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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海洋深層水得自低於海平面200公尺以下是富含各種離子與高生物活
性的有機成分之低溫又乾淨衛生的無污染水。地球上的海水有95%為
海洋深層的海水。亦即佔整個地球67.45%之資源。所以海洋深層水
有取之不竭、用之不盡之潛力特色，是極豐富之循環材料。存在一
些具有生物活性的物質及醫療效果是海洋深層水高值化之方向。先
前本團隊從海洋深層水萃取物發現具有對幽門螺旋桿菌的抗菌效用
之活性小分子1070，破除許多人認為是海洋深層水中鈣、鎂離子之
效果之觀念。此破壞式創新發現是國際首創並已申請多國專利。我
們將進一步探究這些活性小分子之海洋深層水可以抑制胃幽門螺旋
桿菌生長、改善異位性皮膚炎之症狀與降低血脂與血管硬化於動物
模式。但如何提取、鑑定、量化與價創這些海洋深層水活性小分子
於生醫應用是達成循環材料高值化之策略。本研究將由台師大團隊
結合法人石資中心與台大醫院對於含特殊海洋深層水活性分子的提
取製程、特性與生醫應用進行研究。更進一步單離與純化其具有生
物活性的離子物質，進行分子結構鑑定以得知這些具生物活性的離
子物質為何種物質。利用動物實驗與臨床實驗驗證其醫用功能。由
石資中心試量產與輔導業界進行量化技轉與高價值之生醫應用。我
們團隊目前已完成含特殊海洋深層水活性分子的提取製程、特性與
生醫應用之研究進度達100%之進度。更進一步單離與純化其具有生
物活性物質，已完成分子式與示性式等結構鑑定以得知這些具生物
活性物質為何種物質進而布局專利與作為新天然物與新藥之依據。
中 文 關 鍵 詞 ： 海洋深層水、活性分子物質、生醫高值化應用、單晶生成、結構鑑
定
英 文 摘 要 ： Deep-sea water (DSW) from 200 meters below sea level is
non-polluted cool and clean water full of a variety of ions
and organic species with high bioactivity. In the ocean
there are many known and undiscovered substances, many of
which become valuable to human through concentration,
filtration and purification. DSW occupied 95% sea water in
the earth. Therefore, DSW as cycle materials can be
continuously and richly supplied from the sea water. Among
DSW, the higher value of biomedical application of the
bioactive molecules is importantly worth exploring and
acquiring. Our preliminary data found that an extract of
1070 molecules from DSW efficiently inhibited the growth of
Helicobacter pylori in vivo and in vitro. This novel
finding rejected the thinking that high [Ca2+] and [Mg2+]
affect the bacterial growth and biomedical effects. In
addition, this novel finding is the newest discovery and
has been applied with several patents in the world. We
further determine the biomedical effects of these possible
bioactive molecules on the Helicobacter pylori growth,
Atopic dermatitis, lipid profiles and atherosclerosis in
the animal models. How to purify, characterize, mass
produce and valuably develop of these biomedical molecules
from DSW to biomedical application is the urgent target for

high-valued cycle materials establishment. This four-year
project will be performed by the team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Stone and Resource Industry R&D Center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to extract,
characterize, assay and apply to biomedical exploration.
Therefore, this project aims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SW and tries to understand its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Using micro liquid-liquid extraction technique
and fiber-spray mass spectrometry to identify and to
analyze the bioactive species obtained from DSW. Other
spectroscopic studies will also be incorporated to
establish the pattern characteristic of its physiological
activity. In addition, we will isolate and purify the
organic ion possessing bioactivity, and further to identify
the structure of the bioactive species by NMR and
crystallography. We will explore the biomedical function of
these high-valued bioactive molecules from cycle materials
DSW in the animal model and clinical human trial. Finally,
the pilot production and mass production of the high-valued
cycle materials of biomolecules from DSW will be prepared
by Stone and Resource Industry R&D Center and industry,
respectively. We have finished the protocol,
characteristics identification and biomedical application
of the DSW bioactive species about 40% of the entire
project. We have got data to the degree of 100% of expected
results. We now have partly processed the isolation,
chemical formula and structures of the DSW bioactive
species for the patent and new drugs. Our preliminary data
also displayed that the isolated DSW bioactive species
exert the inhibition on the growth of Helicobacter pylori
and ameliorate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s in the rat
models.
英 文 關 鍵 詞 ： deep-sea water (DSW), bioactive molecules, high-valued
biomedical application, crystal growth, structural
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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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政府科技發展計畫績效報告基本資料表(D003)】
計畫名稱

海洋深層水生物活性物質之鑑定及生醫高值價創應用(IV)
(第一期團隊自 106 年 6 月開始執行；第二期團隊自 107 年 11 月開始執行)

執行期間
資源投入

■ (第一期)109 年 06 月 01 日 至 110 年 05 月 31 日
□ (第二期延長)109 年 06 月 01 日 至 110 年 05 月 31 日
年度
經費(千元)
1250
109

團隊人力(人/年)

（請簡要說明 109 年度目標，總字數 100 字以內）

1. 深層海水中可以抑制胃幽門螺旋桿菌生長 1070 成分、降低血脂與血管硬化 381
與 739 成分、改善異位性皮膚炎與抗青春痘 1295 成分之修正配方商業化產品建
立、成分之分子式與結構式確立、相關專利申請與論文發表。
2. 深層海水改善逆流性食道炎之專利與成品建立。
（請儘量以條列方式敘述整體計畫實際進行之重點內容或工作項目，總字數 600 字以內）

1.

