流，為

臺灣生技業者擴展國際視野、掌握未來新契機。

根據國際機構預測，2015年全球經濟表現將優於2014年，國內各機構也先後發

布明年台灣經濟應可保持溫和成長的看法，國內生技產業過去十年來已深耕國

內市場且產業鏈已逐漸成熟，再加上全球人口將面臨老齡化，此時此刻臺灣生

技業者更應積極走上國際，趁勢而為！政府單位同時力求資源整合並且符合趨

勢需求，在此生技產業發展的關鍵時刻，臺北市政府必能協助業界在一次次的

競爭中脫穎而出，讓臺北市成為國際生技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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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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激勵了在漫長研發道路上持續努力邁進的生技人；截至今年為

止，共表揚了124件績優標的，頒發總獎金新台幣5,660萬元，得獎生技產業類別涵蓋
生技製藥、醫療器材、保健食品、農業生技等。在這場美好盛宴中，臺北生技獎再次

樹立了生技領域的成功典範，也為臺灣的生技未來開拓新的視野。

高歌創新
    舞動商機

6



2014 臺北生技產業高峰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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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往開來 臺北生技未來不是夢

臺北生技獎繼2004年開辦以來迄今已邁入第十一年，九月十九頒獎典禮由臺北市副市長
陳永仁親臨主持，並於頒獎典禮後，舉辦臺北生技產業高峰論壇及廠商商機媒合會，場面

隆重且熱鬧非凡。

「2014臺北生技獎」依照往年慣例，分為技術商品化、研發創新、技術移轉及產學合
作獎；共有57家生技廠商暨學研單位角逐10個獎項及540萬獎金，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舉辦「臺北生技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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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學研單位。經過多年的嚴謹評選及審查程序，已奠定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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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加值 生技持續發光發熱
本屆大會主席為臺北市陳永仁副市長主持，

蒞臨的嘉賓有臺北市產業發展黃啟瑞局長、財團

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李鍾熙董事長、台大藥學

系鄧哲明教授、北醫生藥所徐鳳麟教授、中華民

國健康食品協會楊燿銘理事長及資誠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曾惠瑾副所長。而今年的開場由Acapella
樂團高唱經典名曲，激昂地揭幕「2014臺北生技
獎頒獎典禮」，象徵臺灣生技產業未來的無限希

望與潛力。

    臺北市副市長陳永仁在致詞時表示，臺灣生技
產業2013年產值已突破2,700億元，十年來成長
了一倍，而臺北市於2011年時生技產業總營收已
達1,230億元，佔臺灣近五成，能有此豐碩成果
全因產官學界多年來共同努力；生技產業需要人

才、資金、產業三方面的集中，未來面臨各種挑

戰，臺北市政府於軟、硬體條件與獎勵措施等方

面都責無旁貸，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副市長陳永仁並且強調，臺北市是個匯聚生

技產業發展優勢的都市，除了資金充沛、人才充足之外，全國近90%以上的豐富創投基金
均集中於本市，且在臺北市可以看到生技產業活絡頻繁的國際交流，種種優越條件更讓臺

北市成為生技企業進駐發展的第一選擇！「臺北生技獎」辦理十一年來，超凡水準的得獎

企業表現已成為國內外創投的重要指標，得天獨厚的發展條件及企業投入的成果，已使生

技產業成為台北市穩定 且快速成長的未來產業。

臺北市政府副市長陳永仁勉勵產官學界一同努力，
創造生技璀璨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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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李鍾熙董事長於致詞時提到，臺灣生技產業要開花

結果需要長時間的灌溉，臺北市政府十一年來挹注5,000多萬獎金、成功的讓臺灣生
技廠登上國際舞台，近六成的得獎企業成功上市上櫃，培養不少生技尖兵，可以堪

稱全世界最好的生技發展環境。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董事長李鍾熙認為臺北生技獎對於臺灣生技產業來說功不可沒

頒獎典禮當日吸引大批媒體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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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盛會 頭角崢嶸
「2014臺北生技獎」共有57件案子投件評比，其中非臺北市之參賽單位佔

了64%(參見圖一)，這說明臺北生技獎字2010年擴展至全國後，已成為全國性的
生技指標了。入圍角逐10項大獎的單位共有30家廠商，共邀請28位來自技術、
財務、營運及智財的專家擔任評審委員，競賽的過程需經歷嚴謹的資料審查、簡

報及提問答詢，經歷一連串的篩選後才得以脫穎而出，得獎的標的及廠商都是國

內最優秀的生技代表。而在今年參賽標的專業領域的分布上，醫藥類占21%，醫
療器材占39%，應用生技領域則占40%(參見圖二)。
      

圖一、2014臺北生技獎參賽案件依縣市分佈

統計各縣市生技廠商參賽情形，以臺北市生技廠商暨學研單位參與情形最為熱絡，

共計21件參賽案件，其次為新北市13件，各縣市參與件數及分布情況如圖一。
 

圖二、2014臺北生技獎參賽標的領域分佈

雲林 2%

苗栗 2%

桃園 7%

新北市 23% 

台北市37%

台南 2%
高雄 4%

台中 14%

新竹 11%

醫療器材 38.6% 

製藥 21.1% 

應用生技 40.4% 

2014參賽廠商
區域 縣市 家數 區域占比

北部 臺北市 21 79%
新北市 13
桃園 4
苗栗 1
新竹 6

中部 臺中 8 16%
雲林 1

南部 臺南 1 5%
高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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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國生技廠商競逐下，最後選出4件金獎、4件銀獎及2件銅獎，並由臺北市陳
永仁副市長親自頒獎。得獎廠商羅列如下:  

技術商品化獎 

由雃博股份有限公司榮膺金獎，獲得獎金100萬元；銀獎由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獲得，獎金50萬元；銅獎則是由明達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獲得，獎金30萬元。

研發創新獎

由聯亞生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榮膺金獎，獲得獎金80萬元；銀獎由瑞安大藥廠股
份有限公司獲得，獎金40萬元；銅獎則是國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獲得，獎金
20萬元。

技術移轉獎

由普生股份有限公司榮膺金獎，獲得獎金80萬元；銀獎由譜光儀器股份有限公
司，獎金40萬元。

產學合作獎

由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藥物科學科榮膺金獎，獎金60萬；銀獎由亞洲大學醫學暨
健康學院獲得，獎金40萬元。

   
   

得獎廠商與臺北市陳永仁副市長介紹得獎成果

11



 

臺北市陳永仁副市長(左二)與現場嘉賓觀看得獎廠商展示企業智慧結晶，帶動生技產業蓬勃發展

 

新藥開發大躍進 檢測技術大進擊
榮獲產學合作金獎的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與臺灣大學組成的藥物研發團隊，發展

出癌症標靶藥物MPT0E028，已被證實可有效殺死癌症細胞並且副作用少，此藥更
於今年年初通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署第一期人體臨床實驗許可，為我國首個本土研發

的新藥獲得FDA許可；另外獲得研發創新獎金獎得主 :聯亞生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自
行研發的抗愛滋病單株抗體創新藥物UB-421，已於2012年通過衛福部核准進行臨床
試驗二期，如果將來UB-421成功上市，將成為首例由國人自行研發、生產及銷售的
創新單株抗體藥物，以提供愛滋病患新的治療策略，而技術商品化銀獎得主台耀化學

股份有限公司，今年得獎標的為抗癌複方原料，被日本學名藥大廠相中並通過厚生省

查核，其高純度之製造技術在市場上極具競爭力。

另外技術移轉獎金獎得主 :普生股份有限公司所開發之技術，可以抽血取代傳統
穿刺方式，檢驗肝纖維化的程度，此一嶄新技術可使肝病必換免除穿刺檢查之壓力與

風險；技術商品化銅獎得主明達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得獎標的「免散瞳眼底照像

機」，患者無須承受施點散瞳劑所帶來的頭昏、畏光等副作用，即可提供醫師獲得視

網膜的健康情形，且儀器小、易攜帶的特點，可滿足醫療資源較少之地區使用，除造

福人群外，商機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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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廠商一同上台與陳永仁副市長大合照，期許共創臺灣更美好的生技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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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國內生技產業掌握國際關鍵趨勢與脈動，「2014臺北生技產業高峰論壇」
於九月十九日下午登場。邀請國內知名生技業者進行專題演講分享成功經驗。剖析

