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技與藥物研究所

生技與藥物研究所（以下簡稱生技藥研所）於2010年8月改制，前身為1998年1月設立之
「生物技術與藥物研究組」。

生技藥研所以建構及強化我國生物技術與新藥研發能力為定位，專注於本土性疾病及全球

重要疾病之創新藥物的應用研究與開發，從新藥探索整合性研究，銜接至新藥臨床前與臨床試

驗發展。所建置之新藥研發核心技術平台包含分子機制與藥理、藥物化學合成、蛋白質與抗體

設計、分子結構模擬、動物藥效與藥理、藥物動力與藥物代謝與製劑發展，結合專案管理之制

度化運作，以打造成為「亞洲創新藥物研發卓越中心」為目標，增進國人健康與生活品質為願

景。歷年來藉由縱向與橫向的新藥研發技術整合，成為國內獨特的新藥研發引擎。研究項目從

me-too/me-better進階至first-in-class/best-in-class之小分子與大分子新藥，並以新穎標靶與新穎
機制之藥物開發為長期策略與方向，聚焦於尚缺乏治療方法之疾病領域。主要任務：

• 以應用開發為導向，進行整合性新藥研究，研發具專利新穎性的藥物與技術；

• 推動產學研合作與技術移轉，落實新藥研發成果；

• 建立具國際水準的新藥研究與發展的技術平台，成為我國重要的創新藥物研究中心。

新藥研發流程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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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對於人類健康之威脅日益嚴重，

而造成此健康問題主要是由於胰島素抵抗

性或是胰島素分泌異常所導致的第二型糖尿

病。目前絕大多數糖尿病患者需要依賴口服

降低血糖藥物，或是靠注射胰島素以控制血

糖，此類治療方式效果有限，同時伴隨明顯

的副作用，因此迫切需要開發新型的治療方

法或藥物。以glucagons-like peptide 1（GLP-
1）作為治療第二型糖尿病已有廣泛且深入
之研究，對於調控血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可抑制升糖素的上升、抑制食慾、延遲胃的

排空時間以及促進餐後胰島素的分泌，不易

發生低血糖，稱為腸促胰島素分泌素（incre-
tin），為極具有發展為治療糖尿病的標的之
一。由於GLP-1會經由脯基雙胜肽酶（dipepti-
dyl peptidase IV, DPP-4）快速分解代謝，在人
體血液中半衰期僅一分半鐘，目前GLP-1或類
似物exenatide必須以注射的方式給藥，不甚方
便，且產生胃脹噁心之副作用，患者接受度

低。因此，近年來發展DPP-4抑制劑，以抑制
DPP-4活性來增加GLP-1在血液中的濃度，藉
以控制血糖。

生技藥研所從藥物探索至發展全程主

導新穎抗糖尿病DPP-4抑制劑DBPR108之
藥物研發，從藥物探索研究階段（2002∼
2008）、藥物臨床前試驗與臨床試驗發展
階段（2008∼2015），以及商業推展階段
（2013∼迄今）之發展，於2015年6月在本
院的推動下於國內完成二個人體一期臨床試

驗。同時，由健亞、中化、永信、信東、台

灣東洋與南光等6家合作廠商產業聯盟推動，
於2015年3月獲得大陸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
總局之藥物臨床試驗批件，由石藥集團積極

推動臨床試驗，並於2017年底進行二期臨床
試驗，將於2019年進行三期臨床試驗。本計畫
榮獲2015年台北生技獎「技轉合作獎」金獎。

DPP-4抑制劑全球市場於2017年達100億
美金，其中，市場占有率最高的藥物為Janu-
via（sitagliptin）與Janumet（sitagliptin/met-
formin），達61億美金，藥品市場潛力大。
DBPR108的發展優勢如下：

研發成果代表

DBPR108 ─ DPP-4 抑制劑，抗糖尿病候選發展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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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選擇性、體外或體內抑制DPP-4活性能
力及體內降血糖能力，皆展現出相當或

