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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has a complete industrial infrastructure. From venture 

capitals, R&D, incubators, talent cultivation institutions, to 

industrial supply networks and clinical markets.

Under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government and private sectors,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in Taiwan has grew rapidly, reporting a total 

revenue of 103.45 billion USD in 2017. With the growth of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by the years, a similar growth is also shown 

by Taipei's bio-tech companies.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of Taipei 

Biotechnology Industry, in 2017, there were 482 bio-tech firms (24% 

of total number of companies in Taiwan), accounting for 60% of 

total revenue of Taiwan's biotech industry. This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developing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in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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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fields: Information, Biotechnology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art-up
Park details: 

Taipei Bio Cluster Taipei臺北市生技產業聚落

The main hub of interdisciplinary Industrial 
Communication and Biotech 

主要領域 : 資通訊、生技、跨域新創
園區概況 : 產業用地面積 202.46公頃

資通訊、生技跨域鏈結重要據點

Technological industry area 202.46 hm2

Basic
research
基礎研究

Preclinical
development
新藥探索
臨床前開發

Clinical trial 
review (IND)
新藥查驗(IND)

Biotech R&D 
produce
生技研發製造

New drug 
registration (NDA) 
新藥核准上市(NDA)

Academia Sinica
中央研究院

National Biotechnology
Research Park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CDE
衛福部食藥署
藥品查驗中心

Taipei Nangang 
Biotechnology Park
臺北南港生技產業園區

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CDE 
衛福部食藥署
藥品查驗中心

Beitou Shilin Science Park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

 Nangang Biotech Cluster
大內湖科技園區

Great Neihu Technology Park

Launch Date: 2019
108年度啟動招商

南港生技產業聚落

南港生技產業聚落  Nangang Biotech Cluster

大內湖科技園區 Great Neihu Technology Park

主要領域 : 智慧健康醫療、數位技術服務
園區概況 : 土地面積                 

產業用地面積         

智慧健康醫療產業實證場域

194公頃
24.9公頃

Main fields: intelligence, health and medical, digital technology service
Park details: Total area 194 hm2

Technological industry area  24.9 hm2

Intelligence health medical industries area

區位優勢

The only big land used for elite industries 
Perfect medical network 
Rich talents of the combination of Industry, government and 
academic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Park advantages

北台灣僅有大面積精華產業用地釋出

周邊擁有全台最完整醫療網絡

產官學研人才資源豐沛

運輸便捷，路網完整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 Beitou Shilin Science Park

Launch “Neihu 
Technology Park
Version 2.0” 
upgrade start-up 
in Neihu Tech

啟動內科2.0計畫
帶動內科創新升級

Introduced the start-up industries 
Offered support service
Industrial clusters
Provided the environment for talented immigrants

引入產業創新動能

提供產業支援服務

加值既有產業群聚

提供人才移居環境

Synergy of the knowledge 
and talents power

加乘知識和人才能量

Academia Sinica, National Biotechnology Research 
Park with the power of biotech and medical
Biotech cluster between Neihu tech and Nangang 
software park
The law of biomedicine of 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中研院、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生技醫藥研發能量

內科南軟生技產業群聚效應

生醫產業法令主管機關衛福部食藥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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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Services
Invest Taipei Office

contact
Invest Taipei Office
+886-2-2757-4518

To attract domestic and foreign companies to invest in Taipei, the DoED 

established the Invest Taipei Office (ITO) to connect public and private 

resources, and to provide consulting services, industrial information, 

subsidies, industry collaboration, with the goal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integrated, one-stop customized services to satisfy investment needs and 

assist in removing barriers.

One-Stop Customized Service

Investment information

Business investment inspection arrangements

Laws and regulations consultation

Visa application consultation

Subsidies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Government Inter-Departmental Integration Platform

Convene inter-departmental meetings to lower investment barriers

Connect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provide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Connect with Local Business Opportunities

Referral to venture capital and networking events

Assist with land/office acquisition

Introduce to local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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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ngchun Station

Kunyang Station

Taipei Nangang 
Exhibition Center Station

Nangang Software 
Park Station

Donghu Station

Neihu Technology Park

Nangang Station

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aipei Nangang 
Biotechnology Park

臺北南港生技產業園區

National Biotechnology Research Park

National Biotechnology Research Park 

Nangang Convention Center

Nangang Business Park

Natio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Nangang Exhibition Hall

Taipei Nangang 
Exhibition Center

Nangang Software 
Park F Building

Synergetic effect multiplier 
boosts new biotech industry

Pure water facilities

Central clean air supply system

Consistent power supply system

P1 and P2 biotech labs

Designated shared biotech common equipments

Biotech waste and wastewater treatment systems

Incubation Center

Group cohesion and Group effort 
Mass Industry Clusters Shaped

Height of six meters floor height

Can legally set up a registered factory

Planning for different sizes of space

Large conference room

New drug R & D pilot production plant space
Biotechnology-specific exhaust equipment,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facilities,waste disposal, and wastewater 
treatment systems

Industrial Space

Location Details

Location: 

Area:  About 1.5 hectares

Section 7, Zhongxiao East 

Road, Nangang District, Taipei 

City, Taiwan

Location Adeventages

3 mins walking distanceMRT & Speed 

Railway Station.

Incubation Center

Technology management

Common shared laboratory

Assist fund raising and sharing

New venture base

Pilot-scale production plant space

Introducing venture capital

Smart building

Taipei Nangang 
Biotechnology Park
臺北南港生技產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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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士林園區招商資訊
預計招商公告:2019年10月

產業主軸：智慧健康醫療及數位技術服務產業

園區位置：位於北投區，以承德路、福國路及文林北路為主要道路，鄰近捷運士

林站、芝山站。

補助項目：獎補融資措施

Investment in 
Beitou Shilin Technology Park
Expected Investment Announcement: October 2019
Main industry: Smart health care & digital technology service 
Location: Chengde Road, Fuguo Road, and Wenlin North Road in Beitou 
District, near MRT Shilin Station and Zhishan Station
Subsidy: Funding

諮詢專線: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科技產業服務中心
02-27208889 ext .6587李小姐
Email: ea-10013@mail.taipei.gov.tw

Contact: Hi-Tech Promotion Cent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aipei City Government 
TEL: 02-27208889 ext. 6587, Ms. Lin
Email: ea- 10013@mail.taipei.gov.tw四大利基

1.串聯臺北南軟和內科園區科技廊帶，擴大群聚效益。

2.周邊交通、生活機能便捷：1小時達北基兩海港、桃園松山兩機場，鄰近高速公

路、捷運紅線，運輸便捷。

3.醫療產學資源密集(陽明、榮總、振興、新光醫院⋯)

4.大型科技企業深根(華碩、和碩、英業達⋯)

Featuring smart health care and digital technology service, the Beitou Shilin 
Technology Park reserves a space of 25 hectar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expects to attract flagship enterprises to headquarter, driving the 
new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aipei.

Four Niches
1. Expanded industry cluster with Nangang Software Park and Neihu Technology Park
2. Good transport links and life functions: 1 hour to Taipei Port, Keelung Port, Taoyuan 

Airport, and Songshan Airport, near highway and MRT Red Line
3. Intensive and integrated medical resources (Yangming Hospital,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Cheng Hsin General Hospital, Shin Kong Wu Ho-Su Memorial Hospital, etc.)
4. Large technology enterprises (ASUS, Pegatron, Inventec, etc.)

臺北市北投士林科技園區以「智慧健康醫療」及「數位技術服務」為發展主軸，

保留未來新興科技發展空間，以【25公頃科技產業專用區】迎接國內外旗艦企業

進駐開發，開啟臺北市新產業發展引擎。

預計招商公告:2019年10月

Expected Investment 
Announcement: October 2019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計畫

Beitou Shilin 
Technology Park: 
Next Technology 
Area in Taipei

1.創造前瞻產業
產值與價值

辦公
研發

Tech X eHealth
智慧醫療
跨域園區

生產
試產

驗證
應用

交流
服務

4.滿足基地&周邊
支援服務機能

2.加速新興技術
研發與創新

3.帶動周邊產業
群聚與鏈結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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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ntensive and integrated medical resources (Yangming Hospital,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Cheng Hsin General Hospital, Shin Kong Wu Ho-Su Memorial Hospital, etc.)
4. Large technology enterprises (ASUS, Pegatron, Inventec, etc.)

臺北市北投士林科技園區以「智慧健康醫療」及「數位技術服務」為發展主軸，

保留未來新興科技發展空間，以【25公頃科技產業專用區】迎接國內外旗艦企業

進駐開發，開啟臺北市新產業發展引擎。

預計招商公告:2019年10月

Expected Investment 
Announcement: October 2019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計畫

Beitou Shilin 
Technology Park: 
Next Technology 
Area in Taipei

1.創造前瞻產業
產值與價值

辦公
研發

Tech X eHealth
智慧醫療
跨域園區

生產
試產

驗證
應用

交流
服務

4.滿足基地&周邊
支援服務機能

2.加速新興技術
研發與創新

3.帶動周邊產業
群聚與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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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生技產業高峰論壇

展望 2020 生技佈局
法規、國際籌資是關鍵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主辦「臺北市生技產業高峰論壇」，主題為「展望 2020 年

的生技佈局國際關鍵」，聚焦在探討國際生技醫藥產業發展趨勢，並從生技公司進入國

際市場的各個面向切入實務，包含 FDA 法規實務、國際籌資、新潛在國際合作市場以

及技術新趨勢等。

本場論壇邀請到華威國際科技顧問李世仁合夥人主持，講者包括前美國 FDA 醫療

對策倡議 (MCMi) 主任 Alan Liss、台康生技總經理劉理成、香港生物科技協會于常海主

席、台灣微脂體總經理葉志鴻等高瞻性專家蒞臨演講。

台北市產業發展局局長林崇傑於開場致詞表示，生技產業發展潛力無窮，但生藥領

域由於資金回收期非常漫長，因此和國際接軌、經驗交流特別非常重要。臺北市非常重

視生技發展，除了已經將南港定位為關鍵樞紐，配合國家生技園區規劃發展，也在積極

建設北投士林科技園區，期待透過這些基礎建設為新藥研發做完整串接，進而讓臺灣的

耀眼成果和國際接軌。

Alan Liss 閱歷過無數生技公司，並與聽眾分享新藥產業開發的觀點。Liss 擁有 35

年在疫苗、血液製劑、生物製劑及藥品開發及製造經驗，並在全球各地教授如何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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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生技產業高峰論壇

展望 2020 生技佈局
法規、國際籌資是關鍵

效的品質合規專案 (quality compliance programs)，來加速藥物開發製造。在離開 FDA 

MCMi 的職位後，Liss 在 2014 年創辦了生技製藥諮詢公司 GXP farma、擔任 CEO。

Liss 強調，公司領導人和高級主管，都必須認知到新藥開發過程並不像 IT 產業那

般能快速獲益，生技公司除了自己要很努力，爭取獎項、曝光度和攫取資金也都很重要。

美國 FDA 最重要的幾個部門，包括生物評量及研究中心、儀器及放射健康中心、

藥物評估及研究中心、法規事務辦公室等。對於繁雜的 FDA 法規，Liss 建議以「信任

並確認」以及「了解審查者的考量及策略」的態度待之。

雖然不少生技公司在這項新興產業的浪潮中大有斬獲，但大多數的生技公司其實並

沒有獲利。對此，Liss 以賽馬做比喻，「你要投資馬 ( 技術 )，還是騎士 ( 公司 ) ？」現

在趨勢也逐漸轉向投資「騎士」，避免利益衝突，並實踐好的商業原則。

Liss 最後引用蘋果前執行長 Steve Jobs 的名言作結：「靈感在被付諸實行前，都沒

有任何價值。(Ideas are worth nothing unless executed.)」

劉理成以台康生技的經驗為例，分享他們如何布局全球藥物開發，以及市場策略與

實務。劉理成曾任日本、美國許多生藥大廠擔任管理專業職務，在領導產品開發有豐富

經驗。台康在 2013 年獲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DCB) 技轉，並完成併購台耀化學

