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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八零年代起，我國政府即對生技新藥產業寄予厚望，為促使生技醫藥產業成

為明星產業，行政院也自 1982 年起，將生物技術列為國內八大重點科技產業之

一，並投入相當大的金額補助產業之發展；至今已歷經 35 年，卻仍僅極少由台

灣本土研發之新藥成功上市。 

本研究主要採用文獻探討以及個案訪談作為主要的研究方法，先藉由文獻探

討建立起論文整體之架構，之後再透過兩間國內本土新藥研發公司的訪談加以實

證。本研究探討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現行之藥價政策對於國內本土研發新

藥上市策略之影響，以及《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17-1 條

實施後，是否有助於國內本土研發新藥上市的問題，進行深入分析與探討。而可

得到以下初步之研究結論： 

一、我國政府的鼓勵措施對於台灣的新藥發展之影響 

我國政府多以科技專案補助臨床試驗的形式協助國產新藥公司研發新藥。 

二、比較在台灣及其他國家研發新藥的鼓勵措施 

我國與日本政府皆有提供新藥不同形式之新藥相關加成給付；本研究未發現

韓國政府有針對新藥提供相關加成給付措施。 

三、台灣健保藥價制度與台灣研發的新藥藥價 

1.對新藥開發類型之國產新藥公司而言，期望政府在設定參考藥品之藥價時，可

以選擇使用參考藥品之初始藥價作為 reference price。 

2.對新藥開發類型之國產新藥公司而言，期望在選擇參考藥品時，可以鼓勵創新

藥理作用之新藥、跳脫侷限治療相同疾病用藥之思維。 

3. 對新藥開發類型之國產新藥公司而言，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

準第 17-1 條規範參考類似藥品之十國藥價不合理，因為若以台灣為第一上市

國，則尚未在其他國家取得藥價，此法規自相矛盾。 

四、我國藥品政策與台灣研發新藥上市策略 

對新藥開發類型之國產新藥公司而言，健保給付國產新藥之藥價無法符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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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新藥公司期望之藥價，國產新藥公司改採取由病患自費購買藥品的方式銷售。 

 

關鍵字：新藥、健保、核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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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our government has placed great hopes toward the industry of 

biotech and new drugs in order to take such industry to a booming stage. The 

Executive Yuan has also listed biotechnology as one of the eight key technological 

industries in the country since 1982. Furthermore, large amounts of subsidies have 

aided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industry. This industry has been in development for 35 

years, however, very few new drugs developed by domestic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have been launched successfully in Taiwan. 

This study mainly used literature review and case interview as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s. Firstly, the struc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thesis was built on reviewing past 

literature. Then, the empirical study was conducted through interviews with two 

domestic new 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impact of the current drug pricing policy of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dministration on the domestic market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ew drugs. Moreover, the effectiveness of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17-1 of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Drug Payment Program and Payment Standards" was 

investigated in rela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new drugs in the country. 

In-depth analysis was employed to explore and discuss our research. The following 

preliminary conclusions were obtained: 

First, the influence of the government's encouragement measur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new drugs was examined.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government have mainly been funding domestic new drug companies to research and 

develop new drugs through subsidized clinical trials of technological projects. 

Second, the encouragement measures for developing new drugs in Taiwan and 

other countries were compared.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Taiwan and the 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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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have been providing new forms of new-drug-related premiums for new 

drugs. However, in this study, we did not find the Korean government providing 

relevant premiums measures for new drugs. 

Third, we explored the drug price system of Taiwan's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nd the prices of new drugs that were developed domestically. We found that 1) for 

domestic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hat specializes in developing new drugs, they 

anticipate the government to use the initial drug prices of the reference drugs as 

reference prices when setting the prices of reference drugs; 2) for domestic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hat specializes in developing new drugs, they anticipate 

the government to encourage innovations of new drugs leading to new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d overcoming the idea of limiting treatment to the same 

illness or conditions when they are selecting reference drugs; 3) for domestic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hat specializes in developing new drugs, under Article 

17-1 of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Drug Payment Program and Payment 

Standards", the statement that drug prices should be referenced from ten countries is 

unresonalbe because prices cannot be obtained from other countries if Taiwan is the 

first country to launch the new drug. Thus, the regulation is contradictory in itself.  

Fourth, we examined Taiwan’s pharmaceutical policy and the marketing strategy 

of new drugs developed domestically. Findings showed that for domestic drug 

companies that specializes in developing new drugs, when the drug payment provided 

by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does not meet the drug prices set by the new drug 

companies, these companies employ a strategy that the patient pay for the drugs 

instead of the national insurance system.  

 

Keyword: new drug,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reimbursement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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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現行的《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與

其影響台灣本土研發新藥公司在目前國內的產業環境之因素。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八零年代起，本國政府即對生技新藥產業寄予厚望，為促使生技醫藥產業成

為明星產業，行政院自 1982 年起，將生物技術列為國內八大重點科技產業之一，

之後為有效整合國內資源，政府陸續執行多項措施，包括設立財團法人生技研發

機構、建置生技園區及育成中心、催生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頒布行動方案以

及健全法規制度之修訂等等誘因以加速推動台灣的生技醫藥產業發展，衛生福利

部亦於 2000 年與經濟部會共同發布「藥物科技研究發展獎勵辦法」，將研發產品

分為藥品類、醫療器材類及製造技術類三類，並依其貢獻程度分別授予金質獎、

銀質獎、銅質獎，並公開表揚(經濟部，2017)。截至 2016 年 6 月底為止，已有

102 家公司及 240 項依據「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通過生技新藥公司與新藥的

的資格審定(經濟部，2017)。令人不解的是，自 1982 年至今已歷經 35 年，卻仍

僅極少由台灣本土研發之新藥成功上市。但振奮人心的是，台灣已有數個由本土

新藥研發公司研發的新藥取得藥證上市，包括小分子藥品的新成分新藥拿百磷®  

(由寶齡富錦研發)與太捷信® (由太景生技研發)、小分子藥品的類新藥安能得、中

藥新藥的化療漾以及植物新藥的血寶與賀必容。 

一般而言，藥品公司在取得 TFDA 出具的藥品許可證後，便會向健保署提

出新藥健保給付與核價申請，盡速取得健保給付藥價以便得以獲得政府支持有利

於進入市場。 

健保署也在 2013 年 8 月 29 日於《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第十七條之一，增訂有關本土研發新藥核價之規定，並於 2014 年 6 月及 2016

年 12 月 6 日兩度修法，目前條文修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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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第 17-1 條 

在我國為國際間第一個上市，且具臨床價值之新藥，得自下列方法，擇一訂

定其支付價格： 

一、參考市場交易價。 

二、參考成本計算法。廠商須切結所提送之成本資料無誤，且須經保險人

邀集成本會計、財務及醫藥專家審議。 

三、參考核價參考品或治療類似品之十國藥價，且不得高於該十國藥價中

位價。 

前項具臨床價值之範圍，包括增進療效、減少不良反應或降低抗藥性。 

由上述條文內容顯見本國健保給付之規範仍未能擺脫舊思維，且內容前後矛

盾。屬於無形資產的藥品相關專利即難以適用「參考成本計算法」！ 

然而，國內第一個成功研發的新成分新藥太捷信® (Taigexyn® )於 2014 年 3

月取得藥品許可證，亦於 2015 年獲得「藥物科技研究發展獎」藥品類之金質獎，

但在取得許可證經過三年的時間，卻遲遲未見太景生技取得太捷信的健保核准藥

價；另一個成功研發的新成分新藥拿百磷®  (Nephoxil® )則是於 2015 年 3 月取得

藥品許可證，亦曾於 2006 年獲得「臺北生技獎」技術商品化獎之金獎，但在取

得許可證經過兩年的時間，亦未見寶齡富錦取得拿百磷的健保核准藥價。如此在

實質納保率高達 99%的健保市場而言，無疑是不利於太捷信與拿百磷在台灣市場

的銷售，並且影響在台灣市場以外其他國家市場的藥價與市場銷售。 

因此，本研究期待以本土發展的新藥為例，分析和了解在目前台灣的藥業環

境，國內本土新藥公司之新藥產品上市策略之規劃，並提供產業界及政府部門如

同樣隸屬於衛生福利部之食品藥物管理署與健保署等相關決策機構擬定策略時

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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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健保新藥核價政策對我國本土研發新藥上市策略之影

響，同時將針對成功在台上市本土研發新藥的案例，從研發公司的角度深入了解

健保之新藥核價政策對其產品上市之影響為何。最後經由對個案訪談內容做一完

整詳細的分析比較，歸納出影響本土研發新藥在台上市策略之重要因素。綜合以

上所述，本研究將探討以下四點： 

一、我國政府的鼓勵措施對於台灣的新藥發展之影響為何？ 

二、比較在台灣及其他國家研發新藥的鼓勵措施。 

三、台灣的新藥研發公司對於台灣健保給付台灣的研發新藥價格現況之感受與建

議為何？ 

四、台灣的新藥研發公司因應上述我國藥品政策的新藥上市策略為何？ 

 

第三節 研究範圍 

本研究經由文獻收集、整理，建立出概念性研究架構，設計個案訪談之問卷，

以個案訪談收集關鍵資料，驗證本研究所建立之概念性架構。擬以我國本土新藥

研發公司為研究範圍，以便了解我國本土新藥研發公司因應健保新藥核價政策之

產品上市策略為何，並歸納分析。 

新藥之定義範疇乃包括新成分、新適應症、新劑型、新療效複方、新使用途

逕之小分子藥品、植物/中藥新藥及生物藥品(製藥產業年鑑 2016)。本文討論重

點著重於「新成分之小分子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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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流程 

一、研究流程： 

本研究進行的研究流程分為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做出發，以文獻探討做理

論架構，透過新藥發展政策建立研究架構，探討健保新藥核價政策影響本土研發

新藥上市策略的調查，針對本土新藥研發業者做訪談對象，將其結果作資料分析

並做討論和結論，及研究流程如圖 1-1 所示： 

 

圖 1-1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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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論文內容 

本文為討論全民健保藥價政策對台灣本土研發新藥上市策略的影響。全文共

分成六張，已下闡述各章之內容： 

第一章 緒論：闡述本研究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研究流程 

第二章 文獻探討：第一節整理新藥與新藥研發之定義。第二節為日本、韓國與

我國政府鼓勵新藥發展之相關措施的探討與整理。第三節為我國健保新藥收載集

合價制度的探討與整理。 

第三章 研究方法：說明有關本研究觀念架構、研究方法、資料蒐集及分析的方

法。 

第四章 個案研究：根據研究架構對研究對象做深度訪談。 

第五章 個案分析與研究發現：依蒐集到的個案資料及分析的結果，發展相關的

命題。 

第六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根據研究所得的發現，提出對於台灣國產新藥公司上

市新藥方面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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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健保新藥核價政策對我國本土研發新藥上市策略之影響，故

在文獻探討終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將「新藥」及「新藥研發」之定義加以說

明；第二、對我國及其他國家之鼓勵新藥發展之相關措施加以說明；第三、說明

我國健保新藥收載及核價制度。經由上述三部分整理，逐漸建構出本研究之概念

架構。 

 

第一節 新藥與新藥研發 

 

第一項 「新藥」之定義 

美國「新藥」定義，與台灣「新藥」定義意在「新藥分類」有別。 

 

第一款 美國「新藥」定義 

所謂新藥，據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的定

義是指未曾在美國被核准上市的新成分、新用途、新使用途逕及新劑型之藥品。 

在美國申請藥證，一般有三種途徑：新藥、類新藥和學名藥。其在美國國會

法案的代號分別為 505(b)(1)、505(b)(2)和 505(j)。這三種途徑比較起來，新藥的

門檻最高，需要大量臨床及動物實驗的資料，而學名藥只須少量的生體相等性資

料，所以開發成本較低，為小藥廠所偏好。就因為學名藥的門檻低，往往辛苦開

發了幾年的品項，好不容易獲得主管單位核准的藥證，上市時發現原來已有數家

藥廠也在賣同樣的品項，削價競爭激烈，根本賺不到錢。因此近年來，稍有實力

的藥廠，紛紛由學名藥轉進開發類新藥，以減少競爭，增加獲利的機會(製藥產

業年鑑，2015)。 

美國今日新藥上市的標準是 1962 年通過年幫食品藥品及化妝品法(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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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FFDCA)修正案後所建立，該修正案確立藥

品除非經 FDA 審核認為符合安全性、具有療效、並在品質管控下生產製造，否

則不得上市(黃慧嫺，2007)。 

1984 年，美國為了鼓勵學名藥競爭並促進原開發藥廠新藥研發的誘因，通

過了「藥品價格競爭及專利回復法」(Drug Price Competition and Patent Restoration 

Act，又名 Hatch-Waxman Act)，修正了自 1938 年起施行的食品藥物與化妝品法

案(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開啟了兩條新的法規途徑─學名藥與類新藥

(黃慧嫺，2007)。自此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可依據先前審查核准的藥品之安全性

與有效性數據，核准與此原研藥(brand drug)相等或改良的新藥品。其中與原研藥

藥效相同而又可取代原研藥的新藥品被稱為學名藥(generic drug)。學名藥依據簡

化新藥申請(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 ANDA)的法規途徑提出申請，其

法源編號為第 505 節第(j)款，簡稱 505(j)。而對核准原研藥進行改良的新型藥品

被稱為”類新藥”，其法源依據為 505(b)(2)。至於由原研藥廠檢具完整的臨床前研

究數據與臨床試驗報告所提出的新藥申請(New Drug Application, NDA)，其法源

依據為 505(b)(1)。(製藥產業年鑑，2015) 

相對於新藥，學名藥與類新藥的核准較易，其安全性與有效性大部分仰賴美

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於先前審查同化學成分之新藥時所取得的安全性與有效性數

據，因此學名藥提出藥品上市申請時，通常不需檢附臨床前研究數據或臨床試驗

報告，但須證明與原研藥具有藥劑學上的相等性(pharmaceutical equivalence)與生

體相等性(Bioequivalence, BE)。而類新藥提出上市申請時，則須檢附部分臨床前

研究數據與臨床試驗報告，以說明改變活性成分(例如：不同的鹽類)、劑量、投

與途徑或新適應症對產品安全性與有效性所造成的影響。也就是說，以上兩種情

形，都必須與原研藥進行比對的實驗。學名藥的比對是證明原研藥的相當性，而

類新藥的比對則是證明其藥效與安全性不比原研藥差(製藥產業年鑑，2015)。 

美國國會 1984 年 Hatch-Waxman 立法的本意是希望促進學名藥與類新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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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才會讓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參考原研藥的資料來核准類新藥或學名藥，以

藉此減少開發其時間和成本，進一步降低藥價及增進藥品的普及。1984 年施行

的 Hatch-Waxman 法案共有四大目標，包含：(1)加快學名藥的核准速度；(2)降低

醫療支出；(3)去除重複的、不必要的臨床試驗；(4)藉由特殊的法規獎勵措施，

增進新藥的研發活動，例如授與新成分(New Molecular Entity, NME)新藥或孤兒

藥的市場專屬權，以確保新藥的獲利能力，希望維持新藥的研發數量(製藥產業

年鑑，2015)。 

至於類新藥的法規規範與要求，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於 1999 年公告了類新

藥申請上市許可的指引”Guidance for Industry Application Covered by Section 

505(b)(2)”。這份指引介紹了類新藥法規發展的緣由，以及適合經此法規途徑進

行上市申請的產品類別，同時也列出了類新藥申請時，食品藥物管理局收載專利

的資格，以及與類新藥申請成功後相關的市場專屬權(製藥產業年鑑，2015)。 

依據 Hatch-Waxman 法案，藥廠申請類新藥上市許可時，除了生體可用率或

生體相等性試驗以外，若檢附的其他臨床試驗報告為申請藥廠所執行或資助進

行，且此臨床試驗報告署支持藥品上市申請的核心內容，則一旦藥品通過美國食

品藥物管理局的審查，藥廠可取得此藥品三年的市場專屬權。類新藥也有可能取

得新化學成分(New Chemical Entity, NCE)、孤兒藥(法源依據為 21 CFR 314.20 

316.36)或兒童用藥(法源依據為 505A)的市場專屬權。藥品若在美國國外已核准

使用但尚未在美國取得上市許可，仍會被視為新成分新藥，得到五年的市場專屬

權。而當申請者檢附文獻資料(稱為 paper NDA)或未經過授權的參考資料(如其他

藥品的仿單)以申請藥證時，所依循的申請途徑為類新藥申請而不需是新藥申請

(製藥產業年鑑，2015)。 

在某些暢銷藥品的開發上，可能會有許多公司同時以相同的處方策略來進行

類新藥的開發。當地一家公司先以類新藥途徑申請藥證並獲得上市許可後，第二

家公司僅能在第一家公司之藥品獲准三年後，即其市場專屬權過後，才能取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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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許可。在這種情況下，第二家公司可能會考慮不以參考他人資料的方式，而自

行準備完整的技術資料已進行新藥藥證申請。當開發產品與對照藥品的差異較大

時，這樣的申請策略可能會優於申請類新藥(製藥產業年鑑，2015)。 

新藥申請依據申請之藥品特性分為十大類(表 2-1)。第一類新藥為新成分新

藥(new molecular entity)，其餘九類均為類新藥，即非新成分新藥(製藥產業年鑑，

2015)。 

 

表 2-1 依據藥品特性分類的 10 大類新藥申請 

申請類別 藥品特性 

1 新成分新藥(New Molecular Entity) 

2 新活性成分新藥(New Active Ingredient)，例如新鹽類、脂類、複合

物、螯合物、共晶混合物、消旋物或鏡相異構物 

3 新劑型新藥(New Dosage Form)，如將錠劑改為膠囊 

4 新複方新藥(New Fixed-dose Combination) 

5 新處方新藥(New Formulation) 

6 新適應症新藥(New Indication) 

7 未向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進行新藥申請獲准，但已長久在使用的老

藥(於 1962 年前上市的 DESI*藥品) 

8 由處方藥轉換而來的成藥(Over-the-counter drugs, OTC) 

9 以新適應症申請藥證的已核准成分藥品，獲准後美國食品藥物管理

局將之併入原核准成分藥品之申請案檔案內，與原核准成分藥品之

申請為同一案號(NDA Supplement) 

10 以新適應症申請藥證的已核准成分藥品，獲准後維持獨立案號，未

被併入原核准成分藥品之申請案檔案(New NDA) 

* DESI 為 Drug Efficacy Study Implementation 之縮寫，係指依循 1938 年之食品藥品與化妝品法

案，未曾提供產品療效資料予食品藥物管理局即上市的老藥 

資料來源：製藥產業年鑑 2015 

 

由於大藥廠的研發主流轉向開放是創新模式，配合成長迅速的新興市場，再

加上大藥廠遭受嚴峻的專利懸崖威脅，此種種因素，為小藥廠提供了絕佳的切入

機會，可以藉由提供特殊的平台技術或特色藥品的方式，補足大藥廠的需求缺

口。而網路的發達，更解除了區域性與時差的限制，提供了新興國家的小藥廠與

西方大藥廠共同合作的平台，或開發利基產品，或老藥新用。小藥廠若能客觀評

估自身優劣，在策略性地選擇合作夥伴，必能壯大產品優勢，獲取雙贏的最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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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製藥產業年鑑，2015)。 

在瞭解了開發類新藥產品的各種策略後，哪些核心因素是選題時需要悉心考

慮的呢？首先，藥品本身需要有可以改良並值得被改良的臨床特性，藥廠需有信

心能透過處方調整或化學修飾的方式達到改良的效果。其次，對於較新穎或不確

定性較高的品項，藥廠則需評估自身對於風險的耐受程度與投資意願，當然承擔

越高的風險，就越有機回享受高額的回報。最後，藥廠除了技術本身的評估外，

智慧財產權的評估也是極其重要的一環。 

開發類新藥的機會雖多，但隨著人口紅利高的國家如印度和中國的崛起，將

加速全球製藥行業對類新藥的競爭。小國家中的小規模藥廠，因為缺乏國內需求

的後盾，必須尋求與國際藥廠合作的機會，以擴展獲利與成長的空間。若非如此，

經濟規模終將成為發展的限制因素。因此須及早規劃，建立出自身的優勢，開發

出與大藥廠合作的途徑與模式，以期共同成長。 

 

第二款 台灣「新藥」定義 

依據我國藥事法第 7 條「新藥」之定義，係指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審查認定

屬新成分、新療效複方或新使用途徑製劑之藥品。新藥分類如下： 

(一)新藥一： 

1.新成分：新發明之成分可供藥用者。 

2.新療效複方：已核准藥品具有新適應症、降低副作用、改善療效強度、

改善療效時間或改變使用劑量之新醫療效能，或二種以上已核准成分之

複方製劑具有優於各該單一成分藥品之醫療效能者。 

3.新使用途徑：已核准藥品改變其使用途徑者。 

(二)新藥二：新劑型、新使用劑量、新單位含量製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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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新藥發展之定義 

表 2-2 美國藥品開發及審核程序 

階段 新藥探

索 

臨床前

試驗 

IND

申請 

臨床 I 期 臨床 II 期 臨床 III 期 NDA 申

請 

臨床 IV

期 

所需時間 5 年 1.5 年 1~2 年 2~3 年 2~3 年 1~2 年 2 年 

試驗對象 實驗室 實驗室

及動物

試驗 

20~100 個

健康受試

者 

100~500 個

自願病患 

1,000~5,00

0 個自願病

患 

登記審

核核准 

上市後

新藥監

視(FDA

要求) 目的 發現候

選藥物 

評估安

全性及

生物活

性 

決定安全

性及使用

劑量 

評估有效

性，監視副

作用的產

生 

確認有效

性，做長期

之副作用

監視 

成功率 評估

10,000

個化合

物 

250 個

化合物

進入臨

床前 

5 個化合物進入臨床 1 個化

合物核

准 

 

資料來源：製藥產業年鑑 2015 

 

藥品因使用在人體上，故藥品之安全性及有效性必須受到各國政府的主管機

關嚴格管制。 

以小分子新藥開發為例，藥品的研發是一連串複雜、耗時又耗費資金的過

程，預估從 10,000 個候選分子中，才能成功研發上市一個新藥，平均成功率為

萬分之一，因而往往一個藥品需要 15 年或更久的時間才能上市，平均研發經費

至少 12 億美元。因此，製藥產業與其他一般產業相比，具有下列特色：政府主

管機關嚴格管理、技術門檻高、研發時程長、成本高及風險高、跨技術領域的結

合性工業、市場專業化、產品市場大、生命週期長、獲利高。 

(一)新藥探索 

新藥探索通常透過上游基礎研究學校單位、研究機構或藥廠實驗室研究發現

新的研究標的，找出新的先導藥品(lead compound)。 

進行先導藥品的生物活性評估，進行離體(in vitro)到活體(in vivo)試驗如酵

素、受體(receptor)、G-蛋白、細胞、組織、器官、活體動物到各種疾病動物模式

等，研究作用之分子層次，有益於合成、改良最適化(optimization)之藥物，且能

瞭解藥物之所以有藥理療效、生理反應、副作用及藥物間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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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有藥效之先導藥品，通常需再合成千百個衍生物，評估並比較其活性、

毒性、安定性、藥物動力學後，選上數個具有潛力候選產品(candidate)進入下一

階段之臨床前試驗。 

 

(二)臨床前試驗 

臨床前試驗進行候選藥品的化學合成或萃取、藥物分析研究、藥效學、藥動

學和毒理學研究以及藥劑學的研究。這個時期的花費一般時間為 1.5 年，並進行

合成或萃取、生物活性檢測和藥理測試、藥物劑量、劑型及穩定性測試、毒性及

安全性試驗試驗。 

 

(三)臨床新藥(IND)申請 

在臨床前試驗結束後，可檢附研究結果及臨床試驗計畫書向主管當局提出試

驗新藥申請(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IND)，以進行人體臨床試驗。以美國為例：

30 天的 IND 審核期中，若主管機關未提出任何的顧慮考量，申請者於 30 天後即

可開始進行臨床試驗。 

(四)臨床試驗 

臨床試驗的目的是要確認新藥對人體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申請者委託臨床醫

師進行試驗，並需通過人體試驗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審查方可

執行，臨床試驗分為三期： 

1.第一期臨床試驗(Phase I) 

以 20~100 位志願的健康成年人作安全性測試，目的在於建立人體對不同劑

量的忍受度，並建立藥物在人體中吸收、分布、代謝和排泄的相關資料；這個時

期通常需費時 1~2 年。 

2.第二期臨床試驗(Phase II) 

以 100~500 位志願的病患進行控制性的有效性試驗，目的在於測試用於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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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最適劑量、功效、耐受性及副作用，，這個時期平均約費時 2~3 年。 

3.第三期臨床試驗(Phase III) 

以 1,000~5,000 位病患進行大規模甚至跨國性的有效性試驗，目的在於以更

大的樣本數驗證第二期試驗的藥效，並找出未發現到的不利反應，取得新藥的適

應症、禁忌及副作用等全部資料，這個時期通常需費時 2~3 年，或依藥物臨床試

驗設計與收案進度而定。 

(五)新藥上市申請(NDA) 

成功完成臨床試驗後，可檢具試驗結果(包含臨床前試驗的結果)並備齊所有

相關資料，向主管機關提出新藥上市申請(New Drug Application, NDA)，亦即查

驗登記的手續，審核的時間平均約 1~2 年。如果資料中能證明申請的新藥較市面

上的藥品對同一種病症具有更好的治療或預防效果，將有機會進入快速審核程序

而縮短審核時間至 6 個月左右。 

(六)上市後安全監視 

藥品上市後安全監視(post-marketing surveillance)，為確保民眾用藥不可或缺

的一環，透過藥物不良反應通報系統，由臨床醫師監視上市新藥使用後長期的反

應，以進行藥品上市後安全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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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日本、韓國與我國政府鼓勵新藥發展之相關措施 

 

為推動我國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政府於 1982 年級將生物技術列入未來發展

的重要科技項目，行政院並於 1995 年起陸續頒布「加強生物技術產業推動方

案」、「台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及「台灣生技產業起飛行動方案等」，整合

政府資源，強化研發、人才、資金、育成、園區、法規等產業發展構面，建置整

合型育成機制，落實與國際接軌之法規環境，促成產品成功案例與創新服務，並

建立台灣品牌，以拓展國際市場；在此基礎上，2016 年進一步核定「台灣生物

經濟產業發展方案」，聚焦「製藥、醫療器材、健康照護、食品及農業」五大領

域發展，並連貫「生產力 4.0 發展方案」、「高齡社會白皮書」等相關措施，作為

我國在生物經濟產業發展的重要施政方針(經濟部，2016)。 

 

