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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年勤業眾信（Deloitte）的全球生技醫療產業研究團隊都會發布生命科學（Life Sciences）

產業及醫療照護（Healthcare）產業的展望報告，透過全球網絡蒐羅彙整主要市場的生技醫療

產業趨勢，並歸納出全球生技醫療產業的重要議題及未來趨勢。 

回顧 2015 年，歐美日等成熟國家經濟復甦緩慢、油價持續下跌、債務升高、人民幣貶值，加

上美國將面臨 2016 年總統大選後政策變化，將影響未來生技醫療政策走向。同時，為了削減

醫療保健支出，許多國家也正積極推動聯合照護系統，積極提高醫療照護保險的覆蓋率。在這

快速變動的大環境下，併購整合不約而同成為生技醫療廠商的核心策略。而免疫治療、精準醫

學、及大數據分析等技術發展也逐漸成熟，為疾病治療及醫療照護帶來創新的模式。 

綜觀台灣生命科學產業在 2015 年的發展，受到經濟不確定性及健保的藥價管控影響，整體市

場成長幅度相當有限，廠商乃專注於利基產品線的開發或聚焦高毛利及海外市場的拓展；但因

2015 年一些台灣新藥開發公司的產品在臨床開發上陸續有重大進展，國際能見度漸開，加上

2016 年台灣正逢新舊政府轉換，期盼在新政府領導下，生技醫療產業將有一番新的氣象。 

本篇報告除了網羅全球產業趨勢，也納入台灣生技醫療產業觀點，尤其在新政府上台後，生技

醫療領域是備受期待的重點產業。誠摯地希望本篇報告能帶您概覽全球及台灣生技醫療產業重

要趨勢，並彙整年度重要議題分析文章，提供您擘劃企業未來方針的參考。我們期待看見越來

越多的台灣生技醫療廠商，在 2016 年順利往「亞洲盃」，甚至是「世界盃」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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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醫療保健支出預測 

 

隨著老齡化人口比例增加、慢性病罹患率的成長、消費者財富及生活水準的提升等因素驅

動下，以及亞洲及中東等新興市場的經濟及人口持續成長，將引領 2019 年醫療保健支出的增

加。 

近年全球各國經濟及政策的不確定性高，醫療保健市場仍持續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及醫

療服務價值等壓力下，預計 2015~2019 年全球醫療保健支出將以 4.3%的年成長率增加，其速

度明顯低於 2009 年經濟衰退以前的水準，此外，2019 年全球醫療保健支出佔 GDP 比重也預

計將減少 10.1%。  

 

圖一、全球及各區域醫療保健支出成長比較 

 
資料來源：勤業眾信（Deloitte）, " 2016 Global Life Sciences Outlook" 

2015~2019年醫療保健支出複合成長率 4.3%

亞洲

西歐

中東

全球

拉丁
美洲

北美洲

過去幾年經濟不穩定，導致全球政府嚴格管控醫療支出，全球醫療保健支出的成長逐漸趨

緩，但中東及亞洲等新興國家經濟及人口成長，同時在高齡化社會的醫療需求和慢性疾病

增加等趨勢下，預測未來 2015~2019 年全球醫療保健支出的年複合成長率將維持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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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產業觀察 

 

全球生命科學市場規模概覽 

全球生命科學市場可分為三大領域：化學藥品（Pharma）、生物藥品（Biotech）及醫療

器材（Medtech）市場。化學藥品市場規模最大，2015 年達到 1.1 兆美元，但受到美國醫療支

出預算緊縮及新興國家經濟不穩定的影響，年成長率從以往的 4~5%降到 2.7%。但在長期高

齡化及慢性病人口成長的推動下，預估全球市場在 2019 年可望達 1.4 兆美元。生技藥品市場

則在暢銷生技藥品加持，以及創新抗體藥物陸續上市的刺激下維持高成長表現，在

2015~2019 年之間，預期市場規模將從 3,110 億美元成長為 4,450 億美元。 

醫療器材市場在 2015 年約 3,690 億美元，受限於政府預算管控而呈負成長，預計 2019

年成長至 4,540 億美元。體外診斷（In vitro diagnosis, IVD）約佔全球的 14%；伴隨式診斷

（Companion diagnosis）近年在各國鼓勵下快速發展。 

圖二、全球生技、製藥及醫療器材市場 

 

