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對有關技術、技術鑑價、技術移轉與技術授權，以及製藥產業

之相關文獻做一系列的回顧。第一節為技術之定義與內涵，第二節為技術

授權，第三節技術鑑價之工具與方法，第四節為為影響技術授權權利金的

決定因素，第五節則為製藥產業與技術授權相關之特性說明。 

 

第一節、技術的定義 

    在討論技術移轉與技術授權相關議題前，首先先對技術之定義與範圍

說明。技術(technology)一詞在學術領域中已被廣泛的應用，然不同領域之

學者，由於研究之目的與對象之不同，對技術下的定義亦不同。 

 

    有些學者對於技術採取較廣泛的定義，例如許士軍(民 70 年)認為，技

術是泛指一切有關執行與達成某些任務或活動的知識，如硬體的機械設

備、工具，以及軟體的工作方法與操作技術之類。Martino (1983)認為，技

術是人類用來達成某些特定目的的工具、技巧、方法，不侷限於硬體而亦

包含軟體，不侷限於有形而亦包含服務。 

 

Roberts (1977)同時強調製程與管理層面的知識，將技術分為兩個概念

來討論，一由工程之概念來討論，指的是生產產品整個過程中所需要的知

識；另一由經濟與組織的概念來判斷，指的是企業之管理與行銷。 

 

Julien (1994)等學者則採取了不同的分類方式，他們在整理近代之管理

文獻後，將技術依其定義性明確與否分為三大類。第一類為採取隱喻法定

義(allusive approach definition)者，此類文獻多僅將技術描述為主要成功因



素，而認為技術沒有明確定義之必要，採用這種定義方式的多為實務界人

士，例如美國波士頓顧問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第二類則採取廣

泛定義(extensive definition)者，此類文獻將技術描寫為存在企業內所有領

域之各種專門知識與技能，例如 Steele(1981) 認為技術是企業以商品或服

務滿足顧客需要的能力，而 Salomon(1981)認為技術是知識和理性習慣的

應用，及運用科學知識與技術上之技術密竅(know-how)，透過商品與服務

之創造、分散組織與產業管理以滿足經濟需求。第三類則稱為特殊定義

(specific definition)，主要由產品製造的角度出發，將技術視為科學於產業

上之應用過程，例如 Frian & Horwitch(1986)將技術定義為「能創造一種可

重複使用於產生新的或改良的產品、製程、與服務的方法」。 

 

由以上文獻可知，技術可大略分為屬於製造層面的硬體部分(例如設

備、工具)，以及屬於管理層面的軟體部分(例如工作方法、操作技巧、能

力、知識等)。由於本研究中所討論之主題為製藥產業，在此產業中進行技

術移轉時，製造層面與管理層面的技術知識均佔有相當重要的份量，缺一

不可，這是製藥產業技術移轉的特質之一，故本研究對於技術的定義方面

採取廣泛的定義，即包含上述所有有關製造層面與管理層面的內涵。 

 

 

 

 

 

 

 

 



第二節、技術授權 

一、技術移轉 

彭清一 (民 83 年)認為，所謂技術移轉簡單的說，就是「技術自甲單

位經特別約定而為乙單位所擁有（或習得）之過程」，技術移轉有技術引

進、技術輸出、以及本國產業技術移轉三種，方式有授權、技術合作、合

資、技術指導、整廠輸出(入)等。 

 

黃俊英與劉江彬 (民 85 年)則認為，技術之引進與移轉，事實上就是

引進與移轉智慧財產，而技術移轉的主要方式不外乎購買、投資合作、授

權三種。技術移轉在科技有關的公司中極為風行，是因為高科技公司規模

日漸擴大，且彼此間競爭激烈，有時必須依靠技術的移轉取得優勢的地位。 

 

陳怡之 (民 84 年)由廠商的角度對技術移轉加以定義︰「所謂技術移

轉係指技術或管理知識，由一產出單位移至使用單位之過程；其目的在於

提昇產業競爭力」。在有關智慧財產與技術移轉的相關研究中，陳怡之將

國內外學者對技術移轉之論點做詳盡的整理，認為技術移轉之方式包括十

四項︰技術授權、整廠移轉、技術買賣、策略聯盟或技術合作、合資經營、

外人直接投資、購併、套裝或散裝的機器設備之移轉、委託加工或委託設

計製造、人才延聘、共同開發、創業投資或衍生公司、國際轉包，以及技

術服務。 

 

    Contractor (1981) 提 出 技 術 移 轉 過 程 中 ， 技 術 移 轉 包 裹

(technology-Transfer Package)的觀念。認為技術移轉時，除了專利、商標等

智慧財產權的移轉外，更重要的是其他技術密竅(know-how)的轉移。

Contractor 認為技術密竅(know-how)主要是指未獲專利權保護的智慧財



產，包括具體的事物(例如模具或模型)，內涵資訊的文件[例如流程、操作

指南、圖形、組織圖、目錄、清單、陳列、績效評估(performance criteria)、

方程式、以及電腦程式等]，以及抽象的人力支援，(例如經理人、技術員、

工程師、顧問在一定期限內的租借)。    

 

Robinson(1988)也認為在技術移轉的過程中，有關技術移轉的套裝概

念(technology transfer package)為技術移轉的核心。技術移轉本身可視為一

個套裝或包裹，由核心技術到相關輔助支援皆是技術移轉的一環。如圖 2-1

中所示，由內而外，也就是由核心技術到管理支援，就像一層層包裝的包

裹；對於技術擁有者而言，可透過技術組裝的特質予以包裝，使其技術價

值達極大化，對於技術接受者而言，則可以公司需求來做取捨之標準(陳怡

之，民 84)。 

 

圖 2-1 技術移轉包裹 

 

 

 

    資料來源 : Brook, Michael Z., Selling Management Services Contract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ondon: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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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所使用的語彙不盡相同，但仍可發現多位學者同時重視技術移轉

中，有關技術之製造層面及管理層面的內涵，亦顯示在技術移轉時所指稱

的「技術」之定義應為廣泛性的定義，符合本研究所採行之定義。 

 

二、技術授權 

    技術授權(technology licensing)為技術移轉交易的主要方式之一，關於

技術授權的內涵，Contractor (1981)認為，技術移轉主要由兩項要素構成，

一為法律上專利、商標以及其他權利的讓與，二為提供被授權者有關技術

與管理上的協助。 

 

陳怡之(民 84 年)對技術授權內涵的解釋則為︰技術授權係指「技術擁

有者提供專利、商標、技術密竅(know-how)、著作權、服務商標、或營業

秘密等，授與技術接受者使用之權利，授權者可向被授權者收取權利金或

相關對等費用。」廣義的技術授權又可衍生出交互授權(cross license)、回

饋授權(grant back license)、轉授權(sublicense)、加盟特許(franchise)，以及

專利聯盟(patent pool)等。 

 

然而，在某些高科技產業中，企業本身可能已經具有技術，故智財權

的授權並不一定伴隨著技術移轉，取得授權的主要原因，往往是因為目標

產品相關之技術與方法已被他人捷足先登取得專利，而不是因為本身無法

得到該技術能力(胡怡芳，民 91)。 

 