分享國際生技全球佈局上的豐碩成果，為國內業者找尋新的突破窗口。

十一年來台北生技獎見證了臺灣生技產業的起飛，許多微小型生技公司已成長

為中大型企業，而近年來歐美藥廠面臨營收逐漸衰退的命運，不少新創公司奮起與

大廠力搶市場商機，鄰近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市場，再加上2006年我國「生技新藥發
展條例」發布，資金匯聚、同時擁有市場腹地優勢及人才密集的臺灣，生技業者要

如何在下一波布局中把握契機，趁勢而為！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為協助生技業者獲得最佳實

務經驗並擴大視野，舉辦「2014臺北生技產業高峰論
壇」。會中邀請國光生技詹啟賢董事長及台安生技何小

台總經理進行專題演講，並由台大藥理所鄧哲明教授擔

任主持人，鄧哲明教授指出: 「臺北生技獎開辦多年已
表揚了許多績優臺灣中小生技企業，這些公司很努力，

我們也很希望這些公司都能夠走出臺灣，並進行全球布

局。也希望有一天能夠特別表揚這些有進行國際合作，

並勇敢走出臺灣的企業。」

 

生技研發成果商業化成功模式與策略
主講人: 國光生技詹啟賢董事長

詹董事長以自身的實例說明臺灣生技業者的難處與契機，2008年接任國光生技
董事長時，國光生技是處於連年虧損的狀態，當時也沒想太多，只是覺得臺灣就是

「要有自己的疫苗廠」，2009年完成疫苗廠建廠後，剛好就發生全球流感大流行，
當然這也成為轉虧為盈的關鍵；生技產業的市場要國際化，以台灣市場來講其實是

不夠的，在小的市場中要發展生物科技、沒有國際化是沒有辦法成功的，但是要國

際化，在許多法規方面一定要跟國際接軌，中國大陸市場大，可以自己關起來門弄

自己的，但臺灣沒有辦法關起門這樣做，這樣的情況更凸顯台灣在各種法規國際化

的重要性。

2014 臺北生技產業高峰論壇

臺大藥學系鄧哲明教授提出國內生技業者需勇於走出臺灣，
與國際大廠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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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瓶頸需要更多努力

就像我手上的沙漏，沙子從這邊流到另一邊需要通過狹小的通道，要完成一件事

情都會有瓶頸，就像沙漏中間的狹小通道，如果能夠過努力讓這個通道變大，哪怕只有

1%，都能夠讓事情加速完成，以國光製造的疫苗來說，就很需要國際化法規的協助，
如何將這個研發、專利、商業秘密等等，讓他們能夠資產化，因為很多台灣的公司到現

在還是沒有資產化，但是其實這些在公司裡面的無形資產，怎麼讓他們在數字上面顯現

出來？在法規上還有很多地方需要突破。一個公司的價值，不在於只是他的EPS有多
少，而且要看他內部真正的價值有多少，同樣一個財團有同樣的錢，就可以像其他產業

一樣，有100億就能夠建廠嗎？當然不行，他沒有證照是不可以生產的。 

生技產業有很多專業人才，一輩子都在進行研發和實驗，可是卻不懂得將自己研

發的成果資產化，因為這樣的專業人才平常是與世隔絕的，因此所講的語言也無法和

外界接軌，所以便需要跨領域的人才將公司所擁有的智慧由他們來: 不管是申請專利也
好、建立內部控制或是安全的防護機制也好，進一步的將其資產化。另外生技產品受到

專利的保護，但是有時候為了人類的福祉，像是疾病的大流行來時，可不可以突破專利

的限制，直接生產呢？我們常常會遇到這樣的問題，也常常在國際上被討論，國家的利

益和專利要怎麼去平衡。

 

國光生技詹啟賢董事長強調台灣生技業者在法規上的強化，
將會是國際化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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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生技產業發展定位與機會
主講人: 台安生技何小台總經理

何小台總經理以多年豐富的生技創投業經驗，並且以全球資本市場的角度俯視臺灣

生技產業市場。 

因應全球人口老化與需求 潛力無窮

台灣目前的生技產業總市值加總也不過200多億美金，可能和美國一家生技公
司的總市值差不多，在整體上來說臺灣生技公司的市值是很低的，若以未來高齡化

人口的需求看來，臺灣生技產業的潛力是很大的；而且美國生技新藥公司一間進入

臨床新藥可能只有一、二項，而台灣進入二、三期臨床新藥高達30多項，像美國
Vertex藥廠因成功開發囊腫性纖維化治療藥物，目前市值約160億美元以上，所以
臺灣的生技潛力難以估計。

聯合國世衛組織預測，至2050年全球人口總數將突破90億大關，其中有20億
人超過60歲；以美國為例，人從出生開始每年醫療費用便逐步增加，2007年65歲以
上的民眾每人每年花費在醫療支出上就有8,900美金，以2014年來說，醫療費用佔
美國GDP的18%，但國防卻不到4%，同時癌症、慢性疾病、自體免疫疾病、阿茲
海默症或神經失調等疾病，都是現在急需被滿足的需求。

國際創投熱潮銳不可檔 

再舉美國目前以創投作為資金後盾，美國上半年平均創投基金數量達134個，上
半年大型投資項目額度約近210億美元，其中於2013年共有52間生物科技公司募集了
70億美元；相較於2012年僅僅只有16間生技公司募集了11億美元。到了今年的第一
季創投已投注於生技產業達11億美元，與去年第一季相比大幅成長26%，到今年上半
年為止美國創投市場非常火熱，在國際「創投熱浪」下，台灣的創業機會也會持續上

升。

最後何小台總經理舉了PayPal創辦人PeterThiel
為例子，除了創辦PayPal外，Thiel也是第一位投資
FaceBook的人，其精準的投資眼光已在矽谷成為傳
奇人物，什麼才是最讓你引以為傲的投資？Thiel認為
雖然我們總希望有著豐厚的回報，但是做為一個投資

者，最讓你引以為傲的投資的企業往往透是過回報讓

這個世界，無論是在經濟上、社會上或是科技上能夠

變得更美好。何小台總經理相信:無論是從技術上、社
會上還是經濟上，我們所努力的生技產業正在使這個

世界更加美好。
台安生技總經理何小台指出，
臺灣生技產業才剛剛起飛，潛力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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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得獎單位 得獎標的

技
術
商
品
化

金獎 雃博股份有限公司 雃博連續陽壓呼吸器系統- iCH Auto

銀獎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複方原料藥 Gimeracil, Oteracil 與 
Tegafur 之技術商品化

銅獎 明達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明達免散瞳眼底照相機

研
發
創
新

金獎 聯亞生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抗愛滋病毒單株抗體藥物 UB-421

銀獎 瑞安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新型植入式醫療器材- 生物降解性注射式
骨水泥

銅獎 國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鼎新藥Hocena®全球肺癌臨床暨多項適
應症開發

技
術
移
轉

金獎 普生股份有限公司 BioFibroScore非侵入性肝纖維化檢測平台

銀獎 譜光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新世代質譜儀

產
學
合
作

金獎 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藥物科學科 MPT0E028 抗癌標靶藥物

銀獎 亞洲大學醫學暨健康學院 銀耳自動化栽培技術及其產品開發

2014臺北生技獎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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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商品化 

看似睡得深沉的打呼 (打鼾 )現象，其實可能

是讓人無法真正獲得睡眠休息的兇手。李先生

晚上睡覺時「鼾聲如雷」，同時妻子發現李先

生睡眠中會出現暫時呼吸停止的狀況，嚇得每

晚都敢不睡覺。而李先生覺得不管睡再久，起

床時仍然感覺睡不飽，白天常常打瞌睡，甚至

開車時也會不知不覺的突然睡著，好幾次都差

點發生交通意外，妻子再也

不敢讓李先生一個人開車。

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李先生

長期精神不濟的狀況呢？
 

打呼！其實沒在睡 
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

根據調查，美國約有9%的中年男性及4%

的中年女性有打呼的問題，而打呼的人當中約

有1 /5的人合併有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而台

灣約有1 /3的人口飽受睡眠障礙的困擾，其中

10%的人為為打鼾合併睡眠呼吸中止症(OSA,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據研究統計，台

