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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Deloitte 研究指出，2015 年 Amgen、AstraZeneca、 Novartis、 

Pfizer、 Roche 等十二家跨國藥廠的新藥研發晚期產品線的價值約有 54%

以上來自併購、合作研發、授權等外來資產所創造，另發現四家中型以上快

速成長的研發型製藥公司，外部新藥研發資源帶來的價值比重更高達 79%。

在這個新藥研發成本偏高的時代，併購、合作研發、授權等研發活動已成為

新藥研發公司創造產品價值的關鍵。 

近年全球新藥研發鏈漸往亞洲轉移，隨著亞洲藥物市場崛起，多家跨國藥廠

在中國設立新藥研發中心，加上中國海歸派紛紛成立新藥開發公司，中國製

藥產業呈現活潑氣象；中國政府已於十三五計劃上，把中國本土開發的原創

新藥作為重點推動目標，然而藥證審批大排長龍，審查時間漫長，一直為業

者所詬病的現象。Deloitte 中國生技醫療產業團隊探討外資藥廠在華的新藥

研發策略，發現與本土藥廠合作開發或為加速產品獲證的途徑。同時，兩岸

在新藥研發接軌上亦有新進展，雙方在 2016 年四月正式宣布「海峽兩岸藥

物臨床試驗暨審查合作協議」，將「4＋4」（台灣與中國各 4 家大型醫院）

列為雙邊臨床試驗機構互認據點，台灣新藥公司申請中國藥證時將有更多利

基。 

另一方面，許多台灣新藥公司的研發陸續步入臨床試驗階段，募資及尋求合

作夥伴的需求與機會也逐漸增加，其中智擎及中裕新藥的成功授權更是近期

鼓舞新藥公司的重大案例。此白皮書除了彙整勤業眾信醫藥研發收益研究的

重要結論之外，也精選了 2015 年生技醫療產業併購趨勢、中國的新藥研發

策略研究及台灣新藥研發公司的成功授權案例。 

浩鼎解盲風暴後，新藥價值與開發風險再次引起關注。新藥研發是高風險及

高投資的過程，我們希望本白皮書能帶給您新的見解，提供您規劃新藥研發

策略之參考。我們也期待台灣的新藥開發公司，在不久的將來，無論是「亞

洲盃」及「世界盃」都能創造佳績。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生技醫療產業負責人 

虞成全 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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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研發收益研究 

新藥開發是醫藥產業核心，Deloitte從 2010年以來，持

續追蹤 12家國際領先的跨國藥廠其研發投入與產出結

果，為了更進一步地了解不同規模的新藥開發公司研發收

益狀況，Deloitte亦挑選了４家呈現爆發性成長且具影響

力的中大型藥研企業作為對照群組進行分析，透過比較分

析來探討提升研發效率的重要關鍵要素。 

全球研發收益持續減少 

Deloitte 在 2010~2015 年期間，不間斷地追蹤 12 家全球居於領導地位的

研發型藥廠作為原始群組（Original cohort），包括 Amgen、

AstraZeneca、Bristol-Myers Squibb、Eli Lilly、GlaxoSmithKline、

Johnson & Johnson、Merck & Co.、Novartis、Pfizer、Roche、Sanofi

以及 Takeda，分析這些公司的研發費用及內部報酬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 IRR）之間的關聯性。2015 年為了探討不同企業規模的研發收益狀

況，Deloitte 按照研發支出進行排名，由前 25 名藥廠中，再依成長速度及

企業規模，選擇４家快速成長的中大型藥廠作為對照群組（Extension 

cohort）進行分析。 

在 2010~2015 年間，原始群組的 12 家藥廠實際進入市場共計 186 個產

品，預計帶來的總營收約 1.2 兆美元，現階段則有 306 個研發中產品進入研

發後期，預估未來將帶來約 1.4 兆美元的營收。即使研發中產品的未來收益

增加，Deloitte 發現，自 2010 年以來，12 家原始群組的研發內部報酬率日

漸下滑，從 2010年 10.2%降到 2015 年的 4.2% （後頁圖一）。由於來

自醫療保險支付的嚴格控管、激烈的市場競爭等因素，研發獲利預估將不斷

下修，對新藥開發公司在未來研發的繼續投入產生負面影響。 

跨國藥廠相對於中小型醫藥研發公司在創造獲利效率上面臨較多的困境，主

要原因包括不同規模企業的研發文化差異。中小型新藥公司因資源有限，組

織精簡，策略上多聚焦在特定領域，擁有靈活的組織與相對單純的營運模式 

，研發效率相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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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創造新藥研發價值的重要關鍵 

觀察這 16 家藥廠（原始群組及對照群組）的研發模式，專科治療

（Specialty care）領域及外部創新(External Innovation)是這些研發型

藥廠創造價值的重要關鍵。有不少藥廠持續增加在專科治療領域的研發投

入，也有幾間藥廠積極在心血管等基層治療（Primary care）領域開發創新

藥物。 

根據 Deloitte 統計，2015年 Amgen、 AstraZeneca、 Novartis、 

Pfizer、 Roche 等十二家跨國藥廠的新藥研發晚期產品線的價值約有 54%

以上來自併購、合作研發、授權等外部創新所創造；無獨有偶地，四家中型

以上快速成長的研發型製藥公司，外部創新所帶來的價值比重更高達 79%。 

聚焦專科治療領域 

這次所觀察的 16 家研發型藥廠均持續增加在專科治療領域的研發投入，尤其

是未被滿足的市場（unmet medical need），或是病患人口較分散的未被

注意的藍海領域。部分公司專注於繼續開發病患人口數較多、由家庭醫生開

處方的基層治療領域的新治療方式，以及新活性機轉等。 

以治療領域區分（如後頁圖二），在 2010~2015 年腫瘤藥物的研發中產品

價值成長達 54%，代謝藥物、抗感染疾病也表現不俗，皆成長 15%，三者

是近五年來產品價值增加最快的領域；反觀心血管藥物則負成長 22%，神經

系統藥物負成長 10%，其他類別的產品價值亦不見起色，均大幅減少。 

 