    簡而言之，技術授權就是授權者(licensor)提供技術或專屬權利給被授

權者 (licensee)使用，而被授權者支付一定金額作為其報酬之行為。

Contractor (1981)將常見的技術報酬分為以下三大類： 



1. 一次給付(one-time fees)，包含下列三種方式： 

(1)首款(front-end or lump-sum fees)：以一定金額一次付清。 

(2)技術幫助費用(technical-assistance fees)：指被授權者(licensee)要求授權

者(licensor)提供契約範圍外的協助工作時，所需支付的費用。 

(3)提供其他特定服務的費用(other service fees)。 

2. 與授權活動相關的費用(fees relating to licensing activity) 

(1)技術權利金(royalties)：通常以被授權者(licensee)之營運成果，例如銷

售額或銷售淨額之百分比做支付標準。 

(2)由供應零組件獲得的利潤，或被授權者購買產品之所得。 

3. 其他 

(1)回饋價值(grant-back value) 

  (2)節稅所獲利潤 

(3)被授權公司之股權 

 

Bidault(1989)則將技術授權要求之報酬分為三大類： 

1. 技術報酬(remuneration for technology)：支付技術報酬的方式主要有以

下三種。 

(1)按期支付之權利金(running royalty)：通常是按照技術使用或銷售表現

之固定比例，在每年或每季支付。 

(2)首款(lump-sum)：技術授權雙方在談判時將技術價格定下。對技術授

權者而言的好處是，授權者可確定拿到一筆收入，雖然這筆收入是有限

的，對被授權者而言，在確定此技術確實可用前便先付款會負擔較高的

風險，但其也可避免之後的營業活動被授權者所監視。 

(3)交互授權(cross-licensing)：技術授權雙方交互授權彼此認為價值相當

的技術，等於是以技術作為對方的報酬。通常交互授權的交易方式發生

於先進國家中，特別是研發費用相當可觀的藥品業與電子業，並且有些



會於合約內容中規定，被授權者有義務免費告知授權者其對移轉技術所

做的改進。 

2.合約簽訂前報酬(remunerations prior to agreement)：在授權談判過程中，

可能包含許多相當可觀的花費與風險，承受風險獲花費的那方因此會要求

另一方共同分擔。常見的報酬方式有下列三種，三者都是在合約簽訂前就

已經支付的。 

(1)前端報酬(front-end payment)：此報酬是為了分擔授權者在正式簽訂合

約前的花費，包含市場調查、技術展示與文件、談判、法律諮詢等費用，

而與技術本身的價值無關，這是前端報酬與首款最大的不同處，通常授

權者在此處的花費會較被授權者多。 

(2)揭露費(disclosure fee)：在正式簽約前，授權者必須提供最起碼的技術

與商業資訊來說服被授權者接受，授權者因此負擔對方可能在沒有授權

的情況下使用此技術資訊的風險。揭露費的作用包括確認潛在被授權者

是否真心想取得此技術、鼓勵其繼續進行談判，以及分擔授權者可能的

損失。 

(3)選擇權費(option fee)：可能發生於當潛在技術接受者希望能獲得獨家

授權，但在最終簽訂合約前希望能獲得額外的商業或技術資訊，故希望

授權者延後一段期間販售此技術，故此費用是為補償授權者之延後販售

可能的損失。 

3.補充服務報酬(remuneration for complementary services)：越來越多的技術

移轉包含了提供服務來幫助被授權者設定流程與訓練員工，提供這些服務

的報酬便是補充服務報酬，又可分細為下列三者： 

(1)工程費用(engineering fees) 

(2)技術協助費用(technical assistance fees) 

(3)諮詢費(consulting fees) 

 



陳怡之(民 84 年)則認為，技術報酬至少可分為下列九種形式： 

1. 權利金(Royalty)：支付方式又可分為三種(Kenneth E. Krosin, 1992) 

(1)一次付清報酬金(lump-sum)。 

  (2)先付頭期款(initial fee)，再依移轉計畫進度分年、季、月給付，或以

某依比例在計畫施行的每一階段支付(running royalty)。 

  (3)在技術使用後，以固定年金方式給付(annual fixed fee payment)。 

2. 交互授權(cross-licensing) 

3. 簽約金/頭期款(upfront) 

4. 試用金(option fees) 

5. 工程費用(engineering fees) 

6. 技術協助費用(technical-assistance fees) 

7. 顧問金(consulting fees) 

8. 回銷(sale back) 

9. 其他專門技術(know-how)、商標或著作。 

 

透過技術授權的方式，企業可在有效期限、範圍內使該專利技術成為

企業的重要資產，而授權的代價(授權費用、權利金、給付方式)與授權的

方式(授權地區、年限、衍生權)便必須經過完整的談判協商，訂定嚴謹的

契約。技術授權既然以權利金為授權者之主要收益，影響技術授權權利金

的因素便成為各界關心的焦點，而由於在決定最終技術權利金之前，會先

經過技術鑑價(technology valuation)的程序對特定技術之價值做判斷，而後

再經過技術作價(technology pricing)的程序決定最終之技術權利金，因此在

下節中，本研究會先針對技術授權中，技術鑑價常用的財務工具做一系列

的討論。 

 

 



第三節、技術鑑價(Technology Valuation)之工具與方法 

    在進行技術作價(Technology Pricing)、決定最終權利金之前，組織內部

會先進行技術之鑑價(Technology Valuation)。以時間點而言，技術鑑價會早

於技術作價提出，往往在研發成果開始出現時，便需要進行技術鑑價及智

財權的保護，以利商品化作為或後續成果的運用；目的是針對特定標的技

術之「價值」而非「價格」作判斷，依不同運用方式，進行數量化的價值

估算。而技術作價(Technology Pricing)比技術鑑價(Technology Valuation)更

接近技術交易的時點，其牽涉的項目也更為特定(陳怡之，民 91)。因此，

技術鑑價的過程對於決定最終權利金，也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有關授權或賣出之技術鑑價方法，傳統上有三種主要的分析方式：第

一是以產品銷售利潤為主的收入法(income approach)；第二是以自行研發

成本為依據的成本法(cost approach)；第三則是以技術市場中，相同或類似

技術交易價格為依據的市場比較法(market approach)。而 Andonian(1991)

則提出一個新的權利金率計算方式，也就是當無法用收入法、成本法、市

場法等解析技術價值時，以企業家的知識及經驗來決定一適當之權利金比

率的企業輪廓法（General Business Profile Approach, GBPA）法(註一)。 

 

一、收入法(Income Approach) 

此方法的主要精神在於認為技術價值可用預期未來可能經濟貢獻之現

值來表示，影響收入法的核心要素可由圖 2-2 中的價值三角中表達，其中

兩大基本要項為淨現金流量與折現率(Smith & Parr, 2000)，影響淨現金流

量的因素決定了智慧財產未來經濟利益貢獻之大小、期間以及趨勢，折現

率所代表的則為預期經濟利潤之風險。 

 



圖 2-2 收入法核心要素 

      

資料來源: Smith, G..V. & Parr, R.L., Valu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tangible Assets, New York : John Wiley & Sons, 2000. 