灣目前約有40萬人患有睡眠呼吸中止症。此疾

病的高危險群為男性、肥胖及下巴後縮，其中

老年患者的比例比青壯年更高。

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 ( O S A )會不斷地

中斷你的睡眠，在呼吸道塌陷前，會發出如雷

的鼾聲，患者通常不會感覺醒來，但生理反應

會一再重覆，因為呼吸道塌陷，身體呼吸不到

空氣而驚醒的過程。發生類似情況在一晚可以

發生數十次到數百次不等，一整晚就像被掐著

脖子喘不過氣數百次，大腦無法在睡眠時間

好好休息、修護，造成睡眠品質低落，導致白

天常常打瞌睡、精神不濟、無法專心、認知

能力降低、情緒不穩、暴躁及易怒之外，進而

影響工作及日常生活品質。根據國外研究指

出，長期低落的睡眠品質，罹患慢性病機率最

高約3倍，增加罹患高血壓、心血管疾病、中

風及糖尿病等問題，平均壽命減少約2 0年。 

「真情關懷 ‧ 健康生活」
身為亞洲第一家自主成功開發用來治療

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 (OSA)的「連續陽壓呼

吸器」之品牌製造商―雃博，經過多年的技術

與經驗累積，推出最新旗艦產品 iCH Auto，連

續陽壓呼吸器是一種物理性的治療方式，以連

續性陽壓 (正壓 )提供氣流，來打開阻塞的呼吸

金 獎 雃博股份有限公司 
雃博連續陽壓呼吸器系統- iCH 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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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維持呼吸道通暢，並搭配吐氣降壓、加溫

加溼器的功能，增加舒適性，進而達到治療阻

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目的，讓病患在睡覺時

能吸到氧。

不 同 於 一 般 醫 療 器 材 冰 冷 生 硬 的 設

計， iCH Auto以人性設計為出發點，陽壓呼吸

器與加熱潮溼器2合1的設計，時尚優雅的外

型，輕易融入居家生活，降低病患治療的壓力

感，達到兼具療效與生活美學的設計理念。小

巧精緻的外觀，便於外出攜帶讓治療不中斷，

在有效治療的同時，亦提升病患更快適應使用

的信心。配合雃博Easy Compliance軟體的判

讀，能提供完整治療數據，清楚了解使用情況

與治療狀態，能有效協助醫師進行相關診斷。

此外，搭配輕巧、符合人體工學設計貼合臉部

輪廓的WiZARD系列面罩，提高患者在使用上

的之順應性與舒適感。

一步一腳印  放眼全世界
雃博自1990年成立以來，有鑑於全球邁

入高齡化社會，積極投入耐久性醫療器材的開

發，一步一腳印深耕台灣生技醫療產業。不僅

對產業趨勢掌握透徹，同時也與顧客建立起良

好關係，除了聆聽使用者需求，更與醫療界的

意見領袖有著緊密的交流，將需求應用於新產

品開發與服務模式的創新。

從一開始推出主力商品―預防褥瘡用的醫

療氣墊床組(Support Surfaces)，掌握關鍵零

件組―醫用鼓風機的製造及核心技術―精密的

壓力輸出。運用此優勢，雃博自2004年起，再

結合了包含電子、機械、光電、醫工、材料等

不同領域的研發人員，成功地完成連續陽壓呼

吸器關鍵技術與專屬零件的研發，並透過與國

內外醫學界的臨床合作，開發出以實證醫學為

基礎並符合美日德等國家安規的醫療器材。經

過多年來的精進與努力，產品深受歐美醫療界

之認證肯定。

目前，雃博自有品牌銷售的比重已達

7 0 %並銷售至全球5 0幾個國家，而在未來十

年內，雃博會從台灣出發，落實國際品牌三部

曲：歐洲出發、美國卡位、亞洲第一，矢志

成為氣墊床及呼吸治療器的最佳品牌供應商邁

進，擴大雃博的世界版圖。

雃博公司所開發之陽壓呼吸器系統 Ich-
Auto，其關鍵技術具創新性，商品之組

件裝置、結構等皆已申請台、中、美多

項專利，並取得多國上市許可，搭配健

全的全球行銷通路，商業化效益佳。

《審查委員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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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商品化 

通過查廠認證之高活性原料藥
之安全操作廠房

近年來國際級大廠逐年委外生產高活性

原料藥，有鑒於此，台耀在2 0 1 0年啟用
高活性廠房。台耀具有高活性原料藥之安

全操作廠房，其廠房之建構由SafeBr ide 
consul tant  Inc.進行審核後所建設，並通
過多國官方查核 (如.EDQM, BGV, FDA 
& TFDA)及國際重要藥廠進行查核 (ex. 
Pf izer,Merck等)，對於高活性產品之生產
製造，品質與安全皆達國際水準。

以高純度的生產技術進入日本市場

台耀化學生產多項抗癌用藥之原

料藥，其中 G i m e r a c i l， O t e r a c i l及
Tegafur，為日本原研藥TS1之主要活性成
分，該製劑在日本為胃癌手術後輔助性化

學治療的標準療法。

檢視反應槽傳輸狀況

 
上述三項產品製造時最困難的部份即為最

終產品純度之控制，台耀以獨家開發之結

晶條件進行純化，產品之純度皆可達到

99.9%以上。

完整的法規系統  
取得日本PMDA 順利上市

台耀已將上述三項原料藥同時在2012年註
冊日本JMF，並於2013年八月通過日本
PMDA之GMP查核、使用本公司原料藥的
製劑也於同年12月正式在日本上市，台耀

銀 獎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複方原料藥 Gimeracil, Oteracil 與 Tegafur 之技術商品化

高活性廠房設備 – 反應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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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成為第一家非日本境內公司，取得上

市核可之上述原料藥供應商。 
 

國際鐵三角聯盟 -  
台耀化學、日本代理商、台灣製劑廠

台耀化學透過在日本市場深耕多年，

對於日本製藥市場非常了解的代理商，引

薦台灣之製劑廠，借重其同樣具有高活性

之安全操作廠房之優勢，進而結合為策略

聯盟，將Gimeracil,、Oteracil與 Tegafur
的製劑成功進入日本市場，與多家日本知

名製藥大廠簽訂供應合約。

高活性廠房設備 - 手套箱

因應市場需求 高活性廠房擴廠 

自2010年高活性廠房投產開始，產能
年年滿載。因應新產品上市準備，需擴充

產能及全球國際大廠將細胞毒性產品委外

代工之趨勢，台耀訂於2014年9月24日舉
行擴建高活性廠房動土儀式，預計可增加

細胞毒素系列 (Cy to tox ic )產能3倍、維生
素D衍生物系列 2倍、新增抗體藥物複合體
(ADC)產線及高防護需求原料藥產線。
高活性新廠房預計2016年Q3完工啟用。

台耀研發魏博士代表公司接受副市長頒獎

台耀化學參賽標的挑戰高技術門檻及高

附加價值原料藥產品，策略正確且技術

能力強，且已成功切入日本市場，未來

商業化效益可期。

《審查委員評語》

高活性廠房設備 - 反應槽操作

高活性廠房設備 - 手套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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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商品化 

眼底 (視網膜 )照相機是採用光學檢測技術，

具有非侵入、非放射性等安全特點。但傳統的

眼底檢查，須對受檢者眼睛施點散瞳劑，而視

力的暫時降低常造成受檢者生活上的困擾，因

此市場上逐漸吹起對於免散瞳眼底成像設備的

需求風向；且過往眼科設備的設計理念，多著

重在追求影像處理功能的精細度，卻忽略了醫

療設備的可被移動性，也因此造成城鄉間醫療

資源的差距日漸擴大。

「F u n d u s Vu e明達免散瞳眼底相機」 (

以下簡稱為「FundusVue」 )是第一台由我國

國人自行研發、生產、銷售的高解析度醫療專

業級眼底照相機，其具有多國專利性的光路設

計，在受檢過程中不會引起受檢眼睛瞳孔收縮

的生理反應，使得受檢者在使用過程中無須被

施點散瞳劑，即可即時提供視網膜及眼睛外部

的彩色照相功能，對於受檢者以及醫護人員作

業上都提供了極佳的便利性以及最安全舒適的

眼部檢測方式；透過清晰的影像呈現，可以作

為臨床上眼科診斷及疾病評估[常見眼疾如：糖

尿病視網膜病變(DR)、黃斑部病變(AMD)、青

光眼 (Glaucoma)]的最佳參考資訊，適用對象

則包括了醫院 (眼科、內科、家庭醫學科、新

陳代謝科..等)、眼科診所、健檢中心。

FundusVue具備以下特點，成就明達醫學品牌

之光:

