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藥基因檢測領航者



        世基生醫（Pharmigene）創立於2005年，獨家取得中央研究院全球專屬授權
Carbamazepine、Allopurinol、Warfarin等的基因檢測之相關專利，並進一步開發
成檢測產品及診斷工具，是國內最大規模且最具專業技術的基因檢測公司，獲得全球
各國（包含中、歐、美、紐、澳、印度、日本、東南亞等）完整技術專利證明。
        世基生醫使命為開發專業基因診斷工具，提供民眾用藥前基因檢測，降低藥物不
良反應機率，以達到促進個人健康並推動個人化醫療的目標。

公司介紹與沿革

世基生物醫學股份有限公司創立

2005

取得中央研究院全球專屬授權
取得HLA-B*1502、HLA-B*5801＆Warfarin專利

2006

HLA-B*1502基因檢測納入全民健保

2010

參與中研院與全台23家醫院的臨床研究
完美證明用藥前基因篩檢有效避免嚴重藥物過敏反應

2011

獲得第12屆國家新創獎的企業新創獎項
2015

爭取HLA-B*5801基因檢測納入全民健保
2020

兒童常見用藥基因檢測產品上市
2019

主流醫學必備的精準科學工具

未來心血管疾病精準用藥基因檢測產品上市

全球專利  專業製程  精準用藥

美國 USA

台灣 TAIWAN
香港 HONG KONG
新加坡 SINGAPORE
印尼 INDONESIA

中國 CHINA

韓國 KOREA義大利 ITALY

緬甸 MYANMAR
越南 VIETNAM

法國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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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MS(GMP)製造廠

世基生醫是一個同時具有研發與生產能力的

專業體外診斷試劑製造廠，技術主要來自中央研

究院全球專屬授權，並已取得全球專利。台灣需

符合QMS(GMP)認證才具有合格生產醫療器材的

資格，在其嚴謹的規範中，生產便利且精準的醫

療器材供醫療單位為病患準確的診斷，作為臨床

用藥評估一個很重要的參考因子。

由中研院專屬授權的技術包含HLA-B*1502

、HLA-B*5801基因檢測試劑，分別診斷卡馬西

平（癲癇用藥）及安樂普利諾（痛風用藥）所引

發的藥害相關基因標的，亦有作為華法林（抗凝

血劑）劑量調整使用的套組。世基生醫運用全球

藥害資料庫，找出臨床具有參考價值的藥物過敏

相關基因標的並生產試劑供醫療研究單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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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Ts實驗室

我們可以透過藥物基因檢測

來預測個體對藥物的反應

在過去

我們只能根據症狀、體重、年齡、性別

來選擇藥物與調整劑量

服用藥物後卻不一定每個人都有效

有些吃了可能只是安慰劑

有的卻會造成副作用

「治病」不成反「致病」

Pacific Biosciences

影響藥物效果很重要的因素是「基因」

用藥前先進行基因檢測

可以預測藥物對個體的治療成效

預先得知是否帶有藥物過敏基因

減少試藥時間

加速治療進程

協助醫師精準調整用藥

運用長達數十 kb 的精確定序結果（長片段定

序分析），完整檢測過去次世代定序技術 (NGS/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所難以攻克的複雜

基因區域（如 HLA 基因），使實驗室不再因次世

代定序技術的片段化重新接合，出現精確度不足問

題，得以對基因體 (Genomes) 有更全面完整的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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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用藥工具設計    研發    製造

DNA Extraction
60 mins

Sample Preparation
10 mins

Analysis
5 mins

RT-PCR Cycles
100 mins

< 3 hrs

核心技術

精準醫學的時代來臨，藥物基因體學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探討每個人基因序列的差異是

如何影響對於藥物的反應，藉由大數據分析統籌出一個能夠在臨床上對患者最適合的用藥指引，同

時也能照護到患者的生活品質。現今全球已經有多個國家建置藥物基因體學資料庫，投入大量研究

能量於此領域，台灣中研院也啟動「台灣精準醫療計畫」，其中藥物風險篩檢為三大項目之一，致

力達到安全有效的個人化醫療。

世基生醫早在2005年即以「藥物基因檢測的領航者」自居，專注於提供快速、便利、準確、可

信賴的體外診斷試劑予醫療界、研究單位執行臨床診斷，持續不斷的在分子診斷耕耘，2011年曾參

與臨床研究，完美證明用藥前基因篩檢能有效避免嚴重藥物過敏反應，至今仍積極取得各項新發現

之藥物風險篩檢方法專利，「精準醫療 · 精準用藥」是世基生醫唯一不變的終身志業。

世基生醫於醫療器材自行研發、取證、生產、製造逾十五年，不但可以提供生產代工服務 

(CMO) ，更可基於自身技術對產品生產過程進行優化，從設計及改進、分析測試、品質管控、申報

文件準備、成本控制等方面的經驗和技術，有效的幫助企業解決從實驗室到醫療器材申報及商業

化生產的各種問題，提供國內外客戶優質、便利及有效的全方位服務，滿足客戶從臨床到商業

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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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體
陽性控制
陰性控制