(Formosa Laboratories)，並在今年 6 月底 IPO。

劉理成表示，台康生技的主要策略是持有逆向工程 (reverse engineering) 的知識一計

數，發展 CMC 開發及生產能力，結合委外開發執行的臨床前 / 臨床開發資源，最終建

立全球銷售聯盟。目前台康成長快速，除了已經擁有 7 個產品線，2016 年達到收益平

衡 (break even)，也在今年建立新的大規模量產工廠，也順利和日本建立合作關係。

劉理成回顧台康 EG12014 乳癌 / 胃癌之 Trastuzumab 生物相似藥的發展過程，台

康在 2018 年執行其臨床三期試驗時，全球就已經有相同有效成分的五家全球大藥廠

(Amgen, Pfizer, Celltrion 等 ) 獲得美國 FDA 或歐盟 EMA 的核准，同期也還有泰福、上海

漢霖和 Prestige Biopharma 在進行臨床三期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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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康雖然在 Trastuzumab 生物相似藥上他們是晚進者，但他們在市場開發上更專注

於地區目標的市場潛力，例如北美、歐洲、中東、北非、日本、中國和拉丁美洲，並和

Sandoz AG (Novartis 子公司 ) 在 Her2+ 標靶項目上授權結盟合作，鎖定高達 130 億美元

的醫療市場價值。

劉理成也表示，考量到 Her2+ 特許經銷權產品 (franchised product) 的生命週期以

及乳癌治療趨勢，台康將以推出自己的次世代產品做為應對，他也預言，下一波針對

Trastuzumab 生物相似藥挑戰的時間點，將是 Perjeta 的專利在 2024 年到期的時候。

第三位講者是于常海，除了香港生物科技協會主席職位，他也創辦了海康生技公司

(Hai Kang)，同時在北京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擔任教授職。

于常海表示，中國目前正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建設計畫，期待將 11 個

臨海城市地區打造為世界第四大灣區，並結合中國目前有 199 個科學園區、其中有 93

個集中在廣州地區的優勢，再加上大量來自中國和私人公司的的風險投資積攢能量。香

港交易所 (HKEx) 在 2018 年進行了 25 年來最大規模的上市及生技改革，也成立生物技

術諮詢小組，為還沒盈利的生物技術申請上市提供建議。

于常海也以自己創立的海康生技為例，他指出，香港曾有多次傳染病爆發，有效且

簡便的診斷方法是未被滿足的醫療需求，對此他們推出搭載電場輔助診斷 (EFAD) 晶片

的 BioRadar 多重檢測 / 基因診斷系統，實現個人精準化治療，目前在肺炎的多重病原體

診斷上以取得成績。此外，EFAD 將晶片帶入分子診斷技術的實績也獲得臺灣台積電的

青睞合作。

于常海表示，2020 年是亞洲是否能成為繼歐美之後成為全球生技大區域的重要年

度，他們也預計在 2020 年 1 月舉辦 BIO HK，打造香港生物科技的未來。

演講的壓軸講者為葉志鴻，他分享臺灣微脂體 (TWO: 4152) 在去 (2018) 年掛牌美

國那斯達克上市 (Nasdaq: TLC)，成為亞洲唯一雙掛牌生技企業的歷程。

台灣微脂體 (tlc) 透過快速篩選和研發平台，聚焦於疼痛管理 ( 骨關節疼痛、鴉片類

藥物麻醉 )、眼科黃斑部病變，以及腫瘤治療三大面向。

葉志鴻認為，無論是在哪個區域掛牌上市，都必須先問自己許多問題，包括針對該

國家上市的原因、市場機會在哪裡、法規系統是否與其市場對應完整、如何規劃當地產

品開發的方案。他們製作了將近幾百頁的評估報告，做了一百多位醫生的調查，用實際

數據為策略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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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c 在美國上市的程序中，葉志鴻認為，提早和銀行家 (Bankers) 了解流程是非常重

要的，從他們身上可以得知許多情報。例如，在創投投資上，和臺灣很不一樣的是，

美國在生技的資金投資大多都在 IPO 之後的上市後公司，但臺灣沒有在操作二級市場

(secondary market) 的資金，這也是香港可能要在未來注意的事情。

葉志鴻也分享他所認為 10 個路演 (roadshow) 一定要有的簡報內容，特別是競爭者

資訊、商業融資模型、融資狀態與里程碑 (financial status & milestones)。葉志鴻強調，

誠信非常重要，必須正式地回答所有來自他人的問題。

而在最後的座談中，提及到雖然臺灣、香港、美國生技新創看起來蓬勃發展，但今

日的資本市場看起來仍傾向投資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公司，該如何因應？ Liss 表示，從

美國的經驗來看，重點在於國家的食品藥物監管機構必須成為新創團隊的夥伴，舉例而

言，TFDA 的支持就可能是讓投資人產生興趣的要件，否則大多數的新創團隊都還在掙

扎求生。

葉志鴻也補充，他認為美國 FDA 除了法規，也會提供詳盡的指南，其背後是豐厚

的知識和資料庫的支持，也期待各國 FDA 也能在相關專業上持續充實，以更好的協助

新創生技公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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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臺北生技獎頒獎典禮

「2019 臺北生技獎」今天揭曉	
精準醫療領域雙雙獲金

活動期間 : 2019.07.26 ( 週五 ) 上午 10:30 ~ 2019.07.26 ( 週五 ) 下午 12:00

活動地點 : 台北南港展覽館

臺北市政府自 2004 年推

辦臺北生技獎，今年邁入第 16

年，是全台唯一由政府主辦且

頒發獎金最高的生技獎項，擁

有生技界奧斯卡美譽，辦理迄

今已頒發 178 件績優標的，

總獎勵金達 7,980 萬元。7 月

26 日於南港展覽館 4 樓舉行

「2019 臺北生技獎」頒獎典

禮，由本市柯文哲市長親自揭

曉各獎項得主並頒發共計 580

萬元的獎金，今年有 15 家績

優生技企業暨學研單位獲獎，獲獎標的囊括藥品、醫材、保健食品、農業等多元領域，

尤以精準醫療領域應用之參賽單位分別抱回「新創技術獎」「技轉合作獎」最高獎項，

顯見精準醫療國際趨勢潮流，未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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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勵產業創新價值、國際策略、產學亮點

因應生技產業研發成果已逐漸展現鋒芒，具有邁入國際市場版圖的雄厚潛能，2019

臺北生技獎續頒發「新創技術」、「國際躍進」及「技轉合作」等 3 大獎項，本年度共

有 108 件來自全台各地的參賽標的角逐，在經過激烈的競逐後，評選生技產、學、研各

領域「創新價值」、「國際布局」及「產學承接」典範代表，出線的 15 個企業 / 單位

以優異的技術、智財及市場潛質等價值獲獎，堪稱生技產業界最佳典範 !

臺北市長柯文哲於 2019 臺北生技獎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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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癌症基因檢測創新技術、提供精準醫療最適解方

「新創技術獎」金獎得主 - 行動基因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其自行開發的 ACTOnco+

廣泛型癌症基因檢測，適用於復發、轉移、晚期、罹患罕見癌症、或治療成效不彰的癌

症病患，能分析腫瘤帶有哪些癌症相關的基因突變。相關檢測技術可用少量檢體一次檢

測 440 個與癌症治療有關的基因突變，比起一次只檢測一個基因的「單基因檢測」，能

節省寶貴的檢體和時間，把握治療黃金期，為病人提供精準醫療最適方案；另外，從基

因層面掌握腫瘤的生長機制，可以協助醫師依照基因特性選擇適合的藥物，也有機會跨

癌種找到更多治療選擇，以及評估是否適合進行免疫治療。該公司營運模式不僅是國際

疾病基因檢測趨勢，其卓越的創新研發技術，也是國內少數自行創建分析平台技術、資

料庫和運算模式的基因檢測公司。

整合國內新藥研發能量、精準抗癌治療露曙光

108 年以「精準醫療藥物 - 專一 RAF 激酶抑制劑」參賽標的獲得「技轉合作獎」金

獎的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相關標的可貴之處在於從藥物設計合成、藥理、藥物

動力學、製程開發、劑型開發與毒理等藥物臨床前研究，藉由整合國內新藥研發能量

所完成。經實驗證實，候選藥物 UB-941 整體藥物生物活性與安全性皆優於已上市藥物

Vemurafenib 與 Dabrafenib，具備國際競爭力與開發潛力，目前相關研究成果已申請專利

保護，並專屬授權方式技轉國內上櫃新藥開發公司「聯亞藥業」，且已通過美國食品衛

生管理局 (US FDA) 臨床一期試驗許可，將進行多國多中心臨床試驗等接續研發工作。

開發標的日後將以精準藥物開發模式，搭配基因檢測，鎖定癌症病患帶有 BRAF 基因變

異者，提供更有效且安全的治療。

掌握功能益生菌關鍵技術行銷美日	開拓國際市場佳績

台灣第一家生產整腸微生物原料藥的公司 - 生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8 年度

以其研發之「好菌，好人生」勇奪「國際躍進獎」銀獎殊榮。該技術研發重點在功能性

益生菌，包括該公司研發之國內第一家具有整腸效能的益生菌 - 芽孢乳酸菌 (BACO17)，

與食品級益生菌建立區隔性競爭優勢：及通過台灣健康食品認證、取得免疫調節宣稱認

2019 臺北生技獎頒獎典禮

「2019 臺北生技獎」今天揭曉	
精準醫療領域雙雙獲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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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之副乾酪乳桿菌 (LCW23)，生展多年來深耕投入在菌種產品研發與創新，可說是益生

菌市場領先者，並結合行銷美日的策略開拓國際市場，產品總外銷年均營收破美金千

萬，成績亮眼且前景可期。

「2019 臺北生技獎」隨著獎項揭曉與頒獎典禮辦理已接近尾聲，臺北市政府推動

生技產業發展與協助生技企業持續走向國際的相關措施將持續精進，歡迎各界持續提供

建言與參與 !!

臺北市長柯文哲與 2019 臺北生技獎得獎者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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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單位名稱 標的名稱

新
創
技
術
獎

金
獎

100 萬 行動基因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廣泛型癌症基因檢測

銀
獎

60 萬 鈦隼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腦部精準定位導航手術開發

銅
獎

30 萬 泉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FB825 Anti-CɛmX 抗過敏單株
抗體新藥 

優
等
獎

20 萬 愛派司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退化性膝關節炎的 3D 列印精準
微創截骨矯正手術系統

20 萬 台康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利用逆向工程技術成功開發
HER2 家族乳癌標靶生物相似藥
產品 EG12014 進入國際多國多
中心臨床三期試驗

20 萬 長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治療高度惡性腦癌標靶新藥 
CerebracaTM Wafer

20 萬 浩宇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可導式之聚焦式超音波治療平
台

國
際
躍
進
獎

金
獎

120 萬 從缺

銀
獎

60 萬 生展生物科技 ( 股 ) 公司 好菌，好人生

優
等
獎

20 萬 明達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明達免散瞳自動眼底照相機

技
轉
合
作
獎

金
獎

80 萬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精準醫療藥物 – 專一 RAF 激
酶抑制劑

銀
獎

60 萬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微膠囊技術加速功能性食品之
開發與技轉

銅
獎

30 萬 國立中興大學
保護農作物健康的益生菌產品
與其應用技術

優
等
獎

20 萬 長庚大學
口腔癌生物標誌 OCBM-1 免疫
快篩

20 萬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動物
疫苗開發中心

安全有效之單劑型豬肺炎黴漿
菌疫苗

2019 臺北生技獎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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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基因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廣泛型癌症基因檢測 ACTOnco®+

