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Bio

107年 臺北市輔導生技產業計畫成果專刊

臺北生技獎
Bio2018



1  

臺
北市為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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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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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密度更為全國

之冠，具備發展生技產業、成為亞洲生技之都的優勢。

為鼓勵生技產業持續研發創新，自 93 年起臺北市政府創全國縣市之首，推動「臺北

生技獎」，今年生技獎正式邁入第 15 周年，報名件數也創歷年新高，首度破百，共計吸引

108 家全國生技高手參賽。生技獎迄今總計超過 994 件優良標的競逐榮耀，頒發總獎金近

7935萬元，讓「臺北生技獎」獲有「生技奧斯卡」的美譽，也鼓勵帶動生技產業之新創技術、

探索研發、技術轉移、商品行銷、產學橋接等產業鏈重要亮點展現。

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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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見國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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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臺北生技獎」，著重以「國際化」、「創新價值」及「技術承接」3 大面向作

為獎勵內涵，設置「國際躍進獎」、「新創技術獎」及「技轉合作獎」3 大獎項，邀集國內

技術專業、財務營運、制裁法律及創投等專業領域之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委員會，歷經初審、

複審及綜合審查等審查程序，今年共有 13 個企業 / 單位以優異的技術、智財及市場潛質等

價值獲獎，可稱是生技產業界的最佳典範。除展現本市引領推動下臺灣生技豐沛優越的創新

技術外，多項技術更凸顯生技產業前進國際的市場開拓能量。

臺北市政府推動生技產業的另一亮點，就是今年 5 月初正式啟動，預計 2022 建置完工

啟用的「南港生技產業聚落 BOT 案」。這是臺北市政府為配合國家發展「亞太生技醫藥研

發產業中心」以南港為產業發展驅動核心計畫，積極推動以忠孝營區原址暨西側市有地為策

略基地的南港生技產業園區 BOT 開發計畫案，北向加乘內科、南軟園區既有生技產業群聚

效益，南向承繼國家生技研究園區、中研院研發能量，西向銜接生醫產業法令主管機關衛福

部食藥署，進而以南港車站四鐵共構交通樞紐優勢，串聯目前亞洲最大以醫材製造為主之竹

北生醫園區等，打造國際級的生技產業廊帶，不僅為國內頂尖生技企業打造創業加速環境、

提供進軍國際的絕佳平台外，也創造極具競爭力的生技聚落發展的優勢條件，可吸引國際各

大生技企業進駐，促使本市成為全球生技發展重要基地，讓臺北市成為名副其實的亞太生技

醫藥研發產業中心。

107 年度臺北市輔導生技產業計畫緣起與簡介

臺北生技獎 15 周年
締造生技產業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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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生醫新創企業加速接軌國際，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舉辦臺北市生技小聚，首

場在 7 月 26 日登場，邀請到中華國際投融資促進會生技產業組召集人夏尚樸博士、國家生

技研究園區創服育成中心助理執行長詹益鑑主講，現場來賓與講者反應互動熱烈。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科技產業服務中心主任莊玫紅表示，臺北市政府從 2015 年開始

舉辦生技小聚，希望給生技業界的朋友們一個促進更多交流與合作的平台。生技小聚辦理至

今已是第九場，總共有將近 500 位的業界人士參與。這三年也非常感謝所有參與者的回饋，

讓政府可以不斷地修正與精進作法。

由於全球生技產業受惠於新科技跳躍式進展，也促使全球新創團隊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中華國際投融資促進會生技產業組召集人夏尚樸博士表示，臺北市政府對於提供生技業者

辦公和育成空間做了很多的努力，目前在南港車站對面的南港生技產業聚落 BOT 案，就是

臺灣第一個以生技產業為主題的 BOT 案，未來可提供超過 3.1 萬坪的樓地板面積，做為實

驗室、試量產工廠作業空間、生技產業辦公空間、生技交流與會議場所，涵蓋生醫、醫材，

2018 首場臺北市生技小聚現場

北市生技小聚 
聚焦生醫新創新企業
加速接軌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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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生技服務業等，預計明年動工，2022 年正式營運。為接軌國際，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

局今年首度組團偕同臺北市績優生技公司赴美參加 BIO 2018 北美生技展，協助生技業者行

銷。他認為，生技廠商可以善用臺北市的相關資源與行銷服務。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創服育成中心助理執行長詹益鑑以「打造生醫新創生態圈」為題，

分享他的經驗與看法。他認為，台灣生技產業將隨著精準醫療與數位健康領域發展而有新的

機會，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創服育成中心 BioHub 以發展成為國家級生醫加速器，補強台灣生

醫產業當中欠缺的元素，希望在研發環境外提供非技術服務，並連結國內外的市場、人才、

資金與法規資源。由於園區緊鄰中研院，不必擔心研發與技術問題，可說已經有了天時和地

利，然而最重要的關鍵是人才與資源能不能真的放進來。

此外，本次臺北市生技小聚同時邀請數家國內新創生技廠商，進行產品說明及新創營

運經驗分享與交流，展現生技新創企業的研發與服務的創新性，以及未來市場發展的潛力，

業者都積極互動，希望能有進一步的合作。現場並提供基因檢測服務，許多與會者也積極參

與體驗。透過此次生技小聚，讓與會者掌握全球生技新創的發展趨勢，也針對台灣生技新創

企業面對的問題及瓶頸點，提供可行的發展建議。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創服育成中心助理執行長詹益鑑（左起）、臺北市政府產

業發展局科技產業服務中心主任莊玫紅、中華國際投融資促進會生技產業組

召集人夏尚樸博士於 2018 首場臺北市生技小聚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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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主辦的「邁向智慧生醫新趨勢 - 臺北市生技產業高峰論壇」8

月 27 日圓滿舉行，這是臺北生技獎推動 15 周年系列活動的重頭戲之一，主要為協助國內

生技產業掌握國際關鍵趨勢與脈動，剖析邁向智慧生醫新時代所帶來的產業改變和策略方

向，現場吸引 100 多位業界人士參與。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副局長吳欣珮在致詞時表示，一個產業政策的推動，政府的角

色，除了在方向的擬定，與制度及環境的完備之外，搭建跨領域交流平台也是政府重要的工

作。目前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除了每三個月舉辦生技小聚外，也每年舉辦生技論壇，期盼

透過主講者的發展經驗和對產業趨勢的觀察，能給予與會者更多互動與啟發。今年生技高峰

論壇鎖定智慧生醫產業新趨勢，這是數位科技崛起所帶動生醫領域領域的創新與商業模式的

改變。

此次活動由國立陽明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教授張正擔任主持引言人，首先

由四位產業界專家進行專題演講。分別由華碩雲端總經理吳漢章談「物聯網演進帶來數位化

醫療革命」、永昕生物醫藥總經理溫國蘭分享「蛋白質藥品開發經驗與成果」、勤業眾信會

臺北生技產業高峰論壇 
剖析邁向智慧生醫新時代策略

臺北市生技產業高峰論壇貴賓合影



7  

計師事務所會計師虞成全剖析「生物相似性藥品商機觀察」，以及行動基因執行長陳華鍵探

討「癌症精準醫療及其臨床應用」等生醫產業界熱門話題，同時也分享在相關領域開發的實

戰經驗。

華碩雲端總經理吳漢章表示，若在台

灣 ICT 運用到生醫產業想要商轉，將面臨

三大挑戰：第一，台灣的醫療產業並非營

利事業，大多是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會

影響醫院看待 ICT 帶來的效益與價值。第

二，很多 ICT 運用希望透過保險變現，但

台灣因為實施全民健保的緣故，以致於台

灣 ICT 產業想透過醫療保險變現的機會，

相較其他國家較小。第三，新的數位技術

都與數據有關，在台灣也應該有很棒的醫療數據，但是現在相關主管機關仍在思考這些醫療

數據到底要如何開放給產業運用。依照現行台灣的法律體系是沒有解法的，可能另要設立專

法或是要取得所有就醫民眾的同意書，才有辦法解套。台灣的醫院看似具備 IT 運用能力的

優勢，但卡在這三大挑戰之下運作，產業界必須理解在這些限制下，去尋求突破的機會點。

永昕生物醫藥總經理溫國蘭表示，從

永昕發展生物相似藥的經驗發現，台灣生

技產業就是要放眼國際，不管是資金面或

合作面都要有放眼國際的想法，因為生物

相似藥是與政策有關，必須要接地氣與別

人合作，只要最核心的關鍵基礎能夠控制

在自己手上。以永昕為例，核心關鍵就是

製程與細胞株，從生物藥開發的好處，就

是相較於小分子藥，至少能夠掌控細胞株

與製程，在其他方面就可以跟別人合作，因為速度是快的。接著地氣走出去，即使最後的

品牌可能是別人的，但是業務成長的獲益最後是在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公司。再舉永昕生

物相似藥與國外的合作為例，由當地的合作方進行藥物充填，相較於直接銷售成品，在運

費和檢測費方面都省很多，反而提供更好的機會，所以一定要以國際人自居，與全球合作，

才能為國家帶來最大助益。

華碩雲端總經理吳漢章

永昕生物醫藥總經理溫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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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虞成

全也針對台灣生物相似性藥品公司發展

策略提出見解，他表示，從 2016 年 12

月 Sanofi 與喜康合作開發中國市場，到

今年 6 月 Biogen 以支付 6.7 億美元提高

Samsung Bioepis 持股等案例，發現跨國

性的企業來到新興國家市場，基本上都會

透過與當地業者跨境合作的模式。所以，

布局生物相似藥的新興市場，除了選藥的

策略、評估藥品的市場和競爭者外，與當地結盟是相當重的策略。尤其在布局新南向市場

時，以某些國家發展的趨勢而言，若有當地政府的支持，將有實質的幫助。此外，單純做生

物相似藥的開發，等同於新藥的開發，所以台灣生物相似藥廠基本都上都會從事 CDMO 業

務，不僅創造代工的營收，也是很好的練兵機會。

行動基因執行長陳華鍵表示， 2015

年歐巴馬在談精準醫療的概念，是很多技

術的搭配，其中很重要的是基因定序技術

的衍進。隨著基因定序的速度不斷增進，

加上單價成本的下降，現在已經能夠在微

量的檢體中測得更多的資訊。但基因定

序得到的結果只做完一半，還必須進一步

進行數據分析，而這又是非常高挑戰的領

域。他認為，相關數據分析是台灣可以發

展的領域，可訓練生技醫療結合 ICT、AI 相關的技術提供數據分析。而 NGS 基因定序在癌

症精準醫療的應用，可以運用在癌症預防、早期篩檢、精準用藥與治療，和癒後監控等。國

外在精準醫療的法規其實進展非常快，預料精準醫療的發展將更加快速。但台灣發展精準醫

療還要再多加油，不管是業界和學界都還要再努力，最重要是政府單位的法規配合。

本次論壇與會的專家均認為，台灣生技產業發展一定要面向國際市場，因為台灣有好

的研發能力與人才，只是市場不夠大，需要放眼國際，尋求海外合作模式開拓市場，不管是

授權或是 M&A 併購都是可以評估的策略之一。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期盼藉由此次論壇的舉行，能增進國內業者提升藥物國際佈局

