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順天醫藥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順天醫藥生技（以下簡稱順藥）為新藥研發公司，以 rS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探尋與發展) 模式，鎖定中樞神經、炎症以及癌症等疾病領

域，研發小分子與蛋白質新藥新藥。 

 

「創新醫療，點亮未來」是順藥的企業願景，透過研發藥物，提供醫界創新的

藥物，為病患與家屬創造最大的福祉，並為股東創造利潤。 

 

本報告將以 ESG（即 Environment、Social 與 Goverance，即環境永續、社

會責任與公司治理）等面向，分別敘述順藥在 2018 年，於企業社會責任上所

投入成果。 

 

本報告涵蓋面向包括順藥本身與順藥與利害關係人。順藥之利害關係人如下： 

員工、股東（投資人）、客戶（授權對象）、協力廠商與社區等。 

 

一、順藥與利害關係人之溝通面向 

 

群組 界定 溝通頻率與管道 

員工 所有順藥之全職員工與

（包括替代役） 

⚫ 定期員工大會（1~2 個月之員工

大會） 

⚫ 員工申訴信箱（性別平等） 



⚫ 年度勞資會議（勞工相關意見反

應與勞工福利相關活動安排與規

劃） 

投資人 股東（法人機構/自然人

投資人等） 

⚫ 設置公司網站更新相關訊息 

⚫ 設置發言人信箱與專屬電話，提

供投資人不定時查詢 

⚫ 定期公布財務報告、年報 

⚫ 舉辦法人說明會 

⚫ 配合重大訊息發佈，發佈新聞稿 

客戶 授權對象/潛在授權對象 ⚫ 提供完整產品資訊 

⚫ 執行藥物上市後之藥害通報與藥

害防範 

⚫ 協助已授權客戶就藥品上市後與

醫藥主管機關的相關溝通 

⚫ 協助客戶提供醫病社群所需之相

關問題 

協力廠商 CMO/CRO/藥品生產廠

商/其他相關供應商 

⚫ 所有合約均加註條文，要求協力

廠商符合政府要求之相關規範與

道德準則，並提供廠商檢舉通報

機制，確保公司採購符合規範 

⚫ 定期查核廠商之生產場所是否符

合相關之法律規範，並提供要求

與建議 

社區 生物產業社群與公司所

在地 

⚫ 積極參與本地生技產業相關活動 

◼ 台灣生物產業發展協會（Bio 

Taiwan） 

◼ 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

會（Taiwan Research-

based Bio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TRPMA） 

⚫ 參與公司所在地南港軟體園區相

關活動，如軟體園區慈善園遊



會，宣導用藥安全與腦中風與止

痛藥品用藥安全 

⚫ 舉辦公司內部公益勸募活動，捐

贈流浪動物團體 

 

二、經營治理績效 

 

二之一  經營績效 

 

（一）與金樺合併，拓展公司產品線：順藥為新藥研發公司，為創造股東

利益，充實公司產品線，順藥於 2018 年完成與金樺合併，將公司

產品線拓展至蛋白質抗癌藥物。完成合併後，順藥資本額擴增為新

台幣 11.6 億元。此一一合併案獲得雙方股東全力支持，除了為順藥

拓展新蛋白藥物產品線，也為順藥的營運團隊引進新血，並發揮大

小分子藥物開發營運綜效，讓順藥成為全方位的新藥研發公司。 

（二）完成產品對外授權： 

（A） 長效止痛藥 LT1001 完成多項里程碑:  