 

 

 

 

圖一、原始群組的研發內部報酬率日漸下滑 

 

資料來源：Deloitte, " Measuring the return from pharmaceutical innovation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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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上述分析，可知針對成熟市場及專科治療領域應採取不同方向的研發策

略: 

1. 心血管藥物等成熟市場已有穩定的病患人口數，新產品若要取得藥價給

付及合理價格，必須比「黃金標準」療程有更顯著的改善效果；或是聚

焦於小型但具有高未滿足需求的病患族群。對比全新藥物因其創新性有

較高的商業化機會，非全新藥物在成熟市場則在政府及醫療支付者控管

下，不易取得好價格。 

2. 專科治療領域目前病患未被滿足的需求度高，非全新藥物及產品線延伸

策略仍持續透過新方式創造價值，例如區隔不同病患族群或是針對特定

適應症開發新藥。創新產品則因特殊治療領域市場小眾，潛在報酬也因

此相對較小。 

 

外部創新成為藥廠新藥開發的核心模式 

隨著新藥研發成本及風險增加，大型藥廠開始積極透過收購、共同開發及授

權等方式提升研發價值，這種研發模式又稱為外部創新。從 2013～2015 年

原始群組的資料看來，12 家藥廠的研發產品線收入預測中，來自外部創新的

平均占比約在 50~60%，其中近兩年經由收購而來的產品營收預測在 2015

年約占 22%，已成為僅次於自行開發新藥的重要收入來源（如後頁圖三）。 

一般認為中小規模的公司必須依賴內部創新能力才能取得成功，但在對照群

組的四家中型藥物研發公司中，發現當產品接近最後成功階段時，外源性產

品的營收貢獻比高達約 79%，可見引入外部創新對中型新藥開發公司也是提

升研發效益的關鍵。 

此外，Deloitte 研究也指出，與其追求市場表現好的藥品，藥廠應順應科學

發展開發新藥，尤其外部創新更容易帶來新的產品線或其他特定研發能力。

這代表藥廠需要聚焦與耐心，同時進行小規模特定技術交易或合作。若藥廠

欲追求市場表現好的藥品，通常採用大型併購或技術授權交易，交易對象多

圖二、2010~2015 年各大治療領域的產品線價值變化(依治療領域別) 

 

資料來源：Deloitte, " Measuring the return from pharmaceutical innovation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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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研發晚期的新藥產品線，距離上市指日可待，可在較短的期限內貢獻營

收。 

台灣新藥公司發展建議方向 

在這個新藥研發成本偏高的時代，併購、合作研發、授權等外部創新已成為

新藥研發公司創造產品價值的關鍵。隨著台灣許多新藥公司的研發進度步入

臨床試驗階段，新藥公司的跨國合作需求與機會也逐漸增加。Deloitte 依據

研究分析，提出以下發展建議方向供台灣新藥公司參考。 

從專科治療及基層醫療尋求利基商機 

從研究中發現，16 家藥廠大多鎖定特定專科治療領域作為主要研發方向，尤

其是在臨床治療上未被滿足的需求以及特定族群病患，也就是深入服務特定

未有藥醫的病患族群，例如依精準醫療分類後的特殊癌症。另外基層醫療模

式也仍有突破空間，嘗試找到創新療法來改善現有藥物以及療程。由於研發

型藥廠在專科治療及基層醫療疾病領域的發展策略不同，藥廠應充分衡量其

在特殊治療領域與開發成熟市場的發展利基，才能避免失焦。 

深耕單一治療領域，累積知識提高研發效率 

對任何一家新藥研發公司而言，不斷轉換各種治療領域，將代表著需要付出

更多的成本以取得同樣的報酬。新藥研發公司若持續專注在單一治療領域以

尋求更高的研發收益，藉由在同一個疾病領域或作用機轉深耕越久，累積更

多的知識經驗，將能進而降低學習成本，提升研發效率。 

規模龐大不是成功必要條件，中小型公司反能帶來較高投資報酬 

面對高風險的新藥開發過程，中小規模的研發公司治理及營運策略通常較 12

家大廠更為靈活，也因此取得較高的研發收益。這些中小規模的新藥開發公

司仰賴外部研究資源的程度也普遍較高。 

綜上所述，建議新藥開發公司宜按照自己的研發優勢，從專科治療或基層用

藥中，選擇適合的研發模式，並深耕單一疾病領域。若從營運面觀之，大規

圖三、不同來源的研發產品線價值分布 

 

資料來源：Deloitte, " Measuring the return from pharmaceutical innovation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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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並非提升研發收益的必要條件，研發策略保持一定程度的靈活與彈性反而

更重要，另外專注於科技發展，結合外部研發資源以加速藥品上市等，乃台

灣中小型新藥公司可思考的策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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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醫併購動向 

2009年後受到全球金融風暴及經濟景氣影響，各國政府

紛紛祭出低利政策；同時跨國藥廠急需解決成本壓力，欲

強化產品競爭力並鞏固市場地位，併購合作活動因而成為

快速見效的解決方案之一。展望 2016年，醫藥的併購及

合作方興未艾，預期未來仍能持續為產業帶來成長。 

巨型併購成為近年生技醫療產業併購重點趨勢 

2009年前，生技製藥相關的併購件數不多，平均交易金額約落在 4~9 億美

元之間，其中兩大指標性案件包括 2008年 Roche 收購 Genetech來建立生

技藥品的市場地位，以及 2009 年 1 月 Pfizer收購Wyeth藥廠以填補其藥

品專利到期，學名藥加入競爭而導致的損失。 

2009年後則受到全球金融風暴及經濟景氣影響，各國政府祭出低利政策；同

時跨國藥廠急需解決成本壓力、擴大產品競爭力並鞏固市場地位，併購合作

活動因而成為快速見效的解決方案之一。此時併購案件多以中小型規模為

主，超過百億元的併購案不多。2013 年經濟回穩之後，併購熱潮持續，由於

市場競爭加劇，百億美金的併購交易也開始增加。 

2015年全球生技醫療產業共有 10 個巨型併購案(交易金額共計 4,270 億美

元)，占年度總併購金額的三分之二。在巨型併購的引領之下，2015 年全年

度生技醫療併購件數雖僅增加 6%，總金額卻增加了 66%。 

圖四、2014-2015 年生技醫療產業併購案金額及件數變化 

 