計畫重點
描述

2.
3.

4.
5.
6.
7.
8.

運用取得成本低但品質優良之台灣在地化循環材料海洋深層水，利用 RO 逆滲
透、電透析、小分子薄膜截留分離技術過濾分離多種特殊有機成分應用在抑制胃
幽門螺旋桿菌生長、改善胃酸逆流性食道炎、降低血脂肪與改善異位性皮膚炎等
生醫高值化商品，
從健字號進入新藥研發具全球性破壞式創新。
目前執行根據特殊製程完成含有專利成分可以抑制胃幽門螺旋桿菌之飲用水並
進行可以調整腸胃功能健字號功效評估並持續進行有效成分之分子式與結構式
解析。
進行製備含專利成分可以降低三酸甘油酯與總膽固醇與改善脂肪肝之調整飲用
水雛型商品並進行有效成分之分子式與結構式解析。
進行製備含專利成可以改善異位性皮膚炎之雛型商品並進行有效成分之分子式
與結構式解析。
目前已有多國專利，已將技術技轉給重鵬生技公司，產品已進入通路
並已提升就業人力、已有多項產品進入國內與國際成品展並已獲得兩項國家品
質獎章 SNQ。
主持人並獲邀請至國際學會發表演講。足見本計畫成果已成熟具備社會與經濟
發展與國際學術競爭力。

（請以條列方式說明本計畫 109 年度實際達成之主要績效指標（KPI），總字數 600 字以內）

計畫效益
與重大突
破

1. 完成深層海水特殊製程產品之商業化量產與進行改善血脂肪功能之人體試驗
2. 完成深層海水抗菌抗菌抗發炎之特殊成分鑑定與生醫功效評估
3. 完成 DOWDOM 蝸牛舒緩霜對於二硝基氯苯誘導之異位性皮膚炎 Balb/c 小鼠模
式的改善效益評估
4. 完成 DOWDOM 蝸牛舒緩霜改善痤瘡丙酸桿菌誘發 ICR 小鼠發炎之效果評估
5. 完成論文投稿與國際研討會發表與宣導
6. 完成進行改善敏感肌膚與抗菌功效之舒緩霜產品上市與動物臨床試驗評估
1. 完成 DOWDOM 蝸牛舒緩霜修正配方建立
2. 完成二硝基氯苯誘導之異位性皮膚炎 Balb/c 小鼠動物建立與蝸牛舒緩霜修正配
方功效評估
3. 完成痤瘡丙酸桿菌誘發 ICR 小鼠動物建立與蝸牛舒緩霜修正配方功效評估
4. 完成 DOWDOM 蝸牛舒緩霜修正配方試銷售
5. 完成設計 DOWDOM 蝸牛舒緩霜之瓶身
6. 完成花玳萱商標設計與申請
7. 進行降血脂之深層海水飲料建立與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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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調整腸胃功能之深層海水元炁水飲品申請健字號
9. 輔導海洋活性成分胜肽製品雛型商品建立
10. 深層海水中可以抑制胃幽門螺旋桿菌生長 1070 成分、降低血脂與血管硬化 381
與 739 成分、改善異位性皮膚炎與抗青春痘 1295 成分修正配方商業化產品建立。
11. 深層海水中可以抑制胃幽門螺旋桿菌生長 1070 成分、降低血脂與血管硬化 381
與 739 成分、改善異位性皮膚炎與抗青春痘 1295 成分之分子式與結構式確立。
12. 專利申請準備
13. 碩士論文發表
（請以條列方式說明本計畫 109 年度實際達成之重大突破，總字數 600 字以內）

1. 海洋深層水其淡化後之淡水、單價鹽類或是二價鹽類可做成各種產品應用，各種
製程之海洋深層水濃縮液富含離子礦物與豐富之活性成分可做生醫高價值應用而低
溫之海洋深層水亦可作為降溫之綠色能源與再生資源。
2. 多階段奈過濾膜組製程相較於日本 ED 製程節省了約 80%的生產成本，且專利自
主性高。
3. 含有特殊活性成分功效之產品比傳統以鎂鈣離子之產品價值更高
4. 專利活性成分具科學驗證與鑑定技術具有專利保護可以區隔市場更具國際競爭力
5. 從以鎂鈣離子礦物質為主成分產品轉變成含有更高生醫價值專利活性成分(新成
分或新藥等級)產品，可以減少成本、提高產品價值同時在多國專利布局下技術高值
化且國際競爭力強
6. 明確活性成分與功效應用可以提升海洋深層水生醫應用獨步全球
（請儘量以條列方式敘述本計畫全程最終產出之成果與效益，總字數 600 字以內）

全程最終
成果/效益

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團隊結合石資中心技術開發將專利技術授權使用於重鵬公司在
腸胃道調整功能產品、授權顯生宙生技有限公司與赫亞生物技術有限公司在異位性
皮膚炎與青春痘皮膚應用銷售與市場開拓以不同屬性之產品進行分割以達最大營業
效益。
1. 核心專利技術為海洋深層水內有效活性物質成分之提取、分析純化、分子式與結
構式鑑定衍生之專利
2. 開發產品具高生醫價值應用(1)抑制胃幽門螺旋桿菌(2)改善逆流性食道炎 (3)降低
血脂肪群 (4)改善敏感性肌膚 (5)抗菌功效 等商業化產品將逐項進行臨床試驗
3. 增加臺灣海洋深層水學術單位研究與產業界產品開發之深度、廣度、國際知名度
與專利智財權
4. 提升臺灣海洋深層水產業界高價值應用面、獨特之競爭力與營業收入
5. 培育之人才可進入學界研發與業界開發獨特性具競爭力之商業產品與開拓市場
6. 營業產值隨著一般性、功效性、獨特性專利區隔一般市場目前產品與新藥開發而
穩定與快速成長。
（請儘量以條列方式敘述本計畫全程所達之主要績效與成果亮點，總字數 600 字以內）

