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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近幾年生技製藥企業的跨國併購活動頻繁，動輒數百億美元的鉅額交易案不

時出現在各大媒體版面，風起雲湧的併購活動顯示出併購乃生技製藥產業獲取高

價值技術資源的重要策略之ㄧ。而現今藥廠面臨的挑戰包括：研發費用增加幅度

高於銷售成長、新藥開發速度較產業需求緩慢、必須從其他生技新藥企業獲取授

權產品與技術，及面臨許多藥品將喪失專利權、虎視眈眈的學名藥廠的威脅。 

    生技製藥產業的發展有漸趨集中化的趨勢，全球前十大藥廠的銷售額約佔

總藥品市場的一半，在全球醫療環境改變、人口老化、新興治療模式等需求

下，又面臨全球醫療保險給付、專利藥品過期的威脅，藥廠併購擁有創新技術

與不同類型產品的生技公司勢必不會消退。藥品研發期長、高產品開發風險使

得小型生技新藥企業常面臨資金短缺的問題，而大藥廠豐沛的資金、擅長開

發、製造、市場及行銷的特性，促使藥業與生技業併購風潮四起。 

    本研究即以生技製藥產業內的龍頭 Pfizer 為研究主體，探討大型藥廠的併

購動機，與其以獲取智慧財產權為目的的併購策略的規劃。藉由本論文對個案

公司背景、併購歷程、併購策略、產品組合、研發與智財等面向的探討，期望

能提供台灣生技新藥企業尋求成長時的參考，是否除了透過 IPO 上市取得資金

外，也能透過併購或被收購來加速發展，使台灣生技的研發製造能量提升到國

際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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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in large transactions shows that M&As a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rategies for pharmaceutical and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to gain 

access to valuable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in recent years. Nowadays, the challenges 

of pharmaceutical company include the growth rate of R&D cost were higher than 

sales, new drugs development were slower than industry demand, licensing from 

other company and high profit patent drugs turned into generics, which facing the 

threat from other competitors. 

    The development of pharmaceutical company becoming more concentrated that the 

top ten pharmaceutics account for half of the global sales. Moreover, with the 

growing demand from the health care, aging and novel therapeutics and under the 

threatens of health insurance payment and patent cliff, the tide of M&As for 

pharmaceutical and biotech companies will not decline. The purpose of M&A 

activities from the global top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is to obtaining innovative 

technology and different types of biotechnology company. However, large R&D 

expenditure and high risk product development result in capital shortage problems. 

The abundant working capital and well-experienced manufacture, marketing and sales 

characteristics of big pharma enable the M&As of pharma and biotech arise. 

    The M&A strategic planning of acquir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the leading 

pharmaceutical company was investigated in this study. The background of Pfizer, its 

M&A process, strategies, product matrix, R&D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oriented 

discussion were examined. Therefore, this study may fulfill and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and references for further pharmaceutical and biotech M&A activities in 

Taiwanese biotechnology companies such as JHL. Except for seeking IPO as the only 

growing strategy, through M&A is another way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biotechnology R&D and manufacturing ability to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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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今日，並隨著全球智慧財產權保護制度的日益

健全，擁有高品質的智慧財產權已成為企業參與全球化競爭的標準配備。企業想

要成長，必須具備技術的創新能力，而技術的創新、開發、利用又以智慧財產權

保護為必要的前提。在美國，與生技製藥相關的專利訴訟案件量僅次於資通訊產

業。而近期創下全球最高專利賠償金記錄的判決也發生在生技製藥產業，Gilead 

Sciences Inc.侵犯了美國 Merck 旗下的 Idenix 製藥公司的專利，Gilead 需要為此支

付高達 25.4 億美金的賠償金1。 

    由此可見，在強調研發與創新的知識經濟的時代，智慧財產權保護與管理之

重要性不容小覷。而企業應如何產出所需要的智慧財產，一般而言，可透過自行

研發、委託研發或是共同研發之方式取得。如果公司有以追求股東價值最大化為

目標，更應致力於科技研發、發展專利技術，藉由法律所賦予之智慧財產權保

護，才能始能無後顧之憂地在全球競爭中開疆闢土，享有主宰未來的優勢，更是

啟動企業持續技術創新與成長之動力。 

    為何智慧財產權的重要性在生技製藥產業是如此的不容忽視呢?因為長久以

來，生技製藥產業的商業模式是：藉由投入鉅額的研發費用，承擔新藥研發技術

商品化(commercialize)的功能，並透過智慧財產權保護之方式獲得排他性

(exclusive)的競爭力。對於技術研發型的生技製藥企業而言，完善有效的智慧財

產權保護如同企業的舵手，如何讓智慧財產權的取得達到最完美效果，產生最有

效的作用，已成為生技製藥企業重要的發展方向。 

    但，專利的獨佔權總有到期的一天，近幾年重磅藥物2(blockbuster)的專利權

到期造成的專利斷崖(Patent Cliff)更是讓本來就危機重重的生技製藥企業雪上加

霜。在白熱化的全球藥廠競爭賽局中，專利更是必備軍火，稍有閃失，企業的商

業利益便全盤消失。為了鞏固營收與獲利，企業必須建立競爭壁壘，運用智財保

護結合商業模式的手段，確保合法壟斷市場，阻止競爭者瓜分每年高達數十億美

                                                        
1 美國專利訴訟史上最高侵權賠償 25.4 億美元：Idenix Pharmaceuticals，科技產業資訊室，

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3056 (最後觀看：2017/02/06) 
2 係指市場銷售量達到至少 10 億美金的暢銷專利藥物 

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3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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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市場。因此，如何迅速取得新技術以成為生技新藥企業為確保持續成長、獲

利之重要經營策略。 

    尤其當經營者因為研發成本、風險增加或其餘商業之考量，或發現無法突破

當前的經營或研發困境時，而無法自行研發出所需要之智慧財產，為了保持企業

的成長動能，更是不得不借助外部力量來維持企業的擴張，如透過授權、交叉授

權、技術移轉、策略聯盟，或併購等手段而直接3或間接4取得目標公司之智慧財

產權。積極運用企業併購以籌措資金、吸引人才、取得新技術與智慧財產權、縮

減成本、擴大市場，讓企業加速轉型、升級或外移，就有機會解決所面臨的現實

困境。企業既節約了研發時間，也迅速縮小了與其他領先企業之間的技術差距，

快速增強了自身的競爭實力。 

    從 Deloitte 在 2013～2015 年觀察 12 家國際大藥廠的資料5看來，研發產品線

收入預測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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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外部產品更容易替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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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同時進行小規模特定技術交

易或合作，也同時採用大型併購或技術授權交易，取得市場表現好的藥品或研發

晚期、距離上市指日可待的新藥產品線，可在較短的期限內貢獻營收。 

 

圖 1：不同來源的研發產品線價值分布 

資料來源：Deloitte Insights, 2015 

                                                        
3 直接是指因併購而獲得目標公司所有之智慧財產權之所有權。 
4 間接是指因併購而可以運用授權、交叉授權、移轉、策略聯盟之方式與第三人簽定契約，進而

利用所需之智慧財產權標的。 
5 Deloitte Insights, Measuring the return from pharmaceutical innovation 2015, 

https://www2.deloitte.com/uk/en/pages/life-sciences-and-healthcare/articles/measuring-return-from-

pharmaceutical-innovation.html (最後觀看：2017/02/06) 

https://www2.deloitte.com/uk/en/pages/life-sciences-and-healthcare/articles/measuring-return-from-pharmaceutical-innovation.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uk/en/pages/life-sciences-and-healthcare/articles/measuring-return-from-pharmaceutical-innov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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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幾年，風起雲湧的巨型併購案(參見後方自行整理之表格)更是不斷的在這

個產業發生，大多是因為缺乏動能的大藥廠在尋找下一個明星產品刺激成長。藥

廠必須持持續研究開發暢銷藥物、跟上技術變化的步調，並不停尋找新的產品、

服務與市場，才能對抗在藥品專利過期後學名藥湧入市場的威脅。此種情形造成

藥廠近年來不斷增加研發費用，卻並不一定能創造重大的效益。   

    因此，有些藥廠的做法就是向生技新藥企業取得更多配方的授權，或者併購

具有高質量技術與智慧財產保護的生技新藥企業。由此可見，相較於傳統之併購

案件以取得企業有形資產為主要目的，生技製藥產業之併購已非單純以有形資產

之取得為思考，而是多著重於取得智慧財產之策略思考，甚或是為策略性取得授

權以規避被第三者控訴侵權之訴訟風險，均已成為在生技製藥公司經營決策者必

須正視併購交易中所涉及之法律規劃。 

    從而可知，企業藉由併購活動取得技術而創造外部成長之同時，智慧財產議

題不容忽視。尤其是藉由取得法律所賦予之智財保護，企業始能無後顧之憂地在

全球競爭中開疆闢土。依循此脈絡而下，徹底檢視所欲併購之對象，即其所擁有

智慧財產及其是否值得投入大筆資金去換取，均係值得探討之併購策略管理議

題。 

    然而在現實情況，許多企業經營決策者在決策前，似乎很少將法律之因素考

慮在內，終致公司蒙受重大損失。換言之，法律判斷與商業判斷不再是可截然劃

分之相異領域，尤其是在以取得智慧財產為策略思考之生技製藥企業併購領域，

法律判斷與商業判斷有其必然之交集。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藉由釐清生技製藥

產業的特殊性、智慧財產保護與管理的重要性與併購決策的策略性這三個維度為

脈絡，俯瞰生技製藥企業併購議題，摸索出智慧財產管理與企業併購策略規劃相

連結之「理論面」與「執行面」的方向。 

    遍觀國內討論「企業併購」議題之學術論文，概可區分為二大類：一類為以

法律學及經濟學觀點出發之學術論文，其所分析者多係從公司組織法制及稅務法

制與規劃等議題為基礎出發，進行學理上之討論；另一類則為以管理學或財務學

觀點出發，其多係從併購策略、併購效率、併購績效及其影響與併購後之整合觀

察，進行學理歸納或實證研究。除此之外，鮮有將策略管理及智慧財產管理議題

結合討論者，此則興起本論文從此二角度合併觀察之想法，而有本論文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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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16 年至今關於生技製藥產業的併購案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買方 賣方 交易金額 宣布時間 

1 Bayer Monsanto 660 億美元 9 月 

2 Shire Baxalta 320 億美元 1 月 

3 Thermofisher Illumina 300 億美元 8 月 

4 Abbott St. Jude Medical 250 億美元 4 月 

5 Pfizer Madivation 145 億美元 8 月 

6 Dentsply Sirona 140 億美元 2 月 

7 Mylan Meda 99 億美元 2 月 

8 IMS Quintiles 90 億美元 5 月 

9 Fresenius IDCSalud 64.2 億美元 9 月 

10 Abbott Alere 58 億美元 2 月 

11 ABBVIE Stemcentrx 58 億美元 4 月 

12 Pfizer Anacor 52 億美元 5 月 

13 Johnson & Johnson Abbott 光學部門 43 億美元 9 月 

14 Thermofisher FEI 42 億美元 5 月 

15 Danaher Cepheid 40 億美元 9 月 

16 Stryker Sage 27.8 億美元 2 月 

17 Pfizer AZ 抗感染小分子業務 16 億美元 8 月 

18 Galenica Relypsa 15.3 億美元 7 月 

19 Thermofisher Affymetrix 15 億美元 1 月 

20 Jazz Celator 15 億美元 5 月 

21 Stryker Physio 12.8 億美元 2 月 

22 復星醫藥 Gland 12.6 億美元 7 月 

23 MSD Afferent 12.5 億美元 6 月 

24 GILEAD Nimbus Apollo 12 億美元 4 月 

25 Medtronic HeartWare 11 億美元 7 月 

26 QIAGEN Exiqon 10 億美元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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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預期效益 

    若以企業競爭的角度視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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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年的法規保護，這種十年無競爭者的

局面只會發生在生技新藥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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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新藥研發工作費時甚久，且必須投入鉅額，但未能有成果的案例也多如

牛毛，即便有研發成果出現，企業仍必須面臨技術商品化之挑戰與風險。例如

2016 年第一季台灣浩鼎生技的解盲風暴造成資本市場人心惶惶，甚至對企業投資

新藥研發的信心驟降。除此之外，新藥的研發周期和投入成本已經不是十幾年前

可比擬的了，現在成功研發一粒新藥的平均時間約為 15 年，投資花費更是以億

美元為單位。且審批的結果也不盡如人意，以 2007 年在美國上市的 23 種新藥為

例，只有 20%的新藥的收入能與投入的研發費用打成持平或超過。 

    正因為新藥開發耗時、耗神與耗資，只要生技新藥企業在臨床實驗上有所進

展，就會有來自大藥廠支付的權利金收入。換言之，如果生技新藥企業有國際經

驗和藥物開發效率，每隔 2~3 年就有授權機會，尤其只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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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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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新藥授權金排行上表現亮麗。 

    可見，生技新藥企業強調的是「階段性的成功與里程碑的達成」，然後再選

擇上市或者是與大企業策略聯盟或合併，除了被大藥廠併購或是 IPO 上市之外，

很少生技新藥企業能獨自推廣新產品或新品牌。想要成功獲利，必須籌備好足夠

的資金，在預定時間內達成自訂的目標，並且要同時領先其他同類型公司，才有

可能給投資者獲利的機會。若生技新藥企業能開發出新藥，既能擁有極大的世界

市場與醫療需求，同時還擁有多項的研發產品與技術。若能被大藥廠併購，將增

強營銷渠道與市場佔有率，增加投資者的信心，以取得更高的回饋。併購的大藥

廠也能透過買進新產品強化自己的產品線，取得新藥技術，並增加自己的市場佔

有率。有此可見，越來越多的生技新藥企業紛紛改變經營策略，挾帶本身的研發

能力及智慧財產權優勢，選擇被併購的退出策略，結合國際藥廠獲取行銷市場的

能力。IPO 將不再是生技製藥企業獲利的唯一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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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從永續發展的思維來看全球生技製藥產業的趨勢：首先，人類對疾病治療

已經走向個人化的精準醫療；第二，隨著人口老齡化，估計整個健康產業的產值

會在 10 年內達到 5-6 兆美元；第三，亞洲因為人口佔據全世界人口將近 1/3 的比

例，又以華人為最多，所以華人的疾病是一個很大的市場缺口。展望台灣未來的

生技醫療業界，可能出現以下三大併購趨勢：國內生技業者先進行整併以擴大規

模、生技與資通訊業者合作發展醫療器材，以及入股海外同業或接受國際大廠投

資，預期將左右未來生技醫療產業的發展。由此可見，高風險高報酬的生技製藥

產業是全球最具發展潛力的高科技產業，正因如此，世界各國政府與企業無不競

相加碼投資，也難怪台灣政府將之列入五大新興產業之一。已可窺見未來生技製

藥產業的智財攻防戰即將展開。目前，台灣生技製藥企業的商業模式約略分為三

種： 

一、專門生產學名藥，不過生產學名藥需要資本與經濟規模，競

爭激烈； 

二、專注在特殊劑型的新藥開發，主要是將舊藥改良藥效，一方

面具有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及藥品經濟學效益，卻無學名藥藥

價殺戮的問題。 

三、專門開發新藥，一旦研發成功，就能透過授權方式獲取利

潤； 

    以台灣生技製藥產業的典範華生製藥（Watson Pharmaceuticals）為例，在創

業初期，先選擇切入競爭者較少的學名藥製造，練好基本功；接著在學名藥事業

已經穩定的基礎下，才試著往上游的專利新藥開發嘗試。為什麼呢?因為上游的

專利新藥開發，才是真正具有高額利潤、並能迅速將台灣生技新藥研發能量帶向

國際舞台的領域。雖然，對台灣生技製藥企業來說，受限於先天條件，企業規模

難與國際大型藥廠相提並論。面對來自全球或中國市場，台灣生技製藥企業如何

面對競爭，提升競爭力，應要思考併購工具對於企業帶來的綜效，達到加速企業

發展、強化市場整合能力的目標，進一步尋求產業整合，永續經營，才有機會立

足國際。 

    然而，在台灣生技新藥產業實際的案例上，產業內多以中小企業與家族企業

為主，這些企業經營者心態較保守，較抗拒外力介入。這些經常擁有核心技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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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卻因缺乏資金與規模無力拓展市場，等於空有一身好武藝，卻無法進軍國

際舞台打世界盃。因此透過併購，取得或授權關鍵技術，改善企業的體質，是一

個很好的企業發展模式。因此本研究之動機與效益，便是希望透過了解與整合國

際藥廠在擬定策略時的動機與目的，並以智慧財產權為討論核心，進而了解其在

進行跨國併購時面臨的問題與挑戰。接著藉由了解併購類型(資產併購/股權併購) 

與台灣併購法治推論最佳的併購模式，進而期許能幫助面臨尚未 IPO 掛牌上市或

者新藥上市的窘境的台灣生技製藥企業，藉由了解國際大藥廠的併購思維與策略

模式，不妨可以將以授權或出售給國際大藥廠設為策略目標，換取豐厚利潤，並

使其研究心血推上國際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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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方法與限制 

壹、 研究範圍之界定 

企業併購程序中所面臨之策略規劃脈絡乃為本論文之討論重點，然而企業併

購程序繁瑣，尤其是生技製藥企業以取得智慧財產為目的所進行之併購活動，其

間所涉及之議題更多如牛毛，諸如無形資產評價、財稅法制、智慧財產交易併購

之法制等相關議題。因此，本論文之研究範圍將從策略管理與智慧財產權保護之

角度，探討生技製藥企業在面對研發困境，選擇以併購模式快速成長時所產生之

管理議題。進而衍生出擁有關鍵智慧財產權的台灣生技新藥企業，除了選擇 IPO

掛牌上市外，還能將授權其智慧財產權、或退出產業競爭納入策略選項，再而探

討企業或資產出售之最佳時機與方式。 

 

貳、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討生技製藥企業的併購策略與智慧財產權布局的脈絡思

考，係採用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 Method）的方式來進行研究。商學的研究方

法依照性質化分，主要可分為兩種，分別是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與

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不同於量化研究以統計方式分析報表數據所提

供之資訊，質性研究是一種不需要經過統計程序或其他量化步驟，來產生研究結

果的一種研究方法(Strauss & Corbin, 1990)。它的研究範圍包括了個人的行為、組

織的作為以及企業的策略，主要探討的是事件本身更深一層的脈絡，並且專注於

更小但更集中的樣本，產生關於特定研究個案的資訊或知識。 

    在質性研究的領域中，又可以細分許多不同的研究法，例如：訪談法、觀察

法、焦點團體討論法(Focus Group Discussion)、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Analysis)

和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 Method）等。其中個案研究法源自於19世紀末的哈佛

法學院，並且於20世紀初被引進到哈佛商學院，是目前各國知名商學院從事研究

與教學的主流方法之一。個案研究法主要透過觀察、描述、分析的過程，能夠有

效連結實務現象和學術理論。專門適合用於研究主題同時涉及「如何」及「為

何」的研究(Yin, 1994)。由於企業併購過程當中，許多現象與情境無法清楚地分

割或界定，因此個案研究法可以讓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來解讀不同來源的資料，

特別適用於敘述性的分析研究(Benbasat, Goldstein, & Mead, 1987)。然而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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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絕對不在於驗證ㄧ般性的真理，也不在於單純解釋事物現象的因果關

係，它應該透過解讀的方式對研究對象進行全面性的了解，包含人、事、時、

地、物、因、果等。因此個案研究法是一個非常完整的研究方法，它同時包含了

對併購過程的描述、對意義的解讀和對事件背後所隱含的脈絡。 

    根據以下理由，說明本研究為何要採用質性研究法： 

一、技術本身的價值，以及技術結合後所產生之無形資產價值，較不易以量

化方式呈現。智慧財產權在企業併購時的價值特別顯著，買家與賣家需

要採取價值極大化策略6。若是透過了解企業併購的動機脈絡，再從中描

述該技術在企業整合的過程，便可以將企業行為當中的智慧財產權內隱

知識外顯化為併購之準則。因為這種脈絡往往牽涉到人、事、時、地、

物，要讓讀者了解Pfizer在不同時空背景下所作的決策，比起用數據來說

明，更適合用敘述性的方式來作解釋。 

二、併購的過程中往往涉及到與外在環境影響複雜的互動關係。併購後的資

源整合，也會因為主併公司的策略方針而有所變動，由於這些影響與變

動是屬於不可測量之因素，因此並無法藉由量化工具解釋來龍去脈，也

難以用問卷方式進行調查。個案研究法的好處，在於它可以用一種說故

事的方式將這種影響與變動清楚說明，因此較適合作為本次的研究方

法。 

 

參、 研究限制 

本論文所選定之個案企業，除其併購過程的操作關乎企業營運之秘密，如此

重大的決策理應由其位於美國紐約的總部進行，空間限制導致無法進行個案企業

的訪談，更加降低了獲得內部資訊的可能性。因此本研究僅就其併購案相關的文

獻進行整理、篩選與彙整，進行本研究個案事實的探討，並於最後提出本研究的

結論與建議。 

因研究主題而有所限制，僅著眼於生技製藥企業在進行併購活動時所面臨之

智慧財產管理議題，將不再探討併購過程中可能面臨的資產評價、稅務規劃等議

題。此外，由於智慧財產乃總括之稱呼，其所包含之各種權利與利益，例如著作

                                                        
6 DIENS, L. R., 2002, Maximising the valu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sets in US M&A, Tax planning 

international M&A, Vol.1, No.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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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商標權、專利權或營業秘密等議題包羅萬象，基於所學與篇幅有限之考量，

本論文則限定於針對生技製藥企業特別注重之「專利權」與「營業秘密」為討論

核心。 

    研究內容因礙於時間緊迫所選取之研究方法，同時礙於所能汲取之資料及個

人能力下，個案企業之內部營運與在市場上競爭的真實度難以完整呈現，因此以

上因素造就了本研究結論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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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對象之選取原則 

首先，個案公司必須是生技製藥產業中具有代表性的企業，例如年度銷售額

居冠或投入大量資金於研發技術的企業。因此，本研究依據2016年Pharmaceutical 

Executive公司公布的全球100大製藥公司排名，選擇以2015年年度以431.12億美元

藥品營業額高居全球藥廠之冠，且同時投入巨額資金開發產品與技術的Pfizer藥廠

為研究對象。 

其次，個案必須具有數個年銷售額破十億美元的重磅藥物。本研究會找尋研

發型企業為研究個案的原因，在於技術與智慧財產權的高度關連性。在這些具有

知識含量的企業的發展過程中，如果產品沒有完善的智慧財產權布局，企業在成

長上面可能會遭遇到某一程度的瓶頸，例如遭到其他藥廠大量仿製的削價競爭。

Pfizer在2016上半年總收入為261.52億美元，相比2015年同期的227.17億美元增長

15%，其中並表Hospira7額外帶來了23.37億美元的收入，2016全年的收入預期將

達到為510~530億美元。如下表： 

表 2：2015 年全球前十大製藥公司排名 

資料來源：Pharmaceutical Executive, 2016 

銷售

排名 

廠商名稱 2015年銷售額 2015年研發經費 主力品項 

1 Pfizer  431.12億美元 76.78億美元 Prevnar 13, Lyrica, Enbrel 

2 Novartis  424.67億美元 84.65億美元 Gleevec, Gilenya, Lucentis 

3 Roche  387.33億美元 84.52億美元 Rituxan, Avastin, Herceptin 

4 Merck 352.44億美元 66.13億美元 Januvia, Zetia, Janumet 

5 Sanofi  348.96億美元 56.38億美元 Lantus, Plavix, Lovenox 

6 Gilead Sciences  321.51億美元 30.18億美元 Harvoni, Sovaldi, Truvada 

7 Johnson & Johnson 298.64億美元 68.21億美元 Remicade, Stelara, Zytiga 

8 GSK  270.51億美元 47.31億美元 Seretide/Advair, Pediarix 

9 AstraZeneca  232.64億美元 56.03億美元 Crestor, Symbicort, Nexium 

10 AbbVie 227.24 億美元 36.17億美元 Humira, Viekira Pak, Lupron 

                                                        
7 Pfizer 在 2015 年 9 月以 150 億美元收購了 Hospira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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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個案本身必須要擁有多起成功的併購經驗，並且其併購經驗與整合過

程能夠被清楚描述。當企業面臨到強烈的成長需求時，不可能所有技術都靠自行

研發，通常會採取外部成長方式來達成，其中透過併購方式取得技術是企業常見

的做法。本研究所挑選之個案企業Pfizer是一家總部設於美國紐約的國際知名藥

廠，它透過一起起併購案從家族企業晉升為全球藥廠龍頭，是一家在企業併購上

具有成功實務經驗的企業。 

綜合以上原因，本研究所找尋的研究對象，必須是在生技製藥產業具有代表

性，投入大量人力與資金開發技術，並有透過併購活動獲取智慧財產權的成功經

驗。因此從眾多企業當中，選出Pfizer做為本次研究的對象。其中，本論文研究的

資料來源為此Pfizer藥廠的公司年度財務報表、網站、新聞、相關學術論文探討、

資料庫...等，經過這些次級資料的蒐集後，學生再將其整理分析，得到最後的結

論。 

 

 

  



13 
 

第五節 研究流程與章節安排 

本論文主要為對美國 Pfizer 藥廠在併購其他企業之智慧財產權時策略模式的

研究。首先利用次級資料的蒐集，探討生技製藥產業的特殊性，例如創新與智慧

財產權的重要性，進而分析該公司如何規劃其企業策略，並分別由策略管理、智

財規劃等兩個構面去剖析其智財併購策略脈絡。最後再藉此脈絡推論 Pfizer 藥廠

未來的併購策略，並反面省思未來台灣的生技製藥企業是否可以此為借鏡或找尋

除了 IPO 掛牌上市以外之新突破。 

 

圖 2：論文研究流程，自行整理 

因此，本論文之研究架構，呈現如下： 

第一章 緒論 

本章概述了生技製藥產業之高風險、高報酬之產業特殊性，並說明了智慧財產權

對於生技製藥產業之重要性與影響，為本論文之討論核心。接著概述生技製藥企

業為了解決研發效率不彰，進而採用併購工具取得技術與智慧財產為其外部成長

策略。 

 

第二章 文獻回顧–企業併購與策略管理理論 

本章從企業併購之類型描述法律定義之「併購」一詞，並介紹各種併購類型在台

灣法治下可能涉及之風險。此外，以併購之動機與併購歷史之演進，描繪生技製

藥企業開始採取以併購方式成就企業外部成長之始末。 

 

第三章 生技製藥企業的策略管理 

藉由產業分析與企業策略分析工具，分析了生技製藥產業所面臨的優劣勢與趨



14 
 

勢。接著描述生技製藥企業如何採取併購策略以掠奪並利用智慧財產之能量強化

其競爭優勢。 

 

第四章 個案研究與探討 

本章企圖以 Pfizer 為例，從策略管理之角度分析其產品，並釐清其併購經驗之脈

絡進行個案討論，進而推論出未來跨國藥廠併購之考量與喜好。最後，以台灣喜

康生技為代表案例，概述台灣生技新藥企業面臨藥廠併購邀約時，如何選擇最佳

的交易模式與退場策略。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最後回顧本論文前四章之論述，以個案為印證與省思，藉由「他山之石、足以攻

錯」之寶貴經驗，嘗試提出本論文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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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企業併購與策略管理理論 

第一節 企業併購的基本理論 

壹、 企業併購之定義 

企業併購(Mergers & Acquisitions, M&A)，分別是指重於全面性整合的「合

併」（Merger），與著重於標的公司之股份或資產取得的「收購」（Acquisition）。

一般係指透過法人或個人取得公司之控制性股權(Controlling Interest)而成為大股

東的過程，包括財務上或策略上意義而投資購買、處分，或與不同公司結合等事

宜。在這過程中，某一權利主體通過出讓自己所擁有的企業控制權而取得收益，

另一權利主體則通過付出一定代價而換取這部分控制權。所以整個企業併購的過

程，實質上是企業權利主體不斷更換的過程。總的來說，企業併購可粗略分成併

購、出售與重組三種行為： 

I. 併購 

I.1 按照法律形式和運行程序劃分，併購可分為吸收合併與新設合併： 

I.1.1 吸收合併(Merger) 

指兩家或者是多家公司彼此合併以後，被收購方公司成為解散公司，至

於其解散以後遺留下來的資產或是債務，則是會被存續下來的收購方公

司繼承或是吸收(A+B=A)，因此吸收合併又稱存續合併，其方法圖示如

下： 

 

圖 3：吸收合併8 

資料來源：張勝春，企業併購法制之經濟分析，第四章，2006 

                                                        
8 (一) 存續公司發行新股予消滅公司原股東；(二) 消滅公司辦理解散；(三) 存續公司概括承受消

滅公司之權利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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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2 新設合併(Consolidation) 

新設合併則是指公司合併以後，所有參與合併的公司皆成為解散公司，

同時另外成立ㄧ家新公司繼承或吸收所有解散公司之資產、債務、權力

與義務(A+B=C)。其方式為：

 

圖 4：新設合併9 

資料來源：張勝春，企業併購法制之經濟分析，第四章，2006 

公司合併所引起的法律效力為，除了吸收合併中的吸收公司存續外，其

他參與合併公司和法人資格將歸於消滅；因合併而消滅的公司權利、義

務則被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所承擔；因合併而喪失消滅公司之權益的股

東，則獲取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的權益。 

 

I.2 按照資產轉移的方式劃分，可以分為股份收購或是資產收購：  

I.2.1 股權收購(Stock Purchase)： 

收購股權是一種購買一家公司股份的投資方式，收購方公司為了將目

標企業之事業成為轉投資之標的，因此以現金或換股方式向被收購方

公司之股東收購股份，或由被收購方公司增資發行新股由收購方公司

認購。其中，股份收購又可分為要約收購(Tender Offer)10與協議收購

                                                        
9 (一) 存續公司發行新股予消滅公司原股東；(二) 消滅公司辦理解散；(三) 存續公司概括承受消

滅公司之權利義務 
10 要約收購:指有收購意圖的投資者，向目標公司所有的股東出示購買其所持股份的書面意向，並

依法公告收購條件、收購價格及收購期限等內容的收購要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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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quisition based on an Agreement)11。當收購相當比例之股權而取得經

營控制權，即可稱之為「接收」(Takeover)該企業，對於並未取得控制

權之收購，則可直接稱之為「投資」，投資目的可能出於投資報酬率之

考慮，但也常是為加強雙方合作關係而進行的。此舉雖然可以取得目

標公司之全部資產與權利，但同時也必須承擔目標公司所負擔之債務

與義務。 

以收購方公司向被收購方公司股東購買股份為例，圖示如下： 

 

圖 5：收購方公司向被收購方公司股東購買股份12 

資料來源：張勝春，企業併購法制之經濟分析，第四章，2006 

 

若被收購方公司現金增資出售新股予收購方公司，圖示如下： 

 

圖 6：被收購方公司現金增資出售新股予收購方公司13 

資料來源：張勝春，企業併購法制之經濟分析，第四章，2006 

 

                                                        
11 協議收購:指收購公司在證券交易所以外，依照法律、行政法規之規定，以協商方式與目標公司

的股東簽訂收購其股份的協議，從而實現收購該公司的目的。 
12 (一) 被收購公司股東出售股權予收購公司；(二) 收購公司支付現金或股份；(三) 收購公司承

受被收購公司權利義務 
13 (一) 被收購公司現金增資發放新股予收購公司；(二) 收購公司支付現金、股份或其他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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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2 資產收購(Asset Purchase)： 

