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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著政策推動與民間的共同戮力發展下，生技業在台灣已成為

一獨特且深具潛力的特色產業，醫藥研發已陸續開始出現完

成臨床試驗並上市之藥品，也因過往台灣具有深厚電子產業的背景

下，醫材研發成果產生猶如百花爭艷之景；然而在產品及市場國際

化趨勢下，國內生技業者無不希望能夠頭角崢嶸，在國際市場上發

光發熱。 

為此，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舉辦了「2017臺北生技產業高峰

論壇 -國際布局及行銷策略」，邀請華威創投李世仁博士擔任主持

人，以及國內已有國際行銷實務經驗之企業家暨比利時駐東京辦事

處Dr. Ben Kloeck處長擔任與談人，希望國內生技公司面對國際的

競爭壓力時，能開創有利的行銷管道及通路佈局，將自身辛苦投資

研發的優良生技產品推向國際舞台，打響國際名號，建立國際品牌

形象，藉此成為穩定成長並創造可觀收益的重要關鍵。

臺北生技獎今年已邁入第十四個年頭。我國自2004年開始將生

技產業列為重點產業，同年亦為臺北生技獎元年，這十四年來生技

獎見證了許多公司的成長與茁壯: 2002年我國生技領域上市櫃公司

僅26家，截至2016年底，上市櫃及興櫃之生技公司已達到170家，

且有朝大型生技公司發展之趨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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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個參賽標的，頒發總獎金

7,335萬，得獎企業後續發展優異，已超過六成已成功上市櫃，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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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大展屢獲國際大廠青睞，奠定了臺北生技獎被視為生技界奧斯

卡獎的地位。

本年度計畫安排了一系列以新創為主題的交流活動，特別針對

生技公司募資之議題上多加著墨，主題包含了「新創生技公司的挑

戰」談新創公司在初期的財務規劃上之重點、「跨域CEO經驗談」

邀請非生技背景之企業主談創業經驗、「為什麼創投要投資你?」

邀請四位創投現身說法創投喜歡投資哪些生技公司、「新創生技公

司的挑戰-資金媒合會」更邀請廠商與創投坐下來真槍實彈地會談媒

合；交流活動目的除了希望廠商之間能有更多交流合作的機會外，

更希望廠商能看見自身在募集資金時之盲點後加以修正，最後廠商

都可以得到投資人的支持並取得足夠的銀彈。

國內生技業蓬勃發展但仍處於研發為主的階段，對於需求有別

於一般商用辦公大樓，場地須為可供公司研發之場地，臺北市政府

經過兩年多之努力，促進生技產業聚落發展及應生技產業逐步發展

衍生空間基地需求，補足目前國內現有產業聚落主軸功能，以南港

火車站旁之「忠孝營區」及「西側市有地」為基地，串連中央研究

院院基礎設施及國家生技研究園區，並預計於2021年中正式啟用，

屆時讓臺北市成為名副其實的亞太生技醫藥研發產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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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對股東和投資者的信賴-台灣微脂體股份有限公司

由於生技製藥研發時間長且須消耗大量資本，過程需要股東及資本

市場的支持，台微體自新創到公開發行、到興櫃上櫃，都隨著獲得

臺北生技獎相呼應，前後共六次獲獎紀錄，如生技獎與公司一同成

長茁壯；由於臺北生技獎一直都是國內生技公司競相角逐的獎項，

嚴謹的審查流程及制度也讓獲得臺北生技獎的台微體得到股東的信

賴與肯定。

天然物萃取的佼佼者-中華海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於2013年榮獲臺北生技獎-技術商品化獎的小分子褐藻醣膠用務實的
科研佐證產品功效打進醫療通路及市場，再加上獲得臺北生技獎的

加持下，同時獲得學術界的信賴，現在國內通路超過一千家，也成

功打進國際市場，在香港有超過100個銷售據點，也進入東南亞如 :
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等地。中華海洋是國內少數以自有萃取褐藻

醣膠的廠商，並與國內外知名學者合作，也再次證明了獲得臺北生

技獎都是出類拔萃的企業及技術標的。

搶下新藥上市的灘頭堡-太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太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間整合型的醫藥公司，以公司內部

自行研發或授權的方式建構完整的藥物產品線，由太景所主導開發

的「布利沙福」和「奈諾沙星」兩大產品線分別在2008和2013年
獲得臺北生技獎「研發創新獎」和「技術移轉獎」的肯定，太景在

「奈諾沙星」獲獎後隔年順利上櫃掛牌，後續共進行兩次現金增資

發行新股，共募得15.8億元，「奈諾沙星」口服劑型在2015年取得
我國TFDA核發的上市許可證，2016年通過中國CFDA 1.1類新藥審
查，取得1.1類新藥藥證，更在2017年底獲得國內健保給付，為國

臺北生技獎歷年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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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新藥研發公司樹立了良好的典範。

發掘隱形冠軍-愛派司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別於知名生技公司，愛派司專注於適合亞洲人的骨板骨釘系統，

並於2012年獲得臺北生技獎技術商品化獎，當年愛派司僅成立三年
並專注於臨床研發，如今已是國內第二大骨科創傷自費品牌，市占

率超過15%，且已進一步跨入國際市場，在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地區
販售。

進軍國際-雃博股份有限公司

雃博起初以醫療器材貿易起家，而後以代工製造預防褥瘡氣墊床站

穩腳步，自2010年開始以Apex品牌行銷至全世界，目前生產規模
已是亞洲第一，為了自有品牌行銷通路，採取「收購海外代理商」

以及「直接在海外設分公司」的策略，雃博自有品牌營收占比已高

達7成；雃博近年更以自有品牌跨足睡眠呼吸治療領域，體質健全的
雃博於2015年及2016年分別臺北生技獎的技術商品化獎及國際躍進
獎。後續更併購德國龍頭醫材商SLK，並在歐洲市場打出「一次購
足」策略，2017年季營收更是屢創新高，順利打進世界盃的雃博取
得優異成績，令人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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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夏，「臺北生技獎」繼續延續著臺灣生技界的奧斯卡美稱在南港展覽館四

樓光廊盛大舉辦，現場坐滿來自產官學研各界的先進前輩們，與所有觀眾們共

同為所有獲獎廠商喝采；截至今年，臺北生技獎共表揚164件績優標的，累積頒發獎
金達新台幣7,335萬元﹔歷屆得獎產業類別分別涵蓋製藥、醫療器材、保健食品、農
業生技等，顯現國內生技產業不論在何種領域皆具豐盈的研發能量，臺北生技獎成果

是我國生技產業蓬勃發展的最佳縮影，為其他仍辛勤耕耘的廠商樹立成功典範，也為

臺灣的生技發展建立嶄新之里程碑。

前瞻生技 聚焦台北

2017臺北生技獎頒獎典禮暨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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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生技 發光發熱
全國廠商參與踴躍 醫材表現亮眼

2017臺北生技獎共有55件標的競逐，參賽單位主要仍以北部廠商為主，占比為70.9%
，中南部區域廠商數量由去年的10.5%成長至29.1%，顯現臺北生技獎擴散至全國之成效，
當中以台北市廠商為最多 (22件)，新竹次之 (9件) (見圖1)，而在今年參賽標的專業領域的分
布上，醫藥類占32.7%，醫療器材占41.8%，應用生技領域占25.5%(見圖二)。本次競賽一
共邀請21位生物技術、財務營運、智慧財產及創業投資類的專家擔任評審委員，經過嚴謹的
書面審查、現場簡報及提問答詢的方式，最終選拔出13家績優廠商及學研單位，頒發總獎金
六百萬元，競賽結果以醫療器材廠商們表現最為閃耀，奪下新創技術獎金、銀、銅獎和國際

躍進獎金、銀獎，而國家衛生研究院以其多項創新研發成果成為技轉合作獎最大贏家，抱走

金、銀獎和優等獎。

台北市

台中

台南

新北市
新竹

苗栗

屏東

彰化

桃園

基隆

嘉義

北部70.9%
中部16.4%
南部12.7%

應用生技 
25.5% 

醫療器材 
41.8% 

製藥 
32.7% 

(圖一)2017臺北生技獎參賽案件依縣市分佈

(圖二)2017臺北生技獎參賽標的領域分佈

領域 件數

製藥 18
醫療器材 23
應用生技 14
總計 55

2017參賽廠商
區域 縣市 家數 區域佔比

北部

基隆 1

70.9%
台北市 22
新北市 2
桃園 6
新竹 9

中部

苗栗 3
16.4%台中 5

彰化 1

南部

嘉義 1
12.7%台南 5

屏東 1
合計 5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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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成形 蓄勢待發
    

本次活動由臺北市柯文哲市長主持，典禮邀請中央研究院劉扶東副院長、行政院

科技會報辦公室丁詩同副執行秘書及中央研究院特聘客座教授暨生技獎總召集人吳金洌

上台致詞，其他蒞臨的嘉賓還有臺北市產業發展林崇傑局長、台北醫藥大學客座教授鄧

哲明、智擎生技製藥董事尹福秀及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曾惠瑾副所長等。

柯文哲市長致詞時表示，東區門戶計畫正如火如荼的進行中，發展台北市生技產

業聚落是重點項目，將利用臺北市具有多家大專院校、醫學中心、法人機構和金融總部

的優勢，以具有四鐵共構的南港為核心，結合周邊的中央研究院、國家生技研區園區、

忠孝營區、南港機廠，形成一條龍式的研發聚落，其中忠孝營區規劃三萬坪樓地板面

積，將規劃作為企業育成、研發試驗室和試量產工廠空間，未來企業可將南港作為研發

中心，再透過交通便利性至新竹進行生產製造，由北至南形成完整的生技產業廊帶。

    
丁詩同副執行秘書致詞時表示政府相當重視生技產業，除了每年投入100億以上的

預算，也通過了科學技術基本法修法，加速學界研發成果推進至產業界，以及生技新藥

產業發展條例，放寬醫療器材的適用範圍，已受惠20餘家醫材廠商。身為今年評審委
員會總召集人的吳金洌教授鼓勵在場所有企業持續創新，走出國際，讓臺灣優秀人才能

夠在外展現實力、發光發熱。

柯文哲市長表示臺北市將傾全力建立台北市生技產業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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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召集人吳金洌教授鼓勵企業持續創新，走出國際

