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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9月損益情形 單位:NTD仟元 

會計科目 108/01~09 107/01~09 成長率 

 ONIVYDE台灣銷售收入        138,791            44,271  214% 

 ONIVYDE授權金收入(Ipsen)        100,321            74,639  34% 

里程碑授權金(Ipsen)                     -              96,221               -    

營業收入合計數        239,112         215,131  11% 

 銷貨成本           24,446              6,439  280% 

 銷貨毛利        214,666         208,692 3% 

     推銷費用           23,190            25,192  -8% 

     管理費用           67,715            61,632  10% 

     研發費用           99,358            91,814  8% 

 營業費用小計        190,263         178,638  7% 

 營業利益           24,403  30,054 -19% 

 營業利益率 10% 14%  

 非營業收(支) 71,085  91,040  -22% 

      利息收入 52,094  45,658  14% 

      研發補助收入 -PEP503                     -    3,718  -100% 

      營業外收(支)(兌換及其他) 18,991  41,664  -54% 

 稅前淨利           95,488            121,094  -21% 

 所得稅           15,979            25,863  -38% 

 稅後淨利           79,509  95,231 -17% 

 稅後淨利率 33% 44%  

EPS                   0.55  0.65   



 
安能得-二線胰臟癌的市場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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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能得在二線胰臟癌的市場潛能  美國 歐盟 日本 

每針價格(美元)* 1,983  1,239  -- 

治療費用(美元) ** 52,632  32,890  -- 

每年確診病患數(千人) 46  76  30  

每年符合條件可接受治療病患
數(千人) 

16.0  25.8  8.3  

潛在市場範圍(百萬美元) 842  849  -- 

安能得目前取得全世界38個國家之上市許可: 

美國  (2015)；   

歐盟 EMA (2016), 31 個國家; 

中華民國(2015), 南韓 (2017), 新加坡 (2017); 

澳洲(2016), 加拿大 (2017), 瑞士 (2017);  

ESMO guidelines (2015), US NCCN guideline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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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III 臨床試驗

Ib/III 臨床試驗

CE MARK



 
安能得- 擴大適應症 

今年開始進行三期臨床試驗 日本藥證已申請 預計今年開始進行三期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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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夥伴Ipsen與Servier主導 



RESILIENT (MM-398-01-03-04) 小細胞肺癌的臨床三期試驗 

• 450人查驗登記用臨床試驗  

• 與現行小細胞肺癌二線標準治療topotecan相比 

• 自2019年8月起, 於全球共約137個試驗中心招募受試者(預計於2021年完成收案) 

 

約450個合格受試病患 

治療組 
安能得225人 

對照組 
topotecan 225人 

治療至疾病惡化 

治療至疾病惡化 

1:1隨機分配 

分組平衡分子: 

-    區域 

-    鉑金藥物敏感度 

-    身體狀況 

-    是否接受過免疫療法 

 市場現況：2018年全球肺癌發生案例(Globocan 2018)  超過兩百萬，肺癌分為非小細胞肺癌及小細胞肺癌。小細胞肺癌為一高度惡性腫瘤，約佔所有   

                         肺癌的15%，且五年存活率小於10%。 

首要評估指標:  

整體存活期 

 

次要評估指標:  

 無疾病惡化存活期/   腫瘤反應率 / 生活品質  / 安全性 



安能得- 擴大適應症 

合併朗斯弗® 合併5-FU與Leucovo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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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擎主導或協助 



行動藍圖 
Hensify®- 啟動授權&擴張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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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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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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放射治療市場機會分析 

約有60%的病人在治療過程需放射線治療 

資料來源: Statistics Market Research Consulting Pvt Ltd  

全球放射治療市場，2018年價值72億美元，預計從2018年到2024年以6.9％的年複合成長率發展，成長
到2024年95億美元規模的市場。癌症患者的增加，及發展中國家的未開發市場等成為這個市場主要成長
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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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頸癌市場機會分析 

2030年每年預估案例 

100萬+ 

至2025年全球市場預估 
(美元) 

22億 

亞太市場從2018年至2025年 
年複合成長率 

 

8.4% 

69萬+ 
2018年全球發生案例 



多產品線組合降低風險 

(Portfo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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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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醫學年會或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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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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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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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