優於已上市藥物sitagliptin、vildagliptin與
saxagliptin；

2. 經動物試驗證明具極佳的安全性；

3. 人體臨床一期試驗展現的口服藥物動力特
性頗佳，且無不良副作用，耐受程度良

好，一天給藥一次，患者接受度高；

4. 為新穎性化合物，具全球專利保護（17個
國家及區域專利）。

	▲圖 1：DBPR108 研發成果獲國家發明創作獎金牌、
永信李天德卓越醫藥科技獎、台北生技獎等
肯定

	▲圖 2：DBPR108 於大鼠動物模型（與 Januvia
同劑量：3毫克 / 公斤）抑制 DPP4 的效果

DBPR115─抗癌症藥物傳輸系統候選發展藥物

根據IMS Health市場調查顯示，2014年
抗癌用藥市場已突破一千億美元，抗癌藥品

費用約占全球藥品的10.8%，且依目前成長趨
勢預估2018年可達1,470億美元，顯示癌症用
藥市場發展性與需求極大。目前對於癌症治

療，現階段的化學治療方式並非絕對有效，

且副作用亦對患者造成嚴重不適，因此投入

研發治療癌症專一性標靶藥物為生技製藥產

業趨勢。生技藥研所長期以研發癌症新藥為

重點目標，於2015年產出DBPR115候選發展
藥物。抗癌新藥DBPR115為一種藥物複合
體，包含Zn-DPA的標靶定向部分、本院開發
的連接子與抗癌藥物SN-38，是新一代小分子
「標靶定向式」抗腫瘤藥物，可將抗癌藥物

準確傳送至腫瘤組織，增加腫瘤中的藥物濃

度提升抗癌藥效，並大幅減少藥物副作用。

本技術的亮點是利用大量表現在腫瘤部位的

phosphatidylserine（PS）作為顯著的標靶，建
立空間和時間控制的傳輸系統成為開發新穎

（first-in-class）的癌症治療方法；相較於市
售標靶定向藥物利用抗體或奈米顆粒作為傳

輸系統，其穩定度高且生產成本低。目前實

驗結果顯示，DBPR115針對大腸直腸癌與胰
臟癌有顯著效果，其用藥量為原上市抗癌藥

物的五分之一時，即有高達數倍的腫瘤生長

抑制效果。由於大腸直腸癌近八年來已蟬聯

國人常見癌症罹患人數之首，DBPR115的研
發將為國內大腸直腸癌患者的治療帶來新的

希望。DBPR115的發展優勢如下：

1.  Zn-DPA分子對一般有機溶劑均有好的溶解
度，反應條件的設計空間較大，可大幅提

高反應成功率與產率；

2. Zn-DPA對溫度的耐受範圍較大，與抗癌藥
物結合成新化合物後，易於保存，能保持

原有的藥物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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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DBPR115 傳輸系統作用機制示意圖	 	▲圖 4：2016 年 8 月經濟日報報導 DBPR115
技轉簽約記者會

3. DBPR115屬於positive feedback encoded drug 
conjugate（PFEDC）藥物傳輸系統，除具
備降低副作用效果外，所攜帶的抗癌藥物

可再次增強辨識之信號並可倍增傳輸系統

找尋信號的能力，提升治療效果；

4. DBPR115針對大腸直腸癌與胰臟癌有顯著
反應，用藥量為臨床抗癌藥物五分之一

時，即有高達數倍的腫瘤生長抑制效果；

5. 可與放射治療合併使用，先以放療促使腫
瘤細胞自我凋亡，致使腫瘤患部產生大量

PS，再藉由對PS專一標的之DBPR115將抗

癌藥物大量傳輸至腫瘤患部，達到組合療

法（combination therapy）的加乘功效。

DBPR115於2016年8月技轉予泰緯生技，
承接後續開發工作。此計畫合作模式為本院

成功結合國際及國內產研合作的首例，提升

國內新藥關鍵技術研發能量，推動上游研

發能量的轉移，逐漸向產業界擴散，落實研

發成果產業化。此研發成果榮獲2016年經濟
部法人科專技術成就獎及2017年台北生技獎
「技轉合作獎」金獎。

	▲圖 5：DBPR115 研發成果獲台北生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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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PR112─新穎精準療法抗癌候選發展藥物（EGFR/HER2 表皮生長因子
受體抑制劑）