聯合骨科廖建忠副總經理向市長解說得獎產品

13家得獎單位與柯市長和其他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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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得獎單位 得獎標的

新
創
技
術
獎

金
獎

100萬 晉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彩手持式數位醫學免散瞳眼底鏡

Horus DEC 200

銀
獎

60萬 宇康生科股份有限公司 可調式創新咽喉植入物-VOIS

銅
獎

30萬 晶祈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畫質球面仿生視網膜

優
等
獎

12萬
國璽幹細胞應用技術股份有

限公司
肝硬化肝細胞新藥-GXHPC1

優
等
獎

12萬 太豪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手持式超音波全乳智慧掃描檢視

系統

國
際
躍
進
獎

金
獎

120萬 聯合骨科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聯合髖關節系統及膝關節系統

銀
獎

60萬 百略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百略醫學第三代專業血壓管理系列

優
等
獎

12萬 金樺生物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藥之藥物設計與細胞株開發

2017臺北生技獎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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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得獎單位 得獎標的

技
轉
合
作
獎

金
獎

80萬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生技與藥物研究所

癌症治療之新穎小分子胺抗癌藥

物傳輸系統

銀
獎

60萬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
創新多價型嬰幼兒手足口病疫苗

銅
獎

30萬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具降血糖功效的新穎酵母菌產品

優
等
獎

12萬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於腫瘤細胞活化的鉑金藥物

優
等
獎

12萬
國立清華大學

原子科學技術發展中心 
硼酸於硼中子捕獲治療肝癌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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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技術獎 

晉
弘科技是全國唯一也是全世界第一家

以全彩數位式鏡組創新的產品服務供

應者。透過「全彩手持式數位醫學免散瞳眼底

鏡」的技術研發、產品量產、臨床技術研究及

品質系統驗證，「數位醫療影像攝影」研發能

量獲得龐大挹注，一步步蛻變為一家創新軟

硬體產品、模組與服務兼備的公司，以世界級

「數位醫療影像診斷器材的創新解決方案提供

者」為目標邁進。

全彩手持式數位醫學免散瞳眼底鏡設計時

的目標，是為了協助醫療普及，幫助偏鄉地區

的病患或改善醫療資源分布不均的困境，所以

產品是朝向輕巧可攜，並可協助醫療普篩診斷

的目的而設計。相對於競爭者之眼底攝影機多

為大型座式，不易移動且價格昂貴，晉弘科技

DEC 200產品因為體積小、設計簡單，所以成

本比桌上型的機台較低，因此可以達到較高的

性價比，也提升經銷商及客戶購買及銷售晉弘

科技眼底攝影機的誘因與效益。

以數位影像光機電整合之核心技術，為

全人類的健康把關及照護管理，是晉弘科技的

目標及核心價值，其中 產品以提供符合醫療等

級的影像品質、即時性影像處理與辨識、微型

化光機系統等特性，在低/高階產品中做出差異

化的定位，不但具有高階醫材的品質，其輕巧

設計及高性價比，又能滿足預防醫學、遠距醫

療、方便使用易於普及之需求，協助落實健康

篩查，促進創新醫療服務。

目前全球眼底攝影機多由少數國外大型廠

家供應，晉弘科技的DEC 200完全由國人自製

設計生產研發，能與國際廠商相匹敵，在提升

國內醫療器材產業競爭力這方面，也是晉弘科

技創造的價值之一。

晉弘科技(股)公司 
全彩手持式數位醫學免散瞳眼底鏡

Horus DEC 200

（圖一）專利光學設計，使眼底攝影機的取像光
機電體積縮小，方便手持運用。

14



眼底鏡D E C 2 0 0獲得全世界最大的
眼科醫學學會－美國眼科學會 -A m e r i c a n 
Academy of  Ophthalmology (AAO)的
矚目，評選為年度創新商品。今年年初，

更獲得2017國家精品獎金質獎肯定。眼底
鏡 DEC 200採用新光學設計與電控系統的
眼底攝影機。小型化及共用機身的系統設

計，同時維持醫學臨床的高規格影像品質

要求，在產品物料使用上可以節省成本，

減少運輸和能源的消耗。採用可更換鏡頭

共用 s e n s o r的方式，滿足眼科的使用需
求，可同時檢查眼底、眼前房、眼表等部

位，屬於平台開發的概念。

免散瞳更是眼底鏡DEC 200的重要創
新，可避免病患每次看診拍攝眼底照前因

點散瞳劑所造成的強烈不適感。相較於傳

統眼底攝影機的體積龐大及價格昂貴，此

手持式攝影機的體積輕巧，使一般診所醫

師、護理人員皆能使用，可及時提供病患

應有的檢查，也方便醫師進行病房巡診。

此外，此數位眼底鏡的存取設計與一

般數位相機相同，可透過SD記憶卡讀取至
電腦，從網路將影像傳送至遠端，因此可

實現遠距醫療，並能利用數位資料製作電

子病歷，對於整體醫療品質的提升頗有助

益，更能接軌世界先進國家將資訊科技大

幅應用於醫療照護的趨勢。

「全彩手持式數位醫學免散瞳眼底

鏡 DEC 200」目前以行銷至美洲、歐
洲、日本等50餘國，廣泛運用於診所、遠
距篩查、社區醫療中心等各級單位與使用

情境，在台灣亦有許多醫院與眼鏡行紛紛

視其為糖尿病視網膜篩查與專業驗光的首

選。從研發、生產到銷售，道地MIT的高
品質醫材，為台灣技術創新價值再拓新版

圖。

晉弘科技之「全彩手持式數位醫學免散

瞳眼底鏡 DEC 200」，採用新光學設計

與電控系統，技術領先全球，產品已在

多個國家被廣泛使用。

《審查委員評語》

（圖二）全彩手持式數位醫學免散瞳眼底鏡 DEC 
200，僅500克，輕巧便攜。 （圖三）手持式數位眼底鏡 免散瞳且操作簡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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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技術獎 

聲
帶痲痹是指控制喉部運動的神經受損，

影響肌肉運動，造成聲帶於發音和吞嚥

時無法閉合的症狀。聲帶痲痹對口語表達能力

有重大的影響，全球搜尋引擎的龍頭Goog le

公司創辦人之一賴瑞佩吉(Larry Page)就曾公

開表示，自己深受聲帶痲痹之苦十多年，聲帶

痲痹讓他在每次說話時變得中氣不足、發聲困

難，造成與人溝通的障礙。聲帶痲痹的患者，

除了常因發聲不易、溝通困難產生社會性的退

縮外，還會有喉部疼痛、呼吸短促、甚至因反

覆嗆食導致需要鼻胃管進食，或是因嗆食引發

致命吸入性肺炎的可能。

目前臨床治療效果需仰賴醫師手術技巧

    目前臨床上治療聲帶痲痹，可分為較保守的

物理治療及較侵入性的手術治療兩類，其中，

還是以在咽喉部植入長期植入物的治療效果較

為理想且持久。但在此同時，慎選植入物的尺

寸，就是影響治療效果的重要關鍵，當植入尺

寸過小時，治療效果不佳；尺寸過大，則可能

造成呼吸窘迫，而適當尺寸的調整，十分仰賴

醫師手術技巧。韓籍世界級男高音裴宰徹就曾

尋遍全球名醫為他治療聲帶痲痹，最後是仰賴

一位原已退休的全球手術權威為他施行手術，

才讓裴宰徹術後能重回歌劇表演舞台。而宇康

生科所開發的創新可調式植入物VOIS(voca l 

implant system)，即是利用特殊的創新設計，

提供醫師更容易操作且對病患治療效果更好的

植入物。

VOIS提供病患近客製化尺寸的植入物 

    VOIS是利用可長期植入的矽膠氣球，經由與

氣球連結的矽膠自封閥注入不同體積的生理食

鹽水來調節植入氣球的大小，因此植入尺寸可

精準且容易地被調控，這項特殊設計，可滿足

植入物因個體身形或人種的差異而產生的不同

尺寸需求，讓醫師可輕易標準化手術流程，降

低學習曲線，同時依病人個體差異，提供最合

適的植入尺寸，達到最好的治療效果。

VOIS全球首創手術後仍可調整尺寸 

    咽喉植入物的尺寸關係著術後治療效果，人

的生理狀態在術後仍會持續變動，除了術後初

期組織腫漲消退外，臨床上也有術後長期追蹤

發現聲音品質隨時間會因為聲帶萎縮發生聲音

品質衰退的病例，因此，即使在術後仍有調整

宇康生科(股)公司 
可調式創新咽喉植入物-VOIS

可調式咽喉植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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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物尺寸的需求，但現行所有的咽喉植入物

卻都無法達到。VOIS是全球唯一術後仍可依病

患需求調整的植入物，讓病患在術後即便生理

狀態有所改變，依然能維持最佳治療效果。

    