(1)畫質力求清晰精緻：

由於眼底相機產品的主要功能在於提供給

醫師，受檢患者即時的視網膜狀態，因此拍照

清晰度便成為FundusVue設計的核心技術以及

主要市場競爭力。

(2)操作介面簡單易上手：
F u n d u s Vu e在操作介面上力求設計簡

單，一目了然，使用人員可容易上手；此

外，FundusVue提供智慧型儲存軟體，且以病

人履歷為影像儲存的預設歸檔模式，為每位病

患建立個人就診記錄的歷史資料庫，提供給醫

師更便利的病史追溯性，大幅縮減醫護人員病

例整理時間，減少人為疏失發生。

(3)外型輕巧、可攜性佳：

明達FundusVue免散瞳眼底相機產品系統圖

銅 獎 明達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明達免散瞳眼底照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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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usVue在外型設計上將攝相鏡頭採

輕量化的手持式設計，操作平台、以及筆記型

電腦等主要功能元件均獨立成型，且主要元件

間彼此以USB介面作為驅動設計，使得產品拆

裝簡單且輕便更易攜帶；且FundusVue主機重

量僅2公斤，是目前市場上同等級競爭機種重

量的1 /5，大幅提升產品可攜性，在開發中國

家或偏遠鄉區可更便於醫護人員攜帶及操作。 

 

 

 

 

 

 

 

(4)多重認證、品質優異：
FundusVue已通過第三方公證實驗室的

電性安規、電磁相容、光安全等多重驗證合

格，且已取得歐盟CE、台灣查驗登記、中國

CFDA、以及新加坡HAS等多國的醫材上市許

可，品質優異安全有保障。 

F u n d u s Vu e繼在2 0 1 2年台灣國際醫療

展覽會中獲得「特色產品獎」，以及「第十七

屆傑出光電產品獎」後，今年九月首次參與

「2014臺北生技獎」的選拔，更一舉獲得了技

術商品化銅獎的殊榮；首發自有產品即已屢屢

獲得獎項肯定，明達醫學全體獲得莫大鼓勵，

將更加堅定腳步向前邁進，積極開創更多元的

優質高階醫材商品，以期不負眾望在國際市場

上照亮我國國產品牌能見度，將臺灣研製的高

階醫材行銷全球。

FundusVue免散瞳眼底相機使用情境

明達醫學董事長王威博士與
FundusVue免散瞳眼底相機產品合影

莊仲平總經理攜FundusVue產品
參與2014台北生技獎盛會

明達產品「眼底照相機」為自行研發之

創新產品，附加價值高，且國際市場佈

局完整。

《審查委員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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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創新 

愛滋病患自述：「當我知道自己被確診

為愛滋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時，唯一的感覺是人生沒

希望了。那張薄薄的化驗單，無異於死亡通知

單。心裡只有痛苦、絕望，只想快一點結束

我短暫而又可悲的生命。」。感染者擔心身分

曝光，常活在生命與尊嚴之間作抉擇。由於在

道德上、文化上各種偏見，愛滋病患者在社會

上被關懷、被接納程度遠比其他弱勢族群來得

少，使愛滋病患者遭受諸多不平等待遇的例子

不勝枚舉。 

 

創新與執行力 

成就了聯亞生技集團的價值

專注於免疫學研究的王長怡博士，1985

年於美國成立聯合生物醫學公司（UBI），開

發許多具藥物潛力的單株抗體。其中，發表於

1999年PNAS期刊的anti-HIV receptor com-

p lex的B4抗體，雖然已在細胞實驗、動物實

驗，包括黑猩猩上驗證該抗體具備HIV感染預

防與治療的潛力，在難以支付巨額專利使用費

與權利金的狀況下，幾乎寸步難行。1998年王

博士受經濟部邀請回台與政府合資成立聯亞，

在台建立單株抗體技術平台，並利用已充分驗

證過的B4抗體，做為建立技術平台、設施與團

隊的試金石。2005年美國聯合生物醫學公司榮

獲『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頒發1,700萬美元的

愛滋病治療疫苗研發獎助金，2009年也獲得『

比爾蓋茲基金會』的愛滋病學術獎助。除了在

研究經費上的支持外，更象徵全球對愛滋病警

覺意識的提升。

在過去的十六年間，聯亞已建立了無縫接

軌的單株抗體藥物開發技術平台，包括基因工

程、高產率細胞株、無血清懸浮培養、細胞發

酵、純化、分析、品管、GMP生產到前臨床與

臨床試驗等技術。

鑒於聯亞的單株抗體藥品開發技術與產品

線已相當成熟，為加速抗體藥品商業化，經審

慎評估聯亞決定將『單株抗體藥品業務』包括

單株抗體產品線權利、相關研發與生產設備、

專門知識，以及技術團隊，於2013年10月分割

成立具全球視野的子公司「聯合生物製藥股份

有限公司（United BioPharma，UBP）」（簡

稱『聯生藥』，股票代號6471）。聯生藥現階

段實力可以在取得抗體DNA序列，五年內完成

一期臨床試驗。為打造下一階段由 IND進入到

BLA的能力，在取得對公司發展有互補資源的

台塑生醫做為夥伴，共同打造聯合生物製藥具

備BLA的實力。

聯生藥承接聯亞生技的領軍產品，U B -

421，不僅具有愛滋病治療能力，甚至還具備

愛滋病功能性治癒潛力，將扮演聯合生物製藥

成長的引擎。

UB-421，為國人自行完成抗體擬化人、

工業化細胞株開發、GMP製程、品管與蛋白質

鑑定技術開發、臨床用藥生產、前臨床動物試

驗及臨床二A期試驗的First-in-Human創新單株

金 獎 聯亞生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抗愛滋病毒單株抗體藥物 UB-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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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體藥品。UB-421作用於HIV病毒宿主細胞上

之病毒接受器CD4分子的第一區塊（domain-1

），透過與HIV病毒直接競爭CD4分子之接合

點，抑制HIV病毒感染宿主細胞，並以強過HIV

病毒與接合點的親和力，產生極為有效的抑制

力。

專利佈局，獨步全球

UB-421的專利保護範圍包括UB-421的

製造方法、以此方法所製備出的抗體、嵌合抗

體、人源化抗體、融合瘤、序列與醫藥組合

物。相關專利已完全保護UB-421的製程、中

間物、及可能的最終產品（醫藥組合物）。此

外，將根據臨床試驗的結果，進一步申請新的

專利。

除了一般的台灣、美國之外，UB-421的

相關專利為全球佈局的，在可能的主要市場、

生產地等申請專利。另外，由於UB-421並非

僅以單一專利進行保護，而是依產品研發及商

品化的進度，分別於不同的時間申請不同的專

利，因此，UB-421受到非常綿密、廣泛、完整

的保護，並不斷延長UB-421的專利保護期間。

在聯生藥9月1 9日登錄興櫃同時，榮獲

2014年「臺北生技獎 - 研發創新獎金獎」之最

高榮耀，聯亞生技/聯生藥董事長  王長怡博士

親自出席領獎。未來UB-421的成功上市將成

為首例國人自行研發、生產與銷售的創新單株

抗體藥品，立下台灣生技產業發展的重要里程

碑。聯亞與聯生藥將持續以創新與執行力，落

實產品商業化與國際化，引領台灣生技產業發

展及提升國際競爭力，使台灣生技產業立足於

世界版圖。

「以生物醫學知識來解決人類醫療需求」為使命，聯亞對
於培育年輕科學家與協助發展生技製藥產業不遺餘力。

聯亞自建蛋白質先導工廠，可生產蛋白質/抗體藥物進入
臨床試驗。

聯亞參賽標的物具新穎性且獲國際認

證，專利權保護完整，在未來極具市場

競爭優勢。

《審查委員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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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創新 

