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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相似性藥品的崛起 
一般而言，分子結構小的化學藥物透過化學合成即可生產，品質相對容易管控；生技藥品

是以結構複雜的大型分子所組成，乃透過基因工程處理過的活細胞培養生產後再純化而成，在

這種大分子結構之下，品質管控難度更高，造成生技藥品無論在研發或是生產上的技術門檻遠

高於一般化學藥物。早期的生技藥品如紅血球生成因子（Erythropoietin, EPO）、胰島素、以

及生長賀爾蒙等，近期暢銷藥物都是以結構更為複雜的單株抗體（Monoclonal Antibody, 

mAb）、細胞激素（Cytokine）及治療疫苗（Therapeutic vaccine）為主，在癌症、自體免疫

疾病及其他未被滿足的治療需求帶來新的突破。隨著生技藥品專利到期，生物相似性藥品商機

興起，但全球生技大廠在歐美市場布局完整，對於其他新進入廠商而言，新興市場成為新的潛

在機會。本篇報告將帶領您一探新興市場環境及商業模式，並探討台灣生物相似性藥品廠商的

發展動向及建議。 

暢銷生技藥品專利即將到期  

隨著全球暢銷藥物市場因專利到期，學名藥競爭崛起而導致營收下滑的影響，各家藥廠紛

紛將注意力放到成長快速的生技藥品市場。2013 年生技藥品營收已超過 1,500 億美元，預計

到 2020 年將達到 2,900 億美元，占全球醫藥市場約 27%；其中前幾大暢銷生技藥品 （如圖

1）將在近期面臨專利到期的威脅，加上各國政府對於醫藥費用高漲也開始祭出各種樽節措

施，包括增加價格較便宜的學名藥使用率，因此「學名藥」版生技藥品的開發也成為相關廠商

相繼投入的重點。 

圖一、全球暢銷生技藥品專利到期概況 

 
註：圓圈大小表示該藥品在 2014 年的全球營收規模 

資料來源：勤業眾信 (Deloitte Global)報告, "Winning with biosimilars", Glob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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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原開發生技藥品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的「學名藥」版生技藥品，在台灣稱之為生物相似性

藥品（Biosimilar），在中國則又稱為生物仿製藥。由於蛋白質複雜的結構特性，導致廠商在開

發「學名藥」版生技藥品時無法完全複製結構，包括歐盟、美國及 WTO 對於生物相似性藥品

的定義則以該藥品與原參考用生技藥品是否在品質、生物活性、安全性及有效性都能達到「相

似」的認定。歐盟最早在 2004 年已陸續建立生物相似性藥品相關規範及準則，日本及美國直

到 2009 及 2010 年才陸續公布生物相似性藥品相關規範。 

生物相似性藥品市場成長面臨挑戰 

自從歐盟在 2006 年准許生物相似性藥品上市之後，全球現在共有超過 700 個生物相似性

藥品獲得許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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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然市場前景看好，但生物相似性藥品也面臨各種挑戰。表面上全球的生物相似性藥品前景相當