 VOIS可協助聲門更完整閉合

   聲帶麻痺時，聲帶偏癱無法閉合於中線，因

此現行臨床上便咽喉植入物由外側推擠聲帶至

中線閉合，但僅推擠聲帶，無法完整閉合後側

聲門。VOIS藉由矽膠氣球特殊的構型設計，牽

動後方杓狀軟骨轉動，帶動聲帶拉長而達到完

整的聲門閉合，因此不僅比傳統咽喉植入物在

改善聲音品質上效果更好外，還可降低吸入性

肺炎發生的機率。

    綜上所述，宇康生科所開發的創新可調式咽

喉植入物VOIS確實可解決現行治療聲帶痲痹的

種種未滿足需求，達到更好的醫療品質。

創新化的商品 國際化的佈局

    VOIS這項創新產品完全是由宇康生科團隊自

主研發，目前已擁有包含美國、歐洲、中國、

日本及臺灣等多國專利，預計明年可取得歐盟

CE認證，並將陸續以臨床實證取得美國FDA及

臺灣TFDA的產品上市許可。2017年在世界耳

鼻喉科醫學會活動中首次公開發表，即獲得熱

烈迴響，各地臨床醫師接給予正面的回饋並表

示期待產品上市。

     宇康生科從臨床需求出發，致力於開發語音

相關創新醫療器材，用於降低醫療資源負擔，

提升病患生活品質，從臺灣出發，尋求國際策

略聯盟夥伴，行銷全球醫材市場。

宇康生科依據臨床需求創新研發出可調

式的咽喉植入物VOIS，有效改善患者聲

帶閉合不良，減少術後併發症的發生。

《審查委員評語》

宇康生科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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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技術獎 

眼睛的底片壞了

視網膜是眼球後一層非常薄的細胞組織層，它

是眼睛將光轉化為神經訊號的部位，而視網膜

的黃斑部是眼睛解析度最高，視覺最清晰的地

方，在全球視網膜病變的眼科疾病中，有超過

三千萬老年性黃斑病變的病患，加上二百萬由

遺傳因子造成的色素性視網膜炎的患者，視力

逐漸喪失直到完全失明。主要原因在於其視網

膜的感光細胞壞死，喪失處理光傳到腦神經原

的功能，就像照相機的底片壞掉無法功能，透

過植入式仿生視網膜的技術，就可望讓這些患

者重新恢復視力。

晶片是平面的，而眼睛是球面的

晶祈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創立於2012年，位於新

竹科學園區，為台灣第一家提供高畫質球面仿

生視網膜晶片系統的公司，致力於研究開發神

經電子介面，仿生視網膜晶片系統，把感光的

影像晶片，做成類似隱形眼鏡的球面狀並具有

彈性，讓晶片上的電極陣列能夠密切貼合眼球

最深處視網膜的神經原表面，因此創造出極高

解析度，仿生視網膜晶片如圖一所示。

 

圖一、仿生視網膜晶片。

模仿聰明的視網膜- 整合式仿生設計介

面 

視網膜是大腦的延伸，其運作和訊號傳輸的方

式很奇妙，能快速把大量的畫素作有效的處

理，可以很快抓住影像的特徵，把邊緣增強等

等，晶祈生技在深入瞭解神經原生理運作後，

模仿視網膜本身的訊號處理運作過程。 同時每

一個畫素之晶片系統，均整合了：(1)光感測

器、(2)訊號處理電路、(3)刺激微電極，無需

外加的攝影機或電池，電力是由眼鏡來無線傳

輸。

4,000高畫素晶片放在眼睛裏面

有效的介面可以達到4,000高畫素，晶祈生技開

發出獨家電子封裝技術，把原本用於電子產品

的晶片，封裝成球面並且具生物相容性，可植

入人體使用。

以上創新技術可大幅突破目前技術的瓶頸，跳

躍式提升視覺解析度，並都有完整的全球專利

晶祈生技(股)公司	
高畫質球面仿生視網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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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局，已獲得20項全球專利，還有12件專利在

審查中。 這些新創技術開發出的 “高畫質球面

仿生視網膜”能達到視覺解析度 20/168，相當

於可閱讀14pt字體的大字本的解析度。這個解

析度可以讓部分幾近全盲的患者，帶給病患重

見親友，享受閱讀，恢復生活自主的能力，視

力恢復對比如圖二所示。

圖二、不同解析度之視力模擬圖。

本公司結合電子、醫學、腦神經學、生化及材

料的專業人才，將複雜而艱鉅的跨領域工程進

行開發，成功發展出突破瓶頸的創新「高畫質

球面仿生視網膜」，開發出產品如圖三所示。

圖三、晶祈生技「高畫質球面仿生視網膜」產品照
片。圖(a)為已滅菌並封裝之「高畫質球面仿生視網
膜」產品。圖(b)為提供仿生視網膜晶片之無線傳輸 
”Goggle” 眼鏡。

晶祈未來願景

以上獨家專利技術已商品化，正在進行試量產

及前臨床實驗中，並預計進入美國FDA的臨床

實驗，「高畫質球面仿生視網膜」是晶祈生技

以台灣電子和醫療優勢結合，切入龐大新興神

經電子介面高階醫材市場 (Neuron-electronic 

interface)的實力展示，可望創造出全球優勢仿

生視網膜上百億台幣的產值，將打造世界級的

第三類植入式醫材，帶領台灣的高階醫材積極

進入國際競爭市場。

晶祈生技結合醫學與電子技術，開發優

於現有市售產品之高畫質球面仿生視網

膜，該產品具創新利基和潛力，並已完

成安全性驗證，將造福視網膜病變患

者。

《審查委員評語》

20/1200*

* 閱讀距離25cm

60畫素 4,000畫素 正常視野失明

20/16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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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技術獎 

慢
性肝臟疾病全球盛行率非常高，目前，

尚無可治療肝硬化／肝纖維化之有效藥

物，患者只能等待換肝，而成功換肝者僅2%。

「細胞治療」提供了一條新的路，自體幹細胞

移植無免疫排斥問題、患者本身即為細胞供應

者，無須等待合適配對對象供應細胞、幹細胞

具有分化成為肝臟細胞的能力，而新分化的肝

臟細胞不但能消除已形成的肝纖維化，更能夠

就近填補因肝臟受損而壞死的細胞，有潛力發

展成為治療肝纖維化及肝硬化的幹細胞新藥。

肝硬化幹細胞新藥-GXHPC1 (清肝淨) 為國內

自行研發、製造，取得多國專利，並於國內執

行第一期人體臨床試驗之自體幹細胞製劑，具

有促使肝細胞再生，也可以逆轉肝纖維化，提

供肝硬化患者治療的新希望。

肝硬化幹細胞新藥-GXHPC1 (清肝淨) 

已完成第一期臨床試驗收案

國璽幹細胞自2010年積極投入肝硬化幹

細胞新藥GXHPC1 (清肝淨) 開發，透過產學

醫三方合作探討人類脂肪幹細胞應用於肝硬

化治療之有效性及安全性，在臨床前試驗發

現GXHPC1 (清肝淨) 可經由增加金屬蛋白酶 

(metalloproteinase, MMP) 及肝細胞生長因子 

(hepatocyte growth factor, HGF) 等因子表

現，改善63％肝纖維化；且無細胞致腫瘤性、

染色體維持正常狀態、具安全性。GXHPC1(

清肝淨 )目前已取得美國、中國大陸、臺灣專

利、發表4篇相關文獻，2012年2月獲經濟部

審定符合『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2013年

7月交於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FDA) 審查，幹細胞製

劑中心及執行醫院之實地訪查於同年度11月完

成。2015年11月5日經衛生福利部核准「以自

體分離之人類脂肪衍生幹細胞移植治療肝硬化

病人之第一期臨床試驗」進入人體第一期臨床

試驗，已於2017年第2季完成收案，目前進展

順利。未來，GXHPC1 (清肝淨) 將成為臺灣第

一個治療肝纖維化和肝硬化自體幹細胞製劑，

確立臺灣於肝病研究之權威地位。

GTESTing檢測實驗室-專職負責細胞治

療產品品質檢測的單位

肝硬化幹細胞新藥GXHPC1(清肝淨 )屬

於藥品規範，須依照「人類細胞治療產品查驗

登記審查基準」規範，提供人類細胞治療產品

相關檢測資訊，對人類細胞治療產品品質進行

嚴格之監控，為了全方位控管GXHPC1(清肝

淨 )產品品質，國璽幹細胞成立GTESTing檢

測實驗室，於2013年通過財團法人全國認證

國璽幹細胞應用技術(股)公司
肝硬化肝細胞新藥-GXHPC1

GXHPC1清肝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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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 (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 

TAF) ISO/IEC 17025:2005評鑑 (實驗室認證

編號：2800)，為整合人類細胞治療產品測試

的國際標準檢測實驗室，建立內毒素檢測、無

菌試驗、黴漿菌檢測、細胞表面抗原分析、革

蘭氏染色分析、幹細胞分化能力檢測、細胞功

能性分析、產品殘留物檢測、細胞數及存活率

檢測、血液及血球分離、細胞激素檢測分析、

端粒分析等人類細胞治療產品安全性及功能性

分析，所有檢測服務也開放相關產業使用，並

推出全面性「臨床細胞製劑品質檢測服務」，

提供認證報告，協助顧客對細胞產品品質的監

控，讓顧客能專心開發細胞治療相關產品的同

時，提供認證第三方協助細胞治療開發單位檢

測需求，並保護其細胞治療產品之機密性，滿

足客戶需求，加速其幹細胞新藥問市。

興建亞洲第一座符合PIC/S GMP幹細胞

製劑工廠

　　隨著「肝硬化幹細胞新藥-GXHPC1(清肝

淨)」臨床試驗執行，細胞製劑需求量亦日趨增

加，今年，國璽幹細胞公司將於新竹生物醫學

園區內，興建亞洲第一座符合PIC/S GMP幹細

胞製劑工廠，初期規劃年產能為10萬劑幹細胞

製劑，未來除了生產國璽本身開發的幹細胞新

藥，也接受學術、臨床、業界委託進行生產製

造，並加速兩岸幹細胞產業的技術合作與市場

開拓，尤將引領台灣幹細胞新藥開始進入藥廠

階段，預料未來幹細胞的量產，將推升台灣生

物醫學科技躋身國際醫學之列，大步邁向新里

程碑。

國璽幹細胞遵循法規積極研發肝硬化幹

細胞新藥GXHPC1，可有效改善肝纖維

化，已獲衛服部IND核准，進行第一期臨

床試驗。

《審查委員評語》

GTESTing實驗室LOGO

研發同仁大合照

國璽幹細胞新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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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技術獎 