尖端基因選藥技術新突破	
推動醫療革新造福癌患

基因分析尖端技術可依癌症患者基因突

變訂製出精準醫療計畫，行動基因創辦人暨執

行長陳華鍵博士有感於次世代基因定序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在癌症治療選藥的

威力，及其為患者生命帶來的改變，繼而率頂

尖生物資訊科學家於 2014 年創辦行動基因，

投入癌症精準醫療的領域。

行動基因的癌症基因檢測技術與國際大廠

並駕齊驅，為全球首間亞洲人完整癌症基因資

訊最齊全的公司，具超過萬筆檢測資料。除經

常於國際腫瘤相關醫學會議發表臨床治療常見

案例或罕見腫瘤治療之分子醫學研究成果，並

於科學權威期刊發表，其預測免疫療效的演算

機制更獲選進入由美國癌症研究之友 (Friends 

of Cancer Research, FoCR) 舉 行 擬 定 國 際 最

新免疫治療評估標準 - 腫瘤突變負荷 (Tumor 

Mutation Burden, TMB) 之研究計畫，成為唯一

入選的亞洲基因檢測公司；我們的檢測技術與

實力亦獲國際大廠 Canon 佳能醫療青睞，合資

成立日本子公司，致力亞洲腫瘤藥物開發，為

台灣首家技術轉移至日本之生技公司。

以亞太市場為軸心與數百間醫院、近千位

醫師及主要國際藥廠合作，行動基因具有完整

細緻的網絡規劃，並透過多元客製化的服務落

實對高品質的堅持。總部位於台北，設有 CAP 

認證 NGS 實驗室並導入人工智慧，提升多種癌

症的病理及基因檢測流程效率；海外佈局除在

新加坡、香港、日本及上海設有分公司，並於

日本與香港設立 NGS 實驗室，在當地直接提供

癌症精準醫療服務，帶來更多治療希望。

行動基因更與全球最大保險集團友邦香港

(AIA) 合作，其客戶可享有由行動基因提供的先

進癌症基因檢測服務優惠，創下台灣生醫公司

與保險公司合作的首例。

超過四百個癌症基因特性全掌握	
ACTOnco®+ 滿足精準找藥強烈需求

在人體約兩萬個基因中，研究指出約有

400 個基因與癌症高度相關，若產生先天或後

天突變，將導致腫瘤形成。而傳統只按癌別治

療的做法，因尚未進展到從基因在治療中扮演

的關鍵角色著手，齊頭式按照治療準則的給藥

方式，使帶有其他基因突變的同癌別患者成效

不佳，尤其是晚期癌症患者、復發轉移患者、

行動基因 CAP 認證實驗室  行動基因創辦人 : 右起為行動基因執行長陳華鍵博
士、行動基因技術長陳淑貞博士、行動基因營運長
薛博仁先生

金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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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見癌症患者、不明原發癌或多線用藥無效之

病患，其腫瘤複雜特殊的癌症基因突變為難治

療的主因。

透 過 NGS，ACTOnco®+ 可 依 據 400 多 個

癌症基因的生長網絡，精密搜尋各種基因的突

變型態，從亞洲人及國際大型癌症藥物資料庫

中系統比對分析，只需 14 個日曆天出報告，

提供全亞洲患者適用的免疫、標靶、化療與荷

爾蒙治療。

ACTOnco®+ 應用癌症藥物開發層面廣	
可依亞洲獨特基因篩選病患

從 ACTOnco®+ 提供的完整癌症基因資訊，

可更全面的探討影響癌症藥物反應之生物標記

物，協助藥物開發並發展新型跨癌別通用之不

定組織型藥物 (Tissue-Agnostic)；並透過特殊基

因特徵，將臨床試驗中的病患進行更精準的分

群，提高藥物成功率並協助縮短藥物開發時程，

並具有以下優勢 :

1. NGS 技術適用所有實體癌別

以極少量腫瘤檢體，精準檢測多個癌症基

因變異，可分析樣本種類多於其他同業、

應用範圍廣。 

2. 基因資訊廣泛及獨特性超越業界

以超過 440 個癌症基因與其關連訊息傳遞路

徑進行完整分析；新增市面相似產品所沒有

之藥物代謝基因、抗原呈現基因、免疫抑制

基因等資訊，提供更全面病患藥物療效與副

作用評估資訊。

3. 創新的基因分析估算方式

透過腫瘤負荷 (TMB) 計算評估，可精準預測

患者是否適合接受免疫治療；自行開發之微

衛星不穩定性 (MSI) 演算法分析基因數據，

取代傳統分析檢測。

4. 具亞洲人種特有資料庫

整合全球各大基因體資料庫，並以亞洲獨特

的癌症基因為依據。

5. 生物醫藥資訊團隊整合分析

大型專業生物醫藥資訊團隊，整合腫瘤生物

學、醫學、分子生物學、免疫學、藥學等領

域根據癌症訊息傳遞路徑完整分析。

6. 檢測高成功率具國際競爭力

優異的檢體處理技術 (macrodissection) 方式

提升組織檢體中腫瘤細胞的比例，提高檢測

準確度；整體基因檢測成功率優於歐美大廠，

技術水準高於其他直接使用原廠試劑、分析

流程和套裝分析軟體做報告產出的同業。

7. 具國際認證最高規格實驗室

NGS 實驗室獲國際最高規格 CAP 認證及國

家品質獎等多項肯定。

8. 完整癌症整合方案服務

從前期研發合作、與國際藥廠接軌到與臨床

醫師密切攜手、病患端衛教服務等，提供完

整服務。

行動基因報告內容

《審查委員評語》

利用次世代定序技術，分析癌症基因突變資訊，

以精準提供患者之合適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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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醫師仍以人工方式手動進行引流或以傳統

的頭架方式進行腦部手術。

開發“自動導航”腦部機器人	
滿足精準醫療趨勢

鈦隼生物科技於 2018 年首創 “自駕”型

腦部手術導航機器人－ NaoTrac，將電腦主機、

觸控式螢幕、機器視覺系統，以及機械手臂整

合在一起，主要功能是協助腦神經外科手術的

醫生，在立體定向腦電圖、立體組織切片、腦

深層電刺激和腦室引流等腦部相關手術中，準

確定位並自動導引之外，可以透過術前路徑規

劃與病患溝通，改善醫病關係。外界較常聽到

的「達文西手臂」和鈦隼開發的導航系統機器

人設計較不一樣。前者雖然能完成更複雜的手

術任務，卻還是以醫生親自操作，靠遙控來動

作；腦部導航機器人則類似自駕車，以提供術

前路徑分析，待醫生下決定後，在醫生的監控

下自主移動，提高手術精準度。

鈦隼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腦部手術導航機器人 -NaoTrac

臺灣生技技術之光	
傾聽市場真正需求

鈦隼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簡稱鈦

隼生物科技 ) 創立於 2015 年，研發設計總部

位於新竹生醫園區內。鈦隼生物科技為高階醫

材製造商，本參賽標的為腦部手術導航機器人，

其產品為術前路徑規劃與術中即時影像呈現，

可準確導引的自動定位系統。在進行手術時，

可協助醫生進行當下位置的判讀並獲取手術中

腦部資訊的呈現。搭配自動化機械手臂與智慧

影像平台，精準有效且安全的進行腦部手術，

降低手術出血與神經傷害的風險。

以往在數小時的腦部手術中 ( 以腦部引流

手術為例 )，要靠醫師經驗來執行手動扎針至

腦室才能將腦積水引出，可能會有位置太深、

太淺或是重覆扎針的風險；前置作業需耗費相

關多時間。現今、透過腦部手術導航機器人，

只要短時間就能完成。導航系統已經是全球腦

部手術的標準使用設備。其常見的技術是透過

「反射式光學球」定位座標點，不過因為同時

確認的座標數量有限，無法達到太精細的程度，

鈦隼生物科技團隊 腦部導航機器人－ NaoTrac

銀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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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部手術導航機器人以腦部手術－腦室引流為

基礎下，一步一步展開臨床的相關試驗，至今

已完成台灣衛福部法規許可下的臨床試驗 10

件，，接著將針對相關的適應症進行評估與導

入相關的臨床試驗。對病患而言，加速手術過

程和準確度，降低麻醉時間、微創醫療、快速

康復是他們最期望的醫療過程與結果。陳階曉

執行長認為，透過腦部手術導航機器人，除了

更精準、更有效率的執行腦部手術外，更可以

有效改善醫病關係。過去動腦部手術，醫師多

半解釋最終定案的動刀路徑，分析可能影響哪

些區域。有了機器視覺系統後，能透過術前影

像輔助的規劃，告知病人不同路徑動刀影響有

哪些，讓機器提供程度分析與傷害報告；病人

也能參與術前規劃，減少誤解，進而改善醫病

關係是鈦隼生物科技設計的核心重點。

鈦隼生物科技的使命為創新開發結合機器

人技術的導航系統，以手術準確性，簡化手術

流程並減少學習曲線。鈦隼生物科技的未來計

畫將一步一步取得歐盟 CE、美國 FDA 和台灣

衛福部上市許可，以推向國際與臺灣市場。

『腦部手術導航機器人－ NaoTrac』具有

以下幾點的創新優勢 :

1. 專利手術定位系統 : 透過「3D 立體光學系

統」定位座標點之下，鈦隼生物科技採取

機器視覺整合醫學影像，能計算起碼上萬

個座標，其準確度可達 2 毫米以下 (2.0~0.2

毫米 )。

2. 獨家機器視覺設計 : 透過病患電腦斷層掃描

（CT）、磁振造影（MRI）與機器視覺整

合的軟體程式、以不同切面影像「看穿」

患者腦部構造以利醫師規劃手術路徑及術

前對病患提出專業判斷、改善醫病關係。

3. 機械手臂運用 : 機械手臂與智慧影像平台系

統的結合可精準有效且安全的讓機器人輔

助手術中的醫生達到更好的穩定度與準確

度，降低手術出血與神經、減少周邊腦部

組織傷害風險。

機器視覺輔助手術	推 AI 決策系統	

鈦隼生物科技研發的『腦部手術導航機器

人－ NaoTrac』在花蓮慈濟醫院做臨床試驗。

鈦隼生技獎與市長匯報 鈦隼生物科技於花蓮慈濟醫院的首次人體試驗、術
後研發人員與自動手術導航機器人－ NaoTrac 的合
照

《審查委員評語》

本技術具創新性，整像導航與機械手臂定位，

移動偵測及功能系統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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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FDA) 高免疫球蛋白 E 症候群孤兒藥 (Orphan 

Drug) 認定，並獲得臨床二期試驗許可，臨床試

驗現正積極規劃中。我們計畫於 2020 年在美

國執行異位性皮膚炎二期臨床試驗。泉盛團隊

藉由 J.P. Morgan oral presentation 的機會，提

高產品能見度，積極與國際大藥廠洽談授權商

機。

完整專利保護

FB825 新穎藥理機制獲得美國、中國、日

本、歐盟等多國專利認證，並完成靜脈注射和

皮下注射兩種劑型的開發。在全球 Anti-CεmX

治療過敏性疾病的市場層面，泉盛與羅氏藥廠

(Roche; Quilizumab) 分別擁有完整專利保護，

此新藥領域將呈現兩家獨佔市場的態勢。

獲獎紀錄及開發進程

FB825 藥物開發過程中，取得並執行完成

兩項科專計畫「Anti-CεmX 單株抗體新藥開發

( 治療氣喘和過敏新藥 ) 計畫」、「治療過敏性

氣喘之 Anti-CεmX 單株抗體藥物前臨床開發計

畫」，並獲得「2019年台北生技獎 銅獎」、「第

十三屆國家新創獎」及「衛服部 . 經濟部藥物

科技研究發展獎」兩項獎項，對於 Anti-CεmX

藥物研發是極大的鼓勵與肯定。

泉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FB825	Anti-CεmX抗過敏單株抗體新藥

新一代抑制 IgE 生成之抗體

FB825 (Anti-CεmX) 是 由 中 研 院 成 功 開

發並技轉而來，為全球新一代治療異位性皮

膚 炎 (Atopic Dermatitis, AD)、 氣 喘 (Allergic 

Asthma, AA) 等過敏疾病的抗體新藥。有別於

Xolair®(Omalizumab) 藉由中和血中游離 IgE 來

達到舒緩過敏症狀，Anti-CεmX 新穎的藥理

機制，能抑殺表現膜鑲型 IgE 的 B 淋巴細胞

(mIgE-B 細胞 )，從上游阻斷 IgE 的分泌，達成

治療與預防過敏疾病的治本效果。

市場及臨床試驗規劃

在現有過敏藥物中，目前無藥物被核准用

以治療血中游離 IgE (free-form IgE) 濃度高於

1500IU/mL 的重症過敏患者，中重度異位性皮

膚炎和食物過敏的病患，血中游離 IgE 常常高

於 1500 IU/mL，而 FB825 新穎藥理機制則能補

足此項市場需求。FB825 已完成美國一期臨床

試驗，於台灣完成異位性皮膚炎探索性試驗，

目前規劃 2020 於美國執行異位性皮膚炎二期

臨床試驗。在探索適應症方面，高免疫球蛋

白 E 症候群 (Hyper IgE Syndrome, HIES) 此罕見

疾病尚無藥物可治療，泉盛以此適應症進行藥

物開發，FB825 於去年通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

銅
獎

泉盛生技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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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825 已獲得台灣衛生福利部核准執行針

對異位性皮膚炎的二期臨床試驗，在療效探索

性試驗中，已完成全部病患收案，中重度病患

接受美三個月一劑共兩劑 FB825 後，平均疾病

指標 EASI 指數有顯著改善，展現藥物的潛力。

本公司正積極推展後續臨床試驗，期待此藥物

能早日嘉惠病患。

《審查委員評語》

為治療氣喘和過敏的抗體藥，現進入臺灣二期

及美國二期申請。具潛力成為孤兒藥新藥，具

新藥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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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脛骨截骨矯正手術於 1970 年代就問

