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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本簡報中所提及之預測性資訊包括營運展望、財務狀況以及業務預測等內容，乃是建立在本公司從內部與外部來源
所取得的資訊基礎。 
 

 本公司未來實際所可能發生的營運結果、財務狀況以及業務成果，可能與這些明示或暗示的預測性資訊有所差異。
其原因可能來自於各種因素，包括市場風險、市場需求，以及本公司持續推出新藥產品專案等因素。 
 

  本簡報中對未來的展望，反應本公司截至目前為止對於未來的看法。對於這些看法，未來若有任何變更或調整時，
本公司將盡力隨時再度提醒或更新。 

 

3 



    2020年營運成果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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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營運成果 
 

 

• 獲得日本新藥上市核准與中國完成上市審查送件 

• 協助全球二個第三期臨床試驗進行：第一線胰腺癌
治療與 第二線小細胞肺癌 

• 獲得在台灣兩項研究者自行發起臨床試驗案數據 
 
 

 

•  獲得美國FDA適用於頭頸癌之快速審查資格 

•  開啟亞太再授權夥伴談判機會 

• 直腸癌臨床試驗進入台灣第二期階段收案 

 

 

• 新專案PEP07(SOL-578)授權引進 

 Onivyde 

Hensify / PEP503 

Development Pip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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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線及新藥開發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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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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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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t Track

小細胞肺癌

(二線)
Fast 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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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t 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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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P07 (SOL-578) 血液及固體腫瘤 全球權利

臨床一期 臨床二期 臨床三期

安能得®

(ONIVY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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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美國FDA人體臨床試驗審查

CE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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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P503 (Hensify®)行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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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上半年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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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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產品線組合降低風險 

(Portfo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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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藍圖 
引進新專案 201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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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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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01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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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28日 



智擎未來目標與發展策略 

中長期 (2026-30) 目標： 

里程碑1： 
2030年完成至少1個產品成功上市 
 

里程碑2： 
2026年前完成至少1個產品授權(出售)或與國際夥伴
合作開發(大臨床或上市前樞紐試驗) 
 

短中期 (2022-25) 目標 ： 

里程碑 1： 
2025年至少3個新產品進入臨床二期(POC) 

里程碑 2：(產品組合類型與數量需再細化並有驗證指標) 

2023年運營6個研發管線產品, 完善產品組合： 
• 3個產品在臨床一期/二期； 
• 3個候選標的在臨床前階段 

短中期發展策略 (2020-2025)： 

面向 策略 

產品 
佈局 

完善產品組合, 鎖定NME 及 Specialty高障礙技術平臺新藥, 建立各專屬(領域專
精)研發專案小組, 深耕、更快速篩選、評價、引進產品 

客戶 
市場 

1.同步耕耘歐美(全球/標準)與中國(政策/特色)兩大市場, 建立與維護資源網路 
(客戶、專家與合作夥伴) (IBD核心工作之一) 

2.精準客戶素描與溝通, 及時掌握與反映客戶/治療/市場等需求 
3.積極活躍於國際/中國產業會議、Roadshow、專業社群或期刊媒體, 將產品研
發成果(數據)定期發表、提升產品價值與公司品牌 

臨床
前研
發 

(增值) 

1.深度評估候選藥物, 篩出高需求(市場)與高增值潛力產品進研發產品線；透過
試驗設計完善產品資料；先為產品增值以銜接臨床加速策略 

2.專注發展技術/能力：a) Biomarkers/Synthetic lethality combination; b) 
Potential indications or subgroup patients (precision medicine); c) 
Potential combo candidate (Regiment)  

臨床 
開發

(加速) 

1.建立早期臨床試驗全球基地/聯盟 (TW, CN, ANZ, NL) 
2.緊密關注早期試驗信號(生物標記反應), 及時決策與風險控管 
3.透過創新與現代化試驗策略規劃, 落實到protocol設計、撰寫；依據產品市場
與定位, 做合理資源配置(基地、執行團隊)、並以數字化工具管理進度與品質 