資料來源：勤業眾信（Deloitte）, " 2016 Global Life Sciences Outlook" 

 

生技藥品
3,110 億美元

醫療器材
3,690 億美元

化學藥品
1.11 兆美元

2015 年經濟不景氣導致全球政府嚴格管控醫療支出的成長，撙節措施紛紛出籠，因此生命

科學產業三大支柱：生技、製藥及醫材產業的市場成長率都降到谷底。但在新興國家經濟

及人口成長、醫藥支出可望增加，同時在高齡化社會的醫療需求和慢性疾病增加等趨勢

下，未來全球生命科學產業仍有成長動能。 

台灣產業面對三缺：缺乏國內市場成長空間、缺乏國際佈局視野、以及缺乏投資早期研發

的資金來源，導致新創公司存活不易，成熟廠商則須積極尋求成長機會。近年我國製藥及

醫材廠商在全球布局累積了些許經驗；台灣生技新藥廠商帶著創新技術叩關海外，也獲得

不錯的成績。展望 2016，由於全球及台灣經濟及法規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加，台灣生技、醫

藥及醫材產業在未知的風險當中仍有樂觀的一面。未來期盼在新政府領導下，能加值生技

醫療產業，帶動台灣產業轉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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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廠商動向來看，由於藥品研發成本日漸高漲，近年跨國藥廠透過產品組合改造、併購授

權交易、成本控制等策略來因應，而 2014 年以來因免疫療法技術突破，Merck 和 GSK 的免

疫檢察點(Immune Checkpoint)藥品順利上市，亦帶動其他跨國藥廠及生技公司積極跨入免疫

療法的合併治療開發。此外，醫療器材廠商積極整合行動技術、感測技術、資料分析及人工智

慧等領域，提供更完整的醫療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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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命科學產業趨勢 

一、快速轉變的市場環境 

綜觀全球生命科學市場，在 2015 年經濟議題對整體市場成長的影響甚為明顯。展望 2016

年，歐美日等成熟國家經濟復甦緩慢，新興國家的成長率也下降，再加上 2016 年如美國等將

面臨大選，其政策將影響未來保險給付及藥品價格控制措施的走向。由於巴西、墨西哥、俄羅

斯的藥品需求仍持續增加，預期 2016 年這些新興國家將成為全球醫藥市場成長的主要推力。

另外，一些國家積極推動全球性或聯合性的照護系統，如美國可負擔照護法案（US Affordable 

Care Act）、以及中國的新醫療改革政策等等，藉由擴增公共或私人健康照護系統的覆蓋率以

降低病患自付額費用，讓病患更容易取得及負擔醫療服務。 

另一方面，稅務規劃對藥廠的重要性也隨著全球市場環境漸趨複雜而越來越高，包括稅務

風險、移轉訂價、公司稅、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BEPS）、

併購/策略聯盟等等。2015 年上半全球已有 304 件醫藥併購交易，總交易金額達 2,210 億美

元；與 2014 年同期的 620 億美元比較已大幅成長。近期最著名的案例就是輝瑞與愛力根的併

購案，若成功合併，將成為醫藥業最大的稅負倒置（tax inversion）收購案。 

二、醫療成本壓力帶動醫療服務改革 

全球政府為了掌控成長的醫療支出，已趨向改革原有的醫療照護系統，而政府及私人健康

保險公司也積極提出如價值導向之照護、處方建議轉向學名藥及生物相似性藥品的使用等等。

伴隨式診斷（Companion Diagnosis）則是近期興起的熱門議題，伴隨式診斷是在特定的疾病

領域，透過檢測診斷工具的使用，搭配給予特定的生技藥品以提高治療效率。由於生技藥品單

價偏高，伴隨式診斷可提高用藥的準確性，有可能降低醫療費用，因此受到歐美國家政府的歡

迎。 

三、創新技術及醫療服務模式的發展 

自從美國在 2015 年經由歐巴馬總統宣示將鼓勵精確醫療的發展，一些新的藥物及療程逐

漸浮上檯面。近期最熱門話題如 CAR-T 免疫治療、大分子抗體藥物如免疫檢查點抑制劑 

（Immune Check Point Inhibitors）的 CTLA-4 和 PD-1 藥物等等，為癌症病患提供更有效的

治療。 

此外，數位及行動技術的發展，加上大數據分析技術成熟，搭配病患及醫學資料庫的建

立，將大幅改變未來的醫療模式。尤其如遠距醫療照護（Telehealth）、行動醫療照護

（mHealth）、穿戴式裝置（wearables）及社交媒體的成熟將推動數位醫療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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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持續變動的法規及風險 