 

   由於技術屬於企業的智慧財產之一，因此收入法便可應用於技術之鑑

價，其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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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0 = 技術價值 

  CFt = 技術在第 t期所產生現金流量 

    k = 折現率 

  n = 該技術之預期壽命 

 

  影響淨現金流量之因素有五項(Smith & Parr, 2000)，包括現金流入期

間(cash flow duration)、獲利能力 (profitability)、競爭 (competition)、經濟

情況(economic climates)以及資金需求 (capital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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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折現率的因素亦有五項(Smith & Parr, 2000)，包括通貨膨脹 

(inflation)、真實利率 (real interest)、風險溢酬 (risk premium)、技術可供多

重使用的程度 (the versatilit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流動性 (liquidity)。 

 

二、成本法(Cost Approach) 

成本法對於技術鑑價的意涵有兩種，一種是估計使用此技術之後，未

來可能節省的成本；另一種是重新建構、取得此技術所需的成本。前者成

本法的概念，認為技術之價值可用下列的公式計算出來： 

Value = NPV of ∑
i

iCostsSaved )(  

後者則是認為智慧財產的價值可以直接經由建購成本中評估，此法所隱含

的假設為「智慧財產的開發成本或購置成本，不低於其所貢獻的經濟價值」

(Smith & Parr 2000)。複製與目標技術完全相同的技術資產所需之成本稱為

再生成本(cost of reproduction)，創造與目標技術功能或效用相同的技術資

產所需之成本稱為重置成本(cost of replacement)。第二種成本法的概念認

為的技術價值計算公式則為： 

 

折舊後重置成本 = 再生成本(重置成本) – 折舊成本 

折舊成本 = 實體折舊 + 功能折舊  

公平市場價格 = 折舊後重置成本 – 經濟汰舊 

 

第一步先計算智慧財產的在生成本與重置成本，取兩者中較低者。第二步

是分析折舊成本中的實體折舊與功能折舊，實體折舊是指智慧財產因過去

使用造成實體上的耗損，功能汰舊則是指智慧財產受到技術層面之淘汰，

經此分析可得知折舊成本，而將再生或重置成本中較低者減去折舊成本後

便可得折舊後的重置成本。第三步是將折舊後的重置成本減去經濟汰舊



(economic obsolescence)後，可求得公平的市場價格。經濟汰舊是指目標智

慧財產過去和現在所能產生之經濟利潤的差額。 

 

三、市場比較法(Market Approach) 

    市場法之基本概念是希望參考目前市場上相似技術的交易價格，來決

定目標技術之價格，也就是認為特定技術的價值大約與市場上相似技術的

價值相等。 

  

Reilly(1998)將一般市場法的分析過程歸納為下列四項步驟： 

1.尋找類似或相似技術資產的交易資料 

找出指引(guidelines)技術或可相比(comparative)技術。 

2.實證並調整資料 

3.比較指導方針技術銷售或授權交易與目標技術之間的異同 

運用前一步驟的比較分析，逐一調整過去的銷售或授權價格。 

4.調和(reconcile)各種不同的價格指標，產生單一價格或價格的範圍。 

 

在業界實際操作市場法進行授權前鑑價的方式（元勤科技1），也大致

遵循 Reilly的分析過程： 

1.先蒐集技術交易市場中既有的交易資料與技術價格來進行分門別類的工

作。例如：經由市場調查不同產業的權利金比例，可獲知所處特定產業授

權時，權利金比例的分佈範圍。 

2.將待鑑價的技術與現有的交易資料與技術價格進行比較，以求出該技術

的恰當價格。 

例如：根據第一步驟找出所謂的「市場行情價」（也就是不同產業的權利

                                                 
1 資料來源為元勤科技網站，http://www.ipnavigator.com.tw/product/pvnews-5.htm，查詢日期
2003/1/18。 



金比例）後，將待鑑定的技術與這些市場行情價進行差異性的比對，並利

用數量化的技巧，將各種差異因素給予一定的分數與比例，最後再依據綜

合判斷得到該技術或專利的恰當價格。  

 

市場法雖然直接易懂、且較能反映市場目前交易價值，但其在應用上

有兩項主要限制： 

1. 交易資訊取得困難 

一般技術移轉或專利授權資訊大多屬於機密資料，並不可能隨處可

得，故特定技術要找到交易參考資訊相當的不容易。 

2. 技術間可相比性（comparability） 

由於每一種技術在本質上都具有差異性，因此待鑑價之技術必須找到

一個「可相比」的參考技術，也就是說參考技術與待鑑價技術在各方面必

須要有同等性，利用市場法來鑑價才有意義。對於較新穎的技術而言，要

找到可相比的參考技術尤其困難。 

 

四、企業輪廓法(Global Business Profile Approach, GBPA) 

    本法是由 Andonian(1991)所發表之一項新的權利金率計算方式，基本

的概念是結合了成本法與市場法，而可以彌補成本法與市場法的缺點。技

術投資人運用個人之專業知識與經驗與預估授權技術之未來銷售、利潤與

成本，以之作為技術全權權利金之計算基礎，適用於無法使用上述之收入

法、成本法與市場法評價時。 

 

    應用企業輪廓法的關鍵因素包括研發成本、專業知識以及歷史資料。

此法中所謂之研發成本是指「研發一般性相似技術所承擔的全部成本」，

不只考慮成功，也將研發失敗的成本列入考量，為一種廣泛的概念，和成



本法中建構某特定技術之最低成本的概念不同；而由於此法多應用於尚未

研發成功或不曾商品化之技術，故在評估此技術若要達開發成功階段需要

多少成本時，研發、生產、行銷等專業知識便成為相當關鍵的因素；而此

評價過程中主要的資訊來源則是「一般性通用歷史財務資訊」（average 

general historical financial information）。 

[實例說明] 

    根據歷史財務資料，一項新要的成功發現到上市，大約占公司每年研

發預算的 1/3，又該公司研發預算占公司年銷售額 15%，因此對某種新藥

的技術授權權利金比例開始可設定為 5%，然後逐步調整。 

 

    接著可運用研發專業知識來判斷，該新藥上市的成功率是否高於產業

中一般新藥上市的成功率，若較高則可將權利金比例向上調整；另外，可

運用製程相關之專業知識分析目前的設備與產能是否足以生產該新藥，若

需額外引進新生產設備，則該新藥之吸引力降低，權利金比例也隨之向下

調整；最後根據行銷知識，分析預期行銷費用與一般新藥間的差異，並分

析其與目前其他產品或現有通路的相容性。經過研發、生產、行銷種種因

素之考量後，評估該新藥與一般新藥間的相對優劣勢，繼而根據分析結果

決定最終權利金之比例(Andonian, 1991)(黃伯嘉，民 91)。 

 