收購其他公司資產時，由於並非購買被收購方公司之股份，故不需承

受其企業之全部債務，而僅是一般的資產買賣行為。在另一方面，被

收購方企業若將全部資產出售，即可能無法繼續經營原來事業，因而

解散公司。 

收購股權與收購資產的主要差異，在於前者中，收購方公司將成為被

收購方公司之股東，自然承受該公司之一切債務，因此在此種股份買

賣契約簽定前，對於公司債務需調查清楚，收購後若有未曾列舉之負

債，可要求補償（在實務上買方可要求部分支付價金以定期存單放置

律師處等方式，用作收購後新增負債之補償）。不過在負債之確定上，

有些確定結果等待未來不確定事項之發生，或發生後方能證實者，即

所謂「或有負債」。在或有負債中，主要係因租稅爭訟、侵權行為（如

侵害專利權、商標權）等可能造成之損失，以及對他人的債務提供保

證所可能造成之賠償等。這些或有負債發生的可能性有多大，在整個

收購價格決定上，確實很難估算。而在資產收購中，不會發生或有負

債，而注重在於每個資產的清點符合契約所載。 

在股份買賣契約之對方當事人為股東，而資產買賣之對方當事人為公

司，在契約的對象上是不同的。一般，資產若有抵押貸款者，購買該

資產時常需連帶的負起償還借款的責任。 

 

圖 7：資產收購14 

資料來源：張勝春，企業併購法制之經濟分析，第四章，2006 

 

歸納之，併購對價項目不同，也會對併購活動造成影響。如下表： 

                                                        
14 (一) 被收購公司出售部份或全部資產予收購公司；(二) 收購公司支付現金、股份或其他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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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併購交易類型，自行整理 

併購方提出 目標企業標的 類型 

現金/股票 資產 資產移轉行為 

現金 股票 以合併為目標 

股票 股票 目標企業成為子公司 

 

無論是以現金或者股票購買目標企業的資產，都是一般資產轉移行

為。此情況通常發生在併購目標對象是企業中的獨立部門，或者是智

慧財產權，避免造成連同目標公司債務一起移轉的情況發生。 

 

I.3 按照企業併購類型劃分，併購可分為橫向(水平)併購、縱向(垂直)併

購、同源式併購與多角化併購： 

I.3.1 橫向併購(Horizontal Integration)15 

是指兩家在相同領域中經營，並且相互競爭公司之合併。這種類型

的併購通常發生在生產技術、流程、或是銷售渠道相同的某一產業

中。兼併方透過技術上或是經營上的共同之處，實現資源共用所產

生出來的綜效，並藉此用較少的資源擴大企業經營範圍，形成一個

更大的企業，享有規模效率的優勢。橫向併購雖然可以改善市場結

構，加強企業對市場的控制力，但由於會造成產業中的企業家數減

少，企業若無止境的進行橫向併購，會產生獨佔或寡佔的局面，進

一步地進行違反公平競爭原則的活動，像是聯合壟斷，因此橫向併

購往往會受到政府的反托拉斯(anti-trust)監控與管制。 

I.3.2 縱向併購(Vertical Integration)16 

每種產業都會有所謂的上下游關係，上下游之間的互動存在有交易

成本。縱向併購是指企業為了減少交易成本、取得原物料議價空

間、取得穩定的原物料供貨來源、產生經濟效益，將與其生產經營

有關係的上下游廠商納入自己的控制之中，進而對某一產品領域上

                                                        
15 Michael A.Hitt,R. Duane Ireland,Robert E.Hoskisson ,1999, Strategic Management 3rdedition, p 240. 
16 Michael A.Hitt,R. Duane Ireland,Robert E.Hoskisson ,1999, Strategic Management 3rd edition,p 

216,24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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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廠商所進行的合併行為。 

I.3.3 同源式併購(Congeneric Merger) 

處與不完全相同產業，但擁有相同源頭的兩個企業之間的合併，以

擴大相關產業內的企業影響力。比如為了順應趨勢，網路媒體與傳

統媒體之間的合併。 

I.3.4 多角化併購(Diversification) 

多角化併購是指併購公司屬於不同產品或隸屬於不同產業的併購。

透過多角化併購策略，公司可以藉由生產多樣產品，獲得生產上的

範疇經濟(Teece,1980)。同時藉由多角化經營，公司可以依賴各事業

部門之間的現金移轉，降低對外部資本市場的依賴性(Stein,1997; 

Williamson,1986)，尋找其他更有吸引力的產業。 

 

I.4 按照企業併購的態度手段劃分，併購可分為善意併購和敵意併購： 

I.4.1 善意併購(Friendly Takeover) 

由收購方公司以較平和之方式先取得被收購方公司之同意，並透過

雙方討論後擬定契約，明合併後新公司之模式。通常須經公司之管

理階層或董事會／股東協商同意，依特定之條件，例如價格、收購

比例、融資方式、期間等條件下完成，被收購方公司經營階層亦可

能協助說服其股東接受收購方公司所提出之併購條件。這種併購方

式有利於降低併購的風險和成本，使併購雙方能夠充分交流、溝通

資訊。但由於善意併購建立在雙方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談判基礎

之上，因此容易使談判時間很漫長，從而使併購失去部分價值。 

I.4.2 敵意併購(Hostile Acquisition) 

指收購方公司之收購行動遭被收購方公司經營者抗拒、依然強行收

購，或未事先與被收購方公司經營者商議即逕提公開收購要約。敵

意收購通常採取融資性併購（Leverage Buyout，LBO）或收購委託

書達成，經收購方公司逕行於股票流通市場大量購買被收購公司之

股票，藉以獲得該公司經營權。然因被收購方公司為非自願性，甚

至會進行反收購行為，故強制性收購成本負擔會提高許多。且於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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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收購後，該被收購公司之管理階層通成無法保有原職位。 

 

II. 出售 

II.1 分立(Spin-offs) 

母公司將其部分資產和負債轉移給新建立的獨立法律實體(一個法人變

成兩個法人)，並將子公司所擁有的股份按比例分配給母公司的股東。

母公司並無法得到任何的現金回報，也不存在股權或控制權向第三者轉

移的情況。 

II.2 股權剝離(Equity Carve-outs) 

將公司的某一下屬部門或機構分割出去，成為一個具有獨立法人地位的

子公司，除了仍繼續擁有該子公司的部分權益，並將部分權益通過發行

股票方式出售給非母公司股東的外部人士，同時母公司得到了現金回

報。 

II.3 資產剝離(Sell-offs) 

分立只是進行股權的轉移或交換，不會為公司帶來現金流。但剝離是將

企業的一部分出售給外部第三者，進而取得現金或相對應的報酬。 

 

圖：資產剝離17 

資料來源：張勝春，企業併購法制之經濟分析，第四章，2006 

 

III. 重組(Change in Ownership Structure) 

III.1 以債權或優先股交換普通股(Exchange Offers) 

                                                        
17 (一) 被收購公司出售部份或全部營業予收購公司 (既存或新設公司)；(二) 收購公司發行新股

於被收購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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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2 股票回購(Share Repurchase) 

公司買回其發行在外的部分普通股。伴隨著在外流動的總股本減少，公

司管理層或主要股東的持股比例會相對提高，使其對公司的控制權會被

強化。 

III.3 轉為非上市公司(Going Private) 

由一群規模較小的投資人收購原公開上市公司的全部股東權益，並將之

轉為非上市的私人企業的過程。如果此交易是由當權的管理層發動的，

則成為管理層收購(Management Buyouts, MBO)18；若此交易是由外部投

資者提供資金(主要是以銀行融資的方式取得)，透過高槓桿的財務操

作，取得董事會的代表席位及高投資報酬率，則稱為槓桿收購

(Leveraged Buyouts, LBO)19。 

 

貳、 企業併購浪潮史 

    如上所述，這種透過收購他人企業以進行資源奪取的行為，為今後生生不息

的企業併購活動拉開了序幕。全球至今一共經歷過五次的併購浪潮，在不同的時

空背景下所引發的企業併購浪潮，造就出今日多樣化的併購方式與全球知名的各

大企業。以下介紹全球五次併購浪潮之發展過程： 

一、水平併購浪潮 

第一波的企業併購浪潮發生於 1897-1904 年期間，這段期間的併購類型

主要以橫向併購為主，主要發生於北美及歐洲。第一波企業併購浪潮的

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由於 19 世紀科學技術的突破性發展大幅提升企

業生產力，為石化業、汽車製造業以及鋼鐵業為代表的技術性產業提供

了企業併購的誘因－技術與市場；另一個原因在於 1863 年紐約股票交

易所的正式成立，提供了一個可以操作的平台，為企業併購提供了一個

新的手法，即股份收購（Stock Acquisition），使得企業併購的成本得以

降低。 

                                                        
18 外界對 MBO 目標公司的條件，主要是以有穩定現金流量、負債比例不高的企業，並且針對管

理階層，強調其在產業經驗豐富，對公司了解程度深，透過改變經營模式，獲得較佳的績效。 
19 在實際運作上，會先成立一個特殊目的機構(Special Purpose Vehicle, SPV)與特殊目的公司

(Special Purpose Company, SPC)，透過兩者向金融機構貸入資金。等到目標公司被合併後，原本在

SPV 或 SPC 的債務就被投資公司接受，並透過目標公司所衍生的現金流量，藉此支付貸款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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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波的企業併購浪潮裡，各產業裡的企業透過彼此間的兼併達成資

本集中的目標，並且逐一整合成為規模巨大的壟斷企業。今昔許多各行

各業的大型國際企業便是誕生於此一波的企業併購浪潮中，如美國的化

工公司杜邦、美國最大的鋼鐵企業美國鋼鐵…等。這些大型企業透過併

購迅速成長，並且取得大幅提升的市場份額，進而造成大規模的市場壟

斷。這波企業併購潮的特色，在於這些企業所併購的對象都是在同一產

業裡地位相同的公司，因此第一次併購浪潮又可以稱之為「水平企業併

購浪潮」。 

二、垂直併購浪潮 

第二次的企業併購浪潮發生於 1916-1930 年期間，這一波企業併購浪潮

發生的原因，乃是美國政府為了遏止這種因為上一波併購浪潮，大型企

業無止境的併購而導至市場遭到過度壟斷的現象，頒布了反托拉斯法

（Antitrust Law），進而導至企業間的合併遇到限制，無法繼續往橫向發

展。這些大型企業為了追求更大的經濟實力，將併購目標從原本的同業

公司轉向同一產業當中，處於兩個相鄰生產階段上下的企業合併。例如

在鋼鐵產業中，冶鍊鋼鐵原料的企業和鋼鐵加工企業之間的兼併。由於

企業併購多數發生於同一產業當中上下游的互相兼併，因此第二波的企

業併購浪潮又可以稱為「垂直企業併購浪潮」。 

值得觀察的是，在這一波的企業併購浪潮中，有將近九成的企業併購是

透過投資銀行的協助而完成，這些投資銀行一方面為企業找尋合適的併

購對象，另一方面也在企業併購的過程當中透過融資的方式提供企業資

金。由於這一階段的企業併購方式，主要是透過收購/轉讓目標企業的產

權或是股權來操作併購，因此便衍生出名為資產收購（Asset 

Acquisition）的操作手法。 

三、混合併購浪潮 

第三波的企業併購浪潮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在 1954-

1970 年間迎來了全球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和前兩次併購潮不同的是，

第三波的企業併購中，企業為了躲避反托拉斯法的政策法規，將併購的

對象鎖定至不同產業的企業，透過併購的方式進到不同產業，透過多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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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策略，從原本的單一型企業成為複合型企業（Conglomerates）。然而

這波的企業併購熱潮對企業帶來的好處僅在於帳面上的財富，並沒有發

揮出任何實際上的綜效。 

四、金融槓桿併購浪潮 

第四波的企業併購熱潮發生於 1981-1989 年間，這一波的併購潮主要發

生在石化工業。在這波併購潮中具有代表性的幾項併購，如 1986 年荷

蘭皇家殼牌石油公司（Royal Dutch Shell）以 365 億美元收購美國貝里奇

石油公司的所有資產，成為全球第二大石油公司。此次的企業併購浪潮

不同於第三波企業併購熱潮，單純地只是進行無相關的企業併購，第四

波企業併購改以特定的策略，去併購與本身產品相關的企業，以針對性

的戰略手段取代毫無相關的混合兼併。 

此時，金融界為了滿足大規模企業併購對於巨額資金的需求，發明了一

種信用低、風險大、但是利率極高的債券，讓小公司也可以利用財務槓

桿的融資方式籌得鉅額資金以進行企業併購，這種透過發行債券籌資進

行收購的行為，又被稱為杠桿收購（Leveraged Buyout， LBO）。但由

於這種債券的違約率高，信用等級相當低，因此又被稱為垃圾債券

（Junk Bond）。這種垃圾債券雖然利率極高，背後卻缺乏相對的支撐力

道，因此違約風險極高。實際上，第四波企業併購熱潮結束的原因，就

是因為有不少兼併企業因為操作不慎，在 80 年代末期紛紛以破產做為

收場。 

五、跨國併購浪潮 

第五波企業併購熱潮發生在 1992-2001 年間，起因於網際網路的時代來

臨，技術創新的研發成本越來越高，相對地技術產品生命週期卻是越來

越短，以至於許多企業比起自行研發技術，更傾向透過收購直接獲取技

術。例如德國汽車工業巨頭賓士與美國克萊斯勒在 1998 年宣布合併，

交易金額 920 億美元。這波併購熱潮直到因為歐美經濟成長停滯以及受

到恐怖攻擊事件影響而冷卻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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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灣企業併購的相關法制 

    民國 91 年 1 月 15 日立法院通過企業併購三法(企業併購法、公平交易法修

正、證交法修正)，提供企業快速轉型與成長之機制，為我國公司革新立下新的里

程碑。三法中的「企業併購法」適用於所有企業的併購事宜，給予符合一定條件

的公司進行分割、合併或收購時，不但能享有租稅優惠，並得適用促進產業升級

條例，申請行政院開發基金專案融資。這將開啟國內企業併購新頁，也讓企業可

以重整跨國投資組織架構，提高我國企業國際競爭力。 

    企業併購法之部分內容，公司法已有規定，惟規範之內容不盡相同，茲將企

業併購法之主要內容歸納整理於下： 

一、企業併購法規範之併購行為： 

根據企業併購法第 4 條併購之定義，企業併購法所規範之併購行為，實

際上僅包括合併、收購及分割三種行為。然而，股份轉換（或稱股份交

換）交易之結果，讓與公司將全部股份轉讓予他既存公司或新設公司，

而成為受讓公司百分之百持有之子公司。讓與公司之股東於交易完成

後，因股份轉換而不再是讓與公司之股東，而成為受讓公司之股東。企

業併購法中將股份轉換視為收購之一種。20 

二、簡式合併 

簡式合併，實際上為合併之行為，然而由於合併雙方之持股關係（例如

母子公司之合併），導致子公司所召開之股東會並無實質上之意義，以

母公司對其子公司之高持股，即可左右合併案之決議能否通過，因此法

律遂將此種合併情形，簡化其合併程序，故稱之簡式合併。企業併購法

第 19 條提供了簡式合併（或稱簡易合併）之機制，當公司欲合併其持

股 90%以上之子公司時，程序上予以簡化，僅須經各公司董事會 2/3 以

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通過，即可進行，無須召開股東

會。 

三、非對稱式合併 

所謂非對稱式合併，係指合併雙方之規模差距甚大，若該合併對於合併

後之存續公司之資產結構或資本結構並無重大影響時，因對存續公司影

                                                        
20 企業併購法第 29 條至 3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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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甚小，因此簡化合併之程序，該合併案無須經存續公司股東會之決

議。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規定，存續公司因合併而發行之股份如未超過

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 20%，且因該合併所支付之現金或財產之價值，未

超過存續公司淨值 2%時，僅須經存續公司董事會 2/3 或 1/2 決議行之，

無須經股東會決議，當然，消滅公司將因合併而不復存在，因此仍須經

其股東會之決議。 

四、吸收/新設合併 

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規定，吸收合併為兩家以上公司，依相關法令規定

之合併程序，以一家為存續公司，其餘公司併入存續公司；新設合併為

兩家以上公司，依相關法令規定之合併程序，創設另一家新公司辦理合

併，原有公司解散，由新設公司概括承受其權利義務。 

五、租稅優惠 

企業併購法之立法過程中，企業除了重視併購程序之簡便外，另一個重

點即是租稅優惠之提供。政府為了協助企業進行併購，或組織再造，提

升競爭能力或生存能力，因應企業之廣大反應，並參考以施行之金融機

構合併法及金融控股公司法所提公司租稅優惠，企業一直期盼能有併購

專法排除公司法之適用，並提供租稅優惠。企業併購法中所提供之租稅

優惠，於該法第三章中之十個條文予以規範，企業進行併購如符合規定

之條件，得享有免徵或緩課印花稅、契稅、證券交易稅及營利事業所得

稅，土地增值稅則得記存，因併購所生之商譽及併購費用，亦得於一定

年限內平均攤銷，對企業而言，有相當大之幫助。 

六、併購程序簡化 

除了前述簡式合併及非對稱合併提供簡化之程序外，合併後財產變更登

記及合併登記之程序，亦予以簡化。例如企業併購法第 25 條第 2 項規

定，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辦理因合併所產生之財產權力變更登記或合併

登記，得檢附相關文件，向登記機關辦理「批次登記」，排除了土地

法、專利法、動產擔保交易法之適用。此外，公司從事資產收購或營業

讓與時，亦排除民法第 297 條及 301 條之適用，債權讓與無須通知債務

人，債務承擔無須經債權人之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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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併購門檻降低21 

公司合併時，原須經由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 3/4 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

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在公司法修正後，目前公司

進行合併或分割，僅須經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 2/3 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

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即可。 

 

政府為加速經濟發展，健全企業體質，提升競爭力，及加速企業大型化、國

際化，立法院於民國 93 年 4 月 16 日三讀通過「企業併購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簡化企業合併程序，而且企業可以用換股方式從事併購，或是併購企業單一部

門，而不用承擔被併購企業他部門的財務問題。此修正進一步放寬併購之相關限

制，讓併購更為單純，為企業提供併購誘因。修正案規定，公司發行新股全數用

於收購他公司的營業或財產，得排除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有關員工及原有股東優

先承購權的適用。並且增訂公司與其持有 90%以上資本額的子公司合併時，得以

董事會特別決議執行，同時也降低公開發行公司概括承受或概括讓與營業或財

產、股東會決議之門檻，簡化了合併程序。另外，參考美、日規定，企業併購法

修正案明定母、子公司選擇合併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者，其合於規定之各本國子

公司，應全部納入合併申報，在選擇合併申報後，除因正當理由經賦稅主管機關

核准者，不得任意變更。而經核准變更為分別申報者，5 年間不得再選擇合併申

報。 

「企業併購法修正案」中，大致已鬆綁，併購障礙幾乎都已被考量。企併法

也對外國公司的定義，早已作了前瞻突破，排除公司法對外國公司必須認許，且

必須來台設立分公司的前提規定，只要是外國法律認可設立的公司，都可以與本

國企業併購。但在實務上，經濟部投審仍擔心，本國公司與外國公司併購時會碰

上紙上公司，因此，仍在第一階段限制本國公司必須與外國的上市上櫃公司合併

才能申請。這項法令解釋與企併法母法內容不符，因此，引起國內企業一些抱

怨。因考量跨國交易可能產生之稅務法律等問題，外國公司通常會採取以紙上公

司(Paper company)與國內企業進行交易，但現行企業併購法中第 21 條規定外國公

司與國內公司合併時，存續公司應以股份有限公司為限，此可能部分限制了外資

                                                        
21 公司法第 316 條；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32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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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併購國內之企業交易方式，若可對此相關法規視野更放寬，將可促進外資併

購國內公司之動機。 

企業界認為，企業併購在法制上，大致已鬆綁，併購障礙幾乎都已考量周

延。但是法令的行政解釋過於嚴苛，導致外資企業來台併購企業的意願並不強。

因企業併購法之實施，大幅拓展了國內併購環境，產生了很多有利之影響，如對

公司之營運拓展方式創造了更大之發展空間，亦更加彈性化，也更加吸引外資併

購國內企業，進而更加活化產業價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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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企業併購的策略思維 

    「運籌於帷幄，決勝於千里之外」刻畫了策略對競爭結局的舉足輕重的影響

效果。商場如戰場，尤其是在全球化浪潮和日新月異的技術創新的今日，企業稍

有做出錯誤的決策，便有可能使企業破產。因此，策略管理的根本目的，就是要

保持和不斷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使企業不斷成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指使

整個企業長期穩定發展的核心資源，以及建立在其之上的企業人才、關鍵性知識

與技術、產品、品牌、文化等綜合優勢。企業要在市場競爭中贏得優勢，必須建

立自己的核心競爭力。當然，核心競爭力不會從天而降，其形成過程主要會經過

三種途徑：投入資金自行研發技術、與擁有互補優勢的企業形成策略聯盟、兼併

收購其他企業去獲得其所擁有的專門知識或核心資源。 

 

壹、 策略管理工具在企業併購活動中的應用 

    核心競爭力是個高度概括、綜合的概念，為了便於理解，以下粗略利用國哈

佛大學教授麥可波特(Michael E. Porter)提出的五力分析模型22的對其加以分解剖

析。他認為，一個企業實際上是被五類影響因素所包圍，包括其產品的可替代程

度、現有的相對競爭力、潛在的市場競爭者的數量與競爭實力、消費者的議價能

力，以及供應商的壟斷程度等。一個具有核心競爭力的企業必須在一個或數個關

鍵性因素上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如下圖所示： 

 

圖 9：波特五力分析模型(Michael Porter's Five Forces Model) 

資料來源：競爭論 

                                                        
22  麥可波特, 2009, 競爭論, 天下文化出版社, 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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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妨簡單的從幾個方面探討一下併購與重組在提高企業競爭力的作用。

首先，看看替代品的影響。如果一個企業的產品有太多的替代品，替代程度越

高，那麼企業的競爭地位就越低。如此，以下的幾種併購重組方式可供企業選

擇，例如：剝離可替代程度高的產品生產部門，集中企業資源來生產競爭力強的

產品；實施橫向兼併，減少競爭對手的數量以降低行業的競爭程度，提升企業產

品的市佔率；實施縱向兼併實現策略轉移；通過併購獲取關鍵核心技術與智慧財

產，實現產品差異化策略(Differentiation)、低成本策略(Cost Leadership)或目標聚

焦策略(Focus)。 

    接著，看看現有的及進入者的競爭能力和擴張潛力。如果競爭者的競爭能力

很大，那麼透過橫向兼併來減少競爭對手的數量並提升競爭力，是一個可行的選

擇。最後，企業要做大做強，必須保障關鍵原物料和其他投入要素的供應。如果

投入要素供應商的轉換成本太高，那麼企業的發展可能受限制，進而喪失有利的

競爭地位。解決這一問題的可能途徑之一就是透過垂直併購來控制關鍵性要素的

供應通路，爭取要素供給的主動權。這不僅有利於保障原料的供應，也有利於企

業在激烈的競爭中掌握主動權。 

    企業策略性管理的根本目的在於不斷提升企業的核心優勢或核心競爭力，而

最終提升公司的附加價值。為了要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必須要不斷地做機制

與制度的創新，不斷地進行技術創新和產品創新。資本運營是企業策略執行的一

個重要層面。嚴格說來，任何一次成功的企業併購和重組，都應鎖定提升企業核

心競爭力這一核心問題來加以開展。策略併購，就是能夠繼續維持並不斷增進企

業核心競爭力的併購行為。 

    對企業而言，何時採用收縮策略，何時應用擴張策略呢?該用專一化策略還

是多元化策略呢?這些問題都是併購決策中無法迴避的問題。因此可以借用 BCG

矩陣和 GE 矩陣來進一步分析，進而找出參考答案。簡而言之，如果企業的某項

業務處於具有發展潛力、吸引力較大的行業，且企業在該項業務上有較強的競爭

優勢，則企業應當集中資金與其他資源，優先支持該項業務的發展，即尋求行業

的支配地位；如果某個行業吸引力較大，但企業在該行業競爭力較弱，則企業應

視實際情況，或者增加投資爭取各種關鍵性資源以加強其競爭力，或者選擇退

出；如果某個行業吸引力有限，發展空間不大，且企業在該行業競爭力也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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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企業應該退出該行業，回收資金，實行策略性轉移。 

    其中，BCG 矩陣是波士頓顧問集團(Boston Consulting Group, BCG)在 1970 年

代提出的，從銷售生長率、市場份額兩個維度來分析企業的業務狀況；而 GE 矩

陣則是通用電器公司(General Electrics, GE)針對 BCG 矩陣存在的問題開發出新的

組合分析方法，從行業吸引力和相對競爭地位來梳理企業的各項業務。 

 

圖 10：BCG 矩陣 (BCG Matrix)23 

資料來源：時報出版社 

一、問題型業務 (Question Marks,高增長、低市場份額) 

處在這個領域的產品，帶有較大的風險。這些產品可能利潤率很高但市

場份額太小。這類產品往往是公司的新業務，必須增加投資以跟上迅速

發展的市場、超越競爭對手。一間企業旗下可能有許多問題產品，如何

選擇哪類產品進行選擇性投資使之成為下一個明星產品，是公司在擬定

策略中最重要的步驟，也必須納入公司的長期計劃中。 

二、明星型業務 (Stars,高增長、高市場份額) 

這個領域中的產品處於快速增長的市場中，並且佔有支配地位的市場份

額，但也許無法產生現金流量。可以將此業務視為公司未來的金牛型業

務，因此企業必須繼續投資，以保持其與市場同步增長，並擊退競爭對

手。 

                                                        
23 森秀明,2015,外商顧問超強資料製作術,時報出版社,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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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牛型業務 (Cash Cows,低增長、高市場份額) 

此領域的產品做為市場中的領導者，享有規模經濟與高利潤的優勢，能

產生大量的現金流，企業也不須大量投資來擴展市場規模。企業往往利

用這部分的利潤去支付、支持其他在發展中明星型業務。而當這類產品

市占率下跌到不可阻擋之勢時，可以採用退出策略獲取現金，達到短期

收益最大化。 

四、瘦狗型業務 (Dogs, 低增長、低市場份額) 

這類產品既不能產生大量現金，甚至可能是虧損的。而這類業務往往佔

用公司許多資源(如資金、管理時間)，是得不償失的。因果斷地進行出

售、剝離，以把公司資源轉移到更有利的領域。 

 

 

圖 11：GE 矩陣(GE Matrix)24 

資料來源：時報出版社 

    GE 矩陣的分析給了企業在併購時提供了重要的決策依據。如果一個產業具

有發展潛力、吸引力大，且企業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則適合進行橫向併購進行

擴張策略，擴大市場份額和競爭地位；如果產業吸引力小，企業又不具有足夠的

競爭實力，此時則適宜採取收縮策略，分拆剝離業務。如下圖： 

                                                        
24 同前註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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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GE 矩陣在併購中的應用25 

資料來源：時報出版社 

    根據各產業中企業的數量、產品屬性和價格控制等因素，按照競爭程度的強

弱可將市場分為四種類型，即：完全競爭型、不完全競爭型、寡頭壟斷型和完全

壟斷型。從策略併購的角度來看，如果收購公司處於不完全競爭型或寡頭壟斷型

的產業，宜採用橫向收購的方式取得同產業競爭對手的技術、人才、智慧財產等

策略性資產，擴大市場份額減少競爭。  

    另外，對產品的生命週期進行分析也是策略的重要步驟。由於產品與技術進

步等原因，會經歷一個由成長到衰退的發展演變歷程：初創、成長、成熟到衰

退。處於初創階段的產品研發費用較高、市場不明確，風險非常大，但隨著研發

及不斷完善，企業的利潤營收可能可以呈現爆發性成長；處於成長階段的產品具

有較高的可預測性，獲得收益的可能性也大幅提高，併購的最佳時機便是併購在

成長階段有可能會帶來豐厚收益的產品；處於成熟階段的產品已被市場廣泛接

受，生產成本與產品價格相對穩定。尤其技術含量高的產品，市場需求可能再擴

大；處於衰退階段的產品，面臨新技術或專利到期等因素導致新替代品進入市

場，使得出現負增長甚至虧損的可能性。 

 

貳、企業併購與出售的動機與目的 

    跨國性的企業併購交易牽涉到至少兩方面有關於理論和實證之議題，一為國

際間資本移動，一為企業間的併購策略。將兩方面合併來看，則脫不開企業之國

                                                        
25 同前註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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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投資併購和所謂政府與企業互動關係之理論與實務。至於一個企業為何會併購

另一個國內或海外的企業，而不選擇新創一個企業體，其原因除地理上的因素之

外，尚且包括：生產的規模經濟、垂直整合的效率、擴大市場影響力、提昇效

益、整合互補性的資源、為滿手過剩的資金尋找有利的投資機會、租稅效益因

素、多角化經營和降低融資成本等。為了釐清企業的策略脈絡，瞭解其併購的內

在動機為必要。除了詭譎的全球經濟景氣變動或國際政治經濟情勢、不斷更新的

各國政府政策法令，或者不斷日新月異的產業發展與科技變革的影響，買方企業

進行併購的內在動機可分為以下七大類： 

一、整合水平資源產生規模經濟：針對特定產品，藉由與同類型企業的整

合，以快速達成提高市占率、提高產能、消滅競爭對手、拉大競爭差距

或擴大版圖的目的。 

二、整合垂直資源增加效率：針對特定產品，達成確保原料、產能、訂單等

上下游業務流程順暢與降低風險，透過整合來強化競爭力。 

三、多角化經營：投入新事業、引進新產品，透過多角化事業的發展協助企

業轉型、升級或擴大經營版圖。 

四、取得新市場：進行區域性或全球市場併購布局，使本土型企業朝跨國企

業發展。 

五、取得經營事業權或互補性技術：藉由併購取得所缺乏的技術、或其他具

互補性之資源，用最少成本、最低風險、最有效率的方法投入特定事

業，以強化企業未來發展動能。 

六、著重特定事業：因經營策略改變，企業資源必須重組，以期提昇經營效

益，達成新的營運目標。 

七、其他：引進策略性投資人，改善資本結構，或彌補自身劣勢，或受政府

政策鼓勵。 

 

除此之外，併購還具備了以下優勢：  

一、透過外部收購可以更迅速地實現企業的某些目標。要新建一個企業或擴

建一個企業，首先要策劃與募集資金，建完了以後再投產，整個流程一

般比較漫長。新建或擴建企業，不僅僅要投資固定資產、廠房設備，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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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招聘人才。收購一個現成的公司，通常可以連人才帶資產同時取得。 

二、企業從內部新建一個組織的成本可能會超過收購的成本，這是許多公司

傾向於收購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新建一個企業一樣，新建一個組織從

策劃到完成是個漫長的過程，這一過程中間的費用和風險帶來的總成本

有可能高於收購一個企業的成本。  

三、透過外部途徑實現成長或多樣化經營可能風險更小、成本更低，或者獲

得經濟合理的市場佔有率所需的時間更短。儘管併購存在許多風險，但

透過內部成長的途徑進行的企業擴張同樣存在各種風險。為什麼呢？一

個現成的公司已經是現實存在。這個行業的前景怎麼樣，這個公司做的

怎麼樣，是有跡可循的。但是自己新建公司，有沒有這樣的管理能力，

能不能招聘到適合的人才，前景如何，還是一個未知數。所以，相應地

來講，如果能合理地規劃收購，作好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外部收

購也許風險反而更小。  

四、可利用被收購方的已有品牌與市場/公共關係資源。目標企業經過一段時

間的經營，一般都有自己的銷售通路、自己的品牌與客戶群，有公共關

係和政府關係資源，併購方透過收購可較快地獲得這些資源。 

五、企業可以用證券支付的方式來獲得其他企業，而它可能沒有足夠的資金

以內部方式獲取相等的資產和生產能力。收購一家企業可以運過換股的

方式進行，不一定需要大量現金。但是如果企業想透過內部擴大再生產

的方式進行擴張，一般需要現金。當然，這些資金有可能透過資本市場

來籌集，例如向銀行借錢，或者發行債券，或者發行股票，但這個過程

不僅有難度，而且通常比較漫長。   

六、可以獲得稅收優惠：這一點在槓桿收購時表現得特別突出。由於槓桿收

購多透過貸款融資，這樣收購方就可享受到利息稅率帶來的好處。 

七、可能有補充其他企業能力的機會：收購一個企業，可能同時取得多種資

源，比如生產技術、產品及人力資源等等，從而多方面補充收購企業的

資源。其他企業可能不像收購企業那樣，可以有效地運用其資產或管理

能力。這意味著併購可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產生綜效(Synergy)的效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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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地，賣方企業願意出售其心血也有其動機與目的： 