各國政府持續加強對生命科學廠商的生產標準及藥品資料管理，如臨床試驗流程管理等

等。歐盟正籌備實施新藥品識別標準，又被稱為醫藥產品辨識（ Identification of Medicinal 

Products, IDMP）。IDMPs 允許藥品資訊擁有國際統一的標準及格式，未來採用 IDMPs 標準

的國家在藥品資訊交換及查詢上將更加方便。另外，在新興市場如中、印等國家的假藥快速增

加是一個嚴重的議題。 

隨著近年醫療逐漸數位化，許多醫療器材廠商也跨入行動化醫療器材的開發，因此如雲端

基礎運算的資訊安全、雲端系統使用的監管、醫療電子安全顧慮、大數據管理、第三方存取、

特殊權限存取（Privileged access）等議題也逐漸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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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命科學產業趨勢 

一、國內市場成長空間有限，廠商聚焦高毛利及海外市場 

醫藥上游方面，原料藥廠在 2015 年進行產能調整，導致全年產值及營收表現與 2014 年

相比大為減少，然而國際原料藥市場需求仍舊熱絡，短期產能調整的影響在 2016 年可望逐漸

恢復。台灣學名藥廠商因健保市場在價格管控措施下難有新的成長空間，反而在利基產品（如

特定劑型）或高毛利市場（如專科用藥或特殊用藥等）的發展逐漸走出自己的特色，在海外市

場如中國、日本、東南亞及美國等等也都小有成績，2016 年將會是持續拚搏的一年。台灣醫

療器材市場面臨相似的挑戰，因醫院市場成長空間不大，非醫院通路產品如血糖計廠商的營收

成長主要來自外銷的拓展，隨著美國市場復甦及中國通路的布建，將帶動銷售增加；隱形眼鏡

廠商則預估在 2016 年仍將維持熱銷，持續創造營收。 

二、新藥早期研發募資不易，技術交易考驗台廠跨國談判能力 

對於研發階段急需資金挹注的新藥公司而言，由於國內創投及資本市場的投資者偏好研發

階段進入中後期，風險較低的新藥公司，不利於產品開發還在初期的新藥公司籌措資金。即使

國內有創投業者投資早中期研發的，但近期新創公司不少，恐需更系統化的早期募資機制以協

助這些新創企業成長。另外， 2016 年的資本市場仍是研發中後期的生技新藥公司活躍的舞

台。 

在國際發展上，2015 年台灣新藥公司也有新的斬獲，如中裕新藥及心悅生醫陸續獲得美

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認定具「突破性療法」，加速取得完成審查的門票；國鼎獲得

孤兒藥認證，藥華、杏國、台睿及太景等在臨床試驗也有新進展。隨著國際曝光的增加，國際

合作授權談判也將是台灣新藥公司必須面臨的挑戰，如公司評價、財務評估、跨國稅務及移轉

訂價等等，都是談判初期就該納入規劃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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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護產業觀察 

 

全球醫療照護產業趨勢 

全球醫療照護產業與民眾健康及社會福利息息相關，因此醫療照護產業涵蓋政府、醫療服務提

供者（如醫療院所）及保險提供者（如公辦健康保險單位或是私人醫療保險公司）等。全球各國的

醫療給付體系大不相同，如美國除了 Medicare 之外，私人醫療保險公司在給付體系中也扮演關鍵的

角色；而台灣則是以全民健康保險為主要醫療給付系統。 

過去幾年受到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各國政府及醫療給付系統開始縮減預算或提出醫療費用