全程主要
績效

遭遇困難
與因應對
策
後續精進

1. 完成核心技術為海洋深層水內有效活性物質成分之提取、分析純化、分子式與結
構式鑑定衍生之 SOP 技術與專利申請
2. 開發產品具高生醫價值應用(1)抑制胃幽門螺旋桿菌(2)改善逆流性食道炎 (3)降低
血脂肪群 (4)改善敏感性肌膚 (5)抗菌功效等商業化產品將逐項進行臨床試驗
3. 增加臺灣海洋深層水學術單位研究與產業界產品開發之深度、廣度、國際知名度
與專利智財權
4.已有五篇碩士論文發表
（如計畫遭遇困難或落後，請說明原因及因應對策；如無請填寫「無遭遇困難或落後」）

1. 深層海水有效成分含量極低但鹽分比例特別高,如何脫鹽並濃縮有效成分技術是
海洋深層水生物活性物質之鑑定及生醫高值價創應用最關鍵技術
2. 我們已開發脫鹽濃縮有效成分技術
（請說明本計畫執行之發現及後續精進規劃，以持續提升計畫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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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1. 進行海洋深層水特殊小分子濃集最佳化生產製程開發
2. 進行海洋深層水特殊成分之質譜分析與 HPLC 純化
3. 極低鹽分海洋深層水萃取物活性成分之 HPLC 萃取方法條件確認
4. 國際研討會發表研究內容與文章
5. 含有特殊成分海洋深層水產品之開發
6. 降低血脂肪海洋深層水萃取物之劑量之探討
7. 確認海洋深層水活性成分之分子式與示性式
8. 建立能夠在各種的海洋深層水成品中，檢測其含有特殊成份的含量和濃度的標準
作業流程
9. 找出在各種海洋深層水成品中所含活性成份的差異，及對於降血脂肪之最佳濃度
和條件
10. 完成海洋深層水特殊成份降低血脂肪生成之動物試驗，完成飲用海洋深層水特殊
成份降血脂肪之人體試驗
11. 具功能性(降低血脂肪)特殊成分之相關海洋深層水產品與量化準備
（以條列式說明計畫之自我挑戰目標，如增加技術突破程度，智財申請件數等）

自我挑戰
目標

1.
2.
3.
4.
5.

開發量化放大脫鹽濃縮有效成分技術突破
不同成份取得之萃取提取、純化技術與鑑定技術 SOP 建立
增加智財申請件數與提高生醫應用價值
增加深層海水有效成分生醫應用之高質論文發表
增加深層海水有效成分商業化產品創立

中文：海洋深層水、活性分子物質、生醫高值化應用、單晶生成、結構鑑定
關鍵字

英文：deep-sea water (DSW), bioactive molecules, high-valued biomedical application,
crystal growth, structural determination

【109 年度重要執行成果及亮點簡介】
企業

赫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

財團法人石材暨資源發展中心

合作單位

(請簡述投入方式與其金額)

企業配合資源 1.
2.

研究項目屬性

第
一
期

(可複選，請簡述
成果)

第
二
期

相等於 500000 元之 派員參與 財團法人石材暨資源發展中心
500,000 元 以現金產學計畫投入 赫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廢棄物再生之高值材料：
■循環製程所需關鍵技術與材料：具生醫高價值應用之活性物質提取(薄膜過
濾)、分析純化、分子式與結構式解析(核心專利)、有效成分濃度檢測技術、調配
與保存技術與其生醫應用功效認證(衍生應用專利)等技術
■可再生材料高質化技術與製程開發：海洋深層水淡化後之水源可供飲用等其
他用途; 低溫海洋深層水再循環可作為降溫之綠色能源; 萃取後海鹽可作為多種用
途; 海洋深層水濃縮液富含活性成分與鎂鈣等離子成分可用為生醫高值材料

□高值產品的綠色製程：
□電子廢棄物回收與再利用：
□循環材料的缺口技術：
□非糧食資源循環利用：
□其他（長期未解決）高值化技術：

3

(簡述研發本計畫技術或開發產品，與其達到之目標值)

產出之
關鍵技術或
高值產品

產出之關鍵技術或產品
1. 本計畫核心專利技術為海洋深層水內有效活性物質成分之提取、分析純化、
分子式與結構式鑑定
2. 衍生之專利應用於高生醫價值於產出(1)抑制胃幽門螺旋桿菌
(2)改善逆流性食道炎 (3)降低血脂肪群 (4)改善敏感性肌膚
(5)抗菌功效 等商業化產品
說明技術特色（如：技術層面的提升？領先國內外現有技術之特點？）

1.具生醫高價值應用之活性物質提取(奈米多重薄膜過濾)、分析純化、分子式與結
突破創新技術 構式解析(核心專利)、有效成分濃度檢測技術、調配與保存技術與其生醫應用功效
認證(衍生應用專利)等技術。目前以海洋深層水活性成分生醫應用只有我們台灣的
研究團隊有多國專利領先全球。
□電子業 □能源產業 □農業 ■食品
產業類別
□傳統產業（石化、紡織） □傳統產業（煉鋼）
（可複選）
循環
■再生資源 ■其他： 生醫產業
使用
欲處理 海洋深層水淡化後之水源可供飲用等其他用途; 低溫海洋深層水再循環可作為降
之廢
廢棄物/ 溫之綠色能源; 萃取後海鹽可作為多種用途; 海洋深層水濃縮液富含活性成分與
棄物
鎂鈣等離子成分可用為生醫高值材料
資源
或資
源