以
”品質專業、技術領先＂作為企業核心

價值的太豪生醫創立於2013年，係以

專注於開發人工智慧醫學影像處理系統，並以

研發各式高階醫療影像器材為主要目標的生醫

科技公司。團隊成員包含人工智慧、生物醫學

工程、資訊科技與醫學界等多個領域的優秀人

才，技術合作對象與來源為台大資工所與台大

醫院。

 

基於技轉成果，太豪生醫進一步結合人工

智慧開發出可用於臨床醫學上的新創產品。為

因應未來乳房超音波腫瘤篩檢之大量需求，目

前已有「3D自動掃描全乳超音波閱片系統」、

「手持式超音波全乳智慧掃描檢視系統」與「

乳房超音波電腦輔助偵測腫瘤系統」等不同產

品用於輔助醫師記錄及判讀3D ABUS超音波影

像與2D手持式超音波影像，以提升乳房腫瘤篩

檢品質及降低醫師作業時間。

 

太豪生醫應用人工智慧專注於各式醫療影

像腫瘤偵測與診斷，目標成為世界級醫療影像

處理設備解決方案及產品的提供者。未來亦將

持續研發應用於身體其他器官組織的電腦輔助

腫瘤偵測暨診斷系統，協助醫師早期發現腫瘤

並能早期治療，以達成快速篩檢腫瘤並造福人

類之目的。

太豪生醫(股)公司
手持式超音波全乳智慧掃描檢視系統

公司團隊合照

3D自動掃描全乳超音波閱片系統

手持式超音波全乳智慧掃描檢視系統

透過公司產品提供乳房腫瘤快速篩檢，並再結合雲端
診斷服務，縮短城鄉醫療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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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音波檢查為一非侵襲性、無放射線疑慮

的檢查，非常適用於45歲以下婦女及東方婦女

腺體較緻密的乳房，超音波往往可以偵測到乳

房X光攝影所未查覺的腫塊，同時也可讓婦女同

胞們免受乳房X光攝影時乳房擠壓之痛苦。但檢

查作業係以徒手方式進行，醫生需一手拿超音

波探頭於乳房上進行來回掃描，另一手鍵入每

一個腫瘤位置、探頭方向以及量測腫瘤最大徑

等資訊。由於記錄工作十分繁瑣而令乳房超音

波檢查流程增加不少時間，且所記錄的位置僅

憑目測亦不夠精準也可能遺漏病灶。

根據國健署最新發布的癌症登記統計資料

顯示，乳癌再度登上女性十大癌症榜首，零期

乳癌之十年存活率接近100%，第一期乳癌存活

率高達80%，第二期乳癌仍有60%之存活率，

若能加強篩檢，診斷出早期乳癌並加以適當治

療，戰勝乳癌的機率相當大。根據統計，女性

乳房若屬緻密型，經由X光攝影檢測出罹患乳

癌的機率，僅有46%。因此美國加州、康乃狄

克、紐約等24個州自2012年起陸續立法，一旦

醫師透過X光攝影發現女性是緻密型乳房，即有

義務告知其需進一步以超音波檢查。

本新創產品「手持式超音波全乳智慧掃

描檢視系統」可廣泛適用於市面上現有超音波

機器，並用來輔助醫生進行乳房超音波腫瘤篩

檢。在檢查作業過程中，本產品將會自動記錄

超音波影像，並同步顯示掃描方位與掃描角度

等定位資訊，當發現腫瘤時，醫生僅需按下

儲存按鈕，超音波影像搭配精確的腫瘤位置及

探頭方向皆被紀錄並輸出於電子檔案，藉此可

提供醫生日後利用定位資訊來選擇超音波影像

並檢視診斷，診斷結果可自動輸出成符合臨床

實際使用的報告，醫生可將報告儲存為電子檔

案或列印已供檢視。另外，漏掃描警示、掃描

覆蓋率資訊及疑似腫瘤即時警示等新創功能，

可用以達到超音波掃描標準化及品質控管之目

的。在本產品的輔助下，咸信各地婦產科診

所、醫院家醫科及婦產科皆可扮演乳房腫瘤篩

檢作業的第一線尖兵。

太豪生醫開發「手持式超音波全乳智慧掃

描檢視系統」，突破傳統超音波檢測方

法，有效達到標準化及品質控管。

《審查委員評語》

手持式超音波全乳智慧掃描檢視系統 BR-FHUS 
Smar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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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躍進獎 國際躍進獎

成
立於1993年，主要銷售的產品為骨科

植入物 (人工關節 )與相關手術器械，

聯合骨材致力於骨科植入物與器械研發，從產

品開發設計、生產製造、到終端全球市場行銷

達到完全垂直整合，為全球的醫療市場提供服

務。聯合骨材提供骨科臨床多樣化的人工關節

植入物選擇，並提供醫療人員臨床教育、支援

與服務。全球市場上總計有超過38個國家銷售

聯合骨材製造的人工關節。

全球人工關節市場概況

人工關節的使用是當一切保守性療法不能解決

退化性關節炎時的必要防線。絕大部份的老年

人更換了人工關節後，都能緩解痛楚，回復正

常的生活品質。人口老化是必然趨勢，人工關

節市場亦將持續成長。目前全球人工關節產業

年產值約在165億美金，年成長率約在3~4%。

人工關節近年來發展的走向皆往更個人化的關

節，更準確的手術，更短的復原時間方向去改

善。

臺灣研發製造，國際市場行銷

目前市場仍為幾家大廠壟斷，來自美國的四大

廠家即佔所有產業產值的8 0 %。聯合相較於

該四大廠商在知名度及指名度上仍有相當的距

離。不過近年來，透過成功突破關鍵技術，聯

合已成為全球少數完整整合生產製程的人工關

節製造廠。一條龍的產銷整合能加速產品上市

時間、縮短產品生產週期、有效控管存貨水

位、降低成本。累積二十餘年研發能量的累

積，已逐漸趕上世界大廠的腳步。

聯合骨材已在38個國家地區建立了營業

點，外銷比重近五年佔比約為75%。聯合近年

在美國、歐洲、日本皆成立了子公司。透過結

合當地有豐富經驗的經營人才一起參與投資，

並負責經營。在市場資訊的蒐集、銷售渠道的

建立、即時性的服務上又更進一步。未來將以

加強臨床研究、發表論文於國內外重要期刊、

促進國內外醫生之間的學術交流的方式增強使

用客戶的信心。

聯合用心研發，提供國際水準專業產品

聯合有70位工程師組成堅強的研發團隊，能針

對各式市場需求創新研發，提供全球醫師更多

的解決方案以協助病患。聯合髖關節系統及膝

關節系統為聯合主要核心商品，自上市至今已

超過12年，是相當成熟的成功產品。骨科領域

的產品週期平均皆超過15年，業界的標竿產品

甚至生命週期到20年以上。

聯合髖關節系統及膝關節系統擁有特殊的

尺寸設計，多樣化的配對組合讓骨科醫師可以

為不同需要的病患們選擇最佳的尺寸配對。並

容許更大的關節活動度，讓年輕病患有更高的

活動自由度。

聯合骨科器材(股)公司
聯合髖關節系統及膝關節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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髖關節系統在髖臼杯上除了更穩定的鎖合

機制、還有容許大角度鎖合的臼杯螺絲，讓醫

師具有更大的手術操作彈性。提供更佳的關節

穩定度、增進關節活動度，進而減低脫臼的風

險。臨床研究也證明了的聯髖產品的長期穩定

結果。搭配聯合抗氧化高耐磨聚乙烯E-XPE 內

襯，能提供良好的耐磨特性，展現高機械強度

及抗氧化的效果。

聯合提供多樣化的股骨柄選擇，讓骨科

醫師能夠根據不同病患需求，使用最適當的產

品。其中矩陣式設計的骨柄著重於股骨近端與

遠端尺寸之同時吻合，以滿足多種不同形狀的

骨髓腔。運用不同噴塗技術，例如鈦電漿與氫

氧基磷灰石 ( H A )雙層噴塗，能促進骨細胞長

入，有效促進生物固定。

膝關節系統具有精準、安全、耐用的特

性。保留病患骨本為其最大的特點，此設計可

更有效地預防假體周圍的骨折。後方穩定型的

股骨元件與他廠比起來更能減少3 0 %的切骨

量。關節系統的活動度可以達到155°屈曲，

充分滿足病患日常活動且符合高標準的活動

安全。內旋與外旋角度設計與自然人體動作相

似，讓病患的術後復健感覺更自然。搭配E -

XPE 襯墊將提供良好的耐磨特性、展現高機械

強度及抗氧化的效果

聯合持續掌握17項國內外新型及發明專

利，每一個設計都是本著從貼近病患需求、滿

足醫生需要的方向去設計研發。聯合未來也將

持續穩定成長，由心出發、關切每一個步驟，

服務世界各地更多醫師，協助緩解病患的痛

楚，讓更多家庭得到快樂。

聯合U2髖關節系統及膝關節系統有效提供

關節炎患者更有效之解決方案，產品已獲

多國認證，國際銷售及行銷能力俱佳。

《審查委員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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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躍進獎 國際躍進獎