樽節措施，以減緩醫療照護支出上升速度，同時，醫療照護體系的營運效率及成本也大受考驗，因

而許多國家紛紛提出醫療改革，引入價值導向的醫療給付系統。尤其行動技術及大數據分析引入醫

療照護體系之後，更帶動資訊的流通及整合，加快轉型的腳步。2016 年的全球醫療照護產業在這些

議題的圍繞下，可分成三大趨勢：資源整合、價值導向給付系統及建立高效能照護體系。 

一、資源整合 

為了贏得市場競爭，醫療照護產業的財務挑戰漸趨嚴峻，加上美國、中國等政府力推醫療制度

改革，醫療照護相關業者為了擴大服務內容，創造經濟規模並提升營運績效，近年乃開始藉由併購

整合或產業合作。例如美國最大的私營健保公司聯合健康集團（United Health Group），於 2015 年

斥資 132 億美元，收購藥物福利管理公司 Catamaran Corp，透過擴張提高對藥廠的價格談判能力。

美國醫療巨頭國歌（Anthem Inc.）也在同年以 494 億美元，收購了競爭對手信諾保險（Cigna 

Corp），成為美國醫療保健行業併購潮中最大的一筆交易。國歌公司以美國為主要市場，信諾保險則

涵蓋美國及海外保險業務，這樁併購不僅讓國歌公司跨足海外，也進一步提高公司對藥品價格的議

價能力。 

由於病患取得疾病資訊的管道不再只限於醫院及醫生，對疾病及療程認識大幅增加，提升了病

患對療程的參與程度。而在醫院體系之間，透過資源及資訊的整合與串聯，醫療服務提供者可提高

從 2015 年趨勢來看，全球醫療照護產業將朝三大方向邁進，包括「資源整合、價值導向給付系

統及建立高效能照護體系」。各國為了因應日漸增加的醫療保健支出，紛紛祭出撙節措施與醫療改

革，並透過智慧裝置及大數據分析，促進資訊流通整合，以精確提昇醫療品質與營運效率。 

衛福部 2016 年發布《2025 衛生福利政策白皮書》，指出台灣人口高齡化問題已愈趨嚴重；國發

會估計 2017 年老年人口將增為 14%，2025 年再增至 20％。台灣將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不

過目前台灣醫療照護仍偏向成本導向及論件計酬的傳統醫療管理模式，資源分配不均及人力短缺

問題嚴重，未來醫療照護產業應朝「產業轉型」及「發展長照」邁進。而如何整合業內資源、完

善產業環境，將是新政府的重責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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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品質及行政的透明度，採購流程也會趨於標準化，避免高層單一決策。 

二、引入價值導向給付系統 

傳統醫療服務為成本導向及論件計酬的管理方式，因此醫院傾向以增加服務量來分攤單位成

本，例如透過大宗採購提高議價力、改善病歷管理、控制人力成本或提升臨床效率。然而，醫療成

本提高使傳統營運模式面臨極大挑戰，部分國家在政府或保險機構的推動下，逐漸採用創新的「價

值導向」的給付系統。 

價值導向給付系統最主要的精神是除了成本考量外，也應將醫療品質及成果納入評估指標，按

照醫療表現成果給付（Volume to Value）。因此，醫療成效愈好所獲給付也愈高。價值導向給付系統

將大幅改變醫院及醫療體系生態，美國、英國等國家已陸續推動，後續成果仍在持續觀察當中。 

三、高效能醫療照護體系 

隨著醫療成本的增加，政府、醫院及保險方將需要提升醫療照護的營運效率，提高照護品質，

降低單位成本，並找尋更好的方式來將有限資源發揮最大的價值。因此不僅是美國、歐盟及中國等

國家政府在醫療制度及法規上力行各項改革，一些國家積極推動聯合照護系統，如美國可負擔照護

法案（US Affordable Care Act），俗稱「歐巴馬健保」（Obama Care），目的是要削減醫療保健支

出，並提供全民都能負擔的健保照顧以及中國的醫療改革等等，藉由擴增公共或私人健康照護系統

的覆蓋率以降低病患自付額費用，讓病患更容易取得及負擔醫療服務。 

另外，智慧裝置及大數據分析的發展，也讓政府注意到這類新技術在醫療領域之應用，以提升

全民健康管理及管控醫療照護成本。行動技術及大數據分析引入醫療照護體系之後，資訊的流通及

整合速度大幅提升，加快醫療模式轉型的腳步。美國政府的可負擔健保法案當中，開始推動藉由穿

戴式裝置來達成遠距居家醫療、復健與預防醫學等管理。日本於 2015 年推動醫療領域數位化，並鼓

勵推動遠距醫療；歐盟也在 2014 年針對行動醫療所可能產生的問題，進行公眾諮詢（Public 

Consultation），解釋近年醫療數位化雲端運算、資安、監管等議題。雖然行動醫療仍在發展當中，

隨著近年醫療數位化，如雲端運算、醫療電子安全顧慮、大數據管理等議題也日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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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醫療照護產業趨勢 