廢棄物
可處理
量
應用場
域

預期
產業
效益

可提升
之產值

可達產
業效益

（說明研發本計畫技術或開發產品後，廢棄物可處理量）

無
1. 增加臺灣海洋深層水學術單位研究與產業界產品開發之深度、廣度、國際知名度
與專利智財權 2. 提升臺灣海洋深層水產業界高價值應用面、獨特之競爭力與營業
收入 3. 培育之人才可進入學界研發與業界開發獨特性具競爭力之商業產品與開拓
市場 4. 營業產值隨著一般性、功效性、獨特性專利區隔一般市場目前產品與新藥
開發而穩定與快速成長。
1.多階段奈過濾膜組製程相較於日本 ED 製程節省了約 80%的生產成本，且專利自
主性高。2.建立量產級深層海水含不同活性成分原料生產製程，協助國內相關產業
提升競爭力。3.厚植國內深層海水的自有基礎技術外，未來將具有輸出相關製程設
備的能力。4.相關技術已經由石資中心技轉給可量化場所建置設備進行量產，銜接
產業投入性高。5. 海洋深層水濃縮液富含活性成分可用為不同用途之生醫高值材
料商品化衍生產值更加提升。
1. 多階段奈過濾膜組製程相較於日本 ED 製程節省了約 80%的生產成本，且專利
自主性高。
2. 海洋深層水濃縮液富含活性成分可用為不同用途之生醫高值材料商品化衍生產
值更加提升。
衍生之專利應用於高生醫價值於產出(1)抑制胃幽門螺旋桿菌(2)改善逆流性食道炎
(3)降低血脂肪群 (4)改善敏感性肌膚 (5)抗菌功效 等商業化產品

【分年階段性目標達成情形與重要成果摘要表】
年度

階段性目標達成情形
(每年度以 300 字為限)

查核指標

4

重要成果摘要說明
(每年度以 600 字為限，過程
性結果請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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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 層 海水 礦 物原 料提取
特 殊 成分 之 製程 與應用
專利(已申請)
2. 深 層 海水 機 能配 方及相
關產品專利(針對抑制胃
幽門螺旋桿菌)
3. 深 層 海水 機 能配 方及相
關產品專利(針對改善逆
流性食道炎)
4. 深 層 海水 礦 物元 素分離
掃 流 調控 模 組與 技術開
發
5. 深 層 海水 複 合性 安定配
方，及其劑型技術開發
6. 深 層 海水 含 特殊 成分之
腸 胃 機能 保 健配 方產品
上市

1.深層海水礦物原料提取特
殊成分之製程與應用專利(已
申請)
2.深層海水機能配方及相關
產品
(針對抑制胃幽門螺旋桿菌)
已完成產品包裝
3.深層海水機能配方及相關
產品
(針對改善逆流性食道炎)已
完成產品包裝
4.深層海水礦物元素分離掃
流調控模組與技術開發(已申
請專利)
5.深層海水複合性安定配方，
及其劑型技術開發(已申請專
利)
6.深層海水含特殊成分之腸
胃機能保健配方產品上市(已
準備上市並進行健字號程序
之試驗)
已進行之專利佈局
A 深層海水礦物原料提取特
殊成分之製程與應用專利
為『深層海水有機萃取物、其
製備方法及其用途』其申請
號為 106141579C 深層海水
機能配方及相關產品專利
B 中華民國專利申請第
104126596 號 台灣「海洋深
層水萃取物及其用途」/DEEP
SEE WATER EXTRACT
AND USE THEREOF; 美國
104F0392-IE; NTNU-P10435
美國 「海洋深層水萃取物及
其用途」/DEEP SEE WATER
EXTRACT
AND
USE
THEREOF; 日 本 104F0482IE; NTNU-P10449 日本 「海
洋深層水萃取物及其用途」
/DEEP
SEE
WATER
EXTRACT
AND
USE
THEREOF
C 為『供調節血脂的複合液』
其申請號為 106140287
D 為活性成分分子式、示性式
(結構式)與生醫效能之專利
佈局中兩項產品上市(108/03
5