百
略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以數位醫學

量測系統與健康服務為主軸的生物醫學

科技公司，是國內最大的數位醫療供應商，全

球最大的數位體溫量測產品供應者，同時也是

全球電子血壓量測產品的三大供應商之一。37

年來百略以完整的銷售通路、深厚的研發實

力、確實的生產管理、及良好的財務規劃奠定

數位醫療量測領域的領導地位。現有產品線也

已擴大至電子血壓計、額/耳溫槍、體溫計、電

熱毯及熱敷墊等產品。

百略於 2 0 1 7年台北生技獎競賽中，成

功以自有品牌Mic ro l i f e「第三代專業血壓管

理系列」榮獲國際躍進獎項目。此系列血壓

計提供各種高階功能如心房顫動偵測 ( A t r i a l 

Fibril lation, AFIB)、平均量測模式(Microlife 

Average Mode, MAM)及心律不整指示(Pulse 

Arrhythmia Detection,PAD)等，幫助高血壓

患者及早發現可能發生中風的警示與心律不整

症狀，並將血壓量測指南轉化為自動執行步

驟。

    此外，主推輕巧便攜型的攜帶型血壓計，方便經常因工作需要出差之商務人士於作息不正常

之差旅途中，仍可按時監控血壓狀況。百略針

對不同年齡及使用者情境，研發出各類產品，

使不同族群皆可選擇最適合自己的血壓計，以

取得正確的量測數值，讓使用者能更快速方便

地做好個人健康管理。

心房顫動是造成中風的危險因子之一，

且心房顫動患者發生中風的機率較一般人高出

5倍。成年人口約有1％患有心房顫動，在65

歲以上的族群中，約有5％患有心房顫動，85

歲以上的族群中則為14％。根據台灣腦中風學

會統計，全台約每10萬人中有150人診斷為心

房顫動，而80歲以上民眾中，每10萬人就有

1,571人是心房顫動患者。

Micro l i fe心房顫動偵測 (AFIB)為獨家專

利技術，由百略將其實現於血壓計中進行臨床

驗證。與心電圖機做比較，經實證為全球唯一

的心房顫動偵測專利技術，臨床上與心電圖比

較具有高敏感性 (99.2%)與專一性 (92.9%)，

提供使用者於量測血壓的同時可自動偵測心房

顫動，並藉由此專利量測技術與其他競爭者成

功作出產品區隔及差異化。

平均量測模式 (MAM)可直接將血壓量測

指南轉化為自動執行步驟，藉由三次自動量

測，教育使用者正確的血壓量測模式，降低白

袍效益或是單次量測的變異性，適用於高血壓

患者居家監控血壓狀況。此外，心律不整指示

(PAD)及指示燈為量測出心律不整時，自動顯

百略醫學科技(股)公司
百略醫學第三代專業血壓管理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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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指示燈讓使用者清楚了解此次量測值所代表

的血壓意義。

Micro l i fe「第三代專業血壓管理系列」

提供直覺式操作，使用者可輕易測量血壓，只

需要按一個按鍵，血壓計即自動完成歐美血壓

測量指南建議的連續三次測量，且輕按記憶鍵

便可看到過往的血壓記錄與平均數值，省去用

紙筆抄寫的麻煩及可能產生的錯誤。此系列血

壓計之認證均委託第三方機構進行相關臨床測

試，確保符合歐美臨床Protocol認證，同時符

合英國高血壓學會最高等級A/A準確度測試，

協助一般民眾及有心房顫動疑慮或高血壓患者

居家監控血壓狀況，同時幫助醫師及早偵測患

者心血管疾病的發生。

百略以「M i c r o l i f e」自有品牌行銷全

球，近年來與國際專業醫療機構與學會合作，

針對產品特色技術及認證與國外機構（如美國

Cornell大學、美國紐約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

學、英國倫敦大學、義大利Padova大學）建

立良好合作關係，同時透過獨家代理及販售模

式，搭配完整通路銷售布局，以全球市場為目

標。除此之外，百略持續連結相關產業鏈，透

過醫材行等零售通路主攻家用市場，搭配專業

通路（例如醫師、健康管理師、藥師等）做市

場行銷。同時透過衛教宣導讓民眾了解血壓管

理與預防中風的重要性，進而推動強化預防中

風與即時治療等健康概念。

百略始終致力於提供整合型健康服務事

業，提供全方位的各類慢性病及體重管理，以

全面性的生活醫學事業協助國人開創有深度的

優質健康管理，創造全人類的優質生活。百略

期盼未來持續累積國內外消費者的高評價，並

在全體員工的共同努力下，榮獲更多國際獎項

與殊榮，使Microl i fe於國際間發光發熱，成為

全球知名品牌代表。

百略醫學持續改良血壓計產品，同時開

發偵測心房顫動之功能，產品行銷全

球，布局完整。

《審查委員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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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躍進獎 國際躍進獎

金
樺生物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

金樺” )是一家以生物藥開發技術為企

業核心價值的公司，自2007年成立以來，逐步

建立自有技術，成為台灣唯一以研發技術為重

心，具備生物新藥上游開發能力的生技公司。

金樺的技術核心包含1)藥物設計、2)細胞株製

備及3)產程開發等步驟，為生物藥開發最重要

之承先啟後的階段。

金樺經營策略主要有三大方向: 1) 技術服務、2) 

相似藥細胞株產品線 、3) 新藥開發。

1)技術服務:

金樺所提供的是客製化的專案內容，運用金樺

完整的上游開發技術，配合客戶的藥物開發階

段，提供藥物優化、細胞株開發、產程及檢驗

方法開發、試劑樣品生產等服務。

 

2)相似藥細胞株產品線:

金樺生醫有一系列的相似藥生產細胞株產品

線，透過公司網頁及大型商展進行行銷，以＂

非專屬授權＂的策略，將相似藥生產細胞株販

售有意開發相似藥的公司，進行符合其目標市

場之法規需求之開發，達到相似藥上市的目

的。

3)新藥開發:

金樺以自身的核心技術，投入新藥的開發，

主要有兩大開發模式: 第一種開發模式為自行

開發 :金樺運用自有的蛋白藥物優化技術，投

入新藥的開發。金樺的第一個生物藥新藥品

項為ECC01，是金樺獨立設計、並解決了棘

手的蛋白質穩定性及活性問題之後，所開發出

來的新藥品項。此藥物為一個雙效的融合蛋

白，在動物模型中，顯現出非常好的療效。目

前，金樺全力投入此項目，除了將進一步藥物

優化、開發產程之外，也預計進行多種癌症的

動物模型測試，並將進行生物安全性的前期測

試。。第二種開發模式為合作開發。金樺與

NanoCar r ie r於2017年三月正式簽署合作計

畫，透過雙方核心技術的結合，可有效地推展

研究方向與進程，快速的從實驗室的規模開發

至符合法規之GMP生產製程，以縮短藥物從研

發階段到產品上市的時間。日本NanoCarr ier 

株式會社，為日本市值將近兩億五千萬美元的

奈米新藥開發公司，，此次的簽約，是希望借

重金樺在生物藥開發的上游技術，共同研發新

一代的奈米藥物。這個新一代的生物藥複合微

胞技術，將可把微胞所攜帶的生物藥物準確地

送到標的細胞，產生最佳的安全性與療效。 金

樺將透過自行開發與合作開發兩種模式的靈活

運用，快速建立新藥產品線，成為生物新藥品

金樺生物醫學(股)公司
生物藥之藥物設計與細胞株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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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的搖籃。

從台灣出發 躍上國際舞台

金樺的生物藥開發技術，具有國際水準，過去

五年來，透過仲介、國際參展及公司網站行銷

等三大通路，開拓了以日本、印度、中東等國

家的國際市場。金樺的八個日本客戶中，有七

個為上市公司，其中五家市值介於1億到8.5億

美金，另有兩家市值大於100億美金。另外，

金樺的印度客戶亦為市值高達70億美金的印度

前五大藥廠。這些藥廠、生技公司，與金樺是

長期合作的穩定關係，一但開啟合作契機，經

常持續委託多個專案。由此可見，金樺的技術

與產品，已在國際市場建立相當的知名度，受

到知名之大藥廠與新興生技公司的肯定。

金樺以細胞株製備技術為核心的生物藥開發能

力建立了良好的口碑，成為一個有價值的國際

品牌。自2014年以來，金樺的營收均有超過

80%來自國際市場，顯示金樺之國際行銷能力

優良，尤其金樺是一個不到三十個人的小規模

公司，可投注在業務拓展與行銷的人力物力有

限，卻能夠在台灣眾多的生技公司中，成為少

數備受國際客戶青睞、擁有穩定國外營收及客

源的國際品牌，足證金樺的技術、專業、與服

務的品質，深受國際市場的肯定，這也正是金

樺行銷自己最強而有力的方法。

    金樺所擁有之生物藥開發技術，是生物藥

在商業開發中最關鍵的起始步驟，透過藥物設

計、優化的步驟，可將一個有治療潛力的候選

藥物賦予商業開發的價值，繼而進入細胞株製

備的階段；而一個好的細胞株及產程，可說是

決定生物藥物之品質、成本的關鍵，其優良穩

定的品質可大幅提升後續開發的成功機率，而

高產量所創造的成本優勢則為未來市場競爭的

一大利基。 

綜覽台灣的生技產業價值鏈，在學研界不乏優

秀之研發成果，在生產製造上亦有具備GMP量

產設備與能力的公司，而臨床前至臨床階段開

發公司也各有擅場，唯獨在上游細胞株製備技

術的部份，金樺可說是台灣唯一具國際技術水

準的公司。金樺在這個關鍵位置的努力，大大

提升了生物藥從學研成果商業化的流暢性，也

加速了生物新藥開發的速度與成功機率。

金樺生醫擁有創新細胞株製備和產程開

發技術，成功開拓國際市場，已獲得國

外多家藥廠和生技公司之肯定。

《審查委員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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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轉合作獎 技轉合作獎 