瑞安大藥廠民國七十七年成立，以製藥與生

醫醫材產品的研發、製造、銷售為主要經營項

目，為少數同時擁有PIC/S GMP合格認證的

西藥製劑製造廠及ISO 13485醫療器材GMP製

造廠。產品領域橫跨骨骼、心血管、神經與精

神、皮膚等，擁有超過160張藥證，產銷百餘

種藥品、高階醫材及保健食品。

瑞安的重大特色與競爭利基，在於集合製

藥與高階醫材技術的互為表裡，一體為用的優

勢，堅持自主研發各種製藥與生醫材料的創新

技術。是台灣第一家在歐洲進行α-1 Blocker

新藥人體臨床試驗的國產藥廠、更是第一家生

產蛋白質製劑、以及第一家成功研發出骨質疏

鬆症特殊治療藥- Calcitonin之高技術層次生物

製劑的國產廠商，同時也是台灣第一家人工骨

替代物製造商，研發成果榮獲多項國家生技研

發獎項，深受肯定。

國人自主開發的新型高分子骨水泥

在台灣地區六十五歲以上人口中，每壹

百人約有十人患有骨質疏鬆症，健保每年花費

約100億台幣在治療骨質疏鬆症造成的併發症

上。因骨質疏鬆症造成的脊椎壓迫性骨折，更

是高齡人口常見且重大的難題。臨床上常用「

椎體整型術」或「椎體成型術」的微創手術，

在脊椎椎體內注入骨水泥，固定重整及強化脊

椎體來減輕症狀。

但是，現行樹脂骨水泥為非降解材料，

且物化性質不佳。有鑑於此，瑞安大藥廠投入

發展椎體重整術之生物降解性注射式骨水泥。

透過產學研合作，並在經濟部科專計畫的支持

下，成果已獲得包括台灣、歐盟、中國大陸、

日本、韓國等多國發明專利。

新型骨水泥結合了與人體骨骼成份相近

的複合磷酸鈣骨水泥以及具可降解性的聚富馬

酸丙二醇酯高分子之材料特性，經過物理、化

學與動物試驗的多重驗證，不僅可以增加骨填

充材料韌性達到治療效果，而且可在體內被吸

收，新生骨骼可順利生長使骨受損的部位融

合。尤其是固化成型的溫度較低，降低組織壞

死的風險，其物化性質及生物相容性均能符合

椎體整型術的要求。

 

永續經營、服務人群

二十餘年來，瑞安持續且穩定的投入大

瑞安大藥廠觀音廠同時通過PIC/S GMP及ISO 

13485醫療器材GMP評鑑的國際製造廠。

銀 獎 瑞安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新型植入式醫療器材 - 生物降解性注射式骨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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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資源並執行相關研發工作，已獲得13項59案

多國的新型發明專利，但企業畢竟資源有限，

為妥善運用資源，瑞安採取聚焦策略，選定骨

科應用領域的醫療器材作為產品開發的主要方

向，在產官學研以及臨床醫師的指導下，達

成”提供骨缺損及修復的全方位解決方案”的

研發策略。累積至今，已建立了一系列生醫陶

瓷的高階產製平台，並且運用此技術系統已成

功開發了「具骨傳導與生物降解性骨植入替代

物」的生醫材料系列產品上市。

除了骨缺損的治療，因應全球高齡化及骨

質疏鬆病患比例漸增，將帶動相關保健食品、

醫療器材及週邊產品的市場興起，瑞安在預防

骨質疏鬆的SDCP(Sinter dicalcium pyroph-

osphate，焦磷酸鈉鈣)，也是非常有展望的明

星產品。

透過開發各種創新製藥技術與產品，持

續提升產品與服務的品質，在嚴謹品質管控之

下，製造多種優質醫藥產品，供臨床治療及民

眾使用。並藉由提供健康醫療更好的服務，達

成拓展國內外市場與增加營業實績，成就瑞安

「追求卓越、服務人群」的創立目標。尤其，

本公司章修績總經理今年更獲推選台北市藥師

公會理事長，在堅持這樣的目標之下，持續為

國人用藥安全盡更多心力。

生物降解性注射式骨水泥樣品

瑞 安 在 「 追 求 卓 越 、 服 務 人 群 」 的 創 立 目 標
下，帶來耀眼的績效。

瑞安開發之標的物具技術創新性且符合

未來老人化人口市場所需，商業價值

高。

《審查委員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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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創新 

癌症治療大突破 
全球二期臨床及多種適應症開發 

台灣第一家以全新小分子化合物進入美國臨

床試驗的新藥公司，國鼎生物科技(興櫃代號 

4132)以「國鼎新藥Hocena®全球肺癌臨床暨

多項適應症開發」榮獲2014年台北生技獎的研

發創新獎項。繼2013年國鼎生技榮獲經濟部頒

發「國家產業創新獎」後，再一次獲得來自政

府單位的肯定。

國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西元

2002年，公司設立的宗旨以研發小分子新藥

為主，致力於新藥適應症的開發、專利的全球

布局、藥物動力學、毒理分析以及臨床試驗。

我們成功的建置癌症治療、抗發炎以及心血管

疾病等數種藥物篩選平台，也完成了篩選將近

480種傳統中草藥、1300多種台灣特有植物以

及4800多種真菌類的有效生物活性與建構一組

龐大的活性物質資料庫。

研發全新小分子化合物 驗證多種功效

國鼎生物科技由總裁吳麗玉及董事長劉勝

勇創辦，目前資本額7 .3億，以研發小分子新

藥為主力。總裁吳麗玉表示，「Hocena®」新

藥，是從天然植物上發現的一種以ubiquinone

為主結構的小分子全新化合物成分，國鼎將此

成分命名為「Antroquinonol ®（安卓奎諾爾®

） 」，這是第一次由台灣的研發團隊在本土

的中草藥物種中找到具生物活性與功效性的全

新小分子。由實驗證實其具有優異的對抗疾病

的能力，包括抗癌、保肝、抗發炎、抗氧化、

降血脂與調節免疫等功能，國鼎已完成其藥物

動力學分析、毒理分析、全球專利布局，以及

CMC（化學製造管制）和大規模cGMP 生產

Antroquinonol®API的製程認證，全力朝新藥

布局發展。

 國鼎生技新藥Hocena®為全新小分子，

具有創新與突破性的治療癌症的作用機轉，並

且同步進行多項適應症開發，為台灣極少數由

國人自行研發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目標全球市

場，完成全球103國超過20種適應症的專利布

局。

Antroquinonol ®藥品名為Hocena ®是一

個新化學實體的小分子藥物，目前已有13篇國

際醫學與學術性期刊刊載Antroq inono l ®的研

發成果。國鼎在2009年向US FDA提出新藥

臨床試驗的申請，並於2010年獲得US FDA

的臨床試驗的許可，H o c e n a ®的一期臨床試

驗主要是以非小型細胞肺癌 (Non-sma l l - ce l l 

lung cancer, NSCLC)末期的患者為研究的

對象，而試驗結果顯示Hocena®對於目前已無

醫療對策的NSCLC末期患者有良好的耐受性

與安全性，且亦觀察到有效性。2013年完成

臨床一期的試驗結果並於同年提出二期臨床有

效性的試驗申請，目前已正式進入美國及全球

多中心的二期臨床試驗，預計將於2015/2016

銅 獎 國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鼎新藥 Hocena® 全球肺癌臨床暨多項適應症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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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完成二期臨床的試驗。台灣衛福部也於今

年核准在台灣進行二期的人體臨床試驗。 

獨特作用機轉  
開啟癌症與多種適應症治療的新契機

研究發現，約有3 5 % ~ 4 5 %的癌症患者

中存在Ras基因突變(Ras Mutation)，而胰臟

癌有高達90%,大腸癌45%~50%Ras突變，佔

肺癌85%的非小細胞肺癌 (NSCLC)也有33% 

Ras突變 ,基因突變的結果會導致Ras蛋白質高

度活化，進而使癌細胞不斷的生長與分化，使

得腫瘤更容易惡化。但截至目前為止，20年來

雖有理論，但並無任何抑制Ras基因的標靶藥

物發通過美國FDA核可臨床癌症用藥，凸顯了

研發的難度與挑戰。Ras蛋白抑制劑的發現也

被科學家譽為癌症治療的聖杯！

    Hocena®獨特的作用機轉，能間接抑

制Ras蛋白的活性，進而抑制癌細胞生長。在

人體一期臨床試驗結案報告中，在功效方面顯

示可以控制主要腫瘤的生長，並可大幅降低病

患體內發炎指數。此研發的新突破將改變現今

Ras基因突變的癌症患者，帶來治癒的希望，

也提供全新的癌症治療準則。H o c e n a ®來自

純天然成份，研究發現：沒有其它藥物的毒害

性及副作用，不只抑制腫瘤生長，並且抑制腫

瘤轉移及病患的疼痛，提升病人的尊嚴與生活

品質。同時在低劑量下即可表現出抑制與發炎

相關的重要因子NF-κB，進而誘發Nr f2的激

酶，直接抑制自體免疫的發炎與癌症引起的發

炎，是非常具有競爭力的黃金途徑，目前全球

尚未有新藥具有此功效，此項成果具有解決人

類發炎與老化之關鍵地位優勢。

國鼎H o c e n a ®可望以屬於新分子實體

( N M E )、解決目前無藥可醫的迫切需求 ( u n -

met medical needs)、突破性新療法(Break-

through Therapy)以及全新的藥物(First-in-

c l ass )之優勢 ,將視二期臨床試驗成果向美國

FDA提出藥證申請,可望成功開發全球第一個治

療肺癌的Ras抑制劑藥物。Hocena®除了正在

執行的NSCLC二期臨床試驗以外，國鼎生技

於2014年亦計畫展開一系列的學術臨床二期試

驗，主要的適應症將針對：腫瘤(如胰臟癌、大

腸直腸癌、與攝護腺癌… .等其它癌症 )、抗發

炎(如慢性肝炎 /腎炎與纖維化)與自體免疫疾病

(如紅斑性狼瘡與類風溼性關節炎等)。

由目前的科學實證與臨床試驗結果可以推

論：Hocena®對人類的疾病提供一個完善的治

療方式，並且使患者在治療過程中維持良好的

生活品質與有尊嚴的治療模式，正符合現代醫

學在疾病治療上追求的目標! 