策略及國際授權能量等核心關鍵能量。

行動基因執行長陳華鍵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虞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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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主辦、一向有生技界奧

斯卡獎美譽的「2018 臺北生技獎」於 7

月 20 日在南港展覽館 4 樓舉行頒獎典禮，

由副市長林欽榮親自揭曉各獎項得主，並

頒發共 600 萬元的獎金。今年共有來自

生醫、醫材領域等 13 家績優生技企業暨

學研單位的優良標的獲獎，其中有多件得

獎標的，在國際市場已充分布局，展現台

灣生技產業傑出的研發能量及挑戰全球市

場的實力。

副市長林欽榮於致詞時指出，繼 ICT

資通訊後，生技醫藥是政府發展的重點產

業，北市政府自 2004 年首度舉辦臺北生

技獎以來，累計有 994 件優良標的競逐榮

耀，並有 165 件績優標的獲獎。今年來

自全國各地有多達 108 家企業暨學研單

位積極參與競逐，奠定了相當的地位與規

模。他強調，臺灣生技產業的產值，臺北

市至少貢獻一半以上，因此臺北市有義務

協助全台灣生技與生醫產業的發展。從這

個亮點投射到臺北生技獎的舉辦，更顯得重要，希望每位得獎者都能帶領生技產業往國際、

創新、跨界領域，對台灣有更大的貢獻。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副執行秘書丁詩同表示，感謝臺北市政府對於臺灣生技產業的

投入，15 年來花了相當多經費在設立獎項，鼓勵產業的發展。國家的生技產業發展需要仰

賴創新研發與研發成果的商品化，以及國際市場的推動與連結，所以政府 5+2 創新產業中，

2018 臺北生技獎頒獎典禮

生技奧斯卡 15 周年
見證臺灣生技產業發展里程

2018 臺北生技獎頒獎典禮現場

臺北市副市長林欽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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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產業創新方案，行政院一年就投入

100 億的經費扶植產業。在國家的計畫

中，我們將南港的國家生技研究園區作為

研發重鎮，連結到臺北市進行試量產、經

營，與國際會展，努力串聯臺灣的資源。

最後，他也肯定臺北生技獎專業公正的評

審機制。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執行長王惠鈞表

示，臺北生技獎的舉辦在產業界已經是建

立了指標的地位，也見證台灣生技產業的

發展里程。從各種得獎標的來看，也展現我國生技產業豐沛多元的研發能量。生技產業是典

型的知識經濟型產業，需高度整合產、官、學、研的資源，加速生技醫藥產業研發能量推向

市場的速度。

臺北生技獎在產業界獲高度認同，成為生技企業加值形象的最佳推手。15 年來，確實

也鼓勵產學研界投入生技產業發展，促進優良生技研發技術提升，推進學研成果與產業橋

接，多項得獎標的也獨步全球，躍進國際市場，看見台灣生技產業發展即將爆發的能量。

評審總召集人台北醫學大學講座教授鄧哲明鼓勵企業

持續創新

2018 臺北生技獎 13 家得獎廠商於頒獎典禮上與臺北副市長林欽榮（前排右五起）、評審總召

集人臺北醫學大學教授鄧哲明、國家生技研究園區代執行長王惠鈞、行政院科技會報副執行秘書

丁詩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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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單位名稱 標的名稱

新
創
技
術
獎

金
獎

100 萬 艾克夏醫療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高效能飛秒雷射 SMILE 近視手
術儀

銀
獎

60 萬 巨生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具高診斷率及安全性的 MRI 顯
影劑及注射型鐵劑 -IOP 注射劑

銅
獎

30 萬 聯合生物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抗 IgE 治療用單株抗體 UB-221

優
等
獎

12 萬 益福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精神益生菌 PS128®

優
等
獎

12 萬 醫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雷帝納手術導航系統及其附件

國
際
躍
進
獎

金
獎

120 萬 正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植物生長調節劑 Radiate

銀
獎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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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羅斯 DEC 200

優
等
獎

12 萬 生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可用於預防 MRSA 群聚感染的
抗生素原料藥

技
轉
合
作
獎

金
獎

80 萬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癌症
研究所

甲型烯醇酶特異性抗體在自體
免疫疾病及癌症治療之應用

銀
獎

60 萬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
念醫院

應用基因篩選以預防常見抗癲
癇藥物引發之致命性過敏

銅
獎

30 萬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動物
疫苗開發中心

新型豬第二型環狀病毒次單位
疫苗

優
等
獎

12 萬
國立陽明大學生醫工程系醫學
影像實驗室 

交鎖式骨髓腔內銅釘遠端螺孔
定位系統

優
等
獎

12 萬 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雲端智慧檢驗系統 - 架構農藥
殘留即時檢測模式

2018 臺北生技獎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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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創
技
術
獎 

基於台灣產業優勢	
挑戰眼科雷射未滿足需求

艾克夏醫療儀器（Excelsius Medical）以

全球專業雷射手術儀暨相關診斷設備的領導者

自許，決心挑戰眼科雷射手術中尚未滿足的醫

療需求，陸續開發出準分子雷射屈光手術儀、

飛秒雷射眼科手術儀、以及微創全飛秒眼科手

術儀，為全球眼科醫師提供安全、精準、友善

與自動化的眼科雷射手術設備，治療近視、散

光、老花眼與白內障等眼睛疾病，嘉惠受眼疾

困擾之病患。

研發製造總部位於台灣台南科學園區內，

並於德國 Ulm 設立品牌行銷部門之子公司，同

時在歐盟、印度、東南亞、南美洲、中東等地

擁有經銷商或代理商，以德國品牌向全球提供

眼科雷射手術設備。目前擁有德國與台灣兩地

ISO 13485 認證，並取得準分子雷射屈光手術

儀 CE 認證。

其中艾克夏技術團隊整合台灣各大生醫與

光電相關研究單位的研發能量，共同開發眼科

醫療所需之設備，主要專注於飛秒雷射系統、

眼追蹤定位系統與臨床試驗等，希望基於台灣

的優勢，建立台灣眼科雷射手術設備之醫材聚

落，為台灣生醫產業貢獻力量。

國內自主研發	
微創全飛秒雷射 SMILE 眼科手術儀

目前最新一代的雷射近視手術全飛秒雷射

SMILE，是由德國的蔡司（Zeiss）公司在 2010

年開始發展。SMILE 技術概念為利用飛秒雷射

在角膜內部依據不同度數製作一片曲面結構，

然後在表面開一個約 2-4mm 的缺口角膜的曲面

組織取出，藉此達到矯正視力的結果。不僅改

善了舊有 PRK 與 LASIK 手術的缺點，更保留了

角膜完整性及強度，病人不適感極低，術後復

原迅速，術後當天晚上就可以揉眼睛與洗臉。

更重要的是醫生僅需一台 SMILE 手術儀即可完

成近視雷射手術，不須額外搭配準分子雷射屈

光手術儀。

艾克夏的研發團隊經過多年來的嘗試，

成功應用自行研發的矩陣式掃描方法（小面

積網格陣列雷射掃描法，Grid Matrix Scanning 

艾克夏醫療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高效能飛秒雷射 SMILE 近視手術儀

新
創
技
術
獎 

金
獎

艾克夏醫療儀器團隊  微創全飛秒雷射眼科手術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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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搭配適當的聚焦振鏡組合、眼追蹤

程式演算法、機構件的改良設計等，已設計開

發出一台由國內自主研發製作的高效能微創全

飛秒雷射 SMILE 眼科手術儀。

由於矩陣式掃描方法處理手術區域採取小

面積、近距離處理，因此在接眼部份的空間使

用非常精簡，只移動接眼部位，而不需移動病

人。如此的設計原理，改良了蔡司機台體積過

大、重量太重等缺點，並且大幅降低了製造成

本。

體積小重量輕		
市場競爭利基極大

艾克夏是目前全球唯二擁有此 SMILE 手

術技術的團隊，相較於國外競爭品牌機台，

艾克夏的 SMILE 近視手術儀尺寸只有對手的

1/5， 而對手機台重達 900Kg，艾克夏重量僅

200Kg，有極大之市場競爭利基，在商業模式

應用上遠比對手靈活。由於具備可在各診所間

移動與手術的優勢，未來可以搭配移動式租賃

模式行銷全球，並透過租賃的方式攤提每位醫

生的手術成本，病患可以用更合理的價格進行

SMILE 手術。研發技術創新且卓越，獲獎標的

已有申請多國 4 件專利。

艾克夏的微創全飛秒雷射眼科手術儀搭配

精準的定位系統與眼追蹤程式，藉由飛秒雷射

可產生短時間產生瞬間高能量的特性，且紅外

線波長於角膜上具穿透性，透過電腦程式可計

算出病人需矯正之角膜度數，而在角膜內層中

進行切削。手術完成後於角膜邊緣處開立一小

開口，醫生會使用器械將切削後之角膜基質（微

透鏡或角膜透鏡）取出，完成近視矯正手術。

由於施行該手術僅在角膜上切開約 4mm

的小開口，且無需製作角膜瓣，將可有效降低

患者術後的不適感與縮短恢復期。而且進行近

視手術所需使用的設備成本也可以大幅降低，

SMILE 近視手術無需再搭配準分子屈光手術

儀。

目前艾克夏的微創全飛秒雷射眼科手術儀

已運送到國外醫學中心，進行醫師培訓與臨床

前試驗，近期將開始進行人體臨床試驗。

艾克夏醫療儀器國外參展照片

《審查委員評語》

擁有創新定位與演算法技術，且專利創新佳，

體機小可移動，具有市場競爭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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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創
技
術
獎 

巨生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具高診斷率及安全性的 MRI 顯影劑及注射型鐵劑 -IOP 注射劑