    技術授權者可依技術產品市場是否明確、技術交易市場是否活絡來決

定適合採用何種技術鑑價方式。黃伯嘉（民 91 年）指出，企業欲將技術

應用於對外授權鑑價時，若技術衍生之產品市場相當明確，則適合以收入

法求出技術運用於對外授權所產生的價值；若技術交易市場活絡，且有相

似技術之交易價格可參考時，則適合以市場法求出技術運用於對外授權產

生的價值；當不適合使用收入法時，則可多使用企業輪廓法（GBPA）來

進行鑑價。 



在進行技術鑑價的過程中，受到某些影響技術權利金的因素之影響以

及財務工具的應用，可訂出一可能之技術價值區間，再經由技術作價的過

程，將其他可能影響技術授權權利金的因素一一列入考量，並經由授權者

與被授權者的協商，決定最終的技術價格。在下節探討的主要重點，便是

於技術鑑價與技術作價過程中，可能影響權利金的種種因素。 

 

 

 

 

 

 

 

 

 

 

 

 

 

 

 

 

 

 

(註一)、授權與賣出的四種技術鑑價使用之財務工具，主要整理自元智大學管理

研究所陳怡之教授指導、黃伯嘉所撰之碩士論文，「技術資產的鑑價－工具與方

法之探討」。  



第四節、影響決定技術授權權利金的因素 

    本節主要整理並探討各家學者對影響技術授權權利金因素之研究，並

配合製藥產業技術授權之合約書做驗證，但礙於授權合約技術部分之保密

性，本研究僅探討未涉及雙方商業機密之部分。 

 

在技術鑑價(technology valuation)與技術作價(technology pricing)的過

程中，有許多因素影響了最終技術授權的權利金(即技術的「價格」)。曾

有多位學者針對影響技術授權權利金因素的主題提出相關的研究，其中

Contractor 在 1981 年提出授權者與被授權者間，對技術價格的談判區間

架構，開啟了有關技術授權價格研究主題的大門，他認為只有當合作雙方

對技術價值的認定範圍有重疊時，雙方才會進一步的展開談判，而此重疊

的部分即為雙方的談判區間(圖 2-3)。必須說明的是，對授權者而言，其技

術價格的下限只包括估計的移轉成本、機會成本，但並未包括研發成本之

分攤，因為 Contractor認為此點在認定上有所困難。 

 

由 2-3的談判區間圖可得知，技術價格取決於下列六點： 

1. 估計被授權者於使用此技術時所能增加的利潤/減少的成本。 

2. 估計被授權者取得其他替代技術的成本(包含由企業外部或內部取得)。 

3. 估計授權者的移轉成本。 

4. 授權者的機會成本。 

5. 授權者的研發成本。 

6. 被授權者以不法方式獲得技術的成本與受罰成本。 

因此會影響上述六點的因素，都可能會影響技術價格的高低，後續更

有許多學者專家對於會影響此區間的因素提出不同的見解，本研究將在後

面一一的討論。 



圖 2-3談判區間圖 A 

 

 

 

 

 

 

 

 

 

 

 

 

 

資料來源： Contractor, F.J. and Root, F.R., “Negotiating Compensation in International 

Licensing Agreements,”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vol.22, 1981,pp22-31. 

 

Cho在 1988 年針對 Contractor提出的理論進行修正，提出了「環境特

殊 因 素 」 (environment-specific factors) 以 及 「 合 約 特 殊 因 素 」

(agreement-specific factors)會影響雙方談判時技術價格說法。其中環境特殊

因素包括政府的管制、被授權者所處產品市場中競爭的程度、其他相似技

術提供者競爭的程度、產品與產業規範、被授權者國家吸收技術的能力

等；合約特殊因素則包括合約中註明之市場限制、是否獨家授權、有無限

制生產量、對產品品質之要求、回饋條款、搭售要求之有無、合約期間、

技術壽命、專利期限與其他使用技術之限制等。 

 

授權者: 
上限：下列二項最小者 
1.授權者估計被授權者
於使用技術所能增加

的利潤或節省的成本

現值 
2.授權者估計被授權者
從其他地方獲得相似

技術之成本現值 
 
 
 
 
下限：移轉成本和機會

成本加總之現值 

被授權者: 
上限：下列四項最小者 
1.被授權者估計使用技
術所能增加利潤之現

值 
2.從其他地方獲得替代
技術之成本現值 

3.自行開發技術所需之

成本現值 
4.仿冒專利或以不法方

式獲得技術之成本現

值 
 
 
下限：估計授權者之移

轉成本現值 

重
疊
的
談
判
區
間 



圖 2-4談判區間圖 B 

 

 

 

 

 

 

 

 

 

 

 

 

 

 

 

 

 

 

 

 

 

 

 

資料來源：Cho, Kang Rae, ”Issues of Compensation in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Licensing,”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28, No.2,1988, p76. 

合約特殊因素 
 合約中註明之市場限制

(包含出口) 
 是否獨家授權 
 有無限制生產量 
 對產品品質之要求 
 回饋條款 
 搭售要求之有無 
 合約期間 
 技術壽命 
 專利期限 
 其他使用技術之限制 

環境特殊因素 
 政府的管制 
 被授權者所處產品市場
中競爭的程度 

 其他相似技術提供者競
爭的程度 

 被授權者所處國家政治
與商業風險 

 產品與產業規範 
 被授權者國家吸收技術
的能力 

 

授權者索價 被授權者出價 

授權者: 
上限：下列二項最小者 
1.授權者估計被授權者
於使用技術所能增加的

利潤或節省的成本現值 
2.授權者估計被授權者
從其他地方獲得相似技

術之成本現值 
 
 
 
 
下限：移轉成本、機會

成本與研發成本加總之

現值 

被授權者: 
上限：下列四項最小者 
1.被授權者估計使用技
術所能增加利潤之現值 
2.從其他地方獲得替代
技術之成本現值 
3.自行開發技術所需之

成本現值 
 
 
下限：估計授權者之移

轉現值 

重
疊
的
談
判
區
間 



Arnold(1986)等人所提出的授權定價因素的研究中，列出在技術授權

定價時一百項重要重要的考量因素，並將其分為法律要求(指政府方面的限

制)，分別為內在(技術)本質、保護、市場、競爭、被授權者價值、財務收

益、風險、法律、要求(指政府方面的限制)。Bidault(1989)提出技術定價會

深受技術提供者所採取策略影響之假說，他認為技術提供者主要可能採取

市場策略、生產策略或技術策略，而當其決定採取技術策略時，所要求的

技術報酬會較採取前兩種策略高。陳怡之(1995)也提出影響技術作價的十

個因素，包括技術授權者之成本、技術購買者的考量、技術、政府、商譽、

市場考量、智慧財產權管理、競爭的考量、財務面的考量以及其他風險考

量。游銀泉(2001)認為在技術價格策略性的考量中必須包括技術創新度、

技術成熟度、廠商/被授權者接受度、商品化產品市場性、市場競爭性、授

權方式以及風險考量。張孟元(2002)則將影響技術市場價值的因素分為「商

業價值構面」、「智財權應用價值構面」、及「技術價值構面」等三個大方

向來討論：其中商業構面包含三項，第一為「市場結構與規模」、第二為

「市場預期遠景與接受度」、第三則為「市場擴散率與促銷力」；智財權應

用價值構面則包含兩項，即「產權條件、產品信用及有利條款」以及「交

互授權關係」；技術價值構面則包含三項結構，第一為「技術創新及競爭

力」、其次是「技術支援與風險」、第三為「技術實用性與科學引用能力2」。 

 