資料來源：依 Deloitte M&A Market Insight 統計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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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大部份的巨型併購案發生在美國，美洲目前仍是生技醫療產業併購在

金額及件數最多的區域。亞太地區則在中國併購盛行的趨勢下表現亮眼，件

數和總金額排名僅次於美國，但廠商規模不大，交易金額仍遠不及於美洲。 

跨國藥廠的策略性併購  

近年全球生技醫療產業的巨型併購案增加，主要還是來自於製藥產業，透過

併購活動來增加營運效率的趨勢已持續好幾年，過去兩年併購規模更是屢屢

超過百億。巨型併購案的增加主要來自於藥品研發成本增加、藥物專利到期

對營收的威脅、學名藥市場價格競爭加劇，以及醫療保險藥品給付標準趨

嚴，導致跨國藥廠的營運壓力漸增等因素。觀察下表一的 2015 年製藥產業

十大併購案，其中達百億元規模的併購案就有六件。 

表一、2015 年製藥產業十大併購案 

公告日 併購公司 目標公司 公告價值

(十億美元) 

交易狀態 目標效益 

11/23 Pfizer Allergan 160.0 取消 擴大產品線，將總部遷往愛爾蘭以降稅 

07/27 Teva Allergan  40.5 暫停 鞏固學名藥市場地位，擴大產品線 

03/04 AbbVie Pharmacyclics 19.7 完成 獲得血癌藥物產品，並擴大癌症業務 

02/05 Pfizer Hospira 16.6 完成 擴大注射藥物及生物相似性藥品產品線 

05/13 Danaher Pall 13.8 完成 從牙醫診斷跨足生技製藥開發領域 

02/22 Valeant Salix 13.4 完成 取得腸躁症藥物等產品，跨足胃腸領域 

05/18 Endo Par Pharmaceutical 8.1 完成 擴大學名藥業務，鞏固市場地位 

05/06 Alexion Synageva 7/9 完成 強化罕見疾病用藥產品以提升競爭力 

07/14 Celgene Receptos 5.4 完成 取得潛在新興的新型口服免疫調節劑 

11/02 Shire Dyax 5.4 完成 取得嚴重呼吸困難症晚期藥物產品線 

資料來源：Bloomberg；勤業眾信整理 

 

圖五、2015 年生技醫療產業併購案地區分布 

 

資料來源：依 Deloitte M&A Market Insight 統計(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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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按併購目的分類，近期跨國藥廠的策略性併購包含: 提升營收、搶占市

場、改善財務及技術布局四大類。其成因及主要案例將分述如下: 

提升營收 

因為暢銷藥物專利到期，面對學名藥競爭而導致的營收下滑，一直是過去幾

年跨國藥廠必須面對的重要議題。根據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IT IS計畫指出，

全球第一大藥品市場的美國，其占全球藥品市場的比例從 2006 年的 41%，

預估至 2016 年將下降到 31%，主要原因是受到藥品專利陸續到期，以及專

利品牌藥銷售成長緩慢所致。為了面對營收下滑的困境，跨國藥廠除了加速

新藥開發速度外，也善加利用併購刺激營收成長。 

在 2015年的併購案例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AbbVie。該公司擁有目前暢銷

生技藥品 Humira，其於 2014 年所創造的營收約 118 億美元。但隨著該產

品專利即將到期，以及在歐洲將面臨生物相似性藥的競爭，預期其 2017 年

營收將開始下滑。為了減緩衝擊，AbbVie 開始尋找合適的併購標的，希望在

短時間內擴展產品金雞母，因此在 2014 年計畫收購在罕見疾病領域擁有獨

特優勢的 Shire，可惜最終選擇棄購。 

2015年 AbbVie 另在抗癌領域選中 Pharmacyclics作為對象。

Pharmacyclics 與 Johnson & Johnson (J&J)共同開發淋巴癌治療藥物 

Imbruvica，並在慢性淋巴球白血病(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CLL) 取得突破性療法資格。該藥品已於 2013 年上市，並於 2014 年創造

5.4 億美元營收，2020 年營收更可望達到 58 億美元。這一藥品因龐大的市

場潛力而受到 J&J、Novartis等跨國藥廠的青睞，紛紛提出收購，最後由

AbbVie 以 210 億美元的價格打敗敵手，完成收購。這次收購預計在 2017

年將帶動營收成長，並擴大 AbbVie 在癌症用藥領域的競爭力。 

搶占市場 

各國政府為控制醫療成本支出，採取鼓勵發展無專利綑綁的學名藥及生物相

似性藥品的政策，加上新興國家對價格相對低廉的學名藥及生物相似性藥品

的接受度高，以及各國的生物相似性法規法規陸續建置，使得學名藥及生物

相似性藥品的全球商機水漲船高。分析師預期到 2020 年生物相似性藥品市

場將達到 250~350 億美元的規模，前景看好。 

學名藥與生物相似性藥品因價格較便宜，通路、製造成本及管理效率成為營

運關鍵。藥廠傾向透過併購來提升規模及市占率，隨著規模變大，議價能力

增加，使藥廠得以降低採購成本與提升市場地位。因此近幾年在學名藥或生

物相似性藥品領域的大型併購案不斷發生。如 Teva在 2015 年 7 月宣布併

購 Allergan的學名藥業務。該業務是 2014年 Allergan被 Actavis收購

後，業務合併而來。由於 Teva與 Allergan的學名藥產品重疊性較低，也有

助於擴大產品組合。另外，2015 年 Endo 藥廠也宣告收購 Par，增加學名藥

業務。 

2015年在生物相似性藥品業務領域，以 Pfizer併購 Hospira最具代表性。

Hospira在藥物傳輸及注射劑型擁有特殊優勢，並與韓國生物相似性藥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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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Celltrion合作開發生物相似性藥品，透過此次併購，Pfizer可擴張在注射