組織 
運營 

1.內部各單位皆需自主、快速建立/深耕專屬的專家顧問關係網絡, 完善公司多元
化專家顧問資源池, 靈活支援各專案小組 

2.隨專案節奏, 逐步完善全球人才招募、激勵與管理機制 (+線上管理平臺) 
3.積極連結全球資本機構, 強化投資人關係建立管理 14 



智擎行動藍圖 : 雙引擎驅動 

•   智擎定位為：世界級新藥開發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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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專案 PEP07(SOL-578)介紹 
及開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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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時間 2005 

位置 
 

Cambridge, UK 

公司型態 
 

Privately held 

專長及核心能力 
 

Oncology, Drug Discovery, Medicinal Chemistry & collaboration 

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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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 Cycle Checkpoints and DNA Damage Response (DDR) 

Targeting the DNA Damage Response in Cancer Molecular Cell 60, November 19, 2015 

PEP07 
 
 

DNA Damage Radiation 

UV light 

Chemotherapies 

DNA crosslinker, 

antimetabolites 

topoisomerase inhibitors 

Oxygen radical 

Replication 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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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P07(SOL-578) in vitro Activities in Solid Tumors and 
Hematologic Malignancies 

PEP07(SOL-578) 

Enrichment for PEP07(SOL-578) sensitivity in 

• Hematologic tumors: AML, MM, and MCL 

• Solid tumors: gastric, HNSCC, NSCLC, and 

ovarian cancer 

Gastric NSCLC Ovarian 

AML MCL MM 

HNS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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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in-Class Chk1 Inhibitor-PEP07(SOL-578) 

 PEP07(SOL-578) is a good oral inhibitor which is more potent, selective, specific than the 

competitors.  

Drug Potency Selectivity Specificity 
Oral 

Bioavailability 

Eli Lilly LY2606368 

Genetech GDC-0575 

Sierra Oncology SRA-737 

PEI/Sentinel PEP07/SOL-578 

Excellent Good Fair Poor 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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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mmary of the combination and single agent in 
preclinical contexts for CHK1 inhibitor 

Targeting the DNA Damage Response for Anti-Cancer Therapypp 241-276  

MK1775 

Synthetic lethality(合成致死性): 
Arises when a combination of deficiencies in the expression of 
two or more genes leads to cell death, whereas a deficiency in 
only one of these genes does not. (ex.: BRCA/PARP) 

21 



PEP07 Early Clinical Development Plan 

P1a monotherapy, dose 
escalation/expansion in AML, MCL, 
and other hema Ca, SAD/MAD 

P1b Combo, dose escalation/expansion in Ovarian Ca 

P1b Combo, dose escalation/expansion in HNSCC 

P1b Combo, dose escalation/expansion in MCL 

P1b Combo, dose escalation/expansion in AML 

P1b Combo, dose escalation/expansion in Colorectal Ca  

P1b Combo, dose escalation/expansion in other Hema Ca  

Single dose, HV, PK (DDI, FE, 
CYP)  

Biomarker 

driven 

22 

P1b Combo, dose escalation/expansion in Pancreatic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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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P07 潛在的適應症 

癌症類別 每年新診斷人數* 復發率# 2019 市場規模(USD$ 

billion) 

市場規模 

複合年均增長率 

非何杰金氏淋巴瘤 509,590 30~40 % 6.6 8.4% 

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87,406 ~50 % 0.7 14% 

大腸直腸癌 1,800,977 ~ 17 % 6.1 2.3% 

卵巢癌 295,414 ~ 85 % 1.8 14.4% 

頭頸癌 650,000 17~22 % 1.3 7.3% 

胰腺癌 458,918 36~46 % 2.0 8.1% 

腦癌 296,851 ~ 100 % 1.1 12.9%  

* Globocan 2018,   

# Cancer Recurrence Statistics 

   https://www.cancertherapyadvisor.com/home/tools/fact-sheets/cancer-recurrence-statistics/ 



安能得(ONIVYDE)全球銷售狀況
及研發專案市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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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能得-第二線治療胰臟癌的營收概況 