106 年度已進行腸胃功能調
整之相關學研研究與商品化
建立。已完成 1. 深層海水礦
物原料提取特殊成分之製程
與應用專利。2.『深層海水有
機萃取物、其製備方法及其
用 途 』 其 申 請 號 為
106141579C 深 層 海 水 機 能
配方及相關產品專利。3. 深
層海水機能配方及相關產品
專利 (針對抑制胃幽門螺旋
桿菌 )中華民國專利 申請第
104126596 號 台灣「海洋深
層水萃取物及其用途」; 美國
104F0392-IE; NTNU-P10435
美國 「海洋深層水萃取物及
其用途」; 日本 104F0482-IE;
NTNU-P10449 日本「海洋深
層水萃取物及其用途」。4.為
『供調節血脂的複合液』其
申請號為 106140287。5.深層
海水機能配方及相關產品專
利(針對改善逆流性食道炎)
準備中。6.深層海水礦物元素
分離掃流調控模組與技術開
發。7.深層海水複合性安定配
方，及其劑型技術開發。8.深
層海水含特殊成分之腸胃機
能保健配方產品上市。於 106
年完成深層海水腸胃調整之
產品。如下所示：已建立含有
機營養小分子之產品做為調
整腸胃健字號之準備。先前
在台大醫院進行之初期臨床
試驗測試能在兩周飲用後有
效抑制胃幽門螺旋桿菌數
量。目前兩種產品(元炁水，
VACHI) 上 市 後 即 將 進 行 安
全性毒性檢測與動物腸胃功
能驗證與大規模之臨床試驗
以確認其腸胃調整功效及生
醫高價值。1200ppm 鎂萃(國
品字第 00003 號 )，VACHI 元
炁水鎂萃海洋深層水「SNQ
國家品質標章-營養保健食品
類」乙案，業已通過評核授予
認證。600ppm 鎂顏(國品字
第 00050 號 )，VACHI 元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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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 層 海水 特 殊成 分之分
子式、示性式與結構式鑑
定與抗發炎、抑菌與降血
脂肪之生醫功效評估。
2. 兩項專利申請
3. 兩 篇 論文 與 國際 研討會
發表
4. 調 整 腸胃 功 能海 洋深層
水活性成分確立、商品品
牌建立與上市
5. 降 低 血脂 肪 海洋 深層水
活 性 營養 成 分之 鑑定與
海 洋 深層 水 雛型 商品建
立 。 降血 脂 肪之 動物實
驗。
6. 產 出 具降 低 血脂 肪海洋
深 層 水活 性 營養 成分產
品 之 人體 試 驗核 可書與
試驗效果

已有 600 和 1200 硬度為指標
之產品上市: 元炁水)
一項新藥專利在準備中
兩篇學術論文在撰寫中

水鎂萃海洋深層水「SNQ 國
家品質標章 -營養保 健食品
類」乙案，業已通過評核授予
認證。

1.已鑑定出深層海水之特殊
成分，目前正積極分析解析
其分子式、示性式與結構式。
2.已確認深層海水具有抗發
炎、抑菌與降血脂肪之生醫
功效
3.兩項專利已在準備中
4.目前兩篇學術論文在撰寫
中，待專利申請通過後將進
行投稿動作。已於 2018.10 韓
國江原道國際研討會發表研
究成果。
5.正在進行調整腸胃功能之
健字號功效檢測評估。目前
已推出兩項商業化產品，品
名為元炁水。VACHI 元炁水
鎂萃海洋深層水獲得「SNQ
國家品質標章-營養保健食品
類」。合作廠商重鵬公司與臺
師大共同舉辦多場 VACHI 元
炁水活動
6.已完成降低血脂肪海洋深
層水活性成分之鑑定。已完
成動物實驗核可申請，目前
已完成降血脂肪健字號功效
檢測之動物實驗，開始籌備
降低血脂肪之海洋深層水雛
型商品建立
7.已完成臺大醫院臨床試驗
申請，目前正在徵求人體試
驗受試者。

心血管疾病或稱循環系統疾
病是全球死因排行之首。如
果能從海洋深層水找出特殊
成分與配方而作為預防性與
輔助性治療心血管疾病將是
全球生醫藥界之重大突破。
我們在 107 年度進行 3 大計
畫已經完成 1. 海洋深層水有
機分子濃集製程。從 C18 膜
找到特殊成分 381, 739 和 325
等之特殊成分後我們 (1)以
建立 1 套生產深層海水特殊
小分子提純製程（方法）
，且
最終濃縮產物以質譜儀偵測
特殊小分子訊號強度均可達
1.0E+05 以上。完成這些(2)特
殊小分子完整操作流程與製
造。(3)生產特殊小分子純化
前及後之樣品。確立(4)海洋
深層水(Deep sea water，DSW)
活性營養成分的鑑定方法並
進行(5)極低鹽分海洋深層水
萃取物活性成分之萃取方法
與鑑定後進行如下 2.動物試
驗 海洋深層水萃取物是否
具有改善高血脂與血管硬化
之效果評估，我們從倉鼠和
高脂飼料餵食樣品後確實發
現海深水萃取物有像降低血
脂肪與脂肪肝之作用與機
轉。我們志被含活性成分之
雛型產品進行 3.臨床試驗計
畫書 計畫名稱
飲用海洋深層水對高脂血症
患者的降血脂效果研究，目
前臨床試驗已通過台大醫院
核可將於 1080710 完成第一
年之試驗效果。這些從取水
萃取和製備之製程到研發降
血脂肪之生醫應用已達衛福
部健字號要求。試量化產品

6

之成分鑑定與應用將申請發
明專利並即將透過學校記者
會公開招商暨轉給廠商運用
進行產學最大效益。

108

109

1. 深 層 海水 特 殊製 程產品
之 商 業化 量 產與 進行改
善 血 脂肪 功 能之 人體試
驗
2. 深 層 海水 抗 菌抗 菌抗發
炎 之 特殊 成 分鑑 定與生
醫功效評估
3. DOWDOM 蝸牛舒緩霜對
於 二 硝基 氯 苯誘 導之異
位性皮膚炎 Balb/c 小鼠模
式的改善效益評估
4. 含 DOWDOM 蝸牛舒緩
霜 改 善痤 瘡 丙酸 桿菌誘
發 ICR 小鼠發炎之效果評
估
5. 論 文 投稿 與 國際 研討會
發表與宣導
6. 進 行 改善 敏 感肌 膚與抗
菌 功 效之 舒 緩霜 產品上
市與臨床試驗評估