一、凸出主業，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 

從企業經營發展的趨勢來看，利用核心競爭力從事專業化經營的策略模

式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企業所接納。在許多領域裡，全球領先的跨國巨頭

的發展不僅是多元化，而是將旗下一部分的資產通過出售，試圖把沒有

優勢或整體利潤率較低的業務剝離出去。 

企業之所以分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隨著時間的推移

而不斷變化，且隨著科技進步、產業發展迅速、全球化趨勢造成的市場

變化、國家間法規政策的調整，這種變化速度越來越快，使得原本領先

的產品技術可能也已被超越、原本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或企業龍頭可能

於數年之間失去光彩淡然下場(例如過去的手機霸主 NOKIA)。對於一些

多元化經營或無法面對競爭的企業，通過分拆可以為母公司或子公司重

新定位，為股東創造價值。 

二、分拆上市，籌措資金： 

對於已上市公司來說，將其子公司獨立出來另行上市可以籌集到新資

金。如果子公司的上市價格理想，母公司可以獲得可觀的資本溢價；對

於未上市公司來說，將其部分資產分拆，使其主業更突出，更具投資吸

引力。例如以發明阿斯匹林著名的德國公司 Bayer 於 2015 年將旗下的材

料業務集團分拆成立了 Covestro 公司，並預計將其上市。 

三、擺脫虧損包袱，提高管理效率： 

為了避免經營不善而產生虧損或利潤水平低的業務，對整個企業的長遠

發展以及利潤增長形成障礙，而考慮將這些業務分拆、剝離出去。藉由

剝離與核心競爭力不相關的非主營業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幫助企業實

現專業化管理，提升管理效率。 

四、滿足現金需求： 

當企業面臨巨大資金壓力時，企業通過剝離非核心相關業務籌措周轉資

金，償還債務。尤其在槓桿收購中就經常發生為了償還收購過程中所形

成的巨額債務，進而出售部分資產或業務，以滿足對現金流量的巨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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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五、抵禦敵意收購： 

通過故意分拆對敵意收購者有吸引力的資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被

敵意收購的風險。分拆之後，該業務的真實價格可以被市場更好的認

識，體現真正的企業價值，增加收購方的收購成本。 

六、移轉事業經營權或所有權： 

家族傳承或原股東無意繼續經營、或投資報酬率已達預定目標，欲獲利

出場了結的一種退出機制。就算要結束特定事業的經營、要轉換其他跑

道、或要退出市場，也要選擇以最少成本、最小風險、最大利益的方法

捨棄企業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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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企業併購的策略與手段 

壹、 企業併購的綜效 

    一百多年前的工業革命，徹底改變了企業經營與產業結構的環境，帶來了規

模經濟(Econnomic of Scale)與範疇經濟(Economic of Scope)，徹底改變了企業競爭

的條件。大型企業成為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核心，也是之後美國、德國、日本等先

進國家發展的基礎。其中，企業併購是成就這些大型企業的關鍵手段。 

    在全球化、跨國企業主宰國際經營的大環境下，許多企業時常苦思如何在研

發創新、產能及原物料、技術整合、市場通路，甚至跨足不同產業領域，取得突

破性的競爭優勢，並為股東創造最大價值。企業基於競爭力與成長的目的，除了

透過自行研發擴充既有事業外，為了獲取其他公司的人才、技術、產品、服務、

客戶、市場、供應鏈、智慧財產權等各類有形或無形資產，併購活動扮演了很重

要的角色。 

在這樣的前提下，企業往往必須進行有計畫性的成長策略，而併購的確是企

業追求外部成長的重要策略之一，透過使兩個以上的組織經由併購程序的結合產

生綜效，進而快速擴大組織規模，達到預期的經濟效益。而許多產業結構升級或

轉型的併購、或者為獲得新技術、新產品及其高質量智慧財產權的併購，則是需

要許多綜合條件與整體環境的搭配，若本地環境貧瘠可能會迫使企業出走海外尋

找併購標的，並利用其併購市場的交易方法進行跨國併購，進而有效擴大市場。 

    然而，併購的結局失敗的案例遠多於成功的案例，主要原因在於企業併購牽

涉的議題非常廣泛，除了外部環境的政治、法令以及企業文化的差異外，還包含

內部環境的組織面、策略面、管理面、財會、稅務等複雜的層面。因此有關併購

的迷思、併購的周詳準備、併購 的策略以及併購後的整合，企業必須要熟悉並

發展出適合自己的併購方法與程序，始能實踐併購目的，達到綜效的願景。 

    何謂綜效(Synergy)?即兩家公司合併後的總價值，須高於兩家獨立個體公司

價值的總和。併購效應應就未來營運策略思維之各個構面進行評估，除基本之併

購目的外，另應設定短、中、長期營運目標，對應營運模式、組織調整，核心競

爭能力及可能面臨之市場競爭等因素，均須納入考量。1996 年，瑞士兩大藥廠

Ciba-Geigy 及 Sandoz 因為善加利用合併綜效，使合併後更名的 Novartis 躍升為全

球第二大藥廠。在併購前，兩家公司先找出行銷、研發、通路等重疊之處，並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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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 1.2 萬名員工以降低營運成本與經常費用。 

    併購引發綜效主要有三類，分別為營運、管理與財務，當中各自表示不同的

效率提升。 

一、營運綜效(Operating Synergy)： 

主要指生產活動的正面效應，透過併購產生規模或範疇經濟。規模經機

只是透過產量提升，有效壓低成本、提升銷率，提高績效表現；範疇經

濟則是著重不同面向的營運項目整合，讓成本與銷售情況改善。兩者的

效果交互影響，企業透過投資增加產量，也藉由市場競爭力開拓其他領

域。 

二、管理綜效(Management Synergy)： 

主要是指併購企業的效率優於目標企業，透過併購能讓目標企業效率提

升，尤其是當目標企業為問題企業或遇到管理問題時，常希望藉由併購

引入新的管理人才，讓經營績效提升。尤其管理費用並不會和產量成同

比例增加，因此單位平均管理費用將會降低，節省資源。 

三、財務綜效(Financial Synergy)： 

指兩家以上企業併購，目的在於有效壓低資金成本，取得稅務和負債的

正面效應。例如稅務上，若營業單位呈現虧損，則在營利所得稅上可以

抵扣，取得節稅效應；或者是營業單會的現金流量結合，可以降低債務

人的債務違約風險或破產風險，使合併後的公司可以取得更低的借款利

率，提升舉債能力。 

表 4：從企業運作關鍵功能與流程思考可能之綜效來源26 

資料來源：企業併購策略與最佳實務(第三版) 

研發  共享生產技術、技術資產和研發人才； 

 取得技術相關的智慧財產權 

生產  增加規模經濟，降低生產成本； 

 整合現有產品線； 

 整合設備與基礎建設； 

 重新安排生產流程，促進生產效率； 

                                                        
26 游明德等, 2016, 企業併購策略與最佳實務(第三版), 三民出版社, P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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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外包資源 

銷售  降低競爭壓力； 

 提高市佔率和市場談判籌碼，增強對客戶的議價能力； 

 取得現有顧客群，增加交叉銷售的可能性； 

 分享行銷通路； 

 提升品牌知名度； 

 整合顧客和產品策略 

採購  增強對原物料供應商的議價能力 

財務  節稅考量，營業虧損和獲利公司盈虧互抵； 

 因競爭力提升而使股價因預期效益而上升； 

 借貸利息成本的降低 

人力資源  人才互補與共享； 

 消除重疊的職位或多餘的人力； 

 人才資源整合與重組 

 

    由於併購的策略目標不是為了短期套現，因此應該要有能反映或強化具有全

局性、長遠性的策略思維。企業併購先前的策略規劃作業，可先經過 SWOT 分

析，瞭解企業本身所處的地位、競爭力大小、經濟規模、風險分散的以及對公司

未來發展所衍生的種種問題，以確定企業的目標，進而評估可行性和效益，並找

出最適合的併購方式，再進行談判、簽訂契約，完成整個規劃作業。 

    為了說明併購與企業發展的關係，首先需先建構一個理念來描述企業發展的

最終目標。企業要達到該最終目標，必須通過許多策略決策以達到增長。在兩個

不同的時間點，企業的狀況可以透過以下幾個因素來描述： 

一、企業環境：包括經濟增長、客戶關係、競爭者數量和關係、潛在競爭

者、技術創新、法規制度…等。 

二、企業特徵：包括產品種類和數量、生產設備、銷售額、組織結構、員工

數量、管理層…等。 

三、企業成就：公司如何實現目標，例如銷售額和利潤的增長。 

    企業發展的積極影響來自於企業的決策管理與操作流程。例如，企業過去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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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期決定的增長目標如果沒有實現，那麼這個偏差值就會促使管理層去做去更

進一步的決定。如果企業要在短時間內達到某一增長目標，或者企業本身無法提

供內部增長所需的資源，那麼管理層會做出透過併購來促進企業增長的決策。高

效益的併購，能夠促使企業快速取得關鍵技術、擴大商業版圖、引進策略投資人

等，正面提昇企業價值。 

    有鑑於併購是企業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亦較於內部成長具較高之風險，併

購策略的成敗對企業的影響極為重大。因此企業考量以併購方式實現其策略願景

並且進而提升價值時，對於併購交易的各關鍵流程，諸如策略規劃、評估、協商

及履約，以及整合各階段所涉及包括策略、財務、稅務、法律、人力資源及營運

等各面向，進行深入了解實有其必要性。策略併購中應該注意的問題： 

一、在培養企業核心競爭力時應以獲取核心資源為導向，在自己擁有一定優

勢的領域內經營，盡量避免為追求規模或增長速度而盲目進入其他非相

關領域。 

二、企業通過併購獲取的資源必須經過高度整合，才能形成最終的核心競爭

力。因此在併購前應先考量有效整合的可能性。 

三、企業不應該只是善於做加法(收購兼併)，有時適時的減法(拆分剝離)不相

關的業務以突出核心優勢。 

四、企業必須兼顧本身的資金實力與管理實力，量力而為以防止擴張過速造

成的欲速則不達。 

五、在商場上，沒有一勞永逸的競爭策略，更沒有永遠領先的知識和技術。

企業必須適時更新企業核心競爭力以獲得長期穩定、高於平均利潤水平

的收益與關鍵性知識。 

 

貳、 併購交易的操作流程 

併購和結婚的過程中所考量的關鍵點非常相似，從「自我」的了解、「對

象」的找尋、「決策」的考量、「執行」的規劃，及「完成」後的磨合與適應，對

於每一個關鍵環節，雙方都希望以最適作法，求得最高效益的成果。我們將併購

的操作分為四個重要步驟，即自我評估、目標篩選和盡職調查、協商議價及確定

交易方案、併購後的磨合與整合，下面我們逐一介紹這些內容。 



42 
 

 

一、策略規劃階段： 

自我評估是併購操作的第一步。企業自我評估的目的在於整合企業的策

略安排與財務狀況，根據生命週期調整經營策略，分析企業的併購需

求、目標和能力，也就是說，企業經營目前處於哪一個發展階段，企業

的發展潛力如何，企業的競爭地位及該地位今後的變化趨勢如何，企業

將面臨哪些機會和挑戰，企業的發展是否要擴展到新的經營領域中去，

訂定出與企業發展一致的併購策略。 

收購一般要花很大的代價，因為收購要佔用很多的資金，從而使併購方

企業的抗風險能力明顯減弱。如果所收購的目標企業不能帶來利潤，不

能增加現金流，那麼企業的資金周轉就可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許多企

業因收購而導致失敗，這與事前缺乏正確的自我評估不無關係。 

 

二、評估階段： 

首先要考慮的是目標企業是否符合併購方企業的策略需求。考察內容包

括：目標企業所屬的產業和所生產的產品是什麼，產品的吸引力、競爭

力如何，兩家企業的合併是否存在策略上的綜效效應；目標企業的資產

規模、銷售量及市場佔有率，瞭解對方的實力，以及收購以後成立的新

公司在市場佔有率和提升公司競爭力方面能作出的貢獻度；目標企業的

財務狀況是否健全；併購雙方之間組織文化整合的容易程度，是否能夠

比較容易地進行組織方面的整合或者文化方面的整合，直接決定著併購

的效果；目標企業是否具有反收購的章程，開展反收購策略的可能性有

多大，因為反收購可能會大大增加併購的成本，提高收購的難度，增加

失敗的機會。 

一般而言，理想的目標企業應具備下列條件：  

甲、具有某種財務或策略性資源可利用。併購是為某種財務或策略性目

的而實施的工具。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目標企業必須具備某種滿足

或補充併購方企業需要的核心資源。例如目標企業有一定土地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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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資源(如礦山、油田等)；有較好的融資能力；有先進的技術或生

產設備；有良好的產品和行銷通路等。   

乙、規模大小適中。目標企業規模太大，對收購資金的需求也大，可能

增加併購的風險及併購後資源整合和管理的難度，反而會遭受損

失；規模太小，可能難以達到預期目標。 

丙、行業有較高的關聯度。儘管也有多角化成功的先例，但大量的研究

顯示，有高度關聯性的目標企業更可能提供併購方企業所需要的資

源，進而產生綜效效應。這裏的關聯企業指的是和併購方企業處於

相同或相近行業的企業，或處於上游或下游的企業。   

丁、股價較低或適中。較低的股價有利於降低收購成本，為併購後股票

的升值預留良好的空間。 

 

三、協商階段：資訊透明、合理評價，與公正保密之談判 

甲、簽訂購併協議： 

包括併購交易的兩造雙方、銀行、投資銀行、律師及會計師等，在

併購策略規劃之初，任何資訊皆具有重大投資利益，任何不當資訊

揭露皆需避免，因此必須確立保密機制的完善程度，以保障併購的

執行。在雙方了解彼此意願後，潛在併購對象應簽訂保密協議書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NDA）和提具併購意向書（Letter of 

Intent, LOI），在併購執行前確立法律依據，以便後續流程順利進

行。 

乙、買方進行標的公司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 

盡職調查包括評估技術、生產、業務、財務及法律等多重面向。忽

略盡職調查在企業併購之重要性，往往會導致在交易完成後才發現

結果與原先評估過程的認知差異懸殊，合併後實際面臨的的問題比

原先所察覺的還嚴重許多。 

有效的盡職調查過程中需要有專業團隊的投入，以進行妥善的規

劃，其內容應包括：專案要執行的工作項目、人員的安排、時間進

度的規劃等，務必將資源最有效的配置。倘若規劃不得當，輕則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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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資源浪費；重則當時間控管不當、期間拖太長以致浪費人力資

源，甚至導致消息走漏而破局。 

考慮盡職調查所討論出之併購假設、風險及障礙，以強化執行計畫

的完整性，則能提高併購整合的成功率。此外進行盡職調查必須同

時可為企業併購後之整合進行評估，了解企業運作及文化上的異

同，以提高整合之時間以及效率。 

丙、併購目標的價值評估： 

併購價格的訂定，屬併購決策最重要的一環，透過謹慎與完善的評

估企業價值，以達到併購綜效最大化的成效。而併購所涉及之範圍

廣泛，除法律相關議題外，勞動契約、會計處理及賦稅法規等，都

是重要的課題。尤以會計及稅務之規範往往是實務上面臨最棘手且

最必須考量之問題，如何在符合現行法令規定之下，使財務報表為

最允當之表達，並使租稅節省之效益最大化，實為併購過程中深思

的議題。 

丁、談判併購條件： 

依據併購架構和盡職調查之結果，調整價值評價或換股比率計算結

果。買賣雙方對於併購架構和合併價格區間有共識後，將進行買賣

合約之協商和底定。買方對併購標的之業務和現況愈了解，未來併

購之成功率越高，綜效之實現性愈高。 

戊、簽訂併購合約與向目的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依據雙方協商同意之併購架構、併購價格或換股比率和買賣合約內

容，買賣雙方將需取得董事會對本併購案之同意，簽訂併購合約，

召開股東會通過併購案，進行併購交割結算，辦理併購法定登記，

另特許行業尚須取得主管機構之同意。 

 

四、履約與整合階段：併購後資源整合與調整 

甲、完成交割 

乙、規劃併購後整合工作： 

併購後之整合才是創造併購價值的開始，主要工作包括整合併購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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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資源、適當調整組織營運、協調組織文化之差異、整合人力資源

等，藉由企業組織、管理制度及營運作業等方面之融合，提供作業

效率之改善和新業務之開創，以達綜效之確實實現。在併購後定期

評估併購成效，與營運計畫或是預期成效相互比較，適時調整發展

策略，同時加強企業融合面向，然而併購評估具有一定難度，因此

必須時常執行檢視，以發揮併購最大之綜效。 

 

圖 13：併購交易的規劃流程27 

 

參、 實務上常見的併購手段與策略 

一、立足點持股(Toeholds)： 

是最常見的併購手段，即併購方在法令規定揭露門檻28以內買進目標公司在

市場上流通的股份。Toeholds 通常是在公開宣布併購計畫之前，即在市場上

布局買進，可以避免訊息公開後，造成市場預期而使股價上揚所產生的併購

成本、或是市場投資人紛紛買入標的股票造成的流通籌碼減少，降低併購成

功機會。 

併購方一般的做法，通常會找幾個目標物同時間進行收購，原因在於若只鎖

定一個標的，很容易被對方發現其收購意圖，進而採取對應的防禦措施，增

加後續的併購困難度；抑或是擔心在盡職調查之後而決定不持續進行收購，

                                                        
27 台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http://www.mapect.com/knowledge_organ_pra01.php (最後查詢日

2017/02/05) 
28 美國規定 5%、英國 3%、加拿大 10%、台灣 10% 

http://www.mapect.com/knowledge_organ_pra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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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會喪失了布局其他標的的機會；另外一個好處是，讓併購方成為股東且擁

有投票權，可參與股東會甚至進入董事會，進而影響經營管理層的決策，因

而取得內部的訊息。 

如果買入目標企業的股份超過法令規定的比例，大多數國家的法規會要求併

購方揭露並且進行公開收購，揭露未來後續的併購計畫，向市場宣布收購行

為已經開始。(例如在英國，當併購方在 7 日內收購的股份超過 10%時，必

須要馬上提出一個收購價格；當收購股份超過 30%時，必須對所有股東提出

併購行動)。此舉會造成股價波動，提高併購的困難度。 

而在台灣的實務做法29是，依照公司法第 163 條明文規定，公司股份得自由

轉讓，任何人都可以取得持股；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任何

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取得一公開發行股份超過 10%者，應向主管機關申報。

從反面解釋，在取得持股 10%前，併購方不須辦理申報，得以不公開方式秘

密為之。然而，卻因為買單的力道過大，造成股價上漲，進而衍生出是否涉

及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155 條操縱股價的疑慮。不過，股價上漲是買進股票的

果，而非買進股票的原因。證券交易法第 155 條明文規定罪責之成立除客觀

行為外，主觀上應具有抬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交易價格的意

圖。本質上，併購稱不上操縱股價。 

值得一提，併購方企業為了能以較低的成本完成併購案，通常錢其會私下透

過相關企業或者盟友協助布局，待進入公開收購的階段才依法進行併購。結

盟方式很多種，例如與市場派合作徵求委託書、透過人頭戶建立持股、尋求

有決定權的大股東支持、透過投行發行具股權性質的金融商品，以間接取得

持股。這些做法在國外案例許多，但國內的政府機關與政府對併購手法的認

定不同，當局從嚴管制的思維常會限制了我國企業併購的市場發展。 

 

二、非正式要約(Casual Pass)： 

非正式要約是當併購方企業在啟動敵意併購之前，在尚未了解目標企業意願

前，嘗試友善的提供一個機會給對方，以避免必須採用公開收購時所增加的

困難度。當然，非正式要約會使收購方意識到隨之而來的敵意收購，所以有

                                                        
29 台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2016，企業併購的第一堂課，洪圖出版社，C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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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啟動防禦機制，例如引進白色騎士(White Knight)30、毒藥丸(Poison 

Pill)31等。當然在正常情況下，如果對方不排斥，後續就變成合意收購。 

 

三、熊抱(Bear Hugs)： 

併購方直接向目標企業的董事會提出收購計畫，而非透過買進股票成為股

東，並於股東會表決議案的方式。當然併購案仍需經過股東會同意才算正式

生效，但董事會成員大多具有大股東身分，較容易通過。 

 

四、公開收購(Tender Offers)： 

併購方直接向所有股東提出收購股票的要求，在其指定的期間內，所有股東

可以用其指定的價格(通常高於市價以提供誘因)出售其所持有的股份。併購

者也可能會提出以特定有價證券交換的方式(換股方式不適用於跨國交易)，

而不限於現金收購。然公開收購的成本較高，如收購時間成本與所需使用的

資源相當大(投行顧問、法務、會計、證券商交易等)，費用遠高於合意併

購。 

公開收購常見於分階段併購案中。例如收購人先行布局取得一定持股後，可

能再透過公開收購方式取得更多的股權，進一步得以控制標的公司的經營

權。當然也不乏一步到位的併購案採取公開收購方式，通常是收購人已與大

股東合意轉讓，但因受強制公開收購規定的限制，必須以公開收購方式辦理

股份的轉讓。 

但實務上有許多爭議。首先是有關於收購價格的問題，什麼樣的收購價格才

是合理的?誰有權判斷價格的合理性?其次，併購方可能在收購經者股份時給

予溢價，造成價格的不公平，是否合理?最後，依照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

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預定於 50

日內取得公開發行公司 20%以上股份者，應該公開收購方式為之」，法規對

於「共同預定之型態」與「取得時點」的不明確表述，讓企業在併購交易執

                                                        
30 公司找來善意併購者，藉由白馬騎士與敵意併購者競賽爭奪公司經營權，公司並讓白馬騎士享

有優先以較低的價格認購新股，或優先以較低的價格收購特定營業或財產等權利。 
31 當公司在發行特別股或公司債時，特別規劃發行條件，以抵抗敵對型併購攻擊。例如原本無表

決權特別股，在遇到敵對行併購時自動轉換為有表決權的普通股；或公司債的償還期限自動到

期，併購者將必須再處理大筆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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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上面臨許多問題。 

 

表 5：英美公開收購制度的資訊比較32 

 英美公開收購制度的資訊比較 

美國 被併公司必須向股東說明公開收購之看法和理由，選擇建議股

東接受、拒絕要約或保持中立。 

英國 被併公司董事會必須諮詢專家意見，並要求其提出之意見內清

楚陳述利弊，並取得專家意見後就股東是否接受該公開收購要

約提出建議。若建議拒絕收購，則必須要有財務股問對此建議

的無保留之同意。 

台灣 被併公司應公告，就該次收購對其公司股東之建議，並載明持

反對意見之董事姓名及其所持理由。 

結論 美英台皆有被併公司公開表示意見之制度。美國主要特點在於

各項意見皆能表達立場並說明理由，英國則主要以獨立專家看

法為主體，台灣則要針對反對股東的看法表示理由。 

表 6：英美公開收購制度的時間比較33 

 英美公開收購制度的時間比較 

美國 開始公開收購之同時揭露公開收購相關資訊，並依規定方式宣

傳，自公開收購人展開公開收購要約之宣傳日，使為公開收購

生效之開始日，並起算公開收購期間。如公開收購內容有更正

時，亦須為相同之揭露。 

英國 被併公司股東在做成決定前，需被給予足夠之資訊與時間。如

公開收購內容有更正時，亦須揭露給股東知悉。 

台灣 公開收購人應於公開收購開始前申報，並通知被併公司，至於

股東取得公開收購說明書之時點，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4 第

1 項規定，係於應賣人請求時或應賣人向受委託機構交存有價證

券時。 

                                                        
32 謝昀成，2014，公開收購法制與爭議問題之研究-以英美及我國法制為中心 
33 同前註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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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目前美國與英國對於公開收購時間的要求多在收購行動時同

步，而台灣則規定必須在收購之前。 

表 7：英美公開收購制度的反詐欺比較34 

 英美公開收購制度的反詐欺比較 

美國 在公開收購中，包括公開收購人正式對外宣布公開收購及公布

其有意進行之公開收購內容，任何人不得就公開收購相關文件

中之重要事項，做出不實陳述、不得省略重要事項而造成誤

導，亦不得從事任何虛偽、詐欺或操縱之行為。 

 

英國 所有涉及公開收購之當事人，應盡力防止相關公司之證券價格

受到人為操縱，而影響到證券交易市場。在公開收購過程中，

公開收購人、被併公司之董事會或兩者之顧問，在寄送或提供

任何文件或廣告給股東時，必須確保已盡最佳之注意義務。 

台灣 公開說明書記載內容必須詳實明確，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

事。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不得有虛偽、詐欺

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否則應依證券交易法第 17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處罰。 

結論 美國與英國的法令，皆有隊公開收購的詐欺行為設立單獨條款

禁止，而且範圍不僅在公開說明書，還包括各項文件。而台灣

則主要由各項行為中去禁止詐欺行為，並未對公開收購的詐欺

行為進行規範，如買賣行為、公開說明書等。 

 

五、委託書徵求(Proxy Fights)： 

這是併購中最容易引起糾紛、代價極高的策略。是指併購方企業向一般股東

徵求股東會的委託出席權與議案的表決權，透過集中表決權數的力量，企圖

影響股東會議案與董事會選舉，爭奪董事會席位，取得如併購、反併購等提

案的權利等，在提出收購計畫前，尋求董事會的支持。 

至於要如何說服股東將其投票委託給徵求人呢?這就需要理解各主要股東的

                                                        
34 同前註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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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股東通常分為以下幾種：與管理層對立的反對派，持股較多的董事或

員工，神秘的信託專戶、託管帳戶或投資公司專戶，擁有大量股份的法人股

東及小散戶。 

徵求委託書的疑慮在於「表決權拘束契約」的效力，一般散戶交出受託書

時，對於所有議案均全權授權給徵求人，但若徵求行為與投票行為有衝突

時，其投票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國內實務上就發生許多徵求委託書時，並未

揭露其併購意圖的案例。企業併購法第 10 條明文承認表決權拘束契約及比

決權信託契約之效力，認為表決權拘束契約有助於股東間成立策略聯盟及穩

定公司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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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生技製藥企業的策略管理 

第一節 生技製藥產業現況與發展趨勢 

生技製藥產業是個高度專業整合的產業，橫跨了基礎科學、智財、法規、稅

務、管理、金融、創投、證券等，如果只從片面去解讀這個產業，恐怕都只是盲

人摸象。2014 年 7 月，基亞生技的肝癌新藥臨床分析解盲失利，股價連跌 20 根

跌停板；2016 年 2 月浩鼎生技的乳癌新藥解盲也不如預期，震撼了台灣股市。這

時大家才發現，生技製藥不僅僅是新藥研發、臨床試驗，更牽動了股市的脈動，

每個環節都需要各領域的專業人士操作，企業經營策略的每個環節都牽一髮而動

全身。若能釐清整個產業價值鏈的脈絡流程，也許企業決策走也許能少走一點冤

枉路。 

隨著世界人口數的增加，全球的高齡化社會造成老年人口更大幅增加，以及

伴隨著工作壓力等諸多原因所猖獗的慢性疾病等，使得現代人對於醫療需求日趨

高升。綜觀整個局面，不難發現整體生技製藥市場的規模不斷的擴大，全球對藥

品的需求不斷擴大，製藥產業的重要性越來越高。相較於其他行業，生技製藥產

業本身具有極大的獨特性，企業的發展離不開整個產業的成長背景與趨勢走向，

因此要研究個案企業前，替生技製藥產業做總體分析是必須的。 

 

壹、 生技製藥產業是一個高投入、高風險與高報酬的產業 

全球生技製藥產業，又可粗略分為「藥品」（pharmaceuticals）、「生物製劑」

（biotechnology）及「醫療器材」（medical technology）三大領域。其中藥品市場

在 2014 年已經達到 1.23 兆美元、年成長率為 6%；生物製劑在 2014 年達到 2900

億美元的產值、年成長率為 9%；醫療器材在 2014 年的產值為 3680 億美元、年

成長率 5%。 

依據企業分類的話，又可分成開發新藥的生技新藥公司和以銷售為主的大型

藥廠。生技新藥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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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藥廠，此由美國股市市值可以獲得驗證。若審視

美國的生技新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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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 Pfizer，Merck，Novartis 等跨國藥廠主要以行銷為主，本益比不

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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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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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管理角度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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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圖為新藥開發產業的上下游鏈關係圖35： 

 

圖 14：全球藥品市場上下游關係圖 

資料來源：羅敏菁，生技投資聖經-看懂台灣生技股的第一本書 

    生技製藥產業可先簡單地將藥物依照分子大小，區分為大分子(large 

molecule)藥物與小分子(small molecule)藥物兩個種類。小分子藥物即是分子量較

小的藥物，小分子藥物已經發展多年，大部份是以化學合成方式製造，常見的抗

生素、止痛劑、安眠藥…等皆為小分子藥物；大分子藥物又名生技藥品

(Biologics)，屬於生物產品或生物製劑的一種，其分子量遠大於小分子藥，主要

以微生物、植物或動物細胞經過基因改造後，用於生產治療用大型生物分子，常

見如胰島素、抗癌的標靶藥物等，而生物相似性藥品(Biosimilars)亦屬於大分子藥

物，當大分子原廠藥物專利過期後，由其他公司發展出相似於原廠藥物的大分子

藥，有相同適應症與治療效果，經過衛生機關查驗核可上市後，統稱為生物相似

性藥品。 

    以下針對大分子藥物及小分子藥物比較如下： 

一、小分子藥物： 

是透過經典化學製造的藥物，也是最原始的藥品研發品種，這些小體積

                                                        
35 羅敏菁，2011，生技投資聖經-看懂台灣生技股的第一本書，旗標出版社，C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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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分子可以被加工成人體容易吸收的片劑或膠囊。由於它們的小化學

組成之結構，可溶解在胃腸道中，且方便穿透細胞膜，小分子藥物溶解

後的活性物質可經由腸壁血液被吸收，並運送到幾乎任何在體內所需的

目的地，以達到抵抗及治療之目的。然而小分子藥物的副作用較大，故

目前重大疾病都趨向使用大分子產品。 

二、大分子藥物： 

大分子藥物屬於生物產品或生物製劑一種，其分子量遠大於小分子藥

物，這些大分子藥物的蛋白質具有 1,300 個氨基酸和可重達 150,000 

g/mole。大分子藥物利用生物技術以微生物、植物及動物細胞等製造出

產品，故又稱為生物製劑(Biologics)及蛋白質藥(Protein drug)。目前生物

製劑的生產大多是利用人工基因重組，植入細菌 (例如：大腸桿菌)、酵

母菌或哺乳動物細胞內，再以生物反應器生產蛋白質藥物。除了大小分

子之差異外，生物相似藥與一般藥品之差別尚在其複雜程度，因生物相

似性藥品需於品質、安全及功效上，與原本作為參考並獲得上市許可之

生物藥品相似，且因生物相似性藥品需要使用生物體來生產，在商業規

模製造和生產都有巨大的挑戰，例如帶來功能和活性關鍵的添加糖基

化，和其他形式的分子修飾都是在活細胞中產生蛋白質(特別是哺乳動物

細胞)等獨特性，因此，生物相似性藥品開發過程必須嚴格準確，也需要

透過更多的臨床測試和管理審查，故其製造和發展相較小分子化學學名

藥而言更加複雜和困難，始能符合參考藥品之治療特性，故臨床和監管

更具複雜性，亦成為進入市場的障礙。 

表 8：大分子藥物與小分子藥物比較表 

資料來源：羅敏菁，生技投資聖經-看懂台灣生技股的第一本書 

 小分子藥物 大分子藥物 

大小 20-100 atoms 200-50,000 atoms 

舉例 阿斯匹靈、威而剛 人工重組胰島素、乳癌單株抗體藥物 

服用方式 口服 注射 

與人體細胞作用

方式 

直接進入細胞，產生藥效 與血液內的物質或細胞上的受體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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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方式 天然物萃取或化學合成 人工基因重組，植入大腸桿菌、酵母菌於動物