委託開發暨製造服務 / CDMO



體外診斷試劑開發與製造

代工產品應用領域代工項目
體外診斷醫療器材(IVD)

RUO產品
OEM
ODM

第一至二風險等級
分子診斷產品
傳染病
組織病理
一般用途

可生產第二及第一等級之醫療器材
具備各國法規申請及上市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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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篩檢
癌症篩檢
癌症預後
細胞治療
癌症用藥評估
藥物基因體學
組織病理



CE 認證

中國產品認證

韓國產品認證

新加坡產品認證

台灣產品認證

US FDA A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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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  ISO 13485

Risk assessment for adverse drug reactions
HLA Alleles Associated With Adverse Drug Reactions And Methods For Detecting Such
Genetic Variants Predicting Warfarin Sensitivity

PCT(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專利合作條約

專利佈局與品質系統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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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TFDA QMS(GMP)

KFDA G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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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外診斷試劑
體外診斷醫療器材 (In Vitro Diagnostics Device, IVD) 是指藉由取自於人體

之檢體（如血液、尿液、其他體液或組織），作為診斷疾病或評估人體健康狀

態所使用的診斷試劑或儀器等醫療器材。

世基生醫提供一系列的高品質、具專利的體外診斷試劑，用來檢驗個體是

否帶有過敏基因、判定基因型，以利後續醫學用藥評估，亦自行研發出檢測

SARS-CoV-2病毒核酸的套組，為第一線防疫提供精準工具。

9

Warfarin

CE-IVD

SARS-CoV-2 檢測套組

檢測核酸

SARS-CoV-2 精華檢測套組

以即時聚合酶連鎖反應技術檢測鼻咽或咽
喉拭子中是否具有SARS-CoV-2病毒核酸。

SARS-CoV-2

協助控制藥物濃度

世基0430檢測套組 / PG 0430  (CYP2C9*3)
世基1639檢測套組 / PG 1639  (CYP2C9*2)
世基1075檢測套組 / PG 1075

華法林(Warfarin)是一個常用來治療血栓疾病
的抗凝血藥物，腦中風、深部靜脈血栓、換心瓣膜
、心房纖維顫動等患者都有可能服用這種抗凝血劑
，但是此藥物的維持劑量(maintenance dose)會因
人而異。對此藥物敏感者容易造成嚴重的出血副作
用，宜減低使用劑量。VKORC1-1639及CYP2C9之
基因型輔以用藥者的年齡、體重、性別等因素被證
實和華法林使用劑量，有高度的相關性。

醫師可以將世基1639檢測套組的結果，與世基
1075及世基0430檢測套組的結果同時評估，作為
每一個病患用藥的參考，並由醫生建議使用華法林
的劑量，但不排除個別差異所造成之藥物耐受性影
響。

TW-IVD SG-IVDUS-ASR



預防 / 避免  藥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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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基1301檢測套組 / PG 1301
HLA-B*1301基因被發現對於因使用氨苯碸

(Dapsone)、撲菌特錠(Baktar)和苯妥英(Phenytoin)
等藥物而引起的嚴重藥物不良反應，包括史蒂芬強
生症候群(Stevens-Johnson Syndrome, SJS)、毒性
上皮溶解(Toxic Epidermal Necrolysis, TEN)和藥物
反應伴隨嗜伊紅性白血球增加與全身症狀(Drug 
reaction with eosinophilia and systemic 
symptoms, DRESS)等有關聯性。

RUO

Co-trimoxazole

世基CYP2C19*2檢測套組 / PG 0681
世基CYP2C19*3檢測套組 / PG 0636

RUO

Clopidogrel
診斷疾病

世基B27檢測套組 / PG27

據統計，有90~95%僵直性脊椎炎病患的
HLA-B*27呈陽性，醫師會參考HLA-B*27檢測結果
進行病症鑑別診斷。台灣民眾約有5.5%的人帶有
HLA-B*27基因。

