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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簡報及同時發佈之相關訊息所提及之預測性資訊包含營運展
望、財務狀況以及業務預測等內容，是建立在本公司從內部與
外部來源所取得的資訊基礎；此等前瞻性說明是有關於未來事
件，而且取決於未來發生時的環境因素，包含但不限於價格波
動、競爭情勢、國際經濟狀況、匯率波動、市場需求以及其他
本公司無法掌控之風險等因素，所以必然含有風險與不確定性，
資訊使用者應自行判斷與承擔風險。
本公司將不負擔公開更新或修改這些預測性的說明之義務，無
論是出現新資訊、未來發生任何事件，或其他情況。實際結果
可能與此等預測性說明推測的內容有重大差異。

免 責 聲 明



順天醫藥基本資料 (順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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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始日期 2000年11月
資本額 14.8億
上市日期 (股票代碼: 6535) 2016年9月

主要股東 晟德集團 (37%)

董事⾧ 蔡⾧海先生
總經理 林榮錦先生
第㇐次合併 (2014) 增加產品線 (包括開發後期產品)

第二次合併 (2018) 增加生物製劑品項以及癌症領域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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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In

Preclinical Phase 1 Phase 2 Phase 3 Market

順藥策略與商業模式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ODEL
探尋與發展模式

學研單位
Candidates

Unmet need

順藥
New drug 

evaluation (6)

學研單位
Candidates

Unmet need

順藥
New drug 

evaluation (6)

順藥
Translation (8)

CMC (4)
Clinical (5)
RA&PM (5)

順藥
Translation (8)

CMC (4)
Clinical (5)
RA&PM (5)

順藥
BD (3)
順藥

BD (3)
Lumosa is seeking out-licensing 
opportunities world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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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Preclinical Phase 1 Phase 2 Phase 3 Market

順藥策略與商業模式

LT1001 術後止痛

LT3001 急性缺血性中風

LT5001 尿毒症搔癢

LT2003 癌症

候選藥物評估平台

Out

授權合作

低科學風險 -貢獻穩定現金流

全新藥 -創造高價值

新劑型新適應症 –打造第二曲線

全新平台 -應用至各式難治癌症

臨床前 上市臨床1期 臨床2期 臨床3期 查驗登記Pip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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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3001

A First-in-class NCE Developed for the Treatment 

of Acute Ischemic Stroke

Phase 2 clinical stage asset



恢復腦阻塞血流 降低血流再灌注傷害
打通血栓阻塞的腦血管
不影響正常凝血功能

抗氧化與抑制發炎反應

LT3001
*In selected patients < 24 hr after stoke onset with large vessel occlusion and meet other DAWN or DEFUSE 3 eligibility criteria, 2018 AHA Guidelines

安全的打通阻塞的血管, 延⾧治療時間窗
增加可以救助的病患人數

LT3001 : 針對急性腦中風的未被滿足臨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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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met need
• 僅<15%病人得到積極治療
• 缺乏安全有效的治療方式

• 發病<3小時極短暫的應用時間窗
• 易引發腦出血轉化 (~ 6%)
• 使用率低 (<10%)

靜脈內血栓溶解劑阿替普酶IV rt-PA 機械取栓

• 發病<6小時應用時間窗
• 大血管阻塞*
• 使用率低 (<20%)



*In selected patients < 24 hr after stoke onset with large vessel occlusion and meet other DAWN or DEFUSE 3 eligibility criteria, 2018 AHA Guidelines

LT3001 = 安全的恢復阻塞血流 + 神經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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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缺血性腦中風
85% stroke are AIS

治療時間窗 大血管阻塞 小血管阻塞 腔隙性梗塞

< 4.5 小時

4.5 - 24 小時

靜脈注射溶栓 IV tPA
<10%病人使用, <30%恢復生活自主動脈器械取栓

<20% 病人使用, 
<50%恢復生活自主 LT3001

無法使用 IV tPA的病人
器械取栓效果不佳的病人

恢復阻塞血流 神經保護不增加出血
有效 安全



LT3001 全球市場預估及授權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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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腦中風
(人) 治療市場 rt-PA

年銷售

2017 1800萬 $7.2B

2027 2300萬 $10.6B $1.6B

https://investors.biogen.com/news-releases/news-release-details/biogen-enters-exclusive-option-agreement-acquire-tms-phase-2

LT3001已成功中國授權 (2019)

腦中風市場預估

對象:上海醫藥
範圍:中國區域
時間: 2019 (Phase 1)
數據: 16例臨床試驗:單劑量於健康受試者
金額: 13億新台幣 (里程碑金)

藥品: TMS-007
(Plasminogen activator & anti-inflammation)

對象: Biogen
範圍: Global (option agreement)
時間: 2018/6 (Phase 1)
金額: Total (US$357M, 約100億新台幣)

• US$4m upfront, $18m if exercise option
• Potential $335m (開發及銷售里程金&權利金)

腦中風藥物全球授權案例

•除中國之外的市場，銷售峰值為35億美金

Extend with BID/TIDx1 (DDI later, not rate limiting step)