1. DOWDOM 蝸牛舒緩霜修
正配方建立
2. 二 硝 基氯 苯 誘導 之異位
性皮膚炎 Balb/c 小鼠動物
建 立 與蝸 牛 舒緩 霜修正
配方功效評估
3. 痤瘡丙酸桿菌誘發 ICR 小
鼠 動 物建 立 與蝸 牛舒緩
霜修正配方功效評估
4. DOWDOM 蝸牛舒緩霜修
正配方試銷售
5. 設計 DOWDOM 蝸牛舒
緩霜之瓶身
6. 設計花玳萱商標與申請
7. 降 血 脂之 深 海水 飲料建
立與臨床試驗

1. 產 出 具降 低 血脂 肪海洋
深 層 水活 性 營養 成分產
品 之 人體 試 驗核 可書與
試驗效果
2. 深 層 海水 抗 菌抗 菌抗發
炎之特殊成分純化 NMR
鑑定
3. 完 成 深層 海 水抗 菌抗菌
抗 發 炎之 特 殊成 分離體
試驗功效
4. DOWDOM 蝸牛舒緩霜配
方 建 立與 完 成二 硝基氯
苯 誘 導之 異 位性 皮膚炎
Balb/c 小鼠動物建立與改
善功效評估
5. DOWDOM 蝸牛舒緩霜配
方 建 立與 痤 瘡丙 酸桿菌
誘發 ICR 小鼠動物建立與
功效評估
6. 論文發表與研討會發表
7. 臨 床 試驗 計 劃書 申請與
進 行 舒緩 霜 產品 品質與
配 方 完成 與 人體 試驗功
效評估
1. 商品建立
2. 專利申請
3. 效果認定
4. 建 立 深層 海 水中 可以抑
制 胃 幽門 螺 旋桿 菌生長
1070 成分產品、降低血脂
與血管硬化 381 與 739 成
分、改善異位性皮膚炎與
抗青春痘 1295 成分之修
正 配 方雛 型 商業 化產品
建立。
5. 完 成 與成 分 之分 子式與
結構式鑑定
6. 完成商標申請
7. 論文發表
7

1. 已完成動物健字號項目之
臨床驗證
2. 將於 2020.12 月於台大醫
院臨床試驗結果揭露試驗成
果
3.已完成質譜與 HPLC 條件
帶大量純化以鑑定其成分之
結構
4.已完成 DOWDOM 蝸牛舒
緩霜對於二硝基氯苯誘導之
異位性皮膚炎配方
5.已完成 DOWDOM 蝸牛舒
緩霜改善痤瘡丙酸桿菌配方
6.已有碩士論文發表
7.舒緩霜產品品質與配方完
成因疫情影響, 無法進入醫
院人體試驗改申請台師大之
臨床試驗審查與

1. 完成深層海水抗菌抗菌
抗發炎之特殊成分離體
與活體之試驗功效
2. 已建立二硝基氯苯誘導
之異位性皮膚炎 Balb/c
小鼠動物與功效評估
3. 已完成痤瘡丙酸桿菌誘
發 ICR 小鼠動物建立與
功效評估
4. 舒緩霜產品品質與修正
配方完成
5. 舒緩霜修正版商業化產
品完成
6. 舒緩霜修正版商業化產
品委託合作廠商試量產
與開始銷售

8. 抑 制 胃幽 門 螺旋 桿菌之
飲品
9. 海洋活性成分胜肽製品
10. 深 層 海水 中 可以 抑制胃
幽門螺旋桿菌生長 1070
成分、降低血脂與血管硬
化 381 與 739 成分、改善
異 位 性皮 膚 炎與 抗青春
痘 1295 成分之修正配方
商業化產品建立。
11. 深 層 海水 中 可以 抑制胃
幽門螺旋桿菌生長 1070
成分、降低血脂與血管硬
化 381 與 739 成分、改善
異 位 性皮 膚 炎與 抗青春
痘 1295 成分之分子式與
結構式確立。
12. 專利申請
13. 論文發表

7. 花玳萱商標與申請已通
過
8. 台師大臨床試驗申請中
9. 有效成分已利用 HPLC
純化並用質譜儀驗證
10. 準備大量純化與進行分
子量、分子式與結構式
等物性鑑定
11. 準備申請有效成分結構
與適應症之發明專利
12. 飲用深層海水產品之降
血脂人體試驗在台大醫
院仍持續進行中

【商業導向計畫摘要】

商業發展相
關 Endpoint

運用具創新之分子式與結構式發明專利之海洋深層水活性成分而衍生之特殊生醫用途
於(1)抑制胃幽門螺旋桿菌 (2)改善逆流性食道炎 (3)降低血脂肪群 (4)改善敏感性肌膚
與(5)具抗菌功效之適應症 (6)改善褥瘡與傷口癒合海療之商業化產品，由法人石資中心
輔導量產製造並由重鵬、顯生宙與赫亞公司申請健字號或保養品並運用既有市場進行行
銷。
運用具創新之分子式與結構式發明專利之海洋深層水活性成分而衍生之特殊生醫用途
(1)抑制胃幽門螺旋桿菌之飲品或未來健字號引品已技轉至重鵬公司銷售。預計開發完成
後，每年可為市場增加至少數十億元之營業額，對拓展外銷至亞洲非洲和歐美有很大之
助益。競爭優勢分析-目前國內外尚無廠商進行相同類型產品。在台灣胃幽門螺旋桿菌感
染發生率大於 50%。(2)改善逆流性食道炎尚在尋求廠商技轉 (3)降低血脂肪群尚在尋求
廠商技轉含 1295 成分之深層海水飲料可做為健字號產品先行獲利以降血脂肪與改善脂
肪肝(截至目前為止全球尚無藥物可改善脂肪肝)而我們產品為全球第一隻產品可改善脂
肪肝。因此未來市場價值極高。(4)改善敏感性肌膚與(5)具抗菌功效之適應症由顯生宙與
赫亞公司申請健字號或保養品並運用既有市場進行行銷其中 739 為新穎創新改善異位性
皮膚炎之用途，全球痤瘡治療市場約 26 億美金，而亞洲市場佔約 11%，因此每年有約
3 億美金之市場價值。目前我們進度為進行分子式與結構式解碼尚待量化養晶而解密。
一旦解出分子式與結構式則如同新藥新成分之價值獲利極高。可以授權或是專利權利轉
讓之高價值。