國鼎生技在抗癌、抗發炎與自體免疫疾病

等之藥物研發與治療的發展上也邁入新的里程

碑 !

國鼎天然物抗癌創新能力佳，專利佈局

完整且未來肺癌市場需求大。

《審查委員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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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移轉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不但被列於十大主要死因

之中，更被列為中年主要死因之第三。另外，

居國人死因首位之「惡性腫瘤」中，不論於男

性或女性，「肝和肝內膽管癌」均排名第二。

由肝炎發展為肝硬化或其衍伸之肝癌將造成患

者相當高的痛苦且難以治療，但於肝硬化前，

肝炎患者會先發展肝纖維化，若在此階段早期

診斷並治療則屬可逆轉的疾病進程，肝纖維化

程度因此成為慢性肝病管理的重要指標。

目前對於肝纖維化程度之確診仍依據肝穿刺

病理檢查 (b iopsy)，此侵入式檢查具有產生併

發症的危害風險，且採樣位置、樣本大小與

判讀主觀性均易影響結果。此外，由於屬侵

入式檢查，不適合密集執行外，病人易抗拒而

僅有5%不到的肝炎患者願意進行，許多病患

因此錯失治療良機。本產品屬非侵入性檢驗，

適合用於肝纖維化之預防檢測與持續追蹤。 

BioFibroScore® 非侵入式肝纖維

普生由工研院生醫與醫材研究所曾錙

翎博士團隊所研發的BioF ib roScore ®―肝纖

維化診斷用生物標記檢測法，蒐集來自多家

醫院的檢體，針對三種與肝纖維化形成相關

之新穎性生物標誌，以生物資訊與蛋白質體

學的方式進行E L I S A分析演算。此技術的優

點在於非侵入式檢驗。只需抽血，無須進行

手術穿刺，相較傳統肝穿刺法能大幅降低 (或

免除 )病患接受高風險侵入式檢查之苦，同時

檢測又可得到客觀數值直接對應肝纖維化期

數，能提供醫生高準確度之疾病檢測診斷方

式，實為兼具開發必要性與重要性之創新技

術。本技術已完成 5 0 0例以上的樣本開發測

試，與肝穿刺檢測結果比較具有高準確度。

同時除適用因C型肝炎引起的肝纖維化，對

B型肝炎患者、酒精性肝病患者及其他代謝

性 /非酒精性肝病患者也同樣適用，兼具廣適

用性及可靠性。目前BioF ib roScore ®由工研

院獨家授權給普生公司建立檢驗服務模式。 

 
從檢測到服務 Liver20 肝醒中心

去年普生攜手子公司居禮合作成立「肝

醒中心」(Liver Consciousness Center)，

推出全方位的肝檢查服務「喚肝20™」，即是

以BioFibroScore®作為核心檢查項目，除了提

供包括肝炎、肝纖維化至肝癌等20項完整肝檢

查，協助醫生與病患進行診斷治療外，透過「

喚肝20™」檢測還可以持續追蹤病人的肝病指

數是否趨於正常 (有效藥物 )或不變 (無效藥物 )

，以判斷病患的用藥是否有效，未來將更進一

步藉此平台與藥廠合作開發多種肝病相關藥

物，並進行臨床試驗。

  

從體外診斷醫材創新到國際市場佈局

從世界各國政府皆致力改善傳統被動式治

療的醫療浪費，並減少治療錯誤來看，未來醫

生在對症下藥以及個人使用功能性食品之前必

須先做出診斷，代表相關的檢測、監控及預防

金 獎 普生股份有限公司 
BioFibroScore® 非侵入性肝纖維化檢測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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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診斷產品需求會持續增加，預估到2025年，

全球花費在相關檢測、監控與預防等醫療支出

占比將由2007年的30%大幅增加至65%，也

因此同步提升了體外診斷業者的產業地位。

普生以豐富的肝檢驗產品製造經驗為基

礎，自工研院技轉引進最新肝纖維化檢測技術

並將之成功商品化。今年榮獲「2014台北生

技獎」，不但是對普生研發創新技術的再次肯

定，也代表檢測預防醫學將愈加重要。

未來普生將繼續透過「喚肝20™」把預

防性基因檢測概念導入社區與家庭，藉由基層

家庭醫師提供社區整合性照護服務，讓民眾享

有更完善的健檢服務，並持續引領國內檢測預

防醫學產業的發展外，普生也同時拓展海外業

務，於中國、美國、印度及歐洲各國等地銷售

BioFibroScore 診斷套組。

技轉之技術成果具體、技術優異，有助

於肝纖維化早期診斷極具臨床價值。

《審查委員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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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移轉 

譜光儀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譜光儀器)

於2010年由辛耘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辛耘”，台灣證券交易所股票代碼: 3583)

百分之百轉投資成立的子公司，譜光儀器於

2013年自製第二代原型機成功研發可量測

106Da訊號之新世代質譜儀，並於今年榮獲台

北市政府所頒發2014年台北生技獎技術移轉銀

獎。”質譜之光”是譜光成立的使命。

質譜儀具高靈敏、高準確度的特性，已為

專業檢驗機構、實驗室廣泛應用。國際市場研

究機構Instrument Business Outlook 2011年

全球質譜儀銷售市場報告中指出，全球質譜儀

銷售市場將以年複合成長率8％持續成長，市

場規模並預估於2015年將成長至38億美元。

然而，由於傳統質譜儀分析範圍僅達數千至數

萬道爾頓 (Da l ton,Da)以下之中小分子樣品，

較大分子如蛋白質、病毒與細菌等皆需經過酵

素切割等生物工程技術處理，才能再進一步以

質譜技術分析。目前國外知名質譜大廠所生產

之質譜儀其質荷比分析上限多以分析數千至數

萬道爾頓之中小分子的檢測為主，操作功能複

雜、價格高昂，無法廣泛普及應用。譜光儀器

看好質譜儀的未來市場商機，全力投入大分子

質譜檢測的領域，期望以更寬廣的分析能力，

重新檢視如環境污染、食品安全、生醫領域的

應用市場，帶給質譜檢測全新的衝擊。

譜光儀器由中央研究院獨家移轉質譜儀技

術，關鍵技術確立並有專利保護，並持續和相

關領域學者共同開發核心質譜儀技術，使機台

開發時程大幅縮短。三年來整合工程、軟體、

物理、數學、化學和生物醫學等相關人才，開

發廣域質譜技術。同時和學界保持研究的合作

管道，共同申請專利，以確保技術完整性。另

外，譜光儀器在技轉過程中並持續與使用研究

單位密切配合，並將未來使用者之應用需求適

當的置入機台設計中。產品研發完成後將參與

國內外各國際級研討會與展覽，並與國際學者

合作，以開發未來國內外市場。由於譜光儀器

母公司辛耘具備半導體設備機台製造技術之優

勢，在製造與研發技術上的結合，使關鍵生產

技術具有65％以上的零組件自製率，未來譜光

質譜儀具備超越同型機種可偵測範圍、且體積

較小之產品優勢，藉由高科技電子產業在台灣

厚實的技術，配合生物醫學和精密儀器方面的

發展，在跨領域的結合下奠定台灣發展高階精

密科學儀器的根基。

譜光儀器質譜儀MegaMass示意圖

銀 獎 譜光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新世代質譜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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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內除了在內湖、湖口設研究中心，