台灣衛生福利部於 2016 年一月發布的《2025 衛生福利政策白皮書》中指出，台灣人口老化問

題已愈趨嚴重，2014 年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 12.06％，占醫療費用總支出高達 33.99％。依國家

發展委員會對於人口結構變動推估，2017 年老年人口將增為 14％，將邁入高齡社會；2025 年再增

至 20％，邁入超高齡社會。因應老化的人口結構、高漲的醫療成本以及行動技術的普及，台灣醫療

照護產業有兩大熱門議題：醫療模式轉型及長期照護永續經營。 

一、醫療照護模式轉型 

台灣的醫療水準及醫院管理制度在亞洲國家中相比並不差，甚至近年台灣公私立醫院也積極成

立專業團隊，西進輔導中國醫院通過國際評鑑。但台灣傳統醫院管理模式「重量不重質」的特性，

導致醫療體系面臨資源分配不均、醫事人員過勞及人才流失的瓶頸，諸多因素促使台灣醫療產業須

積極轉型。我國雖然在未來政策規劃將醫療成果等價值面指標納入考量，短期內仍難以突破實行多

年的成本導向及論件計酬的思維，這也會是現階段台灣引入價值導向思考的主要障礙；另一角度來

看，如何落實各級醫療體系之間的資源整合，將是一項重大挑戰。 

此外，由於醫院供應鏈管理及資訊數位化等趨勢的發展，也將加速推動醫院內部資源整合。目

前大多數醫院已建置自有的電子化病歷，但其資訊系統並未水平或垂直整合，未來可持續強化物聯

網技術與大數據分析，提升醫療成果並減少資源浪費。醫療品質及經營效率，是台灣醫療照護產業

環境面臨迫切改革及轉型，需持續研議的課題。 

二、長期照護產業的永續經營 

由於人口結構改變，台灣預估在 2025 年將邁入超高齡社會，長期照護在醫療照護需求將遽增。

然而，在法規及市場因素影響下，台灣長照產業面臨人力資源短缺、照護品質有待提升與缺乏長期

財務支持的問題，使產業發展面臨極大挑戰。因此我國即將上任的新政府在未來政策規劃上，傾向

推動社區化的長期照護系統，涵蓋長期照護以及健康管理功能，並希望以稅收財源來支持長期照護

系統。 

從私人長期照護機構來看，品質良莠不齊，且發展尚未完整。如能參考日本長期照護產業，按

照需求分成不同照護等級，訂定不同給付標準，強化資源利用效率，並進一步創造服務價值，維持

穩定財務，將可望帶動醫養結合的周邊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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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議題 

 

生技新藥公司技術入股緩課稅 應先評估稅負再決定是否緩課 

政府為鼓勵生技新藥開發，促進其研發成果能有效流通及應用，並有利於生技新藥公司引進新

的技術團隊，過去在「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中，針對技術投資人員及高階專業人員的技術作價

入股，訂定延緩課稅規定。 

目前技術入股常見方式包括直接技術作價入股、投資人溢價增資、員工認股權證、員工分紅入

股或發行限制行股票等，依法以技術等無形資產作價抵充出資股款者，屬於財產交易所得，應申報

所得稅。而「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技術入股緩課稅規定，則是將「技術作價」的課稅時點，可

延緩到「股份轉讓」時。 

雖然該規定可延緩繳稅時點，但在目前技術入股緩課規定下，緩課者需以轉讓時價、扣除取得

成本後，將差額全數認列為「財產交易所得」；非緩課者則於取得時、扣除取得成本，認列財產交易

所得。而日後轉售時，取得時價與轉讓時價的差額，則為「證券交易所得」，故在現行規定下為免

稅。如此，緩課者可能面臨高額稅負之虞。換句話說，未來緩課所得實現時，若股價漲得愈高，未

來股票轉讓時所衍生的所得稅負也可能會愈高。因此生技新藥公司的技術股東於技術作價入股時，

應先評估緩課後的稅負成本，再決定是否緩課。 

另一方面，若生技公司不符合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之適用範圍，但符合產業創新條例之認定