肺癌為目前癌症死亡的主因之一，其中

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NS-
CLC）占肺癌死亡人數的85%。近年研究顯
示，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pidermal growth fac-
tor receptor, EGFR）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劑（ty-
rosine kinase inhibitor, TKI）對某些遺傳變異
患者具有治療效果，然而所有已上市的TKI藥
物對於EGFR-exon-20 insertion（在NSCLC中
EGFR突變型約占4%）或HER2-exon-20 insertion
（在NSCLC中占2∼4%）的突變患者皆無效。

生技藥研所研發之DBPR112為新一代具
有競爭性的EGFR激酶抑制之標靶口服新藥，
透過抑制EGFR酪氨酸激酶，影響其訊號傳導
途徑，目前鎖定適應症為NSCLC與頭頸癌。
此成果榮獲2013年第10屆國家新創獎及2017
年科技部未來科技突破獎。DBPR112的發展
優勢如下：

1. 與口服標靶藥物afatinib比較，DBPR112於
大鼠體內之血中濃度高約十倍，劑量仍有

上升空間。DBPR112具有較優異藥物動力
學性質，以動物之藥動血液濃度推估未來

於人體可能血液中濃度，並與afatinib血液
濃度相較，DBPR112可達到之血液濃度高
於afatinib甚多；

2. 多基因毒性試驗與安全性藥理試驗（心血
管、呼吸與神經系統）皆顯示DBPR112之
高安全性；

3.  現有之第二代與第三代EGFR-TKIs藥物對
於具EGFR-exon-20 insertion突變之患者的
治療效果仍非常有限，經體外實驗結果顯

示，DBPR112對於分別帶有不同類型的
EGFR-或HER2-exon-20 insertion突變的激
酶皆有良好的抑制活性，其效果優於目前

臨床用藥afatinib與osimertinib，且比pozio-
tinib更安全；

4.  目前沒有藥物治療exon 20 insertion突變型
的患者，未來DBPR112可望成為治療EG-
FRexon20ins與HER2exon20ins肺癌之新藥；

5. DBPR112在肺癌、頭頸癌、乳腺癌與食道
癌的動物模型中皆顯示具有抗腫瘤活性，

未來可再擴張DBPR112之適應症發展。

DBPR112的新藥臨床試驗（IND）申請分
別於2016年4月和8月獲得美國和台灣（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核准，於2017
年7月展開臨床一期試驗，針對EGFR突變型
NSCLC與頭頸癌患者在臺大醫院及臺北醫學
大學附設醫院執行。此候選發展藥物並同時

徵求業界合作或技轉廠商，進行後續臨床試

驗的合作或開發，以加速此藥之推展上市至

患者治療。

	▲圖 6：DBPR112 研發成果獲第 10 屆國家新創獎

	▲圖 7：DBPR112 獲科技部未來科技突破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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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PR116─鴉片受體變構調節劑，抗急慢性疼痛候選發展藥物

目前鴉片類藥物主要為治療中度到重度

疼痛，治療急性疼痛方面如腎絞痛、急性胰

腺炎、心絞痛、手術後痛，緩解慢性疼痛方

面如慢性神經痛、複雜性區域疼痛綜合症、

癌症痛，在全球人口老化趨勢下，市場規模

日益龐大。目前臨床上治療嚴重疼痛以嗎啡

等鴉片類藥物為主，然而嗎啡造成的疼痛耐

受性和成癮性都是相當棘手的問題，而嗎啡

活化腸胃mu-鴉片受體後，也會嚴重抑制腸道
蠕動。生技藥研所研發之DBPR116候選發展
藥物，經特別的機轉透過鴉片受體達成強效

止痛，而在癌症疼痛及慢性神經痛的小鼠模

型顯示，此項治療策略相較嗎啡的止痛效果

更為優異，顯示DBPR116具備了更大的範疇
及使用彈性。此DBPR116候選發展藥物研發
成果榮獲2016年第13屆國家新創獎學研新創
獎，其發展優勢如下：

1. 設計概念為將變構調節劑（allosteric mod-
ifier）/拮抗劑混合物作為止痛藥，可同樣
活化mu-鴉片受體產生強效止痛，但耐受性
以及成癮性不明顯，腸道蠕動抑制也相當