第一項 我國政府鼓勵新藥發展之相關措施 

第一款 台灣生技醫藥產業相關環境(經濟部，2016) 

我國生技醫藥產業在政府各項生技醫藥政策的推動下，已逐步完成生技醫藥

產業價值鏈的建構，包括上游研發所需核心設計的建置與營運、技術轉移機制的

常態運作、法人研究機構的技術能量擴散、臨床試驗與田間試驗體系的完成、商

品化及產業化的推動等。同時，亦發展相關的支援系統，包括人才的充裕供應、

法規的完備與國際接軌及諮詢輔導、資金的積極挹注、專業的育成與聚落規劃的

落實，已為我國生技醫藥產業建構有利的發展環境，並催生大量具技術能力的生

計新創公司成立。以下分別陳述生技醫藥產業於研發、投資、人才、育成及聚落

個面向之基礎環境(如圖 2-1)。(經濟部，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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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生技產業政策推動執行架構 

 
推動單

位 

中央研究院 

科技部 

教育部 

衛生福利部 經濟部 農委會 原委會 國防部 國發會 

執行單

位 

●中央研究院 

●各大學系所 

●食品藥物管

理署 

●疾病管制署 

財團法人 

●國家衛生研

究院 

●醫藥品查驗

中心 

●中山科學研

究院 

●研核研究所 

財團法人 

●生技中心 

●工研院 

●藥技中心 

●金屬中心 

●食品所 

●農委會所屬

試驗機關 

●財團法人農

科院 

核能研究所 ●中山科學研

究所 

●國防醫學院 

行政院國家發

展基金會 

生技相

關項目 

基礎與創新研

究 

●醫藥政策與

法規制定與執

行 

●臨床試驗 

●公共衛生 

●醫藥審查 

●生技技術應

用研究及產品

開發 

●招商促投及

產業輔導 

●商品化事業

化及產業化之

推動 

●植物種苗 

●種家禽 

●水產種苗 

●機能性食●

品 

●動物用疫苗 

●生物農藥 

●生物肥料 

●檢測試劑 

放射性藥物開

發 

國防科技應用

於生技之開發 

●直接投資 

●生技創投 

 

圖 2-1 我國生技產業政策推動執行架構 

 

第二款 協助投資台灣生技醫藥產業之單位(經濟部，2016) 

一、經濟部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 

經濟部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的主要任務有： 

1.協調相關部會選擇生技醫藥產業之重點項目與發展計畫。 

2.協調相關部會建立完善生技醫藥產業研發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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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協調相關部會改善國內生技醫藥產業的投資發展環境。 

4.協調相關部會、研究機構、學術單位及公民營企業等規劃推動產業發展策略與

計畫，並促成研究成果移轉產業界。 

5.協調相關部會修正或訂定有關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法規。 

6.推動生技醫產業的國際合作與投資，並協助國內外企業以台灣為研發、製造及

營運中心。 

7.辦理「行政院生物技術產業單一窗口」相關業務，並協助加強生技醫藥產業推

動工作。 

8.推動其他有關生技醫藥產業發展的重要事項。 

二、行政院生物技術產業單一窗口 

「行政院生物技術產業單一窗口」負責辦理生技醫藥產業相關法規及檢驗體

系、研究發展及應用、技術移轉及商業化、人才培育及延攬、投資促進及合作、

市場資訊及服務行銷等工作之協調與協助，提供廠商全方位之服務，以達成提升

國際競爭力之工作目標。推動行政單一窗口化，降低廠商洽公時遭遇之阻礙，減

少廠商奔波往返之不便，並簡化申請案件處理流程，以落實簡政便民之目的。 

「行政院生物技術產業單一窗口」的業務內容有： 

1.協助法規及查驗體系、研究發展及應用、技術移轉及商業化、人才培育及延攬、

投資促進及合作、市場資訊及服務行銷等相關工作之推動。 

2.提供發展政策、優惠措施資訊及申請手續。 

3.協助技術開發、技術授權移轉。 

4.協助投資案資金募集。 

5.協助公司成立、經營團隊組成、土地取得、設廠。 

6.協助生產、行銷、策略聯盟、上市(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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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投資獎勵與貸款等相關措施(經濟部，2016) 

一、投資獎勵 

為促進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政府除致力於提升國內產業環境，更運用投資獎

勵措施，鼓勵國內外廠商在台投資，加速我國生技醫藥產業之發展，投資獎勵的

政策工具包括租稅優惠、研發補助、低利貸款、政府資金挹注及上市推薦等優惠

投資獎勵措施等。 

二、低利貸款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提撥專款搭配承作銀行自有資金辦理各項專案

低利貸款，包括「國發會中長期資金貸款」、「購置自動化機器設備優惠貸款」、「輔

導中小企業升級貸款」、「民營事業污染防治設備貸款」、「促進產業創新或研究發

展貸款」、「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優惠貸款」、「振興傳統產業貸款」、「農業科

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款」等。 

三、政府資金挹注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投資生技醫藥產業的範圍，主要為生技醫藥產業主管機

關推動之重點項目，包括大、小分子利基型藥物、原料藥、中草藥、生物資訊、

藥物開發、基因診斷、基因治療、幹細胞、疫苗、生技服務、醫療器材及其他經

主管機關重點推動或推薦者。並依據申請投資計畫規模分為直接投資、投資創投

基金、以及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等不同之配置。 

另，經濟部工業局為協助具發展潛力的策略性製造業轉型升級所需的營運資

金，於 2015 年 6 月啟動「加強投資策略性製造業實施方案」，由行政院國家發展

基金分期提供新台幣 100 億元，專款用於投資國內製造業。該方案投資範圍以「產

業升級轉型行動方案」重點推動之製造業為主，加列經專案認定之其他製造業。

採國發基金搭配民間創投共同投資方式。並成立專案推動辦公室，建立本方案單

一諮詢窗口，針對潛力案源將提供客製化募資輔導，再媒合予創投業者，期能加

速利用政策工具協助具潛力製造業朝向中堅企業發展，引導創投與民間資金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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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政策方向，共同協助產業升級轉型(參考網站 www.psism.org.tw )。 

四、上市上櫃推薦 

經濟部工業局訂定「經濟部工業局受託提供係屬科技事業技產品或技術開發

成功且具市場性意見書作業要點」，降低上市、上櫃門檻，以鼓勵生技公司申請

上市、上櫃。未來具有開發成功及市場性產品或技術之生技公司，將可透過工業

局推薦申請上市、上櫃。 

 

第四款 經濟部技術處科技專案補助措施(經濟部，2016) 

為引領產業科技研發創新、突破產業技術瓶頸、提升國家競爭力，經濟部技

術處依據行政院「科學技術發展方案」，自 1979 年起開始實施「經濟部科技研究

發展專案計畫」（簡稱科技專案），並隨著環境變遷及產業脈動，陸續推動法人科

技專案、企業創新研發專案及學界科技專案等三大政策工具。1979 年，時值中

小企業位居我國總體環境產業發展主力，但資源與資金卻相對有限，經濟部技術

處推動法人科技專案計畫，補助工研院、資策會等技術研究之財團法人機構（簡

稱執行機構）進行研發，並將成果轉移擴散至企業，同時因應產業發展需求，持

續強化前瞻性、關鍵性與跨領域的產業技術研發，並完善研發環境及基礎設施，

以協助我國產業提升創新研發自主性，強化產業競爭力，促進產業價值躍升。 

 

圖 2-2 經濟部技術處科技專案沿革 

http://www.psis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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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隨著我國產業技術研發能量累積，為提升企業投入產業創新研發

之動力，經濟部技術處啟動「業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提供業界研發補助、智

財權歸屬等誘因，鼓勵企業投入開發具前瞻性、關鍵性或共同性產業技術，增進

科技創新應用能力，同時因應產業結構轉型不斷將方案內容推陳出新，包括：1999

年推動「示範性科技應用計畫」，鼓勵各領域領導廠商建立資訊應用典範；2001

年推動「創新服務業界科專計畫」，鼓勵企業發展創新營運模式與新興服務業；

2002 年推動「鼓勵企業在臺設立研發中心計畫」，協助建立研發組織與團隊，加

強研發管理制度及智財布局；2008 年將原「示範性科技應用計畫」、「創新服務

業界科專計畫」整併為「創新科技應用與服務計畫」，鼓勵企業開發具創新性、

示範性或整合性，且具科技涵量之應用與服務，後續該計畫配合經濟部組織業務

調整，自 2014 年起由經濟部工業局統籌辦理。另外，經濟部技術處為帶動中小

企業進行產業技術、產品與服務之創新研究，亦自 1999 年推動「小型企業創新

研發計畫」（SBIR），以及於 2007 年推動「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地方

型 SBIR），鼓勵中小企業積極投入地方特色產業之研發，提升地方特色產業之創

新研發能量，經濟部為讓更多中小企業因 SBIR 計畫之研發補助而成長茁壯，同

時考量技術處已達成階段性任務，該計畫自 2015 年 9 月起移撥至經濟部中小企

業處主政。歷經政策工具策略性調整，目前經濟部技術處重點推動「A+企業創

新研發淬鍊計畫（簡稱 A+淬鍊計畫）」，為 2014 年起銜接原「業界開發產業技術

計畫」持續補助企業投入創新研發業務，使產業創新成果發揮更大效益；內容依

屬性區分為：前瞻技術研發計畫、整合型研發計畫、鼓勵國內企業在臺設立研發

中心計畫、全球研發創新夥伴計畫，以及專案類計畫，鼓勵企業投入更具價值的

前瞻產業技術開發，並進行垂直領域及跨領域整合。 

因應我國產業進入創新導向階段，經濟部技術處為健全產業整體發展，自

2001 年推動「學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以補助學界方式，鼓勵大學有效運用既

有之基礎研發能量及設施，協助產業開發前瞻、創新產業技術；另亦自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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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在地型產業加值學界科專計畫」，以特定產業技術研發或區域產業發展為

主軸，藉由跨領域之學界研發團隊，利用學界研發能量對於既有之產業技術進行

再加值開發，以促成產業群聚效應，帶動地方產業之發展。學界科專推動迄今，

有效協助整體產業發展，為進一步擴散學界研發成果，創造更大價值，於 2014

年開始推動新制「產學研價值創造計畫」，鼓勵學界與產業界、研究機構合作，

將學界研發成果商品化、事業化，創造產業價值與社會效益。「產學研價值創造

計畫」分別以一般型及旗艦型由產學研單位共同執行，以橋接三方研發資源達到

技術商品化開發、導引新創事業之目標。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本研究整理 

圖 2-3 近年經濟部科專年度預算 

 

為加速產業技術發展與價值創造，科技專案整合法人研究機構、產業界及學

術界共同執行，並透過每年穩定投入科技研發經費(如圖 2-3)，持續深化產業技

術及研發創新科技。其中，法人科技專案由於被賦予補足產業界技術研發能量缺

口，及將其研發成果移轉擴散至民間之重要任務，因此占科技專案總經費比重逾

85%；而企業創新研發專案約占 12%，以鼓勵並協助企業投入創新研發；學界科

技專案則約占 2%，主要橋接業學界研究合作，導引出新創事業。 



 

21 
 

 

第五款 我國小分子新藥及類新藥開發之進展 

我國將生技產業列為重點發展項目，行政院亦核定「加強生物技術產業推動

方案」、「台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台灣生技產業起飛行動方案」及「台灣

生物經濟產業發展方案」等多項生技政策，並完成「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立

法，為生技產業建構優質的發展環境。 

經濟部執行「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提供生技新藥公司在技術、資金與

人才之租稅優惠措施，鼓勵廠商投入生技新藥開發。截至 2016 年 6 月底，已有

102 家廠商經審定為生技新藥公司，生技新藥品項達 240 項，其中更已有 30 項

生技新藥取得上市許可。 

我國已培育太景生技公司、智擎生技製藥公司、寶齡富錦公司、台灣微脂體

公司、杏國生技製藥公司、友霖生技公司、基亞生技公司、安盛生技公司等為數

眾多的新藥開發公司。研發品項的來源多為國內外學研機構授權，自行開發的項

目甚少。依據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以下簡稱生技中心)(Development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DCB)的統計，我國小分子新藥進入 IND (investigational 

new drug，試驗用新藥)、臨床試驗至 NDA (new drug application，新藥查驗登記)

的品項超過 70 項，其中第三期臨床試驗有 20 餘項，另有 30 餘項進入第二期臨

床試驗。太景生技公司口服劑型的抗生素新藥太捷信®、寶齡富錦公司的腎臟新

藥拿百磷(Nephoxil
®

)及智擎生技製藥公司的胰臟癌新藥安能得(Onivyde
®

)併用

5-FU/LV 療法更已取得衛生福利部的新藥(含類新藥)藥證，部分易取得美國、歐

盟、日本或中國等國家的藥證，展現我國新藥的研發能量。 

上述新藥的市場行銷規劃，太景生技公司委託美時化學製藥公司生產，且已

於 2015 年底在台上市銷售；中國市場則與中國浙江醫藥公司合作及生產。另外，

亦與俄羅斯 R-Pharm 公司簽署俄羅斯、土耳其與獨立國協授權協議。寶齡富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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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供應關鍵原料給 Keryx 公司與日本菸草公司及其 Torii 藥業公司，尤其進行

產品銷售，並與中國山東威高藥業公司成立合資公司，由山東威高藥葉負責

Nephoxil 於中國市場之上市申請及經銷。智擎生技製藥公司負責台灣地區的銷

售，並由 Merrimack 公司和 Baxter 公司分別協助美國及歐洲地區的市場銷售，並

已向韓國提出新藥上市申請。預期未來隨著新藥陸續上市銷售，將有助於我國產

業規模的擴張。 

我國進入臨床試驗階段的研發品項，持續取得階段性的進展，並朝新藥上市

的方向邁進，太景生技公司的太捷信注射劑型也分別在台灣和中國執行第三期臨

床試驗，其中已完成中國的第三期臨床試驗，將向中國 CFDA 提出新藥查驗登

記申請。懷特生技新藥公司的止痛藥新藥「痛寶」已完成樞紐性臨床試驗的解盲，

期能有效改善患者手術後疼痛，並已向食藥署提出藥證申請。 

杏國新藥公司治療乳癌新藥 SB05已分別獲得食藥署和澳大利亞衛生部藥物

管理局(TGA)同意，執行第三期臨床試驗；老年性乾式黃斑部病變治療新藥 SB04

已進入第二期/第三期臨床試驗，並與韓國 AJU Pharma 公司簽訂授權合約，同時

也和台灣大學附設醫院共同成立杏國新藥乾式黃斑部病變研究中心；治療頭頸癌

新藥 SB01 亦獲得食藥署和美國 FDA 核准通過，執行第二期臨床試驗。友霖生

技公司研發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新藥 ORADUR-Methylphenidate 已獲食藥署同

意，於台灣展開第三期臨床試驗。亦得生技公司新複方新藥 SYN006 第二期床試

驗已通過食藥署的審查，並開始規劃第三期臨床試驗。 

景凱生技公司之自體免疫肝炎新藥 JKB-121 已取得美國 FDA 之孤兒藥資格

認定，並獲得美國 FDA 及食藥署核准進行第二期臨床試驗；美酒精性脂肪肝炎

新藥 JKB-121 亦獲得美國 FDA 核准進行第二期臨床試驗。因華生技公司的

OralPAS 口服 Gemcitabine 新藥已完成第一期臨床試驗，並向美國 FDA 申請第二

期臨床試驗，中天生技公司研發的抗 C 型肝炎新藥 MB-110 亦通過美國 FDA 審

查，執行第一期臨床試驗，同時亦向食藥署申請新藥臨床試驗。新藥生醫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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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思覺失調症新藥 SND-11 已獲食藥署同意進入第二期 B 階段/第三期臨床

試驗，而難治型思覺失調症之合併治療新藥 SND-12，亦獲美國 FDA 同意，進入

第二期/第三期臨床試驗，並獲得美國 FDA 突破性療法的認定。台灣微脂體公司

治療黃斑部病變的長嘯緩釋眼疾用藥 TLC399 和退化性關節炎新藥 TLC599，皆

已進入第一期 /第二期臨床試驗。健亞生技公司治療新陳代謝異常新藥

DBPR108，已獲得中國 CFDA 核准，同意進行第一期臨床試驗。 

國鼎生技公司與陽明大學共同開發「Antrouquinonol 用於預防阿茲海默症

(Alzheimer’s Disease)的可能性」，已發現口服 Antrouquinonol 能有效吸收並通過

「血腦屏障」(blood–brain barrier, BBB)，無明顯急毒性。另外，研發中抗肝癌新

藥 GHHCC 亦獲美國 FDA 審定為用於治療肝癌的孤兒藥。有關我國各項小分子

新藥開發之進展，摘述如表 2-3 所示。 

 

表 2-3 我國小分子新藥開發之進展 

進度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NDA 

台灣 ●台微體(TLC399、

TLC599) 

●因華(OralPAS 口服

Gemcitabine 新藥) 

●杏國(SB04、SB01) 

●益得(SYN006) 

●心悅(SND-11) 

●景凱(JB-121) 

●友霖

(ORADUR-Methyl

phenidate) 

●太景太捷信注射型 

●太景太捷信 

●寶齡富錦拿百磷 

●智擎安能得 

國外 ●中天MB-110(美國) 

●健亞 DBPR108(中

國) 

●心悅SND-12(美國) 

●景凱 JB-121(美國) 

●杏國 SB01(美國) 

●杏國 SB05(澳大利

亞) 

●太景太捷信注射型

(中國) 

●太景太捷信(中國) 

●智擎安能得(美國) 

●寶齡富錦拿百磷

(歐盟) 

資料來源：生技產業白皮書 2016；經濟部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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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日本政府鼓勵新藥發展之相關措施 

第一款 先驅策略(Strategy of SAKIGAKE) (2014) 

日本於 2015 年開始實行的 SAKIGAKE 策略類似美國的突破性治療認定

(Breakthrough Therapy Designation, BTD)。 

日本厚生労働省(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 MHLW)由專案小組

規劃了「先驅策略(Strategy of SAKIGAKE)」，於 2014 年發布，引導世界各地創

新醫療產品的實際應用。該專案小組已經開始計劃策略，將厚生労働省內的相關

部門從基礎研究到實際應用規劃為一個包裹式服務。厚生労働省於 2015 年度實

施這些政策，其中一些已準備就緒之政策已於 2014 年提前執行。 

SAKIGAKE 策略包括以下兩個措施，涵蓋從基礎研究到臨床研究/試驗、審

查、安全通報制度、保險承保範圍、改善基礎設施和企業活動環境，以及全球發

展： 

(1)SAKIGAKE 認定制度：促進日本的研發，旨在加速創新藥品、醫療器材和再

生醫療的實用化。 

(2)未核准藥品的快速核准方案：通過擴大未核准藥品 /適應症外藥品使用

(off-label use)會議的範圍，加速未核准藥品/適應症外藥品使用(off-label use)藥

品對嚴重和危及生命的疾病的實際應用，包括未經西方國家核准的藥品，若能

滿足一定條件且公司改善從事發展此類藥物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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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厚生労働省(2014) 

 

圖 2-4 日本先驅策略(Strategy of SAKIGAKE) 

資料來源：厚生労働省(2014)，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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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KIGAKE 策略有特別針對「藥品定價制度(Drug Pricing System)」制定篇

章，以改善藥品定價制度的可預測性。(厚生労働省，2014) 

○日本的藥品定價制度受到高度評價，因為在日本開發的新藥，在國際上促進市

場發展的可預測性，有重大意義。針對未滿足之醫療需求的新藥開發越來越

多，而藥品審查也正因應此趨勢而進行中。在這種情況下，重要的是要改善藥

物定價制度下的核准前可預測性，以鼓勵日本創新型醫療產品的早期發展。迄

今為止，已經採取了許多藥品定價標準，例如：相似療效價格比較法、引入營

運利潤調整規則的成本計算法、新藥創造和解決未核准/適應症外藥品使用

(off-label use)之加值定價法。 

○2014 年，日本已實施改良之藥品定價制度，若日本為新藥之全世界第一個上

市國家，則新藥之核價可引用「SAKIGAKE 加值」之使用引入營運利潤調整

規則的成本計算法。鑑於 SAKIGAKE 認定制度的引入，藥品定價制度將持續

進行審查，並將創新藥品之早期實際應用之實施列入考量。 

○根據有關方面的意見，對於有貢獻有真正改善治療品質的藥品，在日本的研發

以及其財務影響會被檢驗和確認，可引用臨時的加值定價方案以獎勵新藥開

發、解決未核准/適應症外藥品使用(off-label use)。此外，修訂現行定價制度，

日本厚生労働省下屬的中央社會保險醫療理事會(the Central Social Insurance 

Medical Council)將修訂現行定價制度，包括適當項目的加值。 

○藉由考量類似效果比較法中的增值定量法，可以改善藥品定價標準的增值率的

可預測性。此外，成本計算方法中的平均營運利潤的校正因子之量化亦將被考

量。 

○ PMDA 持續提供藥品審查之藥品研發策略事務諮詢。此外，有些產業還要求

提供藥品定價諮詢，例如：創投公司。改善藥品定價之可預測性對於使製藥公

司開發藥物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厚生労働省可以隨時提供企業諮詢的制度，

根據現有價格計算規則、要點、預估價格的細節，依據進度進行檢查，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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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試驗前、送件查驗前、在申請列入藥價清單前之不同進度，以改善其可預

測性。 

 

第二款 日本幹細胞療法新鼓勵措施 

在 2014 年之前，日本除了涵蓋細胞和組織治療產品的藥品法規之外，沒有

針對包括幹細胞治療在內之再生醫療制定相關法規。再生醫療，包括使用人工誘

導性多功能幹細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PSCs)，是日本醫療保健策略的

重要組成部分，日本的人口是全球老年人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且預計老年人比

例將會增加。由於這些原因，再生醫療需要一個新的法規，為了滿足這一需要，

「再生醫療安全性確保法案」(The Act on the Safety of Regenerative Medicine)和

「藥品、醫療器材及其他醫療產品法案」(Pharmaceuticals, Medical Devices and 

Other Therapeutic Products Act)於 2014 年 11 月 25 日生效(Kenji Konomi, Morikuni 

Tobita, Kenichi Kimura, Daisaku Sato, 2015)。 

為促進再生醫療提供新的法規以及確保治療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日本厚生省

(MHLW)於 2013 年 5 月頒布了再生醫療推動法(Regenerative Medicine Promotion 

Law)，目的在促進日本再生醫藥產品的研發，規畫在七年內促進以人工誘導性

多功能幹細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PS cells)細胞模式研發之新藥、以及

再生醫療相關品醫療器材的上市。配合此法案的推動，日本於 2014 年完成了藥

事法(Pharmaceutical Affair Law, PAL)的修訂，以及新增「再生醫療安全性確保法

案」(The Act on the Safety of Regenerative Medicine)，於 2014 年 11 月 25 日起施

行。在再生醫療藥物安全性確保法中，除了明定相關產品(包含細胞及組織治療

及基因治療產品)進行人體試驗及取得上市許可之流程外，也對此類產品委託試

驗機構外之生產製造場所進行規範；另外藥事法(PAL)在修訂後，新增了醫療器

材以及再生醫療藥物的專章，故更名為 Pharmaceuticals, Medical Devices and 

Other Therapeutic Products Act (PMD Act)，其中對於再生醫療藥品種類及其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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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風險層級做了明確的定義；在審查流程上也做了重大革新，即採用有條件先行

核准上市的機制 (Expedited Approval System)，使細胞及組織治療 (Cell and 

Tissue-based Therapies, CTT)等再生醫療產品可以在足夠臨床前試驗療效及安全

性證據的支持下，先行准予上市，使病患可盡早取得相關治療(圖 2-5)。 

 

 

圖 2-5 日本針對再生醫療產品制定之預先核准機制(Expedited Approval System)示意圖 

 

「再生醫療安全性確保法案」(The Act on the Safety of Regenerative Medicine)

規定了醫療專業人員與再生醫療有關的實踐和臨床研究，以前由「醫生法」

(Medical Practitioners’ Act)和「醫療法」(Medical Care Act)管轄。 新法規定了

「再生醫療」(regenerative medicine)，重建或修復人體結構和功能，也為細胞治

療如癌症免疫治療。在新法規生效之前，是根據被稱為「人類幹細胞臨床研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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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the human stem cell clinical research guidelines)的指引進行涉及人類幹細胞療

法的臨床研究，但這些指引沒有法律約束力。然而，新法令不僅規定了研究的法

律規定，而且還規定了沒有經認可的再生醫療產品的細胞治療的日常實踐。 

「藥事法」修改並更名為「藥品、醫療器材及其他治療用品法」(PMD 法案) 

(The Pharmaceutical Affairs Law, PMD Act)。該法案為「再生醫療產品」

(regenerative medical products)提供了獲得有條件和有時限的核准的新途徑的選

擇，其中考慮到屬於該分類的產品和療法中的細胞的高度的質量變異性。核准審

查流程將採用 9 個月的審查時間為目標。因此，PMD 法案下的產品審查期將比

日本已核准的產品審查期短。然而，為了獲得有條件和時間有限的核准，需要進

行探索性臨床試驗來預測臨床益處的合理可能性(例如：透過使用替代終點)；這

與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加速嚴重或危及生命的疾病核准計劃是一致

的。歐洲機構正在提出適應性許可的概念，作為產品審查的靈活方式，這是前瞻

性的計劃，並且通過收集關於藥物在患者中的使用的核准後數據來減少不確定

性。在國際醫藥法規協和會(ICH)成員地區，法規機構已嘗試透過為新療法開發

早期獲取方案來應對患者/醫療需求，權衡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產品與產品生命週

期相關。從這個角度來看，有條件和有時限的核准與全球監管趨勢相一致，以解

決未滿足的醫療需求。海外企業也可以參與新的日本法規系統。一項驗證性臨床

研究和患者安全措施的追蹤，包括對可能使用治療的臨床機構的限制，必須遵守

有條件和時間有限的核准，以便在最長 7 年內為進一步的核准程序做準備。為了

確保未確認有效性的產品不會停留在市場上，新法規使厚生勞動省(MHLW)/ 日

本獨立行政法人醫藥品醫療機器綜合機構(PMDA)在第二次核准過程中獲得了撤

銷核准的明確法定權力。再生醫療產品的範圍被認為主要是滿足未滿足的醫療需

求的產品(包括孤兒適應症、嚴重或危及生命的疾病)，在某些情況下也可能需要

外科手術。由於這些情況，傳統的藥物法規可能不一定適用，需要更靈活的安全

性和有效性評估方法。還鼓勵贊助者進行法規諮詢，因為進一步的臨床研究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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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以及如何最有效地證明有效性可能取決於個體產品，在指定的適應症、族群、