世，用來治療退化性膝關節炎，因傳統徒手手

術需要術中不斷照射 X 光，常常術中與術後手

術結果比對有很大的落差，矯正不足或矯正過

多的風險，甚至手術中造成骨頭反而斷了，加

上截骨後內固定系統固定不好，導致失敗率高，

逐漸被遺忘。愛派司經過 7、8 年的研發，以

全球獨創專利設計的客製化 3D 列印截骨導引

板輔助切鋸，達到安全、快速、精準。手術中

只要將 3D 列印客製化截骨手術導引板精準放

在骨頭上，沿者導引版設計的切面，就可做到

非常精準的截骨，加上專利設計矯正角度自動

對位機制，精準矯正，最後打上牢固的截骨專

用鈦合金鎖定鋼板固定，手術時間約 30 分鐘

即可完成。

保膝重於換膝	HTO 市場掀熱潮

近年來再度被熱烈討論及採用，且在日

本、韓國、中國提倡保肢、保膝、保能理念

風潮。且在韓國 65 歲以下患者，置換人工關

節，韓國醫保是不給付的，另外，世界截骨

大師 -Lobenhoffer 德國教授分享，以他過去近

三十年的臨床手術經驗，其實有 1/3 單側膝關

節退化，可以藉由高位脛骨截骨矯正保膝手術，

愛派司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退化性膝關節炎的 3D列印精準微創截骨矯正手術系統

愛派司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APLUS) 致力於

研發並生產優良的醫療器材，愛派司的產品線

相當完整 , 包含骨科固定、骨科矯正、及骨頭

和軟組織再生所需要的器材、植入物和生物材

料。

愛 派 司 生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的 英 文 為

APLUS，它的中文則代表不斷的創新從事研究、

開發、臨床測試與調查和致力於骨折以及相關

疾病治療的教育，近年來更跨足至關節治療領

域。

愛派司的願景，是要立足台灣，放眼兩岸

四地，再往外幅射東南亞等亞洲區域，成為亞

洲第一品牌及國際 A 咖。

愛派司生技團隊合影

2019 台北生技獎新創技術獎得獎標的 - 退化性膝關節炎的 3D 列印精準微創截骨矯正手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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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率。所謂保膝手術，就是保留自己原來的

膝關節，而不是把膝關節換掉，因為天然的最

好。而非消極等待置換人工膝關節或過早置換，

可以讓病患獲得更好的生活品質。

特色 :

全球首創 3D 列印客製化截骨手術導引板

(Patient Specific Instrument):

a. 多國專利 - 取得台灣、日本、韓國、中國、

美國、歐洲專利

b. 精準手術 - 整合醫學工程與醫學影像技術，

將膝關節複雜截骨參數設計於 PSI(Patient 

Specific Instrument)

c. 安全撐開 - 降低手術中骨折發生機率

d. 3D 列印 - 精確、快速製作個別化手術工具

e. 標準程序 - 整合關節重建、運動醫學等臨

床意見，並遵循 AO 膝關節截骨手術原則

f. 簡化操作 - 精確導引、簡化繁複的手術程

序，提昇手術精準度並大幅縮短手術時間。

而非消極等待置換人工膝關節或過早置換。

高齡化時代來臨	
退化性關節炎為老年人常見的疾病

人工關節的發明始於二次大戰前後，當時

人們平均壽命大約僅 70 歲，但隨著醫學發達，

當前世人平均壽命已達 80 歲以上，退化性關節

炎患者中，其中約有 1/3 不必急著馬上置換人

工關節，可透過高位脛骨矯正手術（HTO）來

治療，就像輪胎如果定位偏差，可以重新校正，

不見得要馬上換胎。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

台灣膝關節炎患者超過 300 萬人，每年開刀約

3 萬例，而中國膝關節退化人數約有 8,000 萬，

預計在 2020 年膝關節退化人數約將高達 1.7 億

人，市場的潛力非常大。保守估計台灣每年 1

萬例、美國每年超過 10 萬例、中國每年超過

20 萬例膝關節截骨矯正術開刀數量。市場潛在

規模非常巨大。

全球首創 3D 列印客製化截骨手術導引板

(Patient Specific Instrument)，整合醫學影像、

生物力學技術，醫學與工程完美的結合，術前

將所有截骨參數考慮進去，手術精準到位，做

到微創、精準的保膝手術，提高手術精準度與

愛派司榮獲有「生技奧斯卡」美譽的 2019 臺北生技
獎，總經理羅翔煒（左）與董事長李泗銘（右）出
席領獎

《審查委員評語》

• 本系統不僅全球創新，且適合亞洲人種。

• 精準客製化可減少手術時間，提升成功率

造福病患。

• 亞洲市場證明，具備有一定競爭力。

愛派司生技團隊合影



新
創
技
術
獎

30  

似藥製程中有大約 250 項製程中品質檢測，相

較於小分子學名藥則僅需約 50 項檢測。

生物相似性藥品的研發投入與時程，遠高

於小分子學名藥，與開發新藥相異之處在前端

細胞株及製程的逆向工程。將產品開發到與原

廠生物藥在分子結構、物理、化學及生物的產

品特性上能達到高度相似，此一篩選細胞株以

及逆向工程的技術與 know-how 在開發生物相

似藥具有極高難度的門檻。

EG12014 生物相似藥開發挑戰 :

 » Biosimilar is a Copycat of an Originator 
Biologic 
生物相似藥是仿製原廠生物藥  
( 複雜度與分子大小比學名藥製程甚鉅 )

 » Reverse Engineer Herceptin 
原廠藥序列、結構、蛋白質特性鑑定分析比對

 » Cell & Clone Selection                                                                  
創新細胞種類 & 細胞株、培養基挑選                                               
( 活的細胞變因眾多，需要嚴格追蹤把關 )

 » Upstream Process Development 
新穎上游細胞培養條件開發調控 (temp, pH, etc.)

 » Downstream Process Development 
高效之下游純化層析條件開發測試

 » Similarity and comparability with Analytical 
Process Development/Qualification/Validation 

台康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利用逆向工程技術成功開發 HER2 家族乳癌標靶生物相似藥產品
EG12014 進入國際多國多中心臨床三期試驗

傳統西藥以小分子化學藥為主，採化學合

成製造。「原廠藥」研發出專利後，可獨家銷

售，直到專利期過後，學名藥廠商開發專利過

期藥品，就稱為「學名藥」。

新興的大分子生物藥，是運用生物科技在

活細胞內製造。同樣的，當原廠生物製劑專利

期過後，生物藥因無法完全複製完全一致的生

物藥，所以生物相似藥開發廠商開發專利過期

的生物藥就稱為「生物相似性藥品」，簡稱為

「生物相似藥」。

台康生技利用逆向工程	
成功開發 EG12014

台康生技利用逆向工程技術成功開發、

製程優化、製程放大、製程確校 HER2 家族乳

癌標靶生物相似藥產品 EG12014 (Trastuzumab 

Biosimilar)。

「生物相似性藥品」(Biosimilar) 不像是學

名藥可以百分百複製小分子藥物之化學結構，

因大分子生技藥品結構非常複雜、難以百分之

百複製。學名藥僅用簡單的化學合成技術皆可，

而生物相似藥是利用活細胞來做產品的製造。

因此生物相似藥的開發程序相較於學名藥更為

複雜，也有更加繁複的法規審核標準。生物相

台康生技竹北廠已成功完成第一批 2x2000L 之預生
產，規劃進度及生產品質相當符合預期目標。（圖
／台康生技提供）

劉理成博士表示，台康生技將是台灣生技界成長最
快速的生技製藥公司之一。( 圖／記者羅大祐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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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之安全性相似，且無免疫抗原性的疑慮。此為創新

兩階段臨床一期試驗設計，在歐洲執行並成功在第一

階段完成且縮短時間與經費。

EG12014 全球人體臨床三期試驗為多國、多中

心、隨機、雙盲等效性對照試驗，將比較 EG12014

及原廠羅氏 (Roche) 賀癌平 Herceptin® 在早期乳癌術

前治療 (neoadjuvant)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試驗編號

EGC002）。2018 年 10 月底已完成首位受試者收案

(First Patient Enrollment)，將招募 800 例乳癌患者，

預計在 2021/2022 年完成主要療效指標評估，同時準

備申請藥品查驗登記審核。

台康生技 EG12014 市場優勢

台康生技與台耀化學策略聯盟使用 EG12014 開

發抗體複合體 (ADC) 藥品，台康生技也擁有 EG12014 

原料銷售權給其它生技公司做相關非生物相似藥

之藥品的開發與應用。台康除了開發 Trastuzumab 

Biosimilar，並同步開發新劑型 Trastuzumab 以及 HER2 

Family Products；進而擴充 EG12014 產品的應用與銷

售。

依據原廠羅氏 (Roche) 2017 年年報，Herceptin®

全球銷售額達 70.14 億瑞士法郎。台灣 2017 年健保

癌症藥物十大排行榜，第一名為治療乳癌的「賀癌平

Herceptin®」，在總藥物排行位居第五名，給付金額超

過 21 億。

台康生技 2019 年 4 月宣布與全球學名藥及生物

相似藥大廠 Sandoz AG 簽訂自行開發乳癌生物相似藥

EG12014 除台灣及中國大陸以外之全球專屬授權銷售

合約。 Sandoz AG 為瑞士上市公司 Novartis 之事業群，

在學名藥及生物相似藥領域中居領導者，也是在新興

數位處方療法的先驅者，具有悠久歷史且對於生物相

似藥、癌症用藥擁有豐富之藥品開發與銷售經驗。

台康生技有信心將 EG12014 乳癌標靶生物相似藥

產品成功推向市場，照福台灣與全球人民的同時，可

減輕醫療費用與健保負擔，並可提供與原廠藥效與安

全性相當的高品質乳癌標靶蛋白藥物。

相似性比對及多樣性分析方法開發確校驗證 
(e.g. HPLC, ELISA, bioassay)

 » Protein Characterization & IRS Stability 
蛋白質鑑定分析 , 標準品建立與安定性測試

 » cGMP Production (200L, 1000L, 2000L, 2 x 
2000L) 
藥品製程放大測試調控 , 大量生產

台康生技 EG12014 臨床設計優勢

原廠生物製劑 ( 新藥 ) 必須做動物實驗、

一、二、三期臨床試驗，以證明藥物安全性與

藥效。生物相似藥除了與原廠藥蛋白質、醣類

等分子結構、物理、化學及生物的產品特性需

相似外，僅須執行簡單的動物實驗比對，以及

臨床一期與臨床三期試驗 :

活體動物試驗結果之

比對

於動物活體內比較單一劑量

及重複劑量的詴驗結果。

人體藥動 / 藥效實驗

人體臨床一期試驗，蒐集藥

物在體內代謝時間、代謝率

以及藥效性。

臨床三期安全性試驗

人體臨床三期試驗，確認產

品最終的安全性及有效性程

度。

生物相似藥臨床優勢在於不須做臨床二期

試驗。原廠生物製劑可以外推的適應症，生物

相似藥也可比照。生物相似藥因此可縮短藥品

上市的時程，並可減免一些試驗並擴充適應症

的使用。

創新生物藥開發的時間及研發經費極為驚

人，其開發風險不是台灣一般生技醫藥公司所

能承擔的；反觀生物相似藥若能達到與原廠藥

高度相似 (highly similar)，而一期人體臨床試

驗若達到生物相等性，在三期臨床的失敗率可

大幅降低。

EG12014 產品已完成與原廠藥 Herceptin®

在人體藥物動力比較之臨床一期試驗，具有統

計上的生物相等性，顯示 EG12014 在人體中代

謝與原廠藥相似；結果也顯示 EG12014 與原廠

《審查委員評語》

• EG12014 完成抗體 GMP 量化製程、抗體物

化結構組成分析、案定性實驗及活性分析

與人體臨床實驗，和原廠藥具相似性且授

權 Sandoz，成就可圈可點。

• 產品符合治療趨勢，已獲 10 國藥證單位同

意進行人體臨床三期試驗，今年收 800 病

例，並簽定全球授權合約，銷售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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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針對 Temozolomide (TMZ) 產生抗藥性的神經

