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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 



經營團隊－國際經驗 

總經理暨執行長  
胡宇方 博士 

投身製藥工程領域超過20年，專業於藥劑研發與cGMP量產，包含傳統藥劑與高障礙特色藥劑，如微脂體與緩釋注
射劑，對於特色藥物製劑的研發具有豐富的經驗。 
• 美國St John’s University藥劑學博士 

• Bristol-Myers Squibb公司、Barr Laboratory 公司、Immulogic Pharmaceutical公司等國際大藥廠從事製劑研發 

• 台灣東洋藥品製劑研發中心副總經理；殷漢生技董事長 

企業發展處 副總經理 
智擎法國子公司 負責人 
Alain Herrera, MD 

癌症新藥開發與行銷專家，主導歐洲大藥廠賽諾菲癌症事業部創立，在職時帶領其成為全球第二大癌症藥廠，產品
年銷售高峰約50億美元。 

• 畢業於法國Pitié-Salpétrière Hospital醫學院 

• Chiron Therapeutics 歐洲主席；Pierre Fabre公司管理層 

• 賽諾菲公司全球癌症部門副總裁；Alain Oncology Consulting公司創辦人 

臨床研究暨法規處 副總經理 
詹宗晃 醫師/博士 

腫瘤內科專科醫師，具有豐富的臨床醫療及臨床試驗的經驗。 
• 中山醫學院醫學系學士；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病理暨臨床實驗醫學系博士；美國史丹福大學癌症中心博士後研究；  

• 國家衛生研究院癌研所榮總癌症合作病房助研究員級主治醫師 

• 嘉義長庚醫院血液腫瘤科主治醫師暨癌症中心主任；羅東博愛醫院血液腫瘤科主治醫師 

轉譯科學處 副總經理  
Armand de Gramont, Ph.D. 

具豐富的轉譯科學及新藥開發經驗，曾帶領瑞士著名瑞士洛桑大學附設醫院的新藥評估團隊。 
• 法國巴黎第六大學細胞生物所博士；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博士後研究 

• 法國究單位AAREC Filia Research 營運長；瑞士洛桑大學附設醫院新藥評估實驗室部長  

財務暨行政管理處 副總經理  
張麒星 

曾完成超過十家公司申請上市(櫃)案、C/B 案、現金增資案、公司分割上櫃案，對財務面與資本市場經驗豐富。 
• 台灣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擁有會計師執照) 

• 元富證券承銷部經理；台灣東洋藥品協理 

行銷業務處 資深處長 
吳兆升 

具多年藥廠業務行銷經驗，曾參與完成癌症標靶藥物於台灣成功上市，有助公司推動藥物行銷。 
• 台北醫學院藥學系學士 
• 台灣諾華公司業務主任；日商麒麟藥品公司業務行銷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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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St John’s University藥劑學博士 

 國際大藥廠從事製劑研發  

     (Bristol-Myers Squibb公司、Barr Laboratory 公司、Immulogic Pharmaceutical公司) 

 台灣東洋藥品製劑研發中心副總經理；殷漢生技董事長 

投身製藥工程領域超過20年，專業於藥劑研發與cGMP量產，包含傳統藥劑
與高障礙特色藥劑，如微脂體與緩釋注射劑，對於特色藥物製劑的研發具有
豐富的經驗，並成功主導多起國際授權案。 

特色藥物製劑專長&國際授權實戰經驗 



特色藥物製劑專長&國際授權實戰經驗 

主導超過30個處方藥成功上市，包含兩個微脂體注射劑 

協助開發安能得生產製程 

主導特殊劑型等藥物對國際知名藥廠之海外授權 

2017年自荷蘭引進微脂體Methylprednisolone，

並創立合資公司-殷漢生技公司，從事多發性硬化症

(中樞神經系統慢性重症疾病)之新藥開發 

微脂體 
Amphotericin B 

微脂體 
Doxorubicin HCl 

長效微球 
Octreotide LAR 

2016年 2019年 2016年 

注射劑 
三氧化二砷 

2018年 

微脂體 
Methylprednisolone 

2017年 

微脂體 
安能得 



現況 



新藥開發進度 

產品 適應症 前臨床 核准 商業權利

胰腺癌

(二線)
胰腺癌

(一線)
小細胞肺癌

(二線)