作用方式和醫療環境方面。同時，厚生勞動省(MHLW)和日本獨立行政法人醫藥

品醫療機器綜合機構(PMDA)將建立一個公共的病人註冊系統，以支持對再生醫

療產品治療患者的上市後安全性和療效的更準確的研究。 

 

第三款 日本健保藥品核價政策 

日本的健康保險制度於 1922 年依據「健康保險法」成立，並於 1961 年達

成全民納保的目標(湯澡薰，2009)。 

(一)藥品支付價格訂定相關機構 

1999 年，為使藥價核算過程透明化，中央醫療協議會 (Central Social 

Insurance Medical Council or Chuikyo)下設置「藥價算定組織」(Drug Pricing 

Organization)，主要負責給付藥品價格的訂定。「藥價算定組織」成員包括經濟學

者 1 位、各科系臨床醫師 8 位及藥學專家 2 位，共 11 位，主要依據藥品之類

似品的有無、類似品選取的適宜性、藥品成本評估及藥品加算之必要性等因素來

核定藥價(湯澡薰，2009)。 

 (二)藥品收載及支付價格訂定作業流程 

新藥一旦獲得上市許可，藥商可向厚生勞動省醫政局下的醫療經濟課提出藥

品收載及核價之申請，申請資料包括藥品基本資料、希望藥價及計算方式、類似

藥品比較資料、國際藥價、市場規模預測、藥品成本評估等。之後由經濟課聽取

藥商核價意見，並依據核價原則，如類似藥品有無、類似品選取的適宜性、加算

必要性及成本評估等方式，研擬藥價試算方案，最後將藥價試算方案提至中央醫

療協議會下設之「藥價算定組織」討論，該組織成員則依上述資料及核價原則，

進行考量，採多數意見核定藥價(湯澡薰，2009)。 

待第一次藥價結果核定之後，中央醫療協議會會通知藥商，藥商若不服核定

結果，可以「藥價核算不服意見書」提出申復，同時可申請出席表達意見，「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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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算定組織」直接聽取藥商意見後，再次討論並核定藥價，同時將核定結果再次

通知藥商，申復以一次為限。 

通知藥商後，若沒有不服意見，則將核定結果於中央醫療協議會總會進行報

告，隨後將核定結果通知申請藥商，通知內容包括藥品品名、規格單位、核定藥

價、收載日期及保險適用範圍。整體作業時間以 60 天為原則，最長不超過 90 

天，新藥核價及收載作業每年四次。 

 



 

32 
 

 



 

33 
 

 

Source: Japan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2017 

圖 2-6 日本藥品收載及支付價格訂定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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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藥品支付價格訂定原則 

1950 年，日本開始實施藥價基準，主要內容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指

新藥納入藥價基準品項收載的價格，第二部份是針對已上市藥品進行藥價調整後

的藥價。為確保藥價訂定透明化，日本於 2003 年 3 月公開藥品核價原則，其藥

品核價原則依原廠藥及學名藥分作說明如下(湯澡薰，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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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Japan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2014 

圖 2-7 日本新藥價格訂定流程圖 

 

原廠藥價格訂定 

首先，依據新藥是否有無類似品及新藥與類似品之比較結果，分別以下列三

種方式計算藥價： 

1. 與類似品比較方法一： 

新藥藥價計算方式以類似品(參考品項)的每日藥費為基準來計算藥價，每日

藥費指的是藥品一日通常最大使用單位之費用，其說明如下： 

類似品 新藥 ＜配合一日藥價＞ 

每錠 = 50 日圓 每錠 = X 日圓 50 日圓 × 3 錠 = X 日圓 × 2 錠 

一日 3 錠 1 日 2 錠 X=75 日圓 

類似品指的是與新藥的治療效果、藥理作用機轉、化學成分、劑型或給藥途

徑相似者。原則上以 10 年內收載於藥價基準中且尚無學名藥存在者作為類

似品。 

待藥價算定之後，再參考新藥的創新性(innovation)、有用性(usefulness)及市

場性(marketability)等給予加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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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創新性加算：同時符合下列三點條件時，給予加算 70%-120%。 

a. 新藥具有臨床上有用的新的藥理作用機轉(The newly entered drug has a 

clinically useful new mechanism of action) 

b. 有客觀證據顯示，新藥與類似品比較下具有較佳之有效性及安全性(The 

newly entered drug has been shown objectively to have greater efficacy and 

safety than existing drugs(comparator) in the same class) 

c. 有客觀證據證實，新藥能夠改善疾病治療的方法(The newly entered drug 

has been shown objectively to improve treatment of the indicated disease or 

trauma) 

(2) 有用性加算： 

a. 新藥若符合上述創新性原則當中之兩項者，則給予有用性加算 35%-60%。 

b. 新藥若符合以下條件之一項者，則給予有用性加算 5%-30%。 

i. 新藥具有臨床上有用的新的藥理作用機轉(The newly entered drug has a 

clinically useful new mechanism of action.) 

ii. 有客觀證據顯示，新藥較類似品具較佳之效果及安全性 (The newly 

entered drug has been shown objectively to be more effective and safe than 

existing drugs (comparator) in the same class.) 

iii. 有客觀證據證實，新藥能夠改善疾病治療的方法 (The newly entered 

drug has been shown objectively to improve treatment of the indicated 

disease or trauma.) 

iv. 有客觀證據證實，新藥因製劑的改良使其與類似品相比下，能提供治

療上較高之有用性(The newly entered drug has been shown objectively to 

offer, as a result of formulation improvement, greater therapeutic usefulness 

than other drugs in the sam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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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市場性加算： 

a. 新藥為根據藥事法規定的治療罕見疾病之用藥且其類似品不適用於市場

性加算時，新藥可給予市場性加算 10%-20%。 

b. 新藥的主要適應症其市場規模較小且其類似品不適用於市場性加算時，新

藥可給予市場性加算 5%。 

(4) 小兒加算：小兒劑量經許可使用，及用法用量具明確說明，且其類似品不適

用於小兒加算時，新藥可給予小兒加算 5%-20%。 

2. 與類似品比較方法二： 

適用於符合下列所有條件之新藥： 

● 新藥為具有可供比較的類似品且不具有加算條件之藥品 

● 在類似藥品當中，最早上市藥品已超過 3 年者 

● 新藥為同治療藥品類別中第 3 個上市者 

原則上，藥價計算方式有以下兩者，並取其較低價者：以過去 10 年所收載

類似藥品的一日藥價之平均價，或是近 6 年間所收載類似藥品的最低一日

藥價來計算。 

若上述之較低價仍超過根據「與類似品比較方法一」計算之金額，則藥價計

算方式再以 15 年間所收載之類似藥品一日藥價之平均價，或是 10 年間類

似藥品最低價的情形計算，並取此三者中最低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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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藥若沒有可供比較的類似品： 

藥價計算方式則依據製藥業者的意見，以製造成本、銷售費、研發費用、營

業利益、流通費用及消費稅作為核算藥價基礎。 

❶原材料費 成分、添加劑、容器 

❷勞務費 =4,264(勞務費單價)×勞動時間 

❸製造經費 =勞務費×1.719(勞動經費率) 

❹製品製造(輸入)原價 =❶＋❷＋❸ 

❺販售費、研究費等 =(❹＋❺＋❻)×0.377(販賣費及管理費率) 

❻營業利益 =(❹＋❺＋❻)×0.192(營業利益率) 

❼流通經費 =(❹＋❺＋❻＋❼)×0.076(流通經費率) 

❽消費稅 5% 

合計：藥價  

當藥品經由上述方法計算藥價後，再參考美國、英國、德國及法國的四國國

際平均價進行調整(美國參考 Red Book，英國參考 Drug Tariff、MIMS 及 Chemist 

and Druggist，德國參考 Rote Liste，法國參考 Vidal 等公定書價格)，調整原則如

下： 

● 大於國際平均價 1.5 倍，往下調整： 

以(1/3×算定藥價÷國際平均價+1)×國際平均價調整 

● 小於國際平均價 0.75 倍，往上調整： 

以(1/3×算定藥價÷國際平均價+0.5)×國際平均價調整 

若藥品為以下情況時，則不進行往上調整： 

● 採「與類似品比較方法二」來計算藥價 

● 具有複數的規格，和外國平均價格相比較，同時混雜有高規格和低規格之情

形時 

● 具有複數的規格，且只有非汎用規格為調整對象時 

● 外國平均價格只由一個國家的價格算定出時 

最後，若藥品為非汎用規格時，可依據其類似品的規格間比，以及藥品汎用

規格之價格，來計算藥品非汎用規格的藥價。其說明如下： 

類似品(B 錠)汎用規格(10mg/錠)的藥價 158.30 日圓，非汎用規格(5mg/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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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藥價為 82.50 日圓時，類似品(B 錠)的規格間比為： 

Log(158.30/82.50)/log(10/5)＝0.9402 

當 A 錠的汎用規格為 5mg 錠，價格為 174.60 日圓，而依據類似品的規格

間比，A 錠的非汎用規格(2.5mg 錠、10mg 錠)的藥價計算方式為： 

2.5mg 錠： 174.60 日圓 ×( 2.5 / 5)0.9402 ＝91.00 日圓 

10mg 錠： 174.60 日圓 ×( 10 / 5 ) 0.9402 ＝335.00 日圓 

 

學名藥價格訂定 

第一個上市之學名藥，其價格為原開發廠藥品的 0.7 倍，日後收載的學名藥

其價格為已收載之同規格學名藥品之最低價。當同規格學名藥品收載超過 20 項

時，其後收載品項再依同規格學名藥最低價的 0.9 倍核算。學名藥收載自 1994 年

開始為一年一次，從 2008 年起學名藥收載時間更為一年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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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韓國政府鼓勵新藥發展之相關措施 

生技產業為韓國政府推動經濟成長的五大重點產業之一，與資訊產業並列為

國家投資重點，希望能將韓國打造為全球重要的生技產業重鎮。而生技產業中，

製藥與醫療器材產業更是引領產業發展的重要關鍵，其中新藥的開發與藥品市場

的成長性尤為關注的焦點。根據 BMI (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的資料，韓

國為亞洲第三大、全球第 13 大藥品市場，2015 年藥品市場為 151 億美元(約 17

兆韓元) (製藥產業年鑑 2016)。 

2015 年南韓食品藥物安全部(Ministry of Food and Drug Safety, MFDS)共 35

項新藥上市，35 項新藥中，有 7 項為國產新藥、28 項為進口新藥(製藥產業年鑑

2016)。韓國藥廠對於藥物研發的積極投入可追溯到 1990 年代(表 2-4)，韓國在

1999 年核准了第一個韓國藥廠自行開發的藥物。 

 

第一款 韓國政府推動政策 

韓國政府長期以「選擇集中」為產業發展之策略：集中政府之力量，利用產

業立法、租稅優惠、金融協助協助重點產業之發展，並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另外，

為了吸引海外企業在韓國設廠投資，以推動建構技術轉移與產業促進，韓國政府

對於外國人在韓國設立之研發中心，給予與韓國本土企業相同之租稅優惠政策，

另外給予現金支援全額設施費以及人事費。 

21 世紀以後，韓國全力發展生物技術，並將其視為引領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雖然韓國生技產業起步較晚，但是在政府集中力量積極支援下，短短 10 多年間， 

已獲得相當的發展成果。 

南韓一直以來有計畫將包含製藥在內的生技產業與資訊產業共同列為國家

發展之重點產業，故有許多相關的推動計畫。茲將韓國於生技產業主要推動政策

及措施彙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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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韓國主要生技產業推動政策及措施 

年 主要政策或措施 

1983 
通過「基因工程促進法( Genetic Engineering Promotion Law)」(基因工程促進法

更名為「生物技術促進法(Biotechnology Promotion Law)」) 

1985 
成立韓國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研究所(Korea Research Institute of Bioscience & 

Biotechnology, KRIBB) 

1994 啟動生物科技第一框架計畫： Biotech 2000 (1994 ~ 2006 年) 

1998 

修正「Brain Research Promotion Law」 

成立「推動腦科研究基礎計畫(Basic Plan for Promotion of Brain Research)」

(Braintech 21: 1998 ~ 2007 年) 

2004 
選定生物新藥(Advanced Biomedicine)、生物器官(Bio-organ)及生物晶片(Biochip)

為新一代成長動力 

2006 啟動生物科技第二框架計畫：Bio-Vision 2016 (2007 ~ 2016 年) 

2007 

啟動「推動腦科研究第二期綱要計畫(The 2nd Framework Plan for Promotion of 

Brain Research)」(2008 ~ 2017 年) 

成立「The Master Plan for National Life Resources」 

2008 
成立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ic plan “577 initiative” 

在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下成立「BT Committee」 

2009 
在「新成長引擎發展策略(Visions and developmental strategies for a new growth 

engine)」下 3 個領域選定 17 項新成長引擎 

2010 NBIC National Fusion Technology Map 

2011 成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National Science & Technology Commission, NSTC) 

資料來源：湯谷清、秦慶瑤(2012) 

 

在政府推動政策方面，1982 年韓國科技部首次將生物技術納入國家研發規

劃之中，1983 年「生物技術促進法(Biotechnology Promotion Law)」正式實施。 

1992 年韓國開始實施「國家生物科技研發計畫」，為使韓國的生技實力提昇

至與世界強國相同的水準，韓國政府自 1994 年起開始實行 Biotech 2000 計畫

(1994 ~ 2006 年)，根據 Biotech 2000 規劃，為發展關鍵技術，確保在生技、IT、

奈米等關鍵性領域保持領先地位，韓國政府更於 2000 年啟動「21 世紀前端研發

項目」、2004 年啟動了下一世代成長動力計畫(next-generation growth engines)，該

計畫選出包括生物技術領域在內的 10 個產業領域進行密集型投資。其中生物新

藥(Advanced Biomedicine)、生物器官(Bio-organ)及生物晶片(Biochip)被選定為新

一代成長動力。 

Biotech 2000 計畫在韓國生技政策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並分成三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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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 1997 年、1998 ~ 2001 年及 2002 ~ 2006 年)進行，計畫目標是使韓國的生

物技術水準成為全球的生技強國之一。在此期間，韓國政府對生物技術領域的研

發經費投入達到 4.3 兆韓元。 

2006 年 11 月，在充分吸取了 Biotech 2000 計畫的經驗和執行的基礎之上，

由韓國教育科學技術部領頭，聯合其他政府部門，召開生物科技綜合政策審議

會，規劃完成了 Bio-Vision 2016 計畫。 

Bio-Vision 2016 是 Biotech 2000 計畫的傳承和創新，是 2006 ~ 2016 年期間

指導和推動韓國生物技術發展的國家政策。生物科技二期框架計畫 Bio-Vision 

2016 的核心包括：韓國國家生物科技創新體系、增加研發投入經費、推動韓國

生技產業的發展並使其走向世界、制度改革以及增大韓國民眾對生物技術的認可

度。其主要內容將積極促使研發成果用於產業化，並為轉移相關技術將活絡組織

結構及資金，以期改善企業之活動環境； 同時培養分析專利、行銷、生物倫理、

研究倫理及國際化等各部門之專業人力。 

以教育科學技術部為首的 8 個政府部門共同實施的 Bio-Vision 2016，計畫投

入 14 兆億韓元，透過確保技術來源，構建產業基礎設施來實現生物技術強國的

目標。與 Biotech 2000 計畫實施期間，政府投入的 4.3 兆韓元相比，總投資額有

了相當驚人的成長。該計畫將對後基因(Post-genome)研發和生物技術、資通訊、

納米技術的結合技術、大腦研究和幹細胞研究等技術領域進行集中投資。韓國政

府並冀望透過 Bio-Vision 2016 的執行成果，能躋身為全球生物科技七強之一。 

韓國政府在新藥產業發展的政策上也展現強盛的企圖心，如 2000 年衛生保

健部投資 10.8 億美元，發展「健康與醫護技術提昇」十年計畫，志在將南韓食

品藥物管理局(Kore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KFDA)能力提升至美國 FDA

相同水準，顯示出韓國在藥品審查及查驗上之企圖心及積極性。2013 年 3 月 28

日 KFDA 已正式更名為「食品藥物安全部(Ministry of Food and Drug Safety, 

MFDS)」(製藥產業年鑑 2016 p100)。韓國政府在 1999 年核准了第一個韓國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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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 Pharmaceuticals 自行開發的新藥抗癌藥 Sunpla 上市。LG Life Science 的呼吸

道感染用藥 Factive，1993 年起於韓國開始研發，1997 年和英國 Smith-Kline 

Beecham 進行全球臨床合作，2002 年獲南韓食品藥物安全部(MINISTRY OF 

FOOD AND DRUG SAFETY, MFDS)核准於韓國上市，次年獲美國 FDA 核准上

市，本土藥證及國際藥證取得的時間僅相差 1 年，也讓韓國成為全球第十個有能

力開發新藥的國家。此外，看好全球生物相似性藥品(biosimilars)產業的發展潛

力，韓國政府於 2010 年公布「促進 biosimilars 全球出口產業化政策」，目標要在

2020 年培植 5 間全球性企業，出口規模擴充至 100 億美元，達全球市占率 22%。 

韓國政府 2012 年提出 Pharma 2020 Vision 計畫，第一階段為 2013~2017 年

的 5 年規劃，政府投入 10 兆韓元在 5 年之內與國內藥廠合作開發 20 項新藥，同

時設立 5,000 億韓元的基金協助當地藥場提升國際知名度。這廂規劃有助於 2017

年南韓藥品出口金額達 11 兆韓元，成為全球 10 大藥品製造國之一(製藥產業年

鑑 2016)。 

 

第二款 韓國政府之研發投入 

韓國政府自 1990 年代起，即投入大量資金於生技產業的研發，尤其自 1994

年開始實行 Biotech 2000 計畫起，每年投入研發的經費即以 23%的年成長率增

加，由 1994 年的 536 億韓元，增加至 2000 年的 2,462 億元，2009 年首度突破兆

元，2010 年達 1.44 兆元(圖 2-8 )。 

韓國政府研發經費的投入，主要提供包括：韓國教育科學技術部(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知識經濟部(the Ministry of Knowledge 

Economy)、健康福祉部(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農林水產食品部(the 

Ministry for Food,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及相關政府機構進行技術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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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湯谷清、秦慶瑤(2012) 

圖 2-8 韓國政府於生技研發經費之投入 

 

第三款 資金及人才吸引 

1. 資金激勵工具 

(1) 租稅優惠 

韓國國會於 2004 年底修正通過公司所得稅法，針對韓國國內外公司之所得

稅減免規定作了相當幅度的調整，其中與生技投資有關之規定為下： 

●依都市發展計劃法，設立在都市計劃區內之公司，前三年公司所得 100%免稅， 

再來的兩年則為 50%減稅優惠。 

●公司所得係由於都市發展計劃者所執行的計劃或建設投資所得者，可享有前三

年 50%及接續下來兩年 25%的租稅減免優惠。 

●因都市發展計劃而購置資產並用以都市計劃發展者，可享有連續 15 年的資產

稅(Acquisition tax，指因購置資產所產生之稅賦)減免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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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韓國生技產業租稅優惠 

項目 內容 

租

稅

減

免 

研發支出 

●研發費用減免：生技公司以該公司研發所支出費用的 20%

作為租稅減免，或以增加研發費用的 40~50%作為租稅減

免 

●研發投資減免：生技公司為研發所支出之設備費用，可享

受 7%投資抵減 

進口研究用設

備或相關配件 

●提供科技或產業研究之關稅減免：為了幫助科技與產業研

究，而進口之設備或相關配件，可減少或免除其關稅 

技術移轉所得 
●技術移轉所得免稅：在韓國移轉技術之所得，可免除所得

稅 

外國技術人員

所得 

●外國技術人員所得免稅：派助於韓國特定機構服務或從事

研究之外國技術人員，其受領之服務所得， 可享受 5 年

所得免稅 

企業研發中心

所在之不動產 

●不動產地方稅免稅：生技公司設置研發中心購買或持有之

不動產，免除地方稅 

資料來源：湯谷清、秦慶瑤(2012) 

為了激勵新藥開發、提升競爭力，韓國制訂了新藥價政策、並對本國企業提

供稅收減免，將免稅幅度提高到研發支出的 20%。同時，韓國政府亦開始禁止藥

廠與臨床醫師間的回扣制度，否則將對醫師與藥廠施以罰則，期能提升藥品行銷

與流通的透明度。 

為鼓勵創新研發，韓國亦積極推動民間企業參與投資，如 2009 年 3 月推動

的 GATE Project (Get Armed to Explore Global Markets)，是由 Novartis、韓國健康

產業發展協會(Korea Health Industry Development Institute)、三星高科技研究所

(Samsung Advanced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cKinsey & Company、大韓貿易投

資振興公社(Korea Trade-Investment Promotion Agency)等發起成立，旨在對本國

生技新創公司提供技術商業化的支援，協助新創公司建立全球競爭力，並期能更

進一步吸引外國投資。 

(2) 補助／獎賞機制 

●鼓勵私人機構投資，如銀行，並設立投資基金以投資者以符合投資所需。 

●研究基金投入基礎地區知識的研究，支持教育及訓練計畫，以供應充足之人力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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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基礎建設及法律體制促進產業發展，以及宣導新知識．智慧財產權法在專

利保護方面的改進，使得近幾年核准之國外專利藥不易被韓國本地廠商開發學

名藥，雖然降低了本地廠商的競爭力，相對的使得國外廠商進入韓國市場的意

願提高。 

●設立國家與地方科技中心及園區，並鼓勵外資投入。 

 

表 2-5 韓國生技產業補助／補償制度 

項目 內容 

政府

補助

金 

研發特別

補助金 

●生技產業的研究發展與提昇產業全球競爭力及有助於提

昇生活品質的研究，可以獲得研發特別補助金 

基礎產業

或前瞻性

產業之研

發經費補

助 

●政府補助基礎產業或前瞻性產業之研發支出的三分之一

至四分之三的研究費用。若研發之結果成功， 政府將於

完成研究發展三年後回收補助金之 20~40%。 

●個人或小公司將新科技商業化：政府提供財務援助給，

補助可達全部費用的 80~90%。 

融資 

融資優惠 

●科學及技術發展推動基金提供融資，給予從事長期研發

的生技產業。 

●韓國發展銀行將提供長期、低利貸款給生技公司，作為

新產品和製程科技的發展及新科技商業化的研究發展之

用。 

●韓國工業銀行，在 2004 年提供 500 億韓元給中小企業，

作為研究發展經費融資。 

●生技創投研發費用 

生技

創投 
資金提供 

●生技創投透過購買公司股票或債券投資生技公司，提供

研究發展經費。 

資料來源：湯谷清、秦慶瑤(2012) 

 

對內，韓國政府不僅在基礎建設以及相關租稅優惠上，提供生技產業極佳的

發展環境；對外，也制訂相關法令吸引外資投入韓國包含製藥在內的生技產業發

展。其中，與鼓勵外資投入相關的法令有「外國人直接投資法」、「外國投資促進

法」與「外國人土地取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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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韓國外國人投資法之租稅優惠 

項目 內容 

租

稅

獎

勵 

公司稅之

減免 

●公司稅之免除與減低：在『外國投資促進法』下， 外國人直

接投資設立政府所獎勵之最新生物科技， 則該公司前五年公

司稅 100%免稅，第六年至第七年之兩年減公司稅 50%。 

財產取得

與登記 
●外國人直接投資設立之公司，享有財產取得稅及登記稅免稅。 

關稅免稅 
●符合『外國人直接投資法』規定之公司，而引進固定資產可享

有 100%關稅免除，其中還包括特別貨物稅及加值稅。 

股息免稅 ●符合外國人直接投資法規定之公司，其股息所得免稅。 

資料來源：湯谷清、秦慶瑤(2012) 

 

1998 年制定之「外國人直接投資法」，係韓國政府為獎勵外國人投資，促進

產業發展的主要法令之一，期間並經過 15 次的修正，成為現行的 33 個條文。主

要內容有： 

(1)除韓國本國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外國人在韓國投資或總公司設在國外之公

司在韓國的投資，享有與韓國國營企業及私人公司相同之商業進行模式。 

(2)除韓國本國法律有特別規定外，本法中所可用於韓國國營企業或私人公司之

減免稅賦之規定，應一併適用於在韓國投資之外國人或總公司設在國外而在韓

國投資之公司。 

(3)除本法第四條第二項各款之規定或韓國本國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外國人在

韓國之投資不應受到限制。 

(4)在韓國貿易投資推廣局下設立外國投資支援中心，提供外國投資者或總公司

在外國而在韓國投資之公司投資建議、指導、諮詢、產品推銷、研發乃至於相

關民事訴訟之資訊。 

而「外國人土地取得法」之內容則主要包括： 

(1)承認外國人、外國政府、國際組織得取得韓國境內之土地。 

(2)互惠條款：若某國就韓國人、韓國法人、韓國政府或其他依韓國法律成立之

組織在其境內取得土地設有限制者，韓國政府可能會對該國自然人、法人或政

府在韓國境內取得土地設有限制。 



 

48 
 

(3)因都市發展計劃而購置資產並用以都市計劃發展者，可享連續 15 年資產稅

(Acquisition tax，指因購置資產所產生之稅賦)減免優惠。 

2. 人才吸引 

韓國非常重視科技教育、培訓和科技創新人才的開發利用。主要措施包括：

通過科學技術教育體系改革，把創造性人才培養作為科學技術教育的目標，以培

養科技後備軍；通過提高大學科研品質和制定以研究為導向的研究生培養計畫，

來擴大高級科技人才培養，促進科技人才結構的提高；2001 年宣佈實施「國家

戰略領域人才培養綜合計畫」，該計畫目標在 2005 年前針對有助於提高國家競爭

力的 6 個戰略領域(包含生物醫藥領域)擴大其投入，提高 22 萬名在校學生和研

究機構科技人員的水準，並培養 18 萬名新人才。 

韓國政府採取一系列的措施，充實科技人力資源，組成高水準的科技團隊。

一為強調透過教育改革，培養國內人才，藉由理工大學、政府及企業合作之研究

機構， 增加博士級高階的尖端人才培育，以及設立新技術專門研究機構，培養

新技術領域核心精銳人力。此外，透過發展技術教育與在職技術培養訓練，獲得

所需的中等技術人才，並大力培養專門產業人才。 

二為派遣國內高階人才出國進修深造，或藉由國際合作計畫培養人才。韓國

自 20 世紀 80 年代起加強科技外交，在引進技術中引進人才，在推進科技合作中

壯大科技力量。其中，韓國除了每年向美國派遣幾千名留學生外，還有目的的選

送專家和教授到美國學習科學技術。在與外國簽訂技術轉讓協定或在合資經營的

同時，派出大批科技人員向轉讓技術公司學習科學技術或請外國專家培訓在本地

工作的科技人員。此外，有鑑於中國勢力的極速成長，在中國設立大學分校，並

誘導中國之大學在南韓設立分校，以培養中國專門產業人力。 

最後是吸引海外僑民科技人才回國參與服務， 以及吸引外國科技人才，並

制定「聘用海外科學技術人才制度」，規定從事電子通信、生物工程、航太航空、

新材料等研究開發機構，可大力引進外國科技人才，政府給予一定資助。為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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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科技人力，韓國國內企業雇用外國技術人力時，享有優先核發簽證、入出國