條件，也可適用產業創新條例修正後的緩課規定。台灣立法院 2015 年底三讀通過產業創新條例修

正，增訂第 12 條之 1 智慧財產權作價入股延緩課稅規定。如生技公司為智財權入股上市櫃或興櫃公

司，按產創條例智財權入股緩課規定，實現的緩課所得是按出資當時所抵繳的股款計算，但緩繳所

得稅的期間，最多只能到認股年度次年起的第 5 年，但同樣的若在期間內將該股票轉讓或放入集

保，則仍須先於該轉讓年度課徵所得稅。以下將產業創新條例及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之緩課規定

比較如表一。 

 

 

生技新藥研發是高風險、高度投資的產業，早期研發階段到臨床試驗等每道關卡，都需面臨不同

稅務議題。勤業眾信生技醫療產業服務團隊提醒業者，技術作價入股應事先評估稅負成本，審慎

選擇課稅時點。此外，勤業眾信 2015 年底也向國稅局申請解釋令，確定台灣生技公司委託中國

業者研發測試新藥，其勞務報酬給付回歸台灣來源所得認定，可為台灣業者省下龐大稅負成本。 

觀察海外，2015 年 11 月輝瑞(Pfizer)與愛力根(Allegan)兩家藥廠宣布合併，促使美國政府與企

業之間的避稅問題浮上檯面，文中也將淺談生命科學產業的稅負倒置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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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產業創新條例及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所得稅緩課規定比較 

項目 產業創新條例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 

適用對象 一般技術投資人 技術投資人及高階專業人員 

所得稅緩課規定  93.1.1 起，依法以技術等無形

資產作價充抵股款者，超過取

得成本部分屬財產交易所得，

股東應依規定申報所得稅，無

緩課適用 

 92.12.31 以前已發生之技術入

股，於轉讓時就原充抵股款部

分扣除取得成本，於轉讓年度

按財產交易所得依規定申報所

得稅 

 技術投資人及高階專業人員取

得生技新藥公司發放之技術股

或認股權憑證執行時，免予計

入當 年度所得額課稅 

課稅時點  除 92.12.31 以前已技術入股之

技術股外，於技術充抵股款年

度課徵所得稅 

 上述股票於轉讓、贈與或作為

遺產分配時，須計算財產交易

所得課稅 

所得計算方式  股票面額或作價抵充出資股款

之金額 - 成本費用 

 技術入股：股票轉讓價格 - 成

本費用 

 認股權憑證：股票轉讓價格 - 

成本費用 -認股價格 

成本費用認定  個人得以股票面額或作價抵充

出資股款之金額之 30% 認定 

 技術投資人得以轉讓價格之

30% 認定 

 高階專業人員須自行舉證，核

實認定 

資料來源：勤業眾信,《創業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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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中國研發試驗 勞務所得回歸台灣來源所得認定 

生技業者若委託「外國事業」進行新藥研發，在我國境外進行研究、試驗，可依照財政部 96 年

12 月 7 日台財稅字第 09604548020 號令規定，不對外國事業課徵我國所得稅，企業也不必辦理扣

繳。然而，勤業眾信生技醫療產業服務團隊曾接獲企業諮詢，委託中國業者進行醫藥研發，因稅捐

稽徵機關常有認為「中國大陸事業非屬外國事業」而無財政部 96 年釋令適用，進而認為必須對中國

業者扣繳 20%，造成生技業者稅賦負擔。 

為解決業者的問題，勤業眾信向國稅局申請解釋，國稅局回應，認為應回歸台灣地區來源所得

認定，不受限於財政部 96 令釋，也就是說，未來我國生技業者委託中國業者研發測試，不必然需要

負擔龐大的 20%扣繳稅負。 

若是台灣生技新藥公司委託中國業者所進行的研究、試驗、測試等，活動均在中國大陸地區完

成，且符合「所得稅法第八條規定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第 10 點第 2 項後段規定情形，意

即：（一）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二）在中華民國境內有營業代理人，但

未代理該項業務；或（三） 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但未參與及協助該項業務，則該技術

報酬將不認列為台灣地區來源所得，而無須於給付時扣繳稅款。 

特別要注意的是，如果生技公司委託中國業者所進行的勞務行為，仍須經由台灣地區居住之個

人或營利事業的「參與及協助」才能完成，其中的勞務報酬仍是台灣地區來源所得，仍需要在給付

時扣繳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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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輝瑞與愛力根併購案淺談全球醫藥併購風向 