看好，但近年的成長幅度不如預期，因為生物相似性藥品同時面臨來自原開發藥廠的競爭，再

加上現階段還受到法規的不確定性、開發成本高、使用轉換不易等等影響。 

1. 來自原開發藥廠的競爭 

從過去經驗中，隨著暢銷藥品專利過期，學名藥湧入市場之後，將導致原開發廠藥品營收

在未來幾年快速下滑，因此原開發藥無不戰戰兢兢面臨這個「專利懸崖（Patent cliff）」，採取

各種措施延長藥品的生命週期。生技藥品則因其高技術門檻，進入廠商相對少，且原開發藥廠

已建立的品牌意識對新進入者而言不易打破，加上原開發藥廠積極推出各項措施鞏固市場地

位，使生物相似性藥品進入市場後，對原開發生技藥品營收所造成的影響不明顯。生物相似性

藥品上市後的競爭者主要有兩類，非原開發生技藥品或改良性生技藥品： 

 非原開發生技藥品（Non-original biologics） 

當市場因智慧財產權保護環境尚未發展成熟，或是尚未有明確的藥品申請規範，當地藥

廠便直接複製生產原廠生技藥品。這類非正式授權的生技藥品稱為非原開發生技藥品。 

 改良性生技藥品（Biobetter） 

當生物相似性藥品在一個擁有明確的法規環境下核准通過上市，原開發廠則會依循同樣

管道推出改良性生物藥品（Biobetter）。如羅氏（Roche）藥廠的生技藥品 Rituxan®專

利到期之後，為了與後進的生物相似性藥品廠商競爭，羅氏推出其改良性生技藥品

Gazyva®以強化市場地位。 

在市場上，生物相似性藥品最常遭遇原開發藥廠的改良性生技藥品的競爭，且使用病患對

原開發藥廠的品牌認同度高，不易被新進入廠商打破，品牌將會是生物相似性藥品上市後第一

個面臨的挑戰。其次，學名藥的降價幅度可達原廠藥物的 80~90%，生物相似性藥品僅降低

20~30%，導致生物相似性藥品在市場上的價格誘因不足。此外，由於生技藥品療程普遍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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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複雜，生物相似性藥品有可能需要等待一段時間，以藥品轉換後的成效說服使用病患及醫護

專業人員。 

2. 法規不確定性高 

全球生物相似性藥品的法規環境仍未臻健全，僅主要市場如歐盟、美國等國家擁有較為明

確的產品申請途徑及相關規範，其他市場如中國等則還缺少比較一致且清楚的法規環境。 

3. 開發成本高 

由於生技藥品的結構及生產技術複雜，導致生物相似性藥品生產成本及風險也遠高於學名

藥。以往學名藥的開發成本大約在 100~500 萬美元，生物相似性藥品則高達約 1~2 億美元之

間。導致開發成本居高不下的主因在於生產過程中活細胞的個體差異，以及無法完全複製原開

發藥廠生技藥品的生產流程及分子結構。 

4. 轉換成本高 

因生物相似性藥品與原開發生技藥品之間在可轉換性及替代性還缺乏清楚的指引，可能促

使醫師在開藥時會更加小心使用生物相似性藥品，直到他們熟悉該生物相似性藥品的效用及品

質為止。舉例而言，當學名藥公司 Sandoz 的生物相似性藥品產品 filgrastim 被允許上市，美

國 FDA 在轉換用藥的建議上態度較為保守。由於 FDA 審查僅著重於該藥品與原開發生技藥品

的相似程度，Sandoz 將需要提供醫師更多的比較數據來鼓勵醫師開處方，方能拓展市場。 

表一、生物相似性藥品與學名藥的差異 

生物相似性藥品 學名藥 

相似但不完全相同於參考藥品 生體相等（Bioequivalent）且相同於參考藥品 

相較於參考藥品，價格降低 20~30% 相較於參考藥品，價格降低 80~90% 

研發費用介於 1~2 億美金 研發費用介於 100~500 萬美金 

研發時程為 8~10 年 研發時程為 3~5 年 

不具有可互換性和自動替換*（automatic 

substitution） 

與參考藥品具有可互換性（interchangeable） 

註：法國允許在特定情況下可自動替換生物相似性藥品 

資料來源：勤業眾信（Deloitte global）研究報告 "Winning with biosimi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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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商機盤點 