除了以上概述之主要參考文獻外，本研究並綜合國內外多篇與技術授

權、技術作價相關之研究，將影響技術授權價格談判區間的因素分為以下

五大類： 

 

 

                                                 
2 基礎技術運用能力(found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capability):判斷該技術是否運用基礎技術
來擴增新技術功能。 



1. 技術因素 

2. 市場環境因素 

3. 智慧財產權應用因素 

4. 授權者與被授權者特性因素 

5. 其他風險因素 

以下便針對此五項因素對文獻探討作進一步之說明。 

 

一、技術因素 

Contractor(1981)與 Cho(1988)在影響國際技術授權報酬之決定因素的

研究中指出，技術的年齡會影響技術授權定價之談判區間。Bidault(1989)

也認為技術發展的階段會影響技術之定價。 

 

Ford & Ryan(1981)指出，技術生命週期可幫助公司做出技術移轉相關

的決定。他們將技術生命週期分為六個階段，並認為技術在到達應用成長

期時，技術的市場價值最大，因為此時技術所應用開發的新產品已廣為市

場所接受，並且產品銷售量大幅的提升，若競爭者若不想投入高成本研發

相似之技術，則其必急於獲得此技術以滿足消費者，故技術的價值於此階

段最高；若到了技術成熟期與衰退期之後，技術已趨於標準化，且產品銷

售量不再成長而繼續下滑，技術的市值也因此降低。 

 

陳怡之(1995)也認為技術的本質為影響技術作價的主要因素之一，包

括技術的發展與市場階段、此技術為基礎科技或應用科技、技術的創新程

度、技術的發展成本與後續之服務成本、技術的生命週期、技術的品質與

可靠性、技術對被授權者的價值、被授權者是否提供技術協助等，若技術

提供者必須修改原有技術、以利技術接受者使用時，其修改所花費的研發



成本會使技術移轉的成本提高，因此技術提供者的索價也將較高。 

 

游銀泉(2001)認為在授權時，技術創新度與技術成熟度會影響技術授

權的價格，技術創新度對計價的影響大致可概論如下： 

1. 若為全新技術應用於全新領域，此時技術成熟度可能較低，且應用領

域之市場風險性可能較高，故相對技術價格會較低。 

2. 若為全新技術應用於已知領域，則需再視技術成熟度、技術市場競爭

性、商品化規模、廠商(被授權者)接受度等因子決定。 

技術成熟度是指技術開發的程度而言，技術成熟度越高，代表被授權者的

再投入研發成本、學習成本與承受的風險較低，故技術價格應較高。 

 

張孟元(2002)認為技術本質會影響技術價格的因素有： 

1. 技術創新能力：包含技術複製難度、多樣性、整合現有產品兩項以上功

能的能力。 

2. 技術專屬性及分類：包含技術專屬性、技術分類方式、技術功能與廣度、

技術等級。 

3. 產品管理及提升能力：包含品管能力、新技術對產品效能的提升能力 

4. 技術支援能力：包含技術障礙程度、對被授權人直接協助或訓練。 

5. 技術競爭能力：包含技術競爭力、先前技術引用能力 3 (prior art 

strength)。 

6. 技術風險：包含技術廢舊、產業強度、產品定位、技術發展階段等。技

術在不同發展階段的風險不同，技術的發展階段或生命週期在製藥產業

中尤其重要，通過臨床第三期審核的藥品技術授權權利金比例遠較只通

過臨床第二期的藥品技術高，通過臨床試驗第二期的權利金比例又較只

                                                 
3 技術中所運用的「既有技術或知識」越多，則該技術知識含量越高，因為技術能力之發展為一

種學習、接受及吸收的過程，擁有技術累積能力才有繼續開創的能力。 



通過臨床試驗第一期者高，便是因為越接近後期技術風險越低，技術商

品化成為藥品的可能性越高。 

7. 擁有專利的質量 

8. 技術實用性 

9. 基礎技術運用能力 

 

一般而言，技術本身被創新的可能性越強、技術越高級、功能與廣度

越廣、對產品的品管能力與效能提升能力越佳、競爭力越強、能引用原有

技術的能力越高、技術風險越低、擁有專利質量越高、實用性越高時，可

能造成技術的價格越高。 

 

二、市場環境因素 

    Cho(1988)提出，市場環境的特殊因素會影響技術授權雙方之談判區

間，如政府的管制(政府介入的目的通常是為了確保移轉模式的有效性、所

移轉技術適合國內技術接受者、以及授權金的公平性，故政府通常會規定

權利金的上限並禁止契約內某些限制條款與差別待遇)，因此政府的干涉通

常會增加被授權者的議價力，尤其是在被授權者對技術資訊沒有充分瞭解

的情況下更為明顯；被授權者所處產品市場中競爭的程度—被授權者的產

品市場競爭越不激烈，其獲利的可能性越高，因此比較願意付較高權利

金；其他相似技術提供者競爭的程度—其他技術提供者競爭得越激烈，被

授權者的議價力越高；產品與產業規範—產業規範是指產業內對特定技術

價值的認定；被授權者國家吸收技術的能力—被授權者國家吸收技術的能

力越高，則授權者要求的報酬金可能越高。 

 

    陳怡之(1995)也認為環境中政府的獎勵制度、管制法規與其他相關法



規是影響技術授權作價的因素之一；另外市場的大小/需求—產品市場越

大，被授權者預期利潤越高，則較願意付出較多的權利金；市場的穩定性

與一般經濟情形也會影響技術的價格—若預期未來經濟情況將惡化，則被

授權者可能不願意付太高的價錢購買技術。 

 

    游銀泉(2001)提出商品化產品的市場性，以及市場競爭性亦為影響技

術價格的因素。商品化產品的市場性的影響是指，目前與未來可承接的被

授權者越多或市場越看好，表示市場的接受度越高，則可提高技術的價

格；市場競爭性的考量則是指必須評估目前技術是否有替代技術可取代

之，若無具有可替代且競爭力的技術，則技術價格可提高。 

 

張孟元(2002)認為下列市場環境影響技術市值： 

1. 商業強度與外部資源因素：包括全球性能源危機、全球性經濟危機、

全球性戰爭、對相關領與知識瞭解程度、為買方市場或賣方市場。 

2. 產業競爭能力：包含產業潛在市場的大小、產業遠景、產業競爭優勢、

預期利潤、其他相關產業支援能力、預期節省成本。 

3. 產品定位與內部資源：包含談判與協商成本、產品對市場與使用者的

符合度、產品對客戶的價值、產業定位、未來三至五年之財務預測。 

4. 市場掌握能力：包括市場參與者、市場結構、市場整握程度、產品遠

景。 

5. 市場區隔與保護能力：市場保護利基(市場為完全競爭或寡佔市場)、

市場的進入障礙及導入方案的難易度、市場區隔能力(市場是否有良

好之區隔環境)。 

6. 市場敏感度與週期性：市場對價格的敏感程度會影響需求因素；市場

週期性(包括市場變動穩定性、循環週期性、季節性的變化)影響需求。 

7. 產業的競爭狀況與優勢：競爭優勢良好的產業，無論在營業額與利潤



都會有較好的收益。 

8. 產品責任：商品保固與負擔責任的成本。 

9. 市場擴散能力：指市場對新技術的學習能力、知識的擴散力與程度、

新技術接受與反應時間。 

 