流程特別禮遇及延長居留時間的「金卡(Gold Card)制度」。韓國政府對回歸人員

的補償包括搬家費、免費住房、海外旅行、孩子的教育補貼、當地交通補助等多

方面，此外，韓國政府還特別給予外籍技術人員薪資所得五年免稅的租稅優惠， 

以及津貼補助、提供多種海外培訓項目等措施。 

除了吸引海外科技人才至韓國就業，韓國教育部亦推動十年內吸引五萬名海

外留學生的「韓國就學(Study Korea)計畫」，招攬未來人才。並透過吸收韓國留

學生回流及亞洲留學生至韓國就學及發展，招攬國際優秀人力，發展韓國成為「亞

洲人力培育中心」。 

在韓國所實施的一系列政策中，最有特色的就是推行相關法律，配套人才引

進的相關機制。為此，韓國政府相繼公佈了「韓國科技研究所援助法」、「科技成

就法」等系列法律條例，將保護與促進科技、人才發展上升到法律高度，從宏觀

環境為爭取科技人才回歸創造了動力。對於外國高技能人才，規定在韓國居住 5

年以上的外國人可以參加地方選舉，並強化外籍人士生活環境，提出「外國人生

活環境改善五年計畫」。 

 

表 2-7 韓國的人才培訓及延攬政策 

科技人才培訓 科技人才延攬 

●透過理工大學、政府及企

業合作之研究機構， 增加

高階的尖端人才培育 

●設立新技術專門研究機

構， 培養新技術領域核心

精銳人力 

●派遣國內高階人才出國進

修深造 

●透過國際合作計畫培養人

才 

●「聘用海外科學技術人才制度」 

●優先核發簽證、入出國流程特別禮遇及延長居

留時間的「Gold Card 制度」 

●延攬外籍技術人員，薪資所得五年免稅 

●津貼及補助 

●外國高技能人才在韓居住五年可參加地方選舉 

●提出「外國人生活環境改善五年計畫」 

●「Study Korea 計畫」 

●加強吸收外籍學生，並給予轉換身份機會 

●發展成為「亞洲人力培育中心」 

資料來源：湯谷清、秦慶瑤(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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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韓國健保藥品核價政策 

(一) 藥品收載及支付價格訂定相關機構 

在韓國，決定藥品收載及藥價核定的做法與加拿大及澳洲類似，分別是由兩

個機構執行，其負責的機構一個是 Health Insurance Review and Assessment 

Services (HIRA)，另一個是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Corporation (NHIC) (湯澡

薰，2009)。 

HIRA 於 2000 年成立，為一個獨立的半政府機構，主要負責審核保險給付，

訂定審核標準，實施醫藥科技評估及評估健保醫療資源使用的合理性。在藥品方

面，HIRA 負責審查藥品並決定藥品是否列入給付項目，及使用條件之限定。在

HIRA 內，審查新藥的部門不是單一部門，而是跨部門，約有 10 位審查人員在

某一部門及 3 位研究人員在研發部門，另外組成 Pharmaceutical Benefit Evaluation 

Committee，聘請專家學者做最後的審查及決定，其專家學者由醫師、藥學專家、

流行病學專家、藥物經濟學專家等組成，約 18 人。藥品審查考量的因素為可能

替代之其他藥品(available alternatives)、藥品成本效益、藥品臨床效益、藥品於

其他國家給付的情況的替代性、預算衝擊分析，及治療疾病之嚴重度及必要性等。 

NHIC 為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約有 10,000 位職員，主要負

責收取保費，給付給醫療提供者，同時決定給付價格，而藥價給付則是由 NHIC 

與藥廠議價而決定的。在藥價協商中，NHIC 考量的因素為 HIRA 評估藥品給付

之資料，包括可能替代之其他藥品、使用藥品病人數、藥品預計使用量及給付範

圍，以及藥品對保險財政之影響等，另外也考量藥品研發費及國外價格，然藥品

成本效益並非 NHIC 協商藥價之主要考量因素。 

(二)藥品收載及支付價格訂定作業流程 

當藥品經韓國的FDA 核准上市後，廠商可提出新藥收載的申請文件(dossier)

至 HIRA。於 2008 年開始，新藥收載的申請文件內容必須包括藥物經濟學的數

據，包括成本效益及預算衝擊分析等。其中，新藥指的是具有新成份(new chem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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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ty)、新給藥途徑(new route of administration)或治療新適應症(new indication)

之藥品，若藥品與現有藥品相比，其療效類似且價格較低，或者是治療罕見疾病

之孤兒藥，則不需提供藥物經濟學的數據。所有有關藥物經濟學的申請資料必須

遵守 2006 年 HIRA 公布的藥物經濟學指南。根據藥物經濟學指南，廠商的藥物

經濟學報告需以社會觀點出發，建議以成本效果分析(CEA)或成本效用分析

(CUA)方式呈現，且報告結果需提供 ICER 值。廠商也需詳細說明評估過程，並

建議採最常用的藥品當作比較對象，以 head-to-head trial 來分析。另外，藥物經

濟學報告需呈現資料蒐集之過程，所有相關的成本及效果指標也需明確說明。折

現值建議為 5%，(以 0%、3%、7.5%作為敏感度分析之折現範圍)。若資料來源

具不確定性，建議需做敏感度分析。最後藥物經濟學報告也需提供預算衝擊分析

(湯澡薰，2009)。 

每個申請案件先由一個審查人員做全部文件的審查，有時藥物經濟學部份也

會由外部人員審查。審查報告由審查人員寫好後，送給一位專長於藥物經濟學研

究的學者再審查，目前 HIRA 有三位該類的研究學者。最後，審查報告送到

Pharmaceutical Benefit Evaluation Comittee 去報告，決定後再提供建議給衛生署

公佈。而藥品支付價格的訂定則由 NHIC 與廠商議價。藥品收載審查約 150 天，

核價決定約 60 天，之後再由衛生署 MOHW 於 30 天內做最後之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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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Bae, 2008 

圖 2-9 韓國藥品收載及支付價格訂定流程圖 

(三)藥品支付價格訂定原則 

原廠藥價格訂定 

原廠藥品支付價格上限由廠商與 NHIC 以議價方式來核價，因考量預算衝

擊(budget impact)，NHIC 以新藥的預期銷售量以及藥品的替代程度(substitution 

effect)來做議價。同時為了控制藥費支付，也引進價量協定 (price-volume 

agreement)。第一年若實際銷售金額高於預估金額的 30%，第二年藥價就降 10%；

若第二年的實際銷售金額高於第一年銷售金額的 60%，第三年藥價就降 15%。

此外，除參考 7 大工業國家(美國、日本、加拿大、義大利、法國、英國及瑞士)

之公定價格，另也增加許多國家的藥價作為參考藥價，自 2007 年 9 月起台灣已

正式成為韓國國際藥價的參考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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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藥價格訂定 

若新藥過專利期而有學名藥上市，則原廠藥支付價自動降低到 80%位置，而

學名藥支付價格則定在 68%位置。複方藥若是由兩種原來市場既有的單方藥組

成，此複方藥的支付價則是兩種單方藥之 68%價格相加。 

(四)藥品政策改革 

韓國於 2006 年 5 月 3 日公布 Drug Expense Rationalization Plan(DERP)，並

於同年 12 月 29 日開始實施，用以降低健保藥物之總花費，其改革計畫可以藥

品收載及藥價核定兩方面分作說明。為降低健保藥物的總花費，從 2007 年開始

實施 Drug Expense Rationalization Plan (DERP)之後，僅收載具有臨床效益及成本

效果之藥品。 

在藥價核定方面，實施 DERP 以前，新藥分為「療效顯著改善新藥」及「類

似療效新藥」兩類來核價。若屬「療效顯著改善新藥」，則依據 7 大工業國家的

公定價格，扣除經銷利潤，換算匯率及加上營業稅及營業利潤後所核算的價格，

據此作為支付上限價。若屬「類似療效新藥」，依選定新近收載之「類似療效藥

品」作為參考藥品，比較參考藥品於韓國及國際的藥價，再依其相對值，計算新

藥於韓國的相對藥價，作為支付上限價，惟仍不得超過該藥品於 7 國的國際平

均價。其 7 大工業國家的公定價格為依據美國 Red Book、英國 NIMS、瑞典

Arzneimittel Kompendium Der Schweiz、日本保險藥事典、法國 VIDAL 、德國

Rote Liste 、義大利 L’informatoreFarmaceutico。 

然而，因韓國使用新藥的速度非常快，每年約有 50 種新藥引進藥品市場，

且在僅有少數參考藥價之國家使用新藥的情況下，此種核價方式無法保證新藥價

格訂定之合理性。舉例來說，2003 年至 2005 年當中，約有 40%的新藥於上述

的 7 大工業國家當中，僅一個國家使用，使得新藥價格的訂定僅能參考一個國

家的藥價。因此，於 2007 開始實施 DERP 之後，韓國改用議價方式決定藥品支

付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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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實施 DERP 之前，藥品收載及核價的決定皆由 HIRA 負責，審查流

程為 150 天完成，實施 DERP 之後，藥品收載及核價的決定由兩個機構負責，

HIRA 用 150 天做收載審查之決定，NHIC 用 60 天做核價之決定，再給衛生署

MOHW 用 30 天做最後之裁決，審核完成時間約為 24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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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健保新藥收載及核定制度 

第一項 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以下稱支付標準)係依據全民健

康保險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訂定。原則上，每年檢討一次。支付標準全文共分為

六編，第二編第二章「健保藥品支付價格訂定原則」是支付標準中最重要的章節，

本章係有關健保藥品支付價格訂定原則，包括「新藥」(係指新成分、新劑型、

新給藥途徑及新療效複方)及「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已收載成

分、劑型之新品項」之新品項(包括複方及特殊規格藥品與其他處方藥品)等分別

採取不同之方式核價。 

台灣的新藥健保藥價係依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所頒布的「全民健康

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17 條新藥之付價格之訂定原則： 

如果在台上市的新藥被歸類為第 1 類新藥，意即藥品許可證之持有藥商須提

出與現行最佳常用藥品之藥品－藥品直接比較(head-to-head comparison)或臨床

試驗文獻間接比較(indirect comparison)，顯示臨床療效有明顯改善之突破創新新

藥(支付標準§14)。第 1 類新藥之健保支付價格之訂定原則以十國藥價中位數核

價。對於致力於國人族群特異性療效及安全性之研發，在國內實施臨床試驗達一

定規模者，以十國藥價中位數之 1.1 倍(即加算 10%)核價(支付標準§17)。 

如果在台上市的新藥被歸類為第 2 類新藥，則可再細分為第 2A 類與第 2B

類新藥：第 2A 類係指與現行最佳常用藥品比較，顯示臨床價值有中等程度改善

(moderate improvement)之新藥；第 2B 類係指臨床價值相近於已收載核價參考品

之新藥。(支付標準§14)第 2 類新藥之健保支付價格之訂定原則如下(支付標準§

17)： 

(一)以十國藥價中位數為上限。 

(二)得依其臨床價值改善情形，從下列方法擇一核價： 

1.十國藥價最低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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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產國藥價 

3.國際藥價比例法 

4.療程劑量比例法 

5.複方製劑得採各單方健保支付價格合計乘以 70%，或各單方同成分規格藥

品支付價格之中位數合計乘以 70%，或單一主成分價格核算藥價。 

(三)依上述核價原則計算後，若符合下列條件者，則另與加算，惟仍不得高於十

國藥價中位數： 

1.對於致力於國人族群特異性療效及安全性之研發，在國內實施臨床試驗達一

定規模者，加算 10%。 

2.在國內進行藥物經濟學(Pharmaco-economics, PE)之臨床研究者，最高加算

10%。 

新藥若選擇台灣作為第一個上市國家，則其健保藥價係依據衛生福利部中央

健康保險署所頒布的「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17-1 條，  

在我國為國際間第一個上市，且具臨床價值之新藥(包括增進療效、減少不良反

應或降低抗藥性)，得自下列方法，擇一訂定其支付價格： 

(一)參考市場交易價。 

(二)參考成本計算法。廠商須切結所提送之成本資料無誤，且須經保險人邀集成

本會計、財務及醫藥專家審議。 

(三)參考核價參考品或治療類似品之十國藥價，且不得高於該十國藥價中位價。 

台灣的新藥健保藥價核價公式定義及執行方式，係依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署所頒布的「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18 條以及「全民

健康保險新藥收載及核價作業須知」，但僅說明「國際藥價比例法」與「療程劑

量比例法」兩種新藥健保藥價核價之公式定義及執行方式，關於十國藥價中位數

核價、十國藥價最低價、原產國藥價、參考市場交易價、參考成本計算法，則未

見「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及「全民健康保險新藥收載及核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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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須知」詳加說明。「國際藥價比例法」與「療程劑量比例法」之核價公式定

義及執行方式之說明如下(全民健康保險新藥收載及核價作業須知，2016) 

一、國際藥價比例法： 

(一)分別計算十國新藥與核價參考品之藥價比值，並取各國藥價比值之中位

數乘以核價參考品之健保藥價，計算該新藥之健保價格。 

(二)若可供參考之藥價比值國家數為奇數，取最中間一國藥價比值為之；若

為偶數，取最中間二國藥價比值之平均值為之。 

(三)以下舉例來說明(表 2-8)： 

表 2-8 國際藥價比例法舉例 

國別 新藥(A) 參考品(B) 比值(A/B) 

美國 639.50 元 480.33 元 1.33 

日本 無藥價 252.20 元 無比值 

英國 390.91 元 230.42 元 1.69 

加拿大 無藥價 198.50 元 無比值 

德國 455.00 元 256.32 元 1.77 

法國 458.72 元 240.92 元 1.90 

比利時 403.05 元 無藥價 無比值 

瑞典 無藥價 200.78 元 無比值 

瑞士 420.60 元 262.95 元 1.59 

澳洲 365.21 元 188.89 元 1.93 

健保支付價 185 元 

(1)藥價比例中位數：(英國之 1.69+德國之 1.77)÷2=1.73。〔具藥價比值之

國家數為 6 國(偶數)，故取中間二國藥價比值之平均數。〕 

(2)新藥健保支付價=參考品之健保支付價×藥價比值中位數=185 元×

1.73=3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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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療程劑量比例法： 

(一)依新藥療程劑量及參考品療程劑量及單價，計算每單位新藥之初始藥

價。以下舉例來說明(表 2-9)： 

表 2-9 療程劑量比例法舉例 

 新藥(A) 參考品(B) 

劑型 錠劑 錠劑 

療程劑量 每日兩次，每次 1 顆， 

每日藥量 2 顆(2×1=2) 

每日三次，每次 2 顆， 

每日藥量 6 顆(3×2=6) 

健保支付價 初始藥價 18.4 元 

新藥之初始藥價=18.4 元×〔(3×2)/(2×1)〕=55 元 

(二)依療程劑量比例法核價者，得考慮新藥與參考品之療效、安全性及方便

性，以下列方式加算： 

1.比核價參考品療效佳，並有客觀證據(evidence base)者，最高加算 15%。 

2.比核價參考品安全性高，並有客觀證據者，最高加算 15%。 

3.在使用上，較核價參考品更具方便性者，如用藥間隔較長、用藥途徑

較優、療效與安全性監測作業較簡化、安定性較穩定、效期較長、攜

帶方便、調製較方便、使用較方便、安全包裝者，最高加算 15%。 

4.具臨床意義之兒童製劑者，最高加算 15%。 

依據前述《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的新藥相關核價規則，

無論是第 17 條的新藥支付價格之訂定原則，或者是第 17-1 條我國新藥之首國上

市國的新藥支付價格訂定原則，皆強調「十國藥價」，感受到在健保政策的規劃

中，等於是我國政府希望新藥能夠先在十大醫藥先進國優先上市，爾後再來台上

市。值得思考的是，台灣在全球藥品市場的市占率僅占 0.5% (製藥產業年鑑

2015)，新藥研發公司在擬定藥品上市計畫時，必定以市占率較高之國家為主要

優先上市國，而藥品市場占比如此低的台灣則不見得能在藥品研發公司之新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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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優先考量範圍內，而若台灣健保政策又如此訂定，未積極爭取新藥在台上市

之優先順序，無非是阻礙民眾取得新藥之可近性；同時，也顯示出健保政策制定

者的思維，無非是把新藥與進口藥劃上等號，從未考量台灣也有能力研發出新成

分新藥，以致於支付標準第 17-1 條的訂定仍無法跳脫進口藥的思維。 

 

第二項 全民健康保險新藥收載及核價作業程序 

前一節簡單的說明健保藥品支付價格訂定原則後，接下來將介紹如何將新藥

增列為全民健康保險新藥收載之品項。依據《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

標準》第二章健保藥品支付價格訂定原則，其中有關新藥之規定，係依支付標準

第 4 條所述「新藥及新功能類別特殊材料品項者，其建議書應含財務衝擊分析資

料，經保險人同意後，始得納入支付品項。前述未收載品項，保險人應依本標準

之收載及支付價格訂定原則，並經「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

擬訂會議」(以下稱藥物擬訂會議)擬訂後，暫予收載。」新藥係由保險人(亦即健

保署)邀集主管機關及其所屬藥物管理機關代表、專家學者、被保險人、雇主、

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等代表組成的「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

擬訂會議」(以下稱藥物擬訂會議)進行審議核定。新藥申請核價處理流程相當繁

瑣(如圖 2-10)；健保署接到藥商所提新藥給付申請案件，在行政審查確認符合申

請要件後，以公文告知醫藥品查驗中心(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以下簡稱

CDE)，CDE 之醫療科技評估組(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以下簡稱 HTA 組)

接獲通知後即安排兩位研究員協助健保署進行 HTA 相關業務，一位做臨床療效

評估，一位做經濟評估。HTA 組接獲健保署所轉來的廠商申請文件後，以一個

月時間查詢資料，並將資訊整合完成評估報告，經複審後，在 42 天內完成核定

再發文給健保局。健保署接到 CDE 的評估報告後，仍運用原機制，將新藥申請

案件與連同CDE評估報告送給藥物擬訂會議做審查(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官

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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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來源：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官方網站 

圖 2-10 健保新藥收載建議案醫藥科技評估作業流程圖 

 

健保《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規定新藥收載原則，新藥指

為收載於支付標準之新成分、新劑量、新給藥途徑及新療效複方等品項，並規定

新藥之藥價應由保險人邀集主管機關及其所屬藥物管理機關代表、專家學者、被

保險人、雇主、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等代表組成的「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

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以下稱藥物擬訂會議)進行審議核定(程馨，2004)。 

健保署設置「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以下

稱藥物擬訂會議)，專責新藥收載、藥價訂定及藥品使用規範訂定。藥物擬訂會

議由健保署邀集主管機關及其所屬藥物管理機關代表、專家學者、被保險人、雇

主、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等代表組成。新藥獲得食品藥物管理署核發之藥品許可

證之後，由廠商向健保署提出健保藥價申請，檢附資料包括：藥品基本資料(許

可證影本及中、英文仿單)、藥品相關資料、與參考品之比較、參考國藥價資料、

本品於國外最新之給付規定、國內實施種族特異性及安全性臨床試驗資料、國內

實施藥物經濟學研究資料、英國及澳洲及加拿大三國醫藥科技評估(HTA)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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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效益評估文獻摘述、新藥納入收載後之財務影響分析資料、證明突破創新新

藥之療效顯著性；而適用於在我國為國際間第一個上市且具臨床價值之新藥之檢

附資料則略有差異(如表 2-10)。(程馨，2004) (詳見附錄一、附錄二) 

 

表 2-10 進口與國產新藥專用納入全民健康保險給付建議書比較表 

附件目錄 

(標有星號★為必檢附之資料) 

案件類別： 

□新成分新藥 

□新劑型新藥  

□新給藥途徑新藥 

□已收載成分複方新藥  

適用全民健康保險藥物

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十七條之一：在我國為

國際間第一個上市，且

具臨床價值之新藥 

一、藥品許可證正、反面影印本 ★ ★ 

二、藥品中、英文仿單 ★ ★ 

三、主成分之專利資訊資料 V V 

四、建議收載藥品相關文獻資料 ★ ★ 

五、療效參考品相關文獻資料 ★ ★ 

六、參考國藥價資料 V 

★參考國藥價資料、成

本計算法及市場交易價

相關證明文件 

七、本品於國外之最新給付規定資料 V X 

八、國內實施種族特異性及安全性臨床

試驗資料 
V V 

九、國內實施藥物經濟學研究資料 V V 

十、英國、澳洲及加拿大三國醫藥科技

評估(HTA)資料 
V X 

十一、經濟效益評估文獻全文影本 V V 

十二、財務影響估算資料 ★（第一、二類新藥） ★ 

十三、療效文獻全文影本 V（第一類新藥） ★ 

十四、品質條件之附件： 

符合 PIC/S GMP 之藥品（請檢附我國

主管機關核發具有效期之實地檢查或書

面審查符合 PIC/S GMP 之證明文件） 

★ ★ 

參考來源：健保署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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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17-1 條 

我國之全民健保於 1995 年 3 月 1 日開始實施，直至實施後的十八年的 2013

年 8 月 29 日，政府為鼓勵藥廠能針對國人特有疾病投入研究、讓國人可儘早使

用適當新藥治療，同時提升國內臨床研究水準，並對於在台投入臨床試驗並開發

完成上市之新藥，以及品質條件異動或品質有疑慮之藥品等，須有更完備的處理

原則，首見於《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新增關於鼓勵我國第一

個上市之新藥相關之修法(如表 2-11)。2013 年 8 月 29 日的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

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17-1 條修正說明如下： 

一、本條新增。 

二、過去新藥的研發公司主要在歐美，其研發的新藥仍是以歐美人種為主的疾

病為首要開發對象，因此，國人目前使用的藥物大部分是歐美國家所發

明，不一定適合華人體質，且某些疾病於我國之盛行率較國外為高，如 B

型肝炎、肝癌、結核病、慢性腎臟病、鼻咽癌、川崎氏症、蠶豆症及痛風

等，在歐美國家開發新藥時，往往不是主要的研發，故上述疾病較無法得

到適當的新藥治療。 

三、為鼓勵藥廠能針對我國特有疾病投入研究，讓我國國人可儘早使用到適當

的新藥治療，同時能提升國內醫療院所的臨床研究的水準，對於在台灣投

入臨床試驗研究並且開發完成上市的新藥，應另訂核價原則。 

四、因此，為使新藥之核價原則更為完備，對於國內外製藥產業在我國進行研

發及上市之新藥，倘現行無核價方式可供參考時，則須有其他方式核價，

爰增訂新藥之核價原則。本次增訂以新成分新藥為主，惟未來將視情況考

量對國人有治療需求且在我國進行研發之新劑型、新給藥途徑及新療效複

方。 

爾後，於 2014 年 6 月 17 日，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17-1

條再度修正(如表 2-11)，修正說明如下：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60035&FLNO=17-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60035&FLNO=17-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60035&FLNO=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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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使廠商所送成本計算資料更足採信，增訂廠商提送之成本資料須切結，

並經成本會計、財務及醫藥專家審議。 

二、修訂第一項第三款文字。 

2016 年 12 月 6 日，政府為鼓勵具有臨床價值之新藥在我國進行研發、製造

及上市，對於在我國為國際間第一個上市之新藥，不限於新成分新藥，擴大其適

用範圍至新劑型、新給藥途徑及新療效複方等新藥，並明訂具臨床價值之範圍，

包括增進療效、減少不良反應或降低抗藥性，第三度修正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

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17-1 條(如表 2-11)，修正說明如下： 

一、為鼓勵具有臨床價值之新藥在我國進行研發、製造及上市所作之投資與努

力，故修正本條文第一項，擴大具有臨床價值之範圍，且對於在我國為國

際間第一個上市之新藥，不限於新成分新藥，符合本標準第 14 條第一款

所規定之新成分、新劑型、新給藥途徑及新療效複方等新藥均可適用。 

二、為使本條文第一項具有臨床價值新藥之規定更為明確，爰於本條文第二項

增訂具臨床價值之範圍，包括增進療效、減少不良反應或降低抗藥性。 

故現行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17-1 條之修正條文如下： 

第 17-1 條 

在我國為國際間第一個上市，且具臨床價值之新藥，得自下列方法，擇一訂定其

支付價格： 

一、參考市場交易價。 

二、參考成本計算法。廠商須切結所提送之成本資料無誤，且須經保險人邀集成

本會計、財務及醫藥專家審議。 

三、參考核價參考品或治療類似品之十國藥價，且不得高於該十國藥價中位價。 

前項具臨床價值之範圍，包括增進療效、減少不良反應或降低抗藥性。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60035&FLNO=17-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60035&FLNO=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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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17-1 條修法沿革 