已開發國與新興市場機會大不相同  

為了協助生物相似性藥品開發公司了解各區域市場的發展機會，本報告不僅彙整主要已開發市

場如美國、歐洲五國（德國、法國、英國、西班牙、義大利）與日本，也將新興國家如金磚國（巴

西、俄羅斯、印度、中國與南非）、及迷霧國（墨西哥、印尼、南韓與土耳其）等納入分析。並從六

大面向深入剖析各國的市場機會：取得可負擔之生技藥品、法規環境、醫藥保險給付、醫師接受

度、病患接受度及生物相似性藥品的上市情形。 

表二、生物相似性藥品全球主要市場商機評比 

變數 

（依重要程度排序） 

取得可負擔 

之生技藥品 
法規環境 

支付者評估 

及管道 

醫師接受 

程度 

患者接受 

程度 

生物相似藥 

現況 

擁有實際或財

務能力來取得

生技藥品 

簡化或明確的

申請途徑現況 

支付者對生

物相似藥的 

參與和支持 

開立生物相似藥

或參考藥品處方

籤意願程度 

患者對生物相

似藥的態度 

市場上生物相

似藥核准數量 

已開發國家 

美國 容易取得 制定中 低 低 低 0-5 

歐洲五國 容易取得 制定完成 高 中 中 >10 

日本 容易取得 制定完成 中 低 低 >10 

金磚國 

（BRICS） 

巴西 不易取得 制定完成 高 中 中 0-5 

俄羅斯 零散分布 制定中 低 低 中 0-5 

印度 不易取得 制定完成 低 中 中 >10 

中國 不易取得 制定中 中 中 低 0-5 

南非 不易取得 制定完成 高 高 中 0-5 

迷霧國

（MIST） 

墨西哥 零散分布 制定完成 高 低 中 0-5 

印尼 不易取得 無 中 中 低 0-5 

南韓 零散分布 制定完成 高 中 中 >10 

土耳及 零散分布 制定完成 低 中 中 /6-10/ 

 

  對生物相似藥有利 

 
 

  對生物相似藥影響一般 

 
 

  對生物相似藥不利 

資料來源: 勤業眾信（Deloitte global）研究報告 "Winning with biosimilars" 

已開發國家 

已開發國家如美國、歐盟、日本等是目前主要生物相似性藥品開發廠商的主力戰場。歐盟是最

早開放生物相似性藥品的市場，因此無論就法規環境或醫師及病患的接受程度均比其他國家來的

高。美國和日本則被視為後繼的潛在市場。這些國家針對生物相似性藥品提供較為明確的簡化申請

途徑，激勵廠商相繼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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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年發現市場上的反應不如廠商預期。生物相似性藥品的採用在這些已開發國家主要受