產業
發戰
現況
盤點

國內及果外產業發展僅注重在營養鹽份如 Mg2+和 Ca2+等在競爭上仍居劣勢而以含有海
洋深層水特殊活性成分創新之分子式與結構式發明專利之活性成分而衍生之特殊生醫
用途為全球首創。可用為多用途之生醫高值材料其價值更高

關鍵
企業
發展
機會

整體深層海水產業發展趨勢，已由早期著重於原水的直接應用於農業養殖領域，伴隨分
水等技術的自主研發，已進入廣泛應用於食品加工使用的階段，加之各種於保健醫療領
域的研究發現，未來將朝向高值化的生醫應用及海洋療法為主。為了提取珍貴的深層海
水活性物質與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特性，我們透過了高科技提取萃取純化系統技永續

背景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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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地生產這些具創新功效、高品質與純淨無汙染的循環材料，並成功發展出有效的深層海
水的護膚保養品與調整腸胃保健品與降低血脂肪脂肪肝之潛力新藥。例如:
(1)材料創新: 我們過去致力於深層海水活性物質的研究，發現了許多創新功效的新成
分。其中，我們發現了能調理肌膚並舒緩肌膚不適所引起的乾癢與乾燥等狀況、具有修
護肌膚及對抗老化、有效提升肌膚保濕及維持肌膚健康、促進慢性傷口癒合、改善異位
性皮膚炎與青春痘等功效的深層海水活性物質。並打破深層海水以礦物質為主要功效之
迷思並提高更高價值之生醫應用。(2)透過動物與臨床應用新適應症之智慧開發帶動商業
模式: 在結合我們的深海活性物質的生物醫學研究成果，不僅可以提高產品的生醫價值，
同時也能鎖定更具珍貴應用的新適應症標的。

關鍵
企業
發展
目標
客戶
需求

請說明本計畫商業發展相關 endpoints 達成時，關鍵企業的關鍵技術/產品、經營模式與業務推
動等目標之具體差異。

關鍵
企業
發展
目標

請逐年說明發展上述技術、產品或服務所需投入的資源(人力、經費)

資源

世界上開發和利用海洋深層水的只有韓國、義大利、日本、美國和台灣。台灣東部自宜
蘭、花蓮到台東面臨太平洋。台灣東部因大陸棚狹窄，離岸幾公里的距離深度陡降為 1000
公尺，採取海洋深層水的水管不需太長，因此採水成本低。此外東部水質相當優良。因
此，台灣海洋深層水取得成本低與品質優良是取得豐富循環材料之最大優勢。
請說明關鍵企業技術/產品、商業發展相關進程 (如早期客戶→出資者→生產者→終端消費者等)
的主要里程碑。請搭配計畫的 milestone 說明關鍵企業商業推展相關的 milestone。

Milestones

1.完成富含抑制胃幽門螺旋桿菌活性成分之調整腸胃功能等之深層海水產品之製程、科
學認證之設計包裝與行銷
2.完成降血脂肪產品相關功效之臨床試驗報告與成分試驗與商品建立
3.完成一項新劑型（如噴劑和蝸牛舒緩霜）護膚抗菌保養品與改善敏感皮膚產品製備
4.完成腸胃調整功能與改善血脂之深層海水機能保健飲品開發
5.完成促進傷口癒合之配方產品與功效評估
6.完成建立具生醫高價值應用之活性物質提取(奈米多重薄膜過濾)、分析純化、分子式與
9

結構式解析(核心專利)、有效成分濃度檢測技術、調配與保存技術與其生醫應用功效認
證(衍生應用專利)等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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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標與架構
(計畫目標與架構之呈現方式應與原綱要計畫書一致，如實際執行與原規劃有差異或變更，應
予說明；另績效報告著重實際執行與達成效益，請避免重複計畫書內容。)

一、

目標與效益

（一） 目標
1. 本計畫核心專利技術為海洋深層水內有效活性物質成分之提取、分
2.