⚫ 順藥於 2018 年完成人用藥物東協十國授權。與安美得

公司簽訂授權協議。授權總金額達新台幣 2.5 億，除簽

約金 1,000 萬元之外，里程碑款及權利金將依序入袋。 

⚫ 順藥的 LT1001 中國大陸授權伙伴上海新探公司，已經

於 2018 年 8 月向中國大陸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提出長



效止痛新藥 LT1001 的 5.1 類新藥臨床試驗申請(Clinical  

Trial Application，簡稱 CTA)，並已於 11 月獲知，可

進入臨床試驗。 

⚫ 於 1 月將長效止痛新藥的動物藥授權給美國 SkylineVet 

Pharma (美加紐澳地區)，創下台灣人藥與動物藥授權首

例。 

（B） LT2003(ECC01)雙效融合蛋白成功與日商 LTJ 簽訂授權協

議：授權日本 LTJ 公司，順藥並取得該合資公司 42.86%股

權，LTJ 公司募集美金 500 萬元後即可正式取得開發權利，

未來由 LTJ 以取得美國 IND 為目標，負責該專案之臨床前及

臨床試驗開發計畫。 

（三）成功引進產品 

（A） 引進代號為 LT2005(CS301)臨床前研發階段候選藥物，順藥

將開發 LT2005 作為癌症用藥，並以 505(b)(2)的途徑，開發

新劑型、新適應症，以加速其開發時程。已有臨床前試驗證

實 LT2005 對癌細胞具有抑制效果，且人體安全性已獲許多

臨床數據支持。順藥將透過自納疼解累積的 505(b)(2)藥品專

案開發經驗，以最短的時間將產品導入市場。若開發成功，

將可跨入癌症用藥市場。 



（B） 引進金樺開發之雙效融合蛋白新藥開發平台。將進行雙效融

合蛋白藥物的開發。 

二之二 公協會參與 

順藥持續參與本地的生技研發社群並做出貢獻。順藥參與之公協會與活動

如下： 

 

協會 角色 活動 

台灣生物產業發展協會

（Bio Taiwan） 

會員（本公司策略長黃

文英博士獲選為理事） 

⚫ 贊助 2018 年生物

產業協會舉辦之台

灣生技月活動之亞

洲生技商機高峰論

壇. BioBusiness 

Asia 第七場

（Session 7）之

Opportunities & 

Challenges of 

Cross Strait 

Collaborations 

（兩岸生技合作與

商機）論壇 

⚫ 本公司策略長黃文

英博士協助生物產

業協會設計生技深

耕學院之新藥研發

課程，順藥多位研

發主管並擔任講師 

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

展協會（Taiwan 

Research-based 

Biopharmaceutical 

會員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TRPMA） 

中國醫藥大學國際產學

聯盟以及研究成果加速

商品化平台 

會員 積極評估進行產學合作 

 

二之三 公司治理 

 

為強化公司治理，順藥董事會設立兩位獨立董事，並成立薪酬委員會，亦

訂定一系列規章與辦法，確保公司誠信經營。順藥之董事會包括五位董

事，兩位獨立董事，以及三位監察人，均為相關領域之一時之選。 

 

二之四 順藥之產品線 

順藥產品線如下： 

 

順藥鎖定中樞神經、炎症與癌症領域，積極研發新藥，以提供醫、病、護

更新更好的醫療選擇。所有產品均有完善之專利保護，以及產品生命週期



研發規劃。 

 

三 員工關懷與人才培育 

截至 2018 年 11 月為止，順藥正職員工共有 54 人，若包括清大生命科學

院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培訓與就業輔導實施計畫(RAISE 計畫)博士級實習

人員 2 人，替代役男 1 人，總人數則為 57 人。其中女性佔比約 6 成為，

男星約 4 成人，且 7 薇高階主管（處級以上），女性即有五位，比例遠高

於男性。 

 

為增進員工之職能與鼓勵員工經驗交流，順藥定期舉辦員工經驗交流分享

會與訓練。每人每年時數高達 18 小時小時。 

 

除此之外，順藥並提供員工赴國外參加重要之課程與研討會，以增進其職

能，進而提昇公司之研發能量。 

 

順藥積極配合政府之產學合作政策，聘請兩位博士級研究人員（即 RAISE

計畫）。 

 

在員工福利方面，順藥除提供員工優於勞基法的休假時數，並特設三日旅

遊假，供員工運用。每年並舉辦一次員工旅遊，與兩個月一次部門聚餐。



此外，順藥亦提供生日禮金與年度體檢補助，還有員工團體保險。 

 

四、CSR 活動 

 

順藥於 2018 年舉辦了三項 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活動。活

動內容如下： 

 

四之一 台北關渡自然公園環境公共服務 

 

活動目的： 

關渡自然公園不僅是台灣，也是全球重要的鳥類棲息地，其提供了多樣的

原生濕地地形，具有多種動植物與各種鳥類來此地棲息或作為季節遷徙的

中繼站。 

 

此一濕地由台北市政府委託台北市野鳥協會管理，然而囿於人力與物

力，野鳥協會僅有不到五人的專職人員，這無法應付整理龐大的自然

公園的人力需求，因此亟需民眾提供人力協助維護園區內的濕地環

境。 

 

順藥遂與野鳥協會洽談，規劃一日之員工家庭日活動，除藉此活動進

行員工勸屬交誼外，更鼓勵員工協助野鳥協會進行濕地水草清理，除

透過人工割草方式進行義工服務外，也透過協會人員深刻了解濕地保

育的必要。 

 

時間：2018 年 4 月 21 日 

地點：台北市關渡自然公園 

活動人數：共有 33 位員工與眷屬，參加本活動。其中有 21 位員工與

眷屬，在關渡自然公園園區內的生態水塘，進行水草割除與清理工



作。一共提供了 21 人次，一共 42 小時的社區公共服務。 

 