到支付者（包括國家健康保險及私人保險等）驅動，特別是在歐洲市場，受到經濟復甦緩慢的影

響，支付者急需控制公共保健支出。未來市場的成長將會受到醫師對生物相似性藥品的懷疑態度及

病人不重視使用生物相似性藥品的影響而減緩。即便如此，已開發國家仍有較多的生物相似性藥品

正在開發當中，其中歐洲國家有 29 個，美國有 19 個，以及日本有 7 個。 

新興市場 

雖然與已開發國家相比，新興市場的生物相似性藥品市場仍有待耕耘，但在病患對生技藥品的

負擔狀態有限，以及醫師對於使用較便宜的生物相似性藥品保持較開放的態度，這或許將成為未來

的潛在機會。雖然新興市場在全球生技藥品市場的比重僅 7％，相比於美國市場占全球 48.9%而言

並不高，顯示生技藥品的使用率在新興市場還有待拓展。舉例來說，MabThera®在巴西的使用率比

該藥品在英國低了三倍，比美國低了六倍。但隨著新興市場的經濟發展，中產階級崛起，這群願意

購買高價生技藥品的族群將顯示一個龐大的潛在機會。 

新興市場的生技藥品銷售或許成長顯著，但高自付成本及使用病患支付能力低，銷售的成長機

會最終易淪為價格戰：原開發藥廠大幅降價原廠生技藥品搶進生物相似性藥品的市場，競爭者則轉

為跟客戶之間的獨家交易。根據勤業眾信在印度的調查結果顯示，如果該藥品提供 60~70%的折

價，醫師願意採用第一線重要藥物；在中國則是該藥品若進入基本藥物目錄，雖然可以進入廣大的

醫院市場，但也表示藥價在基本藥物目錄限制下，將下降 25~50%。 

綜上所述，從過去已開發國家的生物相似性藥品上市情形來看，想要打破現有競爭格局以及醫

師、病患對於生物相似性藥品的保守態度仍需要一定時間；相較之下，勤業眾信指出新興市場的四

大特色，將帶來長期的發展機會： 

1. 病患無法負擔高價的生技藥品 

2. 新興市場的疾病特徵已逐漸從感染性疾病轉為由大分子藥物治療效果較佳的慢性疾病 

3. 新興國家政府積極扶植當地的醫藥產業 

4. 醫師是影響病患用藥及治療的核心人物，並常依據支付能力來選擇以品牌藥或學名藥/生物

相似性藥品開立處方 

新興市場雖然在生物相似性藥品的法規還未建置完整，高價生技藥品的使用率不高，但醫師有

較高的意願使用價格較為便宜的生物相似性藥品，因此，以下將著重探討新興市場的進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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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市場進入策略 

新興市場的布局重點  

為了成功在新興市場中搶先贏得競爭優勢，在多變的市場環境中，廠商必須將每個市場獨特的

特性及機會納入考量，再進一步發展策略以針對醫師、病患、支付者甚至政府提供獨有的價值主

張。 

在這種情形下，生物相似性藥品開發廠對新興市場的策略主要可從三大方面來討論： 

1. 策略性選擇藥品的治療領域 

選擇對的市場及對的治療領域是第一步。潛在進入者將考慮對支付者來說流行率最高的或是治

療上成本最高的疾病，或是對病人影響最大的疾病領域。在這個階段，公司可能需要調整研發產品

線或是業務焦點，尤其有些新興國家的疾病分布已逐漸轉移到一些需要大分子藥物治療的文明病或

症狀複雜的疾病。 

為了降低風險，有些公司可能會聚焦以特定疾病領域進入新的市場。如 Merck 與 Samesong 

Bioepis 在 2013 年建立合作關係，將聚焦在糖尿病、抗 TNF 用藥及腫瘤用藥的生物相似性藥品市

場。一旦選定治療領域之後，公司應該排定優先順序並放進目標市場。這順序也將因每個區域、國

家與內部的複雜程度來制定合適的策略。 

2. 打破市場障礙 

市場進入策略及基磐設施是生物相似性藥品廠商進入新興市場的兩大議題。其中，在市場進入

策略上主要有四點需要特別注意。 

A. 新興市場由於缺乏明確的法規環境，廠商必須與政府機關或支付者保持緊密的合作。各個

市場所重視的價值將會有很大的差異，尤其政策可能因每次選舉而改變，公司本身要建立

一個整合的利害關係人溝通機制來因應變化多端的環境。 

B. 除了提供藥品之外，生物相似性藥品廠商可以提供附加的服務，與其他醫療保健業者合作

建立病患的參與及對藥品的認識，並蒐集實際市場資訊。廠商也可以針對病患提供支援性

服務或技術，如智慧手機 apps、支援團體、以及教育論壇等。這些服務可以培育病患的參

與程度，並提供公司具有價值的市場資料。 

C. 在此同時，廠商也要使病患的自付額維持低的水準。在生產方面，廠商或許可考慮與生產

成本較低或生產效率高的企業合作，並開發生產成本較低的流程，如此可在較低的生產成

本下提供價格便宜的生物相似性藥品。廠商也可針對快速成長的中產階級在慢性疾病或非

慢性疾病藥物需求提出不同的服務，或是與政府及支付者建構成本分攤模型（Cost-

sharing model），尤其是慢性疾病用藥，可視為一種減少病患支付成本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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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與所有的利害關係人溝通產品的價值在生物相似性藥品是非常重要的，由於利害關係人一