劑型及生物相似性藥物的業務。 

改善財務 

由於過去幾年新藥研發費用持續擴增以及藥品定價空間受到政府及保險公司

壓縮，跨國藥廠的營運壓力與日俱增，因此藥廠對改善財務結構及營運效率

上有迫切的需求。前幾年稅負倒置（tax inversion）成為美國公司降低公司

稅衝擊的重要手段。稅負倒置是指在美國註冊的公司，與低稅轄區內的公司

合併，並將總部移往海外。由於美國當地公司稅率高達 35%，許多美國公司

乃透過稅負倒置來達到避稅的目的。因醫藥產業環境受到近年經濟景氣偏向

低迷的的影響，美國藥廠均面臨來自股東權益提升的獲利壓力，為了解決困

境，稅負倒置便成為選擇方案之一。 

2015年製藥業的頭條話題莫過於 Pfizer與 Allergan的併購案了。依據雙方

公司在 2015年 11 月 23 日發布的聲明顯示，董事會已通過這項併購提議，

交易金額約達 1,600 億美元，預計在 2016 年完成。併購後新公司總部將遷

至公司稅率較低的愛爾蘭，稅率將大幅下降。另一方面，這起 Pfizer與

Allergan併購案的目的之一也是為了找到新的營收成長引擎。併購後的新公

司旗下產品涵蓋肺炎疫苗 Prevnar、肉毒桿菌素保妥適（Botox），以及阿

茲海默症、癌症等各式適應症的治療藥物，將有助 Pfizer回到市場龍頭地

位。惟這起併購案因反托拉斯及稅賦倒置等敏感性議題而引發廣泛關注，美

國政府積極反對，於 2016年 4 月已確定暫停所有併購程序。Pfizer這樁併

購案雖然建立在避稅的出發點上，卻也再度彰顯併購已成為跨國藥廠維持成

長及利潤的主要策略性手段。 

技術布局 

在 2015年第二季，Mergermarket 訪問了 100 個美國、歐洲與亞洲，資

本額一億美元以上的生技製藥公司高階經營主管。調查發現，藥廠的併購趨

勢將偏重在市場及早期研發潛力。約有 74%的公司表示將會著重於藥物篩選

及早期研發，約 70%的公司則認為將重視個人化醫療領域。 

許多藥廠積極透過購併、合作開發及授權等外部合作方式來分攤研發成本，

提高研發效率。跨國藥廠在追求營收上，傾向直接採用併購或技術授權交

易，直接取得臨床中後期的新藥產品線。然而，隨著近年免疫療法等技術的

興起，跨國藥廠在創新技術或特定癌症等專科治療領域也積極尋找聚焦利基

市場的「隱形冠軍」潛力股，在新藥臨床前或臨床一期就展開合作，趁著研

發成本低廉時，及早切入布局。 

許多藥廠聚焦在專科領域布局，如 Shire 藥廠在 2015 年宣布收購 Dyax藥

廠，就是看中其在罕見疾病的開發中產品，以增強 Shire 在罕見疾病用藥的

實力。加拿大公司 Valeant 則是著眼於胃腸用藥類別，2015 年收購胃腸藥

開發公司 Synageva，取得該公司的腸躁症暢銷藥及開發中產品。 

另外，從 2013年 FDA核准第一個免疫檢查點藥物以來，免疫治療藥物已成

為當紅炸子雞。現在已有以 Anti-CTLA4 的 Ipilimumab(Yervoy®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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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S),及 Anti-PD-1 的 Pembrolizumab( Ketruda® , by Merck)、

Nivolumab（Opdivo® , by BMS）等藥物上市，然而因藥物副作用大，所

以更多公司加入開發更新、更安全的免疫檢查點藥物。使用免疫檢查點合併

現有化療藥物，或治療性癌症疫苗的臨床實驗已在小規模人體實驗中展現不

錯療效，在 2014~2015 年只要和 PD-1 沾邊的合併治療都促使該公司股價

大漲，跨國藥廠也趁此機會積極透過共同研發或授權活動來切入癌症免疫治

療領域。 

結論 

整體而言，跨國藥廠的策略性併購活動目的仍以產品線擴張為主，財務目的

為輔，因此觀察過去一年的併購趨勢，藥廠主要透過併購來獲取同一領域的

不同產品，或是跨入前景看好的新產品線，再藉此擴大市場版圖，帶來未來

的營收挹注。展望 2016 年，藥廠併購腳步仍將持續前進，尤其併購、共同

研發及授權等外部創新所帶來的報酬對藥廠營收貢獻不低，對研發導向的藥

廠而言，併購已逐漸成為企業永續發展規劃的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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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藥研發本土化 