膠質瘤重啟對化療藥物的敏感度。解決目前市

面上治療藥物種類少、副作用大與療效不佳，

期能改善病人在治療過程中的成效與生活品

質。CerebracaTM Wafer 於 2016 年獲得了美國與

台灣 FDA 之核准執行臨床試驗，並於 2017 年

獲得花蓮慈濟醫學中心以及台北三軍總醫院人

體試驗委員會 (IRB) 之同意函，在經濟部 Fast 

track 計畫的經費補助下，於兩院展開臨床試

驗。目前 CerebracaTM Wafer 之 Phase I 期臨床

試驗已於 2017 年完成首例收案，於 2019 年第

3 季完成收案進度 75%，目前進展順利，預計

於 2020 年第 1 季進入臨床二期 (Phase IIa)，

針對 12 例受試者探討 CerebracaTM Wafer 治療惡

性腦瘤之有效性。

台灣研發製造	多國專利佈局

  CerebracaTM Wafer 為 台 灣 產 學 上 下 游

銜接所開發出之創新抗腦癌藥物，在研發階

段即導入各領域之專家學者給予協助，因此

CerebracaTM Wafer 於開發初期便獲醫藥品查驗

中心選為指標性案件給予定期指導，亦獲得經

濟部專案補助 CerebracaTM Wafer 之臨床前開發

計畫和藥品臨床試驗 IND 之申請，並於 2016

長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治療高度惡性腦癌標靶新藥	CerebracaTM	Wafer

惡性腫瘤持續高居國人十大死因之首，根

據美國癌症協會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ACS) 

以及美國腦瘤病例登錄中心 (Central brain tumor 

registry, CBTRUS) 的統計報告顯示，每年約有兩

萬筆的腦瘤患者新病例產生，在台灣每年約有

四百名惡性膠質腦瘤新病例。而多型性神經膠

母細胞瘤 (glioblastoma multiformis, GBM) 是相

當惡性的腦部腫瘤，切除後的復發率也非常高，

一般確診為第 4 級 GBM 後的病患，其平均存

活時間只有 12 至 18 個月。患者平均壽命往往

只有 1 年左右，5 年存活率更只有 3.4%。   

CerebracaTM	Wafer 標靶新藥	
帶來治療新曙光

  CerebracaTM Wafer 是長弘生技公司所開發

之針對惡性腦瘤的緩釋錠片新藥，以生醫材料

攜帶有效成分 EF-001 組成之局部緩釋給藥劑

型，此藥物為圓形淡黃色錠片，每片含 75 毫

克的 EF-001，應用於治療惡性腦瘤。有效性研

究以大鼠為實驗對象，治療的動物組比未治療

組平均存活時間延長 2.5 倍，且無明顯的副作

用。依據目前研究顯示，CerebracaTM Wafer 不

僅具有抗腫瘤、抗轉移、促進癌細胞凋亡與抑

制癌幹細胞等效果，具多重標靶作用機制，並

獲獎產品：CerebracaTM Wafer 陳 總裁 ( 中 ) 與周 董事長 ( 左 ) 暨首席顧問林 院長
( 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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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獲得經濟部工業局符合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

例認可為生技新藥。在藥品開發的過程中除

了獲得美國 FDA 孤兒藥資格認定 (orphan drug 

designation) 之外，也完成美國、大陸、日本、

歐盟、台灣等多國之專利佈局，亦獲得社團法

人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所頒發之第 11 屆

國家新創獎肯定，期望此臨床試驗能夠帶來正

面的結果，不但可累積本土新藥開發的實績，

亦能早日嘉惠受惡性腦瘤所苦之患者，讓台灣

本土新藥能於世界舞台上嶄露頭角。

長弘生物科技研發團隊

《審查委員評語》

• 以生醫材料開發植入劑型治療高度惡性腦

癌標靶新藥。

• 標的擁有藥理成分及適應症之專利，2016

年核准臨床試驗，2017 年開始收案，2020

年臨床 2 期。

• 通過 USFDA 和衛福部 IND 申請，具專一市

場利基。有美國孤兒藥資格，具新藥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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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以治療腦部疾病的創新技術。其原理為將聚

焦式超音波由體外穿透頭顱傳遞至腦治療目標

區域，當該區域血管內存在微氣泡時，超音波

能量會使微氣泡產生震盪改變大小，使得該處

血管壁受到推擠而暫開血腦屏障；此時腦部治

療藥物由血管進入病灶區之通透效率，將可

提高達至數十倍之多，大幅提高腦部疾病治療

的機會；此技術門檻高，國際科普雜誌《IEEE 

Spectrum》 及 美 國《 財 富 》(Fortune) 雜 誌 在

2015 年也將劉教授的研究列為 5 種改變未來

醫療的超音波技術之一；其研發團隊在此領域

深耕十年，除於今年入圍台北生技新創技術項

目外，也先後於 2014 獲頒台灣生醫暨生農選

秀潛力新秀獎首獎，2015 獲頒生策會國家新創

獎，2017 入選科技部未來科技突破獎，2018

獲 Focused Ultrasound Foundation 邀請於年會上

進行成果發表，2019 也於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rapeutic Ultrasound 研討會上發表浩宇最

新臨床試驗結果。

有別於目前競爭對手使用高價的磁振造影 

(MRI) 作為導航工具，聚焦式超音波選擇以符

合經濟效益的光學系統作為導航工具，具備了

使用便利、應用廣泛、價格合理等重要優勢；

浩宇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可導式之聚焦式超音波治療平台

大腦是人體的指揮中樞，是無時無刻保持

身體運作及進行思考的重要器官，任何閃失都

可造成傷害而致其失能，進而迅速地轉為生命

之重大危害。故為避免干擾大腦運作的物質透

過血液進入腦中，腦部血管構造便演化為較其

他身體部位緻密的組織型態，稱之為「血腦屏

障」(Blood-Brain Barrier，BBB)；這道屏障能將

不利大腦運作的物質阻絕於外，但使治療藥物

亦難以通過，導致腦部疾病治療的原生困境。

因此如何安全地克服 BBB 障礙以提升藥物療效

是科學家、全球藥廠與醫師亟欲克服的命題。

「改變未來醫療」之卓越研發

劉浩澧教授於美國哈佛大學進行博士後研

究時，觸及聚焦式超音波在治療應用之研究課

題，2005 年回到臺灣後便繼續於長庚從事這項

技術的開發，不但建立了「NaviFUS 導航型聚

焦式超音波系統」的原型並申請專利，亦陸續

於聚焦式超音波導引、血腦屏障開啟、神經調

控、腦部藥物輸送和免疫治療等領域多所發表；

及至 2015 年 3 月劉教授創立浩宇生醫，正式

啟動這項聚焦式超音波技術的產業化發展。

浩宇的核心技術產品為「NaviFUS 導航型

聚焦式超音波系統」(NaviFUS system)，技轉

自長庚電機工程系與醫院腦神經外科團隊的成

果，為一項以聚焦式超音波暫時性開啟血腦屏

美國聚焦超音波協會主席 Dr. Neal Kassell ( 左五 ) 蒞
臨公司指導，與浩宇董事長陳正博士 ( 左三 ) 以及
各位同仁商討試驗規劃

NaviFUS system 初代機外觀 ( 左 ) 以及搭配手術導航
之使用情境 ( 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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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2019 年 Q1 剛獲得於台北榮總進行「評估

NaviFUS 系統於患者使用的安全性與耐受性」之頑性

癲癇臨床試驗之許可，6 月已順利完成第一例試驗，

未見相關副作用發生。全球市場一年 10 億美金之癲

癇治療應用之持續開發，將可確立浩宇產品於神經調

控使用的安全及可行性，不但處於全球此應用的領先

地位，亦可以擴展到更多之如憂鬱症神經疾病治療。

在台灣的臨床努力逐漸落實後，浩宇同不已於

2018 年開展與美國史丹福大學的合作案，與該校癲

癇權威 Dr. Robert Fisher 以及多位醫師已開始研擬多

項臨床前與臨床試驗之規劃，將針對腦瘤及癲癇等

浩宇開發標展開與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之

諮詢，期儘速完成於美國之首次 IDE 送件；同時也與

健亞生技於澳洲合資設立公司，希望利用健亞之藥

物開發及經營能量，加上當地澳洲法規與租稅之有

利環境，啟動阿茲海默症相關的人體試驗，加速聚

焦式超音波系統應用開發。

未來發展策略

與台灣產官學研各界一路的協助與合作，是浩

宇過去生根茁壯的主要養份，產品方得以獲致於法

規及臨床上的突破，與世界級的同類產品競爭；除

了持續精進 NaviFUS 系統，透過臨床驗證反饋，展

開治療與導引的技術提升，因應更廣泛適應症及實

際使用之需求，創造更高的產品價值；持續進行前

瞻技術與可用性之產品設計、量產與系統管理，為

公司努力的目標。

浩宇生醫將持續努力專致於應用聚焦式超音波

技術來增進藥物或神經調控效能，憑藉浩宇所擁有

之獨特技術優勢，自許將以品質與效率兼具的產品

開發方式，吸引全球更多的醫師與藥廠與浩宇合作，

成為聚焦式超音波治療產品之領先者。

但同時又能提供醫師針對目標區域治療的導向

能力，兼顧效果與可用性；現階段已陸續完成

初步之安全性臨床測試，並將開展更多藥物併

用及神經調控試驗，已為聚焦式超音波的治療

應用，提供了一項最具實用性的平台工具選擇。

台灣生根茁壯	放眼世界

這項於台灣研發的聚焦式超音波治療之創

新技術，於台灣首次進行的腦瘤臨床試驗是極

重要的起點；2018 年浩宇得到了 TFDA 同意取

得臨床試驗用醫療器材 (Investigational Device 

Exemption, IDE) 資格後，於林口長庚進行首次

人體臨床試驗，並於 2019 年 6 月收案執行完

成，不僅成功驗證其安全性，更得到未來治療

所用之超音波劑量範圍依據，為下一階段臨床

試驗的重要規劃參照。後續將驗證開啟血腦屏

障遞送藥物進入腦部之療效，腦瘤將成為浩宇

產品線之領頭羊，進軍全球一年 16 億美元之

腦癌治療市場；後續亦將鎖定市場更為龐大之

阿茲海默症等神經退化性疾病，與藥廠合作開

發成功的療法。

浩宇也積極拓展中樞神經疾病調控的應用

柯文哲市長與獲獎單位合照，浩宇總經理龍震宇博
士 ( 左四 ) 代表領獎

《審查委員評語》

• 超音波打開血腦屏障提升藥物濃度進行治

療，技術創新。

• 專利基礎暨轉自長庚大學，IP 保護完整，

具有高度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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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舊性腦中風幹細胞新藥 -GXNPC1	
( 思益優 )	完成第一期臨床試驗

國璽集團自 2010 年積極投入腦中風幹細

胞新藥開發，透過產學醫三方合作探討人類脂

肪幹細胞應用於疾病治療之有效性及安全性，

已建立「醫藥級脂肪幹細胞製劑生產技術平

台」，從人類脂肪幹細胞之採集、分離、培

養、包裝、檢驗、運送皆有標準化製程，且全

程均符合人體細胞組織優良操作規範。研發多

年的治療陳舊性腦中風幹細胞新藥，於 2015

年獲衛福部核准進入第一期臨床試驗，在 2017

年 11 月完成第一例移植後，2018 年 5 月完

成收案，並在該年榮獲竹科創新產品獎殊榮。

GXNPC1（思益優），特點在於透過特殊的製

程設計，能增加幹細胞歸巢因子與神經滋養因

子的表現，促進幹細胞定位在受損區域並促使

腦神經與血管再生。GXNPC1（思益優）已由

動物實驗證實，中風後的小鼠經過 GXNPC1（思

益優）移植，相較於對照組能提升中風小鼠之

肢體協調性、平衡能力和整體活動力，有潛力

成為治療陳舊性腦中風的幹細胞新藥。目前，

GXNPC1（思益優）已取得美國與台灣共五項

專利，並發表三篇 SCI 論文。在新藥開發進展

上，更在 2018 年底完成全球首次的第一期人

國璽幹細胞應用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陳舊性腦中風幹細胞新藥 -GXNPC1	( 思益優 )

腦血管疾病長年來為台灣的十大死因之

一，雖然因醫療進步使腦中風發生後的死亡率

有下降的趨勢，然而腦中風後倖存的病人，一

旦進入中風後期，儘管積極復健，失能的後遺

症進步仍有限，甚至可能隨著時間惡化，目前

尚無有效治療方法可以解決失能問題，不僅影

響病人的日常生活功能與品質，也連帶影響身

為人的尊嚴，更造成家庭和社會照護與經濟的

重大負擔。此次榮獲新創技術獎的 GXNPC1（思

益優）為國內自行研發與製造之幹細胞製劑，

透過獨特的幹細胞激活技術「Nigiro-Med」，

將幹細胞「原料」轉變成具有治療功能的幹細

胞「藥物」，在法規充分討論下，已於國內進

行第一期臨床試驗，確認安全性與初步療效性，

提供陳舊性腦中風患者治療的新希望。

GXNPC1 思益優

國璽跨領域研發團隊國璽幹細胞製劑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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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藥 進 入 臨 床 試 驗 ( 肝 硬 化 幹 細 胞 新 藥