細胞內，把細胞當成工廠，並以生物反應器大

量培養細胞 

主要應用 解決即時性或單面相問題，如

止痛、降血壓等 

 補充人體不足的蛋白質，如生長賀爾蒙來

解決矮小問題 

 針對疾病起因，設計專一性的解決方案 

 

表 9：原研生物藥、生物相似藥與化學學名藥的比較表格 

資料來源：喜康生技 2015 年財報 

 

    大分子生物藥市場潛力高於傳統小分子化學藥。2014 年全球生物藥品市場推

估為 1,807.8 億美元，較 2013 年成長 11.6%，高於整體藥品市場成長率，2017 年

可望超過 2,500 億美元，並且於 2019 年突破 3,000 億美元，2020 年巿場約達

3,559.5 億美元。也難怪生物相似性藥品品產業成為全球主要國家所亟欲扶植的新

興戰略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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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永無止盡的健康需求決定了生技製藥產業受宏觀經濟週期波動的影響較

小，中長期呈穩定的發展趨勢，近十年來，全球製藥產業每年以兩位數的速率增

長，但同時該產業的行業法規限制與監管系統也較其他產業更為嚴格與具體，不

僅要遵守各國政府的法律法規和行業協會的規定，還要顧及道德規範。以下概述

生技製藥產業的產業現況： 

一、技術門檻高、市場專業化、產業結構複雜： 

生技製藥業為一高度跨領域整合的產業，且為一連串複雜的產業價值

鏈，從一開始的研發所需要的專業知識，例如對於疾病病因學

(etiology)、病生理機轉(pathophysiology)的探求與瞭解；確定治療疾病做

用標的；化合物的篩選、合成；潛力化合物的調整；新藥的各期檢驗到

最終產品之行銷上市，從生命科學理論到臨床應用，每一個過程都結合

了基礎科學如有機化學、生物學、生理學、藥理學、病理學及醫學；臨

床醫學如各期人體詴驗；以及於產品設計如配方、劑型之設計，最終才

能在跨領域的整合基礎下，成功的發展出新的商品或技術。 

二、研發耗資多： 

隨著不斷有新的疾病出現，製藥廠商必須不斷的推陳出新，除了研發新

的疾病治療用藥，有時亦須研發出比原本更精進、減少副作用等更適合

人體的用藥。加上國際廠商眾多，競爭激烈，若想要求生存亦或脫穎而

出，則必須投入大量的研發經費不斷研發新產品，維持公司的競爭優

勢。根據全球知名的調查研究機構PwC最近發佈的2016 Global 

Innovation 1000 Study報告36，報告顯示出2016年全球研發支出花費最高

的前20大企業中，生技製藥產業的企業就占了7家。 

 

                                                        
36 2016 Global Innovation 1000 Study, 

http://www.strategyand.pwc.com/innovation1000#GlobalKeyFindingsTabs4|VisualTabs3 (最後觀測日

2017/1/5) 

http://www.strategyand.pwc.com/innovation1000#GlobalKeyFindingsTabs4|VisualTab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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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2016 年研發支出最多之全球 20 大企業 

資料來源：2016 Global Innovation 1000 Study 

另外由全球的研發支出花費，可看出支出 1500 億美元的生命製藥產業

僅次於支出 1600 億的電子產業（Computing & Electronic）；從研發支出

占收入百分比來比較的話，12%的生命製藥產業也僅次於不需投入大量

硬體的軟體產業（Software & Internet）14％。 

 

圖 16：不同產業的研發支出金額與佔營收比例 

資料來源：2016 Global Innovation 1000 Study 

研發是一家生技新藥公司的命脈，由於新藥研發期長，需要大量資金投

入。以 Bayer 以及 BMS 兩家藥廠為例，皆各自發展出心血管疾病治療

用藥 Xarelto 與 Eliquis，分別在臨床一期的支出約為 100 萬-250 萬美

元，臨床二期的花費約為 1 億-2 億美元，臨床三期的費用約已達到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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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美元，可見一斑。又舉 Amgen、Biogen Idec 與 Gilead 等大型生技製

藥公司為例，其研發支出占營業費用比重約為 30-35%。所以，評估一

家生技製藥公司的技術含量，其研發支出占營業費用的比例是否夠高與

是否有持續成長，是重要的觀察指標。 

 

三、研發耗時： 

因藥品是使用在人體上的產品，必需經過政府機關嚴格的把關才能上

市，所以研發藥品是一連串複雜的過程，不僅耗時又耗資金。藥品的研

究開發過程十分複雜，新藥的發現需要分離、合成、篩選數百種化合物

才能找到一種具有特殊的藥理作用而且毒性副作用低的合適藥物。藥物

研發過程就像一場接力賽，每一段雖各自獨立，但緊密相扣又缺一不

可。為了確保新的化合物能應用在人體醫療上，需經由反物的科學驗證

以確保藥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圖17：新藥開發到取得產品許可上市流程圖 

資料來源：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rs of America, Drug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I. 新藥探索(Drug Discovery) 

一種新藥物的發現平均需要花費 5 年的時間，包括做出疾病的研究、

找出市場需求等。其中，新藥開發的第一步就是找出標靶，可能是病

毒或細菌導致的疾病、也有可能是疾病中的酶（enzyme）等。發現標

靶後，接下來利用基因組、蛋白質組、組合化學等找出該藥物的前一

體（precursor）或中間體（intermediate），以進行化合反應，製造標靶

藥物。藥品可以從天然物中提煉製造成衍生物或由化學合成中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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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一萬種化合物被分離、萃取、合成和測試之後，通常只有 20 種化

合物可以進入臨床前試驗。 

II. 動物試驗(Preclinical) 

對動物進行體內外的試驗，包括藥物安全(急性、亞急性、慢性毒性實

驗、圖變性實驗、致癌試驗、生殖毒性試驗等)、藥物代謝(偵測在體內

吸收、分布、代謝、排泄、及在體內造成堆積的情況)、藥物傳遞試驗

(目的在於改善藥物對病毒的濃度及生物利用度，降低血液中藥物濃度

不規則的波動，並減少服藥次數就能使藥效充分發揮)及藥物藥理。平

均約 50%的試驗藥物因實驗結果不理想必須放棄。 

III. 試驗中新藥申請(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application, IND) 

通過動物試驗後，企業便可以向衛生主管機關提出試驗中新藥申請

（IND），提供該藥物的化學成分、藥理本質、動物試驗結果，與臨床

試驗的完整計畫。以美國為例，FDA 會利用 30 天的時間來批准或撤銷

申請，獲得批准後才能進行人體臨床試驗。 

IV. 臨床試驗(Clinical Trials) 

此階段是整個藥物開發最重要的階段，成功率只有 10％。整個臨床試

驗又分成 3 階段： 

i. 第一期試驗(Phase I)－安全性 

正式進入第一期臨床試驗前，必須要有充足的臨床前資料，包

括，實驗室確認新藥有效的研究及動物實驗確認新藥安全性的毒

理學試驗資料，才能讓新藥用於人體。目的主要在於測試藥物對

於成年男性所引發的副作用及人體對藥物的吸收、分布、代謝、

排泄等所能忍受的劑量範圍及安全性。此期間需要約 10-30 名健康

者（選擇健康試驗者的原因是，如果用藥出問題，比較容易判斷

是否試藥物引起）進行約一年的試驗，通常此階段藥品的成功率

為 70%。 

ii. 第二期試驗(Phase II)－有效性 

開始加入少數患者，目的在於了解藥物對於特定病症的患者是否

發揮療效，了解藥物可能的最佳劑量、實際功效、人體耐受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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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作用。療效比較基準是以目前的標準療法和新藥比較，此階段

約需 500 名志願者，其中約 300-350 人接受新藥，其他人接受安慰

劑（placebo）與之進行比較，約需進行兩年的試驗，大約 1/3 的藥

物可以通過此階段試驗。 

iii. 第三期試驗(Phase III)－安全性、有效性和劑量： 

為針對不同人群、不同劑量和與其他藥物合併交互作用

（combination）進行研究，挑選了更特定的病人在臨床試驗機構

進行大規模的雙盲隨機分組試驗以驗證第二期試驗的結果，並取

得該新藥的適應症、副作用、藥品交互作用的全部資料。第三期

試驗要有對照組，可能一組用新藥、另一組用原有療法，或一組

原藥＋新藥、另一組用原藥。而比較實驗組（新藥）和對照組的

結果，必須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即 P<0.0537才算是符合原先臨

床試驗設計的假設。此階段需要 1000-3000 名患者進行為期 3 年的

試驗。約有 1/4 的藥物可以完成此階段，並只有其中的 20%會上

市。 

V. 註冊（New Drug Application, NDA） 

向國家衛生監管機構提交申請以獲得上市的批准。如果新藥獲准上

市，就能開始出售給患者使用。 

VI. 上市後監測（Post-Marketing Study, PMS） 

上市後，生技製藥公司仍須對此藥品進行觀察性研究，即所謂的第四

期臨床試驗（Phase IV），此階段主要考察三個方面：副作用的發生率

和嚴重性、長期服用藥物對患病率和死亡率的影響、上市前試驗不足

的的人群如老人和小孩。 

  

                                                        
37 以科學定義來看，P<0.05 的意義是指，做 100 次試驗有 95 次可以得到一樣的結果。如果無法

達到 P<0.05，就表示新藥和原來的療法沒有顯著差異，但不代表新藥沒有效，只是差別很少，不

具備臨床應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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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新藥研發七步驟，自行整理 

階段 藥物探索 藥物開發 臨床前試驗 第一期試驗 第二期試驗 第三期試驗 第四期試驗 

時程 X 1-3 年 1-2 年 0.5-1 年 1-2 年 2-3 年 長期 

花費 － 1500-3000

萬美金 

 3000-4000

萬美金 

5000 萬-1

億美金 

1-3.5 億美

金 

5000 萬-1.6

億美金 

目的 先導化合

物探索、

藥物設

計、藥物

製備、活

性篩選 

藥物最適

化、製劑

開發 

生物安全性

及活性試驗 

評估藥物安

全性以及人

體最高可容

忍劑量 

評估新藥療

效，確定有

效性及不良

反應 

新藥與現有

標準治療作

比較，確認

是否有顯著

的差異性 

安全性 

取樣

人數 

－ － 實驗室及動

物實驗 

20-100 名健

康志願者 

100-500 名

健康志願者 

1000-3000

名健康人士 

長期觀察使

用者 

新藥研發過程從臨床前試驗(Pre-clinical)、臨床各階段試驗(Phase I, II, III)，

一直到取得各國主管機關的正式許可，都是不容易跨越的關卡。除此之

外，整個研究開發過程，亦有許多技術、專利、法規驗證的門檻，使得從

研發到上市需歷時此數年，與節節攀高的投資金額，具有高度風險。 

 

隨著執行法規的鉅額花費、大量專利期滿的藥品、易變的投資人信心使得現

代製藥產業的競爭環境越來越惡劣。下面透過 PEST 模型（Politic, Economic, 

Society, Technology）與麥克波特的五力分析(Porter's five forces analysis)，對製藥

產業進行產業規模與結構分析。 

一、政治－法律環境： 

醫療保健作為社會福利的組成部分，承受著越來越大的社會和財政負

擔，政治利益也隨之產生。而製藥產業是高監管、強制遵守規定的行

業。因此有大量的法律法規和約定俗成的條約，如：產業政策、政府投

入、法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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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環境： 

依據 IMS Health 公司的統計，2014 年全球藥品市場銷售額正式突破兆

元大關，達到 1.05 兆美元，比 2013 年成長 8.4%。全球藥品市場將隨著

新興市場完善醫療保健體系，以及癌症與其他疾病等新藥給付價提高，

拉高全球藥品市場的規模，預測涵蓋新藥、學名藥和非處方藥內的全球

藥品市場規模，將以 4~7%的複合年成長率成長，於 2020 年達到 1.4 兆

美元，並較 2015 年增加 3,490 億美元。 

 

圖 18：全球藥品市場發展現況 

資料來源：IMS Health Market Prognosis, May 2015 

2014 年全球藥品依地區別分析38，北美地區為全球最大藥品市場，藥品

市場規模達到 4,062 億美元，約占全球藥品市場的 38.4%。其中美國更是

北美藥品市場成長主力，2014 年美國藥品市場受到創新治療藥物支出增

加，以及品牌藥專利期滿的影響趨緩等有利因素的驅動下，藥品市場規

模快速成長，2014 年銷售額約成長 10.3%。已發展國家除北美地區的藥

品市場呈現大幅成長外，歐洲和日本皆僅有小幅成長。亞洲、非洲、澳

大利亞及拉丁美洲等地區的藥品市場，分別成長 9.1%和 11.7%，表現相

對亮麗，屬於藥品新興市場，受到經濟穩健成長及醫療資源持續投入，

推動藥品市場的成長，如下表所示： 

                                                        
38 經濟部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2016，2016 生技產業白皮書，CH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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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014年全球藥品銷售區域分布 

資料來源：2016生技產業白皮書 

地區別  2014 年銷售額 2014 年成長率 2014~2019年預估成長率 

北美   406.2億美元 11.8% 2.7~5.7% 

歐洲   243.0億美元 4.1% 1.3~4.3% 

亞洲/非洲/澳大利亞  201.5億美元 9.1% 6.9~9.9% 

日本   88.0億美元 1.4% -0.8~2.2% 

拉丁美洲 75.5億美元 11.7% 4.8~7.8% 

合計 1057.1億美元 8.4% 4.8% 

 

2015 年全球藥品的治療領域仍以癌症用藥為最大領域別，2015 年的銷售

額達到 789.39 億美元，亦較 2014 年成長 14%，主要是受到歐美等國家核

准新癌症治療藥物上市的數量持續增加及治療領域的擴張，例如

Opdivo、Keytruda 等治療黑色素瘤的產品獲准進入市場，帶動癌症用藥

銷售額的成長。隨著疾病人口的增加，同時 Farxiga、Tanzeum、Jardiance

等新的降血糖用藥核准上市，增添產品成長動力。自體免疫用藥 

(Autoimmune Diseases) 亦是近年成長較為顯著的類別，並以治療類風濕

關節炎居多，例如：Humira、Enbrel、Remicade 等。2015 年全球前十大

治療藥分類領域如下表39所示： 

  

                                                        
39 IMS Health Midas, Decemb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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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015 年全球前十大治療藥分類領域 

資料來源：2016生技產業白皮書 

藥品領域  2014年銷售額 2015年銷售額 成長率 

Oncologics 癌症用藥 754.11 億美金 789.39 億美金 14.0％ 

Antidiabetics 降血糖用藥 637.66 億美金 714.71 億美金 19.0％ 

Pain 疼痛疾病用藥  601.75 億美金 561.91 億美金 -2.5％ 

Autoimmune Diseases 自體免疫用藥 374.00 億美金 419.28 億美金 19.7％ 

Antihypertensives 降血壓用藥 476.12 億美金 413.93 億美金 -3.3％ 

Respiratory Agents 呼吸疾病用藥 395.44 億美金 400.37 億美金 8.0％ 

Antibacterials 抗菌藥 409.34 億美金 383.61 億美金 -1.0％ 

Mental Health 精神疾病用藥 391.81 億美金 348.70 億美金 -4.3% 

Viral Hepatitis 病毒性肝炎 181.60 億美金 320.27 億美金 84.0% 

Dermatologics 皮膚用藥 285.04 億美金 294.84 億美金 13.7% 

 

三、社會－文化： 

健康是個人和社會的重要需求，製藥產業滿足了不容忽視的大眾幸福的

社會需求。其產品與人類生命及健康有關，因此需要高度的品質、安

全、療效與法規管制，進入門檻高。 

四、技術環境： 

產業結構複雜且價值鏈長，專業分工精細，屬知識與技術密集之整合性

產業，需要跨領域與縱橫向整合的專業人才。技術屬前瞻研究或尖端科

技，產品發展以全球市場為導向，無形資產價值高，智財及技術移轉與

授權可作為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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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技製藥產業的波特五力模型分析： 

 

圖 19：生技製藥產業的波特五力模型分析，自行整理 

    總而言之，生技製藥行業是高價值的，佔有有利的市場位置，並且有較強的

資金措施（strong financial makeup）和營利能力。但同時，產業也面臨了策略上

的共同問題： 

一、行業整合：過去的 20 年，併購和整合的活動在生技製藥產業中是非常

激烈的。透過合併實現了互補性的產品組合、短期收入提高，並從長遠

角度來看，併購者得以處於壟斷的地位。 

二、科技和創新：隨著新的工業技術和科學知識機構的出現，創新和技術上

的巨大突破為產品繼續製造更多的可能性，加快了產業競爭的節奏，所

有產與企業都必須跟上變革的步伐，否則只能等著被強者打敗或收購。 

三、日趨激烈的競爭：許多大規模的併購經常使產業結構被重新定義，迫使

其他參與者更新組織結構，去克服巨大的研發困難。 

四、消費者對價格敏感度的提高：消費者對目前處方藥昂貴的反應，透過一

系列的媒體曝光也加劇了對藥價高昂的關注。 

五、人口老齡化：對於那些需要長期依賴藥品的老年人，迫使製藥行業削減

其藥品價格。 

六、不斷變化的地緣政治環境：發展中國家，政府為了社會利益而不斷對製

藥公司施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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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生技製藥產業未來趨勢 

一、推動專利審查機制，提高新藥審查效率 

美國 FDA 為加速推動新藥上市，推動包括孤兒藥、快速審查（Fast 

Track）、突破性療法（Breakthrough）、優先審查（Priority Review）及加

速審核（Accelerated Approval）等審查機制，加速新藥開發與審查。由

於各項審查措施的推動，提高新藥審查效率，核准上市數量快速增加，

從 2014 年的 41 個，增加到 2015 年的 45 個，核准數量創下近 1997 年

以來的新高。以 2015 年核准上市的新藥為例，約有 31%是利用快速審

查、22%是利用突破性療法、53%是利用優先審查、13%是利用加速審

核。 

 

圖 20：美國 FDA 核准新藥上市統計 

資料來源：2016生技產業白皮書 

二、專利斷崖(Patent Cliff)與新藥開發不易 

所謂的專利斷崖(Patent Cliff)，指的就是許多大藥廠的明星藥品將在這幾

年內陸續到期，將對他們的營運產生重大威脅。以 Pfizer 為例，旗下的

降膽固醇藥物 Lipitor，這一顆曾經是全世界銷售成績最好的藥品，總共

帶來了超過 1000 億美元的營收，每年對集團的營收貢獻度將近 1/4。然

而，在 2011 年 11 月美國專利到期前全球約有 96 億美元的銷售額，歐

洲及澳洲等重要市場於 2012 年陸續失去專利保護，到了 2013 年 Lipitor

的年銷售額只剩下 23 億美元，相當於銷售額下降 76％，藥廠營收鉅額

銳減對其營運產生非常重大的衝擊。另外，在新藥開發還面臨另一個問

題：重磅型的明星新藥(如 Pfizer 的 Lipitor)開發成功的機率比以前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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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一般認為未來明星產品將多是偶發性的產品，而新藥利潤也將因

為相似藥品(me-too drugs)的競爭而快速遞減。 

 

三、學名藥廠快速成長 

專利懸崖在另一方面亦造成學名藥市場結構性的轉變。大型藥廠藉由獲

得專利權在市場的排它性來獲取較高的回收，以彌補研發所需投入的龐

大成本。專利保護期為自藥品專利申報之日起 20 年。而專利申報後要

經歷三期的嚴格臨床試驗，時間一般需要 8 年左右，20 年減去 8 年，專

利藥物上市後一般只享受 10-12 年保護期。一旦一項利潤豐厚的藥品專

利保護失效後，學名藥廠會依據簡易新藥申請規定40（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ANDA）提出上市申請，以二至三折的價格（非

Paragraph 4）掠奪 90%的市場41。 

就市場規模而言，短期內專利懸崖提供學名藥廠更多仿製標的，學名藥

市場因而有巨大的成長空間，但長期卻也可能加劇學名藥市場的競爭，

促使學名藥的毛利率下降。主要原因在於一般學名藥因為競爭者眾，差

異化不明顯，往往是以價格低者獲得市場優勢。因此為獲取較高毛利，

許多技術較先進的學名藥廠會選擇 FDA 難度較高的 Paragraph IV 學名藥

上市申請程序，此申請程序允許學名藥在原廠專利屆期前有上市的機

會。Paragraph IV 的程序因可能涉及專利訴訟，故成本高昂且需時間較

長，使 Paragraph IV 的學名藥間的價格競爭較為緩和外，且有機會獲得

學名藥市場 180 天獨家銷售期，而保有較高毛利。以 Pfizer 一顆年銷售

                                                        
40 葉雲卿，淺談美國專利聯結制度系列，北美智權報 123-125 期，

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Industry_Economy/publish-318.htm (最後

觀看：2017/2/7)：學名藥 ANDA 申請人必須就橘皮書（註：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 所建立之

「已核可之具療效藥品評估」（the Approved Drug Products with Therapeutic Equivalence 

Evaluations）上就每一登錄的專利，提出切結書，說明盡最大努力查證後，申請上市之藥品並無

下列任一之侵權行為：ParagraphⅠ- 無已登陸之專利申請資訊（Patent Not Submitted to FDA；

ParagraphⅡ- 相關登錄之專利已過期 (Patent Expired)；ParagraphⅢ- 專利期限屆至前，學名藥將不

會上市；ParagraphⅣ- 登錄專利係屬無效、不可實施、或不會因 ANDA 藥品之製造、使用和銷售

行為所侵害。如是第一款或第二款主張，FDA 會立即通過學名藥之申請，第三款則會在專利期限

屆滿後核准上市，而第四款主張最為常見，若是於專利屆滿前提出，則申請程序將會進入確認登

錄於橘皮書之專利是否有效或是否有專利侵權之訴訟。 
41 根據 IMIS 保健資訊機構的統計顯示，在原廠專利藥喪失專利的六個月後，80%的病患會選擇

較便宜的學名藥，民眾並不迷信專利原廠藥，更在乎效果與成本（不過這也是有賴於 FDA 的嚴

格法規把關） 

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Industry_Economy/publish-3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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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億美元的 Lipitor 為例，印度學名藥廠 Ranbaxy 便成功挑戰專利，成為

全球第一個上市該藥的學名藥廠，挾 180 天的獨家銷售期42，短短半年

的營收就高達 6 億美元。隨著專利和相關壟斷權的陸續到期，大藥廠面

臨專利斷崖的困境，而風起雲湧的併購浪潮實際上是將剩下的利潤集中

到少數幾個巨頭上。 

 

圖 21：簡易新藥申請規定（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 

資料來源：Money DJ 理財網 

四、產業內併購風起雲湧 

不同於其他行業，製藥產業多是同行業巨頭之間的橫向併購，而很少有

縱向併購和混合併購。是因為生技製藥企業的優勢並不只是來自藥品的

研發製造能力，還包含建立、維護和盡可能的延長壟斷權的專利布局；

藥廠從大學等科研機構和小型生物技術公司那尋找有前途的產品，去註

冊專利或簽下專利使用權、組織臨床試驗、尋求 FDA 的批准，接著憑

藉著強大的行銷網路將其轉化為收入流，並在此後用盡一切可能的利用

訴訟手段延長其產品的專利壟斷權。  

一些生技製藥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展現出強勁的研發能力，也往往被

整體吞併掉。綜觀近幾年以來的數項製藥業併購，也多半具備這種特

                                                        
42 Money DJ 理財網，簡易新藥申請規定（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keyid=b2d09132-82ef-4553-9264-de3a3bf00513 

(最後閱讀 2017.01.05)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keyid=b2d09132-82ef-4553-9264-de3a3bf0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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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被併購的標的都是中小型藥廠，併購金額也不算高，但都是在各特

定領域小有成就的特色藥廠。例如默沙東以總金額約 140 億美元買下擅

長抗生素領域的 Cubist 與肝炎藥廠 Indenix，而且併購的目的正是藉由

新事業減輕製藥部門的獲利壓力。 

 

五、臨床研究機構(Clinical Research Organization, CRO)的崛起 

為了應付專利懸崖和預期的營收減少，10 年間發生不少大藥廠之間的水

平併購。這種大規模合併後動輒就是上萬人的裁員，大規模整合研發產

線，為了應付這種情況，就是不斷的縮減內部架構資源，並把很多項目

外包出去，使得一些有望的研發中產品也可能在混亂中流到小公司中。

這也就可以看到這十年來，提供新藥開發時所需的臨床與非臨床試驗、

數據分析、法規諮詢的 CRO 茁壯成長，從大型藥廠手上獲得源源不斷

的訂單，從業人員翻番。比較有名的包括 Quintiles，PRA，PPD，

Parexel，inVentive Health，Charles River Laboratories，Chiltern 和 INC 

Research 等等。 

 

六、藥廠間的資產再配置 

除了外包之外，大公司優化其研發開發線的另外一個手段就是資產再配

置。方法包括剝離，出售，互換，或聯合合作部分研發中產品。剝離的

例子有 2013 年 AbbVie 從 Abbott 分離出來專注新藥研發，而 Abbott 則

保留醫療器械和大眾消費品等部門。此外，還包括 Allergen 把仿製藥業

務出售給最大仿製藥藥廠 Teva，BMS 把糖尿病業務出售給 AZ，GSK 把

腫瘤業務賣給 Novartis，而 Novartis 則把疫苗業務轉讓給 GSK。而聯合

的案例包括 GSK 和 Pfizer 匯集旗下的愛滋病藥業務組建 ViiV Healthcare

公司。 

 

七、新藥公司技術授權給大藥廠 

這情況往往發生在臨床早期，一方面處於這時候的研發中新藥，其風險

還沒有完全排除，所以大公司喜歡通過合作授權的方式，給予較少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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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而對於小公司來說，急需大量資金進行下一步臨床開發，和大公

司合作不僅獲得資金支持，也能獲得豐富的項目開發經驗，從而降低風

險提高成功率。一個和大公司合作的產品，往往價值也會大增，因為這

相當於被驗證過的。 

 

八、大藥廠自行成立創投公司 

為了拓展研發線，近些年來大藥廠們還創建自己的創投部門或獨立實

體。包括 GSK、Novaris、Pfizer、默沙東等等都建立自己的創投基金。

這些基金很大程度已經離開母公司的決策，獨立決策去投資非常早期的

一些初創公司，而退出機制也和創投公司一模一樣。對於還處於苗頭的

新技術由於具有巨大潛力但又非常初期，大公司是不大可能用收購和合

作來獲取的。因此，這種方式就能夠進一步拓展研發線，跟進時代最前

端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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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創新與智財保護在生技製藥產業的重要性 

壹、 智慧財產之定義與特徵 

    所謂智慧財產，係指為鼓勵並保障人類運用其精神從事創作活動，而對其創

造的成果賦予之權益的總稱。概略分類，目前社會制度支持保障智慧財產的理由

可歸納成下列四項：賦予創作（idea）自然之財產權保障；賦予創作者合理之獎

賞（just award）;為提昇、保障創作動機之最佳誘因（best incentive）；為鼓勵、

確保研發成果充分揭露（disclosure）之最佳誘因。 

    智慧財產範圍相當廣泛，依據「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公約（Convention 

Establishing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1967）」第 2 條第 8 款規

定，其內涵有：文學、藝術及科學之創作；演藝人員之演出、錄音物及廣播；人

類之任何發明；科學上之發現；產業設計；商標、服務標章、商業名稱與營業標

記；不公平競爭之防止；其他在產業、科學、文學及藝術領域中，由精神活動所

產生之權利等。而 1994 年「與智慧財產權有關的貿易協定（Agreement on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則將智慧財產之內涵定義

為：著作權及相關權利；商標；產地標示；產業設計；專利；積體電路電路布

局；未公開資訊之保護；授權契約中違反競爭行為之控制等。 

然而，各種智慧財產於其特色上仍有共通之處值得進一步說明：  

一、無形性 

雖然智慧財產常附著或與其他有體物結合呈現於外使人感知其存在，但

其存在卻不受其所附著或結合之有體物之限制。此點亦突顯出智慧財產

無法像房屋、汽車、衣服等有形物質具有一固定存在之實體，可供人類

感官察知其範圍、作用，而是藉由法律相關規定來界定其範疇。因此，

無形性可說是智慧財產和一般物權最大的區別。  

二、公共性  

智慧財產雖屬私人享有的創作或勞動成果之私權，但若無前人之努力，

必無今日之成果，倘若人人敝帚自珍，人類文化、科學將永無進步的一

天。因此，該等智慧財產權須使其他人得以接觸，且最終歸於全人類共

同擁有，此乃其具有公共性之緣由。由於智慧財產權具有公共性之故，

不論任何國家在立法保障智慧財產權時，必會同時對於智慧財產權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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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設定要件，並且就權利之保護或行使加以限制，以確保智慧財產權之

保障不致於使私權之力量擴張太大，反而失去了保障智慧財產權之原

意。 

三、不確定性  

智慧財產是必須經由主管機關登記或審查通過始能取得權利地位之權

利，其權利之存在與保護是處於一種浮動狀態，會隨著權利人、主管機

關、利害關係人、司法機關相互間之互動關係而變化。即便通過主管機

關之實質審查或登記而取得權利，亦不能完全確保該權利之有效性。例

如獲准專利權後，若對專利侵權者主張權利，專利權仍可能因為被訴侵

權者之種種衡平抗辯而限縮其權利範圍。 

也因此，由於智慧財產權可被視為無形資產，資產的一種，是可以被進行讓

渡移轉或授權。無形資產的所有權人可透過收取授權金(Royalty)授權將權利以專

屬或其他方式授予特定第三人，使得此特定第三人可將該無形資產應用於商業用

途，例如以有專利的發明來生產特定產品，或者考慮禁止他人將此專利應用於商

業用途。種種以上這些誘因促使創作者或者企業藉由法律手段，就創作人或發明

人精神活動的成果，被賦予其一定年限的智慧財產權。 

 

貳、 創新與智慧財產保護在生技製藥企業的重要性 

無形資產對於生技業有多重要？電子科技業一年可能申請上千筆專利，但一

家生技公司的專利總數量，可能用十隻手指頭數得出來。生技公司對於專利品質

的要求，遠大於電子科技業，因為一項專利可能代表一家生技公司全體的命脈。

一顆新藥的研發期可能長達好幾年，新藥從開發到上市的成本可能高達 50 億美

元43。想要回收這些投資，唯一的方法就是等藥品上市後，在專利有效期間內盡

速獲利。 

一顆藥物的價值可以用藥價（Price）、銷售量（Volume）與銷售期間

（Time）的乘積來衡量，藥物價值=Price * Volume * Time。而專利對這三個因素

的影響可說是至關重要。在專利權有效期間內，藥品才有獨佔的利益，之後就得

面臨學名藥的競爭，藥價跟銷售量都會受影響。 

                                                        
43 統計藥廠 10 年 R&D 研發經費總額，再除以 10 年間新藥上市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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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從近年製藥產業最熱門的話題「專利斷崖」可知，專利的到期不論是對品

牌藥廠或是學名藥廠都帶來不小的衝擊與影響，從下圖可以看出從 2007～2020

年中每年失去專利保護的暢銷品牌藥對原廠所帶來的營收下降影響。大規模的專

利過期，進而造成藥廠面臨營收大幅下降又無新營收來源的窘迫困境，這迫使各

藥廠對傳統的新藥開發架構進行調整，強化其核心競爭力。傳統大藥廠在新藥開

發上一直沒有殺手級的突破，因此在面臨專利懸崖(Patent Cliff)這個會使利潤急速

下降的威脅時，不得不以較快速的方式填補新藥研發不濟所造成的利潤缺口。一

般來說，暢銷藥物在專利到期當年的銷售額會下降 40%，第二年後甚至會大幅下

滑 70%~80%，且根據統計十大藥廠在 2011~2013 年間到期的專利將造成 950 億44

美元的銷售額損失。 

 