修法日期 修正條文 先前條文 

2013 年 8 月 29 日 在我國為國際間第一個上市，且

臨床療效有明顯改善之新成分

新藥或為治療特定疾病之第一

個新成分新藥，得自下列方法，

擇一訂定其支付價格： 

一、參考市場交易價。 

二、參考成本計算法。 

三、參考治療類似品之十國藥

價。 

無 

2014 年 6 月 17 日 在我國為國際間第一個上市，且

臨床療效有明顯改善之新成分

新藥或為治療特定疾病之第一

個新成分新藥，得自下列方法，

擇一訂定其支付價格： 

一、參考市場交易價。 

二、參考成本計算法。廠商須切

結所提送之成本資料無誤，且

須經保險人邀集成本會計、財

務及醫藥專家審議。 

三、參考核價參考品或治療類似

品之十國藥價，且不得高於該

十國藥價中位價。 

在我國為國際間第一個上市，且

臨床療效有明顯改善之新成分

新藥或 為治療特定疾病之第一

個新成分新藥，得自下列方法，

擇一訂定其支付價格： 

一、參考市場交易價。 

二、參考成本計算法。 

三、參考治療類似品之十國藥

價。 

2016 年 12 月 6 日 在我國為國際間第一個上市，且

具臨床價值之新藥，得自下列方

法，擇一訂定其支付價格： 

一、參考市場交易價。 

二、參考成本計算法。廠商須切

結所提送之成本資料無誤，且

須經保險人邀集成本會計、財

務及醫藥專家審議。 

三、參考核價參考品或治療類似

品之十國藥價，且不得高於該

十國藥價中位價。 

前項具臨床價值之範圍，包括增

進療效、減少不良反應或降低抗

藥性。 

在我國為國際間第一個上市，且

臨床療效有明顯改善之新成分

新藥或為治療特定疾病之第一

個新成分新藥，得自下列方法，

擇一訂定其支付價格： 

一、參考市場交易價。 

二、參考成本計算法。廠商須切

結所提送之成本資料無誤，且

須經保險人邀集成本會計、財

務及醫藥專家審議。 

三、參考核價參考品或治療類似

品之十國藥價，且不得高於該

十國藥價中位價。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60035&FLNO=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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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現行新藥核價問題探討 

上市開創性的新藥能提升國內整體醫療水平，但對於新藥公司而言，新藥如

果核價過低，可能產生之影響包括有：(1)預期健保核價過低，因而決定不申請

查驗登記(Registration)；(2)如果健保核價過低，新藥公司可能因預估營業利潤不

足，缺乏行銷誘因而不上市；(3)因健保核價申覆或使用規範協商費時，因而延

遲新藥上市時程；(4)新藥即使獲得健保納入給付並核價後，受到醫院進用程序

進行與議價等因素，亦可能延遲藥品實際進入市場的時間，減少新藥公司專利期

獨賣之期間(程馨，2006)。 

針對前述問題，有業界代表對於健保新藥核價原則提出建議(程馨，2006)： 

(一)針對有國際藥價之新藥─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CED)會員國中之十大

先進國(英國、德國、日本、瑞士、美國、比利時、澳洲、法國、瑞典、加拿

大)與其他參考國(除十大先進國外，其他 OCED 會員國包括：荷蘭、挪威、

芬蘭、奧地利、韓國、投克、丹麥、希臘、匈牙利、冰島、愛爾蘭、義大利、

盧森堡、墨西哥、紐西蘭、波蘭、西班牙、葡萄牙、斯洛伐克、土耳其)的平

均藥價為依據，迅速核定新藥給付價格；新藥於健保核價三年後，再依前述

國家藥價之平均藥價，提高或降低藥價。 

(二)無國際參考藥價之新藥─考量其增益及創新價值，再予以核價。 

另依據「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19 條規範新藥之核價

參考品選取原則： 

一、依解剖治療化學分類系統(Anatomical Therapeutic Chemical classification, 

ATC classification)為篩選基礎。 

二、原則上以同藥理作用或同治療類別之藥品為選取對象。 

三、若有執行臨床對照試驗(head-to-head comparison)之藥品，列為重要參考。 

四、新藥經藥物擬訂會議審議認屬第 2A 類新藥者： 

(一)依選取參考品之同成分規格之原開發廠藥品為核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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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價參考品以最近五年收載之療效類似藥品為主要參考。 

可得知，準備提出申請健保藥價之新藥，其核價之參考藥品僅限於「已收載

之療效類似藥品」。因此，若該新藥之較新穎之療效類似藥品尚未被收載於健保

用藥，則該新藥便只能選擇「已收載之療效類似藥品」作為其核價之參考藥品。 

 

第五項 健保藥品核價制度對國產新藥在台上市之影響 

第一款 台灣健保藥品核價制度對新藥在台上市之影響 

洪乙禎(2007)的研究指出，完全的藥價管制措施會使整體藥品資源的配置效

率全繫於健保訂價的藥價，若要品生產成本楚瑜動態變動的趨勢中，相對僵固的

健保訂價將可能造成藥品選擇與生產效率、健康療效脫鉤。又若健保在面臨財務

壓力下，壓低藥品定價或限制高價藥品的給付，這將是阻礙個人取得部分高價藥

品的可近性；若高價是反映療效創新藥品的龐大研究成本，那麼長期來說，不利

於國民健康水準、以及產業研發或引進新藥的誘因。  

據商業周刊(2009)的報導，近年已至少有 23 種新藥在取得藥品許可證之後，

卻決定不再台灣上市，主要原因就是認定國內健保藥價給付不合理，時任中華民

國 開 發 性 製 藥 研 究 協 會 (International Research-Based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IRPMA)秘書長的程馨即指出：「藥廠無法獲得合理的

利潤，國外藥廠引進新藥的意願當然會越來越低。」事實上，外國藥廠因應健保

署定期調降藥價的作法，也的確調整了新藥上市策略。過去，韓國在引進新藥時，

都落後台灣，原因在於，韓國健保的藥價審核制度，多是參考台灣藥價而定。因

此，外國藥廠為了避免「台灣低標」成為韓國的參考標準，自 2004 年開始，已

讓新藥先進韓國，等韓國上市後，才考慮引進台灣，這也導致如今台灣新藥上市

速度，已落後其他國家 2~3 年。 

據康健雜誌(2012)的報導，台灣是全球新藥藥價最低的國家，台灣藥價成了

各國的參考藥價(reference price)，例如南韓的國民健康保險機構(Nation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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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Corporation, NHIC)參考澳洲、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新加坡、

西班牙、瑞士、台灣和英國的藥價(European Commission，2014)，中國也參考日

本、南韓、台灣的藥價，甚至要求國際藥廠在中國的售價必須低於台灣。國際藥

廠算盤一打，中、日、韓的人口都比台灣多，市場大、量多，當然不能先進台灣。

有些國際藥廠甚至連申請進入台灣市場也不願意，因為台灣給的新藥價太低了，

國外總公司認為不符成本；有些國際藥廠不願接受健保地板價，但仍進台灣，走

自費市場。 

 

第二款 台灣健保藥品核價制度對台灣本土研發新藥在台上市之影響 

據環球生技月刊(2016)的報導，太景生技執行長許明珠博士指出：「第一個

上市市場的藥價，將攸關日後進軍國際市場的定價策略與利潤。」台灣的健保藥

價非常透明，在健保署官方網站就可以查詢得到核價的結果，其他國家衛生主管

機關在藥品核價時，一定會參考前一個國家核價的金額。因此，若台灣的健保藥

價被低估，其他國家何必以更高的藥價採購呢？在鼓勵本土藥商以台灣為第一上

是國的獎勵政策下，又將健保藥價嚴重低估，廠商即使再「愛台灣」也得考慮現

實狀況。考量太捷信®的研發投資成本，也為了向投資團隊交待，目前太捷信®

在台灣只好暫時先以自費方式銷售。許博士無奈地透露，如果國內的研發與投資

等配套措施沒有改善的話，健保核價制度不能適時調整，未來幾個新藥研發計畫

與臨床試驗，太景就不得不考慮另外找尋其他更適合的地方進行。 

據環球生技月刊(2016)的報導，2015 年，台灣已有多個新藥取得藥證上市，

台灣生技產業上市櫃公司的總市值已突破新台幣一兆元，但諷刺的是這些新藥一

年的產值竟然不到一千萬美元，令人憂心。台灣在新藥開發方面陸續取得國內外

藥證，表現可圈可點，看似一切萬事俱備，但為何發展能量沒有反應在藥品市場

銷售上呢？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副理事長張鴻仁直指，問題出在國內健

保制度的設計與產業發展政策完全脫鉤，尤其是健保的新藥核價和藥價調查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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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絆腳石。很多研發多年的藥物藥取得藥證之後，無法在台灣市場上銷售，

不但難以進入健保市場，醫療院所也不願意採購。業者指出，國內健保藥價和醫

療院所的藥品採購政策，長久以來，都是「損人不利己」，政府部門各行其政與

多頭馬車的現況，讓生醫產業面臨發展上的困境。 

為了鼓勵新藥產業的發展，政府制定「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

準」，集中第 17-1 條就載明，在我國為國際間第一個上市，且臨床療效有明顯改

善之新成分新藥或為治療特定疾病之第一個新成分新藥，得自下列方法，擇一定

定期支付價格：一、參考市場交易價；二、參考成本計算法，廠商須切結所提送

之成本資料無誤，且須經保險人邀集成本會計、財務及醫藥專家審議；三、參考

核價參考品或治療類似品之十國藥價，且不得高於該十國藥價中位價。值得推敲

的是，健保署專家會議依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14 條解釋，

所謂「臨床療效有明顯改善」為第 1 類新藥，其定義係為「藥品許可證之持有商

須提出與現行最佳常用藥品之藥品－藥品直接比較(head-to-head comparison)或

臨床試驗文獻間接比較(indirect comparison)，顯示臨床療效有明顯改善之突破創

新新藥。倘該藥品為有效治療特定疾病之第一個建議收載新藥，而無現有最佳治

療藥品可供比較，則可用該疾病現行標準治療(如：外科手術、支持性療法等)做

為療效比較之對象；前述臨床療效包含減少危險副作用。」然而，依美國 FDA

歷年來的紀錄顯示，每年上市的所有新藥中，真正符合第 1 類新藥標準的藥物，

連一個都不到。這顯示被歸類為第一類新藥的難度相當高，不僅在台灣如此，即

使放眼全球藥品市場也難得一見，如此嚴苛的規定，已經失去鼓勵國內藥廠投入

新藥研發的初衷。 

依據前述《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的新藥相關核價規則，

無論是第 17 條的新藥支付價格之訂定原則，或者是第 17-1 條我國新藥之首國上

市國的新藥支付價格訂定原則，皆強調「十國藥價」，感受到在健保政策的規劃

中，等於是我國政府希望新藥能夠先在十大醫藥先進國優先上市，爾後再來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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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值得思考的是，台灣在全球藥品市場的市占率僅占 0.5% (製藥產業年鑑

2015)，新藥研發公司在擬定藥品上市計畫時，必定以市占率較高之國家為主要

優先上市國，而藥品市場占比如此低的台灣則不見得能在藥品研發公司之新藥上

市的優先考量範圍內，而若台灣健保政策又如此訂定，未積極爭取新藥在台上市

之優先順序，無非是阻礙民眾取得新藥之可近性；同時，也顯示出健保政策制定

者的思維，無非是把新藥與進口藥劃上等號，從未考量台灣也有能力能研發出新

成分新藥，以致於支付標準第 17-1 條的訂定仍無法跳脫進口藥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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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以(1)次級資料分析；與(2)深度訪談為主要研究方法。整理自 2013

年健保新增關於鼓勵我國第一個上市之新藥相關之修法《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

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17-1 條，並比較我國與歐、日、韓之政府鼓勵新藥發展之

相關措施，歸納政府政策對於本土新藥研發公司上市策略之影響，這些次級資料

並將輔以相關專家及業界人士的深度訪談，以確認並深入了解政府政策對於新藥

研發產業所帶來的影響。 

由於本研究採質化取向，必須檢視大量的次級資料，藉由資料蒐集的過程，

發展並修正理論與假設，並透過研究者本身的觀察與詮釋，檢驗台灣本土新藥研

發產業的事件脈絡，重新界定概念，並提出較一般性的解釋，因此，研究結果不

可避免地會受到研究者本身所建構的意義所影響。這是質化研究難以避免的問

題。 

 

第一節 研究架構 

透過第二章對於「新藥研發」、「政府鼓勵新藥發展之相關措施」與「健保新

藥收載及核定制度」的文獻探討結果，可發現「政府鼓勵新藥發展之相關措施」

與「健保新藥收載及核定制度」對於國內新藥研發廠商在研發新藥的策略會產生

直接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將以「政府鼓勵新藥發展之相關措施」與「健保新藥收

載及核定制度」此兩項因素來探討國內新藥研發廠商在研發新藥的策略，說明所

觀察現象的具體意義。而所推展出的論文研究架構如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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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3-1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第二節 研究設計與資料蒐集 

一、研究方法 

過去曾有部分研究對於「政府鼓勵新藥發展之相關措施」與「健保新藥收載

及核定制度」的研究，但是以國內新藥研發廠商為研究對象的並不多見。本研究

最主要係依據政府法令規章與文獻探討整理，及訪談產業及藥界人士，而歸納出

「健保新藥收載及核定制度」與已成功取得新藥藥品許可證之國內新藥研發廠商

的新藥上市策略之相關性。Yin R.K. (1989)認為個案研究法應該適用於描述性或

開拓性的問題；Benbasat (1987)認為個案研究法適用於當理論與研究處於早期尚

待定型的階段，相較之下被研究者的經驗顯得特別重要且關鍵。 

本研究兼具上述特性，故將採個案研究法，深入訪談國內新藥研發廠商之中

高階主管，瞭解已成功取得新藥藥品許可證之國內新藥研發廠商之新藥上市策

略，並能依照研究目的提出結論與建議。 

 

 



 

72 
 

二、研究對象的選取 

本研究主題主要在探討「健保新藥收載及核定制度」對於國內新藥研發廠商

新藥上市策略之影響，選取的研究對象為已成功取得新藥藥品許可證之國內新藥

研發廠商，而其中所選取的廠商皆是在該領域表驗優良的廠商，本研究對象參見

表 3-1。 

表 3-1 本研究訪談個案 

廠商名稱 新藥商品名 適應症 許可上市年度 

寶齡富錦 拿百磷(Nephoxil® ) 治療腎病病患者之高磷血症 2014.03(日本) 

2014.09(美國) 

2015.03(台灣) 

太景生技 太捷信(Taigexyn® ) 社區型肺炎 2014.03(台灣) 

2016.06(中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資料收集方式 

本研究主要的資料蒐集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初級資料的蒐集；另一種為次級

資料的蒐集，方式如下： 

(一)初級資料 

本研究採取人員深度訪談作為研究結論推導的主要依據，訪談時間參見表

3-2，並於進行個案訪談之前，針對個案公司收集完整的資訊，以利訪談的進行。 

 

表 3-2 本研究受訪者、受訪時間與地點簡介 

廠商名稱 受訪者 訪談時間 地點 

寶齡富錦 新藥開發處 

莊瑞元協理、吳博士 

2017 年 6 月 21 日 台北 

TRPMA 張鴻仁理事長 2017 年 6 月 13 日 台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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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級資料 

次級資料的收集主要是幫助研究者瞭解個案公司的營運狀況與經營理念，主

要來源有：個案公司網頁上之資料、期刊、雜誌報導、網際網路上之資料。 

再者，本研究除了深入了解個案公司之資料外，對於訪談不易進行之公司，

另外收集其次級資料，並以之檢證本研究之推斷與推理，藉此增加本研究結論的

可靠性。 

 

第三節 訪談問卷設計 

本研究問卷係以政府法令規章及文獻為依據，再以國產新藥依現有之健保核

價制度發生之現況製作而成。 

關於此研究問題，將以問卷調查和個案研究的方式進行。為了求得結果之正

確性，所有問卷資料之蒐集均為親自訪談，詳細溝通並確認所回答者即為其欲表

達之本意。問卷之調查題目如附錄四。 

 

第四節 研究限制 

1.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法，因此所選取的個案代表性與周延性，將影響本研究推

論。 

2.本研究以訪談做為個案研究證據的基本來源，主要訪談對象為個案公司的中高

階主管，並輔以其他次級資料，然而受訪者仍可能有回憶不完整、具有偏見以

及清晰度不足或不確實等問題，造成難免的偏誤。 

3.本研究由於採取多重個案設計，在橫向比較上可能因受訪者在各公司的經驗長

短，所屬職務於組織中層級的高低、營業秘密考量所允許揭露資訊程度不同而

可能產生較不一致的情形。 

4.本研究以定性分析及個案訪方式進行研究，將因個人主觀認知判斷而影響推論

結果，產生推論的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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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研究 

本章主要是將本研究所訪談的公司個案加以描述，包括公司背景、在台上市

之自行研發新藥與健保核價過程等。 

我國以新藥開發做為生技製藥產業發展的重點推動策略迄今已超過 30 年，

隨著政府持續給予政策支持，加上我國生技製藥業者的積極投入，以及近年來各

方投資者青睞生技製藥產業帶動資金湧入，更為我國新藥發展打上一劑強心針，

我國藥場所開發的新藥已逐漸看到成果，進入臨床後即的品項較往年增加許多，

更有許多品項是以美國、歐盟、中國等國際市場為標的。除了臨床階段產品為，

我國藥廠自行開發於國內外上市之新藥目前相對較少，但 2014 年以後陸續有新

藥上市，2014 年~2016 年 6 月底，我國藥廠於國內外獲准上市的新藥增加了 5

項小分子藥品(表 4-1) (製藥產業年鑑 2016)。 

表 4-1 我國藥廠於 2015~2016 年 6 月獲准上市之新藥 

產品別 許可上市年度 產品名 公司名 適應症 

中藥新藥 2005.06(台灣) 壽美降脂一號 彥臣 治療高膽固醇血症、高三酸

甘油脂血症 

植物新藥 2010.04(台灣) 血寶 PG2 懷特 治療癌症病情進展所併發且

無法恢復的中重度疲憊症 

中藥新藥 2011.12(台灣) 化療漾 中天 改善癌症病患因化療所造成

之疲倦感、食慾減低 

植物新藥 2013.03(台灣) 賀必容 中天 治療缺鐵性貧血 

 

小分子藥品 

(新成分新藥) 

2014.03(日本) 

2014.09(美國) 

2015.03(台灣) 

拿百磷 

(Nephoxil® ) 

寶齡富錦 治療腎病病患者之高磷血症 

小分子藥品 

(複方類新藥) 

2014.02(台灣) 博益欣 台灣東洋 由感受性細菌所引起的感染

症 

小分子藥品 

(新成分新藥) 

2014.03(台灣) 

2016.06(中國) 

太捷信 

(Taigexyn® ) 

太景 社區型肺炎 

生物藥品 2014.07(台灣) 安定伏佐劑型

流感疫苗 

國光 流感 

小分子藥品 

(P4 學名藥) 

2015.07(台灣) 平脂膜衣錠 友霖 原發性高膽固醇血症及混合

型血脂異常 

小分子藥品 

(新劑型類新藥) 

2015.10 

(台灣、美國) 

安能得 智擎 治療轉移性胰臟癌 

資料來源：製藥產業年鑑 2016 



 

75 
 

表 4-1 所列之新藥包括新成分新藥、類新藥、植物/中藥新藥及生物藥品。

本研究討論重點著重於「新成分之小分子藥品」，也就是太景生技之新藥太捷信

與寶齡富錦之新藥拿百磷。2015 年上市的新藥皆為小分子藥品，包括寶齡富錦

開發的高血磷症新藥拿百磷(Nephoxil
®

)取得我國 TFDA 核准之新藥藥證。2016

年於國外上市的新藥為太景的社區型肺炎口服劑型新藥太捷信(Taigexyn
®，奈諾

沙星)，取得中國 CFDA 核准之 1.1 類新藥藥證(製藥產業年鑑 2016)。 

第一節 太景生技 

一、公司背景 

太景生技成立於 2001 年 5 月，結合美國 Arena 生技製藥公司之專利新藥研

發技術及台灣許明珠博士所領導具有新藥研發專長與經驗的團隊所設立之生物

科技公司，創下台灣本土生技公司與國際生技公司合作開發新藥的先例。太景主

要從事新藥開發工作，利用美國 Arena 公司所擁有的專利新藥開發平台技術

CART (constitutively activated receptor technology，持續性受體活化技術)，能快速

地將基因體內G蛋白耦合受體(G-Protein coupled receptor, GPCR)的資訊轉化成藥

物研發的分子標的，目前以發感染性疾病、癌症以及糖尿病併發症等具有龐大的

市場潛力領域之創新化合物新藥(New Chemical Entity, NCE)的研發為主。太景專

注於藥物價值鏈中，技術難度最高，所創造的附加價值亦最高的創新化合物新藥

(NCE)之研發，目前在臨床階段之藥物皆為創新化合物新藥，創新化合物新藥須

有突破性療效，雖然開發風險高，不過一旦開發成功，通常會佔住市場優勢，所

以在小分子藥物價值鏈中價值最高。 

太景結合一群在歐美生技醫藥領域有豐富經驗的經營團隊，以及台灣所培養

出之優秀科學家，結合大中華地區極具成本效率的研發環境與龐大市場，累積在

臨床試驗、法規登記、製造生產、授權談判以及醫學推廣等豐富之經驗與能力，

建構太景獨特的核心價值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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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人員結構的部分，目前太景有 95、96 名員工，有 1/3 是博士學位，

其他人員多為碩士；有 30 位是屬於化學合成專長，因為藥物開發需要很多的化

學專長，另外還有一些分子模擬、生物資訊、藥物動力學的研發人員，以及少數

行政人員。所以從最基本的基礎研究到藥物修飾、藥物合成、動物實驗、臨床測

試，太景內部都有相關人才。此外還有長住在國外的技術評估人員，評估與國外

公司的技術移轉或是合作模式，以拓展國外市場。 

而太景所規劃的短、中、長期目標分別為：(1)短期：一是尋找合作藥廠，

二是由其他公司引進新藥開發技術；(2)中期：用公司的核心技術去開發新藥，

進行階段研發後再授權給其他公司；(3)長期：成為國際性的藥物研發公司，營

運模式以台灣做為研發中心，在美國設立商業發展和行銷公司 (Business 

Development & Marketing)。 

太景選擇新藥進入臨床試驗的標準為「業界第一」（first in class）或是「同

類最佳」（best in class），研究標的會以全球性的藥品市場為目標，作為長期的研

發目標。每一年太景都有嚴謹的計畫執行表。太景生技公司內部有一個指導委員

會，主要成員分別是董事長暨執行長許明珠博士、永豐金董事長何壽川先生、

MPM 的負責人 Mr. Michael Steinmetz、Aerna 的總裁 Mr. Jack Lief，考核個部門

的研發進度。 

太景目前已經有三個具全球專利保護的新藥，分別是已成功在台灣與中國上

市的抗細菌感染新藥奈諾沙星(Nemonoxaxin，太捷信® )、在美國已完成一個以自

體造血幹細胞移植為適應症的二期臨床試驗（共招收 12 名病患）的幹細胞驅動

新藥布利沙福(Burixafor)及正在進行一/二期臨床試驗的抗 C 型肝炎病毒新藥

TG-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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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藥背景 

台灣太景生物科技生產之奈諾沙星(Nemonoxaxin，太捷信® ，Taigexyn
®

)，

在 2013 年獲美國藥物食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認定屬於

可對抗具抗藥性細菌等病原體之「抗藥性抗感染藥品」(Qualified Infectious 

Disease Product，簡稱 QIDP)資格。太景於 2004 年自寶鹼(P&G)醫藥部門取得奈

諾沙星所有權，由臨床一期試驗後接手，持續開發後續製造及適應症等專利，並

進行臨床試驗。奈諾沙星為奎諾酮類(Quinolone)抗菌藥物，對殺傷革蘭氏陽性抗

藥性細菌有效，但對革蘭氏陰性抗藥性細菌無效。奈諾沙星具備口服與針劑兩種

劑型。關於太捷信的研發及銷售現況整理如表 4-2。 

 

表 4-2 太捷信的研發及銷售現況 

開發階段  已完成口服劑型社區型肺炎 (community-acquired bacterial 

pneumonia,簡稱 CABP 或 CAP)及糖尿病足感染(diabetic foot 

infection,簡稱 DFI)美國 IND 二期臨床試驗。 

 已完成口服劑型社區型肺炎(CAP)台灣及中國之三期臨床試驗。 

 奈諾沙星注射劑型已申請中國新藥查驗登記 NDA，台灣三期臨

床解盲成功正準備申請 NDA。 

研發成果 1. 獲得共 11 種不同的專利保護，其中已獲得與申請中將近 200 項，

專利行使範圍包括美國、歐盟、加拿大、中國大陸、韓國、澳洲、

台灣等地，專利最長可以保護到西元 2029 年。 

2. 獲科專補助台幣 9,832 萬元進行二期臨床試驗。 

3. 獲科專補助台幣 880 萬元進行三期臨床試驗。 

4. 榮獲 2010 年經濟部業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卓越研發成果獎。 

5. 在 2012 年 7 月將中國地區製造及銷售權利授權予浙江醫藥股份

有限公司，收到簽約金 800 萬美元，未來可依研發進度，向浙江

醫藥收取里程碑款，以及依奈諾沙星在中國區之銷售淨額收取權

利金。 

6. 奈諾沙星獲得國家新創獎及台北生技獎技術移轉獎金獎。 

7. 在 2014 年 1 月將俄羅斯、獨立國協以及土耳其等市場授權予俄

羅斯藥廠 R-Pharm。 

8. 在 2016 年 8 月將拉丁美洲 17 國市場授權予墨 西哥醫藥集團

Productos Científi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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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發展 1. 已取得台灣衛福部核發之藥品許可證，現正申請健保核價，行銷

已委由在抗生素領域有超過三十年經驗的文德藥業負責。 

2. 在奈諾沙星上市後，搭配合作夥伴中國浙江醫藥經驗豐富之行銷

團隊，及其抗細菌感染藥物之銷售渠道，共同執行奈諾沙星在中

國之行銷策略，加速銷售高原期的來臨。 

3. 奈諾沙星口服劑型在 2013 年 12 月中，獲美國 FDA 認定屬於可

對抗具抗藥性細菌等病原體之「抗感染藥品」(Qualified Infectious 

Disease Product，簡稱 QIDP)資格 ，並獲美國 FDA 給予「快速

通道」(Fast Track)待遇。獲得 QIDP 之藥品可獲得額外 5 年獨賣

許可，若加上 NCE(創新化合物)之 5 年專賣期，即長達 10 年。

另外 FDA 授予的「快速通道」待遇，將讓奈諾沙星擁有優先審

查之資格，有利於加速藥物上市時間。太景與太景之授權伙伴，

將可因此受惠。 

資料來源：太景生技官方網站 http://www.taigenbiotech.com.tw/Product/3-1  

 

太景主要於台灣及中國開發奈諾沙星市場，並已完成口服劑型社區感染型肺

炎(Community-Acquired Bacterial Pneumonia, CABP 或 CAP)的三期臨床試驗。

2012 年 7 月太景將中國之製造及銷售權利授權予浙江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因此