中國醫療改革雖然取得了顯著成效，但醫療保健體系的品

質與分布仍顯不足。同時，人口老齡化，以及醫保系統運

作效率等問題，使中國現有體制面臨著巨大挑戰。從提高

品質角度來看，政府的應對策略之一是持續支持本土醫藥

研發創新，重點培養創新能力與技術升級，以及吸引、培

養和留任優秀人才。這些策略對跨國藥廠影響尤其深遠，

亟需更積極地採用本土化研發模式來因應新機會和挑戰。 

政府研發監管政策的變革 

中國政府採用多管齊下的投資方式，積極地發展當地的新藥研發產業，不僅

促進了本土研發成果的發展，也刺激了創新研發模式的開發。伴隨研發競爭

和監管複雜程度增高，發展日盛的本土研發產業已對跨國藥廠以成熟市場為

中心的傳統研發模式構成了挑戰。儘管中國政府對政策做出長期承諾—保證

縮短創新產品進入市場的週期，但政策的施行和影響程度仍然存在著高的不

確定性。因此，跨國藥廠需要考量在中國執行更為本土化的研發策略，這一

策略需借助不斷增強的本地研發能力以開發當地市場，並縮短產品上市的時

間。 

海外臨床專案在中國啟動本土臨床研究歷來面臨兩大難題：一是中國食品藥

品監督管理總局（CFDA）要求藥品必須已在國外註冊或正在臨床 II期或 III

期臨床試驗；和其他國家相比，這樣的臨床研究申請（IND）和新藥申請

（NDA）流程十分漫長。這些阻礙可能導致新產品在中國上市延遲 5~8 年，

侵蝕專利保護帶來的效益，從而打擊創新項目進入中國市場。二為儘管中國

政府正在加速改革研發方面的管理法規，但短期內仍有較高的不確定性。

2014年 CFDA和以研發為主的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藥品研製和開發行業

委員會（RDPAC）進行了多次討論。儘管最近 CFDA發佈了一個關於加速癌

症藥物臨床批文（IND）的試點專案，並表示有計劃將報批時間從 1~2 年縮

短到 60天，它對海外專案在中國申請臨床試驗的影響仍然是未知數，並且改

革的具體內容和時程安排仍有待進一步地釐清。此外，中央或地方監管機構

是否有能力實施改革也被視為一大挑戰，這可能會在短期內加劇產業變動。

中國政府在藥物研發管理的政策變動對希望在華引入創新專案的跨國藥廠影

響重大。跨國藥廠必需及時調整目前的全球研發模式，以減輕中國本土政策

環境可能帶來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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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為中國製造」藥品的需求增加 

解決中國患者日益增加的未滿足需求是加快 CFDA批准流程的一個關鍵要

素。針對許多未受重視但發展迅速的治療領域，如肝癌和胃癌，若能在中國

取得令人滿意的臨床效果，加上全球臨床研究提供的亞洲人群資料，或許可

以證明其具備加速審批的資質。 

除了針對治療領域的快速審批通道外，CFDA還授權各省引入試點項目。企

業能與當地監管機構合作，在進行全國性試驗前，先開始小規模試驗並在局

部地區進行推廣。這些政策調整已經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幾種癌症和肝炎的

治療藥物在全球推出兩年內即在中國上市，取代了之前的藥物延遲（drug 

lag，或稱藥物滯後）5~8 年的情況。作為首例個體化治療非小細胞肺癌的藥

物，Xalkori（克唑替尼），在最低樣本數要求被免除後，隨即通過了快速審

批，這也得益於 Pfizer與中國藥品評價中心在臨床計畫和設計上的積極合

作。伴隨醫療改革的深化，有迫切需求的治療領域將持續從中獲益，並取得

先發優勢。這意味著企業需要考慮如何發展研發模式，盡可能從「中國為中

國製造」產品的需求中獲益。 

其他研發模式-與本土結合 

面對中國的本土需求和醫療改革帶來的挑戰，跨國藥廠必須大力調整以歐美

成熟市場為對象的傳統研發模式以縮短進入中國市場的時間，同時謹慎地管

理當地的新藥開發風險。以上這些措施將大力發展與中國企業合作為主體的

研發模式。 

本土企業研發能力的提升 

隨著中國政府鼓勵本土原創新藥的發展，以及海歸派加入發展新藥開發的行

列，為中國生技製藥產業培養了一批具有跨國新藥開發經驗的本土企業領

袖，這使得高成本、以成熟市場為導向的研發模式逐漸處於不利的地位。越

來越多的中國新藥公司透過引進海外的研究成果和擴大自身的研發投入來發

展更具創新性的項目，以取得更多的競爭優勢。如浙江貝達藥業的非小細胞

肺癌藥物凱美納，在中國開發期間擁有低於國外同類藥物的研發費用，在其

上市後的七個月內創造了一億元人民幣的銷售額。康弘藥業的新型單株抗體

藥物康柏西普為老年性黃斑變性的治療藥品，於 2013 年獲得 CFDA的審

批，成為中國首例創新型單株抗體藥物。這樣的研發模式雖然不是真正的創

新，但憑藉其強勁的發展趨勢，以及當地企業對中國法規監管環境的熟悉程

度，使得當地企業具備得天獨厚的競爭優勢。這將進一步促使跨國藥廠調整

在中國的營運方式。 

通過合作夥伴關係，整合當地的研發力量 

為因應這些挑戰，跨國藥廠在本土化研發模式上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例如創

建新的研發中心，完善臨床研究卓越機構、和啟動更多的本土創新專案。然

而，這些措施若要產生可觀的影響需要長時間的大量投資，因此，跨國藥廠

可以考慮透過建立合作夥伴關係探索不同的研發模式。此舉這不僅會減輕傳

統的研發風險，同時還可以利用地區夥伴的效益創造價值。由於中國公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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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研發和監管環境相對熟悉，因此在運作上或將更為高效，包括透過充分