清 肝 淨 -GXHPC1、 腦 中 風 幹 細 胞 新 藥 思

益 優 -GXNPC1、 退 化 性 關 節 炎 新 藥 軟 實

立 -GXCPC1)，為了加速新藥臨床應用的推動並

聯結國際，國璽經多方專家來回審查獲得認可，

成功進駐國家生技園區，並成立「國家生技園

區先進醫療產品實驗室」，將透過國璽「醫藥

級幹細胞製劑生產技術平台」技術進行製程開

發，結合國家生技園區內包括：國家實驗動物

中心、生物技術開發中心、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等資源，凝聚產、學、研及法規之專

業，開發出符合臨床治療規格的藥物，滿足未

被滿足之醫藥需求 (Unmet medical need)，未來

預計連結國家 2 大生物醫學領域的重點園區聚

落，在生技廊道建立世界級幹細胞新藥開發核

心，以台灣為研發基地，邁向全世界，讓世界

看見台灣。

體臨床試驗，並送交 TFDA 核備，接著準備申

請下一階段的人體臨床試驗。

PIC/S	GMP 規格建置幹細胞製劑藥廠

國璽集團「醫藥級幹細胞製劑生產技術平

台」，將幹細胞生產製造程序標準化，目前已

成功推動三項幹細胞新藥進入人體臨床試驗。

隨著臨床試驗的進行與特管辦法的開放，細胞

製劑需求量亦日益增加，國璽幹細胞也在 2017

年 3 月於竹北生醫園區建置符合 PIC/S GMP 幹

細胞製劑藥廠，並於 2018 年 5 月舉行上樑儀

式，整體建築挑高 6 米共計 5 層樓，目前外觀

已建置完成，預計整體建置完成並取得 PIC/S 

GMP 認證後，初步規劃年產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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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開拓國際再生醫療製劑，以台灣製造

國際銷售為基礎，加速國際技術合作並引領台

灣幹細胞產業擠身國際醫學之列，邁向新里程

碑。

進駐國家生技園區打國際盃

國 璽 集 團 目 前 成 功 推 動 三 項 幹 細 胞

國璽集團邁向世界頂尖幹細胞企業

《審查委員評語》

• 為國內自行研發幹細胞新藥，經動物實驗

證實，改善慢性中風造成的失能

• 已完成第一期臨床試驗，現申請第二期臨

床試驗中。

• 預計於 2027 年取得藥證，到時台灣將成為

世界首個擁有治療陳舊性腦中風的幹細胞

新藥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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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具有腸胃功能改善外，也延伸至免疫調節、

調節過敏及牙齒保健等新興功能。在免疫調節

與調節過敏的功效訴求上，生展副乾酪乳桿菌

(Lactobacillus paracasei，LCW23) 其 開 發 產 品

通過台灣「健康食品」認證，活菌產品於 2018

年底取得「健康食品 - 免疫調節」的功能宣稱

認證；滅活菌體產品則有「輔助調整過敏體質」

功能以及通過人體試驗的抗過敏臨床功效，並

擁有芬蘭抗過敏專利。而，生展專利菌株發酵

乳桿菌 (Lactobacillus fermentum，SG-A95) 是口

腔保健專用益生菌，能有效抑制口腔病原菌、

預防蛀牙與牙周病等口腔保健新穎功效，相關

研究成果發表於國際學術期刊，更於 2018 年

榮獲 ITEX 國際發明展金牌獎殊榮，並且取得多

國專利。

生展公司是專業的微生物產品製造廠，

除了原料藥的製造生產更包含保健食品類的設

計與生產。生展研發團隊持續深入功能性乳酸

菌的研究，從菌種篩選、發酵生產並投入多種

不同功效驗證平台，相關的研究成果也發表於

國際學術期刊。優質的微生物原料並搭配廠內

的特殊劑型製造技術如顆粒劑、錠劑、膠囊、

飲品等，開發多元化的劑型產品，同時兼顧

健康與美味。生展功能性益生菌產品具備完

生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好菌，好人生

生展公司創立於 1999 年，致力在功能性食

品與專業微生物發酵產品開發，如功能性益生菌

（functional probiotics），藥用真菌（紅麴(Monascus)、

靈芝 (Gernoderma)、牛樟芝 (Antrodia)）和冬蟲夏草

（Ophiocordyceps sinensis）。

在功能性益生菌上，我們針對現代人生活

壓力大、生活作息不正常、三餐外食負擔大造

成腸道菌叢生態由有害菌佔優勢造成排便不順

暢、身體機能低落。針對這些現代人的問題，

生展公司以自家的功能性乳酸菌開發出針對不

同族群的益生菌產品包含大眾保健、兒童健康、

女性與牙齒保健等類的產品，讓民眾的健康由

好菌開始。

生展功能性益生菌能通過胃酸、膽鹽考

驗，抵達腸道定殖具腸胃功能改善、輔助調整

過敏體質、牙齒保健、免疫調節。其中，生展

芽孢乳酸菌 (Bacillus coagulans) 是台灣第一支

微生物原料藥，能緩解輕度腹瀉、腹痛及便

秘、整腸 ( 調整排便 )、軟便，是全台第一家

具有整腸效能之 PIC/S GMP 微生物原料藥 ( 衛

部藥製字第 059779 號 )，目前已開發成指示

藥品，取得多張胃腸製劑藥證 ( 衛署藥製字第

057179 號、衛部藥製字第 059795 號、衛部

藥製字第 060195 號 )。生展功能性益生菌除

銀
獎

生展團隊 Patented Granule 日本專利顆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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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科學實證與通過國家專業審查，品質嚴謹把

關，並透過國內外專利佈局，多項認證 (ISO、

HALAL、GMP、HACCP 與 PIC/S GMP 認證 ) 能

提供國內、外保健品市場更具特色化、差異化

的獨特益生菌產品。目前，生展功能性益生菌

已成功銷售世界各地，並有極佳的營業額。

《審查委員評語》

• 全台第一家具整腸 PICISGMP 原料藥，LCW23

更通過免疫調節健康食品認證。生展芽孢乳

酸菌於 2017 年取得具有整腸功能之益生菌

PIC/S GMP 原料藥藥證，為全球重要供應商。

• 多以國際合作、展會及特定銷售通路行銷美

日市場，全公司產品毛利 65% 淨利，全球化

營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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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診人數過多而專業醫療人員不足」的情況，

因而萌生將產品全自動化的念頭。

近年各品牌大廠眼底照相機產品都朝全自

動的方向發展，主要原因是 AI 人工智慧診斷技

術漸趨成熟，在國外已有用於眼底影像判讀的

人工智慧軟體取得上市許可的先例。由於視網

膜影像被證實可應用於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

非眼科疾病的診斷，結合 AI 人工智慧判讀軟體

的全自動眼底照相機，將是輔助不具備眼科專

業的醫療人員越過技術壁壘的最佳工具。新形

成的客群，如內科、家醫科、健檢中心等，將

帶動下一波市場需求。對此，明達醫學亦已與

多家 AI 人工智慧診斷軟體開發商訂定長期的合

作計畫。

回歸眼底照相機最主要的功能，是用來拍

攝視網膜表面，其影像品質可能影響醫療人員

對於病症判斷的正確性。而在患者免用散瞳劑

的自然狀態下所拍攝的視網膜影像，品質取決

於相機本身的成像技術與照明光路設計，關鍵

在於：(1) 眼角膜與水晶體表面會產生嚴重反

光，在光學設計上必須避免反光造成的雜散光

進入成像光路，影響成像，(2) 人眼視網膜為曲

面，視網膜影像則為平面，需要透過光路設計

與影像技術來處理，確保擷取到的影像不被扭

曲、失真。

優
等
獎

明達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明達免散瞳自動眼底照相機

明達醫學成立於 2009 年，專注眼科高階

醫療診斷儀器的設計、製造，並提供專門的售

後服務，分別在 2012 年和 2016 年推出第一台

台灣自行研發產製的免散瞳眼底照相機及噴氣

式眼壓計，已成功打入為歐日傳統光學大廠如

蔡司、佳能、拓普康等所壟斷的全球市場。

明達醫學本次參賽標的是 2017 年底開

始銷售的新一代免散瞳自動眼底照相機 NFC-

700；採用全自動化平台設計，能夠自動完成

追蹤眼球位置、對焦視網膜、擷取影像等一系

列拍攝動作。

這種以能夠一鍵完成取得視網膜影像的所

有操作為目標、使用者不需要經過太多訓練就

能上手的構想，來自於行銷產品時的實際經驗：

明達醫學的第一代免散瞳眼底照相機，因獨特

的設計，體積及重量只有一般類似功能產品的

二分之一，以輕巧好攜帶為賣點瞄準開發中國

家的新興市場。在南亞及東協實際進行體驗活

動時，行銷人員注意到全採手動操作的產品雖

然數分鐘內能完成單一患者的檢查作業，但對

於使用技術有一定的要求，無法支應部分地區

明達免散瞳自動眼底照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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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生成視網膜影像的亮度為限）穿過窄小的瞳

孔準確到達患者的眼底區域（人體的眼底環境

在正常狀況下為全暗環境），再輔以專利影像

辨識及處理技術，不但能獲得清晰不失真的高

解析度視網膜影像，還能縮短拍攝過程所花費

的時間，較他牌同級產品更迅速的完成工作，

性能十分優越。

對於消費動輒數十、百萬的高階醫療器材

市場而言，價格並非終端消費者在產品選擇上

最決定性的因素。明達醫學除將台灣製造的原

物料成本優勢回饋在價格上之外，更重視產品

本身所能為使用者創造的價值，在附加功能方

面積極創新突破以構築差異化：NFC-700 擁有

獨家內建的大視角拼圖功能，可將數張不同角

度的影像合成一張，以方便醫師進行更全面性

的診察。

目前NFC-700的銷售已遍及歐洲、東南亞、

北美、亞洲、澳洲、中東、拉丁美洲、印度、

東歐等地，讓明達醫學眼底照相機類產品 2018

年的全球市占率一舉突破 4%。在這當中，有

相當比例來自非眼科的採購需求，證明此產品

應用極廣，已走出傳統眼科的侷限。同時，明

達醫學也與專門從事 AI 人工智慧診斷技術開發

的客戶展開長期合作計畫。期望眼底照相機硬

體與 AI 判讀軟體能被完美整合，進而更有效率

也更準確的輔助醫師進行相關疾病的診斷。

上述兩大關鍵正是明達醫學的核心能力。

NFC-700 承襲第一代手動式產品的獨特光路，

包含照明光源、模組、配套光路元件及其相關

配置都需經過精巧設計，使微弱的光線（以足

《審查委員評語》

• 透過自有品牌及 OEM 模式行銷全球，銷售

遍及超過 40 個以上地區及國家。

• 自 2018 年起獲 EUCE 認證、韓國 KFDA、

巴 西 ANVISA 及 新 加 坡 HSA 上 市 許 可，

2019 年則獲秘魯 OIGEMID 及美國 FDA 上

市許可。

臺北市長柯文哲體驗 2019 臺北生技獎得獎標的 - 明
達醫學「免散瞳自動眼底照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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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政府對於生技產業的重視與支持下，目前生

