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亮點成果

106 年由國內廠商研發的新藥有順藥的納疼解、國光的定伏裂解型四價

流感疫苗及永昕 / 東生華的 TuNEX 等 3 個品項成功在臺上市。新增 1 項新藥

於國際上市為泰合生技的化療止吐藥 (TAH4411)，取得日本上市許可。亦有

兩件新藥在國際市場上市，包含益得生技公司氣喘藥品 (Duasma) 取得哥斯大

黎加藥證、智擎生技公司的胰腺癌新藥安能得合併療法獲南韓上市許可，至

今計有安能得、太捷信、TAH4411、Trogarzo( 中裕新藥 ) 等 5 個品項獲得了

國際藥證。同時於 106 年臺灣醫療器材產品共計有 55 項獲美國食品藥品監督

管理局的 FDA 510(K) 上市核可，其中更包含了 37 項的高值醫材。

( 一 ) 完善生態體系

1. 建立市場導向選題與科研計畫專案管理機制：研發子宮內膜癌標靶新

藥，進行藥動藥效優化。動物實驗證實優化之小分子藥物之療效優於

前代藥物，且動物毒性亦明顯降低，已完成美國專利臨時案申請。研

發器官移植抗排斥用新劑型新藥，臨床前試驗結果顯示吸收率優於市

售品(Tacrolimus)控釋劑型2.6倍。

2. 研發重大疾病預防治療等滿足醫療需求：完成杏國生技委託國衛院技

轉藥物(SCB01A)之臨床劑量、藥效及其潛在適應症評估第一期臨床

試驗。完成本國藥廠委託執行一國內多中心膽道癌第二期臨床試驗

(T1308 Study)。「治療退化性關節炎所開發之小分子藥物 2ccPA」，

分別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與臺灣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TFDA)核准執行人體臨床一期試驗。

3. 發展臺灣利基生技醫藥研究：藉由法人橋接學研界與產學界，完成3

件產學合作案與2件技術移轉案，另通過5項國內外專利。完成肺癌病

患接受標靶治療之中醫辨證分型研究，收案30位。持續進行阿茲海默

症之劑型優化研究，已發現若干有效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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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國衛院「亞太腸病毒偵測網絡」，與越南、柬

埔寨及馬來西亞等國在防疫與疫苗開發等方面合作，進行東南亞腸病

毒流行病學資料蒐集與研究，協助各國政府掌握疫情與病毒演化，並

輔導疫苗廠至東南亞進行跨國臨床試驗。目前國內疫苗廠已完成腸病

毒71型(EV71)疫苗的第二期臨床試驗，尚需進行第三期臨床保護力試

驗方能取得上市許可。受限於臺灣少子化的現況，與新生兒人數多且

腸病毒71型高度流行的東南亞國家進行合作，較易評估疫苗臨床保護

效果，加速完成第三期臨床試驗。國內廠商可藉由「亞太腸病毒偵測

網絡」加緊疫苗開發腳步，並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積極拓展東南亞

市場。

( 二 ) 整合創新聚落

1. 南港新藥研發聚落生態體系

南港國家生技研究園區自生技中心在 106年 10月進駐後，已利用

醣蛋白質藥物服務核心設施平台，推動學界研發產業化，加速新藥發展。

抗體核心設施服務平台則開發連續式培養、純化製程技術、高通量抗體

藥物篩選等平台提供服務。完成 3件臨床前先導藥物最適化試驗服務輔

導、16件技術服務、4件專利申請、促投金額 1.81億元。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之腫瘤藥物測試平台提供客製化動物試驗服務，

建立一站式腫瘤藥物測試平台，提供完整藥物功效性試驗服務。106年

於藥效與病理服務共協助 22家產業完成 63件產品驗證，產業客戶占總

案件量 55%。

在專業轉譯研究諮詢服務方面，中研院建立了 11個具關鍵核心可

解決國內生技產業發展瓶頸之新技術 /服務平台，完成 47件服務案、技

術諮詢 145件、諮詢時數總計 2,642小時。協助研究者完成 16件專利 /

競爭者布局分析評估。促成廠商或產業團體投資 16家、投資金額總計

約 4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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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完善跨院臨床試驗網絡方面，藉由臺灣特定疾病臨床