取得簽約金 800 萬美元，未來可依研發進度，向浙江醫藥收取里程碑款，以及依

奈諾沙星於中國之銷售淨額收取權利金。而後太景於 2014 年 1 月將俄羅斯、獨

立國協及土耳其等市場授權予俄羅斯藥廠 R-Pharm。太景於美國已完成口服劑型

針對社區感染型肺炎及糖尿病足感染(Diabetic Foot Infection, DFI)二期臨床試驗。 

在 2013 年 12 月中，奈諾沙星口服劑型獲美國 FDA 認定屬於可對抗具抗藥

性細菌等病原體之「抗藥性抗感染藥品」(QIDP)資格，並獲美國 FDA 給予「快

速通道」(Fast Track)待遇。獲認定為 QIDP 之藥品可獲得額外 5 年獨賣權，若加

上創新化合物新藥(New Chemical Entity, NCE)之 5 年專賣期，即長達 10 年。獲

得 QIDP 之藥品認定後，美國 FDA 也給予奈諾沙星「快速開發審核」待遇，其

中包含針對未滿足醫療需求之新藥開發提供諮詢，使新藥得以快速取證用於拯救

病患生命。整體上，獲 QIDP 藥品認定再加上快速開發審核待遇將加速奈諾沙星

藥物開發時程，其有利於太景與太景之授權伙伴。 

http://www.taigenbiotech.com.tw/Product/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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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抗生素的廣泛應用，抗藥性也隨之出現。細菌抗藥性逐漸成為威脅人類

健康的重大問題，如果抗生素新藥的研發跟不上細菌抗藥性形勢的發展，很多感

染性疾病將捲土重來。解決抗藥性是當前抗生素的研發的主要焦點，也是抗生素

領域未來潛在「暢銷藥物」（blockbuster）的重要發展方向。 

奈諾沙星在微生物學研究以及臨床試驗皆證明可以有效殺死這些難治的抗

藥性細菌，在醫療上療效及安全性都頗佳；與其他奎諾酮類抗生素相較，奈諾沙

星創新的無氟結構式也不易引發細菌抗藥性。 

奈諾沙星的主要競爭者為第一三共(Daiichi Sankyo)藥廠之 Cravit (成分

levofloxacin)以及拜耳藥廠之 Avelox (成分 moxifloxacin)，不過兩者都是含氟之奎

諾酮類抗生素。此兩類抗生素經過多年便用，對奎諾酮具抗藥性的細菌已經逐漸

出現在肺炎及糖尿病皮膚組織感染病人身上，尤其是極為棘手的具抗藥性之金黃

色葡萄球(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及抗奎諾酮的肺炎鏈

球菌(Quinolone-resistant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QRSP)。此外 levofloxacin 及

moxifloxacin 目前已無專利保護，因此具有專利保護的奈諾沙星上市後更具強力

的利基與市場競爭力。 

 

三、新藥在台申請健保藥價面臨之困境 

據環球生技月刊(2016)的報導，太景生技執行長許明珠以新藥研發為例，台

灣的健保核價是參考國際市場藥價給付，但健保核價是參考國際市場藥價給付，

但健保新藥核價的基準，遠低於國際同類藥品市場的中位價，藥價嚴重被低估、

醫療院所不願意採購藥品，讓生技廠商長期的投資、創新研發的成本難以回收；

此外，國內核價期長，亦壓縮新藥專利的保護期限。 

據遠見雜誌(2016)的報導，2004 年，太景從美國寶鹼技轉，隔年開始研發一

款名為「太捷信」(Nemonoxaxin，奈諾沙星)的抗生素，可治療抗藥性金黃葡萄

球菌、萬古黴素等超級細菌、社區型肺炎。從尋找資金到完成人體臨床試驗，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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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十年，共投入 55 億元研發，終於在 2014 年 11 月獲台灣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准。

在台灣取得藥證前，太捷信已在 2013 年底獲得美國 FDA「抗感染藥品」資格、

「快速通道」(Fast Track)的待遇，假使未來進入美國，可以優先審查。可是當太

景生技於 2015 年 1 月申請太捷信的健保藥價，按照成本，一天兩顆的藥費 300

元。經過與健保署兩次討論，一顆 150 元卻只能拿到 69 元的核價，等於打四六

折，不到半價！ 

眼看健保核價低於成本，2015 年 9 月，太景生技撤回太捷信的健保藥價申

請，改走自費市場，2016 年 1 月開始到醫院、診所，向醫師介紹。這個申請新

藥健保藥價的經驗使太景生技執行長許明珠博士內心充滿疑惑：「政府不是要扶

植生技產業？為什麼不能核給合理的藥價？」 

據《撥開迷霧看生技：生技，原來要這樣看》(2016)中專訪太景生技董事長

暨執行長許明珠博士，許博士也對台灣健保的藥品核價方式提供建言：「台灣研

發且以台灣為第一上市國的創新藥物，健保核價機制宜跳脫舊有框架，建議以專

案專審方式進行；專家會議的審查委員宜大多數由與所申請適應症相關學者專家

組成。」 

根據 2015 年 9 月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第 15

次會議的太捷信膠囊 250 毫克(奈諾沙星)(Taigexyn Capsule 250mg)醫療科技評估

報告「藥物納入全民健康保險給付建議書-藥品專用」資料摘要，健保署提供評

估太捷信®的參考藥品為第一三共藥廠之 Cravit (成分 levofloxacin 500 mg)、拜耳

藥廠之 Avelox (成分 moxifloxacin 400 mg)以及聯亞生技之 Factive (成分

gemifloxacin 320 mg) (表 4-2)。然而，健保供太捷信®參考的藥價是 2015 年、已

被多次調降後之藥價(圖 4-1)，並非以該三個藥品之藥價初次取得健保藥價時之

價格為參考值，因此該參考藥價對於太捷信® 的核價十分不利。 

據環球生技月刊(2016)的報導，太捷信® 的健保核價方式，第一次專家會議

核定價格：53 元/顆，健保藥價分類為 2B，也就是按照《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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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及支付標準》健保藥品支付價格訂定原則第 14 條之定義僅為「臨床價值相

近於已收載核價參考品之第 2 類新藥」，依參考品核價： 

106 元/顆(Avelox 的價格)÷2 顆(太捷信美日服藥一次，每次 2 顆)=53 元/顆 

第二次專家會議核定價格：69 元/顆，健保藥價分類從 2B 提升至 2A，也就

是按照《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健保藥品支付價格訂定原則第

14 條之定義仍僅為「與現行最佳常用藥品比較，顯示臨床價值有中等程度改善

(moderate improvement)之第 2 類新藥。」，由於在台灣執行臨床試驗，加成 10%： 

53 元/顆×(1+10%)=58 元/顆 

加上療效較佳，可加乘 10%，加上安全性較佳，也加成 10%： 

58 元/顆×(1+10%+10%)=69 元/顆 

每一次計算均自動捨去小數點後數字，最後核定價格為一顆 69 元。 

 

表 4-3 太捷信(奈諾沙星)與目前健保已收載藥品(參考品)之比較資料 

 奈諾沙星 參考品 1 參考品 2 參考品 3 

商品名 太捷信
Taigexyn 

Cravit Avelox Factive 

主成分/ 

含量/劑型 

Nemonoxacin 

250 mg 膠囊 

Levofloxacin 

500 mg 膜衣錠 

Moxifloxacin 

400 mg 膜衣錠 

Gemifloxacin 

320 mg 膜衣錠 

仿單建議 

劑量與用

法 

每日 1 次 

每次 2 顆 

每日 2 次 

每次 1 顆 

每日 1 次 

每次 1 顆 

每日 1 次 

每次 1 顆 

健保給付

價 

擬訂中 61 元 113 元 125 元 

健保初次

藥價(時間) 
- 

152 元 

(2003 年 8 月) 

142 元 

(2002 年 2 月) 

142 元 

(2007 年 6 月) 

歷經藥價

調整次數

(降幅) 

- 

5 次 

(-60%) 

4 次 

(-20%) 

3 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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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ravit 500 mg 的健保價變化 

 

(B) Avelox 400 mg 的健保價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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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Factive 320 mg 的健保價變化 

圖 4-1 太捷信(奈諾沙星)之健保藥品(參考品)之健保價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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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17 條之 1 中，規範的是

開發新成分新藥在台灣第一上市的訂價方式： 

在我國為國際間第一個上市，且具臨床價值之新藥，得自下列方法，擇一訂

定其支付價格： 

一、參考市場交易價。 

二、參考成本計算法。廠商須切結所提送之成本資料無誤，且須經保險人邀

集成本會計、財務及醫藥專家審議。 

三、參考核價參考品或治療類似品之十國藥價，且不得高於該十國藥價中位

價。 

前項具臨床價值之範圍，包括增進療效、減少不良反應或降低抗藥性。 

太景生技董事長暨執行長許明珠博士表示，由於是新開發的藥物，還沒進入

市場，所以第一項方式「參考市場交易價」不適用，第二項方式「參考成本計算

法」則有機會讓廠商回收成本，第三項方式「參考核價參考品或治療類似品之十

國藥價」對創新藥物並不適用。因此，太景生技選擇以第二項方式送案，考量臺

灣健保現況，太景生技已採明顯低於參考成本計算法的價格申請，結果和比較藥

品在國外的零售價接近，但卻遠高於比較藥品在臺灣的現行健保價。許博士也引

用國防醫學院特聘教授胡幼圃於 2015 年報告中所做的圖表，指出 10 年來健保核

價幾乎都低於十國的最低藥價，因此，現行核價規則難以支持新藥在臺灣第一上

市，更會影響到出口到他國販售的價錢，如中國的醫保公告，訂定藥價不能高於

鄰近國家，也就可能會以臺灣的藥價進入中國大陸市場，這將會有很大損失。因

此，太景生技目前還沒有接受健保署給予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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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寶齡富錦 

一、公司背景 

寶齡富錦公司成立於 1976 年，是一家擁有 PIC/S GMP 藥廠、食品廠、化工

廠的生技公司，原為 30 多年傳統製藥公司，經歷多次的併購、研發技術引進、

產學合作以及企業再造，跨足新藥研發、學名藥生產、中草藥生產、自有品牌之

醫學美容及營養保健品與行銷通路，發展為多角化經營的生技製藥公司。 

2014 年 1 月，拿百磷®  (Nephoxil® )率先在日本通過腎臟藥藥證，9 月獲得美

國 FDA 核准藥證，2015 年拿到台灣藥證，9 月再取得歐盟藥證，一張張國內外

藥證，讓寶齡富錦從一家學名藥公司，轉型成為新藥公司。 

 

二、新藥背景 

寶齡富錦生技生產之拿百磷®  (Nephoxil® )是第四代口服磷結合劑，成分為藥

用級檸檬酸鐵。拿百磷®  (Nephoxil® )的主要適應症是洗腎患者常併發的「高血磷

症」。腎臟病患者幾乎皆伴隨高血磷的問題。 

末期腎臟病患因為幾乎喪失腎功能，單靠洗腎無法將體內的磷完全清除，體

內磷含量增加，會隨著腎臟功能逐漸喪失而愈發明顯，若不去理會它，使得血液

中的磷增加，加上出現高血磷，血中的鈣離子下降，刺激副甲狀腺分泌，將造成

腎性骨病變，以及全身性的鈣化問題，加速心血管疾病、中風等，增加死亡的機

率，而改善高血磷的的方式，除了須從飲食上控制「磷」的攝取，使用降磷藥「磷

結合劑」降低血中的含磷量，成為控制高血磷不可或缺的治療要素(如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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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我國已上市磷結合劑比較表 

  藥用級檸檬酸鐵 
含鈣鋁、健保有給付之磷結

合劑 

不含鈣鋁、健保未給付、須

自費之磷結合劑 

藥理分類 
新四代磷結合劑 

(不含鈣鋁) 
第一、二代磷結合劑 第三代磷結合劑 

商品名 
拿百磷 

Nephoxil 

(已有多家學

名藥上市) 

(已有多家學

名藥上市) 

福斯利諾 

Fosrenol 

磷減樂 

Renvela 

主成分/含

量/劑型 

Ferric citrate 

500mg 膠囊 

Aluminum 

hydrooxide 

(鋁片)錠劑 

Calcium 

acetate 

Calcium 

carbonate 

(鈣片)錠劑 

Lanthanum 

carbonate 

(碳酸鑭) 

500mg, 

750mg, 

1000mg 

咀嚼錠 

Sevelamer 

800mg 膜衣

錠 

在台上市

時間 
2015 年 超過 40 年 超過 20 年 2006 年 2010 年 

優點 

不含鈣或鋁 

減少紅血球生成刺

激素與鐵劑之使用 

健 保 有 給

付、藥費便宜 

健 保 有 給

付、藥費便宜 
不含鈣或鋁 不含鈣或鋁 

缺點 
健保尚未給付、藥

費昂貴 

含鋁，累積會

有毒性 

含鈣，累積會

高血鈣、軟組

織鈣化、或心

血管鈣化 

健 保 尚 未 給

付、藥費昂貴 

仍有微量鑭會

吸收至體內 

健保尚未給

付、藥費昂

貴 

健保給付

價 
擬訂中 0.8~3.36 元 0.4~2.92 元 

藥商不接受健

保給付價 

藥商不接受

健保給付價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一、二代磷結合劑是含鋁或含鈣的製劑，上市時間已達數十年。以含鋁的

磷結合劑為例，它的降磷效果很好，但易沈積在身體，鋁片長期使用會引起鋁中

毒；含鈣的磷結合劑降磷效果略遜於鋁，要多吃二至三倍的量才能控制磷的量，

相對吃進更多的鈣，易引起便秘、血管鈣化等副作用，不少患者最後是死於心臟

血管疾病，歐美先進國家已較少使用這類降磷藥。 

由於第一、二代磷結合劑的缺點，近來已發展出不含鈣、鋁的第三代磷結合

劑，即英國 Shire 公司及美國 Genzyme 公司(現屬法國 Sanofi)先後推出之碳酸鑭

磷結合劑(Lanthanum carbonate) 和樹脂型磷結合劑(Sevelamer)，可避免高血鈣及

鈣化的問題。台灣也在分別於 2006 年及 2010 年上市前述之第三代磷結合劑，英

國 Shire 公司及美國 Genzyme 公司(現屬法國 Sanofi)之 2 項磷結合劑產品已佔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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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 億美金的美國市場，但台灣健保並沒有給付。 

寶齡富錦投入研發藥用級檸檬酸鐵(pharmaceutical grade ferric citrate)，成功

發展新型口服鐵型磷結合劑「拿百磷®」，主要成分為醫藥級檸檬酸鐵，藉由化學

合成將鐵離子盡量暴露在外，可在腸胃中崩解後和磷結合，產生不被人體吸收的

沉澱物，隨糞便排出體外。臨床試驗證實，拿百磷®  (Nephoxil® )只須小劑量就可

以穩定控制血磷濃度，不會增加血鈣濃度，避免腎臟病患者併發心血管疾病的風

險，具備長期使用的安全性及良好的病人耐受性。臨床數據也顯示，長期使用拿

百磷®  (Nephoxil® )有改善慢性腎臟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病患常見的

缺鐵性貧血症狀，降低洗腎患者對靜脈注射鐵劑與紅血球生成刺激素的使用，減

少健保對昂貴治療貧血藥物的給付，兼具疾病治療及藥物經濟優勢(環球生技月

刊，2014；環球生技月刊，2015)。 

寶齡富錦生產之拿百磷®  (Nephoxil® )，在研發過程中曾獲得經濟部之科專

2,700 萬元補助臨床試驗計畫(鄭雅文，2007)，且歷經十餘年來努力投入，不但

建立全球完整的專利佈局與國際合作，並順利完成台、美、日第三期臨床試驗，

送件申請各主要市場新藥上市許可。首先，日本由再授權夥伴 Japan Tobacco 及

其子公司 Torii Pharmaceutical 於 2014 年 1 月 17 日獲日本厚生省核發新藥上市許

可、並於同年 5 月 12 日上市銷售(日本產品名 Riona® )；美國授權夥伴 Keryx 

Biopharmaceuticals 於 2014 年 9 月 5 日獲得美國 FDA 之新藥上市許可，同年 12

月 22 日上市銷售(美國產品名 AuryxiaTM)；台灣於 2015 年 1 月 15 日經衛福部

TFDA 審查通過拿百磷®  (Nephoxil® )新藥查驗登記，7 月正式上市販售；歐洲亦

於 2015 年 9 月 24 日取得歐盟委員會新藥上市許可(歐洲產品名 Fexeric® )；2015

年 2 月寶齡富錦與山東威高藥業結盟布局中國市場，並於 11 月取得中國國家食

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CFDA)的臨床受理。實現首項由台灣藥廠研發，並在全球

上市的新藥，亦代表台灣生技新藥的研發品項獲得國際認可(寶齡富錦 2015 股東

會年報；環球生技月刊，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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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藥在台申請健保藥價面臨之困境 

據環球生技月刊(2016)的報導，寶齡富錦的腎臟病藥物-抗高磷血症新藥，在

日本、美國和台灣雖然都有取得藥證，但寶齡富錦選擇先在海外市場拿到藥證之

後，再回到台灣申請藥證。該項藥物光是 2014 年在日本市場的銷售額就達 5~8

億元；不過，若根據依據「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19 條規

範新藥之核價參考品選取原則「新藥之核價參考品以最近五年『收載』之療效類

似藥品為主要參考」，則拿百磷®只能以健保目前僅收載之「含鈣、鋁之磷結合劑」

之健保給付價為參考藥價，所以拿百磷®得到台灣的健保給付核價僅有每粒膠囊

給付 2 元。 

據遠見雜誌(2016)的報導，不只太景，成立 40 年的寶齡富錦生技面臨健保

核價也遇到窘境。寶齡富錦為洗腎病人研發腎臟藥「拿百磷®」，每天吃六顆，每

顆 60 元，一天藥價是 360 元，2015 年 1 月通過 TFDA 核准，在秋天送健保署，

希望通過給付。但是，「健保署打算以學名藥支付我們的新藥。」寶齡富錦總經

理江宗明表示失望，兩者價格差距實在太大，難以接受，只好走自費市場。2000

年，江宗明從美國華裔醫師取得拿百磷® 之主成分檸檬酸鐵，花 12 年從自行研

發、生產，到尋找國外策略夥伴、募資，進行臨床試驗，共投入近新台幣 50 億

元才做成。近年來，拿百磷®獲得 50 國的 90 項專利，銷售國際。透過和美國上

市藥廠 Keryx、日本傑太日菸結盟，2015 年賣了 9,000 萬美元，其中，日本市場

超過一半，美國有三、四成，台灣採自費方式銷售，占比不到一成！ 

參與研究的協理莊瑞元表示「健保給付符合經濟理論。」拿百磷®可以改善

洗腎病人貧血後遺症，每人每年可少花 5,000~6,000 美元藥費，反而幫健保省錢。

江宗明建議政府，想鼓勵生技產業不妨另行成立生技基金，以固定年限給付新

藥，獎勵在台研發、生產，又能銷售國際的業者。 

據《撥開迷霧看生技：生技，原來要這樣看》(2016)中專訪寶齡富錦總經理

江宗明先生，江總經理也對台灣健保的藥品核價方式提供建言：「關於健保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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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寶齡富錦的新藥已在美國及日本上市，其全球藥價須有一致性。但由於寶齡

富錦的新藥在洗腎科目內，須依洗腎總額支付制度進行給付，依目前拿百磷®的

售價，推到台灣恐怕會把洗腎的健保資源吃掉，排擠到其他藥品。最好的辦法，

應是政府在健保總額提出一定比率補助國內自行研發的新藥健保藥價，才不會影

響到洗腎總額支付中病人需要的其他醫療項目，或是在健保總額外提出固定金額

獎勵新藥發展。」 

而截至本研究發表前，健保署仍於其官方網站的「新藥及新醫材病友意見分

享」專區開放蒐集關於拿百磷®之民眾端的資訊，截止日為 2017 年 6 月 1 日，做

為醫療科技評估之參考資料、進行彙整提供於健保給付決策會議，即「全民健康

保險藥物給付項目與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以下稱共同擬訂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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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個案分析與研究發現 

第一節 我國政府的鼓勵措施對於台灣的新藥發展之影響 

由之前的個案分析，本研究將我國政府給予個案研發之新藥相關鼓勵措施彙

整於表 5-1： 

表 5-1 個案公司獲得我國政府的鼓勵措施 

個案研發之新藥 我國政府的鼓勵措施 

太捷信 進行二期臨床試驗獲科專補助新台幣 9,832 萬元 

進行三期臨床試驗獲科專補助新台幣 880 萬元 

拿百齡 獲科專補助新台幣 2,700 萬元進行臨床試驗 

 

 研究發現(1) 

我國政府多以科技專案補助臨床試驗的形式協助國產新藥公司研發新藥。 

 

【個案驗證】 

1.太景新藥太捷信 

太捷信之研發成果： 

 獲科專補助台幣 9,832 萬元進行二期臨床試驗。 

 獲科專補助台幣 880 萬元進行三期臨床試驗。 

 經濟部以科技專案補助臨床試驗計畫。 

2.寶齡富錦新藥拿百磷 

寶齡富錦生產之拿百磷®  (Nephoxil® )，在研發過程中曾獲得經濟部之科專

2,700 萬元補助臨床試驗計畫(鄭雅文，2007)，且歷經十餘年來努力投入，不但

建立全球完整的專利佈局與國際合作，並順利完成台、美、日第三期臨床試驗，

送件申請各主要市場新藥上市許可。 

 經濟部以科技專案補助臨床試驗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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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比較在台灣及其他國家研發新藥的鼓勵措施 

由之前的文獻回顧，本研究將我國政府及日、韓政府針對研發新藥的鼓勵措

施措施彙整於表 5-2： 

表 5-2 我國、日本、韓國政府針對研發新藥的鼓勵措施 

國家 政府針對研發新藥的鼓勵措施 

我國 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提供新藥相關加成給付 

日本 日本 Chuikyo 提供多種新藥相關加成給付 

韓國 本研究未發現韓國政府有針對新藥提供相關加成給付措施 

 

 研究發現(2) 

我國與日本政府皆有提供新藥不同形式之新藥相關加成給付；本研究未發現韓國

政府有針對新藥提供相關加成給付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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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驗證】 

由個案分析所到之結果將我國、日本、韓國政府針對新藥提供相關加成給付

措施彙整於表 5-3： 

表 5-3 我國、日本、韓國政府針對新藥提供相關加成給付措施 

國家 政府針對新藥提供相關加成給付措施 

我國 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17 條新藥支付價格訂定原則： 

一、第 1 類新藥：以十國藥價中位數核價。對於致力於國人族群特異性

療效及安全性之研發，在國內實施臨床試驗達一定規模者，以十國

藥價中位數之 1.1 倍(即加算 10%)核價。 

二、第 2 類新藥： 

(一)以十國藥價中位數為上限。 

(三)符合下列條件者，得另予加算，但仍不得高於十國藥價中位數： 

1.對於致力於國人族群特異性療效及安全性之研發，在國內實施

臨床試驗達一定規模者，加算 10%。 

2.在國內進行藥物經濟學(PE)之臨床研究者，最高加算 10%。 

日本  創新性加成給付 70 ~ 120% 

 有用性加成給付(I) 35 ~ 60% 

 有用性加成給付(II) 5 ~ 30% 

 市場性加成給付(I) 10 ~ 20% 

 市場性加成給付(II) 5% 

 小兒加成給付 5 ~ 20% 

 SAKIGAKE 加成給付 10 ~ 20% 

韓國 本研究未發現韓國有針對新藥提供相關加成給付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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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灣健保藥價制度與台灣研發的新藥藥價 

由之前的個案分析，本研究將我國國產新藥研發公司對於台灣健保給付台灣

的研發新藥價格現況之感受與建議彙整於表 5-4： 

表 5-4 國產新藥研發公司對於我國健保給付台灣研發新藥價格之感受與建議 

個案公司 感受 建議 

太景生技  政府未給國產新藥合理的

藥價。 

 現行核價規則難以支持新

藥在臺灣第一上市，更會影

響到出口到他國販售的價

錢。 

將台灣研發且以台灣為第一上

市國的創新藥物，健保核價機制

宜跳脫舊有框架，建議以專案專

審方式進行；專家會議的審查委

員宜大多數由與所申請適應症

相關學者專家組成。 

寶齡富錦 政府以給付給學名藥之核價方

式給付給國產新藥，並不合理。 

 建議政府在健保總額提出

一定比率補助國產新藥。 

 建議在健保總額外提出固

定金額獎勵國產新藥發展。 

 

 研究發現(3) 

對新藥開發類型之國產新藥公司而言，期望政府在設定參考藥品之藥價時，可

以選擇使用參考藥品之初始藥價作為 reference price。 

【個案驗證】 

1.太景新藥太捷信 

根據 2015 年 9 月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第 15

次會議的太捷信膠囊 250 毫克(奈諾沙星)(Taigexyn Capsule 250mg)醫療科技評估

報告「藥物納入全民健康保險給付建議書-藥品專用」資料摘要，健保署提供評

估太捷信® 的參考藥品為第一三共藥廠之 Cravit (成分 levofloxacin 500 mg)、拜耳

藥廠之 Avelox (成分 moxifloxacin 400 mg)以及聯亞生技之 Factive (成分

gemifloxacin 320 mg)。然而，健保供太捷信® 參考的藥價是 2015 年、已被多次

調降後之藥價，並非以該三個藥品之藥價初次取得健保藥價時之價格為參考值，

因此該參考藥價對於太捷信的核價十分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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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新藥開發類型之國產新藥公司而言，期望政府在設定參考藥品之藥價

時，可以選擇使用參考藥品之初始藥價作為 reference price。 

2.寶齡富錦新藥拿百磷 

據環球生技月刊(2016)的報導，寶齡富錦的腎臟病藥物-抗高磷血症新藥，在

日本、美國和台灣雖然都有取得藥證，但寶齡富錦選擇先在海外市場拿到藥證之

後，再回到台灣申請藥證。該項藥物光是 2014 年在日本市場的銷售額就達 5~8

億元；不過，若根據依據「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19 條規

範新藥之核價參考品選取原則「新藥之核價參考品以最近五年『收載』之療效類

似藥品為主要參考」，則拿百磷® 只能以健保目前僅收載之「含鈣、鋁之磷結合

劑」之健保給付價為參考藥價，所以拿百磷® 得到台灣的健保給付核價僅有每粒

膠囊給付 2 元。 

 對新藥開發類型之國產新藥公司而言，期望政府在設定參考藥品之藥價

時，可以選擇使用較合理之參考藥品之藥價作為 reference price。 

 

 研究發現(4) 

對新藥開發類型之國產新藥公司而言，期望在選擇參考藥品時，可以鼓勵創新

藥理作用之新藥、跳脫侷限治療相同疾病用藥之思維。 

 

