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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製藥產業問卷調查 

各位經理人您好： 
 首先感謝您在百忙中抽出時間協助填寫本問卷。 

本問卷為碩士論文的一部份，主要目的為針對台灣 製藥產業 廠商互動關係進行研究。非常冒昧的請您協

助，期望能藉由您填答問卷的結果歸納出寶貴的經驗與意見。 
本問卷僅供學術研究，個別資料絕不公開，懇請您撥冗填答。您的支持與協助將是本研究成功關鍵，期待您

的回函，在此先向您致謝，敬祝    事業昌隆！ 
國立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  指導教授  邊泰明

  研究生   許秋惠

1.貴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貴公司成立時間：____________ 

3.貴公司組織型態：□國外集團子公司  □國內集團子公司  □獨立經營  □合資，外資比例_____% 

4.貴公司員工數：______________人、研發人員數： _______________人 

5.貴公司去年研發經費佔營業額之比例：_________% 

6.貴公司目前擁有之專利數：__________ 

7.以下為技術知識合作網絡關係問項： 

請問貴公司曾經和哪些廠商、學校或研究機構有技術和知識的交流互動往來？ 

請填下與貴公司有知識技術往來之 廠商、學校或研究機構，不限地區。 

請問哪些廠商、學校或研究機構和貴公司有下列關係呢？ 

只要有其中任一種關係即可，請填在下面的表格中。 
位置 

期

間 
聯絡頻率 

技術知識

移轉方向

＊ 技術人員(顧問)方面的支援與交流 
＊ 購買技術或專利 
＊ 技術授權移轉 
＊ 共同合作開發新技術 
＊ 委託研究新技術 
＊ 產學/研合作  
＊ 策略聯盟 

該 
單 
位 
所 
在 
縣 
市 

已 
經 
合 
作 
多 
少 
年 

至

少

一

個

月

一

次 

至

少

半

年

一

次 

至

少

一

年

一

次 

一

年

以

上

一

次

貴

公

司

為

提

供

者

貴

公

司

為

接

收

者

1. 請填與貴公司有 技術知識往來 的國內廠商,學校,機構 縣市  以下打勾即可 請打勾 

單位 1          

單位 2          

單位 3          

單位 4          

單位 5          

2. 請填與貴公司有 技術知識往來 的國外廠商,學校,機構 國家  以下打勾即可 請打勾 

單位 1        

單位 2        

單位 3        

單位 4        

單位 5        

** 問卷到此結束，衷心感謝您撥冗作答！回覆傳真：(02)2936-92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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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問卷受訪之生技醫藥廠商 

 公司名稱  公司名稱 

中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萬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醫藥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實創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友合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德杏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友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德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騵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錦鴻生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太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霖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太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聯亞生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生物製劑股份有限公司 賽宇細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駿瀚生化(股)公司 

台灣微脂體(股)公司 懷特新藥科技股份以限公司 

生物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鑫品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藥華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百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共計 50 家

亞洲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亞諾法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佳生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昌達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波仕特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長春藤生命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彥臣生技藥品股份以限公司 

科妍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伯士安成國際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英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健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際威林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因數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揚生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普生股份有限公司 

景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皓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華健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順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塞亞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源資國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瑞華新藥研發股份有限公司 

註：依公司名稱筆劃排列 

 

 

 

 

 

 

 

 

 

 

 

 

 

 

 

 

 

 

 

 

 

 

衷心感謝上列廠商鼎力配合，沒有你們

的協助就無法完成這份論文，再次感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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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問卷受訪之傳統製藥廠商 

公司名稱 公司名稱 公司名稱 

一力製藥廠有限公司 志成股份有限公司 聯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七星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杏信林新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薇爾登股份有限公司 

人壽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肝王製薬股份有限公司 懷德生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三岳化成股份有限公司 京都念慈庵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勸奉堂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大昭製藥有限公司 明大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聮興葡萄糖製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維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明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共計 79 家

大豐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明德製藥(股)公司 

大豐膠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發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中化合成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東陽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中西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長青製藥廠有限公司  

中美兄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保力達股份有限公司 

五洲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昭元化成股份有限公司 

五福化學製藥廠有限公司 皇佳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仁興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盈盈生技製藥股份以限公司 

內外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晉安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天一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培力藥品工業股份以限公司 

天乾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救人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製藥廠

木村藥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勝昌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世達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復旦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仙台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惠民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仙豐股份有限公司 揚生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欣生物科技研發股份有限公司 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台裕化學製藥股份有公司 華昌製藥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汎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新功藥品工業有限公司 

台灣派頓化學製藥 新萬仁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諾華股份有限公司 瑞安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正和製藥 葡萄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正揚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嘉信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永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壽元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春堂製藥工業股份以限公司 福元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生達化學製薬股份有限公司 廣東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生態合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廣德利膠囊股份有限公司 

田邊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衛采製薬股份有限公司 

合誠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興太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回春堂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優良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旭富製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濟生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西德有機化學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聯邦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註：依公司名稱筆劃排列 

 

 

 

 

 

 

 

 

 

 

 

 

 

 

 

 

 

 

 

 

 

 

 

 

 

 

 

 

衷心感謝上列廠商鼎力配合，沒有

你們的協助就無法完成這份論文，

再次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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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相關之研究機構、大專院校及醫院 

註：依各機構名稱筆劃排列 

 

 
 

 
 
 
 

研究機構 簡稱 研究機構 簡稱 

中央研究院 中研院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食研所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工研院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國衛院 

財團法人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 動科所 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藥技中心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生技中心 財團法人人體試驗中心 人體試驗中心 

醫院 簡稱 醫院 簡稱 

三軍總醫院 三軍醫 長庚醫院 長庚醫 

台大醫院 台大醫 國防醫院 國防醫 

台北醫院 台北醫 國軍桃園總醫院 國軍醫 

和信醫院 和信醫 新光醫院 新光醫 

花蓮門諾醫院 門諾醫 榮民總醫院 榮總醫 

大專院校 簡稱 大專院校 簡稱 

大仁科技大學 仁科大 宜蘭大學 宜蘭大 

大同大學 大同大 東吳大學 東吳大 

中山大學 中山大 東華大學 東華大 

中央大學 中央大 長庚大學 長庚大 

中原大學 中原大 屏東科技大學 屏科大 

中國醫藥大學 中國醫大 師範大學 師大 

中華技術學院 中華 海洋大學 海洋 

中華醫學院 中華醫學院高雄醫學大學 高醫大 

中興大學 中興 國防大學醫學院 國防大 

元培科學技術學院 元培大 淡江大學 淡江大 

元智大學 元智大 清華大學 清大 

文化大學 文化大 逢甲大學 逢甲 

台北科技大學 台科大 陽明大學 陽明大 

台北醫學大學 北醫大 萬能科技大學 萬能大 

台南大學 台南大 嘉南科技大學 嘉南大 

台南科技大學 南科大 嘉義大學 嘉義大 

台灣大學 台大 輔仁大學 輔大 

弘光大學 弘光 輔英科技大學 輔英科 

交通大學 交大 銘傳大學 銘傳 

成功大學 成大 靜宜大學 靜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