2015 年製藥業頭條新聞可說是輝瑞（Pfizer）與愛力根（Allergan PLC）的併購案。依

據雙方公司在 2015 年 11 月 23 日發布的聲明表示，董事會已通過這項併購提議，愛力根股

東每股將可換得新公司的 11.3 股，輝瑞股東則每股換得新公司 1 股、或選擇拿現金，交易

金額約達 1,600 億美元，預計在 2016 年完成。合併之後輝瑞投資人將擁有新公司 56％股

權，愛力根股東則擁有 44％。 

併購後新公司總部將遷至公司稅率較低的愛爾蘭，新公司仍由輝瑞執行長芮德（Ian 

Read）擔任 CEO，愛力根執行長桑德（Brent Saunders）則任 COO。合併之後的新公司

將一躍成為年營收超過 650 億美元的藥廠，輝瑞預計在 2018 年底前將新公司分為創新事業

與既有事業。雖然這起併購案在 2016 年四月初已確定破局，若成功，將成為全球近年最大

規模的稅負倒置（tax inversion）收購案。 

美國政府與企業為了公司稅開啟保衛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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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藥廠或是醫療器材公司均面臨來自股東

權益提升的獲利壓力，為了解決困境，稅負倒置併購便成為選擇方案之一，例如如 2014 年

6 月醫療器材公司美敦力（Medtronic Inc）併購愛爾蘭醫療器材公司柯惠醫療（Covidien 

Plc），不僅大幅擴大產品線，愛爾蘭低廉的稅率更是主要的誘因。 

美國財政部為了防杜這波企業海外逃稅潮，特別於 2015 年 11 月 19 日宣布新規定，禁

止美國公司透過稅負倒置避開企業稅。現行法律在美國公司股東在合併後的新公司持股低於

80％時，允許該公司進行稅負倒置交易，且整併後新公司的業務至少有 25％在新公司所在

國運作。美國政府的新規則指出，新公司必須是新公司所在國的納稅主體，且限制美國企業

向海外實體注資。然而美國財政部這一規定僅限於美國公司收購外國公司，這樁合併案從會

計上特意設計由愛力根併購輝瑞，故不在此限制範圍內。併購案公布之後，美國總統候選人

之一的希拉蕊及川普紛紛公開表達不滿之意。然而輝瑞這起併購案在藥業近年頻繁的併購活

動當中只是眾多案件中的一件，未來美國政府與企業之間的稅務角力才正要開始。 

藥廠併購仍聚焦於核心產品領域的拓展及深耕 

除了稅負倒置議題以外，全球製藥產業併購風向也已從傳統的 1+1=2 的模式，轉變為

併購後重新整頓業務，聚焦在核心業務的拓展。過去藥廠業務多角化，橫跨消費保健品、動

物用藥、專利藥、學名藥以及生技藥品等產品線，近年各大藥廠已開始透過切割或衍生公司

的方式處分非核心業務，再收購或合作來擴大核心領域的市場。如 2014 年全球第三大學名

藥廠 Actavis 收購生產肉毒桿菌素 Botox 為主的愛力根藥廠之後，反而將學名藥業務在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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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宣布將賣給 Teva。 

以往大型藥廠所掌握的產品研發能力已逐漸由新興生技製藥公司嶄露頭角，藥廠的營運

模式也轉為更加著重在市場經營及成本管理。輝瑞與愛力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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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輝瑞未來整頓併購後的新公司業務，可預見後續其他藥廠也將對其他非核心業務虎

視眈眈，將促成新的併購機會。輝瑞這樁併購案雖然建立在避稅的基礎點上，卻也再度彰顯

併購對大型藥廠已成為維持成長及利潤的主要策略性手段。 

短期內台灣生技製藥公司或許受到的影響並不明顯，但隨著亞太市場的興起、在國際製

藥產業的能見度提高以及與跨國藥廠的研發合作更加緊密，台灣生技製藥廠商已逐漸成為國

際中型藥廠布局亞太市場的標的之一，本地的新藥開發公司或將成為中型藥廠的併購授權目

標之一。唯有及早將國際併購或授權交易納入公司未來的經營方針當中並預做規劃，才能在

這波趨勢中抓到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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