輕微；

2. DBPR116為全然創新的小分子化合物，專
利布局嚴謹，結構與傳統鴉片類藥物迥

異，為可結晶分子，藉由改變mu-鴉片受

體構形，使其能被拮抗劑（naloxone或nal-
trexone）活化；

3.  當DBPR116與拮抗劑合用時，於小鼠疼痛
動物模型可顯現強力止痛效果（僅表達人類

mu-鴉片受體之小鼠的有效靜脈注射劑量小於
10 mg/kg，其耐受劑量則大於100 mg/kg）；

4.  活化受體方式特殊，具備高度專一性（re-
ceptor subtype selectivity），且能避開與副
作用相關的分子路徑，可擺脫傳統鴉片類

止痛藥物惱人的強烈副作用；

5. 目前尚無已上市競爭者，本藥物將有機會
優先進入市場成為領先之優勢first-in-class
商品。

	▲圖 8：DBPR116 研發成果獲第 13 屆國家
新創獎	

DBPR117─抑制 RSPO3/Wnt 致癌路徑之新穎抗體候選發展藥物

R-spondin 3（RSPO3）為一個新穎抗癌
標的，相關研究指出，抑制RSPO-LGR 訊息
有助於降低Wnt下游訊息傳遞之活化與癌細
胞生長；此外，於RSPO3融合基因與實體腫
瘤之基質細胞過度表現RSPO3之小鼠癌症研
究模式，亦證實RSPO3抗體單獨使用亦或是
合併其他化學療法抗癌策略，有助於降低化

療抗性而達加乘效果。本研究發明之新穎抗

體DBPR117（人源化IgG1 RSPO3抗體）與現
今國際藥廠研發至臨床一期階段之RSPO3抗

體（Rosmantuzumab）相比，在體外（in vi-
tro）分析（包含中和性與結合能力）、體內
（in vivo）人源性腫瘤細胞（PDX）與人源細
胞株（CDX）之異種移殖研究模式中，均顯
示DBPR117極具發展性及競爭力。DBPR117
之開發方向初步鎖定迫切醫藥需求之癌症

類型，將針對過度表現RSPO3之依賴型癌
症，包括大腸癌、肺癌、胰臟癌與三陰性乳

癌等進行研發。同時，同步發展伴隨診斷篩

檢方法，以精準醫療原理評估癌症細胞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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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9：抑制 RSPO3/Wnt 致癌路徑之新穎抗體藥物 DBPR117

RSPO3之依賴性，俾利所發展出之抗體候選
發展藥物可有效治療RSPO3過度表現於癌症
與基質細胞之難治癌症。DBPR117的發展優
勢如下：

1. 具人源化基因工程修改之新穎序列，此抗
體在達極微量（picomolar level）程度下可
特異性地結合於RSPO3；

2. 針對RSPO3融合基因與實體腫瘤之基質細
胞過度表現RSPO3癌症患者，DBPR117單
獨或合併使用其他化學療法，可能有助於

難治癒癌症之治療；

3. 抑制RSPO3可有效降低Wnt下游訊息傳遞之
活化，降低上皮變間質型的轉換（epitheli-
al-mesenchymal transition），抑制後續癌細
胞生長與癌症發生；

4. 已有報導指出：拮抗RSPO之訊息傳遞有助
於增加經由抑制PD1免疫療法的敏感性，
二者併用有助於抗癌加乘成效。DBPR117
具抑制RSPO3訊息傳遞之活性（如癌症幹
細胞活化），亦可與抑制PD1的免疫療法
併用，可望成為first-in-class抗癌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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