新一代氧化鐵注射劑	
解決致敏性或腎毒性疑慮

巨生生醫公司是由工研院的奈米藥物團隊

於 2014 年衍生成立的利基型藥物開發公司，

專注在利基型奈米藥物的開發，以奈米粒子及

奈米微胞作為核心技術，開發出新一代氧化鐵

奈米微粒注射劑「IOP Injection」，是具高診斷

率及安全性的 MRI 顯影劑及注射型鐵劑。

由於現在病人使用的針劑型鐵劑與醫學影

像使用的顯影劑都有致敏性或腎毒性等疑慮，

因此巨生生醫公司開發此奈米氧化鐵產品，可

以同時使用在這兩種適應症上，一舉解決致敏

性問題。目前巨生醫已發展 MPB-1523 磁振造

影診斷用顯影劑和 MPB-1514 缺鐵性貧血注射

鐵劑等產品。

IOP Injection 係以聚乙二醇衍生物 mPEG-

silane 鍵結在超順磁奈米氧化鐵表面的針劑產

品，藉由晶體調控技術及獨特的表面包覆技術，

具有以下之創新優勢：

1.	 低致敏性：IOP Injection 為第一個非醣類修

飾的注射鐵劑，動物實驗驗證超過敏反應

發生率低於目前市面上的鐵劑相關產品。

2.	 高橫向磁滯鬆弛係數（transverse	magnetic	

realxivity,	r2）：IOP 具有較大的核心尺寸，

同時保有超順磁特性及水溶液分散性，使

其具有高磁滯鬆弛係數，可成為具有較高

對比效果的 T2-weighted 之核磁共振顯影

劑。

3.	 高巨噬細胞吞噬效率：經由表面修飾技術

及親疏水調控，IOP Injection 具有高巨噬細

胞（Macrophage）吞噬效率，因此具有優

異的體內免疫細胞追蹤能力。另外，進入

體內後經巨噬細胞轉化成鐵蛋白及血清鐵

比例高，改善缺鐵性貧血效果佳。

4.	 低游離鐵及氧化壓力：	由於 IOP 核心為

堆疊完整的結晶結構，游離鐵釋放極低，

同時由於核心粒徑大於市售類似產品，

因此釋放的游離鐵及所造成的氧化壓力

（Oxidative stress）較低，故 IOP Injection 

可發展成有效劑量低且安全性較佳的新一

代產品。

MPB-1514 缺鐵性貧血注射鐵劑

MPB-1523 磁振造影診斷用顯影劑

銀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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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劑與顯影劑臨床	
獲 USFDA、TFDA 許可執行臨床二期

本技術已針對 IOP Injection 的特性，擬定

臨床適應症的開發標的。由於 IOP Injection 進

入體內後具有優異的巨噬細胞吞噬效率，因

此在影像上能夠應用於體內細胞追蹤並作為相

關疾病的檢測，例如癌症檢測，判斷淋巴結是

否有腫瘤細胞轉移及器官移植的早期排斥追蹤

等，均具有臨床開發價值。

另外注射鐵劑的作用機制主要是經靜脈

輸注後，先被網狀內皮細胞吞噬，經代謝後

轉 成 鐵 蛋 白 （Ferritin） 儲 存 或 與 運 鐵 蛋 白 

（Transferrin）結合後進入骨髓與紅血球前驅細

胞結合成紅血球，而達到提高血紅素的效果，

由於 IOP Injection 具有高網狀內皮細胞吞噬效

率，因此有機會在低劑量即可達到臨床治療標

的。

本技術所開發之奈米氧化鐵奈米粒子 IOP 

Injection 除可發展為磁振造影診斷用顯影劑，

也可發展為治療缺鐵性貧血的靜脈注射鐵劑。

IOP Injection 在這兩種適應症都有機會取代現有的臨

床使用藥物或者能夠改善目前臨床未能夠滿足的需

求，因此IOP Injection將同步展開兩個適應症的發展。

目前 IOP Injection 已針對肝臟 / 肝腫瘤、癌症淋

巴轉移及器官移植排斥診斷等適應症完成動物模式評

估，同時也完成缺鐵性貧血動物模式的藥效及安全性

評估。同時在團隊努力下，陸續完成藥物 GMP 製造、

非臨床有效性及安全性探討，並在經濟部技術處的

「快速審查臨床試驗計畫」的經費補助下，與臺北榮

總展開合作完成一期臨床試驗安全性評估，2018 年

已得到 USFDA and TFDA 鐵劑與顯影劑兩個臨床二期

開始執行的許可。

完成 17	項前臨床試驗	
安全性與藥效優於市場產品

巨生生醫公司自工研院衍生成立四年以來，已

經完成 17 項符合法規規定的前臨床試驗，證實 IOP 

Injection 的安全性與藥效均優於市場上所有產品，致

敏性均低於市場上最大使用量的三種鐵劑，包括：

Feraheme、 Ferinject、Venofer 等 ; 顯影劑對比強度與

生物體內鐵的吸收也優於市售產品。

巨生生醫公司的核心團隊在奈米藥物的開發上，

都有超過十年的經驗。看到奈米藥物未來將有更多的

需求，巨生生醫期許成為奈米藥物開發的出海口。除

了第一階段的 IOP Injection 外，巨生生醫也在持續與

國內外的研發團隊討論引進更多候選奈米藥物，通過

前臨床與臨床開發，將它們帶到市場上。巨生生醫也

會將發展到臨床二 / 三期的產品藉由授權與國際藥廠

的共同開發，期許在奈米藥物上，台灣能有一席重要

地位。

《審查委員評語》

有更好的追蹤性及顯影效果，產品經人體一期

試驗證實，具有較佳之安全性。

巨生生醫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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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生物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抗 IgE 治療用單株抗體 UB-221

第三代抗 IgE 單株抗體藥	
具備雙重抗 IgE 的功能

全球過敏人口隨著工業化程度以及氣候暖

化而節節上升，在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約有 

20-40% 的人口遭受過敏病症的困擾。根據統

計，目前全球約有 2.4 億氣喘患者，約有 3.8

億蕁麻疹病患，超過 2.2 億食物過敏患者，超

過 4 億過敏性鼻炎病患，因此改善或治療過敏

症的藥物市場潛力極大。以氣喘用藥為例，全

球市場超過 100 億美元，過敏性皮膚性疾病相

關用藥於 2025 年將達 164 億美元。

常見的過敏病症包括氣喘、蕁蔴疹、鼻炎、

食物過敏和異位性皮膚炎等，致病主要原因之

一來自塵蟎、黴菌、花粉等過敏原與體內 IgE

交互作用引發，與免疫球蛋白 IgE 過量有關。

因此，一個理想的抗過敏藥必須有同時中和 IgE

及抑制 IgE 再生成的能力。聯合生物製藥 UB-

221 抗體是針對過敏病患所開發之第三代抗 IgE

單株抗體藥物，具備雙重抗 IgE 的功能，可中

和引發過敏反應的 IgE，並可抑制 IgE 的生成。

Xolair® 為全球第一個臨床核准的抗 IgE 氣

喘治療抗體，其第二個適應症為慢性蕁麻疹，

雖然 Xolair® 對於控制中重度氣喘，展現不錯

臨床效果，但還是有許多限制，且有 50~60%

氣喘病患無法對 Xolair® 治療產生良好效果。

因此，聯生藥的 UB-221 期許可以給予氣喘病

患全新的希望。

過敏病患的新希望	
作用優於抗 IgE 藥品

UB-221 是一創新人源化抗 IgE 單株抗體

（IgG1），其獨特的「抗原決定位」（epitope）

乃是位在 IgE 免疫球蛋白的 Cε3 domain；與

此抗原決定位之間的高親和力（affinity）使得 

UB-221 同時具備「中和 IgE」以及「透過與 

FcεRII（CD23）受體上的 IgE 結合而阻斷 IgE

生成（也就是抑制 IgE 再生成的能力）」的效

果。

UB-221 原由中研院張子文博士發明，後

專屬授權予聯生藥進行製程開發、動物、人體

試驗與產品商業化開發。於多項體外試驗結果

顯示，UB-221 的藥理作用優於抗 IgE 抗體藥品

Xolair®（Omalizumab）3 到 8 倍。此外，於人

類 IgE 基因轉殖小鼠的體內實驗顯示，Xolair®

需 10 倍濃度方能達到與 UB-221 降低相同 IgE

濃度的效果。

目前 UB-221 已完成前臨床試驗，將進入

臨床一期試驗。UB-221 未來的臨床應用範圍包

括慢性蕁麻疹、氣喘、過敏性鼻炎、食物過敏、

異位性皮膚炎等由 IgE 引起之過敏症。

慢性自發性蕁麻疹	

銅
獎

抗 IgE 治療用單株抗體 UB-221 的作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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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明年臨床第一期試驗	

慢性自發性蕁麻疹是指紅、腫、癢症狀持

續六星期以上且病因不明確的蕁麻疹（hives），

且可能反覆出現數個月甚至數年。世界過敏

組織 WAO 的資料指出，慢性蕁麻疹盛行率

約 1.8%，全球慢性自發性蕁麻疹的盛行率約

0.5~1%；美國地區的慢性自發性蕁麻疹病患估

計約有 150 萬人。目前慢性蕁麻疹患者的一線

藥物是抗組織胺（H1-Antihistamine），但有部

分病患對此藥物仍無法或得病情改善。Xolair®

（Omalizumab）是目前唯一被美國 FDA 核准可

用於治療慢性自發性蕁麻疹患者的生物製劑。

現在聯生藥的 UB-221 首要目標 即針對慢性自

發性蕁麻疹，預計 2019 年第一季將針對慢性

蕁麻疹病人進行臨床第一期試驗。

世界級研發能量及技術	
華人創新抗體藥物標竿

王長怡博士，首位獲得美國智財協會發明

家獎殊榮的華裔女科學家，於 1996 年應當時

經濟部工業局局長之邀，返台參與政府推動生

技製藥產業發展計畫，並於 1998 年創辦聯亞

生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聯亞生技），先後延

請各領域具有專長的傑出旅美人才返台，以提

高競爭力以及國際形象。2013 年，聯亞生技將

具有高經濟價值的單株抗體藥品事業切割，成

立聯合生物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聯生藥致力經營生物藥品事業，專注從事

治療性單株抗體藥物之開發、製造與銷售，以

及相關技術服務。公司擁有完整的單株抗體藥

物開發技術與生產能量，員工碩博士達 70%，

5 年以上產業經驗達 40%，10 年以上產業經驗

者達 27%，軟硬體實力兼具。目前公司營運據

點有三處：營運、研發與製造中心位於新竹工

業園區 ( 湖口 )，臨床研究中心位於新竹生醫園

區 ( 竹北 )，商務中心位於台北 101 辦公大樓。

聯生藥致力於創造以人為本，追求卓越的

企業文化。站在創新單株抗體藥物研究開發的

尖端，勇於挑戰未被滿足的醫療領域，以增進

人類健康福祉為目標努力奮鬥，並期許在不久

的將來，帶領台灣生技產業在國際的舞台上發

光。

《審查委員評語》

其抗體不鍵結 CD23 和較高的 IgE 親和性，可

滿足龐大過敏性疾病醫療市場的需求。

聯生藥 2018 臺北生技獎頒獎典禮合影聯亞集團 2017 台灣醫療科技展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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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學農學院，曾任國立陽明大學生化暨分子