President-elect 

世界級意見領袖: Advisory Board of LT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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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n-Chief 
of Stroke 台灣腦中風學會創會理事⾧

北榮神經內科腦血管中心
北醫腦血管病治療及研究中心

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中風中心主任

北京天壇醫院副院⾧
神經病學中心主任

中國卒中學會常務副會⾧

Dr Pooja Khatri

胡漢華 醫師

劉崇祥 醫師 王擁軍 醫師Dr Tom Devlin

Dr Marc Fisher

Director of Chattanooga 
Center for Neurologic 

Research, US

Director of Acute Stroke 
Program for the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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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1001 (Naldebain®) 

First One-Week Long-Acting Analgesic Injection

台灣 (2017) 上市與新加坡 (2020) 取得藥證

第㇐個台灣本土發明，成功上市的新藥



LT1001 :全球首創一周長效止痛針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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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利化合物 + 專利⾧效劑型

 適應症：解除手術後中度到嚴重疼痛
 競爭優勢：⾧效、安全、高藥物經濟學
 全球專利：化合物、⾧效劑型 (2035)

 開發現況：台灣取得藥證 (2017)

新加坡取得藥證 (2020)

中國臨床三期進行中 (預計2021完成) 

 專利⾧效劑型
 特殊載體搭配肌肉注射

 專利化合物
 有效成分: Dinalbuphine sebacate
 Nalbuphine的前驅藥物
 止痛效果與嗎啡相當
 具極佳安全性、低成癮性、無呼吸抑制



Confidential

Naldeban台灣銷售數量成長與上市後文獻發表

Pain and Therapy (2020)

LT1001能有效緩解開腹手術後疼痛

Journal of Pain Research (2020)

LT1001能有效緩解膽囊切除手術
後疼痛

20 17 2 01 8 201 9 20 20

台灣 NALDEBAIN 銷售成⾧率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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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5001

A First-in-class Topical Formul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Uremic Pruritus

Phase 1b clinical stage asset

LT1001的新劑型、新適應症 :
LT5001



未被滿足的臨床需求:約1/3洗腎病人的中重度搔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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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行率 (2017)：全球約有三百萬人口飽受尿毒搔癢之苦

全球人口數

約74億

慢性腎臟病

約7億

末期腎臟病或
已接受洗腎治療

超過700萬

尿毒搔癢

約300萬

 全球僅日本及韓國有核准於尿毒搔癢適
應症的藥物

 現階段尿毒搔癢藥物開發以調節鴉片受
體作用為主，目前全球以此作用機轉做
為藥物開發標的的，共有四家公司/六
個專案，其中只有順藥聚焦於外用劑型

Cara Cara 順藥

Toray Toray

Trevi

0

1

2

3

4

口服 注射 外用
數
量

LT1001同機轉化合物(針劑與口服)已通過尿毒搔癢有效性驗證
- 皮膚外用劑型開發 LT5001 -



LT5001 :全球首創洗腎搔癢外用藥膏

 適應症：治療洗腎病患中度到嚴重搔癢
 全球專利：劑型與適應症 (2039年)

 開發現況：台灣臨床1b進行中 -病人安全性試驗
 競爭優勢 :

 專利外用劑型
 通過人體皮膚穿透試驗

 皮膚塗藥有效抑制小鼠模型搔癢次數

 專利化合物
 有效成分: Dinalbuphine sebacate
 同機轉化合物(針劑與口服)已通過尿毒
搔癢有效性驗證 -科學風險低

LT1001的新劑型新適應症 :
LT5001

安全 大幅降低中樞及全身副作用風險

有效 主成分已被臨床證實有效

方便 病人自行塗抹軟膏不需住院

16



LT5001臨床及授權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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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1b期
(安全與療效探索)

臨床2期 (療效驗證)

2019 2020 2021

授權時機
GMP生產, GLP毒理

 進行臨床1b期中，目前已收案7例 (N=18人)

公司: Cara therapeutics
藥品: Korsuva 針劑

對象: Vifor Pharma (瑞士)
範圍:美國在Fresenius Medical Care以
外區域 (佔美國洗腎病患66%)
時間: 2020/10 (Phase 3 完成)
金額: US$440M (約132億新台幣)

尿毒性搔癢藥物授權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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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2003

A First-in-class Target Therapy for the Treatment 

of Advanced Tumor 

Preclinical stage asset



Confidential

TarZyme - Enzyme x Prodrug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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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body 
fragment
(switchable) 

Cytosine 
deaminase 

Tumor-targeting enzyme Non-cytotoxic prodrug

Step 2-
5-FC 
(p.o.)

Step 2-
5-FC converts to 5-FU 
specifically at tumor site  

Step 1-
Through circulation, the 
enzyme specifically targets to 
the tumor overexpressing 
predictive biomarker

Step 1-
Enzyme 
(i.v.)

5-FC

5-FU

TarZyme平台專利可提供保護至2039年



LT2003臨床前試驗: 證明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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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靶親和力強、酵素轉化力高

 5FU在腫瘤濃度極高 (200倍暴露量)

 胰臟癌動物模型: 有效性(停藥持續有效)&安全(不影響體重)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