ONIVYDE 已取得全世界40多個國家之上市許可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2017 2018 2019 Nov-20

台灣 

歐亞銷售權利金 

台幣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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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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每針價格(美元) 1,983  1,239  1,192 862 

治療費用(美元) * 52,632  32,890  31,642 22,881 

每年確診病患數 46,000  76,000  22,000  2,200 

每年符合條件可接受治療病患數(千人) 

 

16,000 

  

 

25,800  

  

 

6,600  

  

800 

 

* Patients are prescribed 3-4 vials of Onivyde every two weeks, with an average four-month regimen.   
Source: MACK conference call, Jan. 2016；Ipsen Investor Day Presentation, May 2017 

ONIVYDE 已取得全世界40多個國家之上市許可 



 
安能得- 擴大市場 

進行三期臨床試驗 進行三期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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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進行2項 三期臨床試驗 

US FDA Fast Track Designation US FDA Fast Track Designation 



安能得- 新合併處方及擴大適應症 

• 合併日本大鵬藥品公司Lonsurf (朗斯弗/台灣東洋代理) 用於實體腫瘤 

• 找尋合併處方之最適劑量的第一期臨床試驗 

• 2019年2月開始收案, 至2020年5月已測試至最高劑量組別, 收案25人 

• 預計收案40人, 於2021年完成試驗報告 

• 國家衛生研究院贊助與執行 

• 第二期臨床試驗, 探討對於頭頸部癌症的治療效果 

• 2019年1月開始收案, 至2020年5月完成收案, 共59位受試者 

• 預計2020年底完成試驗報告 

28 

智擎主導或協助 



ONIVYDE 里程碑授權金 
里程碑授權金：2.665億美元里程碑授權金中，已收取1.015億美元，尚可收取1.65億美元 

里程碑授權金 條件 (百萬美元) 已達成 

266.5 101.5 

簽約金  10.0 2011年 

開發與法規里程碑授權金 

臨床三期第一位病患招募完成 5.0 2012年 

與Merrimack簽定授權合約修改協定 7.0 2014年 

完成美國FDA新藥申請送件 5.0 2015年 

向歐洲EMA提出新藥上市許可申請 11.0 2015年 

向韓國食品藥物安全部提出新藥上市申請 10.0 2016年 

獲得歐洲EMA新藥上市銷售許可 25.5 2016年 

獲得韓國食品藥物安全部新藥上市許可 25.0 2017年 

在歐洲三個主要國家上市並取得健保 3.0 2018年 

其他 (取得其他適應症藥證) 35.0 

銷售里程碑授權金 歐洲與亞洲銷售淨額達到一定金額 130.0 

 包括里程碑授權金2.2億美元與再授權金0.465億美元 

 未來開發費用由Ipsen負擔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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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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nal for combining NBTXR3/PEP503 with  
anti-PD-1 

該試驗的啟示: 
• improve distant tumor control via a system effect (Abscopal effects)  

(透過系統效果抑制腫瘤的生長, 產生遠距輻射效應) 
• Increase the local efficacy of immunotherapy (增加免疫療法的抑制腫瘤效果) 
• Enhance the therapeutic index of RT maximizing local effect(增強放射線治療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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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P503 (Hensify®)行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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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上半年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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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營業研發收支財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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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2019 2020Q3 

營業收入  293,430   314,040  269,547 

營業成本  12,883   31,799  27,979 

營業毛利  280,547   282,241  241,568 

    推銷費用 35,829 35,108 21,008 

    管理費用 77,404 83,730 45,686 

    研究發展費用 124,874 130,793 66,988 

營業費用  238,107   249,631  133,682 

營業利益  42,440    32,610   107,886 

營業外收入(支出)  121,332   17,057  (10,323) 

稅前淨利  163,772   49,667  97,563  

所得稅費用  34,410   7,117  15,971 

本期淨利  129,362   42,550  81,592 

股本 1,473,028 1,466,668 1,465,968 

基本每股盈餘 0.88 0.29 0.56 

公司營業概況 
單位ˋ:新台幣仟元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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