研究者發起臨床試驗案

產品 適應症 前臨床 核准 商業權利
軟組織肉瘤

(放射線治療)
頭頸癌

(放射線治療)
頭頸癌

(放射線治療+化療)
肝癌

(放射線治療)
直腸癌

(放射線治療+化療)
攝護腺癌

(放射線治療)
頭頸癌與肺癌

(免疫癌症療法+放射線治療)
產品 適應症 前臨床 核准 商業權利

PEP06 固體腫瘤 中國大陸以外的全球權利

臨床一期 臨床二期 臨床三期

安能得®

(PEP02)

里程碑授權金(歐洲/亞洲)

權利金 (歐洲/亞洲)

台灣銷售

亞太地區
Hensify®

(PEP503)

臨床一/二期 臨床二/三期

臨床一期 臨床二期 臨床三期

已核准

.......... II/III 臨床試驗

通過美國FDA人體臨床試驗審查

II/III 臨床試驗

CE MARK

..........



PEP503 上半年獲利狀況 
單位:NTD仟元

 ONIVYDE台灣銷售收入          92,186          23,497          87,384

 ONIVYDE銷售權利金收入          65,356          52,553        109,825

 ONIVYDE里程碑授權金收入                    -                    -          96,221

營業收入合計數        157,542          76,050        293,430

 銷貨成本          16,178             2,820          12,883

 營業毛利        141,364          73,230        280,547

     推銷費用          13,575          16,683          35,829

     管理費用          47,115          38,311          77,404

     研發費用          69,247          58,157        124,874

 營業費用合計        129,937        113,151        238,107

 營業利益(損失)          11,427 (39,921) 42,44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54,493 68,203        121,332

      利息收入 34,377 28,552          61,909

      研發補助收入 -PEP503                    - 3,718 3,718

      營業外收(支)(兌換及其他) 20,116 35,933 55,705

 稅前淨利          65,920          28,282        163,772

 所得稅          10,084             7,277          34,410

 稅後淨利          55,836          21,005        129,362

EPS                  0.38                  0.14                  0.88

項    目 108/01~06 107/01~06 107年度



未來策略 



行動藍圖 
安能得- 擴大適應症 

預定於今年開會討論 

是否推進三期臨床試驗 

日本藥證已申請 預定於今年開會討論 

是否推進三期臨床試驗 

合作夥伴Ipsen與Servier主導 



行動藍圖 
安能得- 擴大適應症 

合併朗斯弗® 合併5-FU與Leucovorin 

智擎主導或協助 



行動藍圖 
Hensify®- 啟動授權&擴張價值 

Nanobiotix頭頸癌II/III期臨床試驗 
於美國FDA的臨床試驗申請程序 

預計於2019年下半年啟動 

擴張授權價值: 

取得歐盟上市許可(CE Mark) 

應用於軟組織肉瘤治療 

已得到概念驗證 (proof of concept) 

啟動授權 

授權價值 



多產品線組合降低風險 

(Portfolio) 

行動藍圖 
引進新專案 



行動藍圖 
引進新專案- 3方向並行 

策略1 重啟舊案 

策略2 將過去評估過的案子進行重新篩選 (篩選條件放寬彈性) 專案來源: 1.合作夥伴媒合會議 

                   2.轉介 

特殊劑型 

全新藥 

進
入
門
檻(

利
潤) 

市場潛能(風險) 

學名藥 

同類最優 

(Best-in-class) 

策略3 以特殊劑型為新案標的 

市場潛能(風險) 



智擎2025年 
成為亞洲指標性新藥開發公司  

 

• 其他適應症藥證 

• 達成所有里程碑 

• 對外授權完成 

• 頭頸癌上市許可 

• 3-5個產品 

• 全球權利 

• 涵蓋臨床試驗I期 

    與II期 

安能得 Hensify 其他 

產品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