三、智慧財產權應用因素 

    在智慧財產的應用方面，著重於技術授權雙方於合約中協定應用智慧

財產權的方式。 

 

Cho(1989)所提出的「合約特殊因素」(agreement-specific factors)中，

則包括下列因素： 

1. 市場限制：若對技術使用地區有所限制，可能會使權利金較低。 

2. 是否獨家授權：若為獨家授權，則權利金可能較高。 

3. 生產量的限制。 

4. 對產品品質要求的限制。 

5. 回饋條款：被授權者使用授權技術而發現其他衍生技術時，必須告

知並回饋原授權者。 

6. 搭售要求之有無：被授權者在授權期間必須向授權者購買生產所需

之部分零件或機械，或者是合作生產的產品必須以約定價格賣給授

權者。 

7. 合約期間：翁瑞聰(民 82)在實證研究的結果中發現，契約期間越

長，技術權利金比例越低。 

8. 專利期限：專利期限越長，技術權利金可能越高。 

 

    陳怡之(1995)也認為技術授權的區域大小、用途、產品範圍、期限，



以及互惠條款是影響技術作價的因素。 

 

    張孟元(2002)則認為，在智慧財產的應用方面，影響技術價格的可能

包含幾項因素： 

1. 產權與授權條件因素：包括對權利金的計算基準、從屬許可權4、合約

條件、付款方式、合約終止條款、產權收益、產權保護條件、產權責任

與所有權範圍、產權資訊等。 

2. 有利條款：包含技術及交易使用限制、最惠國待遇、合法條款保障。 

3. 交互授權因素：該專利是否與其他策略聯盟進行交互授權，以及授權方

式(如專利是否有專屬性、排他性、非專屬權利、從屬授權許可等)。 

4. 產品信用(product creditability)：即保障因素，指授權雙方是否有制訂保

護範圍、契約協議、強制性之議題，以及授權人的信用等。 

 

四、授權者與被授權者特性因素 

    Bidault(1989)則認為授權者所採取的策略會影響技術之定價，他認為

技術提供者主要可能採取下列三種策略： 

1. 市場策略(Market Strategy)：技術提供者是為了為自己的產品開發新市

場而將技術對外授權。 

2. 生產策略(Production Strategy)：技術提供者企圖改善某些產品的供應(無

論是利用降低成本或是提高品質的方式)，而將技術對外授權。 

3. 技術策略(Technology Strategy)：技術提供者純粹想藉由技術授權獲得一

份令人滿意的報酬。 

在經過實證研究後，Bidault得到下列結論： 

1. 在授權者採取不同的策略考量下，同樣的因素對技術價格產生的

                                                 
4 從屬許可權：指是否允許權利轉讓或再授權的權利。 



影響可能是相反的：例如在技術策略的考量下，技術移轉成本與

技術價格成現正相關的關係；然而在市場策略的考量下，技術移

轉成本與技術價格卻呈現負相關的關係。 

2. 在授權者採取其中一項策略時顯著影響價格的決定變數，在授權

者採取另一項策略時可能不為顯著影響價格的決定變數。 

3. 若技術提供者採取技術策略，當技術移轉成本增加時，技術價格

會等比例的上升。 

4. 當技術提供者採取市場策略時，技術移轉則帶來低於等比例的邊

際利潤。 

這是由於當授權者採技術策略時，唯一的目標便是希望取得最高的技

術價格；而當授權者採取市場策略時，伴隨著各種形式的合作方式，報酬

將受到產品銷售後，獲利多寡的影響，因此技術定價較低。尤其研究結果

可知，在技術授權之時，授權者的心態及其所採行的策略會影響最終的技

術價格。 

 

陳怡之(1995)引用 Arnold & Durkee(1990)影響技術授權定價因素的研

究中較重要的幾個因素時指出，授權者在技術研發的聲譽與技術改善的能

力、以及授權者的形象與財務狀況都會對技術之價格有所影響。陳怡之同

時指出，被授權者本身的優勢也是影響技術授權定價的因素之一，包括被

授權者的信用狀況、雄厚的資本、現有的技術、優秀的人力與行銷能力，

以及被授權者後續研發及改良技術的能力都是影響的因素。 

 

Cho(1988)認為被授權者若對技術的資訊缺乏充分的瞭解，則會影響其

在談判時的議價力，而使最終的技術價格偏高。Teece(1977)在技術移轉成

本的實證研究中發現，技術接受者對於相關產品的製造經驗會影響技術移

轉的成本，當技術接受者的技術能力較高、生產經驗較充分時，技術移轉



的成本會降低，繼而降低技術授權之權利金。 

 

五、其他風險因素 

游銀泉(2001)認為授權者的風險考量也會影響技術的價格，授權他人

實施專利權或智慧財產權，投資者雖可得到一筆權利金收入，但被授權者

也可能將授權技術加以創新改良，取代原有技術價值，因此授權者在洽談

授權時不得不考慮此種風險，並於權利金中反映此種風險。 

 

陳怡之(1995)將認為授權者在進行技術授權時必須考量的風險因素包

括： 

1. 被技術接受者侵害智財權的風險 

2. 若智財權訴訟敗訴，損失授權報酬的風險。 

3. 產品責任的訴訟風險 

4. 技術接受者開發出相同或競爭性的技術之風險 

5. 發生法律爭執時仲裁的單位與所在之國家 

被授權者所考量的其他風險因素包括： 

1. 授權技術侵害第三者智財權的風險。 

2. 授權者智財權不被承認的風險與訴訟成本。 

 

在檢閱多位學者認為技術授權時，可能影響技術授權價格(主要為權利

金收益)的因素後，本研究首先以取得的三份製藥產業合約作為驗證之對

象，檢視這些影響技術授權的因子中有哪些可直接影響合約的內容，唯此

三份合約由於基於保密之原則，於「技術」本身方面之附件付之闕如，故

有關「技術因素」中的資訊因而未被揭露而無法驗證，但在實際交易過程

中，有關技術因素方面的部分因素應該是可以直接見於合約的附件中；而



「授權者與被授權者特性因素」、「市場環境因素」部分也因為一般不會在

契約中直接揭露，而必須由授權雙方自行研究或判斷，故多半也無法於合

約的條文中直接獲得驗證。以下本研究檢視技術因素、智慧財產權因素以

及特殊風險因素可在合約中獲得驗證的部分： 

 

在驗證研究者手邊取得的三份藥物授權契約可發現，技術支援能力(也

就是授權者所能提供的技術協助)可明確見於合約中；技術提供者在此合約

訂定的授權價格下可能只提供有限次數的技術協助，若技術接受者仍有需

求則必須另外付費，由於提供技術支援涉及技術提供者的成本，因此也會

使技術的價格增加。一般而言，技術能力較佳的被授權者較不需要技術上

的支援，而相對於技術能力較差的被授權者，授權者也較樂意將技術授權

給前者，因為不需再花費支援指導的成本。 

 

