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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介紹製藥業國際化的背景與研究動機，並且說明本研究愈探討的問題與目

的，以及描述研究的流程。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根據 IMS(寰宇藥品資料管理公司)對於全世界藥品市場的統計資料顯示，2007

年藥品銷售總額為6,820億美元。較2006年成長6%，預計在未來能維持約5~6%

的成長率(表 1)。加上許多暢銷藥物的專利即將到期，預料將會帶動學名藥的市

場的成長。 

表 1 全球藥品銷售額與成長率統計表 

億美元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銷售額 3,620 3,870 4,270 4,980 5,590 6,010 6,430 6,820 

成長率 11.7% 11.8% 10.6% 10.4% 8% 6.8% 7% 6% 

資料來源：IMS Health Report (2007). 

我國製藥產業多以國內市場為主，由於製藥產業通常不易受經濟景氣變化而產生

大幅地變動，所以製藥產業的成長也多維持穩定的成長。真正對於製藥產業產生

影響的多來自相關政策與制度，如對於我國製藥產業的產生影響的是從 1995 年

全民健保實施開始，藥品需求量增加，每年全國藥品費用的成長率呈現兩位數的

成長，也使得製藥產業呈現一片榮景。但隨著全民健保財務出現危機，這種情況

便急轉直下。由於全民健保的涵蓋九成以上的人口，影響多數人的醫療福利。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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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全民健保為了能持續經營下去，便開始施行一連串政策，其中包括許多節流

的方式，其中包括如何調降藥價減少全民健保支出的政策（其中包括總額預算制

以及藥價調查、藥價調整等等），這些政策預計將全國藥品費用的成長率壓低。

使得製藥產業的營收減少。另外，衛生署為促進製藥產業升級，要求施行 cGMP，

為了要建構符合標準的廠房、設備，製藥產業必須投入許多資金來改善與建置，

此舉使得製藥產業的成本不斷地增加。所以，在藥品營收減少，及生產成本增加

雙重壓力下，使製藥產業在國內的生存遭受嚴重衝擊。 

根據國內藥品銷售資料顯示，全國藥品總銷售額約為新台幣 1,070 億元 (2006

年)，其中國內藥廠銷售額約新台幣 270 億元(約佔全國總銷售額的 25%)，外資藥

廠約新台幣 800 億元(約佔全國總銷售額的 75%)。國內製藥產業的藥品銷售是以

學名藥為主，國內藥廠約有 163 家。根據健保局的統計數字：在藥品銷售量上，

學名藥供應量約佔 70%的數量，但在銷售金額上只佔有約 35%銷售額。加上全

球化的推行，國外學名藥廠進入國內市場，也將使得國內藥廠的獲利空間受到壓

縮。所以我國製藥廠商在國內市場所面臨的環境、市場以及產品的挑戰都非常地

大。由於人口數量愈多的國家或市場，該地的製藥產業市場產值也相對的越高。

本國製藥產業若能放眼國際，將我國製藥產業的經營範疇擴大至銷售額更大，人

口更多的國外市場，加上近年來學名藥市場持續成長的市場趨勢，進入國際市場

將是本國製藥產業尋求營收成長的必要策略。但本國製藥廠商如何利用本身所擁

有的企業資源來因應國際化潮流，建立自己的競爭優勢，而在國際市場佔有一席

之地，則為可以進一步探討的課題。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由於 2006 年美國藥品市場占有率為全球藥品市場的 45％，為世界最大藥品消費

國。加上美國為減少醫療支出，鼓勵使用學名藥品替代原開發廠藥品，此一政策

使學名藥品在美國上市銷售的機會增加。而未來 5~10 年內多項明星藥品其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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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將到期，使得全球許多學名藥廠無不卯足全力，積極佈局經營美國藥品市場，

其中以色列製藥業者與印度製藥業者為其中最積極的業者。他們能成功在美國藥

品市場發展，除了能為公司帶來大筆營收，也能為在其他國家的發展立下基礎。

而這些國家製藥廠商的經營發展歷程，應能提供給我國製藥業者在美國市場經營

略規劃的參考。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以色列、印度製藥公司採取何種經營策略，來克服種種障礙

而成功地開拓世界第一大藥品市場-美國市場。本研究的方法是透過收集以色

列、印度製藥公司的相關資料，進一步分析這些製藥公司是在哪些資源與條件

下，採取那些經營策略的選擇，以達成在美國市場成功建立經營版圖的目標。經

由了解他們對於在美國市場經營策略實務，希望能有助於提高國內業者開拓美國

藥品市場成功機會。因此本研究是以美國為地主國，進行探討下列兩個主題： 

 資源（能力）或價值活動對於國際製藥業者在地主國經營策略有何影響？ 

 國際製藥業者在地主國採取的經營策略為何？ 

第三節 研究流程與章節簡介 

本研究為採取執行下列研究步驟，以針對研究問題提出解答。本研究所採取的研

究流程(圖 1)，敘述如下: 

1. 確立研究主題：觀察全球藥品市場銷售額的分布以及變化，來產生研究動機

並且確立研究主題。 

2. 文獻探討：主要參考價值鏈、資源基礎觀點以及成長矩陣分析，來作為對研

究的架構與依據。 

3. 產業資料蒐集：參考個案公司的年報、新聞、網站資訊、相關研究報告，個

案報告，作為篩選個案公司背景資料與後續分析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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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觀念架構確立：將本整體研究架構做整體概念性的說明，同時說明對研

究個案研究法與資料收集的程序。 

5. 個案公司描述：選定目標個案公司，說明其背景與發展歷程。 

6. 個案公司分析比較：歸納整理個案公司的特色，成長策略並與理論架構當相

互印證。 

7. 結論與建議：歸納研究結果，並根據其結果提出建議。 

 