般對生物相似性藥品的認識不足，因此在最關鍵的兩個利害關係人：醫師與病患，更要強

化這部分的溝通。 

在基磐建設部分，生物相似性藥品廠商必須注意到大多數新興市場的基磐建設普遍不足：如運

輸、醫院診所的覆蓋率等等。像是在印度，因幅員遼闊，有些地方醫師還保有到府看診的習慣，因

此廠商也可支援醫師提供遠距的看診服務以建立深厚的關鍵意見領袖（Key opinion leaders）網絡來

增加偏遠地區的滲透率。生物相似性藥品廠商在新興市場可能面對的另一個挑戰是生技藥品的供應

鏈及存放問題，可考慮與當地藥廠合作開發適合的劑型。 

3. 當地結盟 

透過合作，當地廠商可協助跨國生物相似性藥品公司了解當地的法規、市場運作、病患需求、

重點人脈等等。有些國家會要求產品必須在當地生產，因此策略合作是最有彈性的方式來滿足要

求。由於新興市場有些在學名藥開發生產或是生物相似性藥品開發上也有成果，透過合作開發出適

合當地的劑型或是生產成本較低的生物相似性藥品，加上新興國家政府為了鼓勵與當地企業合作開

發或生產而開放利多政策或優惠措施，都是可以考慮的策略方向。 

商業模式的轉換  

在新興市場布局生物相似性藥品，要注意三種在商業模式上的差異： 

1. 毛利低但需求量大 

由於新興市場的病患的支付能力低，但病患數量多，這種低價多量的營運模式將會與過去生技

藥品的高價少量的模式截然不同。 

2. 品牌經營 

非原開發廠的藥品在新興市場不易受到醫師及病患的信任主要是因為怕使用到偽藥；實際上新

興市場約有 75%的醫藥銷售來自於品牌學名藥。大型生物相似性藥品廠商應該建立以自己的品牌、

產品組合以及商譽，而不是追逐與原開發廠產品的差異。 

3. 病患與醫師的接受度 

與歐美國家以支付者為主的醫藥市場相較，新興市場的醫藥市場中，醫師佔有相當重要的決策

權。因此與支付者相較，醫師對於產品的認識及瞭解將左右未來藥品的使用機率。生物相似性藥品

廠商應強化與醫師的溝通，或是建立相關的教育訓練課程來提升醫師對產品的認識。在病人方面，

雖然在大多數新興市場中病患並非是主要決策者，但也有其他相關的病患團體對於用藥有一定的影

響力，因此公司也必須考慮各國的市場情勢，利用各種溝通管道及課程建立病患對生物相似性藥品

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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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物相似性藥品的機會與挑戰 