試驗合作聯盟 (TCTC)專案計畫，針對臺灣特有疾病，以跨院整合

臨床試驗資源方式進行臨床試驗，並設立國際化 TCTC網站 (http://

taiwanclinicaltrials.tw/)。透過單一窗口辦公室統籌辦理對外業務與橫向連

結協調和整合目標，106年共補助有中風、急性腎損傷與腎病、精神疾

病、心血管疾病、肝臟疾病、感染症、小兒感染症、胃腸疾病與幽門桿

菌、乳癌、肺癌、上消化道癌及癌症早期臨床等 12個聯盟，執行 8件

國內廠商發起之臨床試驗、9件國內研究者發起之臨床試驗及 33件國際

藥廠發起之臨床試驗案。

2.新竹生技醫藥研發聚落

以新竹生醫園區為核心，結合周邊學研產之創新醫材聚落，國家實

驗動物中心啟動醫材臨床前測試實驗室，提供醫材完善檢測服務。引進

國際大廠默克 (Merck)與法人共同合作以解決生技藥品量產瓶頸。此外，

於新竹生醫園區及臺南科學園區建立中大動物手術驗證服務，支援高階

醫材與再生醫學產品之臨床前驗證。協助 7家產業完成 8件產品驗證，

產業客戶占總服務案件 33%。

3.中南部特色生技聚落

建構國產醫材與輔具試行據點，推動醫院體驗使用、學研教學，推

廣國產醫材。促成 2家醫療機構與 11家優良企業合作建構可供複製擴散

之整合性服務 /產品模組 2案，成功整合 12項國產醫材。

建置「高階醫學影像診斷」核心技術，發展「光學式組織影像虛擬

切片技術」，光學斷層掃描解析度達 3.5um，已達設定之 <5um目標，

影像品質獲醫師認可，並完成專利申請 1案 2件。

發展利基藥品促成傳統藥廠升級，快速篩選關鍵配方參數，協助業

者開發利基品項，加速產品開發時程，106年完成巴金森氏症治療藥物

與抗愛滋病藥物之配方快速評估各 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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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連結國際市場資源

1.臺灣公衛醫療南進政策發展

辦理國際診斷研習營，向新南向國家推廣臺灣開發之蚊媒傳染病診

斷技術，協助其建立迅速鑑別能力與提升防疫量能；同時也派員赴澳洲

等新南向國家，交流蚊媒傳染病防治產品之相關研發、施用策略、成效

評估及技轉流程，作為發展病媒蚊生物防治技術產品之參考；另與來訪

之新南向國家之衛生單位主管與蚊媒傳染病防治專家，分享我國登革熱

與結核病防治經驗，增進我國對該國家防治策略之了解。

2.產品研發與技轉

疾管署研發之登革熱 NS1抗原快速檢驗試劑可使登革熱快篩從 6小

時縮短到 30分鐘，該技術技轉予亞洲基因公司，並取得我國醫療器材

許可證。此外，疾管署委託長興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生產之登革熱快

篩產品已初步可檢測 4種不同血清型別，持續進行優化工作。

3.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之病媒蚊預警系統

針對病媒蚊密度監測與調查，分別對於誘卵桶與誘殺桶指數及環境

監測程度制定標準數值以區分「優先」與「注意」管理。於臺南、高雄

及屏東架構空間地理資訊與預警系統，106年度分別加入氣象因子與智

慧偵測功能，協助系統優化。分別於臺南、高雄及屏東建置三套 App系

統，提供民眾與防疫單位可以即時分享防疫相關資訊。

( 四 ) 推動特色重點產業

1.發展利基精準醫學

「亞太生醫矽谷精準醫療旗艦計畫」推動政府與醫學中心、學研

機構及產業界的精準醫療國際合作，完成輔導四家國內廠商組成臺灣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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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體產業聯盟，發揮產業創新群聚。完成建置符合產業要求之高速基

因體定序系統，支援臺灣學術研究與產業發展需求，免除運送檢體出

國之不便與發展限制。與國際級基因體公司合作，完成開發藥物基因

(Pharmacogenomics)檢測套組。完成建立罕見疾病之基因檢測流程，完

成 14例基因體定序，鑑定出 7個案例之突變位置。對於無法確診之疑

難雜症，找出基因突變，增加臨床診斷之可靠性。透過基因體分析，提

供更精確的醫療決策參考，不僅增加早期診斷即時處置之機會，更提升

國人健康。

「發展新世代臺灣癌症之精準醫療路徑圖」建立完整癌症病患之收

案資訊系統，完成 72對肺癌檢體 (含 64對早期檢體 )之深度蛋白基因體

分析，高達 40,000個磷酸化位點之涵蓋率遠優於美國國家癌症研究中心

(NCI)標準，可更深入解析癌症標靶訊息傳遞。完成建立高剖析蛋白基因

體分析平台與具國際標準之數據質控系統。

「精準治療之前瞻研究與系統建置計畫」整合產學醫研能量，投入

精準新藥開發，對具有細胞治療發展潛力之案源合作開發 CSF1R抑制劑

重塑腫瘤微環境，可抗癌與提升免疫力，新藥預計於 107年完成美國臨

床實驗申請 (IND)；以狗骨關節炎寵物醫療先行驗證，建立細胞治療階

段性獲利模式，完成 6例狗骨關節炎臨床幹細胞治療成效驗證。

2.推動健康福祉產業

技轉 3件智慧健康應用產品新創事業成立 (全球最輕外骨骼輔具嘉

惠行動不便者、肌肉訊號感測技術預防與減少銀髮族跌倒、穿戴式智能

服飾技術 )，研發 1項預防 /照護需求之智慧健康整合系統與服務 App，

進行 FDA認證文件準備 (創新保險服務 )。

衛福部督導國家衛生研究院將智慧科技導入長照體系，與慧誠智

醫、捷格科技及巨安長齡等資通訊廠商合作，配合地方政府共同建置「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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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資料彙整平台」、「智慧型長照管理雲平台」、「照管專員行動訪視

與照顧管理 App」及「銀髮人力資源平台」等資訊系統，開始收案與登

錄失智症個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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