生物學教授兼所長、陽明大學醫學系生化所所

長、東京大學應用生命工學系客座教授、教育

部生技教育資源中心主任等學界重要領導職位；

並曾參與創設台灣乳酸菌協會、亞洲乳酸菌學

會聯盟等，因其於亞洲益生菌產學之重要貢獻，

享有「亞洲益生菌之父」盛名。

益福生醫以微生物體（microbiome）基礎

研究及應用為主要研究領域，涵蓋包括精神心

理、免疫調節、代謝調節及各類微生物研究

應用；並主導多項跨國臨床研發合作。益福生

醫研發團隊以深厚的乳酸菌專業知識、專業的

菌種菌株研究開發、領先全球的先驅技術，開

發出台灣首支精神益生菌 - 植物乳桿菌 PS128

（Lactobacillus plantarum PS128）、過敏舒緩

功效乳酸球菌 A17（Lactococcus lactis subsp. 

cremoris A17），以及減肥功效植物乳桿菌 K21

（Lactobacillus plantarum K21）等多支獨家研

發菌株。正式將益生菌從腸道保健帶進精神壓

力相關領域，並於國際頂級期刊發表相關論著。

益福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精神益生菌 PS128®

亞洲益生菌之父創辦	
精神益生菌領導品牌

益福生醫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5 年，

專研以「精神益生菌」為首的功能型益生菌菌

株開發，為陽明大學國家型研究計劃衍生公司。

由亞洲益生菌專家蔡英傑教授創辦並擔任首席

研發顧問，率領國際化專業研發團隊，集結國

內外生物醫學專家，以微生物體深度研發為核

心，並以「榮神益人，傳遞祝福」為創立使命，

建立醫藥級益生菌的國際企業先鋒，為目前全

球精神益生菌的領導品牌。

益福生醫創辦人蔡英傑教授畢業自日本東

益福生醫創辦人為亞洲益生菌專家、國立陽

明大學生化所蔡英傑特聘教授

國際化的益福生醫團隊成功結合研發生產行銷業務團

隊打造全方位戰力

優
等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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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訊息，像是神經傳導物質、賀爾蒙或是

迷走神經等，這樣的連接稱之為「菌腸腦軸

microbiota-gut-brain axis」。精神益生菌便是利

用此通道以影響腦中快樂賀爾蒙，進而影響與

之相連之神經系統。

精神益生菌 PS128 目前已獲得全球 17 國

專利，包含歐盟、韓國、日本、台灣等，專利

內容包括 「用於預防或治療壓力引發之失調

之方法」、「預防或治療功能性胃腸失調之方

法」、「預防或治療運動障礙之方法」等。

PS128 已完成自閉症人體臨床研究，分析結果

發現 PS128 益生菌可有效改善病童之自閉症核

心症狀－社交溝通及社會互動上的缺損，以及

侷限的興趣及重複性的行為。2018 年後續將完

成之臨床研究包括 : 台大兒童醫院妥瑞氏症及

雷特氏症研究、高雄凱旋醫院重度憂鬱症研究、

萬芳醫院重度憂鬱合併高發炎指數研究等。

PS128 相關產品目前已於全球 15 個國家

上市，包含台灣 PS128 快樂益生菌 InSeed® 好

欣情、益定樂快樂益生菌、美國電商及特殊團

體之 Solace Probiotic 以及香港萬寧通路之智樂

益生菌等。

「精神益生菌 PS128」為目前亞洲唯一證

實能夠雙向調節腦中「快樂荷爾蒙」多巴胺及

血清素之益生菌株，並已啟動多項人體臨床研

究，包含自閉症、妥瑞氏症、帕金森氏症、重

度憂鬱症等，為益生菌在神經心理領域，樹立

了新的里程碑；更成功將台灣堅實的研發成果

帶向國際醫學舞台。

調節腦中多巴胺濃度	
促進神經心理健康

「精神益生菌 PS128®」為經濟部學界科

專「以腦腸軸線為基礎之益生菌研發」之研究

成果。該菌株經憂鬱、腸躁症、巴金森、妥瑞

氏症等多項動物模式證實，能明顯改善動物行

為異常，調動腦部多巴胺及血清素，降低血清

壓力荷爾蒙，目前已進入人體臨床研究，是全

球唯一證實能夠調節腦中多巴胺濃度的菌株，

也是全亞洲首支能促進神經心理健康之益生菌

株。

啟動菌腸腦軸線之鑰		
人體臨床研究逐步展開	

腸道菌叢含有上百兆個細菌，是個具多

樣與動態性的生態系統。能深切影響人體的生

理與精神功能，甚至是我們的心理健康，故也

有「第二個大腦」之稱。現今的研究中，早已

證實大腦與腸道間可透過錯綜複雜的神經網絡

《審查委員評語》

精神益生菌技術技轉自陽明大學，申請多國專

利，產品具世界市場競爭利基。 

益福生醫 PS128 快樂益生菌產品 Solace+IS 好欣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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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械的定位器轉接設計等，完成全套手術導航

系統的整合。協助醫師用於臨床手術，使醫生

術中利用更多臨床資訊以精準的定位導航，利

用微創減少臨床手術風險，提高手術安全性。

以外科導航系統而言，系統精度是選擇

產品中最受要求之功能，經研究測試「雷帝納

Retina」手術導航系統與他牌的導航系統進行

相關精度比較，多方比對達到驗證，其精密度

RMS=0.1016 mm 已達到世界第一，證明了「雷

帝納 Retina」手術導航系統一點都不遜色於國

外大廠。

而在設計上，「雷帝納 Retina」手術導航

系統以一體式的推車設計，在手術室內能沉穩、

方便地推動，支臂高度也特別以三段式設計為

追蹤範圍最大，並可讓醫護人員輕鬆調整，讓

光學追蹤不易受干擾，同時避免術中妨礙醫師

及助理的活動；搭配 27 吋醫療等級認證的觸控

螢幕，讓系統看起來簡潔有力，採用高效能的

工業電腦讓手術室可安靜無噪音地執行手術。

醫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雷帝納手術導航系統

影像輔助微創導航系統	
最小切口手術更安全

過去對神經外科或是整形外科手術而言，

最常見的風險為手術視野問題而需傷口擴大，

但可能造成相關的術後併發症，例如：尿崩症、

腦脊髓液滲漏或是複視、眼球內陷、三叉神經

麻痺感等不容易預防的症狀與處理。近年來整

體醫學的進步以及手術顯微鏡的使用，手術的

效果逐漸提高而併發症也逐漸減少，但術中仍

然有判斷錯誤的可能，在此背景下術中影像輔

助導引微創導航系統將可使得手術更安全，並

達到最小切口的手術目的，且可保護重要神經

與血管組織。

醫百科技利用其核心技術「3D 光學定位

與醫療軟體技術」研發而成的「雷帝納 Retina

手術導航系統」，結合 3D 電腦斷層（CT）與

核磁共振造影（MRI）等醫學影像，進行影像

判讀與 3D 模型資料重組，搭配光學立體定位

技術、軟體介面開發、建立器械資料庫、手術

優
等
獎

「雷帝納 Retina」手術導航系統以影像輔助導航可使

得手術更安全，並達到最小切口的手術目的，且可保護

重要神經與血管組織
「雷帝納 Retina」手術導航系統主要適應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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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鼻喉科、醫學美容與各類微創手術導航，使

得手術過程中對於視線無法到達之部位，不再

是憑經驗判斷、操作，而是可透過結合醫學影

像，輔助醫師於手術時進行微創導航手術。使

用外科導航系統後傷口將比傳統手術小，降低

手術的風險與縮短復原期，達到智慧醫療，精

準治療的微創手術。

精準度超越競爭品牌	
近期將取得歐美認證

另外，「雷帝納 Retina」手術導航系統擁

有與其他器械設備高相容性，精準度超越競爭

品牌，擁有性價比高的特色，系統已於 2017

年獲得台灣 TFDA 認證在台灣上市，近期將取

得歐盟與美國認證。

醫 百 科 技 從 外 科 導 航 系 統（ 雷 帝 納

Retina）到應用於植牙手術的麗植植牙導航系

統（Iris）與牙科教育訓練評估系統（SimEx），

皆利用核心3D光學定位技術應用於醫療市場。

其產品特色為「科技、精準、微創、安全」，

以領先業界的高科技呈現，並且秉持著效率、

專業與可靠的服務，提供給全世界醫療產業嶄

新的應用思惟，讓病患獲得安全又安心的治療，

建立起更值得信任的醫病關係。

人性化設計操作便利	
邁向智慧精準醫療

操作設計理念則考慮到人性化操作便利，

因此設計出雷射掃描註冊方式，不僅可使醫師

在手術過程中不須觸碰電腦介面，即可達到人

因工程系統要求之精度，並能在無菌操作下完

成手術。另外，介面上則以便利、直覺性之設

計，可結合多款器械，符合不同科別手術之需

求。

而在使用安全性部分，如電性安全、電磁

相容性（EMC）、雷射危害、軟體功能、生物

相容性等可能產生的風險，於設計時就納入考

量。包含：電性安全迴路設計、選用低功率雷

射、軟體需求功能搭配人因介面設計軟體架構、

選用低致敏性的食用容器級塑料等，驗證產品

符合安全標準，且相關線材及電子材料皆使用

符合 RoHS 認證，已達歐盟環保水準。

「雷帝納 Retina」手術導航系統主要適應

症範圍涵蓋腦神經外科、顱顏外科、整形外科、

《審查委員評語》

運用精準 3D 光學定位技術降低手術合併症的

風險。

「雷帝納 Retina」手術導航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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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作物產量提高品質	
解決農業新一代問題