台灣生物相似性藥品產業現況  

台灣的生物相似性藥品相關法規自從 2008 年以來陸續建置，2010 年通過第一個生物相

似性藥品核准上市，並於 2012 及 2013 年陸續公告單株抗體生物相似性藥品的審查規範，

在法規環境方面已有一定基礎。隨著海歸人士陸續回台投入，帶入國際級的生產技術、法規

與市場客戶經驗，以台灣小島之姿，已有六至七家相關公司成立，且由研發、生產到國際行

銷之運作均已逐步成熟，正好趕上下一個單株抗體類生物相似性藥品的市場（如第一頁圖一

所示）。然而國際競爭激烈，生物相似性藥品的藥價下滑趨勢也衝擊台廠未來，故大部份的

生物相似性藥品公司均採用雙軌開發策略，即一邊契約生產千升級的生物相似性藥品，另一

方面也自主開發新藥。此外，上游端如金樺生醫專攻細胞株開發，以及欣揚生醫專注下游的

國際藥證申請，台灣在生技藥物方面已形成產業鏈形態。 

不過，生物相似性藥品的開發時程及市場進入時間都沒有想像中的容易，建置成本與回

收時間更是比小分子原料藥困難，尤其台灣公司普遍股本較國際同業小，產能也不足以接國

際大單，這些都是台灣待克服問題。 

台灣生物相似性藥品相關公司 

生物相似性藥品的生產流程不只限於只有蛋白質的生產純化而已，尚包含最上游的細胞

株基因建立、篩選，優化，小型生產試驗，製程放大…等等過程，而其間須與參考藥物 

（reference drug） 比對，並進行臨床實驗證明具有同等療效，才能開始進行藥物的上市申

請及藥證登記。由於整體開發時程不下於新藥開發，所以台灣生物相似性藥品公司只有永昕

的 TuNEX（類風濕性關節藥 Enbrel 的生物相似性藥品版）與合作夥伴東生華進行到臨床三

期階段以外，其他主要以契約生產合作（CDMO： Contract Design Manufacture 

Organization）為主，如喜康、台康；其中喜康於台灣及中國均建有生產基地，其武漢廠具

充填和商業量產能力；喜康主要以中國及歐美客戶為主，而台康則以歐洲及日本中型客戶為

主，並提供台灣生技新藥公司臨床實驗用原料與藥物，如中裕的第二代愛滋病單抗藥物即是

由台康生產；台康併購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的生技藥品 cGMP 先導工廠，透過台康

國內外接單經驗，快速與國際接軌；台灣有自己本國的蛋白質原料藥廠可供應原料，對加速

新藥開發有相當不錯的幫助。 

而聯合生技則是結合新藥開發與中型蛋白質生產提供的生技公司，但較偏向為所屬集團

提供生產的型態；另外泉盛生技雖有生物相似性藥品在開發階段，但屬於實驗室級的研發，

非一般稱謂的生物相似性藥品公司。 

欣揚生醫自行擁有二十多項生技相似藥原料，除了具有生技相似藥的國際註冊能力，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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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奈米微胞技術開發改良性生技藥品 （Biobetter），欣揚生醫採取與其它生技公司合作方

式以快速完成開發並進入市場。 

表 三、 台灣生物相似性藥品相關公司與主要定位 （彙整於 2015 年 12 月） 

台灣公司 英文名稱 股本（億台幣） 主要營運定位（註） 策略加值 

永昕生醫 Mycenax 

Biotech 

11.2 CMO、 生 物 相 似 性 藥 品 

TuNEX® 

新藥開發 

喜康生技 JHL 

Biotech 

18.9  CMO，CDMO 新藥開發 

台康生技 EirGenix 5~7  CDMO 免疫佐劑開發 

聯合生技 United 

BioPharma 

12.6  生物相似性藥品、新藥開發  

泰福生技 Tanvex 16.6  白血球生成素、及其他  

欣揚生醫 Suntec 

Medical 

Inc. 

未對外公佈 改良性生技藥品開發，Drug 

rescue （加強新藥效果。減

低藥品毒性）  

生物相似性藥品全

球 市 場 開 發 及 註

冊。 

註: CMO: contract Manufacture organization 純生產 

 CDMO: Contract Design and Manufacture 為客戶進行藥物生產設計並生產 

 Biobetter: 指加入藥物傳輸或蛋白藥物本身的改良，而產生優於原廠藥的生技新藥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勤業眾信編輯整理 

台灣生物相似性藥品公司的挑戰 

台灣企業普遍以中小企型態成立，股本小，員工數不多，營運資金少，即使在生技藥物

的生產產業亦是如此，在生物相似性藥品這高度國際競爭、高建廠成本、高技術密集、高人

員經驗要求、高法規要求的產業，要擠入國際競爭實有不小的窘境，雖然各家公司規模不

同，但普遍而言有如下限制： 

 國際宣傳不夠活躍，接單機會不多 

因中小企業型態，或研發者創業型態，在業務及行銷上較無經驗或不知如何進行，

也未建置國際行銷人才，而海歸派成立的公司則較有此方活動。 

 產能不足，無法接國際大單 

此為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未接大單前不敢貿然擴廠，然而產能不足更與國際機

會擦身而過。 

 生產線未完整，無法一線到位為客戶服務 

例如缺少足夠規模的凍乾廠或充填廠，而須另外尋求其他藥廠配合，在時程及規模

生產上較吃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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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廠商策略建議 