利用本土的政策激勵，縮短審批時間，從而降低開發成本等。合作的形式可

以多種多樣，應根據潛在物件的能力和可以承擔的風險選擇相關的形式。 

跨國企業與本土企業合資開發適合中國市場的產品是創造共同價值的一個有

利手段。它通常與某個特定治療領域相關，以滿足高速增成長的病患需求。

同時，也可以靈活運用中國企業在監管註冊、銷售，以及其他方面的能力提

高營運效益。儘管潛在收益顯著，這種夥伴關係往往貫穿整個產品的生命週

期，因此需要合作雙方共同面對各種困難和風險。例如，默克和先聲藥業的

合資企業以開發和推廣某心血管疾病的產品組合為目標。僅四年後雙方便終

止了合作，顯示了長期合作可能面臨的種種風險。 

技術授權策略（中國公司為引進方）是另一種可能的合作方式，更適合在中

國業務較少或對市場占有率目標不高的跨國藥廠。例如，Ambrix在 2014

年將抗癌藥物的開發授權給予了海正藥業。由於跨國製藥公司在授權合約生

效後對中國業務的控制權較小，這種策略通常更適合於偏早期的（臨床前或

者臨床 I，II）專案，且把中國視為輔助市場的中小型藥廠。與此同時，中國

特有的臨床委託服務機構也為跨國藥廠迎來了新的機會。此類機構的經驗和

規模能為合作夥伴帶來中國本土研發的速度和成本優勢，但相對而言，則缺

少產品市場推廣的能力。對於那些既希望研發本土化，又希望在產品生命週

期內維持對自身產品控制和推廣的跨國藥廠而言，這些本土委託機構無疑是

合作夥伴的首選。與內部研發相比，這三種基於夥伴關係的研發模式展現出

了更強的靈活性及風險承受能力。 

此外，部分的中國製藥企業更傾向於提升自身的研發能力，而一些中國外包

研究機構則更願意採納明確的風險分擔合約。合夥模式雖然有多種形式與組

成，然而確定最終的合作方案前需要權衡各式的策略依據。  

挑戰與應對策略 

雖然基於合作夥伴的研發模式有較大的潛在利益，但它們在中國仍然面臨諸

多傳統和系統性的研發挑戰，通常需要費時多年才能克服。因此，企業需要

研擬謹慎的對策來因應這些挑戰。 

跨國藥廠在中國市場面臨的第一個主要挑戰源於本土與成熟市場在智慧財產

權法規和產業標準上的巨大差異。這些差異主要體現在相關政策的執行力度

和統一性等方面，結果往往是跨國藥廠對在本土開發項目和建立合作夥伴關

係的取決上舉棋不定。決策者應基於風險承受能力設立研發目標，並且探索

步步為營的合作模式，從而培養彼此的信任和熟悉程度，為長期的研發策略

投資奠定基礎。 

Pfizer近期的舉措不同程度地揭示了該模式的效益。首先該公司透過積極主

動地參與本地機構的臨床試驗設計，旗下產品 Xalkori (克唑替尼)得以利用

CFDA的快速通道，比其他藥品更快地進入了中國市場；同時，他們與中國

公司投資建立合資企業，獲得了更多的發展機會，如與本地研究組織達成資

助協定及特定治療領域的創新專案和非專利藥品開發等等。這種分步進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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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降低了整體風險，同時凸顯了對中國及其合作夥伴的長期承諾。另一個

關鍵的挑戰是，中國研發領域的人才短缺的現象依然存在。由於缺乏相關工

作經驗，許多專業領域，如藥理學和病毒學等等方面的人才仍然嚴重缺失。

同時，中國本土的研發管理人才缺口也在擴大。他們往往是帶領團隊推動本

土專案發展的關鍵力量。因此，在發展合作關係的時候，無論是出於專業領

域或是綜合能力的考慮，跨國藥廠都應優先考慮評估雙方能力的互補性，最

大限度地縮小現有的人才缺口。 

華大基因研究所與幾大跨國藥廠在基因轉化研究方面的合作夥伴關係可以作

為上述實踐的最佳例證。跨國藥廠利用華大高度專業化的基因組資料生成和

分析能力，協助其發現關鍵的疾病（如 B型肝炎病毒誘發肝癌）的機轉。此

外，一波新的創新型生物科技公司（例如：百濟神州），憑藉其成熟的研發

執行能力，吸引了投資基金的投入和跨國藥廠的合作關係。最後，中國醫療

保健市場的持續改革將不斷創造新的挑戰和機會。清晰完善的合作管理結構

是成功應對改革浪潮的一大關鍵要素。明確的共同目標、清晰的分工以及建

立在合理分配利益基礎上的管理結構是合作夥伴關係取得成功的必要條件。 

Merck與先聲藥業合資公司證明了有效管理結構的重要性。據熟悉人士稱，

儘管該合資企業擁有開發推廣治療心血管和代謝疾病品牌藥物的策略和營運

優勢，但其管理結構難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成為合資公司發展過程中的

障礙，並最終導致了公司的瓦解。總而言之，在發展以合作為中心的研發模

式的過程中，跨國藥廠需參考以下準則: 

 分段式地運用投入與產出相符的研發模式創造與市場共同發展的靈活性 

 以能力為導向的思維方式確保做出最佳的合作模式和夥伴決策 

 採用強有力的治理結構以確保合作的靈活性和長期一致性 

總結和展望 – 本土化的研發模式 

中國醫藥研發格局的加速轉變將進一步地提升本土企業的研發能力，加劇創

新專案的競爭並為海外藥品臨床研究在中國的監管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這

對跨國藥廠以成熟市場為中心的傳統研發模式帶來了挑戰，變革已迫在眉

睫。在這一動態的格局中，透過合作夥伴關係，加強利用中國當地領先企業

多方面的能力，能遊刃有餘地為合作雙方創造更多的價值。但是，要更充分

地利用該模式，決策者需要採取一種更為均衡的投資方式，針對性地培養能

力，從而創造最大價值。 

發展一個成功的本土研發模式是一項令人振奮的挑戰。儘管前路仍有崎嶇，

但隨著中國政府積極推動本土研發創新提升醫療的品質和服務水準，該模式

必將迎來發展的趨勢和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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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藥成果漸顯 