【個案驗證】 

1.太景新藥太捷信 

據《撥開迷霧看生技：生技，原來要這樣看》(2016)中專訪太景生技董事長

暨執行長許明珠博士，許博士也對台灣健保的藥品核價方式提供建言：「台灣研

發且以台灣為第一上市國的創新藥物，健保核價機制宜跳脫舊有框架，建議以專

案專審方式進行；專家會議的審查委員宜大多數由與所申請適應症相關學者專家

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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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新藥開發類型之國產新藥公司而言，期望在選擇參考藥品時，可以鼓

勵創新藥理作用之新藥、跳脫侷限治療相同疾病用藥之思維。 

 

2.寶齡富錦新藥拿百磷 

據環球生技月刊(2016)的報導，寶齡富錦的腎臟病藥物-抗高磷血症新藥，在

日本、美國和台灣雖然都有取得藥證，但寶齡富錦選擇先在海外市場拿到藥證之

後，再回到台灣申請藥證。該項藥物光是 2014 年在日本市場的銷售額就達 5~8

億元；不過，若根據依據「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19 條規

範新藥之核價參考品選取原則「新藥之核價參考品以最近五年『收載』之療效類

似藥品為主要參考」，則拿百磷® 只能以健保目前僅收載之「含鈣、鋁之磷結合

劑」之健保給付價為參考藥價，所以拿百磷® 得到台灣的健保給付核價僅有每粒

膠囊給付 2 元。 

 對新藥開發類型之國產新藥公司而言，期望在選擇參考藥品時，可以鼓

勵創新藥理作用之新藥、跳脫侷限治療相同疾病用藥之思維。 

 

 研究發現(5) 

對新藥開發類型之國產新藥公司而言，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第 17-1 條規範參考類似藥品之十國藥價不合理，因為若以台灣為第一上市國，

則尚未在其他國家取得藥價，此法規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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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驗證】 

1.太景新藥太捷信 

太景生技董事長暨執行長許明珠博士表示，由於是新開發的藥物，還沒進入

市場，所以第一項方式「參考市場交易價」不適用，第二項方式「參考成本計算

法」則有機會讓廠商回收成本，第三項方式「參考核價參考品或治療類似品之十

國藥價」對創新藥物並不適用。因此，太景生技選擇以第二項方式送案，考量臺

灣健保現況，太景生技已採明顯低於參考成本計算法的價格申請，結果和比較藥

品在國外的零售價接近，但卻遠高於比較藥品在臺灣的現行健保價。許博士也引

用國防醫學院特聘教授胡幼圃於 2015 年報告，指出 10 年來健保核價幾乎都低於

十國的最低藥價，因此，現行核價規則難以支持新藥在臺灣第一上市，更會影響

到出口到他國販售的價錢，如中國的醫保公告，訂定藥價不能高於鄰近國家，也

就可能會以臺灣的藥價進入中國大陸市場，這將會有很大損失。因此，太景生技

目前還沒有接受健保署給予的價格。 

 對新藥開發類型之國產新藥公司而言，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

付標準第 17-1 條規範參考類似藥品之十國藥價不合理，因為若以台灣

為第一上市國，則尚未在其他國家取得藥價，此法規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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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我國藥品政策與台灣研發新藥上市策略 

由之前的個案分析，本研究將我國國產新藥公司因應上述我國藥品政策的新

藥上市策略彙整於表 5-5： 

表 5-5 國產新藥公司因應上述我國藥品政策的新藥上市策略 

個案公司 因應上述我國藥品政策的新藥上市策略 

太景生技 撤回國產新藥的健保藥價申請，選擇自費市場。 

寶齡富錦 選擇自費市場。 

 

 研究發現(6) 

對新藥開發類型之國產新藥公司而言，健保給付國產新藥之藥價無法符合國產

新藥公司期望之藥價，國產新藥公司改採取由病患自費購買藥品的方式銷售。 

【個案驗證】 

1.太景新藥太捷信 

據遠見雜誌(2016)的報導，2004 年，太景從美國寶鹼技轉，隔年開始研發一

款名為「太捷信」(Nemonoxaxin，奈諾沙星)的抗生素，可治療抗藥性金黃葡萄

球菌、萬古黴素等超級細菌、社區型肺炎。從尋找資金到完成人體臨床試驗，歷

經十年，共投入 55 億元研發，終於在 2014 年 11 月獲台灣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准。

在台灣取得藥證前，太捷信已在 2013 年底獲得美國 FDA「抗感染藥品」資格、

「快速通道」(Fast Track)的待遇，假使未來進入美國，可以優先審查。可是當太

景生技於 2015 年 1 月申請太捷信的健保藥價，按照成本，一天兩顆的藥費 300

元。經過與健保署兩次討論，一顆 150 元卻只能拿到 69 元的核價，等於打四六

折，不到半價！眼看健保核價低於成本，2015 年 9 月，太景生技撤回太捷信的

健保藥價申請，改走自費市場。 

 對新藥開發類型之國產新藥公司而言，健保給付國產新藥之藥價無法符

合國產新藥公司期望之藥價，國產新藥公司改採取由病患自費購買藥品

的方式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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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寶齡富錦新藥拿百磷 

若根據依據「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19 條規範新藥之

核價參考品選取原則「新藥之核價參考品以最近五年『收載』之療效類似藥品為

主要參考」，則拿百磷® 只能以健保目前僅收載之「含鈣、鋁之磷結合劑」之健保

給付價為參考藥價，所以拿百磷®得到台灣的健保給付核價僅有每粒膠囊給付 2

元。據遠見雜誌(2016)的報導，寶齡富錦為洗腎病人研發腎臟藥「拿百磷®」，每

天吃六顆，每顆 60 元，一天藥價是 360 元，2015 年 1 月通過 TFDA 核准，在秋

天送健保署，希望通過給付。但是，「健保署打算以學名藥支付我們的新藥。」

寶齡富錦總經理江宗明表示失望，兩者價格差距實在太大，難以接受，只好走自

費市場。 

 對新藥開發類型之國產新藥公司而言，健保給付國產新藥之藥價無法符

合國產新藥公司期望之藥價，國產新藥公司改採取由病患自費購買藥品

的方式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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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經由本研究第五章之個案分析，可歸納出以下之研究發現： 

一、我國政府的鼓勵措施對於台灣的新藥發展之影響 

我國政府多以科技專案補助臨床試驗的形式協助國產新藥公司研發新藥。 

 經濟部以科技專案補助臨床試驗計畫。 

二、比較在台灣及其他國家研發新藥的鼓勵措施 

我國與日本政府皆有提供新藥不同形式之新藥相關加成給付；本研究未發現

韓國政府有針對新藥提供相關加成給付措施。 

 

三、台灣健保藥價制度與台灣研發的新藥藥價 

1.對新藥開發類型之國產新藥公司而言，期望政府在設定參考藥品之藥價時，可

以選擇使用參考藥品之初始藥價作為 reference price。 

2.對新藥開發類型之國產新藥公司而言，期望在選擇參考藥品時，可以鼓勵創新

藥理作用之新藥、跳脫侷限治療相同疾病用藥之思維。 

3. 對新藥開發類型之國產新藥公司而言，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

準第 17-1 條規範參考類似藥品之十國藥價不合理，因為若以台灣為第一上市

國，則尚未在其他國家取得藥價，此法規自相矛盾。 

 

四、我國藥品政策與台灣研發新藥上市策略 

對新藥開發類型之國產新藥公司而言，健保給付國產新藥之藥價無法符合國

產新藥公司期望之藥價，國產新藥公司改採取由病患自費購買藥品的方式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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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一、對於產業界的建議 

國產新藥公司由於產業尚在起步階段，對於一個正在發展中的產業而言，本

研究藉由文獻與個案分析的方式，由健保藥價政策的角度切入，提出以下對於台

灣國產新藥公司進行新藥上市策略之建議： 

 

建議一：集結同業力量耐心與公部門溝通 

健保署於 2013 年、全民健保實施十八年後才新增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

目及支付標準第 17-1 條，往後為鼓勵國內進行具臨床價值的新藥研發及上市，

又分別於 2014 年與 2016 年歷經兩次修法，這段過程也是經由多次由產業與官方

透過多場研討會等討論，才得以漸入佳境。因此，本研究建議國產新藥公司若期

望研發之新藥可適用於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17-1 條，可能

需要集結更多其他國產新藥公司，並且與政府相關部門耐心地持續地溝通，相信

有朝一日會有機會讓新藥在國內以合理的健保給付藥價上市。 

 

建議二：放眼國際市場 規劃新藥在各國上市順序 

全民健保實施後，藥品要獲得健保給付一律皆須通過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

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同意，包含國產新藥及進口新藥。進口新藥一般由

跨國藥廠進口在台上市，而跨國藥廠的上市策略皆會評估在各國取的的給付藥價

來決定上市國家的先後次序；如果國產新藥公司選擇自行規劃上市策略，本研究

建議可以跨國藥廠的上市策略，畢竟研發新藥是一個高度資本密集的投資行為，

國內的市場僅佔全球藥品市場的 0.5%，研發出可以適用於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

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17-1 條的新藥的機會又是可遇不可求，還不如放眼國際市

場，客觀地規劃新藥在各國上市的順序，規劃讓新藥的獲利極大化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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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三：尋找夥伴共榮共享 

如前述，跨國藥廠的上市策略皆會評估在各國取得的給付藥價來決定上市國

家的先後次序；如果國產新藥公司選擇授權，本研究建議可以授權給跨國藥廠，

由跨國藥廠規劃上市策略，雖然跨國藥廠很有可能不會選擇台灣作為第一個上市

的國家，即無法適用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17-1 條，但國產

新藥公司可以單純地藉由授權賺取授權金，也不失為一種獲利的方式。 

 

二、對於相關政府機構的建議 

「藥價 vs 健保預算」似乎是一個衝突又無解的難題。以新藥研發業者的立

場，若選擇在台研發，台灣的健保藥價必定會成為「外部參考藥價 (External 

Reference Price)」，影響在台研發新藥後續在其他國家上市的藥價；以健保署的

立場，健保費率只能佔 GDP 的 6.6%，對於健保署來說，有限的經費與日新月異

的先進醫療似乎一直存在著衝突與矛盾。 

但其實，「藥價 vs 健保預算」真的是一個只有衝突的難題嗎？其實並不然。

若想要兼顧理想藥價作為新藥在其他國家上市時之「外部參考藥價 (External 

Reference Price)」且不會產生對於健保預算之太劇烈的衝擊，本研究在此提供五

種建議： 

建議一：價量協議 

價量協議是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下的新型態契約，當藥品銷售超過約定數量

時，藥商必須以降價或將超額銷售金額歸還給健保署(何建志，2014)。價量協議

有助於兼顧健保財務健全及維護人民用藥權利，或許是一個有助於本土研發新藥

在取得健保藥價時得到解套的方式。 

如果實施價量協議，可將部分因給付新藥所帶來的財務負擔由藥商及健保署

共同分擔，因此可減輕健保署之決策風險，因此對於新藥供給者及需求者雙方而

言，都有從事價量協議之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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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需求面而言，如果健保署能夠根據契約條款要求次年度降價，或甚至

可收回部分藥費，便可在資訊不足或不對稱情況下，仍能控制新藥財務衝擊範圍。 

(二)就供給面而言，價量協議有助於促成健保署同意支付新藥，因此有利於

藥商開拓市場。此外，在藥品國際市場中，各國之健保藥價核價機關所核定藥品

支付價格屬於公開資訊，因此各國可相互參考他國藥價而核定本國藥價。至於藥

商與健保署之價量協議，則屬於不公開之營業秘密，其他國家之健保藥價核價機

關無從得知其內容與金額。在全球藥品市場指標性國家，藥商可提出降價或退款

承諾引誘健保署同意核定較高藥價，而其他國家之健保藥價核價機關進行國際比

價時，只能參考公開價格，有利於藥商在國際市場中維持藥品價格，使跨國藥商

全球收益極大化。 

根據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41 條，列入價量協議之條件

如下： 

一、新藥案件：廠商提供之財務預估資料，預估於給付後之五年間，有任一

年之藥費支出高於新臺幣二億元者。 

二、擴增給付範圍案件：廠商提供之財務預估資料，預估於擴增給付範圍後

之五年間，有任一年擴增部分之藥費支出高於新臺幣一億元者。 

三、未達前二款條件之藥品，於納入給付或擴增給付範圍後之五年間，有任

一年之申報藥費支出高於新臺幣二億元（新藥案件）或新臺幣一億元（擴

增給付範圍案件）者。 

根據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44 條，價量協議內容可採行

之方案模式有下列三種： 

一、還款方案：依下列方式擇一執行： 

(一)設定各觀察年費用限量額度，若健保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申報之藥費

超過限量額度，則新藥廠商必須償還一定比例金額給健保署。 

(二)新藥廠商於各觀察年償還健保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申報藥費之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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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金額給健保署，償還比例不設上限。 

二、降價方案：依下列方式擇一執行： 

(一)設定各觀察年費用限量額度，若健保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申報之藥費

超過限量額度，則調降該新藥之健保支付價。 

(二)於各觀察年調降一定比例之支付價，調降比例不設上限。 

三、協議共同分擔方案：同成分不同廠牌或同藥理分類藥品設定共同分攤之

還款方案或降價方案。採還款方案時，依各藥品申報藥費之比例，分攤

各廠商償還額度；採降價方案時，各藥品支付價格採相同之調降比例。 

 

 

 

 

 

 

 

 

 

 

 

 

 

 

 

 

 



 

104 
 

建議二：部分贈與新藥 

「部分贈與」是一個國內尚未實施之概念。由新藥供應商與健保署在約定期

新藥之給付價的同時，雙方即訂定一個「新藥約定供應量上限」(如圖 6-1)。當

國內各醫療院所向健保申請該新藥給付尚未達該「新藥約定供應上限量」之前，

健保署即依一般給付藥品之方式將費用給付給醫院；當國內各醫療院所向健保申

請該新藥給付尚超過該「新藥約定供應上限量」時，健保署雖仍依一般給付藥品

之方式將費用給付給醫院，但該新藥供應商即須依據超過數量以該新藥之健保價

繳費給健保署，如此健保署即可控制藥品支出預算、該新藥供應商亦可保有期望

之新藥健保給付價。 

 

 

圖 6-1 「部分贈與新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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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三：國產新藥健保給付執行計畫  

對於國內盛行率較高之疾病，建議可比照「C 型肝炎全口服新藥健保給付年

度執行計畫」專款專用模式，為願意投注資源研發相關新藥之廠商增加誘因。 

例如，國內腎臟病發生率及盛行率高居全球之冠，接受血液透析及腹膜透析

患者高達 5 萬多人，每年新增洗腎人數約 2 千多人，讓台灣擁有「洗腎王國」封

號。台灣是全球末期腎臟疾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s, ESRD)最高、達每百萬

人口 384 人的國家，高於美國、日本等其他國家，避免末期腎臟病患高血磷、高

血鈣、改善末期腎臟病患生活品質更應刻不容緩。 

以末期腎臟疾病口服「磷結合劑」為例，長期以來，末期腎臟疾病治療需每

餐口服醋酸鈣(667 mg/tab) 3~4 粒。但服用醋酸鈣的病人 50%會出現高鈣血症、

因過度抑制副甲狀腺素而造成不活動型骨症，也與軟組織和血管鈣化有關。由於

近年來新藥之研發有長足的進展，末期腎臟疾病也陸續有不會引起高鈣血症的口

服「磷結合劑」上市，包括國產新藥 Ferric citrate、進口新藥 Lanthanum 及

Sevelamer。建議衛生福利部於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總額編列 5.2 億元專款用於

末期腎臟疾病治療藥費，其中亦包括新增末期腎臟疾病口服「磷結合劑」新藥費

用。由於專款有限，無法一次照顧到所有末期腎臟病患，因此建議衛本執行計畫

先就健保可執行之預算範圍，參考專科醫學會建議之優先順序，以及全民健康保

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之建議，設定第一階段優先治療具成本

效益較高之嚴重病人。倘第一階段使用條件病人於年度預算有未執行數，再開放

第二階段使用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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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四：新藥公司可享減稅獎勵 

除了現行之「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 5 條為促進生技新藥產業升級，規

範「生技新藥公司得在投資於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金額有限度自有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之年度起 5 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以外，建議可

另增訂有利於獎勵國產新藥公司之減稅措施。 

若以「拿百磷」為例，假設設定其年度申報上限為 500 萬元，則在拿百磷之

年度申報金額為 250 萬元，則可依此金額計算、抵免其 5%營業稅，依算式

【2,500,000×5%=125,000 元】計算可得寶齡富錦公司可抵免達 12.5 萬元之營業

稅額；在拿百磷之年度申報金額若為 550 萬元、超過其年度申報上限為 500 萬元，

則可依此金額計算、抵免其 5%營業稅，依算式【5,000,000×5%=250,000 元】計

算可得寶齡富錦公司可抵免達 25 萬元之營業稅額。 

若能夠以此獎勵幫助新藥研發公司減輕稅額方密的負擔，雖無法提高健保藥

價，但對於國產新藥研發公司而言，仍能夠鼓勵其研發。 

 

建議五：客觀及合理的「參考成本計算法」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17-1 條規範「開發新成

分新藥在台灣第一上市的訂價方式」之條文： 

在我國為國際間第一個上市，且具臨床價值之新藥，得自下列方法，擇一訂

定其支付價格： 

一、參考市場交易價。 

二、參考成本計算法。廠商須切結所提送之成本資料無誤，且須經保險人邀

集成本會計、財務及醫藥專家審議。 

三、參考核價參考品或治療類似品之十國藥價，且不得高於該十國藥價中位

價。 

前項具臨床價值之範圍，包括增進療效、減少不良反應或降低抗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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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以第一項核價方式「參考市場交易價」不適用，原因是因為新開發

藥物還沒進入市場，何來「市場交易價」？第三項核價方式「參考參考品或類似

品之十國藥價」對創新藥物亦不適用。三者之中，僅第二項核價方式「參考成本

計算法」較有機會讓廠商回收成本。 

然而，依據適用「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17-1 條──

在我國為國際間第一個上市且具臨床價值之新藥之「藥物納入全民健康保險給付

建議書-藥品專用(A3)」申請表(詳見附錄二)，其中的「研究開發成本分析表」之

支出項目，除製造成本、銷售費、研發費用、流通費用及消費稅之外，竟尚規範

須詳列廣告費、交際費、伙食費、保全費…等細目。 

建議可參考使用「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35 條第一項

第二款第三目： 

1.進口產品依其進口成本(含運費、保險費、關稅、報關費用、特殊倉儲保管

費)，國內製造產品則依其製造成本(不含研發費用)加計下列管銷費用為

上限價： 

(1)每月申報金額小於等於 50 萬元者，加計 50%。 

(2)每月申報金額大於 50 萬元、小於等於 100 萬元者，加計 40%。 

(3)每月申報金額大於 100 萬元者，加計 30%。 

2.領有藥物許可證者，得加計繳納藥害救濟徵收金比率及營業稅。 

若以「太捷信」為例，假設其每月申報金額小於等於 50 萬元，則可加計 50%

之管銷費用，另再加計 0.05%藥害救濟基金及 5%營業稅，假設依廠商提供之年

度「成本分析資料」之「太捷信」每顆成本 95 元，則依算式【95×1.5×

(1+0.05%+5%)=150 元】計算可得「太捷信」之藥品支付價為每顆 150 元。 

若能夠以此較為客觀及合理的「參考成本計算法」計算國產新藥，而非以複

雜瑣碎之列舉成本項目，或者以已多次調降藥價之相似藥品作為參考藥價基礎，

相信對於國產新藥廠商而言，更能夠帶來鼓勵研發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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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上述幾種方案皆有可保護新藥健保給付價之優點，但對於新藥供應商而

言，此方法仍難以避免其新藥在我國市場的獲利下降之風險(如表表 6-1)。 

表 6-1 對於相關政府機構的建議方案之優缺點 

建議 優點 風險 

價量協議 藥商與健保署之價量協議，則屬

於不公開之營業秘密，其他國家

之健保藥價核價機關無從得知

其內容與金額。在全球藥品市場

指標性國家，藥商可提出降價或

退款承諾引誘健保署同意核定

較高藥價，而其他國家之健保藥

價核價機關進行國際比價時，只

能參考公開價格，有利於藥商在

國際市場中維持藥品價格。 

藥品市場處於高度競爭狀態，若

健保署利用價量協議使藥商降

價或退款，仍直接衝擊藥商在市

場中獲利能力及留在市場意願。 

部分贈與新藥 藥商與健保署之事先協議，屬於

不公開之營業秘密，其他國家之

健保藥價核價機關無從得知其

內容與金額。 

若健保署利用協議使藥商退

款，則藥商在供應新藥超過約定

上限量之後，恐導致無法獲利甚

至賣越多賠越多，藥商恐因此限

制供貨至台灣市場。 

國產新藥健保給付

執行計畫 

總額式包裹給付，若健保署編列

之總額支付價格合理，則有利於

新藥在他國上市之給付藥價 

總額式包裹給付，若健保署編列

之總額支付價格過低，仍影響新

藥在他國上市之給付藥價 

新藥公司可享減稅

獎勵 

雖無法提高健保藥價，但能獎勵

新藥研發公司減稅、減輕新藥研

發公司之負擔 

公開之健保藥價仍偏低，仍影響

新藥在他國上市之給付藥價 

客觀及合理的「參考

成本計算法」 

新藥廠商可選擇較有利其藥價

之每月申報金額級距來決定「參

考成本計算法」 

若健保署使用有條件之「參考成

本計算法」，則新藥廠商可能選

擇較有利藥價之每月申報金額

來決定新藥供應數量，在供應新

藥超過約定上限量之後，新藥廠

商恐因此限制供貨至台灣市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發現我國現行之之健保新藥核價政策對於本土新藥上市之衝擊確實

存在。因此，鼓勵本土新藥研發公司願意在台上市其研發之新藥，「藥價」是一

個不能被忽視的重要因素，因為新藥的市場在世界各國，若本國先核定的藥價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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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低，必定會被他國當作一個參考的基準，對於新藥產業只會帶來傷害與打

擊，所以，無論是要透過《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的修法，或

者是要跨部門編列國產新藥給付預算，政府相關主管機關必須重視此議題！其

次，除國人設立之本土新藥研發公司，建議政府應研究了解他國在生技新藥產業

的鼓勵措施，並擬定更具競爭力之鼓勵措施以吸引各國之新藥公司願意來台設立

研發分部，提升國人使用新藥的可近性。 

 

三、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探討健保藥價政策對於後續其他國產新藥公司的影響 

本研究探討健保藥價政策對於已成功在台上市新藥的兩家國產新藥公司的

影響，但國產新藥並非僅限於抗生素與降血磷藥兩類用藥，而本研究選擇之個案

其領域較狹隘，而治療各類疾病相關用藥之健保核價評估方式亦存在著異質性，

後續研究者可以依此架構探索涵蓋更多疾病治療之用藥，可減少因新藥間特性差

異所造成研究之偏頗。 

(二)增加多重訪談以提升構念效度 

本研究主要是依據個案公司的中高階管理者的觀點，而未涵蓋實際進行研發

官方的觀點，在此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增加多重的證據來源，進行更完整的深入的

研究，以提升研究構念之效度。 

(三)可以問卷調查方式加以輔導提升結論之廣度 

國產新藥公司由於產業並不成熟，因此目前可選取研究的公司個案數較有

限，本研究以現已成功在台上市新藥的兩家國產新藥公司作為研究對象，透過深

度訪談之方式提出建議，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加上問卷調查方式以提升研究之

廣度與較具共同性之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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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藥物納入全民健康保險給付建議書

藥品專用(A1) 



 ~ 1 ~ 

藥物納入全民健康保險給付建議書-藥品專用(A1) 

案件類別： 

□新成分新藥 □新劑型新藥 □新給藥途徑新藥 □已收載成分複方新藥 

藥品名稱 
中文  

英文  

藥品主成分  
 

藥品許可證持有商  
 

製造藥商及國別  
 

WHO/ATC碼及名稱  
 

建議品項數            項 
 多種包裝規格 

 多種單位含量 

 

自我評估是否屬 

突破創新新藥 

 非突破創新新藥(請填寫第一節至第十節)          

 突破創新新藥  (同上，但也必須填寫第十一節)    

 

   ※注意事項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辦法」規定，專家學者或

代表對於個別案件遇有程序外接觸，足以影響案件之擬訂事項者，應予迴避。故

若同一建議案有二位專家學者或代表反映有程序外接觸者，得延緩該案之擬訂時

程。 

   ※切結事項 

本案所提供之證明文件資料均屬實，經查與事實不符而足以影響擬訂之結果，

情節重大者，共同擬訂會議得重新檢討其給付內容及支付標準。 

     建 議 者 名 稱 ：                         印信戳記 

     負    責    人 ：                         簽章 

     地          址 ： 

     電          話 ： 

     聯 絡 人 姓 名 ： 

     聯 絡 人 電 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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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資料請詳細填列，部份欄位倘無法填具，請述明理由，並請依附件目錄檢附相關文件。倘申

請多品項或單一品項，請自行增減欄位 

一、藥品基本資料(請提供許可證影本及中、英文仿單)： 

 品項1 品項2 

藥品許可證字號   

主成分/劑型   

單位含量   

包裝規格量   

建議價 

(     元)/單位 

  

主管機關許可 

適應症 

 

 

建議健保給付之 

適應症內容 
  

相關國際疾病分類

代碼（ICD-9-CM

及 ICD-10-CM/PCS 

code 一併註明） 

  

許可證有效期限   

 

 品質條件 □PIC/S GMP(主管機關核准編號：               ) 

有無主成分或 

成分組合專利 

有(請提供證明並續填寫以下各欄) 無(以下免填) 

專利權人  

中華民國主成分或

成分組合專利期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證書號碼：                       

取得主成分專利

之其他國家 

國別:                

申請日：    年   月   日  專利號：            

主管機關發予許

可證時附帶之條

件或追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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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藥品相關資料： 

   (一)用法用量 

    1、每日劑量： (1)一般劑量：                   

                      (2)最大劑量：                   

    2、藥費(以建議價計算)： (1)每       日：                  

                            (2)單 一 療 程：                  

                            (3)慢性病28日：                  

    3、一般劑量、用法(對象、年齡或肝腎損傷時劑量用法之調整)： 

   (二)藥物作用機轉(請摘要說明並提供資料出處) 

 

 

 

   (三)藥物動力學與藥效學(請摘要說明並提供資料出處) 

 

 

 