世界農業發展至今，極端氣候的頻繁出

現、人類對糧食品質要求的不斷提升、乃至於

聯合國與主要大國對農藥減量目標的制定，讓

全球農業面臨新世代的挑戰，也更需要新一代

技術來解決當前的問題。正瀚生技股份有限公

司成立於 2013 年 11 月，是一家致力於開發農

業生技新配方之研發型企業，以對環境友好、

功效精準的活性成分，對植物基因進行調控（促

進或是抑制），以使作物增加產量、提高品質，

進而為解決農業新一代問題盡一份心力。

串聯台灣農業生技成果	
生根台灣走向世界

正瀚生技引以為傲的營運特色，是「台灣

研發、美國製造、全球行銷」，此營運模式不

僅有助於正瀚繳出亮麗的營運成績單，更讓正

瀚有機會成為串聯台灣農業生技研究成果與國

際市場的平台。

• 台灣研發：2018 年 6 月，在約 450 位產官

學界代表的見證下，正瀚生技全球研發中

心暨營運總部正式於中科中興園區啟用，

投資金額達到新台幣 20 億元，寫下台灣民

間農業生技研發投資新紀錄。在這裡，我

們集結台灣農業生技領域優秀博、碩士的

研究精華，轉化為實質解決全球農業問題

的產品，並為台灣創造實實在在的外匯。

• 美國製造：台灣研發團隊所開發的產品，

在取得各銷售國家之產品登記證後，由位

於美國加州大洛杉磯地區的子公司 CHB 

LLC 負責生產，供應給美國、加拿大、澳

洲、巴西等市場。此舉不僅省下龐大的運

輸成本、符合美國當前政策走向，「Made 

in USA」在國際銷售與登記證申請流程中，

也享有一定的溢價空間與國際信譽，有利

於公司產品之全球拓銷。

• 全球行銷：正瀚生技與全球農業資材通路

商 Nutrien 集團（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公

司，代碼 NTR）互為策略聯盟夥伴，透過

Nutrien 集團等客戶之全球通路，正瀚生技

產品銷售版圖已涵蓋美國、加拿大、澳洲、

正瀚生技研發中心分為發現問題的「中央實驗區」，

與解決問題並導入商品化的「功能實現區」

正瀚生技研發團隊

正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植物生長調節劑 Radiate

金
獎



23  

物在田地中，對諸多必需營養素和水份的利用

能力，產品當中包含兩種重要活性成分 IBA 和

KINETIN，藉由兩者的獨特平衡，最終能提升

根系生長效能和植物外型表現。

以銷售面來說，正瀚生技以「台灣研發、

美國製造、全球行銷」之模式，在美國加州生

產 Radiate 產品，再透過與客戶間緊密的合作，

陸續在美國、加拿大、澳洲等的取得產品登記

證並進行銷售，目前 Radiate 廣泛使用於玉米、

大豆、棉花、花生、小麥、馬鈴薯、甜菜和其

他幾十種農作物，營運績效年年成長。

RADIATE 在市場上獲得成功，還有另一個

因素，就是它能作為使用主要除草劑如「嘉磷

塞」（Glyphosate）、磺隆類產品（Sulfonylurea）

等的保護劑（Safener），有效提升除草劑對農

作物的使用安全性，同時達到除草、豐收之雙

重目的，是一項很獨特的技術。

在智慧財產權布局上，Radiate 已取得兩項

美國專利，後續市場潛力仍以滾雪球的模式持

續擴大；有一點是肯定的，只要栽種的作物有

根，就會需要正瀚生技的 Radiate 技術。

巴西、阿根廷、智利、南韓、烏拉圭、智

利等地，我們的目標，是讓台灣的農業生

技研發成果，成為影響全球農業的關鍵產

品。

植物生長調節劑 Radiate	
提升農民收益的好幫手

「根系」是植物生長的一切根本，根系發

展越旺盛，作物就能吸收到更多的養分，提高

產量、奠定豐收的基礎。2018年「臺北生技獎」

眾多參賽作品中，正瀚生技以植物生長調節劑

產品「Radiate」獲「國際躍進獎－金獎」殊榮。

產品經過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在花生等作物上測

試，證實比市面上同類型產品效能增加 20％以

上，能顯著提升作物產量品質。 

植物生長調節劑 Radiate，能幫助植物發展

出強大根系，增加對必須營養素與水分的吸收

能力；最大特點為可作為使用除草劑農田之植

物保護劑，降低除草劑對農作物的傷害。

Radiate 使用的根部生長技術，增加了植

《審查委員評語》

擁有傑出的營運模式，台灣研發、美國製造並

行銷全球。2017 年營收已達 16.3M 美金，符

合國際躍進精神。

正瀚生技本次獲獎之產品：植物生長調節劑「Rad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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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醫師更容易引導受測者進行不同眼底區域之

檢查；輕量化設計，重量僅 500g，便於醫療人

員攜帶使用，可即時提供病患必要的檢查，也

方便醫師進行病房巡診；數位化影像及傳輸功

能，更符合全球行動醫療及遠距醫療的發展趨

勢。

差異化創新競爭優勢	
破壞式行銷引領未來

產品本身具備 3.5 吋全彩觸控螢幕協助即

時影像觀察，並可同步顯示於電腦螢幕上，讓

醫師進行線上面對面診療時，方便提供病患檢

視並易於存取記錄，避免醫療糾紛的發生。此

外，透過 WIFI SD 卡或 USB 傳輸，將影像傳送

至遠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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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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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已經獲醫療院所採用，特別在糖尿

病引發之視網膜病變上，能協助早期篩查的普

及，提升糖尿病患者之眼底篩查比例。多家歐

美遠距醫療廠商亦已運用本產品進行遠端的診

治及健康篩查，讓醫療服務能即時且無所不在，

解決醫療城鄉差距及資源不均的困境。

手持設計取代龐大攝影機體	
解決眼底篩查落實不易問題

晉弘科技全彩手持式數位醫學免散瞳眼底

鏡赫羅斯 DEC 200，以新光學設計與機電整合

系統，解決傳統眼底攝影機體積龐大、價格昂

貴導致眼底篩查不易落實的問題。讓醫生無須

負擔高昂的設備費用，且檢查時無須使用散瞳

劑，立即可以採集非常清晰之醫用影像。

此項創新眼科突破既有手持式眼底鏡技

術，以專業光學提升影像畫質與操作流暢度，

獲得臺灣、中國、及歐盟等地之專利，受到美

國眼科學會之肯定，已成功行銷全球 60 多個

國家，並廣用於全球眼科、糖尿病視網膜篩查，

可謂檢測模式優化的創新革命。繼 2017 年獲

得臺北生技獎「新創技術獎 - 金獎」後，今年

再榮獲「國際躍進獎 - 銀獎」殊榮，是蟬連二

年臺北生技獎的明星產品。

本設備為全球首台、目前市場唯一具 500

萬畫素高解析度及 45 度廣視角之手持式數位

眼底攝影機；具備自動對焦 / 自動拍攝之功能，

方便使用者操作與使用；內建 7 點固視燈系統，

全彩手持式數位醫學免散瞳眼底鏡 Horus Scope DEC 

200 僅 500 克，輕巧便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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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羅斯 DEC 200

銀
獎

高像素手持式數位眼底鏡 免散瞳 + 操作簡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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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診治病患的發展，不論是發展遠距醫療或是

長期照護的應用上，皆能提供模組化及可攜式

的便利專業性的創新醫療器材，並推廣行銷至

全球 60 個國家包括美國、台灣、日本、中國、

歐洲等地，市佔率呈現逐年成長的趨勢因產品

具有長景深、廣視角、即時性影像及微型化等

特性，並擁有高階醫材的品質，在市場中創造

產品差異性及產品競爭優勢，銷售區域不斷的

擴張，應用市場拓展迅速。

晉弘科技從研發設計、相關廠商選擇與製

造生產線，全為台灣團隊與台灣製造。與世界

其他醫療器材大廠得以並駕齊驅的關鍵，在於

掌握自身研發能量，開發出差異化產品，成為

市占率第一的手持醫療數位眼底鏡品牌。

目前在歐、美、日等國家，已被廣泛應用

於糖尿病視網膜篩查及遠程醫療上，未來朝向

大數據與 AI 人工智慧學習結合，期望達到智慧

化醫療的目標。

國內也已有大型連鎖眼鏡業者運用本公司

產品，進行標準驗光流程中的眼部檢查，以排

除眼部病變再進行驗光配鏡，增加專業性服務

及附加價值。另外，國內外相關軟體開發及篩

查服務團隊，也積極採用本設備所採集之醫學

影像，針對黃斑部病變、視網膜病變、青光眼

等具致盲風險之疾病，為醫師提供更多輔助診

斷、協助篩查的軟體附加功能、及雲端服務平

台。

全球佈局拓展應用市場	
Horus	Scope 手持市占第一

晉弘科技 Horus Scope DEC 200 之開發與

製造，運用台灣原有之資通訊科技優勢，整合

相關光機電軟硬體研發及零組件供應，以及醫

學中心的臨床測試，創造生技醫療之創新應用

與價值，除了提升預防醫學及健康照護之服務

水準外，亦協助促進台灣生醫電子產業之發展，

躍進國際市場。

晉弘科技的創新Horus Scope手持眼底鏡，

深知醫療市場的需求，可因應國內外醫療市場

《審查委員評語》

採用自我品牌與 CEM/ODM 的方式行銷全球近

60 個國家。產品行銷發展涵跨遠程醫療、健康

篩查、急難診療等，深具應用潛力。

以赫羅斯 DEC 200 檢查時無須使用散瞳劑，立即可以

採集非常清晰之醫用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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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銷售以來，由於純度高、品質佳，目前已