圖 22：2007-2020 年，每年失去專利保護暢銷品牌藥市場預估銷售額 

    專利懸崖促使學名藥市場進入競爭更為激烈的狀況，亦使學名藥廠商必須涉

入多個領域，並且從標準商品化的學名藥產品轉入門檻更高但附加價值也高的產

品，如癌症或中樞神經用藥。但不同點在於品牌藥廠強調在新藥發現與發展階

段，學名藥廠則較強調提升技術層次，透過進步的技術挑戰困難生產的活性成份

（API）或是特殊釋放劑型以建立門檻，避免遭遇過多同類型學名藥的價格競爭

導致毛利低落。 

    研發能力是藥廠未來營運的最核心能力，雖然各藥廠投入的研發經費不斷攀

升，新藥上市的成功率卻越來越低，促使許多滿手鉅額現金的大型藥廠為持續衝

                                                        
44 Aiswariya Chidambaram ,et al., 2014, Generic Pharmaceuticals Market–A Global Analysis Ripe for 

Growth and Opportunities：Several Key Blockbuster Drugs to go off Pa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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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營收，透過積極併購來快速填補其因新藥研發不足而導致營收下降、產品線空

缺的窘境，持續鞏固市場地位。此外，由於製藥業過去獲利最豐的北美及西歐地

區已轉變成營收利潤成長率變低的成熟市場，同時因應新興市場崛起、產生對藥

物之需求時，藥廠可藉由併購新興市場當地之製藥公司，取得銷售通路，有助藥

廠拓展營運版圖，提升營收。然而，這樣的策略僅能暫時掩蓋新藥開發不濟的事

實，日後仍須面對此困境。面對此困境，根本解決之道仍是回歸研發能力，嘗試

以更創新且更開放的架構與外部連結，企圖重塑競爭優勢，增加新藥上市的機會

與期望改善未來的營收表現。 

    在面對傳統新藥開發方式效能不彰的狀況下，選擇降低新藥研發預算並改採

外部創新模式45，逐漸將封閉的內部研發系統轉變為開放式的平台，結合創投、

委託研究機構(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公司外部研發團隊，如擁有充沛

研發動能的中小型製藥廠、學研單位合作進行新藥開發、取得授權、購入產品與

本身的研發能力，企圖提高新藥開發的效率。通過伸向行業的各個角落吸取營養

成分，藉此為公司注入研發動能、獲取智慧財產權，產生降低成本及獲得研發動

能之綜效，也奠定這些公司處於行業金字塔頂端的地位。 

    舉例來說，藥廠過往也透過向外投資的方式增加潛力藥物篩選的管道46，通

常到了臨床試驗第三期才會有意願投資或購買潛力新藥，但因為藥廠本身研發的

壓力與市場競爭的激烈，使藥廠的目光投向更早期的階段，企圖挖掘更多機會，

透過對有潛力的新藥提早卡位，確保掌握足夠多的潛力新藥，大部分的投資都是

以風險較高的臨床前或是臨床第一、二期為主。 

                                                        
45 大型藥廠用各種辦法和大學、研究所合作，委外研發幾乎涵蓋從學院的初期探索一直到最有價

值的後期產品。例如 Pfizer 的療法創新中心在美國生物科技公司最熱門的地方包括波士頓、舊金

山、聖地亞哥和紐約建立辦公室，把科學家和學院研究者直接放在一起共同研究。這個中心不僅

和超過包括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在內的 23 個院校合作，給予他們研究經費，更開放自己內部資

源供這些學院研究者使用。這些努力就是打造一個靈活、生生不息的新藥研發臨床管線。 
46 Jonathan Norris, Trends in Healthcare Investments and Exit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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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012 與 2013 年，生技製藥領域主要機構投資人各臨床階段投資案數 

    分析近年來製藥廠本身業務型態轉變可知，製藥公司的核心業務已逐漸從以

往的研發、生產、銷售全包辦，逐漸轉變為將研發與生產所需資源藉由併購或委

外而獲得，而把銷售活動甚至藉其在資本市場上的地位而將財務規劃也包攬在其

核心業務範圍當中。 

 

參、 企業的智慧財產管理策略 

    管理學大師 Peter Drucker 曾預言 21 世紀是全球化與知識經濟的時代，而所

謂的知識經濟就是以知識的創新擴散與應用為主體的經濟。專業的機構透過有組

織、有系統的研發創新，迅速地讓創意轉化為新產品上市，從而促使智慧資本

(Intellectual Capital)的觀念逐漸成形，進而轉化成企業的智慧財產(Intellectual 

Property)成為生財工具。為了實現股東價值極大化，現今企業必須重視研發、客

戶關係、品牌、人力資本等無形資產能為企業帶來價值，並且在有形資產和無形

資產間的投資取得平衡。雖然投資無形資產短期內可能對企業利潤並無正面幫

助，但 2001 年麻省理工學院史隆商學院根據對 3500 家企業在 1964 年至 1998 年

間的的一份調查研究報告47顯示：長期而言，無形資產的投資可以對企業績效產

生正向效果。當研發支出每增加 1%，企業的市價淨值比平均提升 4.3%。 

    伴隨著近年來全球化的經濟趨勢，智慧財產權在全球經貿交易所扮演的角色

及其影響力與日俱增。隨著日新月異的跨國企業投資與生產活動，衍生出不同的

交易行為，交易內容的重點也由傳統的有形資產轉而聚焦於無形資產。隨著策略

投資取代了以往的所有權，智慧財產權、品牌及員工的技能經驗等無形資產，占

                                                        
47 Jayne Pearl , 2001, Value of investments in intangibles, 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Fall 2001, 

p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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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資產的比重也顯著增加。在今日，許多的企業資產無法以肉眼去衡量計算，

企業之間透過結盟、合資與委外代工等交易關係日益複雜，已經無法呈現出簡單

的企業財務狀況。 

    智慧財產權的法律規畫、智慧財產的運用及策略管理規畫、智慧財產的保護

與布局，已成為全球化企業必須面對的課題。從企業價值鏈的角度而言，舉反產

品的研究、開發、生產，無一不與營業秘密、專利權、著作權或商標權等智慧財

產息息相關，智慧財產儼然已成為企業取得競爭優勢的主要利基之一。尤其，企

業創造財富的關鍵來源，主要便在於知識的利用、智慧財產與品牌，以及新產品

與服務的成功發展與商業化。企業必須持續深入了解運用無形資產的不同形式，

例如可模仿性及可複製性，以及削弱傳統型態競爭優勢的市場因素。而開發中國

家及其企業，其觀念對於智慧財產之認知，仍停留在如何保護自己，或是如何抵

禦他人之訴訟侵權攻擊，對於智慧財產各項業務也陷於保護之狹隘概念。然而該

等保護觀念與舉動乃係消極而被動，限制了企業面對智慧財產之廣度與深度。 

    智財經營策略是企業策略中日益重要的議題。Michael E. Porter 所謂的策略，

就是藉由訂定不同的價值定位，確定企業要在何種領域與眾不同。如果智慧財產

是企業創造差異化的關鍵，那智慧財產的保護與管理就是企業保護核心競爭力的

重要策略。由於智慧財產有需依賴法律保護、權利範圍確定困難而較易引起爭訟

及常與員工或有體財產相結合等特殊性，且其因侵權所可能引起之法律責任將直

接且嚴重地影響公司之長期獲利能力。因此在擬訂企業成長策略時，均有賴智慧

財產查核評估之事前介入，配合產業分析專家與技術人員就技術面事項查核評估

之結果，以充分瞭解公司之價值，並發現所應因應之問題與風險，及研擬公司未

來可能之經營策略。好的企業管理策略，可以提升組織績效、有能力應付充滿未

知與瞬息萬變的產業環境，因此企業可以透過五力分析、SWOT 分析等，針對企

業現行及未來所處的產業價值鏈、企業的核心價值、技術發展趨勢，以及企業的

核心技術分布、智財管理的成熟度進行分析，找出企業當前於產業價值鏈的智財

價值，透過攻擊性的智財訴訟加上防禦性智財保護，擬訂企業智財風險管理併購

策略。 

    理論上，智財經營策略應該與企業目標結合，然而許多企業的經營決策者往

往忽略企業經營策略與智財的相關性。就算有擬訂，大部分有智財策略的企業，



76 
 

通常是由研發部門與智財部門主導，而非由負責企業經營策略的部門主導，缺乏

由上而下的整合規劃佈局，因此導致企業內各部門各司其職，訂定個別的績效指

標，使企業策略無法有效管理與整合，對外難以提供給客戶有價值的服務與產

品。如何有效進行智慧財產規劃需提高至董事會層次的討論議題，在資源有限的

高度競爭環境中，企業經理人也需了解智慧財產的重要性48。企業高層應關注的

重點大致如下： 

一、透過研發工程師、採購主管、行銷主管、銷售主管所提供的資訊，進行

完整的功能性分析，以辨認可開發出智慧財產價值的部門與來源； 

二、建立有彈性的架構，以供未來取得或發展智慧財產所用； 

三、研擬完整的作業方式，例如子公司、分公司設立與管理及海外授權等，

已因應跨國業務成長的需求； 

四、了解及善用國際市場上關於智慧財產的法律保障； 

五、增加合資與授權合約等海外合作關係的商業利益。 

 

肆、 生技新藥企業的智慧財產布局 

從策略管理的角度來看，提早進入市場的生技新藥企業能取得之優勢有： 

一、先佔據獨特之資源或有法律保護之排他性權利（例如專利權）等稀有資

產； 

二、利用競爭者進入新市場之前所需的反擊時差（Response Lag），生技新藥

企業這類的先驅者能夠暫時以獨占者身份佔據較大之市場，迅速建立規

模經濟與形成網路效應49，建立優勢； 

三、商譽（goodwill）與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s）之建立。先驅者可先建

立客戶之品牌忠誠度，而後進者則必須說服顧客，使其願意接受並承擔

因轉換至不曾嘗試過或品牌知名度低之新產品，所可能產生之成本與風

險。因此是否轉換至新產品之評估成本（cost of evaluation）往往導致消

費者轉向或停留至購買市場領導者之產品； 

                                                        
48 Turowski, D.,2011,Intellectual Property: its growing to corporate finance, in WILD, J., op. cit., p.9 
49 由於消費者之預期心理偏好較大型之網路，經濟學家稱之為網路效應。例如假設多數使用者偏

好使用 Microsoft Windows 處理系統後，而新進入市場之軟體或硬體如果無法與前述軟體連結，就

無法與多數電腦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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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以比競爭者更早走過生產與技術的經驗曲線。 

 

    先驅的生技新藥企業在開發新市場時，通常需要建立一些模仿障礙，以延緩

後進者進入市場。最主要之障礙包括： 

一、營業秘密或專利組合（Patent Portfolio）：為防止模仿者剽竊其創意，生技新

藥企業可以保守資訊或專門技術之秘密，盡可能不讓競爭者取得自己累積得

來之專門技術。特別是以特殊經驗或配方為基礎，不曾因申請專利而公開之

技術資訊等專門技術，而讓競爭者無從下手。此外，亦可透過產品與製程專

利等專利組合築起顯而易見之防禦措施，讓後進者難以在不誤觸專利地雷之

情況下進行模仿50； 

二、限制授權（Restricted Licensing）：生技新藥企業如無法完全滿足市場需求，

而必須開放其技術授權給競爭者分享市場佔有率時，可透過限制競爭者進入

市場之地理區域（limited region license）等方式延緩或限制後進者之競爭51。

惟無論如何限制，先驅者終係將技術移轉於競爭者，經過學習後，競爭者仍

可能複製先驅者之專門技術。 

三、契約關係與轉換成本。先驅者與供應商及經銷商之契約關係，或可限制或延

緩後進者進入市場，例如後進者若無法取得關鍵配方，或是無法進入銷售通

路，則短時間內很難進入市場。此外，而當消費者接受後進者之產品需支出

可觀之轉換成本時，商譽、品牌忠誠度與套牢效益，往往始得模仿者難以進

入市場。 

四、先驅者若獲得規模經濟，則後進者若想擁有相同之單位成本，至少必須以相

同之規模加入市場。而先驅者之規模不僅提高進入市場之成本，同時亦限制

競爭者之發展空間，使後進者無法獲得足夠市場佔有率與之抗衡 

五、嚇阻式定價。在價格策略上事先預估後進者之威脅，採取低於實際製造成本

之定價為上市價格，逼迫競爭者必須以相同價格進入市場，而必須承擔上市

時之損失，藉此阻撓後進者之加入。而隨著單位成本之下降，此時先驅者可

透過獨占壟斷力，將價格維持在上市價格之情況下，即可撐起因此所建立之

                                                        
50 Bruce Berman,2002,From Idea to Assets: Investing Wisely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p.281-282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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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傘（price umbrella），藉此攤銷產品上市時之損失與重新募集新研發投

資。等到後進者克服先驅者之嚇阻式定價而進入市場時，先驅者開始降價，

以減緩後進者之威脅，最後市場會發展至價格競爭之位置。 

從上述可推論，智慧財產是生技製藥企業的核心價值所在。也因此，如何對

臨床需求所發掘的解決方案及精心淬煉的研發成果有效的予以智財化、資本化、

商品化及貨幣化，應是生技製藥企業應關注並專業經營的關鍵項目。尤其，台灣

的生技新藥企業的技術要商品化並進入各國市場，會面臨許多困難及進入壁壘，

例如市場通路缺乏、品牌行銷不易、專利侵權風險等，而要從中突破各項困難及

壁壘，除了要符合產業發展趨勢外，還須運用智慧財產布局與營運來改變賽局以

創造市場。 

    但從多方研究調查顯示，許多生技新藥企業都認為等到要申請臨床試驗時，

再一起申請專利就好。不過最好的智財保護階段，應該是從藥物發現階段(Drug 

Discovery)開始，就應該對可能的成分以及用途，進行較為寬廣、概括式的保

護，並於研發過程中不斷檢討與優化。進入前臨床時期，再對特定的化學結構體

加強保護。因此，新藥公司在布局智慧財產時，尚需市場(需求預估、市場預估、

疾病資訊、產業結構、原物料供應、競爭廠商)、技術(現存技術分析、替代技術

分析、技術發展脈絡)與法律(各國藥物上市審核法規、市場獨佔優惠機制、專利

法歸及訴訟、授權、併購投資)等資訊輔助。以用途專利來說，一開始可以先以日

後想要申請藥證的標的來申請專利，但在準備進入臨床時，就應該轉為保護特定

的藥物運作機制、施用方法等，如果都等到藥臨床了才準備申請專利，恐怕已經

緩不濟急。 

    此外，在申請藥物成份專利時，許多企業往往只申請一個化合物的專利。等

到專利一公開，競爭對手只要將化學結構拿去改造，成分不同但是效果一樣，這

樣的專利一點辦法都沒有制衡對手。因此，新藥企業必須要有專利組合（Patent 

Portfolio）的概念，也就是針對化學結構中主要部分的各種可能衍生態樣，也都

用專利家族(Patent family)等方式保護技術，以免留給對手任何可趁之機。 

    除了專利以外，新藥產業還有一項特別的資料專屬保護（Data Exclusivity）

機制，也就是對於新藥公司在藥物開發過程中累積的試驗資料，給予一段排除他

人商進入市場的優惠期。資料保護期雖然會與專利效期重疊，但前者是一項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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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保障，廠商取得之後就不會再消失或撤回。可是專利權是相對的，如果被競

爭者在專利連結制度挑戰成功使得專利權無效，至少還可以用專屬保護期來進行

防禦。目前在美國對於新藥都給予至少 5 年、老藥新用則是 3 年的資料專屬保護

期間；如果開發的是罕見疾病用的孤兒藥（orphan drug），保護期間更可能拉長到

7 年。 

    因此，聰明的藥廠都會搭配專屬保護期與專利申請，將藥物的市場價值極大

化。以 Abbott 為例，在 1998 年時取得一項心血管藥物的權利，將它命名為

Tricor 並推向市場。當時這個藥物的成分專利以及專屬保護期間都已經到期，市

場價值相當有限，但在接下來的 15 年內，Abbott 靠著一次又一次的改良劑型申

請新的專利，也同時取得了專屬保護期間。「第一個五年到了，就把配方從 200

毫克改成體積更小的 160 毫克，連帶也調整劑量，讓學名藥廠就算挑戰專利成

功，也沒辦法進入市場」，同樣的策略重複了三次，甚至到了 2009 年 Tricor 的銷

售金額還攀上了 14 億美元的高峰。 

    整體來看，智慧財產權絕對是生技新藥企業不可或缺的資產，必須不斷找尋

研究主題，市場空間，或者了解競爭者已經佔有的領域。如果不將智慧財產的重

要性拉到企業策略管理之層次，都將很難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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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生技製藥企業的外部成長策略 

2009 年前，生技製藥相關的併購案件數不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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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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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014-2015 年生技醫療產業併購案金額及件數變化 

資料來源：Deloitte M&A Market Insight 2015 年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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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下表 2015 年製藥產業十大併購案，達百億元規模的併購案就有 6 件： 

表 13：2015 年全球前十大生技公司併購交易 

資料來源：Fisrt Worl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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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億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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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AbbV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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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公司併購取得他公司之資源以補強自身之不足，在各個產業皆由常見之

公司營運策略。近年全球生技醫療產業的巨型併購案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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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製藥業的新併購方向會是什麼呢？知名管理顧問公司 Ba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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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就曾在一份報告中指出，專注在特定領域中透過研發還有併購建立優

勢，是製藥業長期不敗的關鍵因素。研究發現，現代醫學分工越來越精細，如癌

症用藥就會因成因和發生部位而各有不同，藥廠想要用過往的「明星藥物」模式

來搶佔市場將越來越難，間接使得各藥廠開始各自選擇專程領域投入。探究製藥

界這股併購熱潮的動機，涉及各種複雜的因素，主要可歸納出以下幾點原因： 

一、快速填補新藥研發能量不足造成的產品線空缺：主要原因應屬傳統藥廠

於新藥開發的研發動能較無顯著突破，因而在其藥品面臨專利到期後，

學名藥進入市場爭相廝殺時，面臨其本身所獲營收與利潤大幅下降的專

利懸崖（Patent Cliff）所帶來的衝擊。如屬研發能力較弱或公司研發預

算較低的公司，面臨前述營收與利潤急速下降的狀況時，以併購之方式

填補其本身研發動能基礎不足所造成的公司利潤缺口。 

二、成本綜效與技術布局：傳統藥品開發方式需投入大量資源，但卻遲遲無

法有明星級產品上市，因此為了節省成本藥廠開始收購小型卻擁有較佳

創新能力的生技公司，以取得新的技術或開發中藥品，藉由併購而取得

他公司所有的智慧財產權；或是藉裁員降低人員成本，而提高獲利。 

三、進入快速成長市場：透過併購新興市場的當地製藥公司，可直接取得在

地銷售通路，幫助產品打開新市場，如中國、印度或拉丁美洲地區，不

失為一具策略性考量的公司營運策略。 

 

    在實際執行併購策略時，藥廠採取以下幾種併購方式以維持成長動能： 

一、水平整合：補強相對較弱的部門並在併購後裁掉工作性質重疊的冗員，

包含 R&D 人員。例如，Pfizer 在併購 Weyth 後藉裁員在三年內節省了

40 億美元。 

二、垂直整合：買下銷售通路。強而有力的銷售實力可以增加新藥的利潤，

從價值鏈中賺取更多利潤。 

三、產品線延伸：因應生技製劑(Biologics)的興起，透過併購補足傳統研發

方法上的不足。透過增加產品多樣性，在同一市場內相同通路提供更多

產品。  

四、市場延伸：進入新興市場可為大型跨國製藥公司提供新的成長動能。反

之，處在新興市場的製藥公司可透過併購進入成熟的市場，因成熟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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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提供穩定的市場環境，且在學名藥方面有快速成長的潛力。 

五、多角化經營：傳統上製藥公司分為兩類型，以研發新藥為主的製藥公司

或是以製作學名藥為主學名藥廠，過去兩類公司徑渭分明，但現在透過

頻繁的併購活動，這兩類公司漸漸涉足對方的經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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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生技製藥企業的退出策略 

壹、 資產交換 

    除了併購以外，也可以看到藥廠之間有更多的合縱連橫，透過資產交換使製

藥公司重新聚焦於核心事業（core business）也許會是另外一條出路。大藥廠之間

的競爭也許依舊激烈，但在共同面對專利斷崖時，互相截長補短，讓自己在擅長

的領域上更精進的現象，反而更為普遍。這幾年，全球各大製藥企業均在通過業

務置換等方式或瘦身，或轉型。如早期百時美施貴寶剝離了經營多年的糖尿病業

務，轉身進軍生物製藥，之後各大企業也紛紛效仿，業務置換成為他們轉型的方

式之一。 

    例如，默沙東剝離了消費者健康業務，Sanofi 出售了價值近 80 億美元的高血

壓和心臟代謝疾病治療藥物。近年來，Pfizer 將旗下業務進行重新組織架構梳

理，先將退出營養品業務，和分拆出動物保健品牌 Zoetis 並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

市，發行 8,610 萬股，每股發行價 26 美元，集資 22 億美元。Zoetis 年營業額約

43 億美元，全球有 9,000 名僱員，是全球總值 220 億美元的動物保健品行業中規

模最大的企業；或譬如，2014 年 4 月 Novartis 宣布與 GSK 及 Lilly 進行三方交易

52。Novartis 出售疫苗（不含流感疫苗）部門給 GSK，並從 GSK 買下腫瘤醫療部

門，且 Novartis 與 GSK 合資消費保健公司，另外 Novartis 再將動物保健部門售予

Lilly。這項交易的核心在於交出較弱的部門，強化有相對優勢的部門，聚焦於核

心事業，使三個交易方都受惠。 

 

 

                                                        
52 林孝樺，藥廠業務重組的選擇-併購或資產交換，http://www.phycos.com.tw/articles/109 (最後觀

看：2017/02/06) 

http://www.phycos.com.tw/articles/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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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Novartis 與 GSK 及 Lilly 的三方交易圖 

資料來源：林孝樺，藥廠業務重組的選擇-併購或資產交換 

    對 Novartis 而言，交易牽涉的疫苗、動物保健、消費保健與腫瘤醫療四個領

域在交易後都可以形成領導地位，有效地利用了資產。Novartis 認為腫瘤醫療是

極具潛力的領域，收購行動可以加強其市場領導地位，而售出的疫苗與動物保健

部門僅佔其總營收不到 10%。而 Novartis 本來就亟欲往疫苗領域發展，因此在併

入 Novartis 的疫苗部門可快速提升研發實力。最後，Lilly 的動物保健部門本來就

處於領先地位，但透過交易後可更加確立其市佔第二名的地位。 

    在一個不怎麼景氣的年份，把利潤率不好、逐漸邊緣化的業務單元拿出來，

尋求資本市場價值的實現，已經成為一種理所當然的選擇；只是動輒上百億美元

的交易金額，以及牽涉到無數醫藥行業人士的職業前景，讓這場運動顯露出一些

複雜的因素。相較於昂貴的併購行動，成本低廉的資產交換行為，可以更有效率

的幫助這些大型製藥公司進行業務重組。這項交易的核心價值在於提醒製藥業

界，創新與研發是生技製藥公司競爭力的來源，才是提升股東權益的實質辦法，

而不是耗費巨資冒險涉足資本市場，帶來的結果卻無法為股東獲取更大價值，甚

至使股東權益受損。 

 

 

 

貳、 退出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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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生技製藥公司從研發、生產至銷售，全都一手包辦，但現在可透過

委外將研發或生產都委託專業的 CRO 公司，或直接從市場上併購來補足，使得

製藥公司的核心業務逐漸轉向專案整合管理與市場銷售活動，並且因為這些大型

製藥公司在資本市場的地位，也會保留財務規劃的部分，方便從金融市場上獲得

融資。此外，不管在新興市場或是歐美先進國家市場學名藥都有非常巨大的成長

空間，因此近幾年學名藥廠間的併購也是如火如荼的在進行，傳統以研發為基礎

的製藥公司看見了這個趨勢紛紛踏入這個領域，而學名藥廠因為市場快速地拓

展，以非常快的速度累積現金，希望可以透過併購有研發能力的藥廠踏入研發的

領域。 

   透過研究在新藥領域的投資併購案中，技術與智慧財產幾乎整起投資案價值

之所在。因此，針對標的技術與智慧財產的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與布局非常

關鍵。雖然新聞版面常常被國際製藥巨頭間的水平併購案所佔據，但其實整個產

業內仍以大量的中小型投資與併購活動為主，包含收購生技新藥公司或從學校研

發機構取得技術轉移或授權。在這些規模較小的案件裡，均是為了取得新穎技

術、智慧財產和研發能量，或者是爭取破壞式創新的產品。這類型的投資併購授

權往往是影響生技製藥產業競爭與成長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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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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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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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為當紅炸子雞。現在已有以Anti-CTLA4的 Ipilimumab(Yervoy®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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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GEN網站去年推出的「華爾街或將併購的9家企業」裡，上榜的Medivation

果不其然，今年被Pfizer以140億美元收購。今年，GEN網站再次推出了今年度榜

單，並指出：上榜的中小市值生技製藥公司將繼續成為華爾街下一個併購的標

的，新開發的產品或臨床方案有望產生數十億美元的銷售收入。以下是這9家新

藥公司的簡介53，希望藉此了解這些企業內的競爭優勢： 

一、Acadia Pharmaceuticals 

是一家專注於中樞神經系統疾病（CNS）的製藥公司，總部位於美國聖

地亞哥。其開發的帕金森藥物Nuplazid（pimavanserin）是首個獲FDA批

准用於治療帕金森（PD）患者所經歷幻覺和妄想等精神症狀的藥物。

40%的帕金森病患者伴有精神分裂並發症，僅美國就約有15-20萬這樣的

患者，並且在這個領域內，此前並沒有比較好的治療方案。該企業也在

研究Nuplazid是否可以用於治療精神分裂症和阿茲海默患者中常見的精

神病，目前處在II期試驗中。如果試驗成功，預計Nuplazid銷售額可以突

破30億美元的大關。國際權威基金評級機構Morningstar表示，Biogen對

該公司很感興趣，此外Teva、AZ、Allergen、Lily、Merck、Novartis以

及武田製藥都是該公司的潛在購買者。 

二、Alexion Pharmaceuticals 

成立於1992年的一家美國生物製藥公司。致力於創新治療產品，為重症

患者和超罕見疾病患者提供醫療服務。公司的銷售產品Soliris，被譽為

世界上最昂貴的藥，是第一個也是唯一的治療兩個嚴重的超罕見疾病：

                                                        
53 這 10 家生物醫藥公司，是華爾街下一個併購的「香餑餑」,2016,壹讀, 

https://read01.com/KGgyDB.html (最後觀看：2017/2/6) 

https://read01.com/KGgyD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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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及生命和超罕見的遺傳性血液疾病——陣發性睡眠性血紅蛋白尿症

（PNH）和非典型溶血尿毒綜合徵（aHUS）。 

今年，Alexion公司的總體銷售超出了分析師的預期，Soliris在今年上半

年已經實現了13.66億美元的銷售額，較去年同期上漲了10.5%，儘管隨

著公司的罕見代謝性疾病新藥Strensiq以及溶酶體酸脂酶缺乏（LAL-D）

患者中用於長期的酶替代治療（ERT）的Kanuma也相繼上市，但Soliris

依舊占公司總收入的94%。 

三、Biogen Idec 

由生物技術公司Biogen和製藥公司Idec在2003年11月合併而成，總部位

於美國麻省，主要研發癌症，精神病，皮膚病和風濕病相關藥物，為腫

瘤學、神經學和免疫學樹立了護理新標準。  

四、BioMarin 

是一家生物科技製藥公司，定型產品分別是Naglazyme（加硫酶）、

Kuvan（二鹽酸沙丙蝶呤）、Firdapse（藥磷酸阿米吡啶）和Aldurazyme

（拉羅尼酶）。今年7月，Roche傳出欲收購BioMarin，使得後者股價應

聲上漲近10%。 

五、GILEAD 

總部位於加州，成立於1987年，研究、開髮用於治療病毒性疾病的療法

和處理方法並將其商業化。產品包括用於治療人體免疫缺損病毒感染的

Viread、Emriva與Truvada；用於治療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Hepsera；

用於治療真菌感染的AmBisome；用於治療鉅細胞病毒感染的Vistide，

以及用於治療與艾滋病有關的卡波氏肉瘤的脂質體柔紅黴素製劑

DaunoXome。此外，這家公司還提供治療流感的Tamiflu，以及用於治療

新生血管性老年性黃斑變性的Macugen。今年吉利德宣布停止抗體GS-

5745用於中度至重度活動性潰瘍性結腸炎臨床II/III期研究。外傳，Pfizer

及Merck對收購吉利德充滿興趣。 

六、Incyte 

位於美國德拉瓦州，主要從事具有自主智慧財產權的腫瘤治療和炎症治

療產品的研發和銷售，已在納斯達克上市。近年，Incyte公司曾被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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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bes雜誌評為“全球最具創新力的公司”第七位。其治療罕見血液疾病

新藥Ruxolitinib，Incyte擁有其在美國市場權利，美國以外的全球市場銷

售權由Novartis持有。 

七、Intercept Pharmaceuticals 

位於美國德拉瓦州，是一家發展階段的製藥公司，主要集中於利用其專

有的膽汁酸化學來針對慢性肝臟疾病的新型治療法的研發與銷售，2012

年在納斯達克上市。 

其領先候選產品Ocaliva進入了非酒精脂肪肝藥物（NASH）的III期臨

床，領先於Gilead Sciences公司的NASH同類候選產品simtuzumab的II期

臨床。《美國投資者商業日報》表示，兩者相結合的方案將是未來治療

模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Intercept是一個很吸引人的標的。 

八、Kite Pharma 

Kite在CAR-T領域一直處於領先位置，KTE-C19已在多種癌症中進行測

試，並已獲得FDA授予的治療難治性瀰漫性大B細胞淋巴瘤、原發性縱

隔B細胞淋巴瘤以及transformed濾泡性淋巴瘤的突破性療法認證。 

其候選產品KTE-C19在治療非霍奇金淋巴瘤（NHL）臨床I/II期試驗的II

期部分展示了積極結果，有望獲得生物製品許可申請。另一方面，今年

7月份Juno報告有4名患者在其CAR-T相關試驗中死亡的事件，使得Kite

有望成為CAR-T競爭領域的第一名，許多大型的製藥公司都有意向收購

它。 

九、Tesaro 

是一家專注癌症治療的成長型生物科技公司，總部位於美國麻省。作為

一家處於成長擴張期的生物製藥企業，公司研發的止吐藥主要用於預防

與致吐性癌症化療相關的遲發性噁心及嘔吐。 

它的抗癌新藥Niraparib的三期臨床實驗數據結果，有點出乎意料的好，

這使得投資市場對其期望頗大。Niraparib，是一個針對PARP基因的靶向

藥物，主要針對的是BRCA1/2基因突變的癌症，比如卵巢癌和乳腺癌。

目前，Tesaro已被幾個生物製藥巨頭，包括Amgen、Pfizer和GILEAD等

列為可能收購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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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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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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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研究與探討 

第一節 Pfizer 藥廠沿革 

    全球醫藥史上第一款銷售破百億美元的降膽固醇藥物 Lipitor，是美國藥廠

Pfizer 通過收購 Warner-Lambert 藥廠而獲得的。事實上，在研發鮮有突破的情況

下，透過併購活動取得專利藥物一直是 Pfizer 的核心手段，這一策略也是 Pfizer

成為產業龍頭的重要推力。面對專利斷崖(Patent Cliff)危機的群體性困惑，一些企

業嘗試調整研發模式，一些企業則通過併購獲取新的研發技術或專利產品以彌補

研發不足的缺口。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研究 Pfizer 更顯得意義重大。從各個方面來

看，Pfizer 是一家規模巨大且複雜的公司，其員工約 8 萬人，是世界最大的研究

型製藥公司，是極少數能夠將相對落後的研發、積極的併購活動與一流的行銷業

務團隊成功結合的國際藥廠。Pfizer 能從眾多製藥公司能夠脫穎而出，從一家沒

有太多科技含量的小型家族化工企業，逐漸成長為一家具有高技術水準的全球最

大處方藥公司，其中必有其獨特之處。 

 