並在電控，數學計算，機械模組設計和儀器應

用等領域，持續聘用專業人才厚植核心研發能

力，透過研發訓練過程，進一步達到技術與人

才在地培育、強化高階儀器產業鏈之發展。研

究核心技術包括機台真空系統設計和高頻高壓

電場控制，配合低雜訊訊號處理，以及電控組

件模組，搭配精密光學，以實現獨特頻率掃描

技術與專屬電荷偵測器之整合過程，開發出台

灣第一台可分析巨分子的新世代質譜儀。在

2013年已成功研發出可量測106Da之原型機，

成功突破傳統質譜儀測量上極限。新世代質譜

儀突破傳統質譜儀的限制，能直接測量到如免

疫球蛋白等大型蛋白質之質量，未來將能開創

出更多生物醫學、生物工程、新藥開發及材料

的研究與應用。此外，新世代質譜儀仍保有傳

統的質譜分析範圍能力，因此在未來亦將投

入研發具有現場檢測與快速篩選的質譜系統，

將有助於環境污染與食品生產過程的檢驗與稽

核，加強檢驗的嚇阻能力。機台採模組化設

計，可依據使用者需求客製化應用功能，使譜

光儀器的產品更具競爭力。

質譜儀開發屬於資金與人力密集的產業，

需要政府政策與資金支援，譜光儀器透過申請

政府補助，已經成功申請主導性產品補助，未

來亦規劃繼續申請科專計畫以及其他政府補助

計畫。未來在產品開發與市場行銷方面，亦需

要大量資金挹注，除了透過辛耘資金外，亦視

需求向外募資。質譜儀的研發過程艱辛，不單

單是腦力的競賽，更是一場耐力之爭，唯有持

續厚實本身實力與技術能力，才能真正為台灣

高端分析儀器奠定良好的根基。

Beta 1 外觀

譜光移轉入之技術具創新性且全為國內

自主技術，有創新及商品化價值，搶占

全球市場機會大。

《審查委員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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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 

臺北醫學大學和臺灣大學研究團隊研發的抗

癌標靶新藥MPT0E028，可明顯抑制組蛋白去

乙醯酶（HDAC）的活性，有效毒殺癌細胞，

且副作用少，今年3月13日正式取得美國食品

藥物管理署（FDA）第一期人體臨床試驗的許

可，預計5～7年後可完成人體臨床試驗並臨床

使用，為全球廣大癌症病患提供另一治療新選

擇。9月19日再獲台北市政府頒發「2014台北

生技獎」產學合作獎金獎。

MPT0E028已取得台灣專利，且完成歐

盟、俄羅斯、澳洲、紐西蘭等23個國家地區的

專利申請，技術鑑價評估授權金達600～1,000

萬美元，同時成為我國第一個由大學自行研

發、通過美國FDA人體臨床試驗許可，且在台

灣進行第一期人體臨床試驗的本土新藥。為政

府培育生物技術人才、推動相關產業升級樹立

了新的里程碑。

此計畫由行政院科技部生技醫藥國家型

科技計畫產學合作全力支持，在科技部與台新

藥股份有限公司（為上市公司台耀化學股份

有限公司100%投資的子公司）經費支持下完

成，95%的相關研究都在國內進行。研究團隊

包括臺北醫學大學藥學院副院長劉景平教授實

驗室、醫學科技學院潘秀玲副教授實驗室，及

臺灣大學鄧哲明教授實驗室等，分別負責藥物

設計與合成、動物實驗、藥理機轉等項目。經

過6年的不斷努力，如今終於獲得重大突破。

該研究主持人劉景平表示，HDAC存在於

人體正常細胞中，一旦罹患癌症後，HDAC的

活性會異常增加，使體內抑癌基因活性降低。

動物實驗發現，MPT0E028可抑制HDAC的活

性，促使癌細胞凋亡，進而達到緩解或治療癌

症的積極目的。

根據衛生福利部衛生及生命統計資料，

從1982年起，癌症已連續32年高居國人10大

死亡原因首位，遙遙領先排名第2的心血管疾

病，幾乎所有國人都聞癌色變。藥物、手術切

除及放射線是治療癌症的3大選項，就藥物治

療來說，雖一般化療藥物毒殺癌細胞的效果強

大，也會將正常細胞也一併毒殺，副作用很

大，因此近年來各大國際藥廠均全力研發，可

精準攻擊癌細胞的標靶藥物，HDAC抑制劑就

是熱門選項之一。

【圖：閻雲校長（右4）出席抗癌新藥記者會，與劉景平
教授（右3）、台新藥公司董事長程正禹博士(左3)、鄧哲
明教授（左4）、潘秀玲副教授（右2）等研究團隊合影】

金 獎 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藥物科學科
MPT0E028 抗癌標靶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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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北醫大藥學院副院長劉景平（中），手持實
驗室合成出來MPT0E028小分子化合物】

劉景平長期投入吲哚啉類化合物（ Indo-

l ine）的研發領域，雖確知這類化合物具有強

大的毒殺癌細胞作用，卻因無法有效克服毒性

高、副作用也大的問題，研究因此未見明顯進

展，直到他在吲哚啉類化合物第5個位置上鍵

結HDAC官能基、另一端再接上苯磺類結構而

研發出MPT0E028後，才獲得重大突破，不僅

緩解癌症效果佳，毒性也低。

研究團隊發現，MPT0E028對60種人類

癌細胞具有顯著的生長抑制作用，在大腸直

腸癌、肝癌、肺癌、淋巴癌及胰臟癌等動物

模式中，也展現抑制癌細胞生長的活性。此

外，如果和其他標靶藥物合併使用，則可抑制

動物體內肝癌及肺癌細胞的成長。而更重要的

是，MPT0E028的毒性低，副作用不大，發

展潛力無窮。這項研究成果分別於今年2月及

去年底發表在國際知名的《臨床癌症研究》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細胞死亡

及疾病》（Cell Death and Disease）等期

刊。

劉景平指出，研究團隊目前正準備將

MPT0E028檢送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進行相

關作業審查，如果一切順利，今年下半年就可

進入第一期人體臨床試驗，朝臨床使用邁進。

根據 IMS市場調查顯示，全球抗癌藥物市場每

年高達1千億美元以上，且以每年8.4%的複合

成長率快速成長，預計2014年可達1,246億美

元的歷史新高。一般抗癌標靶藥物完成臨床前

實驗後的技轉金，從佰至仟萬美元起跳，完成

第一期人體臨床試驗後，技轉金更倍數於此。

參賽標的具創新價值，產學合作團隊整

合完整，專利佈局規劃完整。

《審查委員評語》

【圖：藥學院副院長劉景平教授(前排右1)、醫學科
技學院潘秀玲副教授(前排右3)，及臺灣大學鄧哲明
教授(前排右2)實驗室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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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 

銀耳(白木耳)為我國養生聖品，具潤肺、健

肺功用，文獻顯示具抗癌功能，我研究團隊亦

發現其多醣體具美白防曬，提高免疫力，保健

腸胃幫助消化功能，然銀耳在台灣尚無法以人

工栽培，全由大陸進口，大陸銀耳以人工椴木

栽培並以棉仔粕為基質可能使生產白木耳含棉

酚，且病蟲害多，消基會檢查進口白木耳含劇

毒農藥及二氧化硫。危害消費者人體甚重，經

產學合作研究，已育成人工栽培品種，開發專

用栽培瓶能以自動化在台灣栽培，亦已輔導廠

商大量生產，提供國人有機之白木耳，並將可

外銷日本、韓國、香港、泰國等地，其重要成

果如下： 

(1)育成亞大T8及T10優質具香味潔白銀耳，並

在台灣首次能以自動化環控栽培量產白木耳減

少成本及噴灑農藥。 

(2)利用細胞突變(疊氮化納處理)培育出「彩色

之白木耳」包括：淡紅、淡黃、淡紫及白色品

種，並具抗氧化及多樣化之功用。 

 

 

 

 

 

 

 

 

 