 

 

 

 

 

 

 

圖 1 研究流程 

 

本研究之架構共分為六章，內容分述如下： 

第一章 緒論: 

闡述本研究之研究動機，介紹本研究之緣起，並說明本研究之目的及提出所欲解

答的研究問題。最後簡述本研究之研究流程與各章節內容。 

確立研究主題

相關文獻探討 

研究觀念架構確立

個案公司描述

個案公司分析比較 

結論與建議 

產業資料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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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藉由對價值鏈、資源基礎觀點、成長向量分析等相關文獻的了解，初步整理出本

研究的方向與架構。 

第三章 研究設計 

根據文獻探討整理出的方向及產業資料收集，提出本研究的分析架構，並說明研

究方法與研究限制。 

第四章 美國藥品市場 

藉由人口結構、醫療環境、藥品法規等相關資料整理，對於美國市場進行概括性

的介紹與說明。 

第五章 以色列、印度公司在美國市場的策略分析 

針對個案公司的發展歷程與在美國市場經營的軌跡進行說明，並歸納與比較個案

公司的資源、能力、價值活動以及經營策略與成長軌跡。 

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綜合本研究的歸納與分析，對於研究問題提出解答，接著對於國內廠商未來的國

際市場發展及經營策略規劃提出建議，最後對後續研究者提出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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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的文獻探討第一節主要是回顧價值鏈的文獻；第二節探討資源基礎觀點；第

三節探討成長策略。這些文獻有助於本研究整理來分析次級資料。 

第一節 價值鏈 

Porter(1985)認為能夠有效診斷競爭優勢，並且藉此診斷改善企業體質的基本工具

就是價值鏈。在價值鏈中，可以把企業運作的各種物質與技術上的各種具體活

動，劃分為產品設計、生產、行銷和運送等主要活動與其他相關的支援活動，將

所有活動的集合以價值鏈來呈現出來。透過價值鏈分析，可以系統化的方法來檢

視企業內所有活動，以及活動之間的互動關係，進一步找出競爭優勢的來源。並

透過分析企業活動對價值鏈的影響，了解到可能對競爭優勢所產生的交互關係，

並加以整合運用，最終才能有效地提升企業的競爭優勢。 

根據Porter的研究，價值鏈可將價值活動區分為為主要活動與支援活動(圖2)。 

 

 

 

 

 

圖 2 價值鏈  

(資料來源: 波特(1999), p.49) 

 
進貨後勤 

 
生產作業 

 
出貨後勤 

 
行銷與 
銷售 

企業基本設施 
人力資源管理 

技術發展 
採購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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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活動為涉及產品實質上的原料、生產、運輸、銷售及售後服務等五個範疇的

活動，其中可分為進貨後勤、生產作業、出貨後勤、行銷與銷售、服務。 

 進貨後勤：包括原料採購項目的接收、儲存、分配等相關活動。 

 生產作業：包括由原料轉變為最終產品所有中間流程。 

 出貨後勤：包括產品製造完成後的收集、儲存與運送等相關活動。 

 行銷與銷售：包括使得顧客對於產品產生購買動機與購買行為所有相關活

動。 

 服務：包括提供顧客相關活動來提升或維持產品對於顧客所產生的價值有關

的所有活動。 

支援活動則是由採購、技術發展、人力資源與其他支援主要活動相關的功能所構

成。這些活動包括支援主要營運活動的其他企業運作相關環節。他們有的可以支

援特定的主要活動並同時支援整個價值鏈，如人力資源管理、技術發展與採購。

有的則是支援整個價值鏈，如企業基本設施。這些支援活動也與建構競爭優勢息

息相關。 

 採購：此活動指的是購買價值活動所需的原料、設備、系統等項目所產生功

能活動。 

 技術發展：此活動指的是價值活動進行所需的專業技術、生產程序、生產設

備運作所需技術等活動。 

 人力資源管理：此活動由人員招募、聘用、訓練、發展、維持相關活動所組

成。 

 企業基本設施：此活動包括一般管理、策略規劃、財務、會計、法務、公共

關係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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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說價值鏈將企業依照主要營運活動與支援活動分解開來，藉以了解企業的

成本、特性，以及現在與未來的差異化來源。使得企業能選擇以更低的成本或是

更高的效益來實現策略制定的所有活動，進而獲得競爭優勢。然而公司的價值

鏈，進一步也可以和上游供應商與下游買主的價值鏈相連，將構成一個產業的價

值鏈，這樣將可以把價值鏈作充分有效地串聯。若企業要發展其獨特競爭優勢，

或是為股東創造更高附加價值，即可將企業的經營模式或流程解構成一系列的價

值創造活動，並加以強化成該企業所擁有獨特的價值鏈。 

第二節資源基礎觀點 

Wernerfelt(1984)提出資源基礎觀點（resource-based view；RBV），提出資源觀

點來分析企業，試圖分析競爭優勢的來源。資源基礎觀點聚焦在企業所擁有的資

源，而非產品本身。Wernerfelt 認為透過資源定位將可建立進入障礙，也就是企

業可藉由妥善利用，或發展其所擁有企業成長所需的資源，使企業得以產生並累

積其他競爭者無法擁有的資源，進而形成企業成長與永續經營的競爭優勢。

Barney(1991)透過檢視企業競爭優勢，與其所擁有資源的關連性的分析中，歸納

出能夠產生競爭優勢的企業資因素指標：價值、稀少性、不可模仿性、不可替代

性。指出企業應尋求本質不同與不易轉移的資源，使得企業所產生的競爭優勢並

非為短期競爭優勢，而是持久性競爭優勢。因此，在競爭優勢的建立過程中，資

源基礎觀點強調公司擁有異質性資源的重要性 (圖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