販售於全球共 17 個國家，占全球需求量的 13 

%。截至 2017 年，銷售量在五年間成長了 5

倍，且持續成長，預期在 2021 年全球佔有率

達 18%。

提供高效率優質服務	
邁向全球頂級 API 廠商

生展生物科技公司（股票代號 :8279）成

立於民國 1999 年 4 月，並於民國 2016 年 9 月

櫃買中心掛牌上櫃，正式成為櫃買家族一員，

是台灣地區第一家獲得認證的原料藥物（API）

製造商，力求成為全球頂級的 API 廠商，通過

不斷的改進，採用先進的技術，提供高效率，

優質的服務和競爭力。

該公司生展屬於新興重要策略產業，其經

營以生物科技相關產品為主，並致力於供應國

內外廠商優質特色原料以及提供高品質保健機

能營養品代工服務。主要係以生物科技技術產

銷「原料藥」與「保健原料」，並以藥廠等級

生展公司是台灣地區第一家獲得認證的原料藥物

（API）製造商，力求成為全球頂級的 API 廠商

改善安定度與製劑加工性	
提升原料藥產品差異化

「Mupirocin（ 莫 匹 羅 星 ）」 是 由

Pseudomonas fluorescens 所分離出的天然抗生

素。Mupirocin 可有效治療金黃色葡萄球菌、葡

萄球菌與鏈球菌的局部外用抗生素。因其獨特

殺菌機制，可作為預防 MRSA（具抗藥性金黃

色葡萄球菌，俗稱超級細菌）群聚感染的建議

用藥，亦被列入 WHO 基本藥物清單。

生展生技自 2000 年開始投入 Mupirocin 原

料藥研發，近年生展生技更透過純熟的醱酵技

術整合豐富的回收純化經驗與關鍵結晶技術，

再將「Mupirocin」原料藥產品進一步衍生出

「Mupirocin calcium」與「Mupirocin 晶型 III」

等原料藥產品，大幅改善原料藥品安定度、製

劑加工性，並提升原料藥產品差異化，使生展

「Mupirocin」在國際上能持續保持高度競爭力。

同時，使用於回收純化製程之溶劑量少且單純，

因此對於減少生產過程對於環境的衝擊也有很

大的貢獻。「生展 Mupirocin」自 2012 年開始

生展公司採用高產率專利 Pseudomonas flourecen 菌

株，並掌握關鍵量產製程，以生產高純度、高品質的莫

匹羅星原料藥行銷全球

生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可用於預防 MRSA 群聚感染的抗生素原料藥

優
等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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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專業製造能力從事「保健食品之研發與代工」

服務，以及「醫療器材」、「動物醫療保健產品」

等之代理銷售。

目前生展已建立完善的保健食品上下游垂

直整合之生產模式，從原料生產、特定功效之

配方開發、多元產品劑型之製造，累積豐富的

OEM、ODM 與 OBM 經驗，一條龍服務能力為

本公司在保健食品領域中的特色及優勢。本公

司所生產的保健原料主要為功效性益生菌、靈

芝與冬蟲夏草等，更於 2017 年擁有台灣第一

張芽孢乳酸菌西藥原料藥證。

在產品製造技術上，可提供豐富的劑型選

擇，包含有顆粒劑、粉劑、功能性飲品、膠囊、

錠劑、緩釋錠、腸溶錠與子母錠等種類，並致

力於將保健機能素材開發為食品類型的產品，

提供消費者美味與便利性的保健品新體驗。此

外，生展公司近年導入預防醫學概念、透過代

理國外知名醫療器材品牌，提供醫療器材之銷

售及租賃等業務，積極切入健康產業市場。

強化產品競爭優勢	
引進先進技術製程

生展生技為國內知名藥廠生達化學製藥公

司 ( 股票代號 :1720）之子公司，是生達醫藥集

團朝向上游垂直整合之公司，目的是開發高附

加價值產品，以求降低成本，強化產品競爭力，

禮聘微生物、有機合成專家和國內具有豐富醱

酵工廠實務經驗之專業人士加入本公司技術與

經營團隊，更耗資完成多功能之醱酵工廠，重

資購買國內、外之精密儀器供研發與實驗用，

並且與國內外著名的相關機構或專家技術合

作，引進先進的技術及先進的製程，在軟硬體

具備之下，順利地產銷各種高科技、高效能、

高品質之生技產品及提供技術服務。

未來，生展將持續以發酵技術經營概念為

核心出發，自原料生產到後端產品製造，從保

健食品到藥物原料藥，更涵蓋疾病診療，完整

建構出服務國人的「大健康產業」。

《審查委員評語》

早期透過與 Xellia 技轉引進實驗室菌種，自行完

成發酵產程及所有萃取純化技術，有效增加穩定

度及身體吸收率。產品具備國際競爭力。

天然的抗生素可以用來治療因為金黃色葡萄球菌、鏈

球菌所造成的皮膚感染疾病，Mupirocin 的作用機制為

專一性地與細菌 Ile-tRNA 合成酶結合，進而阻斷細菌

蛋白質合成達到抑制的目的。且因這獨特機制，莫匹

羅星已被列入 WHO 基本藥物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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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6 年後陸續完成國內外專利的市場佈局

後，於 2015 年 11 月底授權給予上毅生物科技

公司，並接續完成抗體量產及臨床前試驗，尤

其在猴子毒理實驗中，其毒性尚未被偵測出。

因此在未來的治療上，可望成為有較高安全性

的抗體藥。

因市場獲利之考量，首選的疾病適應症

以自體免疫性疾病中的類風濕關節炎和多發性

硬化症為優先。目前已陸續展開臨床試驗審查

（IND）之送件，可望 2019 年中進入第一期人

體臨床試驗。此次參賽獲得評審委員的肯定，

獲 2018 臺北生技獎「技轉合作獎」的金獎。

國人自行研發成功案例	
已獲得多國的專利

國衛院癌症研究所（原為癌症研究組，於

2006 年改制為研究所）為任務為導向的醫藥衛

生研究機構，在研究國人重要疾病與健康問題，

推展生物技術與藥物研究，以提升醫藥製品產

HuL001 抗體借由阻斷癌細胞和發炎細胞表面上甲型烯

醇酶的纖溶酶原受體之功能，以達到癌症及自體免疫

等疾病之治療。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癌症研究所
甲型烯醇酶特異性抗體在自體免疫疾病及肺癌治療之應用

國際市場上首見	
具有雙效的單一蛋白藥

國家衛生研究院癌症研究所是國衛院最早

成立的研究團隊，結合基礎研究人員及臨床專

科醫師之專才，針對國內常見腫瘤疾病之診斷、

治療及預防等重大課題為導向。在研究上力求

以病患的腫瘤和血清為標本，發現新的癌相關

蛋白，深研其致病機制並發展一套新的診斷或

治療方法。甲型烯醇酶（ENO1）特異性抗體的

研發便是依循此模式所開發。

首先由國衛院施能耀博士發現，此甲型烯

醇酶新型癌蛋白在多種癌腫瘤轉移中扮演著很

重要的角色，接續再發展出有抑制腫瘤細胞生

長及轉移的抗體。經由與具備產業平台技術的

生物技術開發中心之合作，將此抗體人源化，

並意外發現它也具備能有效地抑制自體免疫性

疾病的發炎作用。

因此，此甲型烯醇酶抗體是目前國際市場

上首見（first-in-class）具A雙效的單一蛋白藥。

國衛院施能耀博士 ( 左三 )，與生技中心蔡世昌博士 ( 左

二 ) 及上毅生技吳英杰博士 ( 左四 ) 所組成之研發團隊，

榮獲 2018 臺北生技獎「技轉合作獎」的金獎。

金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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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發展的單株抗體，抑制此蛋白的血漿纖溶酶原受

體之功能。在多方的驗證下，其療效無論在細胞或

動物實驗中得到相當正面的結果。

有趣是除了分佈在癌細胞表面，生技中心蔡博

士的團隊也觀察到，在發炎的血球細胞表面上也有

它的分佈。利用此抗體在多種自體免疫疾病的動物

實驗中，也能顯著地抑制發炎細胞的活化。由於上

述研究開創了單一藥劑能同時具有治療癌症及自體

免疫等疾病，在目前全球抗體藥物的市場上佔有其

獨特性、新穎性。

產官學密切合作	
立足台灣放眼國際為目標

本抗體之開發是結合上游國衛院的研發成果，

中游產業平台的生技中心之助力，最後再技轉給下

游的國內生技業者，接續完成抗體量產以及所有臨

床前的實驗。三個單位各施其所長以彌補彼此資源

的不足，以迅速的方式落實本土研發成果之產業

化，並同時佈局國際市場以增進競爭力可謂是產官

學一條龍的密切合作的情況下成功的典範。

業的競爭力；研究適合國情的醫療保健政策，

以維護國民健康，增進經濟效益。於 2006 年

更擔負國家賦予「國家癌症研究中心」之重任。

過去透過所內臨床醫師和基礎科學家之間的緊

密合作，聚焦於轉譯醫學研究之發展。抗甲型

烯醇酶（ENO1）單株抗體應用在癌症及自體免

疫性疾病治療，已獲得多國的專利，是近三年

重大研究成果之一。

甲型烯醇酶（ENO1）是一種新穎肺癌相

關蛋白，發展其抗體抑制它的致病機理，達到

對腫瘤和自體免疫性疾病之治療，是本次參賽

的研發亮點。此研究源自於國衛院施博士的早

期研究（2006），證實它的過量表現與肺癌

惡化有密切的關聯性。隨後此蛋白又被發現

分佈在癌細胞表面，而且扮演血漿纖溶酶原

（plasminogen）受體之功能，參與癌細胞的生

長、水解蛋白酶的活化、癌周邊組織的侵襲及

腫瘤遠端的轉移。此現象不僅發生於肺癌細胞

上，也發生在多種不同的腫瘤細胞上。利用自

《審查委員評語》

國衛院與生技中心合作開發 ENO1 的 first-in-

class 抗體藥物，可廣泛應用如癌症與類風濕性

關節炎等，具創新性、市場潛力大。

甲型烯醇酶抗體藥物 (HuL001) 的發展是落實本土研發成果之產業化成功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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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purinol 為現今台灣及全球三大主要造成嚴

重過敏反應之藥物。

發現華人特殊藥物過敏基因	
喚起 carbamazepine 用藥警覺

鐘文宏醫師先前與中央研究院陳垣崇院士

研究團隊合作，在 2004 年領先國際發現過敏

基因 HLA-B*15:02 與抗癲癇藥物 carbamazepine

引發之史帝文生 - 強生症候群 SJS 和毒性表

皮壞死症 TEN 等嚴重過敏反應具有強烈關

聯。因找到此華人特殊的藥物過敏基因體質

（HLA-B*15:02），喚起國內醫藥界對抗癲癇藥

物 carbamazepine 用藥之警覺性，不僅改變了美

國 FDA 及加拿大、新加坡、香港、歐盟等國政

府衛生機構對此藥物使用之警語；加上基因檢

測的推廣，近年來在國內已成功的大幅降低過

去第一名藥害救濟藥物 carbamazepine 引發嚴重

過敏反應之發生率。

降尿酸藥物嚴重過敏基因（HLA-B*5801）

之發現亦改變了美國風濕科學會降尿酸用藥的

治療指引。而後，鐘文宏醫師團隊又更進一

國內唯一以病患為中心	
藥物過敏醫療團隊

長 庚 醫 療 體 系 病 患 眾 多， 其 中 嚴 重 藥

物過敏病患也相當多，為使病患得到最佳

的照護，長庚醫院特別成立藥物過敏中心

（Drug Hypersensitivity Clinical and Research 

Center），是國內唯一以病患為中心，進行全

人照顧的藥物過敏醫療團隊。

藥物過敏中心由鐘文宏醫師負責統籌，團

隊成員包含皮膚科、內科部（感染科、胸腔科、

腎臟科等）、內科加護病房、灼傷中心、眼科、

病理科、藥劑部等各科部專家，藉由即時的照

會和定期的團隊會議，各科專家共同討論確定

過敏的藥物種類，提供病患最佳的診療。

藥物過敏反應之表現非常多樣化，從輕

微之丘疹（MPE）至危及生命之嚴重過敏反

應，如：藥物疹合併嗜伊紅血症及全身症狀

（DRESS）、史帝文生 - 強生症候群（SJS）

及 毒 性 表 皮 壞 死 症（TEN）。 抗 癲 癇 藥 物

phenytoin 與 carbamazepine，以及慢性痛風用藥

長庚醫院藥物過敏中心團隊合影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應用基因篩選以預防常見抗癲癇藥物引發之致命性過敏