台灣在新藥開發上呈現滿壘，雖不保證每家公司都會成功

跑回本壘得分，但公司愈多，成功機會就愈高。新藥在臨

床早期也可授權，台灣多家公司已有授權金收入，尤其目

前已有如中橡，智擎等新藥公司成功在國際市場取得藥

證，每年均有不錯的權利金收入，顯示台灣新藥開發逐漸

迎來豐收的時刻。 

先有市值，才有產值 

資本市場上，產值與市值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也應用在不同階段的評估。以

科技管理角度而言，在技術開發耕耘期，市場尚未打開，但已經有國際前例

可評估技術價值時，產業會先有市值才有產值，也就是股市會領先肯定其技

術潛力，資金再大量投資該產業的研發、生產和製造之後，產品才能陸續上

市，產生初步的營收。 

而當某類技術已被普遍使用時，產業進入成熟期，產品被一般消費者廣泛接

受，工廠大量出貨，此時會創造豐厚的產值，另一方面，毛利率也因競爭者

眾而快速下跌。這現象適用於各種高科技產業，例如半導體、個人電腦、手

機產業等等。 

美國新藥公司與製藥企業市值與本益比表現大不同 

生技製藥業分成開發新藥的生技公司和以銷售為主的製藥公司；新藥公司主

要開發創新的治療藥物，解決現今未有良好治療方法的疾病，故價值高於以

行銷為主的製藥公司，此由美國股市市值可以獲得驗證。若審視美國的生技

公司，大部份都沒有產值，但是創新藥品已引領市值達到數十億美元之列。

反觀台灣大多數的癌症新藥公司，市值不到 50 億新台幣者比比皆是，以技術

論之，並不亞於美國同儕。台灣生技股市資金過度集中於少數公司，美國生

技發展雖有類似情形，但當產業出現更多成功案例時，就會回歸正常。 

至於 Pfizer，Merck，Novartis 等跨國藥廠主要以行銷為主，因缺乏創新亮

點，本益比不高。因此不宜將生技與製藥這二個不同營運模式的產業混為一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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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技業的產值主要自於醫療器材、原料藥和學名藥 

根據經濟部 2015 年的生技白皮書指出，台灣 2014 年生醫產業營業額

2886億元新台幣，其中醫療器材貢獻 43％、製藥占比 29％、應用生技 28

％，生技產值雖不如電子，但生技產品門檻高，產品壽命較長，一旦取得市

場門票，通常可以有好幾年的高毛利期  

台灣生技產值主要由醫療器材、學名藥、和原料藥貢獻，因為這幾個次產業

基本上台灣採取的是「模仿加改良」的競爭模式，不需投入太多研發，所以

十幾年下來已在營收上驗證成績。醫材的代表公司有血糖計的泰博、為嬌生

代工手術器械的鐿鈦、進入國際醫療院所供應鏈的邦特和太醫等等；在原料

藥方面，多年努力，已建立穩定國際客源和營收的原料藥公司有旭富、神

隆、生泰。而學名藥所指的是生產和銷售專利過期藥物的公司，台灣本土知

名公司有永信、東洋、杏輝、東生華等等。其中東洋因早就體認到學名藥毛

利日漸低下的瓶頸，於 2004年投資扶持智擎生技，經過十餘年，智擎生技

已成為台灣第二個收取權利金的新藥公司。 

台灣新藥成功取證的案例分享 

新藥開發可以解決疾病問題或延長人類壽命，生命無價，故價值高於任何產

業。若以企業競爭而言，新藥開發受惠於歐美的法規獎勵，創新藥物的全球

獨家販售期即使在專利過期後，還有五年到十年的法規保護，這種十年無競

爭者的局面只會發生在新藥公司，而不是學名藥或醫材公司，更是電子產業

無法想像的市場保護，無怪乎全球皆競相投入新藥開發。 即使成功率只有三

到五成，也值得一試。基亞和浩鼎的臨床試驗失敗雖然引起全國關注，但是

台灣只有 2,300 萬人口，有新藥開發能力和參與臨床實驗的人才僅數千人，

以人口的比例觀之，台灣新藥成功案例其實比其他國家亮眼。 

台灣新藥成功案例有： 

 成功通過國際臨床三期，取得國際藥證者計有中橡公司的遺傳疾病用藥、

寶齡富錦的腎臟用藥、和智擎的癌症用藥。 

 成功完成台灣臨床三期實驗，規劃國際臨床者，包括德英的癌症用藥、東

生華的類風性關節炎用藥、懷特的癌因性疲勞減緩針劑。 

台灣在新藥開發上呈現滿壘，雖每家公司不一定會成功跑回本壘得分，但公

司愈多，成功機會就愈高！台灣的新藥開發公司已非幾年前的形單影支，資

本市場的支持與信心將讓更多的生技公司有資金可以聘用國際人才，加速藥

物開發。 

 



                                                                                                    