壹、 Pfizer 藥廠沿革 

Pfizer是一家世界級、以研發為基礎的生物醫學和製藥公司，創建於1849年，

早期是一家以生產化工產品為主要經營業務的化學品公司，目前則是為全球最大

的生技製藥公司，其產品覆蓋了化學藥物、生物製劑、疫苗、健康藥物、營養保

健食品、動物保健品、膠囊等使用於人類與動物等諸多廣泛的領域。 

一開始主要產品是檸檬酸的Pfizer，隨著1861年爆發的南北戰爭迅速發展，

Pfizer向北軍提供了大量的藥品，因而成為了美國國內較大的化學品生產企業之

一。直到1928年弗萊明爵士發現青黴素後，Pfizer開始生產抗生素，並逐漸將企業

的重心轉移到此領域，此後，Pfizer對發酵工藝進行了深入研究，並將其用於檸檬

酸和青黴素的生產。第二次世界大戰時，Pfizer是當時唯一使用發酵技術生產青黴

素的企業，不僅產量極大且生產成本非常低，向美國軍方提供了大量廉價的青黴

素產品，公司也利用這一機會飛速擴張。 

戰後的Pfizer進一步加強了藥物的生產與研發，並在1951年研發土黴素成功。

1960年在美國康乃狄克州格羅頓市設立了格羅頓實驗室，主要負責創新藥的研

發，目前該實驗室是全球最大的藥品研發實驗室，共有4000多名研發人員。1971



92 
 

年又成立了中央研究部，將世界範圍的製藥、農業、化工研發活動結合在一起，

後來又納入了在英國、法國、日本及美國的實驗室。多年的研發積累陸續帶來了

回報，Pfizer陸續推出了一大批療效好、技術領先的專利藥。1982年推出的抗炎鎮

痛藥Feldene，是Pfizer第一個銷售額達10億美元的產品，成為當時全球銷量最大

的處方消炎藥；1989年推出用於治療心絞痛和高血壓的Procardia XL；1992年推

出的Zoloft、Norvasc、Zithromax三種新藥，也迅速成為Pfizer的重磅藥。其中，

高血壓藥Norvasc全球銷售額在1999年達到30.3億美元；治療中樞神經系統紊亂的

Zoloft和大環內酯類抗生素Zithromax同樣表現出色，1999年銷售額分別達到20.34

億美元和13.33億美元，這三款新藥對當時Pfizer營收的貢獻就高達40%。而1998

年推出的男性性功能藥品Viagra，更是將Pfizer這個不為普通大眾所熟悉的品牌推

廣到了全世界，並在第二年銷售突破10億美元54。 

一系列重磅藥的推出，極大地提升了的Pfizer的銷售規模。1997-1999年的三

年間，其銷售收入由110.55億美元躍升至162.04億美元，凈利潤則由22.13億美元

上升至31.79億美元。以1999年數據為例（如下表），當年單品銷售超過5億美元

的重磅藥有8個，合計銷售額92.97億美元，占當年銷售總額的57.37%。 

表14：1999年Pfizer的重磅藥物 

資料來源：輝瑞-為世界健康護航 

品名 領域 銷售額 

Norvasc 高血壓 30.3億美元 

Zoloft 中樞神經系統 20.34億美元 

Zithromax 抗生素 13.33億美元 

Viagra 男性性功能障礙 10.33億美元 

Diflucan 抗菌 10.02億美元 

Cardura 高血壓 7.94億美元 

Zyrtec 過敏性鼻炎 5.52億美元 

Procardia XL 心絞痛翰高血壓 5.21億美元 

合計 --- 92.97億美元 

 

                                                        
54 彭劍鋒，2016，輝瑞-造就全球第一健康守護者，有意思出版社，CH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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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與其他競爭對手的橫向對比顯示，Pfizer的增長並不突出。事實上，

1970年代開始的多元化策略，使Pfizer錯失了發展的契機。後來成為Pfizer主要競

爭對手的Merck，正是成功抓住該波成長趨勢，開發出歷史上第一個用於人體的B

肝疫苗，成為這一時期醫藥領域的領先者。在競爭的壓力之下，Pfizer開始專注於

處方藥，不斷提升研發經費占銷售額的比重，從1980年的5%增加到1988年的

9%。面對逆境，Pfizer做出策略調整，重新回歸製藥主業，開始實施大規模剝離

行動。1990年把經營了近百年的檸檬酸業務賣掉，1992年分拆了專業化學品和難

溶化學品業務，緊接著出售了化妝品和香水業務，把漱口水業務賣給高露潔，把

心臟瓣膜業務出售給義大利菲亞特的子公司。同時，Pfizer開始調整產品研發結

構，降低抗生素類藥的比重，增加心腦血管和消炎類藥的比重，並不斷加大研發

投入，將研發經費占銷售額的比重提高到15%左右。 

隨著時間的推移，Pfizer與全行業一樣，都不得不面對新藥研發成本快速攀

升，研發風險日益加大的尷尬局面。生技製藥產業的嚴格限制、高額研發投入所

帶來的風險不言而喻，如何在適當適量的支出之下，研發製造出符合市場需求的

產品，決定了企業的成敗。在這一點上，Pfizer採用的方式是通過核心技術與具有

競爭力的研發流程來打造明星產品。其中，核心技術的獲得採取了兩種不同的手

段：一是企業內部自己的永續性高研發投入，二是面向外部的智力型併購，通過

併購活動獲取所需的技術資源與重磅產品，打造新的業務單位、降低成本、提高

市場份額，同時也削減因業務重疊部分的運營成本、集中資源、控制銷售渠道。

也正是這樣的策略使得這些明星產品將Pfizer推向了一個個的成功。 

 

 

圖26；Pfizer之研發與併購策略 

資料來源：輝瑞-為世界健康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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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Pfizer在全球擁有25個研發中心，並力求在醫療保健的每個領域中都有1-

2個研發中心。除了與其他生物技術公司採取共同研發合作55與授權引進56之外，

也直接透過企業併購的方式快速充實產品線進入新市場。 

 

貳、 Pfizer 內生的永續研發 

自 1980 年代以來，世界的生物製藥產業經歷急遽的變化，新藥研發已經不

像之前那樣的有利可圖，其風險與難度都在不斷上升，日益的變化使 Pfizer 逐漸

意識到單純依靠研發優勢已經不足以保證其良性發展，沒有行業的的強大聯合，

將難以立足世界。在產業外部，政府政策的變化給製藥企業造成了巨大的影響。

一方面，美國等國家調整了專利政策，導致新處方藥的實際有效專利期縮短，這

直接削弱了研發型公司依靠專利獲取壟斷利潤的潛力。另一方面，迫於社會醫療

成本不斷上漲的壓力，大多數國家對藥品的定價限制趨於嚴格，使擁有新藥專利

的公司依靠高定價獲利的空間受到嚴重擠壓。在產業內部，新藥研發變得越來越

複雜，近年來成功開發出的新藥越來越少。統計顯示，每 250 個進入臨床前試驗

研究的藥物只有 1 個能獲得 FDA 批准，而每 10 個上市的新藥平均只有 3 個能收

回前期研發的成本。與此同時，人類疾病的複雜性也大幅提高了新藥研製的周期

和成本。現在，一個藥物從概念產生到推向市場需要 10-15 年的時間，有數據表

明，美國新藥研發平均費用從 1975 年的 1.38 億美元上升到 2000 年的 8.02 億美

元，而目前已升至 10-15 億美元。 

儘管 Pfizer 每年均投入巨資進行研發，但自 2000 年以來，卻一直罕有超級重

磅藥推出。顯然，單純依靠研發優勢已經不足以保證生技製藥企業的良性發展。

然而，研發無疑是醫藥企業持續成長的核心基因之一，為爭奪製藥產業的制高

點，國際藥廠在研發投入上從來不手軟。Alfred D. Chandler 曾斷言，企業可以藉

由提高產業的進入壁壘，使其他新進企業很難介入核心企業的競爭賽局內。對於

生技製藥企業而言，最大的進入壁壘就是新藥的專利保護，要想獲得超額利潤，

                                                        
55 例如在 2006 年 2 月 Pfizer 與全球知名並具備現代研究與生產設備的垂直整合型印度醫藥公司

Orchid Chemicals & Pharmaceuticals Ltd. 簽署了一系列的動物保健研發協議。整體價值鏈涵蓋「從

研發到代工」。 
56 透過與生技新藥公司簽署新治療產品的獨家授權協議，將擁有的疾病抗原給生技新藥公司開

發，並擁有該新產品的優先購買權。若產品成功銷售，生技新藥公司可以從該產品的銷售額收取

權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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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產業的主導者或成為產業標準的制定者，就必須在專利藥領域取得獨佔的權

利。尤其是處於醫藥金字塔頂端的專利藥，雖然投入高、難度大，但往往也是高

利潤的象徵，也因此成為國際製藥巨頭爭搶的主要領域。 

 

圖 27：新藥研發流程及風險價值曲線圖 

資料來源：《金融家月刊》第 63 期，2013 

為此，在掌握研發帶來的話語權與控制研發投入的巨大風險之間，Pfizer 小

心地謀求一個平衡點，將研發投入率控制在一個適當的水平。數據顯示 Pfizer 的

研發投入率表現出極強的穩定性和持續性，1997-2015 年期間，其研發費用由

18.05 億美元上升至 76.78 億美元，但占銷售收入的比值始終在 15%上下浮動。儘

管 Pfizer 的研發投入金額在數額上最大，但其研發投入率處於中下水平。以 2015

年數據為例(如下表)，全球前十製藥大企業中，研發投入率（研發費用/銷售額）

最高的是 AstraZeneca 的 24.1%，Pfizer 為 17.8%，在前十大藥廠中為第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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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2015 年全球前十大製藥公司研發投入率排名，自行整理 

排名 廠商名稱 2015年銷售額 2015年研發經費 研發投入率 

1 AstraZeneca  232.64億美元 56.03億美元 24.1% 

2 Johnson & Johnson 298.64億美元 68.21億美元 22.8% 

3 Roche  387.33億美元 84.52億美元 21.8% 

4 Novartis  424.67億美元 84.65億美元 19.9% 

5 Merck 352.44億美元 66.13億美元 18.7% 

6 Pfizer  431.12億美元 76.78億美元 17.8% 

7 GSK  270.51億美元 47.31億美元 17.5% 

8 Sanofi  348.96億美元 56.38億美元 16.2% 

9 AbbVie 227.24億美元 36.17億美元 15.9% 

10 Gilead Sciences  321.51 億美元 30.18億美元 9.4% 

與 AstraZeneca 相比，Pfizer 的研發經費開支高出 20.75 億美元，但研發效率

依然只處於中等水平。為了解決這個問題，Pfizer 在產品的策略布局上確定了 6

項重點研究領域，分別是腫瘤、疼痛、炎性疾病、阿爾茲海默症、精神性疾病以

及糖尿病，將研發重點集中在具有傳統優勢又有重大醫療需求的領域。 

隨全球化分工、資源外包的浪潮，生技製藥產業的價值鏈被細分，企業的策

略可以定位於某一專業領域，並尋找向產業鏈的其他部分擴展的機會。對 Pfizer

這種大型的生技製藥公司而言，產業鏈不論是研究創新、開發、生產供應或銷售

推廣，任何一段均可以合作，只要能增加價值或降低風險即可。 

 

圖28：生技製藥企業在研發價值鏈的參與模型 

資料來源：《金融家月刊》第63期，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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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慣例，Pfizer 是不會接觸拼價格的學名藥與患者數不多的孤兒藥生意，

這與公司奉行的重磅藥物策略和龐大的銷售隊伍是不能匹配的，但研發費用昂

貴、審批道路漫長，Pfizer 也不得不於 2008 年 2 月考慮自己新的定位，成立旗下

擁有 500 多種孤兒藥與學名藥的全球成熟藥品業務（GEP）。並於 2009 年分別與

印度兩家學名藥廠 Aurobindo Pharmaceuticals 和 Claris 簽訂合作協議，根據這兩

份協議，Pfizer 取得了超過 70 種學名藥在大多新興市場的銷售權；2010 年透過授

權的方式取得印度學名藥廠 Stride Arcolab 公司達成協議，取得 40 種注射劑與口

服劑，以及 38 種腫瘤科藥品，透過 Pfizer 的強大銷售體系，在歐盟、加拿大、日

本、韓國、印度進行銷售。 

 

參、 Pfizer 外生的能力收購 

把時間撥回 1989 年， Pfizer 只是一個年收入 51 億美元的中小型製藥公司，

但接下來的時間之間，Pfizer 陸續上市了幾款重量級產品：Norvasc、Zoloft、

Zithromax、Diflucan、Cardura、Viagra，並與 Warner-Lambert 簽訂了 Lipitor 的合

作推廣協議，到了 1999 年 Pfizer 年營收已達到 270 億美元。然而這些明星產品的

強勁表現反而加重了企業成長的負擔，因為至多 20 年保護期的專利總有到期的

一天。在近些年的發展歷程中，隨著其重磅藥物產品陸續到期將 Pfizer 推至專利

斷崖，Pfizer 不得不透過兼併一間間生技製藥企業來緩解重磅專利藥到期所帶來

的銷售額下降的壓力，以爭取研發處方藥上市的時間，使自身持續處於行業龍頭

地位。併購後的新 Pfizer 既具備小型生技新藥公司的效率和靈活度，又擁有跨國

性大企業的規模和資源優勢，降低研發總預算，以期更快速、有效地滿足不斷變

化的醫療需求。 

    哪怕是在比較蕭條的年份，Pfizer 一直是生技製藥產業併購市場上最活躍的

一份子，只是角色一般都是併購方企業。Pfizer 不斷的藉由併購來拓展自己的產

品線及壯大規模，由其是近 20 年 Pfizer 的併購活動更是頻繁。1999 年，Pfizer 以

873 億美元收購 Warner-Lambert 並獲得膽固醇藥物 Lipitor 的全球獨家專利權，首

次成為全球第一大製藥公司；2002 年，以 643 億美元收購 Pharmacia 以取得關節

炎治療藥物 Celebrex 的所有權；2003 年，以 13 億美元收購 Esperion，使 Pfizer

在治療膽固醇的主力藥物由原來的兩種增加到三種；2005 年，以 19 億美元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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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 Vicuron，增強了 Pfizer 在抗感染藥物領域的實力；2006 年，收購一家基於

新興產業 DNA 疫苗的英國 PowderMed Ltd.；2007 年，以 1.64 億美元收購生技新

藥公司 Coley，增強自己的疫苗研究能力並提高老年癡呆症及感染的藥物開發能

力；2008 年，以 1.95 億美元收購總部位於德州的生物科技公司 Encysive 製藥；

同年以 7.25 億美元收購阿爾茨海默症和亨廷頓氏舞蹈症(Huntington's disease)治療

藥物 Dimebon 的行銷權；2009 年以 642 億美元併購 Wyeth，再次奠定 Pfizer 製藥

產業的龍頭地位；2010 年併購 King 製藥；2015 年，以每股 90 美元，斥資約 170

億美元收購美國藥物及醫療設備製造商 Hospira Inc.，為其產品組合中加入了一組

生物類似物，其中包括一個 Johnson&Johnson 重磅藥物的仿製藥，帶來了注射仿

製藥方面的補全；2015 年 11 月，欲斥資 1,600 億美元天價收購 Allergan，但因美

國政府因賦稅倒置的考量阻擋，被迫取消收購計劃；2016 年 6 月，以 52 億美元

的現金，完成收購生物製藥公司 Anacor，將其旗艦資產 Crisaborole 納入麾下，

Crisaborole 是一種有抗炎性能的分化型非甾體局部 PDE4 抑製劑，目前正由美國

FDA 審評用於輕中度過敏性皮炎治療，正好可以為 Pfizer 的研發線補充產品；今

年 8 月，以 140 億美元現金收購美國抗癌藥製造商 Medivation Inc.57，獲得重磅前

列腺癌藥物 Xtandi。 

    從策略觀點來看，在公司內部研發與從外界併購的差異，除了成本效益的考

量外，就是與既有業務的互補性。當要跨入新事業時，只要併購在時間、金錢、

市場接受度等方面的考量之下，利用併購能快速取得一定的市場地位，比自行研

發更為划算，自然就成為企業經營者重視的選項。然而，併購並不是扭轉奇蹟的

萬靈丹，以 Valeant 這家公司為例，它靠著連番的併購創造題材，使得股價連番

上漲，其股票在 2015 年年初時總市值曾經攀上 1400 億美元的高峰；可是一步

錯，步步錯，因為併購失利，Valeant 的市值在 2015 年下半年急速萎縮，如今只

剩 74 億美元。併購是沒有回頭路的，如果內部管理制度不夠好，太沉迷併購只

會拖垮自己！併購策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57 對於許多跨國藥企來說，Medivation 可以說是令人朝思暮想的標的。包括賽諾菲、默沙東、阿

斯利康在內的 5 家藥企都對其表現出了相當大的興趣，而賽諾菲更是兩度提高報價，但均被

Medivation 以價格過低為由拒絕，而最終的結果是，財大勢壯的美國 Pfizer 以 140 億美元現金對

其進行收購。面對一眾行業大佬討價還價，Medivation 有著自己的資本。根據其 2016 年度二季

報，其用於治療前列腺癌的明星藥物 Xtandi 銷售額以兩位數的年增長率增長，除此之外還有兩個

藥品在研發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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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Pfizer 的併購策略佈局 

    許多藥廠之暢銷藥物專利到期，導致整體營收成長緩慢甚至衰退，全球製藥

產業進入群雄割據時代。藥廠為鞏固並拓展市場，除了本身研發能量外，也積極

運用策略聯盟、研發合作和併購等方式，強化其產品線優勢，並專注於特定領

域，積極布局下一代明星產品，以期開拓下一個獨佔市場。尤其目前跨國藥廠即

使有豐沛的資金挹注，仍面臨資源過度分散、產品線過於龐雜等難題，無一不漸

漸從多角化經營轉變專注在特定治療領域，如 Novartis、GSK 與 Lilly 大規模業

務整併，分割部分項目以取得目標領域之產品，將研發資源高度集中。除此之

外，跨國藥廠也正積極尋找與本身產品線符合之標的，以期透過外部資源縮短內

部開發時程。Pfizer 身為全球藥廠標竿企業，以 Lipitor、Viagra 等重磅藥物帶來

巨大收益，然而面臨專利懸崖和新藥研發困境，從 2010 年起成長疲弱，連兩年

營收皆為負成長，身為醫藥界龍頭，Pfizer 的下一步該如何走？成為全球關注的

焦點。 

 

壹、 Pfizer 的產品布局現況 

    Pfizer 的 Lipitor 自 1997 年上市以來，一直是該領域的明星產品，在歷史上

也是第一個年銷售額超過 100 億美元的暢銷藥物。2011 年專利到期後，不敵學名

藥的激烈競爭，營業額大幅下降 40%，2012 年營業額下滑 23%58，2013 年營收僅

剩 20 多億美元，嚴重影響 Pfizer 整體經營狀況，如下圖。 

 

圖 29：近年 Pfizer 整體營業額趨勢 

資料來源：工研院 

                                                        
58 崔聖如，2014，式微的巨人，Pfizer 下一步該怎麼走，工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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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fizer 作為全球第一的製藥企業，面對專利斷崖的策略轉型，備受投資者關

注，其併購策略會更加謹慎。從產業趨勢來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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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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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010-2015 年 Pfi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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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ights 2015 

    心血管/代謝、癌症、神經系統病變以及抗感染四大疾病領域，是目前全世界

製藥產業全力發展的兵家必爭之地，以近期 Pfizer 布局策略來看，未來疫苗、自

體免疫疾病和癌症標靶治療為主力項目，尤其針對特定癌症之標靶治療，其獲利

率高、市場獨佔性強，也是目前全球領頭藥廠皆欲搶佔之領域。然而癌症治療一

直不為 Pfizer 的強項，因此，Pfizer 積極向外部尋找資源，如與學研機構進行研

發合作、與 Cellectis、Merck 等藥廠成立癌症研發聯盟等，甚至重金欲併購

AstraZeneca，以期獲得即將上市之癌症新藥。 

    重新統整 Pfizer 現有的產品線會發現，Pfizer 未來幾年的主要營收增長將來

源於癌症腫瘤藥物。例如，其擁有的乳腺癌明星藥 Ibrance，是全球首個上市的

CDK4/6 抑製劑，2015 年初被 FDA 基於 II 期 PFS 數據加速批准用於治療

HR+/HER2-晚期乳腺癌，第一年即實現了 7.23 億美元的銷售額，2016 第一季度

全球銷售額更是大漲至 9.42 億美元。今年，Pfizer 又以 140 億美元收購

Medivation，獲得重磅前列腺癌藥物 Xtandi，以及潛在的管線產品，如在研的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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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癌藥物 talazoparib 和血癌藥物 niraparib 兩條最新的 PARP 抑製劑管線，血癌藥

物 Pidilizumab 也是腫瘤免疫藥物的候選者。同時，Pfizer 也跟上了製藥同行

BMS、默沙東、Roche 等巨頭的步伐在 PD-1/PD-L1 市場佈局，與 Merck 達成了

合作開發 PD-L1 單抗 avelumab 用於超過 15 種腫瘤的全球戰略聯盟。其中，用於

非小細胞肺癌的臨床數據將在今年第 4 季度公佈，如果順利的話，avelumab 有望

在 2018 年上市，外界對 avelumab 的銷售峰值預測在 40 億至 60 億美元。除了腫

瘤藥物，Pfizer 的搖錢樹還將包括已有的肺炎疫苗 Prevnar 13，52 億全現金收購

Anacor 獲得的重磅濕疹藥物 crisaborole（PDE4 抑製劑），16 億美元收購的阿斯利

康美羅培南等小分子抗感染藥物。 

表16：2016年Pfizer主要產品的銷售額 

資料來源：Pfizer 2016年第一季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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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帶動 Pfizer 整體藥品成長，主要為治療神經性疼痛藥 Lyrica、關節炎用

藥 Enbrel 和疫苗 Prevnar 13，2013 年佔整體藥物營收為 9.6%、8.3%和 7.9%，如

下圖： 

 

圖 31：近五年 Lyrica、Enbrel、Prevnar 13 營業額，自行整理 

    Lyrica 於 2004 年獲得美國 FDA 許可，應用於糖尿病和帶狀皰疹神經痛，之

後陸續獲准在癲癇和纖維肌痛等適應症，上市後營業額穩定成長，至 2013 年達

到 45 億美元，目前 Lyrica 也擴大適應症範圍進入臨床三期。 

    在免疫疾病治療方面，關節炎用藥 Enbrel，為一抗腫瘤壞死因子藥物，其療

效好且迅速，2013 年營業額近 40 億美元，為 Pfizer 在自體免疫領域之明星產

品，此藥雖然專利已到期，但因製程較為困難，仿製藥目前仍在臨床三期。  

    在免疫研發進程，2013 年推出的口服小分子免疫標靶藥 Xeljanz，為一 JAK

抑制劑，應用在類風溼性關節炎、乾癬等自體免疫疾病，只需口服、且可達到與

生物製劑一樣的療效，在醫學界為一重大性突破，也奠定 Pfizer 在小分子免疫標

靶治療領域之標竿地位。  

    疫苗產業為全球健康醫療領域非常重要的一環，在傳染性疾病、癌症、炎症

等預防及治療需求逐年增加，預估往後五年全球市場仍會持續成長，為各國高度

重視的領域。Pfizer 在疫苗開發已累積多年的經驗，目前為全球第四大疫苗藥

廠，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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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013 年全球前五大疫苗廠營業額與前十大疫苗產品 

資料來源：工研院 

    2009 年推出的 Prevnar 13 肺炎鏈球菌疫苗，是一種用於預防特定的侵入性肺

炎球菌疾病的疫苗，可產生較多抗體、免疫反應維持較久、並擴大適用於 2 歲下

兒童，可以有效的抵禦總計佔疾病種類 80~90%的 13 種不同類型的鏈球菌性肺

炎。上市後銷售額爆炸性增長，是目前為全球最暢銷之疫苗。2013 年營業額超過

40 億美元；2014 年 8 月，美國 CDC 推薦 Prevnar 13 入選 65 歲以上老人的免疫

計劃，一舉又為其帶來預計每年 20 億美元的額外收入；2015 年，Prevnar 13 在美

國的銷售額增長了 102%，全球銷售額為 62.45 億美元，成為全球銷量前 10 的藥

品中，唯一的疫苗產品。EvaluatePharma 預測，至 2022 年，Prevnar 13 將佔據近

15.5%的疫苗市場，銷售額在 60.69 億美金左右。 

    此外，針對成人與青年的腦炎 B 型疫苗 MnB rLP2086 已進入臨床三期，並

獲得美國 FDA 突破性療法認定。看準每年全球有 50 萬例病例，且在北美和歐洲

地區有 40-60%患者為血清 B 型菌株感染，Pfizer 十分看好此產品上市後所帶來的

效益。然而以整體疫苗產品線來看，Pfizer 除了 rLP2086 外，只有各兩項產品進

入臨床一期和二期，產品後續布局較為疲弱。Pfizer 於 2014 年以 6.35 億美元向美

商製藥集團 Baxter 購得腦炎疫苗 NeisVac－C 和 Fsme-Immun 產品，無疑是對

Pfizer 深耕疫苗領域之ㄧ大助力。Pfizer 運用本身在疫苗之研發經驗，也積極從外

部獲得研發能量，希望能再深耕疫苗領域。 

    在 2006 年，隨著腎臟癌新藥 Sutent 的上市，Pfizer 逐漸重視在癌症領域的布

局，然而由於抗癌藥物門檻較高，縱使投入多年研發，至 2013 年癌症藥 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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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只達 1.6 億美元，佔整體營收 3%，全球癌症用藥領域排名第 11。Pfizer 所推出

的 Sutent，用作轉移後第一線的口服治療藥物，由於多種腎細胞癌標靶治療藥物

問世，市場面臨壓縮，Sutent 在 2013 年營業額下滑了 3%。 

    Pfizer 近年推出的兩項藥物：Xalkori、Inlyta，年成長率皆達 2-3 倍，期待成

為 Pfizer 下一波的重磅藥物。Xalkori 主要為針對 ALK 基因重組而導致的非小細

胞癌病患，其治療方法具突破和急迫性，在 2010 年取得 FDA 快速通道(Fast 

Track)資格，2011 年上市時是第一個針對 ALK 突變的第一代藥物，療效顯著，

2013 年營業額成長達 2 倍之多，目前已在 60 多個國家通過法規認證上市；Inlyta

為腎細胞癌之標靶藥物，主要用於晚期或轉移性治療，應用在接受過 Sutent 治療

失敗後的晚期細胞癌病患，為第二線治療藥物，強化了 Pfizer 在腎臟癌領域之治

療能量，2013 年營業額成長兩倍以上，預估未來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在臨床

上，Pfizer 布局應用在非小細胞癌和腎臟癌等產品，已進入臨床三期，若試驗和

審查順利通過，預估在 3-5 年內可進入市場。 

表 17：Pfizer 於疫苗、神經、免疫和癌症領域進入臨床三期之產品 

資料來源：Pfizer 2013 年財報 

治療領域  藥品名 

Vaccine MnB rLP2086 (PF-05212366) 

Neuroscience & Pain Mu-type opioid receptor (MOR-1) Agonist S 

Lyrica 

Inflammation & Immunology Xeljanz (Tofacitinib) 

Oncology Dacomitinib (PF-00299804) 

Inlyta (Axitinib) 

Inotuzumab ozogamicin 

Palbociclib (PD-0332991) 

Sutent 

Xalkori (Crizotin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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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Pfizer 的未來企業策略預測 

    從 Lipitor 和 Viagra 等專利藥相繼到期之後，Pfizer 歷經了一段整併、裁員等

動盪時期。2014 年初，Pfizer 將公司一分為三，每個部門的財務獨立核算：兩個

品牌藥部門分別是以疫苗、腫瘤與消費者保健為主的品牌藥部門；仍受專利保護

的藥物，包括炎症、免疫、心血管疾病和代謝、神經科學和疼痛、罕見疾病，女

性和男性健康等領域的治療藥物為主的全球新藥業務部門(GIP）；以及第三個部

門，全球成熟藥品業務（GEP），則為以非專利產品、以將失去專利保護產品為

主。全球新藥業務部門(GIP)的增量營收來自於公司最新上市的產品，並通過收購

Anacor 和計劃收購的 Medivation 得到進一步的強化；全球成熟藥品業務（GEP）

將主要受益於在注射劑型及生物相似性藥品的擴張中業務和預期中新興市場的持

續增長，還包括收購 Hospira 和 Innopharma，以及計劃收購的阿斯利康小分子抗

感染藥業務。 

    由此看出一個趨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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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Pfizer 年銷售額為 496.05 億美元。其

中，全球成熟藥品業務（GEP）以 251.49 億美元的收入占到公司銷售總額的一

半，但 9%的下跌幅度拖累公司整體業績。因此，Pfizer 於 2015 年以總值 170 億

美元收購可注射仿製藥物生產商 Hospira，以增強 Pfizer 的生物相似藥品組合。 

    但入手 Hospira 能否幫助 GEP 部門逆轉頹勢？儘管生物相似性藥品的開發成

本比原研產品低 20%~30%，但美國藥品監管機構對此類產品審評一直相對保

守：顯然，Pfizer 押寶未來市場前景將遠遠超過現在市場規模所顯示的利多情

況。Pfizer 收購 Hospira，不但為產品組合增加多種無菌可注射藥物，也有助該公

司生產更多生物相似性藥品。估計全球仿製無菌可注射藥物市場到 2020 年將達

到 700 億美元，而生物相似性藥品的市場也會達到 200 億美元。 

    Hospira 於 2004 年正式成立，但在此之前，它已經擁有近 70 年的歷史。作

為一個專注於注射製劑的企業，它曾經是製藥巨頭 Abbott 的一個部門。該部門主

要針對醫院客戶，其產品大多數與輸液或注射劑相關，也就正是日後 Hospira 的

業務基礎。與新藥開發的高風險、高報酬不同，醫院產品業務並不需要大量的投

資，沒有明顯的研發性風險，雖然能取得穩紮穩打的經營收益，卻不可能讓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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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暴富。最終，Abbott 當時的決策者們認為公司的長遠增長必須定位於那些雖

然風險較高但同時利潤也更為豐厚的創新性藥物，將醫院產品業務單元分拆為獨

立的 Hospira。 

    通過對注射製劑的執著專注，Hospira 不僅成為了全球最大的注射製劑生產

企業，同時還開發了各類輸液與注射相關的醫療器械和管理軟件與醫藥產品相結

合，最終 Hospira 成為了全球最主要的注射藥品與注射類醫療器械的生產企業之

一，成就了以給藥系統取勝的完美典範。這兩大業務板塊相互結合發揮著重要的

協同作用，進而能為臨床界在注射類治療中提供一站式的服務或整合性的解決方

案而滿足絕大多數的臨床需求。與此同時，Hospira 公司也通過軟件開發服務介

入到臨床管理之中，進一步加強了其與臨床界的互通紐帶，同時也能通過軟硬件

的結合提高其服務品質。作為全球最為技術領先的注射製劑生產企業，它能夠輕

而易舉地開發各類注射產品的仿製藥。 

    雖然 Hospira 不像 Abbott 那樣一擲千金開發全新的化合物或是生物產品，不

過其新產品依然有著明確的定位，也就是通過企業的注射劑技術平台開發各種緊

扣臨床需求的注射製劑產品，通過製劑改進、給藥系統軟硬件水平的提高來提升

產品的安全性和易用性，以及病人的順應性。現代生物醫藥製劑大多數以注射類

產品為主，因此利用製劑平台優勢拓展到生物相似性藥品領域成為了 Hospira 拓

展產品線的一種自然選擇。著眼於新的給藥技術的開發，或是將藥品與其它類型

的給藥系統完美結合起來創造臨床價值，並將其作為企業發展的長期成長戰略。 

    根據其 2013 年年報，Hospira 擁有近 200 個仿製藥與注射劑，旗下的三款生

物相似性藥品分別是 Retacrit(epoetinzeta)，Nivestim(filgrastim)和

Inflectra(infliximab)，上述產品占公司 2013 年銷售額 40.03 億美金的 69%，餘下

19%的收入來自於注射設備的管理、12%來自於大容量注射劑、營養產品以及合

同生產服務。相比較而言，生物相似性藥品的市場進入壁壘更高，由此其競爭也

比較緩和，而且利潤水平也高於普通的仿製藥產品。並隨著企業在生物相似性藥

品業務的逐漸發展，Hospira 與韓國 Celltrion 簽訂了協議共同開發全球各地的生

物相似性藥品市場，並共同開發雙方研發線上的 11 個新產品，例如每年銷售額

70 億美元的治關節炎藥 Remicade 的仿製品，以此打造企業在生物相似性藥品市

場中的領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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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 200 多個仿製藥注射劑的 Hospira 將可以幫助 Pfizer 在專利懸崖來臨時