(3)發明具自動化建立栽培之「銀耳栽培瓶」

已取得台灣(中華民國新型第M426994號、中

華民國新型第M397137號)、日本(第3177619

號)、中國(2683264號)、韓國(20-0468683

號)專利，並發現利用白木耳之伴生菌即香灰菌

(Hypoxylon archeri)，促進其生長並建立其三

級菌種制度，將白木耳栽培時間由半年縮短為

40天，提高其生產效力。 

(4)銀耳自動化栽培系統，由混料→填料→滅菌

→接種→環控栽培→採收→包裝均採自動化，

其所需之人力為-人工栽培之十分之一，已輔導

廠商偉裕生技公司及蕈優生技公司量產，預定

產量值達2億元。 

(5)由於銀耳伴生菌即香灰菌之發現及自動化栽

培系統研發，大陸銀耳僅能收穫二次/年。在台

灣可提高至收穫十次/年，並可不必使用農藥及

二氧化硫處理以生產有機白木耳。

 

 

 

 

 

 

育成四種具抗氧化不同顏色之彩色銀耳

林俊義院長研究團隊

銀 獎 亞洲大學醫學暨健康學院
銀耳自動化栽培技術及其產品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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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多項銀耳相關產品開發包括 

(a)發展成新鮮銀耳產業：目前技轉蕈優生技公

司及偉裕生技栽培量產新鮮銀耳，今年產值預

估達2億元以上。 

 

 

 

 

 

 

 

 

 

(b)輔導生產銀耳露、銀耳罐頭：輔導泰山食

品、約克貝爾生技公司、偉裕生技公司，蕈優

生技公司生產銀耳露並已外銷大陸北京，年產

值共約2千萬元。 

(c)輔導萬生菇類物流公司、綠的果蔬物流公

司、綠園公司鮮銷銀耳，目前營業額約8千萬

元。 

(d)輔導約克貝爾生技公司生產化妝品，銀耳面

膜和洗髮精 等年產值約1千萬元。

最近食安問題，引起國人之注意及憂慮，

除了混充油、塑化劑等外，其他如農藥殘毒、

重金屬污染，亦在食品中常被發現；我國的農

藥管理及農藥殘毒雖訂有法規，但執行上仍無

法十全十美，在農藥殘毒檢查時，仍有部份農

產品超過政府規定。尤其東南亞國家進口之農

產品如蔬菜、菇類等常有劇毒農藥或二氧化

硫之殘留，以由大陸進口之”銀耳”為例，消

基會曾檢查幾乎百分之百含有殺蟲劑及二氧化

硫。

亞洲大學林俊義博士以”銀耳自動化栽

培及其產品開發”與業界產學合作；能成功量

產具食品安全之銀耳及相關產品而獲得產學合

作銀獎，對其本人及業者均具極大鼓勵，因媒

體報導，生產之銀耳亦呈供不應求情況，將輔

導合作廠商擴大產能，除內銷外並積極拓展外

銷。林俊義博士表示，因產學合作獲得主辦單

位之鼓勵，未來將積極與業者再合作開發其他

具保健及食安功能之新興菇類如舞菇、竹蓀等

以加惠我國消費者。

開發多項保健菇類產品

林俊義院長團隊輔導廠商量產之有機銀耳

參賽標的執行及研發成果良好，專利發

明標的多且佈局積極，銀耳產品的發展

與商業效益潛力值得期待。

《審查委員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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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臺北生技獎審查作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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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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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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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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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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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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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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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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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目的

二、各獎項獎金分配如下：  

三、本獎各獎項參賽資格如下：  

ㄧ、臺北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理「臺北市輔導生技產業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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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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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辦理臺北生技獎之審查，由本府遴選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委員會，辦理本獎參賽案件

之審查事宜。

五、本府為辦理本獎獎項之審查，分別組成技術商品化獎、研發創新獎、技術移轉獎及產

學合作獎四類審查委員會，各委員會由執行單位依技術專業、財務暨營運及智慧財產權三領域

擬定三倍率以上之建議名單，各領域專家學者至少一名，報請本府核定。委員會置總召集人一

人，各獎項並分置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一人，由各審查委員會委員互推。

前項各審查委員會設委員七名，委員需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技術專業專家：凡具生物技術領域相關學術之專家或具生技產業技術開發實務經驗之專家，得遴聘為

技術專業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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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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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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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工作進行方式及程序如下： 

➊召開審查作業前置會議：就各獎項之評審機制及審查基準加以說明，並推選「2014臺北生技獎」審

查委員會總召集人、各審查委員會召集人及副召集人。

➋申請文件資格審查：執行單位檢視申請參賽標的之資料是否齊全，若有缺漏，申請參賽單位應於限

期內補齊或修正相關申請資料，補件完成始得進行資格審查。資格審查確定申請文件齊備無誤後，始

得進入審查程序。

➌初審作業：參賽資料寄送各獎項審查委員，就申請案進行書面審查評分，後由執行單位彙整各委員

之評比結果，以分數排序進行加總，依優序擇各獎項得獎數三倍率參賽件數進入複審，若序位相同

者，以分數總和高者為優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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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➍召開初審共識會議(得視情況召開)

將初審統計結果發送各審查委員，審查委員若對統計結果有疑慮，審查委員得於獲知初審結果3日

內，向執行單位提出召開初審共識會議之要求，由執行單位召集審查委員召開初審共識會議，並依初

審共識會議討論結果審定各獎項複審入圍名單。

➎複審作業：由執行單位召集各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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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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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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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➏召開綜合審查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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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擇優增列優等獎或核予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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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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評審項目及權重（%）：

（一）技術商品化獎：

（二）研發創新獎：

項目 權重(%) 內容說明 審查委員之
專業領域

參賽標的之技術商品化績效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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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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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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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商品技術之智財保護情形 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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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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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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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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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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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智慧財產權及專利現況 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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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術移轉獎：

（四）產學合作獎：

項目 權重(%) 內容說明 審查委員之
專業領域

技術移轉績效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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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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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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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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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智慧財產權及專利現況 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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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產學合作重點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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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產學合作團隊組成
合作模式與合作願景 

合作研發成果之落實績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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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智慧財產權及專利現況 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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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審查委員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即向執行單位提出迴避審查該相關案件之申請： 

①申請案之申請人或經營團隊成員為審查委員之配偶、前配偶或利益相關者。

②審查委員與申請人或經營團隊者有共同權利人、共同義務人或償還義務人之關係者。

③審查委員現為或曾為該申請案核心技術專利之異議人或舉發人。

④審查委員實際參與申請人或經營團隊之計畫合作、技術指導及聘任顧問工作等而與申請案核心技術

之產生直接相關者。

審查委員有前述應迴避情事者，原則上由分組委員會相同專長類別調動，如無法調動，該審查委員應

退出審查委員會，其空缺由本府原擬定審查委員會建議名單中擇一替補之。 

前項之迴避申請，由執行單位調查並彙整後呈報本府。

九、參賽單位報名時應簽署參賽同意書，同意將其營業秘密提供審查委員會審查，執行單

位、本府有關人員與審查委員均須簽訂保密協定以保障參賽單位權益與資訊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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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術
商
品
化
獎

類別 姓名 現職

技術專業審查

鄭建新 經濟部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 主任

楊平政 農業科技研究院 副院長

陳基旺 台灣大學藥學系 特聘教授

財務暨營運審查

廖繼洲 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 顧問

鄭貞茂 臺灣金融研訓院 院長

黃經堯 國立交通大學產業加速器暨專利開發策略中心 主任

智慧財產權審查 李 旦 世界專利商標事務所 所長

研
發
創
新
獎

類別 姓名 現職

技術專業審查

徐鳳麟 臺北醫學大學生藥學研究所 教授

林山陽 元培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 講座教授

陳炯東 國衛院生技與藥物研究所 副所長

鍾邦柱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財務暨營運審查
陳松柏 國立空中大學管理與資訊學系 教授

顏錫銘 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 教授

智慧財產權審查 閻啟泰 台一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副所長

技
術
移
轉
獎

類別 姓名 現職

技術專業審查

梁啟銘 中央研究院生技育成中心執行長

王惠珀 臺北醫學大學藥學院 教授

鄧哲明 台灣大學醫學院藥理學研究所 教授

郭明良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 院長

財務暨營運審查
袁建中 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教授

江炯聰 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教授

智慧財產權 王美花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局長

產
學
合
作
獎

類別 姓名 現職

技術專業審查

翁仲男 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 榮譽所長

廖一久 中央研究院 院士

張 正 陽明大學生物醫學暨工程學院 院長

田蔚城 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顧問

財務暨營運審查
曾惠瑾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副所長

李世仁 華威國際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合夥人

智慧財產權 林國塘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三組 副組長

2014臺北生技獎審查委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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