銀
獎

技轉合作產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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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線抗癲癇藥物前，或剛開始使此類抗癲癇藥

物兩天內，進行藥物過敏風險基因檢測。醫師

們將被告知病患之基因檢測結果，若病患帶有

此風險基因，將被建議以其他非環類藥物取代

一線抗癲癇藥物，如：Valproate 或 Keppra。

本發明提供一種預防一線抗癲癇藥物引

發嚴重藥物過敏反應風險的方法，並指出特定

基因變異型的 CYP2C 代謝酵素及特定 HLA 基

因型是造成抗癲癇藥物過敏反應的主要因素。

預期利用此基因定序分析法進行用藥前基因篩

檢，可降低一線抗癲癇藥物引發嚴重過敏反應

之發生率，進而防止致命藥物不良反應之發病

率及死亡率，達到個人化醫學的時代。

成功技轉合作模式	
創造雙贏效益

由於本案具良好測試效益並佈局了台灣、

中國、香港、美國、日本、新加坡、歐盟、德國、

義大利、法國等 10 國專利，截至 2017 年已獲

證 9 項專利，並技術轉移給具備有專業製造基

因檢測套組經驗與能力的世基生醫，依循 1. 產

品技術服務的優化與驗證、2. 迎合 Laboratory-

developed Testing（LDT） 市 場 需 求、3. 海 外

市場開發及 4. 體外診斷試劑（IVD）市場開發

與專利授權等四階段步驟，預計在 3 年內完成

PGx 癲癇藥物基因檢測套組產品進入市場。世

基擁有專業團隊，可同時結合技術、市場、專

利等多面向縮短產品開發時間。透由此學界與

產業界成功的技轉合作模式，創造雙贏效益。

步領先全球發現 CYP2C9*3 基因變異型和特

定 HLA-B alleles 與抗癲癇藥物引發之嚴重過

敏反應（包括：SJS、TEN 及 DRESS）具有強

烈之關聯。現今已有許多國家於用藥前會先進

行 HLA-B*15:02 及 HLA-B*58:01 基因篩檢以預

防抗癲癇藥物 carbamazepine 和慢性痛風藥物

allopurinol 引發嚴重過敏反應。然而，目前卻

仍沒有任何可行方法可用於預防一線抗癲癇藥

物 phenytoin 引發致命的嚴重過敏反應。

本案發展出一偵測引發一線抗癲癇藥物過

敏反應風險基因之快速的基因檢測方法，主要

是利用基因定序分析法及 real-time 分析平台偵

測一線抗癲癇藥物的過敏風險基因。目前專一

性可達七成以上；特異性可達八成以上，且具

臨床可應用性。

本案正進行多中心臨床試驗，評估病患於

一線抗癲癇藥物用藥前先進行藥物過敏風險基

因檢測之臨床效益。長庚藥物過敏中心將在國

內多處醫療中心推行此臨床試驗，在病患使用

《審查委員評語》

具有效防止藥害潛力為世界首創，未來在中國

及歐美都有較大競爭力。技轉廠商世基生技已

在 2 年內銷售達到 5000 萬，銷售績效佳。

全球專利布局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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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學、蛋白質化學、發酵工程學、生技產品生

物安全評估及實驗室品質管理系統。中心於

103~106 年間主要參與之動物用疫苗相關產品

研發共 22 項。研發成果技術移轉項目共 8 件，

包括 5 項疫苗研發成果、2 項酵素連結免疫

吸 附 分 析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套組研發成果及 1 項攻毒模式平台。產

業合作廠商包括夲牧生物科技公司、台灣維克

法蘭斯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大豐疫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瑞寶基因股份有

限公司。

本中心預期研發成果之商品化將可減少動

物疾病，有助於增進養豬產業之產值，並可促

進動物疫苗產業之技術再升級與獲利。

容易生產成本低廉	
安全有效具競爭優勢

PCV2 為引起豬離乳後多系統消耗症候群

之主要病原，其亦會造成豬皮膚炎腎病症候群、

先天性震顫及繁殖障礙。此外，PCV2 與其他病

毒性或細菌性病原混合感染豬隻則會引起呼吸

道疾病綜合症。豬隻感染 PCV2 所引發之疾病

「新型豬第二型環狀病毒次單位疫苗」研發成果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動物疫苗開發中心
新型豬第二型環狀病毒次單位疫苗

集結各領域專才	
進軍動物用疫苗市場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動物疫苗開發

中心集結各領域專才，以豬病學、疫苗學、佐

劑學、分子生物學及蛋白質純化技術等研發專

長，發展「新型豬第二型環狀病毒次單位疫苗

（porcine circovirus type 2, PCV2）」， 並 於

2018 臺北生技獎競賽中，獲得「技轉合作獎」

銅獎肯定。

此研發成果於 2018 年 3 月 5 日與夲牧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訂非專屬授權合約，藉

由合作方式完成疫苗生產製程之建立與疫苗

產品之查驗登記。夲牧公司亦與農科院簽訂

「PCV2+ 豬肺炎黴漿菌雙價疫苗」之研究開發

合約，預期於三年內共同完成新型雙價疫苗之

研發，展現進軍動物用疫苗市場之企圖心。

發展新型疫苗研發平台	
促進動物疫苗產業發展

農科院動物疫苗開發中心自成立以來，即

致力於發展新型疫苗研發平台，並運用於開發

動物疫苗市場需求之創新單 / 多價疫苗、佐劑

及疾病檢測試劑。研發團隊之專長涵蓋豬病學、

禽病學、疫苗學、佐劑學、微生物學、分子生

農科院動物疫苗開發中心成員合影

銅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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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降低病毒血症之發生（viremia），可用

於防治 PCV2 對豬隻之感染。相較於市售 PCV2

疫苗，新型 PCV2 次單位疫苗具有容易生產與

低成本之主要競爭優勢。

技轉合作完成商品化	
加速國際化市場進展

農科院動物疫苗開發中心於動物用疫苗相

關產品與技術之研究開發已深耕多年，配合夲

牧公司留忠正董事長、張金全顧問及洪岳鵬總

經理對於產程開發、廠房建置、企業管理及行

銷規劃之豐富經驗，以學研互補互助之策略，

加速 PCV2 次單位疫苗研發成果商品化與國際

化之進展。

此外，本中心亦藉由技轉合作方式形成關

係緊密之產學研發團隊，在互信互助之基礎下

建立雙方合作平台，共同規劃投入高值化前瞻

技術與新型產品研發，進而創造最大之產學加

值效益，達到學企共榮之雙贏局面。預期創新

之產業技術、產品及服務，可帶動我國動物用

疫苗產業轉型升級，成功將國產動物用疫苗產

品推向國際市場，提升我國動物用疫苗產業之

整體競爭力。

會降低育成率與飼料換肉率或母豬懷孕後期流

死產，進而造成養豬產業之嚴重經濟損失。

為降低 PCV2 感染，牧場實施疫苗免疫計

畫被認為是最佳策略。目前全球販售之 PCV2

疫苗主要以病毒感染細胞之方式進行生產，然

而此種疫苗之製備時間較長、成本較高及具有

高生產技術門檻。

爰此，研發團隊於 2013 年啟動新型 PCV2

次單位疫苗開發計畫，主要參與研發人員包括

林俊宏資深正研究員、陳正文研究員、王志鵬

研究員、彭子庭副研究員、黃文正助理研究

員、林慧傑助理研究員、李蕙宇小姐、謝明偉

副研究員及動物疫苗開發中心同仁。計畫中利

用容易培養與生長快速之大腸桿菌作為 PCV2

次單位疫苗用蛋白質之表現宿主，結合改良抗

原表現技術、蛋白質佐劑技術、菌種高密度發

酵培養技術、單一步驟蛋白質純化技術及疫苗

效力評估技術等五大關鍵核心技術，開發新型

PCV2 次單位疫苗。豬隻試驗結果顯示，該疫苗

具有高安全性且能有效誘發豬隻產生免疫保護

《審查委員評語》

運用大腸桿菌生產 PCV2 次單位疫苗，成本低

安全性高。授權金額尚達 700 萬及 3-5% 之權

利金，為參賽案件少見之優越條件。

以 50 L 發酵槽進行菌種發酵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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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孔的位置，是手術執行時的一大困難，因此