國
家衛生研究院生技與藥物研究所（生技

藥研所）利用小分子化合物取代抗體的

角色，發展新ㄧ代抗腫瘤藥物。本技術的亮點

是利用大量表現在腫瘤部位的 Phosphatidyl-

serine 作為顯著的標誌物，建立空間和時間控

制的傳輸系統為開發全新(First-in-Class)的癌

症治療方法。此「標靶式」抗腫瘤藥物，可將

抗癌藥物準確傳送至腫瘤組織，增加腫瘤中的

藥物濃度提昇抗癌藥效，並大幅減少藥物副作

用。 目前實驗結果顯示，DBPR115針對大腸

直腸癌與胰臟癌有顯著反應，其用藥量為原上

市抗癌藥物的1 /5時，即有高達數倍的腫瘤生

長抑制效果。由於大腸直腸癌近9年來已蟬聯

國人常見癌症罹患人數之首，DBPR115的研

發，將為國內大腸直腸癌患者的治療帶來新的

希望。DBPR115預計於2018年底進入人體臨

床實驗。

國衛院生技藥研所自1998年成立至今已

進行或參與數個大型藥物研發計畫，包括抗癌

藥物、抗糖尿病藥物、抗SARS藥物、抗流行

性感冒藥物、抗C型肝炎病毒藥物、抗腸病毒

藥物等，自2003年起陸續申請253項專利，獲

得120項；2002年起發表440篇論文，平均每

年約30篇；2004年起陸續產出15個候選藥物

進入臨床前與臨床試驗發展階段，5個候選藥

物技轉廠商，其中2個候選藥物已完成人體一

期臨床試驗；2個候選藥物將進行人體二期臨

床試驗（圖一）。其中DBPR108、DBPR211

、DBPR112與DBPR114於NRPB國家型計畫

統計藥物進入發展階段之6個小分子中，即佔

了4個。

生技藥研所團隊研發出可有效將傳輸系統

與藥物連結之技術，並衍生新型專利「二甲基

吡啶胺衍生物及其醫藥用途」，且已經獲得美

國專利的許可。國衛院引進與美國Molecular 

Targeting Technologies公司之可辨識腫瘤

Zn-DPA獨特藥物傳輸系統，應用於開發抗癌

新藥。由於DBPR115其最具特殊之處，團隊

針對此特殊官能基所形成的數百項之衍生物，

都列在專利的請求項(claim)中，藉此達到最大

的藥品保護範圍，同時也大大提高了其他廠商

在專利迴避設計上的困難度。在臨床候選藥物

DBPR115全球專利的佈局方面，特別針對全

球最重要的幾個抗癌用藥市場做了非常完整的

規劃與佈局。2014年7月國衛院於台灣生技月

發表生醫創新技術並徵求合作廠商，於隔年12

月與與泰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泰緯

生技)締結產學合作，共同執行研發新型抗癌新

藥DBPR115（圖二）。此技術合作模式為國

衛院結合國際及國內產學合作的成功首例。

國家衛生研究院與泰緯生技在2016年8月

18日完成DBPR115技術移轉之後，將進入新

藥研發第二棒試量產階段，執行臨床前試驗相

關工作，將評估候選發展藥物在生物體內的安

全性、毒理、代謝及處方研究等，同時亦針對

候選發展藥物是否具有適當的藥物特性，可以

繼續發展及使用於人體，提供重要的依據，為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生技與藥物研究所

癌症治療之新穎小分子胺抗癌藥物傳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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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探索成果連接並轉譯至臨床試驗與產業化

發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

生技藥研所的新藥研發團隊從新藥探索

研究跨足至新藥發展計畫，抗癌藥物傳輸系

統候選藥物DBPR115之臨床前試驗，所建立

之相關經驗與專業，為目前國內所欠缺的實例

經驗。為順利推動本計畫執行之各項工作，藥

物化學團隊、製劑團隊、藥理團隊、專案計畫

行政管理團隊與客座專家，每個月定期召開

進度會議，國外顧問則以 t e l econ fe rence方

式與會，共同追蹤與討論計畫進展，專案計畫

管理團隊則每兩週固定提供計畫執行進度給所

有計畫團隊，使團隊成員皆能定期了解計畫執

行進度，充分利用團隊合作模式，積極推動

DBPR115的產出及技術轉移（圖三）。此計

畫之執行不僅建立小分子新藥從上游探索階段

推進至臨床前與臨床試驗階段的模式，所建立

之產官研合作模式更拓展了國內產官研界推動

新藥發展計畫之相關經驗。期待藉此成功的合

作模式，能促進國內愈來愈多的新藥研發策略

聯盟，蓬勃國內生技製藥產業的發展。

小分子胺類抗癌傳輸系統創新性高，可

將抗癌藥物準確傳送至腫瘤組織，競爭

優勢強，智財布局完整，為國內產學合

作成功之典範。

《審查委員評語》

（圖一）生技藥研所創新科研成果

（圖二）DBPR115 研究發展歷程

（圖三）DBPR115 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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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轉合作獎 技轉合作獎 

世
界衛生組織於二十世紀末指出，感染症

將成為威脅人類健康的最重要疾病之

一，隨著人類生活型態改變、病毒與致病性微

生物不斷適應、變異，使得各種新興傳染病及

再浮現的傳染病不斷發生。國家衛生研究院為

了因應此任務，於2012五月合併感染症組及

疫苗研發中心二個單位成立感染症與疫苗研究

所。透過研究感染症之致病機轉及研發可行之

藥物或疫苗是預防感染症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更能降低醫療成本。不同國家感染症流行狀況

各有不同，必須仰仗國人自行研究及發展本土

疫苗，因此針對台灣地區重要之感染症問題，

應做好緊急應變與中長程研究之規劃，以維護

國人健康。

腸病毒種類分為多種型別，總共有數十種

以上，其中

腸 病 毒 7 1

型及克沙奇

病毒已被證

實會引起五

歲以下嬰幼

兒 手 足 口

病 、 疱 疹

性 咽 峽 炎

和神經系統

的病變甚至

死亡，在台灣、中國、東南亞多次爆發嚴重疫

情。根據流行病學研究，75%的手足口病是克

沙奇病毒類感染，只有15%的手足口病是腸病

毒71型引起。目前開發疫苗為使用福馬林去活

化腸病毒71型疫苗，包括國衛院及其他國家（

新加坡、中國等）臨床試驗結果皆顯示只能預

防腸病毒71型，但是對克沙奇病毒引起的手足

口病無效。因此在防治腸病毒感染引起手足口

病，亟需要創新研發廣效性的新疫苗。

國家衛生研究院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周

彥宏副研究員團隊研發利用黏膜性載體（腺病

毒載體Ad），攜帶並驅動腸病毒類病毒顆粒的

基因構築成Ad-VLP疫苗，經動物實驗發現可

做為預防腸病毒及克沙奇病毒感染的多價型疫

苗，並成功技轉聯亞生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簡

稱聯亞生技)，由聯亞生技進行後續開發。藉由

此技術建立之合作模式可加速產品開發上市時

程，適用於具有高度時效要求的新興傳染病疫

苗研發，獲選2017臺北生技獎「技轉合作獎銀

獎」。 

有別於過去減毒性腸病毒疫苗，Ad-VLP 

疫苗是一個新的技術平台，利用腺病毒載體攜

帶不具毒性的腸病毒類病毒顆粒，並能幾近真

實的呈現抗原型態供免疫系統辨識，引發正確

的免疫保護作用。團隊並且運用其全球首創，

符合人體病理反應的腸病毒感染實驗動物模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

創新多價型嬰幼兒手足口病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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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hSCARB2基因轉殖鼠進行試驗，準確測試

Ad-VLP 疫苗效力。團隊發現，Ad-VLP 疫苗

可在受試老鼠體內表現類病毒顆粒（VLP），

引起具有保護力的中和性抗體反應及Th1/Th2

細胞性免疫反應，並且完全對抗腸病毒71型及

克沙奇病毒A16型致死性攻毒，使受試動物完

全存活。相較於福馬林去活化腸病毒71型疫苗

只能引起中和性抗體反應並只保護腸病毒71型

的致死性攻毒，顯示Ad-VLP疫苗為多價型疫

苗，在通過臨床試驗後，可適用於嬰幼兒的接

種以遏止腸病毒71型或克沙奇病毒引起的手足

口病。

此技術獲刊登在頂尖國際期刊(PLoS Ne-

glected Tropical Diseases, 2015)，同時獲

得2015 年第十二屆國家新創獎。 

A d - V L P疫苗在技術成熟度已達試量產

階段，並已建立所需的cGMP生產製程包含（

一）腺病毒載體生產之無血清，懸浮培養技術

培養293A細胞; 病毒純化製程；（二）疫苗生

產用細胞庫生產及認證；（三）cGMP等級QC

檢測QA文件鑑定及生產疫苗種原。在完成階

段性臨床前開發工作後，於2016年7月成功技

轉予聯亞生技，由其承接執行後續開發工作，

希望藉由產學合作，加速產品研發時程，預計

2018年開始進行臨床測試。此技術平台有助

於建立產官學三方合作模式，適用於新興傳染

病疫苗研發，並結合其他病毒性疫苗開發多價

疫苗用於嬰幼兒及全民感染症防疫。希望藉此

帶動國內生技產業在新型疫苗的發展，協助提

升國家防疫能量，將台灣生技產業推向國際水

準。

創新多價型嬰幼兒手足口病疫苗預防腸

病毒和克沙奇病毒之效果佳，且安全性

高，已技轉疫苗廠商，對我國疫苗開發

和產業發展有正面意義。

《審查委員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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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世界衛生組織2016年「全球糖尿病