大展身手。隨著不少品牌藥物專利陸續到期，其中更不乏高利潤的抗腫瘤藥，這

正好替 Hospira 帶來機會。Pfizer 將 Hospira 收入囊中，看中的便是生物相似藥品

即將蓬勃發展的市場前景。也因此下節本文亦選擇同樣為生物相似藥品市場的台

灣喜康生技作為台灣生技新藥企業的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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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Pfizer 策略發展年表 

資料來源：輝瑞-為世界健康護航 

 1894 1905 1929 1945 1965 1972 1991 2000 2016 

戰略 

目標 

美國最

大的檸

檬酸生

產商 

世界領

先的發

酵企業 

世界最

大的青

黴素生

產企業 

海外擴

張、多

元化擴

張 

多元化擴

張、新抗

生素研發 

基於研發的處方藥公

司 

成為世界級的

製藥公司 

產品與

服務 

塔酸、

檸檬酸 

檸檬

酸、葡

萄糖、

VC 

青黴

素、檸

檬酸 

創新抗生素、農業用

品 

化學藥品 處方

藥：心

血管、

中樞神

經系

統、ED 

處方藥：關節

瘤、抗腫瘤、

老年痴呆等 

技術 

演變 

發酵 

技術 

發酵 

技術 

深罐發

酵技術 

農業、

化工技

術 

中央研究

實驗室：

製藥、農

業、化工 

化學制備

技術、生

物技術 

生技製藥技術 

併購 

重組 

   購買船

廠、併

購 38 家

生產非

處方藥

與日常

快速消

費品公

司 

收購日本

Taito 公司 

 收購

Smith 

Kline 

Beecham

的動物

保健業

務 

收購華納－蘭

博特、法馬西

亞、惠氏等、

剝離 OTC 業

務、消費者健

康護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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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灣生技製藥產業之併購活動概況 

壹、 台灣生技製藥產業併購活動概況 

    生技製藥業原本是台灣的傳統產業，在 1980 年代台灣有將近 800 家藥廠，

主要以生產專利權已經過期的學名藥為主。而到了 2014 年，台灣生技產業營業

額達到 2,886 億台幣，截至 2015 年 6 月底，台灣已經有 87 家生技新藥公司，新

藥產品達 209 項，並有 28 項生技新藥取得台灣上市許可。而在國際，台灣公司

在美國取得 FDA 臨床試驗許可的有 57 項，有 29 項在第二期、9 項在第三期59，

並有 7 項上市了。台灣較知名的生物製藥企業參見下列表格： 

表 19：化學新成分新藥企業 

資料來源：聯經出版社 

公司 產品 適應症 階段 

寶齡富錦 拿百磷 高血磷症 上市 

太景 奈諾沙星 社區型肺炎 上市 

基亞 PI-88 肝癌術後療法 三期 

太景 布利沙福 多發性骨髓瘤 二期 

杏國 SB01 頭頸癌 二期 

台微體 Lipotecan 原發性肝癌 二期 

智擎 PEP02 胰臟癌 上市 

順天 LT1001 長效性止痛劑 三期 

友霖 ORADUR-MPH 過動症 二期 

 

表 20：蛋白質新藥企業 

資料來源：聯經出版社 

公司 產品 適應症 階段 

中裕 TMB355 愛滋病 三期 

浩鼎 OBI-822 乳癌 三期 

瑞華 ADI-PEG 20 肝癌 三期 

聯亞 UB-311 阿茲海默症 二期 

                                                        
59 撥開迷霧看生技：生技，原來要這樣看, 2016, 聯經出版社, p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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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亞 UB-421 愛滋病 二期 

中裕 TMB355 愛滋病 二期 

浩鼎 OBI-833 胰臟癌、胃癌 一期 

泉盛 FB825 抗過敏 一期 

醣基 醣重組均相化藥物 自體免疫 臨床前試驗 

 

表 21：植物新藥企業 

資料來源：聯經出版社 

公司 產品 適應症 階段 

中天 化療漾 癌因性疲憊 台灣上市 

中天 賀必容 缺鐵性貧血 台灣上市 

懷特 懷特血寶 癌因性疲憊 台灣上市 

合一 ON101 糖尿病足部潰瘍 三期 

中天 MB6 大腸直腸癌 三期 

懷特 懷特血寶 缺血性中風 二期 

杏輝 STA-2 慢性心絞痛 二期 

合一 OB318 肝癌 一期 

 

以台灣生技新藥企業為例，歸納其商業模式與獲利途徑，至少包括： 

一、有形產品的製造銷售：產品型態涵蓋原料、藥物半成品、藥物等，銷售對象

為知名藥廠或學名藥廠，或透過與他企業合資或自行設立子公司進行銷售，

獲取產品銷售之營收； 

二、技術服務提供：最常是接受委託臨床試驗（CRO）、委託製造（CMO）、共同

研發、委託研發，或提供售後服務，賺取勞務收入的公司。服務對象涵蓋需

求新藥物、新技術的新藥企業； 

三、無形財產授權技轉：無形資產型態涵蓋專利技術、實驗臨床數據、新藥申請

資料、資料庫、智慧財產權等，授權技轉對象多為跨國藥廠，據以獲得初始

簽約金、每年權利金、里程碑權利金、授權報酬等；此類為最多生技新藥公

司走的模式。第一個原因是，授權收入是新藥產業價值鏈的重要一環，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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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前瞻性、未來性的新產品，要走向國際化的第一步就是授權或賣斷給國

際大廠；第二個原因，美國與歐洲的醫療改革，重點在於降低支出，使許多

大醫院都加入了GPO（Group Purchasing Organization），以一次性跟單一藥廠

購足足夠的產品，使得藥品的供應商更走向集中；第三個原因，則又與龐大

的新藥研發支出有關，要走到臨床三期的公司需要龐大的財力支持，僅有少

數的公司能夠如此； 

四、無形資產作價投資：以前述無形資產，針對各國不同合作夥伴的需求，形成

多元無形的資產組合，以作價投資廣泛地與各國夥伴開展投資與合資，獲取

被投資公司或合資公司之股份、股利與資本利得； 

五、企業併購分割重組：藉由第三人進行合併、分割、重組與營業、資產、業

務、人員等各種模式，讓經營團隊、創始股東、技術團隊獲取現金與股票。 

 

此外，近期台灣行政院通過「生醫產業創新推動方案」，企圖打造台灣成為

亞太生醫研發產業重鎮，並鎖定全球前百大生醫產業來台投資併購、成立研發或

製造中心，政府將透過併購基金，由國發基金帶動壽險資金投入生醫產業併購。

「生醫產業創新推動方案」主要有四大行動方案： 

一、連結國際市場資源： 

將發揮台灣特點、推動併購與策略聯盟，運用併購基金及聯貸等機制，

併購優質潛力中小型國際藥廠、醫材廠、通路或服務營運商等，開拓國

際市場。國發會將與金管會、財政部及經濟部等協調，由國發基金帶

動，結合壽險、銀行等資金，形成所謂併購基金，投入生醫產業併購，

促進併購成大的旗艦公司，而不是很多小公司。政府也鎖定全球百大生

醫產業公司，來台投資併購、成立研發或製造中心，目前全球百大中已

有兩家在台設點，未來經濟部也將到海外招商，吸引國際百大優質廠商

來台。 

二、完善生態體系： 

將強化人才、資金、智財、法規、資源、選題 6 大構面，提升生醫產業

創新效能。在法規鬆綁方面，有多項配套修法，包括科學技術基本法、

藥事法、醫療器材管理法草案等修正案及行政法人國家藥物審查中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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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條例草案，均已送立法院審議。 

三、整合創新聚落： 

將串接從北到南特色聚落，成為生技廊帶。 

四、推動特色重點產業： 

將以「發展利基精準醫學」、「發展國際級特色診所聚落」及「推動健康

福祉產業」三項為特色重點產業。 

    由種種的推廣力道可見台灣政府扶植生技製藥產業的決心。尤其當前全球生

技產業面對未來全球日益嚴峻環境挑戰，已快速轉移到策略聯盟與併購交易階

段。企業除以研發、設廠等內部自我成長方式外，也必須透過外在力量來協助公

司發展，因而各種企業策略聯盟、業務合作行為相應而生。除此之外，企業併購

亦為常運用的方式，藉以應付激烈競爭，才可確保於未來生技市場永續經營。特

別是藥品製造業技術門檻高，新藥開發投資金額龐大，因此藥廠基於節省成本、

快速開拓市場、提升品質等考量，近年來更是常以併購方式來達成其策略目的。

更甚，藥廠間之併購，標的公司之相關營業特許執照60、藥物生產許可證及藥品

許可證等許可證照往往是此類併購案的重要考慮因素。 

    台灣藥品製造業目前正處於蓬勃發展階段，各藥廠間之整併風潮方興未艾，

為了有效垂直整合產品研發、生產製造與行銷，未來台灣生技製藥企業間必然積

極採取併購手段以更有效運用其人力資源與營運資金。同時台灣生技製藥企業看

                                                        
60 台灣關於藥品製造之管理法規，主要係依藥事法及藥事法施行細則規定，另外藥品查驗登記審

查準則，則對於藥品之查驗登記與許可證之變更、移轉等訂有詳細規範。依上開相關規定，從事

經營藥品之製造、加工與其批發、輸出及自用原料之藥品製造業係屬藥事法所稱之藥商，須依法

向地方衛生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登記，於領得許可執照後，方准營業；若藥商分設營業處所或分

廠，仍應各別辦理藥商登記。其登記事項如有變更，應辦理變更登記。此外藥品製造業者應先申

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查驗登記，經核准發給藥品許可證後，始得製造。經核准製造之藥品許可證

如有移轉時，則應由讓與人及受讓人共同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申請辦理移轉登記。至若涉及管制

藥品製造，則須另行取得管制藥品登記證，且該管制藥品登記證不得轉讓他人。另為查核監督藥

廠能持續落實優良製造規範（GoodManufacturePractice,GMP），以生產出符合上市許可之既定規格

且品質一致之藥物，經參考國際作法，除針對產品核發「藥物上市許可」（即藥品許可證）外，

另於 2012 年 6 月藥事法修法時導入對於藥物製造工廠之「藥物製造許可」制度，除要求藥物製

造工廠應依藥物製造工廠設廠標準之規定設立，另規範藥物製造程序均需符合 GMP 規定，並經

檢查合格取得藥物製造許可後，始得製造，以維藥物之品質。前開藥物製造許可登記事項如有變

更，亦應向衛生主管機關申請核准變更。基此，若藥廠間因合併、資產收購等併購行為而造成標

的公司原有之相關許可證照權利人變更時，應依上開規定向相關衛生主管機關申請變更登記。惟

應注意的是，藥廠因製造管制藥品而經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之管制藥品登記證，依法不得轉讓他

人，因此合併後之存續公司或資產受讓公司應另行向主管機關申請取得管制藥品登記證方得從事

管制藥品製造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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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廣大的大陸市場，個個躍躍欲試準備逐鹿中原，企業除了靠自身力量採取設立

新公司、建廠、從頭開拓市場方式外，投資或收購大陸既有之藥廠亦為企業採取

的選項之一。 

    趁著目前全球景氣不佳，海外市場籌資困難，正是併購最佳時機。台灣證券

交易所在已宣布鬆綁若干上市櫃公司的併購法規，例如併購 14 個國外證交所主

板掛牌的上市公司，不需再重新檢視獲利能力及不宜上市條件等，有助於促成台

灣生技產業加速併購，增加台灣生技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除創投與基金等投資人迫不及待投入台灣生技新藥公司懷抱，國際知名的藥

場與生技公司亦挾帶其優勢的產品組合、技術、研發成果、實驗數據、臨床數

據、優質人才、資料庫系統、製造資源、強勢品牌、通路渠道、巨額資金與豐沛

的網路關係，積極地穿梭在台灣生技新藥企業之間，主動地提出投資、合資、併

購、重組、分割、授權、技轉、共同研發、委託研發、製造代工、行銷業務等各

面向合作，讓台灣生技新藥企業目不暇給，若能掌握良機進行跨國資源整合與運

用，必能發揮龐大的槓桿效應。 

 

貳、 台灣生技製藥產業併購困境 

    由前面章節可推論，大藥廠在專利斷崖期之後的併購策略會更加謹慎，很有

可能在臨床前階段（Preclinical）、意即還未成熟的藥物研發，就已經吸引許多藥

廠的注意。換句話說，以前一顆藥物必須在進入臨床試驗的中後期，而且取得顯

著成效之後，才能夠吸引國際藥廠的授權或併購談判，但從 2014 年至今，

Roche、Merck、BMS 都併購過還在臨床一期或者僅在臨床前階段的小型新藥公

司。這也是近年來全球生醫領域掀起一股創業潮的重要推力。因此，趁著全球生

技製藥投資併購湧動，台灣生技製藥企業可以趁勢而起，突破天花板最好的方法

就是找個合適的企業合併，或者出售給更大的公司。 

    就策略角度來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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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小型新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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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併購本質來看，台灣生技製藥產業確實需要透過併購交易來提升競爭力。



114 
 

在全球化的商業市場，跨境併購更為盛行，其帶出的不僅是股權的轉移，也有機

會帶入人才的奧援、資產的交易，透過取得互補的商業利基，提升彼此的實力。

例如專精在製造的台灣生技製藥企業，可以利用跨境併購，取得國際市場的發展

機會，提高藥品市占率。臺灣國內藥品市場是個小市場，單倚靠國內市場其經營

規模與成長性會遭受侷限。 

    併購是全球製藥產業普遍的商業策略之一，對台灣生技與製藥產業的廠商而

言，企業運營的國際化與成長不僅只能透過授權及與國際經銷夥伴合作，透過積

極的併購亦可為選項之一。然而，觀察台灣生技新藥公司，面臨跨國資金或各類

合作商機、面對潛在投資人或合作夥伴時，論到己身技術優勢、優秀的臨床數據

及製造技術能力，總能朗朗上口。但進行到投資的合作磋商時，多在無法掌握潛

在投資人於投資、合資、併購、重組計畫、產品技術組合、策略聯盟等狀況，甚

至是無法理解對方的真正併購動機，鮮少能以有利籌碼爭取最佳商業條件，創造

出獲利最大化的商業模式。表面上台灣生技新藥公司看似擁有高含量技術的滿手

好牌，最終卻不一定能贏得牌局甚至導致營業秘密全部洩露而賠了夫人又折兵。 

    像台灣生技新藥企業這種中小企業，常存在一個玻璃天花板，那便是企業本

身的自有資源無法繼續為企業提供繼續成長的空間，所謂的資源缺乏可能涉及領

導才能、經驗、財務資金、市場、銷售渠道…等。尤其是台灣的生技製藥產業在

人才、題材、智財、錢財這四個面向，都離國際水準還差上一截。 

    首先是人才。台灣生技產業缺乏的並不是研發人，而是能夠參與國際整合、

找到好的投資人與研究方向、帶領整個團隊走完新藥開發的領導人；如果人才到

位，下一步就是要找尋好的研究題材。在新藥開發的領域中，幾乎每天都會有新

的研究方向浮現，如何從中選擇有市場潛力的技術投入就是一門學問。但另一方

面，如果看到了好的題材，往往就得跟其他人一起在紅海裡競爭。這個時候，如

果過去的藥物開發經驗不夠，或者資本市場沒辦法支持，是很難進入市場的。心

血管/代謝、癌症、神經系統病變以及抗感染四大疾病領域，是目前全世界製藥產

業全力發展的兵家必爭之地，以台灣當前的實力，想要參與其中的競爭勝算不

高，只能夠被動等待機遇出現；唯二還能一搏的，有疾病人數少、大藥廠不見得

願意投資的孤兒藥（orphan drug），以及華人基因中常見的特殊疾病，例如肝炎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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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是常被產業界忽略的是智財。智財指的不只是專利數量，而是藥物開

發機構對於研發後續投入的維護力道。新藥開發公司在智財的策略上不能只靠從

學研機構而來的原始發明，因為藥物開發的時程實在太長，新藥開發公司在轉移

某項藥物技術、並且實際開始臨床測試時，專利期限可能已經過了五、六年；再

等到臨床試驗完成，藥物終於核准上市，專利保護的獨賣期也剩沒幾年了。因

此，生技新藥研發企業在接手新技術後，一定要用自己的研發能力加以增強和延

長保護期限，才能確保未來的獲利。然而，對大多數剛要起步發展新藥的台灣藥

廠來說，新藥專利是個非常陌生的領域。藥物開發本身就是個漫長、不確定性高

的過程，專利又有其保護年限，如何拿捏申請的時間點本身就是一門學問，且台

灣的新藥公司又大多只做階段式的新藥開發，不論是臨床前（preclinical）的藥物

發現（discovery）階段，還是之後的不同臨床期別，藥物相關權利是否能順暢流

轉，靠的也是嚴密的專利保護。 

    有了對的人才、好的題材、完善的智財之後，唯一欠缺的就是錢財。根據統

計，每個新藥平均研發費用需要 3～8 億美元，費時長達 8 至 12 年，成功率卻只

有 10%～13%！即使做到臨床三期試驗，也還有三至四成的失敗率。由此可見，

生技產業不但技術門檻高、研發時程長，資金需求量更是大，在沒有關鍵性研發

成果之前，非常需要倚靠外部資金挹注。但生技業這種高風險的產業特性，加上

無形資產的價值評估不易，往往讓投資人聞之卻步。台灣的資本市場中其實不缺

錢，但大部分都是散戶。對新藥公司來說真正需要的還是了解這個產業，願意支

持企業研發的 smart money。 

    整體來看，台灣生技產業的規模都不大，不管在募資、吸引人才上都很容易

受限；產業界應該思考用併購來擴大規模，甚至是由政府來主導生技業的合縱連

橫，這樣台灣的生技業才有實力出國打仗。然而，現行台灣公司法涉及智慧財產

作價投資規範有許多不合時宜之處，壓縮了台灣生技製藥產業發展的創意、創

新、技術及智慧財產。 

    舉例來說，設立新公司並以智慧財產進行作價投資時，只能用自行研發的專

門技術或智慧財產；其規定作價投資的智慧財產，並不包含申請中的專利、商

標、標章、植物品種、臨床或非臨床的研究資料等，並不利於產學研究機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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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階段各類型態的組合進行作價投資，削弱了智慧財產的價值與價格61。 

再者，公司法規定裡對「技術」用語定義不明且範圍限縮，顯然無法涵蓋專

利權、商標權、標章權、著作財產權、營業秘密、植物品種權、臨床或非臨床研

究資料使用權、專門技術、以及申請中的各階段智慧財產，不利股東將完整的創

新研發成果及其智慧財產組合進行作價投資。也因此，相較於全球併購風潮，台

灣生技製藥產業併購並不熱絡。 

 

參、 台灣生技製藥產業之退出策略 

檢視台灣的併購交易件數以及金額會發現，2013 年起生技醫療產業的併購案

明顯增加，其中又以製藥業最為活絡，惟數量仍停留在個位數。當然也不乏一些

成功例子：台灣微脂體以藥物傳輸技術與全球最大學名藥廠 Teva 合作；藥華醫

藥利用獨步的 PEGylation 技術，將台灣罕見的疾病用藥推向國際市場；永信藥品

分別於 2013 年及 2016 年收購日本藥廠 CHEMIX 和碩騰生技，以拓展海外市場

布局及擴張動物用藥之產品線；2013 年挪威 Alvogen 結盟美時；2014 年安成藥

業收購中國華益泰康藥業；健喬 2008 年投資因華生技增強研發實力，以及 2016

年新台幣 7 億元併購七星化學製藥跨足原料藥市場；在學術界，成大以新台幣 4

億元技術轉移治療骨質疏鬆症單株抗體給歐洲 Novo Nordisk 藥廠。隨著台灣製藥

生技業者累積跨國併購經驗，將促使國際併購活動日趨活絡。 

藉由探討潛在買方和投資者的類型，並依據不同的時間點規畫最理想的退出

策略，則能發揮退出策略的最大效益。首先先了解潛在買方和投資者類型62： 

一、整合併購發起者(Consolidator) 

從字面上不難推斷出，這類買家就是藉由收購競爭高度分散的產業內的數家

企業，將之整合成一家大公司。比起其他買方，這類買家往往願意支付更高

的溢價。這也反映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整合併購者的動機便是為了推動企業

掛牌上市(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PO)來的，透過上市後出售股票退出以賺取

鉅額收益。當然這也伴隨了些許問題，便是買家不用真正等到這些公司產生

                                                        
61 周延鵬，2015，智富密碼：智慧財產運贏及貨幣化，CH8 
62 Dennis J.Roberts, 2014, 并购之王：投行老狐狸深度披露企业并购内幕, 金多多出版社, C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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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效應或履行綜效的那一天就能實現現金退出而獲益，不一定會專注在企

業的經營上。 

 

二、戰略性買家 

通常是同產業內大型企業或規模較大的上市公司，為推動產業整合與實現綜

效而尋找具有互補性效應的目標企業。 

三、私募股權機構(Private Equity, PE) 

PE藉由積極參與企業生命週期的各階段投資，在自有資金的基礎上，大量使

用財務槓桿(Leverage Buyouts, LBO)進行投資，並在投資時間63結束後結算與

收益分成64。又可依投資的時間點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I. 創投(Venture Capitals, VC) 

這類專注於在企業新創階段(未上市櫃)時就挹注資金並取得公司股份的

機構，以及提供專業上的知識或經驗，以協助被投資公司獲取更大的利

潤，是一種追求長期利潤的高風險高報酬事業。 

II. 後期投資的私募股權機構 

這類專注於後期投資的私募股權機構傾向於投資相對成熟(創業階段已

過)的企業，藉由提供充足的資金用於企業擴張，勾勒出顯著的增長前景

65，希望藉由企業將來IPO或者出售時，能實現現金退出。 

III. 對沖基金(Hedge Funds) 

通過創造金融衍生性商品或者反向資產(證券等其他工具)來管理或者分

散風險。 

四、產業內之非戰略性買家 

有時企業在面臨困境時不得不求售，此時趁低吸納的買方利用賣方暫時找不

到買家的弱點，趁低吸收。 

五、管理層收購(Management Buyouts, MBO) 

                                                        
63 基金從購入企業股權到現金退出，其平均投資週期為 4~7 年。 
64 私募股權基金的結構設計大略是將所管理資產的 1~3%作為管理費用，用於支付管理團隊的薪

資與其他開支，接著把收益分為兩部分:80%返還給投資者，20%給基金管理機構做為收益分成。 
65 若企業價值能達到 35%的年增長複合增長率，即投資價值每 2 年翻一倍，則可視為成功的投資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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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上市公司決定剝離某業務部門或者不想要的資產時，管理層收購是常見的

方式。另外一種可能便是，業績萎靡不振的上市公司藉由管理層回購股票來

達到下市的目標。 

 

    一旦買方完成初步的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決定繼續交易之後，一般來

說是不願意有重大變動。但另一方面，在交易成功完成之前，任何事件都可能阻

礙交易進程，譬如總體經濟的變化、產業前景的變化、買方企業的運營狀況忽然

急轉直下或政府機關的阻擋等，所以依照常態繼續維持業務進行，並且避免給出

新的長期承諾、業務經營的重大變更，或者引發訴訟的可能性，才是幫助交易朝

向最好方向發展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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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台灣生技製藥企業的智財併購因應策略–以喜康生技為例 

壹、 生物相似性藥品市場概述 

本次研究的台灣生技新藥企業個案–喜康生技成立於 2012 年，是一家致力於

蛋白質新藥與生物相似藥（New Protein Molecules and Biosimilars）研發和製程開

發服務（Process Development Services）的企業，在台灣新竹及中國武漢擁有研發

和生產基地，主要鎖定中國、亞洲、歐洲市場。專注在開發達到國際水準的蛋白

質新藥及生物相似性藥品，核心能力包括了細胞株開發、細胞培養、純化、製

劑、穩定性測試和 GMP 生產。是一家超過百人的國際級團隊，並取得 TFDA 授

予 PIC/S GMP 認證，提供蛋白質新藥與生物相似藥專業委託製造服務（CMO of 

New Proteins and Biosimilars），供貨給客戶。 

為了理解喜康生技的策略佈局，茲概述其所屬生物相似性藥品的市場：隨著

生物醫藥科技的發展，傳統小分子化學藥物逐步退居其次，取而代之的是生物製

劑的黃金期。以 2013 年為例，十大暢銷藥物當中，生物製劑就佔據了七名。其

中獨占鰲頭的便是由 AbbVie 所開發的單株抗體藥物 Humira，該年全球銷售額達

到 110 億美元。依據 Wispro Bio Patent 報告，將近有總銷售額合計達 600 億美元

以上的生物製劑原廠藥物專利，將於 2020 年前相繼到期，預計將釋出高達 860

億美元的市場，如此龐大商機吸引了全球知名的藥廠與新藥企業競相投入。 

    生物相似藥的開發和製造是一個複雜且相對耗資本之產業，包括設廠、主管

機關之認證、產品初期開發和驗證、中期之臨床試驗及後續之產品上市行銷等，

故台灣生技製藥產業的經營模式已逐漸呈現專業分工，包括委外生產服務(CMO)

及委外研發服務(CRO)等，根據 Frost&Sullivan 統計，2013 年全球藥物代工市場

規模已達到 290 億美元，2014-2017 年度平均增長率預估約 9-10%；另依照中銀

分析，2015 年臨床前研究與生產代工商機估計超過 60 億美元。台灣生技藥廠因

產業發展及人員素質，在臨床前實驗室測試服務、品質管制等，都能與別的新興

國家相比，更與世界標準接軌。若初期可滿足生技藥廠之委外代工服務，未來在

藥品研發成功上市後，亦可有機會在全球的生技藥品市場佔有一席之地。 

尤其近幾年，世界各國因醫療支出負擔漸重，各國政府為控制醫療成本支

出、減輕財政壓力，紛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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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生物相似性藥品法規，期望以生物相似性藥品取代昂貴的原廠生物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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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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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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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Allied Market Research 研究報告預估，2014 年全球生物相似

性藥品巿場約為 22.5 億美元，預估至 2020 年將達 265.5 億美元，前景看好。 

目前，生物相似藥的發展隨法規之開放及原廠專利藥的到期，在主要國家包

括歐盟、俄羅斯、日本、印度、中國和巴西等國，已逐步顯現其效益及成果，根

據 IMS 統計，雖美國與已發展國家對生技藥品之銷售金額較高，然生物相似藥佔

比在新興國家中高於已發展國家，主要係因美國及已發展國家對生物相似藥之法

規通過日期較晚，及美國主要大藥廠在專利權保護下致生物相似藥發展較慢。 

此外，因生物相似藥之低廉價格提供新興國家病患一個較佳之選擇，故新興

國家之生物相似藥佔比較高。2005 年以來，生物相似藥明顯地減少了醫藥的支

出，令政府單位、保險單位和民眾大力支持使用生物相似藥產品，各國藥品管理

局對法規逐步開放，有助於生物相似藥的未來市場拓展及生技藥品的長遠發展趨

勢。 

 

圖 33：生技藥品與生物相似藥市場佔有率變化 

資料來源：Deloitte 新藥研發模式白皮書 2016 

    藥品給付管理公司（PBM）目前也正在尋找降低成本方式，可望推升生物相

似藥滲透率。假設半數生技藥品使用生物相似藥，每年醫療支出可下降 40 億美

元，故目前多國政府皆積極鼓勵發展生物相似藥，估計生物相似藥可為政府在未

來 10 年節省 250 億，因此，目前多國政府皆積極鼓勵發展生物相似藥，以大幅

降低醫療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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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歐盟是全球生物相似

藥發展最成熟，也是市場接受度最高的地區。生物相似性藥品產業正式發展於

2005 年歐盟 EMEA 頒布 Biosimilar 藥品系列規範，相關法規已有超過十年的歷

史，目前共有超過 20 個生物相似藥被核准上市。 

    而中國即將成為全世界僅次於美國之第二大藥品市場。中國大陸藥品審評中

心於 2014 年 10 月發佈《生物類似藥研發與評價技術指導原則（徵求意見稿）》，

並於 2015 年 3 月完成正式版本制定，針對生物相似藥的批准及指導原則做到了

明確規定的第一步，代表中國大陸生物相似性藥品巿場的大門將正式開啟，成為

全球第 21 個建立生物相似性藥品法規的國家，未來成長可期。 

另外，美國總統歐巴馬於 2010 年 3 月簽署通過的 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 (Obamacare)與同年美國國會通過的 Biologics Price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ct of 2009 (BPCIA)，規範生物相似藥物(biosimilar)監管措施與上

市程序，期望降低藥價並促進市場競爭。有別於規範小分子化學藥物的 Hatch-

Waxman 法案，BPCIA 法案並無要求生物製劑原藥廠須公開揭露相關專利，也無

須將相關專利登錄於 FDA，但要求原藥廠與生物相似藥藥廠需進行專利資訊交換

(Patent Dance)，生物相似藥藥廠須提供原藥廠其申請藥證文件與藥品製程等細

節，原藥廠則提供相關專利清單，列出對該生物相似藥所能主張與授權之專利，

生物相似藥藥廠可主張專利無效或不侵權，亦可提出專利過期後始上市等聲明，

預計效益可大幅降低各國醫療支出。 

美國 FDA 在 2015 年 3 月批准 Sandoz 藥廠所開發 Zarxio® (原研藥為 Amgen

的 Neupogen®)，成為在美國首款獲得批准的生物相似藥，是繼核准小分子學名

藥上巿之後，美國藥品巿場的重大里程碑；2016 年 4 月，美國 FDA 核准韓國

Celltrion 公司所開發之 Inflectra® (原研藥為 Johnson & Johnson 的 Remicade®)上

市，成為美國 FDA 所核准的第一個單株抗體生物相似藥，也開啟了生物相似藥

未來的市場商機。 

    未來，生物相似性藥品市場隨著全球生物藥品專利陸續到期，預計將會釋出

龐大的利潤與商機，Rituxan、Pulmozyme、Avastin、Lucentis、Herceptin 及

Humira 藥品等重磅藥物的專利權即將於 2-3 年內到期，勢必成為生物相似性藥廠

之研發目標。故未來上述專利藥之生物相似藥將成為全球製藥業之開發標的，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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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單株抗體藥品治療領域從免疫系統疾病涵蓋到癌症治療，是目前生物相似性

藥品開發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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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喜康生技其產品優勢 

    喜康經營團隊具經營亞洲生物製藥市場之經驗，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 Racho 

Jordanov 過去曾與團隊服務於 Genentech 其他美國生技大廠，在生物相似藥製程

開發方面實力雄厚。由於團隊研發經驗豐富，擁有一流開發技術，目前開發治療

淋巴癌類風溼性關節炎的生物相似藥 JHL1101，已經申請歐盟藥物管理局的研究

藥用產品檔案（IMPD），已經在歐洲進行一期臨床，該藥因與同業競爭進度，從

原本排名第 10，超前至第 4 名；再加上第二個治療囊腫纖維化的生物相似藥

JHL1922，也可望以孤兒藥的資格快速進入臨床，因而吸引國際大廠的關注，並

洽談策略聯盟計劃。在研發經驗、專長人才、產業前景多重加持下，可望成為中

國與台灣生物製藥產業龍頭。 

    喜康主要營運項目係針對生產全球多個已過期及即將過期的生物相似藥，針

對癌症治療標靶和孤兒病狀等為主。預計待這些藥品專利失效後，於 2015 年

起，逐步進入這有 200 億美金商機的市場。目前的競爭者大部分為藥廠和其他相

似藥研發和生產公司。以下說明單株抗體相似藥已經或即將專利到期的主要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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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專利即將到期的重磅藥物列表 