臨床上遠端固定孔螺絲鎖定通常是透過 X 光

透視導引來完成。但此法將使得病人與醫療人

員會吸收額外的輻射能量；有的採用搭配該廠

牌骨釘專用的導引器（Target Aiming Device, 

TAD），但髓內釘在置入髓腔的過程中會因為

受到外力衝擊產生扭曲形變，造成 TAD 無法順

利定位遠端螺孔的問題。此時輕則延長手術時

間，重則可能因為鑽孔錯誤，無法鎖上螺絲而

須重新再鑽孔，對骨頭造成額外的傷害，拉長

病患的恢復時間。

此定位系統是將經過特殊設計之附照明裝

置之導針（iMET）置入骨髓腔內，讓醫師可

藉由透過遠端螺絲固定孔投射出骨髓腔外的光

線，從骨表面用肉眼直接觀察到髓腔內銅釘固

定孔的位置，並進行固定（甚至於皮膚表面即

可見到光暈範圍，可進行小刀口微創手術），

而沒有輻射劑量吸收或骨釘形變而定位不準的

問題。此方法經先導性試驗驗證簡易可行，且

能夠縮短執行定位所需時間與提高定位準確

率，又沒有額外輻射吸收劑量的疑慮。由於光

源直接自髓腔內導引經過遠端螺孔穿過長骨，

可清晰而明確地在骨頭表面指引遠端螺孔位

輔助定位更安全可靠	
修復骨折手術有效率

國立陽明大學生醫工程系醫學影像實驗室

於 1992 年由朱唯勤教授所創立。經過與第一

線醫師訪談，發現了臨床未滿足的需求，接受

科技部「臺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醫

療器材精進計畫」、以及台灣生技整合育成中

心（Si2C）「產業前瞻技術育苗計畫」的研發

經費補助與輔導，並且與振興醫院骨科部取得

合作，做出交鎖式骨髓腔內銅釘遠端螺孔定位

系統（簡稱 iMET）的雛形產品，解決臨床上的

痛點。

交鎖式骨髓腔內銅釘遠端螺孔定位系統

（iMET）是設計用於在進行髓內釘固定手術過

程中，來幫助定位遠端的螺絲孔，提供更安全、

更可靠的輔助定位方式，是一種能幫助外科醫

生更有效率地進行修復骨折手術的設備，而且

此器材為一次性使用，在手術後即丟棄。

由於因意外事件或病變引起的長骨骨折

損傷，常以交鎖式骨髓腔內銅釘進行固定以幫

助骨頭自然癒合。然而在執行遠端鎖定螺絲的

植入時，因骨釘位於髓腔內，無法以肉眼看到

交鎖式骨髓腔內銅釘遠端螺孔定位系統

將經過特殊設計之附照明裝置之導針（iMET）置入骨

髓腔內，讓醫師可從骨表面用肉眼直接觀察到髓腔內

銅釘固定孔的位置

國立陽明大學生醫工程系醫學影像實驗室
交鎖式骨髓腔內銅釘遠端螺孔定位系統

優
等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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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減少肌肉層傷口大小與失敗重新鑽孔次數，

縮短病人恢復時間。

無輻射暴露問題	
病人醫護一大福音

研究團隊在過去兩年曾進行 19 位患者的

先導性臨床試驗基礎研究，研究結果證實可以

使用長波長可見光（或紅外光）置入骨髓腔內，

自骨髓腔內照明，醫師可以從長骨表面清楚的

用肉眼觀察到骨髓腔內銅釘固定孔的位置，達

到與使用 X 光導引同樣的效果，卻沒有輻射劑

量吸收的副作用。

初步的臨床試驗結果也顯示，使用本技術

可以大幅減少執行遠端鎖定螺絲的時間，由平

均 21 分鐘降低為 4.1 分鐘，定位失敗率由 10%

降為 0%。最重要的是完全沒有輻射暴露的問

題。對於病人及執行手術的醫療人員都是一大

福音，預期能快速獲得醫界認同推入市場。

上海骨科執行髓內釘手術	
市場可行性獲驗證

此項研究在 2015 年 4 月 22 日由陽明大學

技轉獨立成立唯醫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同年 7

月該公司進駐新竹科學園區的竹北生醫科技園

區，為台灣生技整合育成中心重點協助推展與

輔導的新創生技醫材公司。2016 年唯醫生技受

康輝控股（上海美敦力）邀請，於上海復旦大

學醫學院附設華山醫院與指定之骨科部執行主

任合作完成 iMET 應用於股骨與脛骨的髓內釘

手術，驗證了產品市場可行性。

2017 年 唯 醫 生 技 取 得 iMET FDA 510k 

（K163037）之認證，並參加 2017 未來科技

展榮獲「未來科技突破獎」以及「最佳人氣技

術獎」。2018 年通過北市府產發局遴選補助以

iMET 參加北美生物科技產業展（BIO 2018）。

《審查委員評語》

技術具創新性，iMET(Intra-medullary Endo-Transilluminating) 

Device 第一代已取得美國 FDA510K 認證上市許可，並成立

衍生公司唯醫生技進行商品化。

朱唯勤教授（左三）與「FITI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產學研團隊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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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內部的自動演算程式，於數分鐘內完成解析

及判讀，並出具初步檢測報告，應用在農藥殘

留的即時檢驗，可作為農產食材供應鏈的上游

把關模式，不受時間地點限制，全天時接受各

端上傳的質譜分析訊號並即時回報檢驗結果，

將現行農藥殘留期程由數天縮短為當日完成。

以此架構發展出的新形態檢驗模式，植基

於三部分專利技術，分別為：（一）樣品前處

理的技術創新、（二）導入新型偵檢儀器、（三）

自動判讀儀器分析訊號。分述如下：

（一）	樣品前處理的技術創新

利用藥毒所所開發並技轉的「快速萃取淨

化套組」（FaPEx），大幅減少整體化學分析流

程中的樣品前處理所需之時間與人力，依現行

之公告方法，平均一位技術人員一天時間約可

完成批次 10 件樣品前處理，若改以「快速萃

取淨化套組」（FaPEx）則可於一小時內完成前

處理，且本套組經過回收率穩定性及不確定度

的評估與驗證，已納入我國官方的建議方法。

（二）	導入新型偵檢儀器

藥毒所與技轉業者汎鍶科藝合作開發的

「表面增強拉曼光譜 (SERS) 檢測系統」可用於

提高農藥殘留檢驗效率	
保障消費者食用安全

我國位處亞熱帶及熱帶地區且地小人稠，

為提高農產品產量需克服病蟲害問題，使用農

藥成為國內農業生產者普遍慣用的植物保護手

段。然而，可信的農藥殘留檢測有賴可靠的樣

品前處理流程、精確靈敏的儀器分析以及謹慎

運算的檢驗人員，但依現行的農藥殘留送檢模

式，完整的檢驗流程須歷經樣品寄送、前處理、

上機分析、報告覆核，至少需 5 天方能得知檢

驗結果，所以標的蔬果若非久放致賣相不佳，

就是已售出而進入消費者肚子，因此架構新的

農藥檢測模式以提高農藥殘留檢驗效率是目前

農業單位、衛生機關及消費者甚為關切的民生

議題。

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簡稱：藥毒

所）是專責建立農產品農藥殘留檢驗技術的研

發檢驗單位，多年來致力於精進檢驗分析技術。

此次以「雲端智慧檢驗系統 - 架構農藥殘留即

時檢測模式」獲得技轉合作獎優等獎。

串聯雲端檢驗平台	
全天時上傳即時回報

該系統是以雲端檢驗平台串聯檢測儀器，

將現場檢測訊號及圖譜經網路上傳後，再以平

本智慧檢驗模式的創新元素 -- 多國發明專利

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雲端智慧檢驗系統 -架構農藥殘留即時檢測模式

優
等
獎

本所及相關技轉合作業者架構的雲端智慧檢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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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智慧檢驗系統	
翻轉農藥殘留檢測模式

對於中大型食品企業或農產公司，產品

來源的檢驗把關是必要工作也是品牌建立的一

環，因此選擇建置高效率的質譜儀能同時篩檢

過往有檢出紀錄的 178 種農藥，快速取得農藥

分析結果，於流通前攔截違規產品，且可批次

上機自動進樣，將儀器的的數據圖譜上傳至雲

端平臺，搭配藥毒所專利「質譜影像分析檢驗

農藥殘留之方法及其系統」，進行圖譜解析及

自動演算農藥含量，可串接異地分布的偵檢儀

器，降低人工分析數據的精力，達到全時運算

出檢驗報告的目標。

而對於營運規模較小但有心建立安全自

主管理的中小型企業或農產公司而言，可考慮

採用具半定量快檢的增強型拉曼光譜檢測系統

(SERS)，以符合其高風險管理、低建置成本且

即時分析的客製化需求。

研究團隊期許以此雲端智慧檢驗系統，翻

轉農藥殘留檢測模式，並從農業食安開展擴及

動物用藥、水產用藥、環境用藥乃至居家衛生

檢測，建立智慧即時檢測的新模式。

現場及時篩檢農藥殘留，由於具有輕便、平價

及易操作特性，可於現場進行簡易前處理後即

行上機分析，當場篩檢出高風險的樣品，適合

中小型規模的糧商、蔬果進貨商或生鮮超市，

另外，具高效率離子化的液相層析質譜 (LC/

MSMS) 可整合現行以 GC/MSMS 分析的大部分

藥劑進行多重農藥殘留檢驗，適合大型果菜市

場及通路商，依其需求進行較符合法規要求的

多重農藥殘留分析，以分析三百多種藥劑的殘

留量。

（三）	自動判讀儀器分析訊號

藥毒所及汎鍶科藝也分別針對自動演算法

開發程式，經由模組化的程式語言設計，內嵌

於雲端伺服器，可針對 SERS 及 LC/MSMS 的訊

號圖譜，進行快速演算得出檢驗結果，並於數

分鐘內回傳檢驗報告。

研究團隊期許以此雲端智慧檢驗系統，翻

轉農藥殘留檢測模式，並從農業食安開展擴及

動物用藥、水產用藥、環境用藥乃至居家衛生

檢測，建立智慧即時檢測的新模式。

《審查委員評語》

符合食安趨勢串連雲端、AI 用快篩機製進行食

安保護，對農藥殘留之檢測有其創新性及一定

之競爭力。

現行檢測流程與本創新模式的時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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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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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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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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生技獎競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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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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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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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單位應於彙集申請參賽案件後，連繫各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委員會幕僚作業由

執行單位負責執行。審查工作進行方式如下： 

( 一 ) 審查前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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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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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依該獎項審查項目及權重加以評審給分並排名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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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空缺由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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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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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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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產業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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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

審查類別 姓名 現職

新
創
技
術
獎

技術專業

鄧哲明 臺北醫學大學講座 教授

吳金洌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林峰輝 國家衛生究院生醫工程及奈米研究所所長

財務暨營運 顏錫銘 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兼任教授

智慧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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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拾忠 台灣天使投資協會秘書長

國
際
躍
進
獎

技術專業
林峻立 陽明大學研究發展處主任

夏尚樸 中華國際投融資促進會生技產業組召集人 / 理事

財務暨營運

鄭貞茂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副主委

蘇嘉瑞
安侯企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之健康照護產業服務
團隊主持人

智慧財產
葛之剛 全球策略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

高士偉 明富國際法律事務所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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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建煌 臺北醫學大學校長

林山陽 元培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講座教授

財務暨營運 曾惠瑾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 副所長

智慧財產
林國塘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三組 組長

馮震宇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教授

創業投資 尹福秀 智擎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2018 臺北生技獎審查委員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