報告」指出，目前全球糖尿病人數已

超過4億人，科學家更預測全球糖尿病人數將

於2025年突破7億大關，且發病年齡層逐年降

低。台灣糖尿病患約有160萬人，預估每年糖

尿病健保用藥約120億台幣，全球糖尿病相關

產品市場推估650億美金。因此，世界各國均

積極開發新的糖尿病藥物及保健產品。由於化

學合成藥常有副作用，因此人們尋找各種天然

功效產品。有人從植物發掘新藥(包括糖尿病藥

物 )，然而常有植物來源不易掌控、植物生長

慢、種植面積大、功效成份分離困難等缺點。

本案乃由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蔡國珍教授

自行篩選而得專利酵母菌，利用發酵技術生產

具調節血糖功效的產品。在2001-2004年科技

部 (前身為國科會 )三年期計畫「酵母菌葡萄糖

耐量因子的生產及其作用機制探討」、2005-

2006年科技部產學計畫「酵母菌葡萄糖耐量因

子之量產及其安全性評估」、以及2009-2010

年科技部產學計畫「以餵食模式探討不同處

理之酵母菌產品對糖尿病大鼠降血糖之效果」

支助下，蔡國珍教授研究團隊完成本案相關研

究。研究團隊首先從臺灣不同環境土壤分離得

到上百株酵母菌株，利用細胞活性分析從中篩

選得到一株降血糖活性之酵母菌株 (No .54)，

接著研究團隊針對該菌株完成下列研究：

(1 )建立該菌株生產活性物質的培養基組

成及培養條件，利用10公升發酵槽可大幅增加

培養液活性；

(2 )利用管柱層析法分離純化活性物質，

確認活性物質為54kDa蛋白質，完成該蛋白之

胺基酸定序、熱安定性及pH安定性等特性；

(3)以分化 3T3-L1脂肪細胞探討該活性物

質促進葡萄糖吸收的作用機轉；

(4 )建立該酵母菌活性物質的萃取方法，

以STZ誘導大鼠為第二型糖尿病大鼠，分別餵

食酵母菌萃取物及破碎酵母菌，確認酵母菌萃

取物可顯著改善糖尿病大鼠口服葡萄糖耐受性

(OGTT)，顯著降低2小時後血糖、以及空腹

血糖。另分析肝臟醣類代謝酵素活性，顯示該

酵母菌萃取物顯著增加肝臟Glucose-6-phos-

phate dehydrogenase 之活性，使細胞內葡

萄糖藉由HMP路徑分解肝臟內葡萄糖。此外，

酵母菌萃取組及破菌組之血漿三酸甘油酯及肝

臟總膽固醇濃度均明顯低於糖尿病控制組。顯

示該活性物質除了具降血糖活性外，也可有效

降低糖尿病患血脂。

(5 )經由探討酵母菌萃取物之基因毒性、

突變性、28天動物毒性等多種安全性測試，顯

示其為安全菌株。

該技術於2009年3月1日技術移轉授權給

「得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已完成1

公噸發酵槽量產規模，並於2016年5月20日以

「葡耐因膠囊」商品名獲得中華民國健康食品

許可證(衛部健食字第A00302號)，述明該產品

對禁食血糖偏高者具有輔助調節血糖作用。目

前該商品由「得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委託「

國家級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權進行市場

佈局及商品行銷事誼。

本產品創新價值乃使用安全且會產生類似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具降血糖功效的新穎酵母菌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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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島素功能蛋白質之酵母菌，掌握發酵技術增

加其活性物質產量，再以萃取技術萃取其活性

成分。該菌株為安全菌株，且產物也已經通過

基因毒性、突變性、28天動物毒性等多種安全

性測試，顯示其安全性。此與一般化學合成藥

物不同，化學合成藥物常有其使用上之限制與

副作用，尤其是不能供做日常保健之用。

本產品關鍵成分乃一種類胰島素功能之蛋

白質，其分子量為54kDa。利用分化的3T3-L1

脂肪細胞所進行之實驗顯示，在未加胰島素條

件下，該活性蛋白本身即可增加細胞膜上Glu4

輸送蛋白量；在胰島素存在下，該活性蛋白可

增加胰島素功能，使細胞膜上 Glu4輸送蛋白

量大於僅加胰島素者；該活性蛋白對細胞作用

機轉與胰島素相似。顯示本產品對缺乏胰島素

之第一型糖尿病患，以及胰島素功能不全(非胰

島素依賴)之第二型糖尿病患均有效。另外，本

產品尚含有來自酵母菌細胞壁之ß-葡聚醣，其
具降血糖、降血脂等許多生理活性，可更強化

本酵母菌之54kDa活性蛋白之降血糖與血脂功

效。由於糖尿病患常伴隨血脂上升，本產品除

了具有降血糖功效外，可有效預防血脂上升。

國立海洋大學篩選專利酵母菌，利用發

酵技術生產具調節血糖和血脂功效的產

品，取得健康食品許可證，已成功技

轉，具有產業效益。

《審查委員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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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衛生研究院生醫工程與奈米醫學研究

所林淑宜副研究員團隊研發「於腫瘤細

胞活化的鉑金藥物」，有別於傳統鉑金化療藥

物，此新穎藥物可避免引發全身性的毒性，且

不易產生抗藥性。研究成果順利技轉霍普金生

醫股份有限公司，接手推動各項臨床前試驗研

究工作。此研究於2015年獲第十二屆國家新創

獎「學研新創獎」，此次再獲入圍2017臺北

生技獎「技轉合作獎」，不僅是對本技術的肯

定，更展現國衛院在奈米醫學研究領域深耕多

年所累積的研發量能。

國家衛生研究院「生醫工程與奈米醫學研

究所」聚焦於生醫材料、生醫學影像、奈米醫

學、醫用電子四大研究方向，並以開發前瞻生

醫產品、發展高階生醫影像、奈米醫學核心技

術，及開創生醫產業新契機為研究導向。在多

年厚植的基礎下，已有多項傑出技術成果授權

產業界。

本年度獲優等獎之「於腫瘤細胞活化的

鉑金藥物」技術，其發展構想起因於目前以化

學療法治療惡性腫瘤時，半數以上的療程會用

到主要成份為鉑金的藥物。其中最有名的就是

「順鉑」；此類藥物被水分子活化後會產生毒

性，在抑制癌細胞的同時也毒害全身的健康細

胞，方法雖然有效，卻也會使患者產生嚴重的

副作用或身體惡質化現象。在生技醫藥國家型

計畫及奈米醫學國家型計畫的資源奧援下，林

淑宜博士團隊研發的新穎鉑金藥物 (Targepla-

tinTM)，進入人體之後不立刻發生水解活化，經

胞吞作用，進入癌細胞之後，才開始有效地活

化成具有毒性的鉑離子，發揮抑制癌細胞的功

效，即「TargeplatinTM」係為一種具有「於腫

瘤始活化」的治療藥物，可避免產生全身性的

毒性，大幅減輕患者身體的負擔；另外一項特

色是：由於「TargeplatinTM」不會引發活性氧

化物的生成，因此不易產生後天抗藥性。

「Targep la t in TM」的關鍵技術在於提供

癌細胞可溶解的「奈米鉑」，藥物在癌細胞的

弱酸環境下，最終釋出有毒的鉑離子，再透過

嵌入細胞的D N A，致使癌細胞無法複製而凋

亡。此外，目前已知「Targep la t i n TM」是藉

由細胞吞噬的方式進入，並不經由離子通道，

因此有機會毒殺對「順鉑」產生抗藥性的癌細

胞，再加上無類似「順鉑」的後天抗藥性等顧

慮，將有機會成為一線用藥。

在市場方面，以順鉑為治療藥物的「乳

癌」、「肺腺癌」和「卵巢癌」醫療市場推

估：據IMS Health資料顯示2013年全球九大

市場之乳癌藥物市場規模約為9 8億美元，預

計到2023年可達182億美元。GBI Research

的報告則指出，2013年卵巢癌治療市場規模

約為2 . 9 4億美元，預計到2 0 2 0年可達4 . 1 8

億美元，而全球肺癌的治療市場由2010年的

40億美金增長到2020年的130億美金，顯示

「TargeplatinTM」前景大好。

研究團隊在看好「Targep la t in TM」對癌

細胞專一性及不易產生抗藥性的優勢下，目前

已完成全球專利佈局，並率先獲得中華民國、

美國、澳洲及加拿大等國核准。同時，此新穎

藥物也已經技轉予國內廠商霍普金生醫股份有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於腫瘤細胞活化的鉑金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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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霍普金生醫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4年，該公司主要以癌症新藥研發為主，癌

症新藥臨床應用為目標。未來藉由彼此共同合

作與持續開發，預期將有機會優先應用於「三

陰性乳癌」、「肺腺癌」和「卵巢癌」等疾病

治療，為癌末病人帶來新契機。

新穎奈米鉑金藥物可精準靶向至腫瘤位

置，發揮殺死癌細胞之功效，不具毒性

及抗藥性之副作用，具市場潛力。

《審查委員評語》

實驗操作圖

12th 國家新創獎

技術說明

藥物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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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
癌為一惡性腫瘤，居全球癌症發生率第