技中心化學製藥研究所已建構出完整藥物設計

合成、藥理、藥物動力學、製程開發、劑型開

發等新藥研發能量，並憑藉著這股力量成功的

開發出高活性、高專一性且具口服性之 RAF 激

酶抑制劑 UB-941，UB-941 藥物結構具備新穎

性與專利性，不同於已上市 RAF 抑制劑，經

試驗證實藥物之體外、體內抗癌活性以及藥物

使用安全性皆優於已上市藥物 Vemurafenib 與

Dabrafenib，深具國際競爭力與開發潛力，生技

中心以台灣自主研發的研究成果，證明台灣已

具備新藥研發實力。

接力式新藥開發模式	
活絡國內產業發展

為全力推動 UB-941 早日商品化，生技中

心將相關研發成果專屬授權予國內上櫃新藥開

發公司「聯亞藥業」，並共組專業團隊，一同

推動 UB-941 上市。生技中心與聯亞藥業透過

彼此的專業強項，以接棒開發的模式具體落實

台灣生技產業的專業分工，強化國內製藥產業

之核心技術與價值，建構國內新藥開發商業化

的能量，以提升台灣新藥產業之國際競爭力。

考量國內生技製藥產業規模較小的實際情

況下，生技中心由政府資金支援，投入具高風

靶向致癌基因 RAF	邁向精準醫療

癌症為難以根治的疾病，仍有很高的未滿

足醫療需求。目前癌症的治療已隨著科技的進

步，由過去傳統的化療，逐步轉為「個人化醫

學」的趨勢。醫生藉由病患癌症基因組態的差

異，設計出病人專屬的療程，採取「對症下藥」

的方式，避免不必要的藥物副作用，減少醫療

資源的浪費，達到最佳療效，增加癌症病患的

用藥信心與治癒率。 

RAF 激酶為已知的致癌基因 (Oncogene)，

在人類腫瘤中大約有 7% 的腫瘤細胞可偵測到

B-RAF 的突變，其中以惡性黑色素瘤、卵巢癌、

甲狀腺癌、大腸結腸癌以及部分非小細胞肺腺

癌等癌症中B-RAF突變比例更高。突變的B-RAF

其激酶活性會大幅增加，使得 RAS/RAF/MEK/

ERK 訊息傳導的異常活化，並促使細胞不正常

的增殖而導致腫瘤的形成，因此 RAF 激酶被視

為抗癌藥物開發的重要標的。目前 RAF 激酶抑

制劑已為癌症精準醫療的開發典範，已成功獲

准應用於具 B-RAF 突變之惡性黑色素瘤、甲狀

腺癌以及非小細胞肺腺癌等癌症的治療之中。

自主研發之創新藥物展現國際競爭力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創立於 1984

年，一直以「生技產業最佳夥伴」自許，受惠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精準醫療藥物　專一 RAF 激酶抑制劑

金
獎

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團隊 生技中心授權聯亞藥業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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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台灣	放眼國際

UB-941 目前已獲得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

局 (USFDA) 與台灣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 (TFDA) 核准試驗中新藥 (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IND) 申請，後續將由聯亞藥業，採多

國多中心的臨床試驗 (Multi-Regional Clinical 

Trials, MRCT)，加速本藥物的臨床開發。

本藥物開發由初期研發至未來臨床試驗以

及藥物商業化推動，皆由國人一手包辦，具體

實踐新藥開發技術 ( 根 ) 留台灣的使命。日後

將以精準藥物開發模式，搭配基因檢測，鎖定

黑色素瘤、結腸癌、肺癌、甲狀腺癌等癌症病

患中帶有 BRAF 基因變異者，提供更有效且安

全的治療。

險與高價值的新藥開發產業，將具有國際競爭

力的研究成果，以技轉的方式，結合製藥產業

上下游專業分工之接棒開發模式，拉進台灣與

先進國家在抗癌藥物開發及研發技術的差距，

促使國內製藥產業由化學製造代工升級成為具

高單價與高附加價值之新藥開發。更重要的是

新藥開發風險由政府承擔，能吸引更多國內產

業願意投入新藥研發的行列，並讓全世界瞭解

台灣在新藥開發的研發實力。

《審查委員評語》

• 用於精準醫療，鎖定癌症病患帶有 BRAF 基

因變異者，提供更有效且安全的治療。具

創新性與市場性，由聯亞生技獲得全球專

屬授權。

• 目前已順利完成錠劑開發並 GMP 量產及完

成 US FDA IND amendment 且核准。

候選藥物 UB-941 具備口服性，且抗癌效果優於
Vemurafen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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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機能性食品市場中，高營養價值及含

有特殊機能性成分的產品備受重視，然而食品

業者在開發相關產品時，常會面臨機能性成分

物化性質如水溶解度低或易受溫度、pH 值、光

和氧氣等因素使得儲存安定性或生物利用性受

到影響，造成其在應用上受到許多限制。財團

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 食品所 ) 為因應此

趨勢，開發一系列微膠囊技術平台，將能提高

產品品質，改良保健原料的特性，如提高產品

分散性、延長儲存時間、增加生物可利用率，

以及開發機能成份組合的多功能性產品，協助

廠商開發新產品，有效應用於食品、保健食品、

飼料和原料等領域。

    食品所為非營利性財團法人組織，成立

於 1965 年，伴隨國內產業發展逐步擴展研發

領域，建立食品與生技產業之關鍵技術，為台

灣食品領域最具規模之研究發展與專業訓練機

構。並於 1982 年成立菌種保存及研究中心，

2002 年更名為生物資源保存及研究中心，為亞

洲最完整之生物資源中心，提供生物資源以及

食品生技產業產品開發關鍵技術，每年提供產

業服務數千家次，為國內食品生技產業發展的

重要推手。

    本參賽標的由食品所賴進此博士帶領生

化製程團隊，開發微膠囊技術，具體的技術移

轉 4 家廠商：

1. 豐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開發高活

菌數乳酸菌以及衍生產品

在 105-108 年度間共技術移轉授權給豐華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件相關技術，經由微

膠囊技術的導入，可以噴霧乾燥取代冷凍乾燥，

使製程操作時間大幅縮短及節省能源消耗，有

效降低生產成本，將副產物上清液回收利用以

及開發乳酸菌發酵代謝物和風味成分等產品，

應用於天然保鮮劑、人體營養補充和畜產養殖

飼料添加物等領域，其中「富滿肽」產品，榮

獲 2017 中小企業創新研究獎，「富滿肽」產

品利用乳酸菌發酵代謝產物回收開發液態肥

料，減少工廠廢水的處理，對於農作物與高價

值的精緻作物可達到收成增量或保鮮效果。

2. 博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開發高安

定性乳酸菌應用於飼料添加劑

105-106 年技術移轉博堯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藉由劑型設計平台導入微膠囊包覆技

術，選擇適當的食品材料開發出合適乳酸菌包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微膠囊技術加速功能性食品之開發與技轉

食品所協助國內業者開發高值化功能性食品 食 品 所 廖啓成 所 長 帶 領 技 術 團 隊 榮 獲 臺 北 生 
技獎技轉合作獎銀獎

銀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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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食品業者掌握核心競爭力及自主性。食品所

為台灣最具規模的食品綜合研究機構，也是全

球少數兼具食品與生物資源研發能量之研究機

構。本參賽團隊核心競爭力代表『微膠囊技術

加速功能性食品之開發與技轉』能有效的因應

業者不同原料所需要的製程需求，成功協助業

者進行目標產品的開發。未來食品所在業界夥

伴的支持下，持續強化劑型設計技術於多元化

應用，扮演產業技術服務的領頭羊，強化產業

效益之擴散。

埋載體，提昇乳酸菌於高溫下的存活率及倉儲

之耐受性、提升產品利用性，將此技術應用於

一系列活力美產品開發，提高產品活菌數及機

能性。

3. 那米亞發酵股份有限公司 - 開發高水分

散性蝦紅素原料拓展產業應用範疇

105 年技術移轉那米亞發酵股份有限公

司，透過劑型設計將蝦紅素開發為可分散於水

中的微膠囊產品，可克服其不易溶於水的限制，

拓展多元化產品的開發，目前已將蝦紅素微膠

囊產品做為原料商品，並衍生至其他類胡蘿蔔

素原料；例如 : 那米亞紅、那米亞黃、那米亞

橙、那米亞橘和那米亞茄等類胡蘿蔔素原料之

開發，有效協助那米亞發酵公司於產品外銷之

布局。

4. 豐世紀股份有限公司 - 以微膠囊技術開

發粉態營養品

食品所於 105-108 年度技術移轉豐世紀股

份有限公司魚油微膠囊技術和營養品粉粒化技

術，將初始原料進行均勻化製程處理，可以克

服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膳食纖維、維

生素及礦物質等，因為原料粒子尺寸及密度的

不同造成不均勻的困擾，開發均勻度高及流動

性佳之營養品粉末沖泡包。

    研究團隊以微膠囊關鍵技術，開發潛力

之機能性成份原料及產品，配合產業需求，有

效協助國內食品產業升級與轉型。本技術可以

降低對國外進口產品之依賴，協助產業投資將

近 11 億，對國內食品生技產業發展注入更多

活水。本平台技術已獲得台灣 5 件、大陸 1 件、

美國 2 件和日本 2 件之專利保護，有效協助臺

《審查委員評語》

• 開發微膠囊技術，協助國內功能性食品業

者開發，具創新性。

• 參賽技術技轉四家公司，包括應用於益生

菌及脂溶性物質，業界投資 6.2 億，產值增

加 1.3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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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產學研鏈結中心以非專屬方式陸續技術授權

給興農股份有限公司、聯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沅美生技公司、百泰生技公司及育印科技有限

公司等多家廠商量產銷售。

本關鍵技術產品的益生菌—蕈狀芽孢桿

菌，具備生物性肥料與生物農藥雙功能，可開

發多元化商品，主打保健、抗病及促進植物生

長的形象推廣至市面上，已獲得許多農友的肯

定。益生菌植物保健產品將可取代傳統化學肥

料與農藥的施用，避免化學肥料與農藥施用過

度，可消弭其對土壤造成的破壞。在維護植物

健康的同時，亦能幫助累積涵養土壤有機質與

環境生態系統，使農作物得以有效應用土壤環

境養分，進而破壞傳統化學肥料市場與農藥施

用觀念。

本研究團隊已建立產品之品質管控分析平

台，並成功開發生物表面素異構物分析技術及

利用水耕技術平台探討二硫二甲基啟動植體之

抗病基因表現，在短時間內可證明蕈狀芽孢桿

菌促進作物生長與防治病害原理為：(1) 蕈狀芽

孢桿菌可纏據於作物根系及植體內部，誘導農

作物產生抗病反應；(2) 蕈狀芽孢桿菌可分泌植

國立中興大學
保護農作物健康的益生菌產品與其應用技術

銅
獎

面對全球極端氣候的沖擊及自然環境生態

的失衡，世界各國為了維護農業生態環境的和

諧與生產高品質安全的農產品，在農業耕作制

度方面無不致力於發展友善環境的作物綜合栽

培管理體系，藉以減少施用化學肥料與化學藥

劑對生態環境產生的破壞。目前生物防治是取

代化學藥劑防治作物病蟲害的主要方法之一，

因此本團隊採用安全的益生菌—「蕈狀芽孢桿

菌」及作物生育需求營養元素，進行發酵製成

微生物製劑，不但可提供農作物生育的營養肥

份外，尚可誘導農作物產生抗病性，有效降低

農田過量施用化學肥料與農藥，避免重金屬與

農藥污染環境，有效活化土壤生命力，創造農

業的永續發展。

本研究團隊係由國立中興大學植病系黃振

文教授主持，以研究微生物肥料與微生物植物

保護製劑為主，研究室擁有核心技術包含有生

物製劑配方調配，發酵製程，田間施用微生物

製劑的關鍵技術，微生物製劑品管平台及植物

病原菌接種源生產技術；本關鍵技術產品的核

心微生物源—蕈狀芽孢桿菌，在田間促進作物

生長與防病功效表現相當優異，目前該菌種已

獲得中華民國發明專利二件，透過國立中興大

本產品的研發團隊合影。( 由左到右 : 林秋琍、鍾光
仁、黃振文、湯佳蓉、劉永銓及彭玉湘 )

 本參賽標的菌種 - 蕈狀芽孢桿菌具有促進作物生長
及防治作物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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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再向中興大學進行第二次的續約技術授權，

並擴大銷售產能。農作物施用「神真水二號」

後，在水稻、番茄、高麗菜、玉米、花生等作

物均呈現促進生長發育外，尚可降低紋枯病、

白粉病、青枯病及銹病的發生百分率。「神真

水二號」在國內近五年銷售量已累計有 200 公

噸，貢獻營業額達新台幣一億餘元左右。

物生長激素，促進作物根系發育；(3) 蕈狀芽孢

桿菌可產生二硫二甲基及生物表面素異構物，

有效抑制植物病原菌為害農作物。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於 2010 年透過國立中