另外，技術風險確實會影響技術之定價。例如將技術應用於藥品製

造，在尚未通過臨床試驗時，由於藥品技術風險高，授權者有時會同意被

授權者在授權初期先支付一筆首款，在被授權者分別通過臨床試驗第一、

二、三期、新藥查驗登記(NDA)、新藥上市核准後，再分期支付授權金，

並於藥品正式開始販售後收取占銷售額一定比例之權利金。如此，一方面

表示授權者對此技術有信心，一方面也使被授權者負擔風險較小，而願意

接受授權。 

 

在智慧財產權應用因素方面，則多可於研究者手中製藥產業的合約獲

得驗證，包括下列項目：市場/區域的限制(例如：不得在我國管轄區域外

使用、實施本研發成果及本專利或製造本產品)；用途與產品範圍(例如：

同意授予甲方在新藥開發、藥品製造、基礎研究領域使用、實施、重製、

修改本研發成果)；是否為專屬授權(即授權者承諾在一定期限內不將此技



術授與第三者)；從屬許可權(例如是否允許再授權給第三者、條件、與收

益分配方式)；回饋條款(例如：被授權者修改原授權技術所產出之衍生技

術之所有權必須與授權者分享)；契約期間(例如：20 年)；其他如權利金計

算基準、合約終止條款、產權收益、產權保護條件、產權責任與所有權範

圍，上述項目都可見於製藥產業的合約中，影響技術授權的價格。 

 

    特殊風險因素方面則可分為兩部分來看：一部份是於合約中明確規範

的部分，例如有關侵權責任的條款中，授權者對於被授權者因為使用、重

製、修改此技術而造成第三者損害時，只有在雙方約定的特殊情況5下才需

要負擔責任；另一部份是，爭議處理機制也屬於風險管理的一部份，此部

分通常會出現於合意管轄條款中，主要是約定當此契約涉及訴訟時，雙方

約定的爭議處理機關，例如：台北地方法院第一審管轄法院。至於其他無

法在合約中明確規範出的風險，則表現在誠信原則之中，例如：本契約未

盡事宜，雙方應本誠信原則互相協議解決。 

 
 
 
 
 
 
 
 
 
 

                                                 
5例如： 

(一)前項侵權行為係發生於本契約有效期間之內，並係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所致者； 
(二)發生前項侵權行為時，甲方所使用之本研發成果係乙方已寄交甲方之最新版本； 
(三)前項侵權行為非因甲方修改本研發成果或本專利所致者； 
(四)前項被侵害之專利權、著作權、電路布局權、營業秘密或其他智慧財產權在雙方訂立本契

約時已依中華民國法律取得或受保護者； 
(五)甲方已依乙方之要求將一切有關侵權行為之資料文件及物品交付乙方，並協助乙方了解事

件之始末者。 



第五節、製藥產業與技術授權相關之特性 

一、製藥產業簡介 

廣義的製藥產業包含傳統化學製藥產業與生技製藥產業，主要的不同

點在於兩者運用了不同的原理在產業價值鍊前端的「早期研發」與「製造」

兩項活動中，但於產業價值練「中段」的藥品臨床試驗、及產業價值鍊「後

段」的上市申請與推廣活動中，兩者的差異性則相當小，且主要仍由藥廠

主導價值鍊後段的活動。 

 

首先針對藥品分類上幾個名詞與定義做說明。一般常見的藥物分類標

準有三種，分別是依照成分來源、用藥/銷售方式、及專利權保護與否做區

別： 

1. 依成分來源： 

(1)化學合成藥物(synthetic or chemical drugs) 

(2)生物製劑/生技藥物(biologics or biopharmaceuticals) 

(3)天然藥物(alternative or complementary medicines) 

2. 依用藥/銷售方式： 

(1)處方藥(prescription drugs)：需醫師處方才可購買。 

(2)成藥/非處方藥(OTC/over the counter drugs)：不需醫師處方，消費者

可自行至藥局購買。 

3. 依專利保護 

(1)品牌藥(brand-name drugs)：仍在專利期內，受專利保護的藥物，只

有原開發廠可生產販售。 

(2)學名藥/俗名藥(generic drugs)：已過專利期保護，其他非原開發藥廠



也可生產的藥物。 

 

每種藥物皆可同時以上述三種方式歸類，並不相違背，亦即同一藥物

可能同時是化學合成藥物、非處方藥、及品牌藥。但就市場上的實際情況

而言，基於安全性的考量，大多數的成藥，多是已經使用很久、確定對人

體無害且藥效不具致命危險的藥物才會被納入非處方藥的範疇，因此多屬

於學名藥/俗名藥。 

 

新藥開發之流程主要可分為六個階段，如表 2-1 所示。首先為早期研

究與前臨床測試期，在此階段傳統化學製藥先必須確認疾病致病之機轉，

再根據致病之機轉設計標的化學藥物，並經過層層的篩選後，找出符合進

入前臨床試驗(Preclinical trial)條件之候選藥品(Drug Candidate)進行前臨床

測試；而生技製藥則可能利用基因工程技術、蛋白質工程技術、細胞融合

技術等方式找出可能的藥物標的(drug target)後，進行前臨床下一步的臨床

試驗。此階段多仍停留於實驗室與動物研究階段，在經過前臨床測試，確

認此藥品的療效與毒性皆在可接受的範圍內之後，才可申請「新藥臨床研

究申請」(IND, 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Application)，並於衛生主管機關許

可後進行臨床試驗。 

 

在通過第一階段後，其次為第一到三期的臨床試驗。臨床試驗為為新

藥研發中耗時最久、耗資最多的階段，臨床試驗一到三期的目的主要在於

評估此藥物應用於人體時的安全性、安全使用劑量範圍、副作用以及有效

性，一般而言平均要耗費 2-7 年的時間才可通過此環節(陳昶安，民 88)。

在通過一到三期的臨床試驗後，若為傳統化學製藥，則藥廠必須向衛生主

管機關提出新藥上市申請(NDA, New Drug Application)，若為生技製藥，則

藥廠必須提出生物製劑上市許可申請 (BLA, Biologics License 



Application)，一般在向美國藥物食品管理局  (FDA, Food & Drug 

Administration)提出申請後，大約必須經過兩個月到三年不等的審核期，待

確認申請資料無誤後，便可進入市場。 

 

藥品上市後，仍必須進行所謂的新藥安全監視，目的是為了確認藥物

的療效、安全性及接受程度，以及評估醫師使用藥物的經驗，並監控副作

用的發生機率與後續的的急救方式。 

表 2-1 新藥發流程 

 早期研

究、前臨

床試驗 

Phase 1 Phase 2 Phase 3 FDA Phase 4

耗時 1-3 年 2-7 年 2個月-7 年 
試驗群體 實驗室與

動物研究 
20-80位健
康自願測

試者 

100-200位
病人自願

測試者 

1000-3000
位病人自

願測試者

 