活動內容： 

⚫ 關渡自然公園心濕地水草割除與環境清理: 

為維護水塘面積，關渡自然園區工作人員必須固定時間即割除水草，

以免因水草生長旺盛導致濕地面積縮小。然而，若動用機具除草，將

影響在水塘內土內的生物。權衡之下，必須捨棄機具，透過人工與手

工具進行水草割除。 

 

順藥共有 21 位員工與眷屬穿上租用的濕地工作青蛙裝。到濕地進行

水草割除。 

 

在兩個小時的時間內，清除了一座小型水塘的漫生水草。 

 

⚫ 員工幼兒眷屬自然生態教育 

關渡自然公園除提供濕地供野鳥與野生動植物保育外，也具有環境教

育的功能。由於清理環境的公共服務，具有年齡限制，因此，順藥也

鼓勵員工邀請無法參加環境公共服務的眷屬與家中兒童參加活動。讓

自然公園的工作人員帶領園區導覽，在教室中利用環保材質，進行

DIY 手做玩具，並進行賞鳥等活動。 

 

四之二 員工流浪動物勸募活動 

活動目的： 

順藥的主要產品之一為長效止痛針劑 LT1001，已經取得台灣的上市許可。

除了可用於人體用藥以外，其亦具有運用於動物止痛的潛能，已經授權美

國 Skyline Vet Pharma 研發做為動物用藥。順藥亦曾與台灣大學附設動物

醫院進行相關止痛研究。 

 

為協助國內的動保團體，順藥特地舉辦別開生面的撲滿勸募比賽，透過活

動設計，以不增加員工負擔，又能凸顯慈善目的的方式進行勸募。募款金

額近 9000 元，捐贈與社團法人台灣之心愛護動物協會，作為流浪動物動

物節育手術使用。 



 

時間：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10 月 17 日 

活動內容：  

於 2018 年年初，由順藥員工分成六組，每組給予小豬撲滿一只。平日由

員工投入零錢，至 10 月 17 日舉辦「最佳豬公」與「最佳豬農」比賽，由

各組簡報各組的「創意養豬法」，票選出最要具創意的組別，頒發「最佳豬

農」獎，之後，再結算各組投入之零錢的重量與金額，選出「最佳豬公」，

之後，再把各組撲滿內的金額，悉數捐贈給流浪動物團體。 

 

此一活動，除在鼓勵員工透過捐贈零錢外，並透過最佳創意養豬獎的設

計，鼓勵員工思考如何可以透過行動支持環保/動物保育與健康維護價值。 

 

例如有的提案透過自備購物袋，省下購塑膠袋的零錢捐出，有的組別將減

少購買含糖飲料省下零錢捐出，也有同仁設定每日步行數目，未達標則捐

贈零錢等各種方式，以公益與環保出發，透過趣味的方式，進行小額捐

款。 

 

四之三 過期藥物回收與腦中風預防與止痛藥用藥安全宣導活動 

活動目的： 

不當廢棄過期藥品對環境所造成的危害，主要來自於對人類健康與環境生

態的威脅。不當廢棄的藥物將對水源造成污染，產生生態毒性，此外，廢

棄藥物將經過抽檢，台灣的地表水抗生素含量為正常值的數百倍，若進入

食物鏈，為人體吸收，將提高細菌抗藥性造成公共衛生危機。 

 

順藥同仁決定將藥品宣導列為公司 CSR 的工作項目，並於 2017 年月開始

於南港軟體園區每年一度的幸福企業園遊會，進行宣導。今年除宣導藥品

回收外，也將腦中風預防與止痛藥用藥安全列入宣導項目。 

 

活動時間：2018 年 11 月 9 日上午 10 點到下午 3 點 

活動內容： 

2017 年 10 月 27 日幸福企業園遊會，順藥製作了 3 張精美彩色海報，包

括:「過期藥品回收三不原則」、「四大類回收藥品」、以及「廢棄過期藥品



六大步驟」，張貼於攤位，並製作了雙面彩印傳單，除上述之藥品回收外，

另一面則是「腦中風判斷準則」以及「防治中風健康須知」以及「止痛藥

用藥安全守則」等衛教素材。 

 

在園遊會開始，即由順藥義工發送宣導品給參加園遊會之民眾，並提供詢

問的民眾進一步解說。為鼓勵民眾詳讀傳單，順藥並準備園遊會點券 200

張，作為有獎徵答獎品，藉此引導民眾詳細閱讀 DM 之相關內容，從而達

到宣導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