析純化、分子式與結構式鑑定
衍生之專利應用於高生醫價值於產出 (1)抑制胃幽門螺旋桿菌 (2)改
善逆流性食道炎 (3)降低血脂肪群 (4)改善敏感性肌膚 (5)抗菌功效
等商業化產品

（二） 效益
(對於國內外環境、產業目前已經面臨或未來可能面臨之挑戰與機會，請說明透過
本計畫之執行而改善或衍生機會等效益。)
我們有製程優勢 多階段奈過濾是勝出電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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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師大與石資中心共同申請之專利
A 深層海水礦物原料提取特殊成分之製程與應用專利為『深層海水有機萃取物、其製備
方法及其用途』其申請號為 106141579C
B 深層海水機能配方及相關產品專利
C 為『供調節血脂的複合液』其申請號為 106140287
D 為活性成分分子式、結構式與生醫效能之專利佈局中
E 深層海水之經固相的產物的分離部分及其用途，申請號:107146479
F 已接受之發明專利 (如下表)
專利證
技轉
專利
年度
成 果 產 出 歸 屬 書號碼
金額
備註
國別
專利/技轉名稱
計畫(專屬或非 /發明人
/廠商
期限
專屬授權)
104 中華民國
專屬授權
中華民國專利證 10000000/海健 2017021
海洋深層水萃取物
書 發 明 第 生 技 股 份 有 限 1~20350
及其用途
I570073號/鄭劍 公司
813
廷等人
105 日本
專屬授權
日本特許證
10000000/海健 已通過
特 許 第 6302946 生 技 股 份 有 限 2016031
海洋深層水萃取物
號 /鄭劍廷等人 公 司 專 利 移 轉 0~20360
及其用途
天 行 生 技 股 份 309
有限公司
108 大陸
專屬授權
大 陸 證 書 號 10000000/海健 2019081
ZL2016
1 生 技 股 份 有 限 3~
海洋深層水萃取物
0086798. 5
公 司 專 利 移 轉 2039081
及其用途
/鄭劍廷等人
天行生技股份 2
有限公司
12

美 國
US 10000000/海健 已通過
10,617,719 B2/ 股份有限公司
海洋深層水萃取物
鄭劍廷等人
專利移轉天行
及其用途
生技股份有限
公司
②簡述說明經濟規模與成本分析(可減少的製程成本)、產品價值、技術高值化、增加投資額、
商品化衍生產值…等
1. 多階段奈過濾膜組製程相較於日本 ED 製程節省了約 80%的生產成本，且專利自主性高。
2. 含有特殊活性成分功效之產品比傳統以鎂鈣離子之產品價值更高
3. 專利活性成分具科學驗證與鑑定技術具有專利保護可以區隔市場更具國際競爭力
4. 從以鎂鈣離子礦物質為主成分產品轉變成含有更高生醫價值專利活性成分(新成分或新藥
等級)產品，可以減少成本、提高產品價值同時在多國專利布局下技術高值化且國際競爭力強
5. 明確活性成分與功效應用可以提升海洋深層水生醫應用獨步全球
③簡述說明創新技術投入產業化時，如何避免二次污染或其他衍生廢棄物之產生。
目前廢棄物(或可再生資源)年產量：海洋深層水淡化後之水源可供飲用等其他用途; 低溫海
洋深層水再循環可作為降溫之綠色能源; 萃取後海鹽可作為多種用途; 海洋深層水濃縮液富
含活性成分與鎂鈣等離子成分可用為生醫高值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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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專屬授權

 國際比較與分析
(如有計畫執行前後之國際比較，請列出，並以表格方式呈現為佳。)

比較項目或
計畫產出成果

計畫執行前

計畫執行後

本計畫核心專利技術為海洋 1. 僅有 ED 製程費時費經費
深層水內有效活性物質成分 2. 僅以鎂鈣成分論述產品
之提取、分析純化、分子式
與結構式鑑定

1. 多階段奈過濾膜組製程相
較於日本 ED 製程節省了約
80%的生產成本，且專利自主
性高。
2. 含有特殊活性成分功效之
產品比傳統以鎂鈣離子之產
品價值更高
3. 專利活性成分具科學驗證
與鑑定技術具有專利保護可
以區隔市場更具國際競爭力
衍生之專利應用於高生醫價 1. 無任何功效與科學證據可 1.從以鎂鈣離子礦物質為主成
值於產出 (1)抑制胃幽門螺
說明
分產品轉變成含有更高生醫
旋桿菌 (2)改善逆流性食道 2. 無法區隔市場
價值專利活性成分(新成分或
炎 (3)降低血脂肪群 (4)改
3. 無競爭力
新藥等級)產品，可以減少成
善敏感性肌膚 (5)抗菌功效 4. 應用範圍狹窄且利潤低
本、提高產品價值同時在多國
等商業化產品
專利布局下技術高值化且國
際競爭力強
2.明確活性成分與功效應用可
以提升海洋深層水生醫應用
獨步全球

計畫效益
1. 海洋深層水得自低於海平面 200 公尺以下富含各種離子與高生物活性的有機成分之低
溫又乾淨衛生的無污染水。地球上的海水有 95%為海洋深層的海水。亦即佔整個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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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45%之資源。所以海洋深層水有取之不竭、用之不盡之潛力特色，是極豐富之循環材料
與再生資源。存在一些具有生物活性的物質及醫療效果是海洋深層水高值化之方向。海洋
深層水其淡化後之淡水、單價鹽類或是二價鹽類可做成各種產品應用，各種製程之海洋深
層水濃縮液富含離子礦物與豐富之活性成分可做生醫高價值應用而低溫之海洋深層水亦
可作為降溫之綠色能源與再生資源。1. 多階段奈過濾膜組製程相較於日本 ED 製程節省
了約 80%的生產成本，且專利自主性高。
2. 含有特殊活性成分功效之產品比傳統以鎂鈣離子之產品價值更高
3. 專利活性成分具科學驗證與鑑定技術具有專利保護可以區隔市場更具國際競爭力
4. 從以鎂鈣離子礦物質為主成分產品轉變成含有更高生醫價值專利活性成分(新成分或
新藥等級)產品，可以減少成本、提高產品價值同時在多國專利布局下技術高值化且國際
競爭力強
5. 明確活性成分與功效應用可以提升海洋深層水生醫應用獨步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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