目的 安全和生

物活性評

估 

評估安全

性與劑量

分佈 

評估有效

性與副作

用 

由長期、

廣泛的研

究評估其

有效性與

安全性 

審核、核准 

成功率 近 10,000
個化合物

被評估，

大約有 20
個可進入

臨床前試

驗，臨床

前試驗

中，大約

只有 50%
可進入臨

床試驗第

一期 

大約有

70%的藥
物可成功

進入臨床

第二期 

大約有 1/3
的藥物可

成功進入

臨床第三

期 

 平均只有 1
個藥物會被

核准 

新藥上

市後安

全監視

期間 



二、製藥產業的特性 

根據生技中心於民國八十七年出版之生物產業與製藥產業、以及八十

五年出版的製藥產業現況與趨勢專題研究(巫文玲)，製藥工業有以下幾種

特性： 

1. 政府嚴格的管理 

由於藥品攸關國民的衛生健康，為確保藥品品質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主管機關對於藥品的查驗登記、進口開發等都有比較嚴格的管制和規定。 

 

2. 研究開發費用高 

通常外國的原開發藥廠的研發投資的金額，多占營業額 10%~15%左

右，以 2000 年為例，全球前十五大藥廠的平均研發經費更高達 25.34.億美

元。由於研發能力的強弱與研發資金投入的多寡為製藥產業成功的重要關

鍵因素之一，對於資本額不大的中小型藥廠而言，形成相當高的進入障

礙，一般若是無法投入數億美元以上的資金，則相當難與這些大藥廠競爭。 

 

3. 產品生命週期長、風險高 

投資一個新藥的開發大約 6億及 12 年的開發時間，且大約 10,000個

製劑中僅有一個開發成功為「新藥」。 

 

4. 高利潤、世界市場獨佔性 

新藥上市通常都可以受到專利法的良好保護，因此常常可以獨占全球

市場，獲取超額的利潤。加上製藥產業本身屬於資本及技術密集產業，其

生產之產品附加價值也高，所以能保障其獲利率。而目前全球藥品市場總

值大約在 4000億美元之譜，預期未來仍將持續成長，最大的市場為北美，

大約占全球的 40%，其次是西歐與日本，大約占 27%與 14%，台灣市場則



僅佔全球市場的 1%(圖 2-5 )。 

 

2000年全球各地區市場分析

北美, 40%

西歐, 27%

日本, 14%

亞太地區, 8%

拉丁美洲, 5%

非洲/中東, 3%

東歐, 3%

 
圖 2-5  2000 年全球各地區市場分析 

資料來源：Euromonitor, 轉引自李鐘熙，生技產業分析與經營課程教材，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

院，民 91 年。 

 

4. 跨領域結合工業 

製藥產業有許多特性不同於其他產業。製藥產業是典型的精密化學工

業，其產品的發展涉及各種專業領域，如有機化學、生物化學、分析化學、

藥物學、藥理學等種種高度專業的知識，是一個相當依賴研究發展的工業。 

 

5. 高品質專業化市場 

藥品的使用者雖然一般民眾，但除了安全性較高的成藥外，為顧及使

用安全與有效性，藥品的使用都必須經由專業的醫師處方，零售也必須經

由專業藥師職業，形成專業而特殊之消費結構。 

 

三、製藥產業技術授權權利金比例 

在  Razgaitis(1999)所著之 Early-stage Technologies: Valuation and 



Pricing 中所提供 McGavock(1992)等人所做的調查中發現，不同行業別中

技術授權權利金比例分佈有顯著的差異性存在(如表 2-2 所示)，其中製藥

產業授權的權利金比例分佈情形相當廣，從 0%~25%以上的的情況都有，

但近三分之二的權利金比例是在 5%~10%的範圍內。 

 

表 2-2 不同產業授權權利金調查表(1) 

行業別／權利金

比例 

0-2% 2-5% 5-10% 10-15% 15-20% 20-25% over 

25% 

Aerospace  40.0% 55.0% 5.0%    

Automobile 35.0% 45.0% 20.0%     

Chemical 18.0% 57.4% 23.9% 0.5%   0.1% 

Computer 42.5% 57.5%      

Electronics  50.0% 45.0% 5.0%    

Energy  50.0% 15.0% 10.0%  25.0%  

Food/consumer 12.5% 62.5% 25.0%     

Telecom    100.0%    

Healthcare 10.0% 10.0% 80.0% 40.0% 55.0% 5.0%  

Pharmaceuticals 1.3% 20.7% 67.0% 8.7% 1.3% 0.7% 0.3% 

資料來源：轉引自 Razgaitis, Richard, Early-Stage Technologies : Valuation and Pricing, New York : 

Wiley, 1999. 
 

另一份由 Nelson(1989)所做的調查報告中(如表 2-3所示)，則更清楚說

明了在製藥產業中，尚未通過臨床試驗之產品其技術權利金比例分佈於

8-10%間，而經進入臨床試驗的權利金則大幅提高為 12%~20%。這可能是

由於在製藥產業中，研發初期之產品其風險較高之特性所致。 

 

 



表 2-3 不同產業授權權利金調查表(2) 
產品 權利金比例 備註 

Materials  

    Process 

1-4% 0.1-1% for comities; 0.2-2%for 

processes. 

Medical equipment/devices 3.5%  

Software 1-4%  

Semiconductor 3-5% Chip design 

Pharmaceuticals 8-10% Composition of material 

 12-20% With clinical test 

Diagnostics 4-5% New entity 

 2-4% New method-old entity 

Biotech 0.25-1.5% Process/non-exclusive 

 1-2% Process/exclusive 

資料來源：轉引自 Razgaitis, Richard, Early-Stage Technologies : Valuation and Pricing, New York : 

Wiley, 1999. 
 

而在生技製藥中，有關生技物技術在流程專利方面的授權，若為非獨

家授權，其權利金比例大約分佈於 0.25%-1.5%，獨家授權則分佈於 1-2% 

(表 2-3，Nelson,1989)。另外，運用各項不同的生物技術所發展的藥品，其

授權權利金比例也有不同的分佈範圍。根據 Kiley(1990)的研究(如表 2-4)，

利用重組 DNA 技術研發之藥物，若於研發階段中即進行獨家授權，則權

利金大約分佈於 7-10%，若進行非獨家授權則權利金為 3-4%；若此藥物已

經過 FDA 核准，則權利金比例將更高，獨家授權權利金比例可高達

12-15%，非獨家授權則為 5-8%。 

 

Kiley(1990)也發現，相較於治療用的單株抗體，診斷用的單株抗體其

授權之權利金比例較高；另外，藥物載體成分的授權權利金比例則明顯較

低，獨家授權的權利金大約為 2-3%，非獨家授權則僅有 0.5-2%。 

 
 
 
 



表 2-4 生技製藥產業授權權利金比例 

建議權利金標準 獨家授權 非獨家授權 

Developmental rDNA drug 7-10% 3-4% 

Approvable rDNA drug 12-15% 5-8% 

Therapeutic monoclonal antibody 5-7% 3-4% 

Diagnostic monoclonal antibody 3-4% 1-2% 

Drug delivery Component 2-3% 0.5-2% 

資料來源：轉引自 Razgaitis, Richard, Early-Stage Technologies : Valuation and Pricing, New York : 

Wiley, 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