資料來源：喜康 2015 年度財報 

 

    喜康中長期業務三大主軸為生物相似藥、委託製程開發與生產服務(CMO)，

以及蛋白質新藥的開發。目前共有五個發展中的生物相似藥，分別是

JHL1101(MabThera® / Rituxan® biosimilar)、JHL1922(Pulmozyme® biosimilar)、

JHL1149 (Avastin® biosimilar)、JHL1188(Herceptin® biosimilar)以及 JHL1228 

(Humira® biosimilar)。這些生物相似藥物中，有四項蛋白質相似藥、一項創新

藥，分別應用在包括抗風濕病、治療非何杰金氏淋巴瘤、囊腫性纖維化、乳癌治

療、類風濕性關節炎及大腸癌導致腫瘤血管等疾病，皆為專利過期或即將過期的

國際知名生技藥品，在臨床前試驗、準備成果良好。其目標蛋白質的細胞株的產

量開發，已經達到與國際認可水準的程度，並完成了兩個全球專利。目前這五款

自行開發的生物相似藥物，是台灣生物相似藥產業的明日之星。其中，創新藥物

為糖尿病第一型用藥，是和以色列藥廠 BiolineRX 合作，未來雙方將共享全球市

場，屆時喜康主要握有亞太地區權利。 

 

圖 34：喜康生技的生物相似藥品產品線 

資料來源：喜康 2015 年度財報 

    此外，喜康也積極透過產學合作，開發新的機會，目前已和中央研究院及工

業技術研究院簽約合作開發新型 Herceptin 蛋白抗體篩選及 Herceptin 緩效釋放劑

型開發合作計劃。亦同時經營委託代工生產藥品（CMO）業務，第一項 CMO 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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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anti-PD1 mAb 正於澳洲進行第一期試驗。為客戶提供生產製造與製程開發之

CMO 服務，其 CMO 業務帶入支撐公司的營收流量，而生物相似藥研發則提供更

可觀的長期成長潛能。 

    不同於一般小分子藥的學名藥，要複製生物藥非常困難，因為其分子結構大

而複雜，而且是以製程極為繁複的方式由活生物體取得，因此臨床一期最困難；

如果能做到相似且療效相同，通常就可直進三期臨床，且人數往往較一期少，因

此只要通過一期臨床，成功機率就很高。 

    目前進度最快的 Rituximab66生物相似藥 JHL1101 已於 2016 年 2 月獲得英國

藥監機構（Medicines & Healthcare products Regulatory Agency，簡稱 MHRA）核

准，於歐洲進行用於類風濕性關節炎病人之臨床一期試驗，為大中華區67首家獲

准在歐洲進行單株抗體生物相似藥臨床試驗的生技公司。預計招募共 150 位類風

濕性關節病患，以雙盲、隨機方式，進行 JHL1101 與原研藥 MabThera®

（Rituximab 在歐洲的商品名）在非何杰金氏淋巴癌(Non-Hodgkin Lymphoma, 

NHL)，PK/PD，進行藥物動力學（Pharmacokinetics, PK）、藥效學

（Pharmacodynamic, PD），安全性（Safety）以及療效（Efficacy）之比較。預計

需數年時間完成所有臨床試驗後申請上市銷售，由於 Rituximab 單株抗體構造複

雜，要生產出與參照藥品 MabThera/Rituxan 質量、安全性與療效高度相似的單

株抗體非常不易，未來數年內並不會有自有生物相似藥上市銷售。 

JHL1101 之劑型與劑量均與參照藥品相同，在完成臨床一期試驗進一步證實

與參照藥品的相似性後，毋須進行臨床二期試驗，將直接進入臨床三期試驗。此

次 JHL1101 臨床試驗所針對的類風濕性關節炎，是一種常見且頑固的慢性疾病，

起因於身體免疫系統發生問題；病況輕微時局部關節會僵硬疼痛，嚴重時則會引

起全身的關節腫脹疼痛及損壞，甚至導致失能或殘障。 

    繼 JHL1101 之後，另預定於 2016 年底，為 JHL1922(Pulmozyme® 

biosimilar)向歐洲藥監機構提出申請進入臨床試驗。隨著後續自有生物相似藥產品

陸續進入人體臨床試驗階段，預期營業費用也將隨之增加。喜康雖已產生 CMO

                                                        
66 Rituximab 為一單株抗體，與人類免疫 B 細胞表面 CD20 抗原結合，進而達到消滅 B 細胞的

目的；主要用於治療 B 細胞數量過多、過度活躍、或功能不全所導致的惡性血液腫瘤

（Hematological Cancers）以及自體免疫系統疾病（Autoimmune Diseases）。 
67 並預定在 2016 年底向中國藥監機構申請進入生物相似藥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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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收入，並與國際藥廠積極洽談對外授權或共同開發等合作方案，惟該公司目

前尚未達到獲利階段。 

表 23：喜康產品之作用機制與競爭對手比較 

資料來源：喜康 2015 年度財報 

 

    喜康持續與數家國際藥廠洽談對外授權或共同開發，以降低生物相似藥的開

發風險，加速商品化時程，並降低喜康的營業費用。除既有開發中的生物相似藥

之外，喜康將持續選擇分子結構複雜、製程難度高之主流市場藥物或是孤兒藥等

利基市場進行開發；喜康內部也已啟動開發下一波生物相似藥的評估工作。在新

藥方面，喜康除與部分 CMO 客戶進行蛋白質新藥的共同開發外，亦不排除評估

引進符合其策略及核心技術能力之蛋白質新藥進行開發。 

 

參、 喜康生技與 Sanofi 簽署技術授權協議 

    2016 年 12 月，國際第五大藥廠 Sanofi，與喜康生技簽署了合作協議。根據

合作協議，Sanofi 將投資 8,000 萬美元參與喜康之股權私募案，未來將持有喜康

股權 12%，成為其第二大股東。並取得四個生物相似藥在中國市場權利，一舉打

破國際大藥廠投資、募資金額和授權三項新高紀錄。由於過去台灣生技業極少被

國際藥廠青睞入股，因此此舉幫蔡政府力推台灣生技製藥產業，打了一劑強心

針。 

Sanofi 本身開發中的生物相似藥為治糖尿病藥，目前集團在中國沒有研發基

地、工廠及團隊，因應中國新政策出台，必須找尋本土化研發生產合作對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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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康的合作主要系著眼其團隊具有國際經驗、研發能力及符合國際規範的生產基

地。喜康的成立基於世界一流的生物製劑研發能力，在該合作中，雙方將建立生

物製劑戰略聯盟夥伴關係，整合喜康在研發和生產方面的能力，以及 sanofi 在醫

藥產品商業化的優勢，雙方致力於提高生物製劑的可及性，為廣大中國市場的患

者帶來可負擔的高質量抗體療法。 

除了私募案外，喜康及孫公司喜康（武漢）也與 Sanofi 簽署生物製劑開發協

議，成為生物製劑戰略合作夥伴。Sanofi 將支付 2,100 萬美元的簽約預付款

（upfront payment），獲得喜康 8 項開發中產品的優先合作權，未來喜康將主導藥

物的研發、註冊及生產，Sanofi 將負責藥物在中國的商業化運作。已確定的首個

產品為喜康所研發的治療類風溼性關節炎的單抗生物相似藥 JHL1101 及部分研發

中產品在中國的獨家權益，該產品已於今年初已向歐盟送件申請進入 IND 臨床試

驗，預計年底向中國 CFDA 申請 IND，以時程推估，該藥品最快可以在 2021 年

於歐盟上市、2022 年於中國上市。其次為治腸癌的 JHL1149，預計明年第三季送

件歐洲申請 IND。另 3 項研發中生物相似藥，包括適應症為囊性纖維化的

JHL1922、乳癌的 JHL1188 及自體免疫疾病 JHL1228。 

另外，喜康將獲得最多高達 2.36 億美元（約新台幣 75 億元）的里程碑付款

（milestone payments），Sanofi 優先取得喜康四個研發中生物相似藥 JHL1101、

JHL1149、JHL1188 和 JHL1228 的中國市場權利，未來雙方合作可能擴及中國以

外，包括新興市場及其他市場。若產品上市，喜康還將得到額外的銷售權利金

（sales royalty）。 

里程碑付款（milestone payments），是國外生技製藥產業的投資併購案，經

常約定各種分階段、附條件、設門檻的對價支付方式。例如專攻脂基療法(Lipid-

based Therapy)的 Matinas BioPharma 收購微脂體載藥技術公司 Aquarius 

BioTechnologies，收購的交易條件包含 Matinas BioPharma 於達成各里程碑時發行

股份給 Aquarius BioTechnologies 的股東： 

1. 若於臨床第三期使用 Aquarius 的技術，發與 150 萬股； 

2. 若使用 Aquarius 技術的產品獲得 FDA 的新藥許可，再發與 150 萬股； 

    這種以里程碑分次給付股份的模式，使併購雙方皆願意在高度風險下進行交

易，讓創新不再被扼殺被埋沒。雖然國外生技製藥產業的投資併購案中常見以里



127 
 

程碑支付特定比例的股份，但這種投資條件可能會因法規限制且主管機關的保守

難以在台灣實現。在董事選舉方式與席次分配、技術作價投資、特別股權利義務

限制、外資來台上市等方面，以及諸多不合時宜的法令規範與行政實務，將影響

國際藥廠對台灣生技新藥公司投資併購的意願，更阻礙了整個產業提升市場競爭

力。 

    由上述可知，經營企業一定要有策略規劃，靠著內部提升管理效率以及嚴控

藥物開發製造流程，以及持續在外部尋找成長的動能。所以，為了在併購交易中

達成賣方利益極大化，賣方除了應了解買方之主要動機，並清楚定義自身之策略

目標及談判協商之底限，適時引入專業顧問協助併購交易順利進行，助於提升公

司內部的決策品質，並確保併購案於兼顧保密與適度資訊揭露之情況下順利完

成。 

 

肆、 智財併購交易方式之選擇 

    由於智慧財產有需依賴法律保護、權利範圍確定困難而較易引起爭訟及常與

員工或有體財產相結合等特殊性，且其因侵權所可能引起之法律責任將直接且嚴

重地影響併購後公司之長期獲利能力。因此在當前併購價格之折讓、擔保及承諾

約款之調整、交易保證金約款68之擬定與附解除條件或賣回選擇權69之設定等事項

之談判，均有賴智慧財產查核評估之事前介入，配合產業分析專家與技術人員就

「技術面」事項查核評估之結果，以充分瞭解公司之價值，並發現所應因應之問

題與風險，及研擬公司未來可能之經營策略。 

從喜康與 Sanofi 案例可窺見，生技製藥產業中的併購案，其主要標的可能是

某公司所擁有的特定技術與智慧財產權。由於併購交易模式之差異，所影響者乃

資源控制與義務承受之風險差異，買方企業究竟要利用資產收購(Asset Deal)的方

                                                        
68 對於一時不能確定的法律風險，契約上亦可以加入交易保證金約款之方式分配風險。例如在賣

方不願折價交易金額時，買方或可要求賣方將價金之一部份充做作保證金由公正第三人監管，並

由雙方設定以交易後之一定期間為準，如目標公司在該期間內有雙方約定事項發生，致買方權益

受有損害時，則該公正第三人應將該保證金交還買方以之為賠償。 
69 目標公司之某些法律安排如無法事前確定時，可在契約中加入解除條件或賣回選擇權以之規

範。例如：目標公司與其主要之技術供給者間之技術授權契約經查證有效期僅剩二年，若該技術

供給者不願提前換約或承諾續約時，買方只有兩年之時間來解決生產技術之問題（包括談判續約

條件、另尋技術供給者或另行發展新技術等）。此時，買方則可要求賣方在該期間全力協助買方

解決此一問題，且在一定之條件 下，買方有權解除契約或以一定之價格再將股份或資產賣回給

賣方，此一安排亦可促使賣方盡心盡力為買方解決前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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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獲得智慧財產權，還是利用股權收購(Share Deal)整間公司呢? 

根據收購的標的，可以分為股份收購（Stock Purchase）以及資產收購（Asset 

Purchase）兩種，前者是指購入賣方的公司的部份或者全部股權，藉此獲得需要

的智財權；後者則是直接購入賣方的智財權。兩種架構的差異在於，前者是並非

直接掌握智財的所有權，所以就算是百分之百的併購，仍然需要另立一份授權契

約；此外，若買方只是入股而非收購，交易完成後也得與其他股東或既有經營階

層分享權力，智財權的掌握度也有限。相對的，直接進行資產收購雖然看似直

接，但賣方對關鍵技術不見得願意出售，價格評定也往往流於主觀，而且賣方很

可能要求買方承諾購入智財權後再授權回原賣方，也會降低智財權的使用品質。

換句話說，儘管交易方法越來越五花八門，買賣雙方還是得根據自己的需求以及

談判能力，找出最佳解。 

    以購買資產的方式來達成併購之目的，通常多見於併購對象係大公司之一部

份時。由於買方可透過選擇其所欲收購之特定資產，某程度可避免採取法定合併

所可能產生之「概括承受」對方隱藏性債務之潛在風險（potential risk），併購實

務上常見針對特定生產設備或技術進行資產收購之案例，其交易形式多以雙方當

事人間的契約為之，主要內容則包括標的、責任、出賣人之擔保與承諾

（representations and warranties）、交付、危險負擔以及履行條件等。收購公司亦

多被要求於交易完成後對目標公司於一定範圍內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資產收購行為，必須經過雙方當事公司之磋商談判，交易使可能完成。雙方

之原始意願不必然為資產收購行為，而可能為其他併購之模式，然而，可能基於

租稅或程式上之考量，而決定以資產收購之方式進行。公司法規範資產收購之行

為，視其交易之規模大小，對讓與公司及受讓公司所產生之影響，而決定該行為

是否須經股東會之決議，或僅須經董事會之決議。 

由於資產收購過程中為資產所有權所需準備之各式檔案及相關行政程式之繁

複，甚至須處理資產上之其他法律負擔（例如質權、抵押權之除去），確為資產

收購模式中較高之執行成本與不確定之法律風險。而由於僅係購買全部或部分資

產，因此不會有概括承受目標公司所有資產與負債所可能帶來的風險，但是價格

則不易確定，特別是在生技製藥產業所倚重的智慧財產權方面，更是如此。從

而，買受人必須要求出賣人於契約談判前讓買受人有充分的機會對目標公司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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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與經營等進行查核評估（due diligence），並且常常藉由其他法律、會計或財務

等專家之協助來從事目標公司之查核評估工作，以作為進行併購之評估依據。而

買方此時進行智慧財產查核評估時應確定該資產上所存在與第三人之契約關係是

否因此項交易而終止或有不利於買方之結果。此外，以資產收購模式進行交易最

重要者，乃應立即紀錄或登記該專利權、著作權或商標權之讓與，以避免目標公

司一物二賣，而有善意第三人嗣後對該專利權、著作權或商標權主張其已自目標

公司取得正當權利之情事發生。 

    若採取「股權收購」之併購交易模式時，雖然股權收購係利用收購股份之方

式，取得目標公司之經營或控制權，而收購公司與目標公司之資產負債係分別獨

立，與合併後消滅公司之資產負債併入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或消滅公司之權利

義務由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概括承受有別。但買方仍應承擔賣方公司全然之法律

義務風險。因此，此時買方所應投入查核評估之程度則須較進行資產收購時之範

圍廣泛且深入。然而其優點則係因收購公司與目標公司之資產負債係分別獨立，

且法人人格各自獨立，故可規避目標公司的諸多契約（尤其是授權契約）中所約

定不得轉讓之限制，惟其前提須目標公司之法人人格在契約存續期間內仍繼續存

在。 

同時，亦可考慮採取「三角合併」模式進行交易，透過對於法人主體區隔之

制度設計，母、子公司各自承擔其經營上之風險，並區隔不當併購所需概括承受

目標公司不良債務及資產之財務風險，因而得形成防火牆以隔絕合併目標公司後

對母公司所可能帶來之直接不利後果。則此時所進行之查核評估即毋須如其他法

定合併模式般深入，以節省成本。且在採取反向三角併購模式之情形，原則上亦

可規避目標公司的諸多契約中約定不得轉讓約款之限制。 

就策略管理之角度，本研究認為向特定人士(大股東)買股是最好的策略：通

常併購消息傳出後，因需求大量增加、供給不足，常會使得被併公司的股價大

漲，使併購方在公開市場上買股票的成本一定會大幅增加。因此，對於併購者來

說，直接與大戶協商價格溢價收購，是一個優勢策略：可以確保能增加一定持

股，且能控制成本與不確定性；也能確保股票不會大幅波動(若併購者在市場上收

購同等鉅額數量的股票，溢價應超過向大戶購買的溢價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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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看喜康與 Sanofi 此案，免稅誘因並非目標公司股東之考量，而未對於併購

交易形成阻礙。若併購交易免稅類型可能成為其他台灣公司在進行跨國（以美國

為主）之併購交易考量時，則應詳細規劃，以增加目標公司股東同意併購交易之

誘因。 

 

表 24：資產收購優缺點比較表70 

資料來源：企業併購策略與最佳實務(第三版) 

 優點 缺點 

買方 1. 通常可避免承擔賣方的歷史與潛在的

負債風險 

2. 稅上可能得以認列無形資產攤銷費

用，享有稅盾效果(Tax Shield) 

3. 非全面性購買，可選擇購買特定的智

財權 

4. 法律程序相對於股份收購簡單 

1. 智財權在各國重新辦理登記耗時耗力 

2. 不一定取得標的公司既有的特許執照 

3. 不一定取得標的公司既有的租稅優惠 

4. 收購資產另需要負擔間接稅 

賣方 1. 可以自行選擇欲出售的智慧財產組

合，使利益極大化 

1. 如出售智財權有收入必須繳納所得稅 

2. 如分配出售資產所得給股東，股東會

產生稅負 

 

表 25：股權收購優缺點比較，自行整理 

 優點 缺點 

買方 1. 得以繼續享受標的公司既有的租稅優

惠與租稅特性 

2. 得以繼續保有標的公司既有的特許執

照 

1. 收購股權的過程較費時複雜 

2. 買方必須承受標的公司的全部資產與

負債 

3. 歸屬於購買無形資產部分的溢價無法

反映在公司帳上，因而無法享受到提列攤

銷費用的稅盾效果(Tax Shield) 

賣方 1.出售股權後，標的公司的股東可直接 1. 免稅的證券交易所得必須計入基本所

                                                        
70 游明德等, 2016, 企業併購策略與最佳實務(第三版), 三民出版社, p.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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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對價，可避免透過公司再分配而造

成的稅負 

得額，可能因而須繳納最低稅負 

在現在的經營環境中，已經不再容許企業一步一腳印式的成長。尤其當國際

競爭越來越激烈未來，台灣企業可能站在賣方，也可能站在買方，而為了達成永

續發展的目標，更得靈活思考用技術換市場、用市場換品牌、甚至是與競爭對手

一起開拓機會的可能性。如何善用截長補短式的併購策略，將是台灣企業最重要

的一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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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總結起來，為什麼生技製藥產業的併購案相較於其他產業更值得研究?為什

麼相較於其他產業的併購交易更複雜呢?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缺乏認知：如果僅用其他產業的發展規律來看待生技製藥產業，或把其他產

業固有的併購公式套用到生技製藥產業，則忽略該產業的特殊性； 

二、定位不清：沒有釐清企業在整個生技製藥產業的價值鏈的地位； 

三、盲目收購：沒有認真評估企業的價值和價值的實現方式； 

    因為研發期長、投入金額龐大、失敗機率高、再加上回收期有限，生技製藥

產業可說是所有產業中經營風險最高的產業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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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顯現出生技製藥產業目前面臨的困境。 

    對生技製藥企業而言，企業內部創新或許仍是公司成長之根基，並藉由智慧

財產制度之保護機制，生技製藥企業得以積極投入研發工作，取得法律保障之權

利或利益，而得運用各項依循智慧財產而行之策略，確保企業之競爭優勢。然

而，技術快速變遷與全球競爭日益加劇的知識經濟時代，迫使企業重新思考研發

策略與經營策略。生技製藥產業的蓬勃發展與其繁瑣的規範，與全球競爭之時間

壓力下，更是帶動了對於智慧財產之強勢需求，透過併購交易取得智慧財產的策

略成為具有高技術含量企業經營者，為企業成長規劃策略藍圖時的選項之一。 

 

圖 35：驅動生技製藥產業併購的主要因素 

資料來源：IMS Health Midas, Decemb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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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面對營收下滑的困境，本研究認為生技製藥企業最佳的策略，除了加速

新藥開發速度外，也應善加利用併購具有高質量技術與智財保護的生技新藥企

業，以刺激營收成長。從產業趨勢的脈絡可見，預見未來、希望安然度過專利斷

崖、擁有大量現金的跨國藥廠巨頭就不斷尋找價值被低估的藥廠進行併購。雖然

這個世紀曾面臨金融海嘯，但這些藥廠巨頭並沒有放慢併購的腳步，依舊持續尋

找有潛力的標的，因為依舊面臨內在研發能量不足的因素，顯得這些企業必須在

策略選擇上得更加小心，並且步步為營。而其他中小型生技製藥企業則因為有創

新技術或潛力產品，並利用智慧財產權保護獨佔了市場，使這類型公司被併購的

件數不斷增加。 

    但，併購策略雖然為企業成長的一大利器，但因為併購須投入龐大資金與資

源，如在決策或執行過程有些許失誤，都將可能造成企業無法達到預期目的，甚

而危及企業本身。因此在考量是否進行併購時，宜先評估及確認併購後之綜效以

及標的公司之產品或技術是否具有完善的智財布局等前提要件。生技製藥產業的

併購動機、併購模式、智慧財產之管理策略與智慧財產併購交易之法律規劃間，

形成相互影響。 

    綜合以上之文獻整理分析之工作，本研究分別選出跨國藥廠巨頭 Pfizer 與台

灣生技新藥企業喜康生技為代表個案，歸納出跨國藥廠面對專利斷崖的因應策

略，將以選擇具有研發實力與智財保護的中小型新藥企業做為標的。尤其從 2015

年 Pfizer 併購 Hospira 一案，可見生物相似藥商機龐大，預計相關的專利訴訟態

勢不減。也因此本研究也選擇了在該領域耕耘的喜康生技為個案，其在生物相似

藥物的研發與製造技術能量累計多年，利用高品質、高效率、低成本的競爭優勢

迎戰未來勢必須面對原廠綿密的專利佈局。最後，就其創新研發與製程布局專

利，據以與 Sanofi 於 2016 年 12 月開展投資、合資、併購等資本合作，抑或是進

行共同開發、委託開發、授權讓與、技術移轉等交易合作。希望藉此提供台灣生

技製藥企業於未來面對跨國藥廠的併購要約時，應注意之相關智慧財產交易之法

律議題。 

    從喜康與 Sanofi 案例可窺見，生技製藥產業中的併購案，其主要標的可能是

某公司所擁有的特定技術與智慧財產權。大藥廠在這些新藥企業還在臨床第一期

開發階段就以股權購買方式插旗，將國際人才與資源注入，並分別簽署其旗下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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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於不同市場的專利獨家授權協議，提供里程碑式的激勵獎金注入資本。由於併

購交易模式之差異，所影響者乃資源控制與義務承受之風險差異。根據收購的標

的，可以分為股份收購（Stock Purchase）以及資產收購（Asset Purchase）兩種，

前者並非直接掌握智財的所有權，所以就算是百分之百的併購，仍然需要另立一

份授權契約；此外，若買方只是入股而非收購，交易完成後也得與其他股東或既

有經營階層分享權力，智財權的掌握度也有限。相對的，直接進行資產收購雖然

看似直接，但賣方對關鍵技術不見得願意出售，價格評定也往往流於主觀，而且

賣方很可能要求買方承諾購入智財權後再授權回原賣方，也會降低智財權的使用

品質。換句話說，儘管交易方法越來越五花八門，買賣雙方還是得根據自己的需

求以及談判能力，找出最佳解。 

 

     

    

 

  



135 
 

第二節 建議 

    綜觀國際製藥大廠鼎立之現實，台灣的製藥業者若擬立足國際市場，勢必尋

求透過技術創新、取得明星產品、擴大市場規模等以強化自身優勢。而併購模式

適足以提供國內藥廠直接快速成長的機會，因此藥廠經營者若得事前就合作對象

的選擇、交易架構的規劃、執行過程的進行以及併購後的整合有一完整規劃，應

對於完成符合預期目標之成功併購活動有相當助益。 

    過去，一顆藥物必須在進入臨床試驗的中後期，而且取得顯著成效之後，才

能夠吸引國際藥廠的授權或併購談判。但從2014年至今，Pfizer、Roche、

Merck、BMS、Sanofi等一線藥廠都曾併購還在臨床一期或者僅在臨床前階段的小

型新藥公司，這也是近年來全球生醫領域掀起一股生技新藥公司創立潮的重要推

力。甚至是在臨床前階段（Preclinical）、意即還未成熟的藥物研發，就已經吸引

許多大藥廠的注意。換句話說，現在，雖然製藥巨頭還在爭搶新興生技新藥企

業，但已經可看出這些大藥廠未來的收購和出售將更多圍繞自己的核心業務。 

    從本研究中發現，現今的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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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本研究個案 Pfizer 來說，其在布局產品線，除了內部研發盤點、並藉由外

部研發聯盟強化能量之外，從市場角度篩選有潛力之產品，也是重點策略。如前

景看好之腦炎 B 型疫苗 MnB rLP2086，除了技術到位外，看中的也是全球腦膜炎

B 型患者每年高達 2-8 萬人數之市場潛力。因此，台灣廠商在布局藥物開發規劃

時，應逐漸以技術導向轉為市場導向，先期評估市場潛力與競爭態勢，擬定產品

定位，以自身資源為基礎，再從外部取得所需之研發能量，如此在有限的時間和

資金之下，才能更加精準投入開發，將資源有效利用最大化。 

    對任何一家生技新藥企業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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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持續專注在單一治療領域以尋求更高的研發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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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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規模的生技新藥企業的公司

治理及營運策略通常較大藥廠更為靈活，也因此取得較高的研發收益。 

    綜上所述，建議台灣的生技新藥研發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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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規模並非提升研發收益的必要條件，而是將研發策略保持一定程度的靈

活與彈性，並關注於科技發展的趨勢脈動，結合外部研發資源以加速藥品上市

等，乃台灣中小型生技新藥公司可思考的策略方向。我國的研發型生技藥廠，已

累積相當充足的能量，可看準國際藥廠產品線疲弱之處，以技術移轉或產品共同

開發等策略尋求與大廠合作機會。以 Pfizer 為例，癌症標靶治療為其未來布局之

領域，然而因內部研發能量不足，目前積極向外部取得合作和技轉機會，若廠商

技術能補足大型藥廠匱乏之研發資源，除可獲得技轉資金，強化企業內部資源，

也可藉助通路協助其他產品布局當地市場，藉力使力創造雙贏價值。 

最後，擁有好的優勢產品與智財布局，便能吸引到國際知名藥廠的注意力。

進而在被併購階段時，必須選擇對自己有利的交易方式，是出售股權比較有利還

是出售無形的智慧財產呢?前者是並非直接掌握智財的所有權，所以就算是百分

之百的併購，仍然需要另立一份授權契約；此外，若買方只是入股而非收購，交

易完成後也得與其他股東或既有經營階層分享權力，智財權的掌握度也有限。相

對的，直接進行資產收購雖然看似直接，但賣方對關鍵技術不見得願意出售，價

格評定也往往流於主觀，而且賣方很可能要求買方承諾購入智財權後再授權回原

賣方，也會降低智財權的使用品質。換句話說，儘管交易方法越來越五花八門，

買賣雙方還是得根據自己的需求以及談判能力，找出最佳解。 

    藉由本次討論的喜康生技與 Sanofi 的案例，可見國際上併購手段多採用股權

股權交易，或者現金(簽約金)加股權收購，或者雙方股權置換相互參股。台灣生

技新藥企業對於併購活動的心態需要更開放，方法也要更靈活，眼界也要更寬闊

些，才能借助資本的力量發展更快。 

然，除了企業的心態需要更加開放之外，台灣政府單位對於無形資產的跨國

併購投資相關政策也須更加落地。雖然可見近幾年政府單位針對生技製藥產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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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續修法 (包括藥事法與專利法)，然而，台灣生技製藥產業在智慧財產權之運用

一直居於劣勢。如何運用智慧財產扳回弱勢的局面，進而握有談判的籌碼，創造

公司發展的利基，將是未來台灣政府發展生技製藥產業必備的一環。 

台灣生醫技術產品所需的智慧財產布局之不足或欠缺，嚴重影響技術產品與

研發產銷不同階段的價值與價格。因此，台灣產官學各界皆需重視生醫技術品屬

性及法規要求，與不同的階段皆需運用有效的方法監督，始可有效處理產品所需

的智慧財產布局，進而於跨國投資、合資、授權、技轉、產品上市、侵權訴訟，

都可以向交易對象證明其產品運營自由度、智慧財產布局是具有優勢的。 

    究其源，在於台灣併購環境尚未成熟。首先買賣雙方認知差異大，台灣多屬

中小型的企業，老闆對於辛苦創立的企業信心滿滿，因此在價格評估常與買方產

生差異；又或者是對於企業懷抱不捨，擔心併購後少了自己的舞台。 

    其次，主關機關心態保守。許多併購不能成功，就是政府擔心引發後續問

題，因而無疾而終，例如引進陸資問題、NCC 審批、公平交易法等問題。台灣的

政府機關常以「監管」的思維為主、促進發展為次，因而使併購者為節省麻煩，

不得不卻步。雖從 2015 年立法院通過企業併購法修正草案，包括增加併購支付

方式，增加新併購型態與簡化程序，同時提高股東保護措施與資訊透明度，期望

有利企業整併，替台灣併購交易市場注入活水。此舉顯示了政府正在改正思維，

以正面心態支持企業併購。 

    最後是對企業併購法的建議：現行的企業併購規定的收購態樣，只有股份轉

讓和營業讓與等方式，並沒有規範取得部分股權的模式，所以先行布局的遊戲規

則不清楚。因此先行布局和股權整併的作法，常會傳出內線交易和操控股價的爭

議，始推動產業整合提升效率的美意，反而陷入刑責。因此應在企業併購法中明

確約定取得部分股權的模式，讓業者有法可依據，強化市場秩序。 

併購方公司經常會採用兩階段或多階段的併購策略，以確保交易得以順利完成。

例如，先由併購公司本身或透過關係企業、關係人等，事先從證券市場購入目標

公司的一定數量股份，進而整合所取得的目標公司股份，再伺機正式發動併購程

序。本質上，這作法屬於正當、合法的併購手段，但由於我國的法律環境，存在

許多法律規範不明確的部分，實務上常會引發爭議。當前正是我國企業邁向國際

的關鍵時期，產業的轉型升級已迫在眉睫！併購案若能產生 1+1 大於 2 的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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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是讓台灣走向國際的重要工具！ 

    浩鼎的解盲風暴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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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本研究能帶來新的見解，提供新藥生技新藥企業規劃新藥

研發策略之參考，並期許在不久的將來，無論是「亞洲盃」及「世界盃」都能創

造佳績。未來，期盼政府與社會大眾皆能明白，企業併購不僅是表面的企業整

合，也是企業運用合縱連橫、發展布局的重要策略工具。建構完善的併購環境，

將可使最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台灣生技製藥企業，在國際市場更能發揮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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