六位，死亡率第二位(2012)。根據我國

衛生福利部統計，雖然10年內肝癌發生率逐年

下降，但肝癌仍為我國男性及女性癌症患者死

亡原因之第二位(2016)。肝癌初期不易察覺，

發展至後期，超過80%患者因腫瘤過大、發生

血管侵犯或為多發性病灶，無法以手術方式治

療，而化學治療及傳統放射性治療亦無良好療

效，發展新的有效治療方式是當務之急。

原科中心(原子科學技術發展中心)為國立

清華大學之編制內研究中心，任務為配合國家

原子科學技術之發展，推動原子科學研究及原

子能之醫療等民生應用和平用途。原科中心之

清華水池式反應器(Tsing Hua Open-pool Re-

actor, THOR)是國內重要的核子設施，近半世

紀以來為台灣原子能和平用途之人才培育與研

究發展奠立深厚基礎。自1992年，原科中心開

始發展硼中子捕獲治療(Boron Neutron Cap-

ture Therapy, BNCT)研究，於2004年完成

BNCT照射射束建置，將THOR應用於生物醫

學，為清大之重點研究。BNCT具有結合癌症

藥物標靶治療與中子捕獲治療的雙重功能，是

先予癌症患者施打對腫瘤細胞具有高濃度選擇

性積聚之含硼藥物，再以核子反應器所產生之

中子照射腫瘤部位，藉由含硼藥物易與腫瘤結

合以及硼在腫瘤部位發生中子捕獲反應產生高

能量粒子，達到殺死腫瘤細胞同時使正常細胞

的傷害降到最低的目的。BNCT是盡可能「不

傷及無辜」的腫瘤新療法。

2010年清華大學 -臺北榮總 -日本京都大

學簽訂三方合作協議書，共同以T H O R進行

BNCT之臨床研究合作，為癌病病患提供新的

治療方法。THOR-BNCT於2010年3月獲衛生

署之人體臨床治療試驗許可，於2010年8月11

日進行首次的BNCT人體臨床癌病治療，國內

首次結合重粒子與標靶方法之癌病治療於清華

大學付諸實現，是台灣癌病治療史的里程碑。

第一個BNCT臨床計畫為頭頸癌之治療，17位

頭頸癌復發末期之病人於接受BNCT治療後病

況皆獲改善，有6位病患經醫師診斷為腫瘤治

癒。腦瘤之B N C T臨床治療於2 0 1 7年開始執

行中，至目前之觀察病人恢復極佳。肝癌為

THOR-BNCT的下一個治療標的腫瘤。

國立清華大學原子科學技術發展中心

硼酸於硼中子捕獲治療肝癌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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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全球首創研發硼中子捕獲治療

肝癌之新療程，發展出可選擇性積聚於肝腫瘤

的藥物 -硼酸，經兩種肝腫瘤動物模式證實硼

酸會選擇性的積聚於肝腫瘤組織及腫瘤血管，

中子照射時肝腫瘤組織及腫瘤血管被硼中子捕

獲反應有效破壞致死，且不影響正常肝細胞功

能，治癒率高，實驗動物預後良好。此成果已

於2014年取得我國專利(發明第 I454281號)，

及於2015年取得美國專利(US 9,168,301 B2)

，部分成果已發表於國際期刊及國際會議。此

專利已技轉予信東生技公司，信東生技公司是

THOR-BNCT臨床治療藥物BPA的製造供應廠

商，除了長期默契，合作過程中也累積一定的

專業能力。本案主持人周鳳英教授積極協助業

者推動臨床試驗，期盼能造福更多肝癌患者。

相較於質子治療，本標的所需之療程較

短，所花費之經費亦較少。未來可以加速器

所產生之中子源執行BNCT，加速器可設置於

醫院中，使用更為方便。BNCT治療之成功需

有藥物、核子工程、生物學、及臨床醫師等不

同領域專家之整合。本合作團隊專家包含清華

大學原科中心、核工所、生科所及化學所之教

授、中興大學獸醫學院之教授及臨床醫師、臺

北榮民總醫院腫瘤醫學部、核子醫學部醫師，

於專利技轉後並加入信東生技之藥物研發專業

人才。

本團隊為國內具有執行頭頸癌及腦瘤

BNCT治療經驗之特殊團隊，具極優之核心競

爭力，將著手向衛福部食藥署申請查驗登記用

「使用含硼藥物 (硼酸 )以硼中子捕獲治療 (Bo-

ron Neutron Capture Therapy, BNCT)技術

治療肝腫瘤」之藥品臨床試驗計畫申請 ( I N D 

submiss ion)，將提供肝癌病患一個新的有效

治療方法。

清華大學以硼酸作為硼中子捕獲治療肝

癌之新穎藥物，在醫療產業中具高度競

爭力和市場潛力。

《審查委員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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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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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為辦理本獎獎項之審查，將分別組成新創技術獎、國際躍進獎及技轉合作獎三類獎項

    審查委員會，各委員會由執行單位依技術專業、財務暨營運、智慧財產權及創業投資等 

    四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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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獎項分組召集人各一人，由各審查委員會委員互推。

前項各分組審查委員會分設委員七名，委員資格條件如下： 

（一）、技術專業專家：

生物科技領域技術之專家且對生技相關技術產品研發，具有實務管理經驗者。

（二）、財務暨營運專家：

具財務及企業營運專長之專家學者、對公司財務及營業運作流程熟悉者。

臺北市生技獎競賽要點

二、本獎各獎項參賽資格如下：

（一）、新創技術獎:

      凡依公司法設立，且於本獎受理申請日前(含當日)未上市上櫃之國內生物科技公司，以  

     其創新之技術或商品標的申請參賽。

（二）、國際躍進獎：

    凡依公司法設立之國內生物科技公司，以其於國際行銷布局或國際技術合作卓有績效之

    商品或技術標的申請參賽。

（三）、技轉合作獎：

    凡國內之大專院校暨研究機構、法人機構等學研單位，以其與國內外生物科技公司技術

    移轉或產學合作之標的申請參賽。但曾獲臺北生技獎-產學合作獎之單位不得以相同標  

    的再次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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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準則。  

    參賽資格中所稱生物科技公司係指同時符合有以生物技術為核心能力及從事與生技相關

    研發、製造或銷售之公司。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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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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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慧財產權專家：

具實際從事智慧財產實務工作或教學經驗者，熟悉智財事務法規。

（四）、創業投資專家：

具實際評估生技投資案或具參與生技公司經營決策經驗之相關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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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後方對外公

佈。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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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前工作會議：

  1.依據本要點擬定臺北生技獎競賽說明，並邀請各審查委員參與審查前工作會議，會中

       就競賽說明相關之各獎項之評審機制及審查基準等競賽重點事項加以說明，以徵詢委 

       員前揭競賽說明修訂意見後，據以修正競賽說明暨辦理後續競賽相關工作。

    2.推選審查委員會總召集人及各獎項分組召集人。

（二）申請文件資格審查：

       收件截止日後，由執行單位初步檢查申請單位之參賽資格及參賽文件是否齊備，如資

       料不足者須於補件期限內完成資料補正，並於資料齊備後始進入後階段審查程序。

（三）初審:

    執行單位將參賽單位參賽文件寄予各審查委員，由審查委員就申請案件進行書面審 

        查，並就參賽案件進行序位評比，後由執行單位加總各委員評比結果，各獎項依總序   

       位優序，擇各獎項名額之三倍率參賽案件進入複審，若統計後序位相同者則增額進入   

       複審。

(四）複審：

    由執行單位邀集各獎項分組委員會委員召開複審會議，由委員就通過初審之參賽案件 

       之書面資料及現場簡報內容進行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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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案件整體評分為一百分，並以平均八十分為最低得獎門檻，由各獎項分組委員依   

       該獎項審查項目及權重加以評審給分並排名後，加總各委員評比序位，依總序位進行 

       優序排名，若遇有總序位相同者，由委員進行不記名投票決定優序；參賽案件若均未  

       達得獎門檻，該獎項得以從缺。

       進入複審之參賽單位若未依通知出席現場簡報，則視同放棄參賽資格。

（五）綜合審查會議：

   由執行單位邀集審查委員會總召集人及相關委員，並由各獎項分組召集人就複審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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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說明分組報告(各分組召集人因故無法出席應指派該分組代理說明)，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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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獎項若有從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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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核予獎金。各獎項得獎名單由執行單位彙整後呈報市府核定。

六、審查委員應迴避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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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1.參賽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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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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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案件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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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空缺由市府原擬定審查委員會建議名單中擇一替補之。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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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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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有關本獎每年度受理報名時間、獎勵項目、獎金配置、評審項目及權重等競賽細項細

    則，本局將另以本獎競賽說明公告之。

九、臺北市議會或議員調閱相關文件時，得於遮蔽個資及營業秘密資訊後提供，不受保密條

    款限制。

    本府及執行單位因執行本計畫取得參賽單位及參賽案件相關資料時，僅得於執行本計畫範

    圍內蒐集、處理或利用參賽單位及參賽案件之個資及營業秘密資料。

    本計畫執行單位應建立全面性資料保護措施，同時依個資法及營業秘密法進行自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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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項 審 查 類 別 姓    名 現                                        職

新
創
技
術
獎

技術專業

鄧哲明 台北醫學大學 講座教授

潘子明 台灣大學生化科技學系 教授

孫璐西 台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 名譽教授

財務暨營運 鄭貞茂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副主委

智慧財產權 李旦 世界專利商標事務所 所長

創業投資
林衛理 宣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

周德虔 中華民國創業投資商業同業公會 副理事長

國
際
躍
進
獎

技術專業
張正 陽明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教授

吳金洌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客座講座

財務暨營運
虞成全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合夥會計師

黃旭男 銘傳大學管理學院 院長

智慧財產權
林國塘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三組 組長

馮震宇 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教授

創業投資 李世仁 華威國際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合夥人

技
轉
合
作
獎

技術專業

廖一久 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學組 院士

黃文鴻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退休教授

高甫仁 陽明大學生醫光電研究所 教授

財務暨營運 曾惠瑾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 副所長

智慧財產權
羅麗珠 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總經理

余華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二組 科長

創業投資 尹福秀 智擎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2017臺北生技獎審查委員名單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