僵直性脊椎炎

TW-IVD US-ASR CE-IVD

世基5701檢測套組 / PG5701

HLA-B*5701基因被發現與愛滋病治療藥物
Abacavir所引發的藥物不良反應有關聯性，患者在
使用Abacavir後，有5-8%可能會引起致命的過敏反
應(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簡稱HSR)，HSR為多
重器官併發症，經常在Abacavir治療後的6週內發
生。

RUO

Abacavir

US-ASR CE-IVD

世基5801檢測套組 / PG 5801

HLA-B*5801基因被發現對於華人因使用異嘌呤
醇 ( A l l o p u r i n o l ) 藥 物 而 引 起 S C A R ( S e v e r e 
Cutaneous Adverse Reactions: 嚴重的皮膚不良反
應，包括有史蒂芬強生症候群(Stevens-Johnson 
Syndrome, SJS)及毒性上皮溶解(Toxic Epidermal 
Necrolysis, TEN)等有很強的關聯性。

Allopurinol

TW-IVD SG-IVDUS-ASR

CE-IVD CN-IVD

常見族群：東南亞、中國南部、台灣

常見族群：日、韓、歐洲、美國

常見族群：東南亞 (8%-15%)

世基1502檢測套組 / PG 1502

HLA-B*1502基因被發現對於亞裔血統者(Asian 
descent)因使用卡巴氮平(Carbamazepine)藥物而
引起的史蒂芬強生症候群(Stevens- Johnson 
Syndrome, SJS)及毒性上皮溶解(Toxic Epidermal 
Necrolysis, TEN)有關聯性。

世基3101檢測套組 /  PG 3101

HLA-A*3101基因被發現對於歐裔和日本血統者
(Asian descent)因使用卡巴氮平(Carbamazepine)
藥物而引起的藥物不良反應有關聯性。

區分 HLA-B*1502 和 HLA-B*1513 等位基因變異。

RUO

RUO世基1502藥物伴隨檢測套組
/ PG 1502 Companion

Carbamazepine

TW-IVD SG-IVDUS-ASR

CE-IVD CN-IVD



藥物基因檢測服務

適用對象：所有年齡層
適應症：8大類9專科常見藥物
基因用藥建議：
1. 帶有CYP2C9 特定基因型者，
   使用常見感冒藥成分NSAIDs藥
   物，會有腸胃道出血的風險。
2. 帶有CYP2D6 特定基因型者，
   服用常見止咳藥水，有呼吸困
   難致死之風險。
3. 帶有HLA-B*1502 基因型者，
   服用常見苯環結構類止痛、抗
   癲癇藥物，會引起嚴重藥物不
   良反應，包含SJS & TEN。

適用對象：所有年齡層
適應症：退燒、止痛用藥
基因用藥建議：
帶有CYP2C9 特定基因型者，
使用常見感冒藥成分NSAIDs
藥物，會有腸胃道出血的風險
。

適用對象：所有年齡層
適應症：想要減重 
基因用藥建議：
帶有特定基因型的使用者，
可能出吃了沒有效的問題，
瘦了荷包卻沒有瘦到身。

適用對象：
所有可能使用、即將使用、正
在服用磺胺類抗生素 (Baktar)
藥物者
適應症：
葡萄球菌、肺炎雙球菌、大腸
菌及綠膿桿菌引起之感染症
基因用藥建議：
1. 已知帶有HLA-B*1301 陽性
   基因型者，使用撲菌特錠有
   較高的風險產生嚴重藥物不
   良反應。
2. 在使用其他磺胺類藥物，也
    有較高的風險發生藥物不良
    反應，需特別注意。

適用對象：中壯年
適應症：三高、高尿酸、心衰竭
             、心律不整……等
基因用藥建議：
1. 帶有HLA-B*5801基因型者使用
    Allopurinol 高尿酸血症藥物有
   較高風險發生嚴重藥物不良反應
   ，包含SJS和TEN ，且會有諸多
   後遺症。
2. 帶有SLCO1B1特定基因型者，
    服用常見降血脂藥Statins會有
    較高風險發生橫紋肌溶解症。
3. 帶有C11orf65特定基因型者，
    使用Metformin無法降低血糖。