                                                                                                          18 
  

新藥研發模式白皮書 2016 | 台灣新藥成果漸顯

 新藥在臨床早期就可授權 

由於新藥開發費時耗力，所以國際遊戲規則是只要臨床有進展，就有權利金

收入，換言之，如果生技公司有國際經驗和藥物開發效率，每隔 2~3 年就有

授權機會。而且在臨床一二期時，就可授權，並非一般普遍認知的只有臨床

三期才能授權，以下為各授權案例。 

台灣第一個成功授權案例是 2000 年中橡轉投資的孤兒藥，2006 年在臨床一

期時即獲得第一筆權利金收入，總授權金總額高達 4.2~8.2 億美元，在整個

全球新藥授權金排行上非常亮麗。該藥物的開發過程還被拍成電影，可惜台

灣投資者沒有注意到這起成功案例。 

近期授權金額最高的是智擎的癌症用藥產品，總金額達 2.66 億美元，智擎分

階段每年均有幾百萬至數千萬美元的權利金收入。其次是尚在臨床三期的中

裕新藥，總授權金額也有 2.2 億美元，不過中裕不以直接收取短期現金為目

標，而是寄望藥物上市後的高比例分潤（營收的 52%）。其他還未完成臨床

實驗的公司也可於臨床一期或二期授權，並有權利金收入，例如以醣分子為

單株抗體開發標的的醣聯。 

結論 

新藥開發是全球競爭如火如荼的領域，台灣耕耘三十多年來，好不容易吸引

國際大藥廠的高階主管共襄盛舉。2016 年第一季浩鼎解盲風暴之後，資本市

場一度人心惶惶，投資新藥研發的信心驟降，解盲成功與否成為市場評估新

藥成功價值的主要指標。台灣尚有許多優秀的新藥公司持續投入，即使臨床

試驗失利也只是研發的過程之一。臨床失敗在檢討原因後，仍然可以重新設

計臨床實驗，找對該藥有反應的病患重新進行臨床實驗，捲土重來的成功案

例在國際也屬常見。努力改進後重新挑戰，台灣新藥公司將有更大的發展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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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勤業眾信生技醫療產業服務團隊 

虞成全 會計師 Robert Yu   

生技醫療產業負責人/生技製藥子產業負責人 

royu@deloitte.com.tw 

簡明彥 會計師 Steven Chien 

醫療器材子產業負責人 

stechien@deloitte.com.tw 

龔則立 會計師 Jerry Gung 

醫療照護子產業負責人 

jerrygung@deloitte.com.tw 

許瑞軒 會計師 Stephen Hsu 

農業生技子產業南區負責人 

stehsu@deloitte.com.tw 

黃毅民 會計師 Ian Huang 

農業生技子產業北區負責人 

iahuang@deloitte.com.tw 

陳惠明 會計師 Thomas Chen 

稅務服務 

thomaschen@deloitte.com.tw 

潘家涓 執行副總經理 Maggie Pan 

財務顧問服務 

mpan@deloitte.com.tw 

吳佳翰 執行副總經理 Chia-hen Wu 

風險諮詢服務 

chiahwu@deloitte.com.tw 

苗德荃 副總經理 Alvain Miao 

管理顧問服務 

alvainmiao@deloitte.com.tw 

黃詩芳 專案經理 Shevon Huang 

生技醫療產業專案管理 

shhuang@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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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德勤全球 

Deloitte（"德勤"）泛指德勤有限公司（一家根據英國法律組成的私人擔保有限公司，

以下稱德勤有限公司("DTTL"))，以及其一家或多家會員所。每一個會員所均為具有獨

立法律地位之法律實體。德勤有限公司（亦稱"德勤全球"）並不向客戶提供服務。請參

閱 www.deloitte.com/about 中有關德勤有限公司及其會員所法律結構的詳細描述。

德勤為各行各業之上市及非上市客戶提供審計、稅務、風險諮詢、管理顧問及財務顧問

服務。德勤聯盟遍及全球逾 150 個國家，憑藉其世界一流和優質專業服務，為客戶提

供應對其最複雜業務挑戰所需之深入見解。德勤約 220,000 名專業人士致力於追求卓

越，樹立典範。 

 

關於勤業眾信 

勤業眾信（Deloitte & Touche）係指德勤有限公司（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Limited）之會員，其成員包括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勤業眾信管理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勤業眾信財稅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股份有限公司、德勤

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德勤不動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及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勤業

眾信以卓越的客戶服務、優秀的人才、完善的訓練及嚴謹的查核於業界享有良好聲譽。

透過德勤有限公司之資源，提供客戶全球化的服務，包括赴海外上市或籌集資金、海外

企業回台掛牌、中國大陸及東協投資等。 

 

關於本出版品 

本出版物係依一般性資訊編寫而成，僅供讀者參考之用。德勤有限公司、會員所及其關

聯機構(統稱"德勤聯盟")不因本出版物而被視為對任何人提供專業意見或服務。對信賴

本出版物而導致損失之任何人，德勤聯盟之任一個體均不對其損失負任何責任。 

 

©  2016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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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oitte Global Profile 

Deloitte refers to one or more of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Limited, a UK 

private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DTTL”), its network of member 

firms, and their related entities. DTTL and each of its member firms are 

legally separate and independent entities. DTTL (also referred to as “Deloitte 

Global”) does not provide services to clients. Please see 

www.deloitte.com/about for a mor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DTTL and its 

member firms. 

 

Deloitte provides audit, consulting, financial advisory, risk management, tax 

and related services to public and private clients spanning multiple 

industries. With a globally connected network of member firms in more than 

150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Deloitte brings world-class capabilities and 

high-quality service to clients, delivering the insights they need to address 

their most complex business challenges. Deloitte’s more than 220,000 

professionals are committed to making an impact that matters. 

 

Deloitte Taiwan 

Deloitte refers to one or more of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Limited, a UK 

private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nd its network of member firms. 

Deloitte & Touche, the only member firm of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Limited in Taiwan, is part of a broader network including Deloitte & Touche 

Consulting Co, Deloitte & Touche Tax Consulting Co., Ltd, Deloitte & Touche 

Financial Advisory Co., Deloitte & Touche Risk Management Advisory Co., 

Ltd, Deloitte & Touche Real Estate Consulting Co., Ltd, and DTT Attorneys-

At-Law. 

 

The professional services provided by Deloitte Taiwan include timely updates 

on regulatory changes,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integrated financial 

advisory services, and solutions to enhance competitive strength. Deloitte 

Taiwan holds a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the market and provides globalized 

services and resources to help its clients in overseas IPOs, fund raising, 

listing in Taiwan by foreign issuers, IFRS compliance, China and ASEAN 

investment services, etc 

 

Disclaimer 

This communication contains general information only, and none of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Limited, its member firms, or their related entities 

(collectively, the “Deloitte Network”) is, by means of this communication, 

rendering professional advice or services. No entity in the Deloitte network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any loss whatsoever sustained by any person who 

relies on this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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