大學產學研鏈結中心以非專屬授權本技術，並

進一步將蕈狀芽孢桿菌開發成一種新型的微生

物肥料，並於 2013 年取得溶鉀生物肥料許可

證，隨即以「神真水二號」作為商品名登記銷

售。由於銷售業績逐年增長，該公司又於 2016

近五年，興農公司於台灣銷售「神真水 2 號」產品
的營業額成長趨勢。

本標的產品 ( 蕈狀芽孢桿菌 ) 培育健康種苗的效應：
具有肥效，又有防病之功效。

《審查委員評語》

• 生物性肥料「神真水二號」能促進作物發

育，降低紋枯病、白粉病、青枯病、金屬

物之發生率，保護農作物健康。

• 結合生物農藥與生物肥料，應用範圍廣，

具有創新性，市場潛力大，有助台灣農業

發展。

• 技轉團隊已有多項技轉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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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體聯盟 (International Cancer Proteogenome 

Consortium, ICPC)， 共 同 參 與 國 際 癌 症 登 月

(Cancer Moonshot) 計畫，確使我國之癌症精準

醫療研究與國際一流研究機構同步，並藉由國

際合作培育具國際觀之跨領域精準醫療人才。

口腔癌為國人好發癌症	
目前沒有生物標記可供使用

口腔癌為國人好發癌症，位居十大癌症第

五名，已成為台灣重大健康議題與醫療負擔。

口腔癌由目視可見之口腔潛在惡性病變 (oral 

potentially malignant disorders, OPMD) 演變發展

而成，然而OPMD多達20種，惡性轉化率不同，

難以預測；加上醫師的主觀經驗判斷及單一次

切片檢查可能無法準確攫取到癌組織，使得早

期口腔癌不易被發現。衛福部國健署於 2010 

年起推動全國口腔癌篩檢計畫，以目視檢查搭

配組織切片篩檢高危險群 (>30 歲、具抽菸或嚼

優
等
獎

長庚大學分子醫學研究中心
口腔癌生物標誌 OCBM-1 免疫快篩

國內唯一聚焦「疾病生物標記」	
進行精準醫療研究之學術單位

疾病生物標記在精準醫療生醫產業佔有重

要地位。精準醫療必須透過有效的「疾病生物

標記」，指引醫事人員對各別病患的疾病狀態

進行精準判斷，才得以作出對病患最佳的處置

方案。長庚大學分子醫學研究中心 ( 簡稱分醫

中心 ) 由張玉生教授於 2005 年底創立，結合長

庚大學及長庚醫院研究人才與充沛臨床資源，

為國內唯一以研發疾病生物標記為主軸，進行

精準醫療研究之學術單位。中心成立後獲得教

育部「頂尖大學一流中心」計畫 (2006-2017

年 ) 及「高教深耕 - 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計畫」

(2018 年起 ) 支持，投注資源發展多種先進體

學分析技術平台 ( 蛋白體、基因體、代謝體及

生物資訊大數據 )，並聘請諾貝爾醫學獎得主

Leland H. Hartwell 教授為顧問，引進「生物標

識」(Biosignatures) 研究思策略，針對國人重

大疾病，研發可同步比較驗證大量生物標記群

的體學分析技術，並成功應用於口腔癌、大腸

癌及其他慢性病的生物標識研究工作，已獲重

要成果及累積豐沛研發服務能量，並得到國際

同儕肯定。2016 年分醫中心獲邀代表長庚大學

加入由美國國家癌症中心主導的國際癌症蛋白

分醫中心與世延生醫團隊於頒獎典禮會場合照

OCBM-1 快篩試片組

OCBM-1 ELISA 檢測試劑套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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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 OPMD 惡性轉化為口腔癌的效力。研究成果

已於 2016 年發表於國際知名「美國國家科學

院」期刊 (PNAS, USA)，領先其他國際團隊相

關研究。此一口腔癌偵測技術已獲中華民國專

利，同時已申請 PCT 國際專利 ( 進入中國、美

國、歐盟及印度等國家階段 )。

技術移轉世延生醫		
合作推動口腔癌檢測試劑商品化

此一檢測技術於 2017 年初技術移轉新創

公司世延生醫，隨即由中心主任余兆松教授團

隊與世延生醫展開產學合作，針對已驗證的最

佳標記“OCBM-1”開發免疫檢測試劑。由生

產重組蛋白質與高專一單株抗體、挑選最佳抗

體組合、到最佳化試劑材料成分，已成功開發

ELISA 檢測套組與膠體金試紙型快速檢測試劑

盒，可對唾液中 OCBM-1 含量進行快速定量與

半定量檢測，用於評估高風險族群罹患口腔癌

風險。目前此兩種產品已試量產，即將展開多

中心臨床試驗及申請商品認證上市。由於目前

沒有任何衛生單位認可或市售之唾液快篩檢測

工具 / 產品可應用於早期檢測口腔癌，未來此

兩種產品上市，將可有效協助醫師篩檢早期口

腔癌及早期發現癌症復發，提升治療效果並降

低醫療支出，造福國人健康。

檳榔習慣者 )，每年約 100 萬民眾受檢。此篩

檢雖可找出許多 OPMD 病例，但是對提升發現

早期口腔癌的效果並不顯著。此結果明確指出

我們仍需要其他檢測方式 ( 如有效的生物標記 )

來提高早期口腔癌檢出率。

同步比較驗證大量生物標記群		
確認最佳口腔癌唾液標記分子組合

儘管已有數百個可能的口腔癌標記被報

導，但目前尚無衛生單位認可的口腔癌標記可

資應用。我們認為主要原因在於沒有任何團隊

針對這些生物標記群進行系統性的比較驗證研

究。過去數年中，分醫中心與林口 / 高雄長庚

醫院及奇美醫院組成團隊，於一千多篇公開文

獻中收集約 300 個被報導具有潛力的口腔癌標

記，從中循理性優先挑選出 49 個標記分子，

進一步利用高精準「蛋白質標靶定量質譜術」

(Targeted mass spectrometry)，於 460 例口腔癌

篩檢受試者唾液中，同步定量比較這些候選標

記，成功驗證出由四個蛋白質分子組成之唾液

標記組合及基於此組合的風險係數評估計分系

統，具有可偵測 88% 早期 ( 第一 / 二期 ) 口腔

癌病患的敏感度與 80% 的特異性，及預測高風

《審查委員評語》

• 透過測唾液中口腔癌指標性生物標誌來即

時檢測協助早期口腔癌之診斷，具創新性

與市場性。

• 本技術獲得台、美兩地核心專利。

• 專利授權台塑，並與世延生醫公司進行產

學合作 ( 含技轉 )，技轉實績優。

長庚大學分醫中心跨體學分析技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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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有效之防疫策略。目前全球販售之豬肺炎黴

漿菌疫苗皆為不活化死菌疫苗，其係將培養之

黴漿菌以化學試劑如福馬林進行不活化處理

後，再混合佐劑製成。豬肺炎黴漿菌疫苗依照

免疫次數可分為單劑型與雙劑型疫苗。其中單

劑型疫苗僅需免疫一次即可獲得與雙劑型相當

之保護效果，具有降低免疫實施人力與豬隻緊

迫之優勢。

農業科技研究院動物疫苗開發中心多年來

致力於新型黴漿菌疫苗之研發，並逐步建立實

力堅強之研發團隊。德國拜耳公司與農科院副

院長林俊宏博士簽訂單劑型黴漿菌疫苗開發研

究合約，以後向創新 (backward invention) 策

略共同發展新一代之「單劑型豬肺炎黴漿菌疫

苗」。主要參與研發人員包括許瓊文副研究員、

張金淑助理技術師、黃桂敏小姐、陳正文資深

研究員、王志鵬資深研究員、林俊宏副院長及

動物疫苗開發中心同仁。於開發疫苗之過程中，

主要結合台灣本土分離之豬肺炎黴漿菌菌株

PRIT-5、菌株發酵培養技術及新型水包油型佐

劑 (oil-in-water, O/W)，將原先技轉給台灣拜耳

公司之雙劑型疫苗改良成為安全與有效之單劑

型疫苗。

優
等
獎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動物疫苗開發中心
安全有效之單劑型豬肺炎黴漿菌疫苗

著眼產業需求項目	
橋接創新研發與商業推廣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 下稱本院 ) 於

2014 年 1 月 1 日成立。本院設有任務編組之動

物疫苗開發中心 ( 下稱本中心 )，成立目的旨在

開發新型疫苗研發平台，並運用於發展動物疫

苗市場需求之創新單 / 多價疫苗、佐劑及疾病

檢測試劑。本中心亦協助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成

立動物用疫苗產學研聯盟，鼓勵企業投入動物

疫苗開發；藉此平台橋接創新研發與商業推廣，

促成產學研合作模式之良性循環並加速產品開

發，達到動物疫苗產業深耕獲利之目標。主要

之產業合作廠商包括台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大豐疫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夲牧生物科技公

司、台灣維克法蘭斯股份有限公司、瑞寶基因

股份有限公司及富鉑實業有限公司。

以後向創新策略開新一代之	
單劑型豬肺炎黴漿菌疫苗

豬肺炎黴漿菌 (Mycoplasma hyopneumoniae) 

是造成豬地方性肺炎之主要病原；其會導致豬

隻生長遲緩，並引起其他細菌性或病毒性病原

之二次感染，進而造成養豬業者之經濟損失。

為杜絕此菌對豬隻健康之威脅，施打疫苗為一

利用發酵設備進行豬肺炎黴漿菌之發酵培養利用顯微鏡觀察豬肺炎黴漿菌之菌落呈現類似荷包
蛋 (fried-egg like) 之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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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發抗豬肺炎黴將菌抗體產生之效果優於 3 種

市售廠牌，且誘發之抗體反應可持續至上市，

提供豬隻完整之保護力。

研產銷串聯合作	
打造動物疫苗產業黃金三角

單劑型豬肺炎黴漿菌疫苗研發成果於大豐

公司之專業疫苗製造能力與拜耳公司之專業行

銷 / 查驗登記實戰經驗之相助下，成功實現疫

苗研發成果商品化與國際化之目標。此外，本

中心、大豐疫苗及台灣拜耳於長期合作關係下

亦形成互動緊密之團隊，並共同發展市場上尚

無之創新產品如「豬肺炎黴漿菌與豬鼻黴漿菌 

(Mycoplasma hyorhinis) 死菌雙價疫苗」。預期

創新產品將可健全動物防疫體系，減少動物疾

病發生；亦能開闢藍海市場，提升我國動物用

疫苗產業之全球競爭力。

此研發成果與德國拜耳公司於 2016 年 1

月簽訂專屬授權合約；疫苗之量產製造由大豐

疫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全球行銷業務則

由台灣拜耳公司進行。大豐疫苗公司所製造之

單劑型疫苗產品於 2016 年 5 月通過臺灣動物

用藥品查驗登記取得藥品許可證，並於 2017

年 3 月於臺灣上市。除繼續保持國內市場穩定

成長之同時，大豐疫苗與台灣拜耳亦積極拓展

國外市場，將於 2019 年完成韓國、越南及菲

律賓藥證領證。此研發成果參與 2019 臺北生

技獎競賽，獲得「技轉合作獎」優等獎之肯定。

新一代單劑型疫苗	
可有效誘發豬隻產生免疫保護反應

本中心研發團隊利用田間豬隻與無特定病

原 (specific-pathogen-free, SPF) 豬隻進行試驗

之結果顯示，新一代單劑型疫苗具有高安全性

且能於免疫一次後即可有效誘發豬隻產生免疫

保護反應，降低肺臟病變之發生，可用於防止

豬肺炎黴漿菌對豬隻之感染。與市售進口疫苗

之效力相較之下，農科院所開發之單劑型疫苗

《審查委員評語》

• 目前擁有台灣專利 3 件，授權大豐 ( 生產 )

及德國拜耳 ( 行銷 )，2017 年起正式在台

上市，金額 1400 萬之銷售實績。

• IP 佈局佳，並申請多國查驗登記，國外實

施潛力大，技轉團隊技轉實績佳。

「安全有效之單劑型豬肺炎黴漿菌疫苗」商品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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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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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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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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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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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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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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金洌 中央研究院細生所客座講座

張正 國立陽明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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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發展委員會政務副主委

智慧財產 李旦 世界專利商標法律事務所所長

創業投資

林衛理 宣捷細胞生物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黃經堯 交大產業加速器暨專利開發策略中心主任

國
際
躍
進
獎

技術專業
林峯輝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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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惠瑾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副所長

葛之剛 全球策略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

智慧財產
盧文祥 永平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

余華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二組第五科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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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峻立 陽明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主任

林山陽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生物科技暨製藥技術系講座教授

夏尚樸 中華智慧財產交易服務協會理事長

財務暨營運 虞成全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智慧財產
林國塘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三組組長

馮震宇 政治大學 EMBA 生技醫療組召集人

創業投資 尹福秀 台康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19 臺北生技獎審查委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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