適用對象：希望提振男性雄風者
適應症：勃起功能障礙 
基因用藥建議：
帶有特定基因型的使用者，可能
出現吃了沒有效或吃了藥效太久
無法排出體外的問題。

VKORC1_CYP2C9*3/華法林藥物基因檢測

CYP2C19*2_*3/氯吡格雷(保栓通)藥物基因檢測

UGT1A1*28/Irinotecan藥物基因檢測

AED癲癇藥物基因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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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委託

口腔黏膜刮取

就診單位檢驗科

抽取血液3 m1
( 紫頭管 4°C冷藏 )

血液抽取

取得樣本

 

檢體分析   

資料解讀 出具報告

支付款項服務諮詢 填寫同意書產品選擇

檢體運送 檢體分析

藥物查詢
 XXX

報告查閱

醫師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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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科研設備平台代理與銷售

GOLD Partner 2020

10x Genomics
國家：USA, California https://www.10xgenomics.com/

產品：
對象：
用途：

產品：
對象：
用途：

Chromium Single Cell Gene Expression 單細胞轉錄組學
單細胞異質性基因表現分析研究
以超越傳統的基因表達分析來描述細胞群、細胞類型、細胞狀
態等

Visium Spatial Gene Expression 空間轉錄組學
研究神經生物學、免疫腫瘤學、發育生物學
通過對組織切片進行mRNA定量，賦予病理切片基因表現量的
資訊

1.

2.

3. 另有對免疫研究、需要單細胞基因表現、研究表關遺傳與基因
調控、細胞分化與腫瘤微環境研究等需求之產品

其他：

世基生醫代理國際知名科研儀器與試劑 ，運用專業經驗與知識，提供多樣化整體服務及

解決方案。除了產品的銷售，亦提供完善的使用培訓、實驗流程建議與規劃、技術支援服務、

生物資訊分析建議、問題解決等整合性的一條龍式服務，讓客戶使用高階技術平台更安心，有

效率的取得研究內涵。

代理銷售的科研設備平台，著重於基因體學與遺傳學領域，整合次世代定序工作流程各個

不同階段的高階產品，滿足對應產業應用與轉譯醫療的需求。多元化的整合型技術平台，與各

指標性研究機構、醫療院所、個人檢測單位建立完善的客戶關係，輔佐學研單位創新突破，提

昇研究能量。

樣品上機前處理樣品備製｜品質確認 NGS定序 生物資訊分析 資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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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 Genomics

Singulator™100
有單細胞研究需求者
將組織快速且簡化地處理成單顆細胞，方
便進一步單細胞定序或其他單細胞相關實
驗

國家：USA https://s2genomics.com/

產品：
對象：
用途：

Varsome
國家：Switzerland

Varsome
遺傳分析
使用超過70個基因體資料庫，高效能的變
異註解應用程式介面完成註解變異

產品：
對象：
用途：

https://varsome.com/

Bionano Genomics

Saphyr System
有大片段結構變異檢測需求者
快速和高通量的基因顯像 (genome
imaging) 工具，可用以偵測基因體結構變
異 (structural variant)，尤適合大於500bp
以上的結構變異

產品：
對象：
用途：

國家：USA https://bionanogenomics.com/

Immudex
國家：Danish

MHC I/II Dextramer® single reagents
研究自體免疫疾病、癌症、移植、過敏相
關疾病
鑑定 T細胞的抗原特異性 CD8+/CD4+

擴增引子組 NGSgo®-AmpX 
(Amplification primers)
人類白血球表面抗原基因型定序及分型
HLA定序及分型

產品：
對象：

用途：

Immudex SARS-CoV-2 Panels
Covid-19相關研究單位
專一地標定SARS-CoV-2-Specific T-Cell，
了解免疫途徑，加速疫苗開發及驗證、預
測感染者風險值

另有研究傳染性疾病、移植物對抗宿主疾
病、B細胞、T細胞、等需求之產品

產品：
對象：
用途：

https://www.immudex.com/

1.

2.

1.

2.

3. 其他： 結合多家自動化設備達成HLA全自動化工
作流程

3. 其他：

GenDx

產品：

對象：
用途：

SBTexcellerator®
基於 Sanger 測序的 HLA 分型試劑
包含一系列用於基於 Sanger 測序的分型 
(SBT) 的優化試劑

產品：
對象：
用途：

國家：Netherlands https://www.gendx.com/

其他：另有臨床檢測用大規模基因組變異註解工具
          等



Website

FB_解決方案

FB_檢測服務

LINE_解決方案

LINE_檢測服務

www.pharmigene.com T.  02-2798-5885

Office  114668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01號5樓

Manufacturing Plant
114066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2段171巷17號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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