研發改良性生技藥品（Biobetter）或投入新興市場開發 

在生物相似性藥品上，由於國際學名藥大廠，如 Sandoz、Teva 等均已進軍生物相似性

藥品，尤其胰島素，白血球生成素，紅血球生成素等較早期的生技藥品，其國際提供者眾，

價格已進入削價競爭階段；另外中國也扶持自己的生物相似性藥品廠，而韓國更是積極進入

國際市場，故在上一代的生技藥品上，台灣未進入競爭。目前台灣生物相似性藥品公司大部

份鎖定在專利尚有幾年保護期的高單價單株抗體藥物，例如 bevacizumab （Avastin）, 

Trastuzumab （Hercpetin）….等，蓋生物相似性藥品開發時程約 8-10 年，對專利到期在即

或已過期的生技藥物實無現在才投入的必要。 

 在藥物開發策略方面 

我們建議可多考慮改良生技藥品 （Biobetter），以避免削價競爭。生技學名藥當供

應者眾多時，也會大幅削價，2014 年即有美國分析師預估生物相似性藥品的價格

侵蝕（Price erosion），甚至會下殺到原藥價的 20-30%左右，有些公司直接跳入

Biobetter 的開發，以避開削價競爭造成的血本無歸。 

 在選擇藥物項目方面 

我們建議可將 2015 年當紅的免疫查核點 （immune check point） 藥物納入下一代

的開發項目，雖然目前這些藥物才剛上市。 

 在市場選擇方面 

由於台灣大部份公司的規模和產能均不易與歐美、中國或韓國相比，除了台灣市場

外，東南亞市場或許可考慮；而對於生物相似性藥品上市藥物不多，但法規明確的

國家，如巴西、南非、墨西哥（請參考第四頁表二）等，或可藉由已進入市場註冊

的公司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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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亞洲主要國家的生物相似性藥品市場環境特性 

 

 

日本 

 生物相似性藥品法規市場成熟度有限 

 明確的法規申請途徑 

 大約七個生物相似性藥品正在開發階段 

 成長潛力有限，因醫師及病患的意願不高及一般對學名藥生產者的誤解 

印度 

 生物相似性藥品法規在 2012 年建立 

 80%的醫藥支出為自付金額 

 當地公司擁有廣泛的學名藥經驗，並透過出口進入其他國家 

 當地公司擁有製造品質不良且不安全的藥品生產印象 

 跨國藥廠與本土藥廠的合作關係將有利於當地通路的拓展 

 約 19 個生物相似性藥品產品正在開發中 

 非原開發生技藥品快速增殖 

 大量中產階級的興起將可望帶動品牌生技藥品的成長 

 約有七成居住在鄉村的人口注重治療的成本，如果僅比原開發廠生技藥品降價 20~30%可能

失去吸引力 

中國 

 生物相似性藥品草案於 2014 年公布，一旦當法規途徑更加明確，中國將因為銷售量及支付

能力的提高而成為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市場 

 需要與跨國藥廠建立合作或與當地經銷商合作，若要成功進入市場並行銷產品，也需要跟當

地公司合作 

 不安全的藥物及偽藥導致醫師對非品牌生技藥品缺乏信任 

南韓 

 亞太地區最成熟的生物相似性藥品開發環境 

 南韓政府大力支持生物相似性藥品開發：2012 年投資了 35%的國家醫藥研發預算在生物相

似性藥品研究 

 政府設立當地藥廠在 2020 年要取得 22%的全球生物相似性藥品市場占有率 

 12 個生物相似性藥品已核准上市；36 個正在開發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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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醫療產業負責人/醫藥產業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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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則立 Jerry Gung 

醫管及醫美產業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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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6-7-530-1888 ext.8784 

stehsu@deloitte.com.tw 

黃毅民 會計師 Ian Huang 

農業及生技產業負責人 

+886-2-2545-9988 ext.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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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惠明 Thomas Chen 

稅務服務 

+886-2-2545-9988 ext.5467 

thomaschen@deloitte.com.tw 

潘家涓 Maggie Pan 

財務顧問服務 

+886-2-2545-9988 ext.3588 

mpan@deloitte.com.tw 

吳佳翰 Chia-hen Wu 

風險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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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傳沛 C.P. Shiu 

管理顧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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