   (四)藥品不良反應/發生率及治療禁忌(請摘要說明並提供資料出處) 

 

 

 

   (五)警語及使用注意事項 

 

 

    

   (六)藥品交互作用資訊(請簡述) 

 

 

   (七)製劑特色(劑型、含量、投藥途徑、頻率、方便性、賦型劑、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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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參考品之比較 

    (若建議收載藥品屬多品項或有多項參考品，每一品項請填一份或自行增加欄位)  

 建議收載藥品 參考品 

 

商品名/劑型 
  

成分/含量 
  

主管機關適應

症 

  

健保 

給付規定 

  

ATC 分類七碼   

主要副作用及 

發生率 

  

劑量療程   

療效相等之 

估計劑量 

  

建議價/現行健

保支付價 

  

每日藥費   

資料來源 
  

參考品選取理由（請打勾，文獻請另列於附件） 

具直接比較試驗(head-to-head comparison)  

具間接比較試驗(indirect comparison)  

近年來，最多病人使用或使用量最多的藥品  

目前臨床治療指引建議的首選  

其他考量因素，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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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考國藥價資料 

(若建議收載藥品屬多品項或有多項參考品，每一品項請填一份或自行增加欄位) 

國名 匯率 

建議收載藥品 參考品1 

名稱   
包裝 

規格 
藥價 名稱 

包裝 

規格 
藥價 

美國 

   外幣:   外幣:  

台幣: 台幣:  

英國 

   外幣:   外幣: 

台幣: 台幣: 

日本 

   外幣:   外幣: 

台幣: 台幣: 

德國 

   外幣:   外幣: 

台幣: 台幣: 

法國 

   外幣:   外幣: 

台幣: 台幣: 

比利時 

   外幣:   外幣: 

台幣: 台幣: 

加拿大 

   外幣:   外幣: 

台幣: 台幣: 

瑞士 

   外幣:   外幣: 

台幣: 台幣: 

瑞典 

   外幣:   外幣: 

台幣: 台幣: 

澳洲 

   外幣:   外幣: 

台幣: 台幣: 

原產國 

   外幣:   外幣: 

台幣: 台幣: 

其他 

國家 

   外幣:   外幣: 

台幣: 台幣: 

 

    註1：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資料影印本 
    註2：依受理日期保險人公告之匯率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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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品於國外最新之給付規定(請列表說明，並附相關資料，無者免填) 

國  別 給 付 規 定 

  

  

六、國內實施種族特異性及安全性臨床試驗資料 

        請說明該臨床試驗是否為針對國內種族特異性及安全性之研發及其規模，若無於國

內實施種族特異性及安全性臨床試驗，則此節可以略過。文獻影本附於附件目錄八。 

七、國內實施藥物經濟學研究資料 

    請提供符合我國國情的藥物經濟學研究，摘述其研究方法及結果。若無於國內實施藥

物經濟學研究，則此節可以略過。國內實施藥物經濟學研究資料附於附件目錄九。 

八、英國、澳洲及加拿大三國醫藥科技評估(HTA)資料 

        請以中文摘述英國、澳洲及加拿大三國醫藥科技評估(HTA)報告，無者免填。文獻影本

附於附件目錄十。 

九、經濟效益評估文獻摘述 

        若有國內外相關經濟評估研究文獻，請摘述其研究方法及結果。文獻影本附於附件目錄

十一，無者免填。 

十、新藥納入收載後之財務影響分析資料(必填) 

1. 新藥臨床使用定位： 

    清楚說明新藥的臨床使用定位，並根據新藥的臨床使用定位，說明新藥與現有

醫療科技的關係為何（請勾選並加以說明）： 

 取代關係1：   新藥名稱   預期將取代   現有藥品（不限一種）或其他非藥品之醫療科技

（不限一種）   之市場 

 新增關係2：   新藥名稱   預期將用於   現有藥品（不限一種）或其他非藥品之醫療科技

（不限一種）   治療無效或目前無其他積極治療方法的病人（請依據實際情況加以修

訂） 

註1：取代關係代表新藥與現有醫療科技(含藥品與非藥品)適用於同樣的目標族群，具有同樣的

疾病與嚴重程度，且具有相同之臨床使用定位，因此臨床上在新藥與現有醫療科技間只須

擇一使用就可以，此時新藥將取代現有醫療科技的部份市場，造成的預算影響來自新藥與

現有醫療科技的費用差異。請詳細說明新藥將取代哪些現有醫療科技，現有醫療科技種類

並不限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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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新申請藥品使用在當前沒有其他積極治療方法或現有醫療科技失效/失敗（loss of effect / 

fail）、病人無法耐受（intolerant）、病人為現有醫療科技使用禁忌者（contraindication）

時，將產生新的額外財務影響。 

1.1被取代醫療科技（含藥品和非藥品）之健保給付資料：(請依需求自行增列) 

項目 

藥品名稱(成分)/ 

醫療服務項目名稱/ 

特材品名 

健保藥品代碼/ 

診療項目代碼/ 

特材代碼 

1   

2   

…   

N   

2. 健保藥費預算觀點分析：請預估新藥納入健保收載五年內之申報藥費；並評估收載新

藥前、後的藥費變化。 

年  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新藥年度藥費預估(SN)      

被取代的藥品治療之費用節省(VD)      

新藥年度藥費財務影響預估 

(BIA1= SN-VD) 
     

註1：請詳細說明試算過程與資料參考來源並附於附件目錄十二。 
註2：新藥財務影響之預估方式不限，建議可依據填表說明一之「第十節 新藥申請藥費之財務影

響分析」進行試算。 

3. 健保總額預算觀點分析：請預估收載新藥前、後的健保總額預算支出變化。 

年  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新藥年度藥費預估(SN)      

被取代的藥品治療之費用節省(VD)      

被取代的非藥品治療之費用節省(VD’)      

隨新藥衍生的其他醫療費用改變(W)      

新藥收載後年度總額財務影響預估 

(BIA2=SN-VD-VD’±W) 
     

註1：請將試算說明與資料參考來源附於附件目錄十二。 
註2：總額財務影響之預估方式不限，建議可依據填表說明一之「第十節 新藥申請藥費之財務影

響分析」進行試算。 
註3：非藥品包含健保給付之特材、醫療服務。 

註4：其他醫療費用包括健保給付之非被取代的藥品或非藥品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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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自我評估建議收載藥品屬突破創新新藥時，請額外提供第十一節資料（以證明其

療效顯著優於現行已收載之藥品）。 

十一、證明突破創新新藥之療效顯著性 

        若自我評估建議收載藥品屬突破創新新藥時，請於本節以系統性文獻回顧的方法學

進行文獻搜尋，並選擇以直接比較統合分析（Direct Comparison）或間接比較（Indirect 

Comparison）的方式以證明建議收載藥品療效顯著優於現行已收載之藥品或標準治療。

引用之文獻全文，請依編號列於附件目錄十三內。 

        本節內容至少包括執行摘要（executive summary）與相對療效評估兩大部份。「執

行摘要」部份請說明本節所進行的整個相對療效評估的思路邏輯以及執行步驟；而「相

對療效評估」的部份，則請說明本藥品如何利用系統性文獻回顧方法學以及執行模式

（即直接比較或間接比較），證明所欲建議收載藥品之療效或安全性顯著優於現行已收

載之藥品或標準治療。 

        可依新藥的個別狀況，選擇依照「填表說明」部份的建議內容，亦或是自行決定本

節內容之呈現方式，惟仍須注意以系統性文獻回顧的方法學以及直接比較（Direct 

Comparison）或間接比較（Indirect Comparison）的方式進行整個相對療效評估的過程。 

        此處需要注意的地方是，如果建議收載藥品的適應症不只一個時，請針對每項適應

症做一套上述評估步驟，即分別分析表列每一個適應症的療效顯著性，以利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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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目錄 

 

標有星號為必檢附之資料 

★一、藥品許可證正、反面影印本---------------------------第   頁 

★二、藥品中、英文仿單-----------------------------------第   頁 

三、主成分之專利資訊資料-------------------------------第   頁 

★四、建議收載藥品相關文獻資料---------------------------第   頁 

★五、療效參考品相關文獻資料-----------------------------第   頁 

六、參考國藥價資料-------------------------------------第   頁 

七、本品於國外之最新給付規定資料-----------------------第   頁 

八、國內實施種族特異性及安全性臨床試驗資料-------------第   頁 

九、國內實施藥物經濟學研究資料-------------------------第   頁 

十、英國、澳洲及加拿大三國醫藥科技評估(HTA)資料 -------第   頁 

十一、經濟效益評估文獻全文影本-------------------------第   頁 

★十二、財務影響估算資料（第一、二類新藥）---------------第   頁 

十三、療效文獻全文影本（第一類新藥）            ------------------第      頁 

★十四、品質條件之附件-----------------------------------第   頁 

□符合 PIC/S GMP之藥品（請檢附我國主管機關核發具有效期之實地檢

查或書面審查符合 PIC/S GMP之證明文件） 

十五、其他---------------------------------------------第   頁 

 

 

 



 

 

附錄二 

 

藥物納入全民健康保險給付建議書

藥品專用(A3) 

(適用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第十七條之一：在我國為國際間第一個上市， 

且具臨床價值之新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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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納入全民健康保險給付建議書-藥品專用(A3) 

(適用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十七條之一：在我國為國際間第一個上市， 

且具臨床價值之新藥) 

藥品名稱 
中文  

英文  

藥品主成分   

藥品許可證持有商   

製造藥商及國別   

WHO/ATC 碼及名稱   

建議品項數           項 
 多種包裝規格

 多種單位含量 

 

   ※注意事項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辦法」規定，專家學

者或代表對於個別案件遇有程序外接觸，足以影響案件之擬訂事項者，應予迴

避。故若同一建議案有二位專家學者或代表反映有程序外接觸者，得延緩該案之

擬訂時程。 

   ※切結事項 

本案所提供之證明文件資料均屬實，經查與事實不符而足以影響擬訂之結果，情節重大者，共同擬訂會議

得重新檢討其給付內容及支付標準。 

 

     建 議 者 名 稱 ：                         印信戳記 

     負    責    人 ：                         簽章 

     地          址 ： 

     電          話 ： 

     聯 絡 人 姓 名 ： 

     聯 絡 人 電 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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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資料請詳細填列，部份欄位倘無法填具，請述明理由，並請依附件目錄檢附相關文件。倘建

議多品項或單一品項，請自行增減欄位 

一、藥品基本資料(請提供許可證影本及中、英文仿單)： 

 品項 1 品項 2 

藥品許可證字號   

主成分/劑型   

單位含量   

包裝規格量   

建議價 

(     元)/單位 
  

主管機關許可 

適應症 
  

建議健保給付之 

適應症內容 
  

相關國際疾病分類

代碼（ICD-9-CM

及 ICD-10-

CM/PCS code 一併

註明） 

  

許可證有效期限   

 

 

品質條件 PIC/S GMP (主管機關核准編號：               ) 

有無主成分或 

成分組合專利 

有(請提供證明並續填寫以下各欄) 無(以下免填) 

專利權人  

中華民國主成分或

成分組合專利期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證書號碼：                       

取得主成分專利

之其他國家 

國別:                

申請日：    年   月   日  專利號：            

主管機關發予許

可證時附帶之條

件或追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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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藥品相關資料： 

   (一)用法用量 

    1、每日劑量： (1)一般劑量：                    

                      (2)最大劑量：                    

    2、藥費(以建議價計算)： (1)每       日：        

                            (2)單 一 療 程：        

                            (3)慢性病 28 日：                  

    3、一般劑量、用法(對象、年齡或肝腎損傷時劑量用法之調整)： 

 

 

   (二)藥物作用機轉(請摘要說明並提供資料出處) 

 

 

 

   (三)藥物動力學與藥效學(請摘要說明並提供資料出處) 

 

 
 

   (四)藥品不良反應/發生率及治療禁忌(請摘要說明並提供資料出處) 

 

 

 

   (五)警語及使用注意事項 

    

 

 

   (六)藥品交互作用資訊(請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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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製劑特色(劑型、含量、投藥途徑、頻率、方便性、賦型劑、製程) 

 

 

三、建議支付價格訂定方法

 參考核價參考品或治療類似品之十國藥價，建議價格為         元

 參考成本計算法，建議價格為         元

 參考市場交易價，建議價格為         元 

 

(1) 參考核價參考品或治療類似品之十國藥價 

1. 與核價參考品或治療類似品之比較 

(若建議收載藥品屬多品項或有多項參考品，每一品項請填一份或自行增加欄

位) 

 建議收載藥品 核價參考品或治療類似品 

商品名/劑型   

成分/含量   

主管機關適應症   

健保給付規定   

ATC 分類七碼   

主要副作用及 

發生率 
  

劑量療程   

療效相等之 

估計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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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價 /現行支

付價 
  

每日藥費   

資料來源   

參考品選取理由（請打勾，文獻請另列於附件目錄） 

具直接比較試驗(head-to-head comparison)  

具間接比較試驗(indirect comparison)  

近年來，最多病人使用或使用量最多的藥品  

目前臨床治療指引建議的首選  

其他考量因素，請說明：  

 

2. 核價參考品或治療類似品之國際藥價資料 

國名 匯率 

核價參考品或治療類似品 1 核價參考品或治療類似品 2 

名稱   
包裝 

規格 
藥價 名稱 

包裝 

規格 
藥價 

美國    
外幣: 

  
外幣:  

台幣: 台幣:  

英國    
外幣: 

  
外幣: 

台幣: 台幣: 

日本    
外幣: 

  
外幣: 

台幣: 台幣:  

德國    
外幣: 

  
外幣: 

台幣: 台幣: 

法國    
外幣: 

  
外幣: 

台幣: 台幣: 

比利時    
外幣: 

  
外幣:  

台幣: 台幣:  

加拿大    
外幣: 

  
外幣: 

台幣: 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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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外幣: 

  
外幣: 

台幣: 台幣:  

瑞典    
外幣: 

  
外幣:  

台幣: 台幣:  

澳洲    
外幣: 

  
外幣: 

台幣: 台幣: 

原產國    
外幣: 

  
外幣:  

台幣: 台幣:  

台灣    
外幣: 

  
外幣: 

台幣: 台幣:  

 

    註 1：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資料影印本 

    註 2：依受理日期保險人公告之匯率換算 

 

(二)參考成本計算法(請併同提供成本分析表詳附表一及附表二) 

項目 內容說明 成本分析表 金額  

核

價

成

本 

研究開發成本 
係本新藥研究開發專案可直接或間

接歸屬之成本皆屬之。 
詳附表一  (A) 

製造成本 
凡從事本新藥生產所發生之直接及

間接製造成本 
詳附表二  (B) 

小計( C) =(A)+(B)  (C) 

新藥於研發階段有接受我國經濟部工業局或各單位之研發補助款(D)  (D) 

成本加成，以上述

核價成本 25%計算

之 

包括公司正常管理費用、銷售費

用、研發過程中之失敗成本及合理

利潤等 

(E)=(C-D)* 25 %  (E) 

合計(F)=(C)-(D)+(E)  (F) 

採成本計算法之核價單價 

數量單位:粒/CC/瓶…...  

生產數量總數(G)(等於製造成本分析表總生產數量)  

核價總金額(F)  

每一單位核價金額(H)=(F)/(G)  

     註：上述新藥成本資料(包括成本分析表)，須經由會計師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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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考市場交易價(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四、國內實施藥物經濟學研究資料 

        請提供符合我國國情的藥物經濟學研究，摘述其研究方法及結果。若無於國內實施

藥物經濟學研究，則此節可以略過。國內實施藥物經濟學研究資料附於附件目錄七。 

五、經濟效益評估文獻摘述 

        若有國內外相關經濟評估研究文獻，請摘述其研究方法及結果。文獻影本附於附件

目錄八，無者免填。 

六、新藥納入收載後之財務影響分析資料(必填) 

   1. 新藥臨床使用定位： 

    清楚說明新藥的臨床使用定位，並根據新藥的臨床使用定位，說明新藥與現有

醫療科技的關係為何（請勾選並加以說明）： 

 取代關係
1
：   新藥名稱   預期將取代   現有藥品（不限一種）或其他非藥品之

醫療科技（不限一種）   之市場 

 新增關係
2
：   新藥名稱   預期將用於   現有藥品（不限一種）或其他非藥品之

醫療科技（不限一種）   治療無效或目前無其他積極治療方法的病人（請依據實際

情況加以修訂） 

註 1：取代關係代表新藥與現有醫療科技(含藥品與非藥品)適用於同樣的目標族群，具有同樣的

疾病與嚴重程度，且具有相同之臨床使用定位，因此臨床上在新藥與現有醫療科技間只

須擇一使用就可以，此時新藥將取代現有醫療科技的部份市場，造成的預算影響來自新

藥與現有醫療科技的費用差異。請詳細說明新藥將取代哪些現有醫療科技，現有醫療科

技種類並不限一種。 

註 2：新建議藥品使用在當前沒有其他積極治療方法或現有醫療科技失效/失敗（loss of effect / 

fail）、病人無法耐受（intolerant）、病人為現有醫療科技使用禁忌者（contraindication）

時，將產生新的額外財務影響。 

1.1 被取代醫療科技（含藥品和非藥品）之健保給付資料：(請依需求自行增列) 

項目 

藥品名稱(成分)/ 

醫療服務項目名稱/ 

特材品名 

健保藥品代碼/ 

診療項目代碼/ 

特材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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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N   

   2. 健保藥費預算觀點分析：請預估新藥納入健保收載五年內之申報藥費；並評估收載

新藥前、後的藥費變化。 

年  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新藥年度藥費預估(S
N

)      

被取代的藥品治療之費用節省(V
D

)      

新藥年度藥費財務影響預估 

(BIA
1
= S

N
-V

D
)      

註 1：請詳細說明試算過程與資料參考來源並附於附件目錄九。 

註 2：新藥財務影響之預估方式不限，建議可依據藥物納入全民健康保險給付建議書-藥品專用

(A1)填表說明一之「第十節 新藥納入收載後之財務影響分析」進行試算。 

3. 健保總額預算觀點分析：請預估收載新藥前、後的健保總額預算支出變化。 

年  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新藥年度藥費預估(S
N

)      

被取代的藥品治療之費用節省(V
D

)      

被取代的非藥品治療之費用節省(V
D
’)      

隨新藥衍生的其他醫療費用改變(W)      

新藥收載後年度總額財務影響預估 

(BIA
2
=S

N
-V

D
-V

D
’±W)      

註 1：請將試算說明與資料參考來源附於附件目錄九。 

註 2：總額財務影響之預估方式不限，建議可依據藥物納入全民健康保險給付建議書-藥品專用

(A1)填表說明一之「第十節新藥納入收載後之財務影響分析」進行試算。 

註 3：非藥品包含健保給付之特材、醫療服務。 

註 4：其他醫療費用包括健保給付之非被取代的藥品或非藥品治療。 



 

~9~ 

七、證明新藥之療效顯著性 

        請於本節以系統性文獻回顧的方法學進行文獻搜尋，並選擇以直接比較統合分析

（Direct Comparison）或間接比較（Indirect Comparison）的方式以證明建議收載藥品療

效顯著優於現行已收載之藥品或標準治療。引用之文獻全文，請依編號列於附件目錄十

內。 

        本節內容至少包括執行摘要（executive summary）與相對療效評估兩大部份。「執

行摘要」部份請說明本節所進行的整個相對療效評估的思路邏輯以及執行步驟；而「相

對療效評估」的部份，則請說明本藥品如何利用系統性文獻回顧方法學以及執行模式

（即直接比較或間接比較），證明所欲建議收載藥品之療效或安全性顯著優於現行已收

載之藥品或標準治療。 

        可依新藥的個別狀況，選擇依照「藥物納入全民健康保險給付建議書-藥品專用(A1)

填表說明」部份的建議內容，亦或是自行決定本節內容之呈現方式，惟仍須注意以系統

性文獻回顧的方法學以及直接比較（Direct Comparison）或間接比較（ Indirect 

Comparison）的方式進行整個相對療效評估的過程。 

        此處需要注意的地方是，如果建議收載藥品的適應症不只一個時，請針對每項適應

症做一套上述評估步驟，即分別分析表列每一個適應症的療效顯著性，以利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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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研究開發成本分析表  

支出名稱 
年度(註 1)(註 2) 

合計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薪資支出          

租金支出          

文具用品          

旅費          

運費          

郵電費          

修繕費          

廣告費          

水電瓦斯費          

保險費          

交際費          

稅捐          

折舊          

各項攤提          

伙食費          

職工福利          

委託研究費          

佣金支出          

訓練費          

材料費          

勞務費          

檢驗費          

雜項購置          

網路服務費          

保全費          

會費          

其他費用(註 3)          

          

          

合計          

註 1：自本新藥研發專案開始年度至取得新藥可上市之藥證止，逐年列示研發成本各項支出金額。 

註 2：年度欄位請依實際年數自行增刪。 

註 3：其他費用中每一類支出若已佔當年度研究發展成本支出 1 %(含)以上，請單獨列示支出名稱及金額。 

註 4：以上各項目應提供相關佐證憑證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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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製造成本分析表  

數量及支出名稱 
年度(註 1)(註 2) 

合計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預計或實際生產數量 實際預計 實際預計 實際預計 實際預計 實際預計 實際預計 實際預計  

數量單位:粒/CC/瓶...         

年度生產數量總數         

直接材料(1)         

間接材料(2)         

直接人工(3)         

製造費用

(4)=(5)+(6)+……+(29) 
        

間接人工(5)         

租金支出(6)         

文具用品(7)         

旅費(8)         

運費(9)         

郵電費(10)         

修繕費(11)         

廣告費(12)         

水電瓦斯費(13)         

保險費(14)         

交際費(15)         

稅捐(16)         

折舊(17)         

各項攤提(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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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食費(19)         

職工福利(20)         

佣金支出(21)         

訓練費(22)         

加工費(23)         

勞務費(24)         

檢驗費(25)         

雜項購置(26)         

包裝費(27)         

模具費(28)         

其他費用(29)(註 3)         

         

         

金額合計         

         

註 1：自本新藥正式投入生產後 7年內(或至中華民國專利期滿孰低者)，逐年列示生產數量及製造成本各項金額。 

註 2：年度欄位請依實際年數自行增刪。 

註 3：其他費用中每一類支出若已佔當年度製造費用支出 1 %(含)以上，請單獨列示支出名稱及金額。 

註 4：會計師專案查核以當年度有實際製造數量及製造成本進行查核，若為預計製造數量或預計製造成本，由建議者自行提出預計數量及金額之合理說

明供健保署審查。 



 

~13~ 

研究發展成本常用支出名稱及定義 

支出名稱 定義 

薪資支出 凡部門人員之薪資、津貼、加班費、各種補助費、獎金、退休金等費用。 

租金支出 凡因營運需要租用房屋、車位、各項設備及車輛等費用。 

文具用品 凡員工所使用之各項辦公用品及印刷品支出。 

旅費 凡員工出差之交通費、膳費、宿費及什費等列入本科目，出差中之交際費

不得列入本科目，應列入交際費。 

運費 凡因營業需要所支付之海、陸、空運輸費用。 

郵電費 凡因業務所需而支付之郵資及電話費等。 

修繕費 凡提供單位所使用之房屋及設備等之各種修理及養護費用。大修足以延長

耐用年限者應列入該項固定資產之成本。 

廣告費 凡營運需要所為之報紙廣告、雜誌廣告、電視廣告、網路廣告等之費用。 

水電瓦斯費 凡部門所耗用之動力用電、照明用電及自來水等。 

保險費 凡部門房屋建築、各種設備之財產保險及員工勞保、健保由公司負擔部份

等。 

交際費 凡營運需要接待客戶或廠商之餐費、宿費、年節送禮、婚喪賀奠等。 

稅捐 凡部門所發生依法繳納之土地稅、房屋稅、貨物梲、營業稅、印花稅、牌

照稅等稅捐。 

折舊 固定資產依照法令規定使用年數所提列之折舊。 

各項攤提 商標權、專利權、特許權等遞延費用及無形資產之攤銷。 

伙食費 凡部門員工由公司實際供給膳食或由公司按月發給員工之伙食代金等費

用。 

職工福利 部門人員所辦福利事項之支出或依法提撥給職工福利委員會之福利金。 

委託研究費 凡委託其他機構進行研究計畫，並依雙方約定之委託契約內容支付之各項

費用。 

佣金支出 因營運需要給付他人之佣金。 

訓練費 為員工參加各種訓練課程之支出。 

材料費 凡投入供研究或開發實驗之原物料、試劑等屬之 

勞務費 凡支付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工匠、著作人等之費用，並應於給

付時依法扣繳所得稅款。 

檢驗費 凡進行實驗或研發之各種檢驗等費用。  

雜項購置 凡為業務必須使用之雜項設備，其耐用年限在二年以下者均屬之。 

網路服務費 凡為使用電子網路資料交換服務所支付之費用。 

保全費 支付保全相關費用等皆屬之。 

會費 凡以公司名義參加各類協會、公會、俱樂部等組織之入會費、年費等費

用。 

其他費用 因研發需要所發生且不屬上列各項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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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目錄 

 
標有星號為必檢附之資料 

★一、藥品許可證正、反面影印本---------------------------------------------------第   頁 

★二、藥品中、英文仿單---------------------------------------------------------------第   頁 

三、主成分之專利資訊資料---------------------------------------------------------第   頁 

★四、建議收載藥品相關文獻資料---------------------------------------------------第   頁 

★五、療效參考品相關文獻資料------------------------------------------------------第   頁 

★六、參考國藥價資料、成本計算法及市場交易價相關證明文件------------第   頁 

七、國內實施藥物經濟學研究資料------------------------------------------------第   頁 

八、經濟效益評估文獻全文影本---------------------------------------------------第   頁 

★九、財務衝擊估算資料---------------------------------------------------------------第   頁 

★十、療效文獻全文影本---------------------------------------------------------------第   頁 

★十一、品質條件之附件---------------------------------------------------------------第   頁

符合 PIC/S GMP 之藥品（請檢附我國主管機關核發具有效期之實地檢查

符合 PIC/S GMP 之證明文件） 

十二、其他------------------------------------------------------------------------------第   頁 

 



 

 

附錄三 

 

太捷信膠囊 250 毫克 

(Taigexyn Capsule 250mg) 

醫療科技評估報告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 

 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太捷信膠囊 250毫克 (Taigexyn Capsule 250mg) 

醫療科技評估報告 

「藥物納入全民健康保險給付建議書-藥品專用」資料摘要 

藥品名稱 太捷信膠囊 成分 nemonoxacin  

建議者 太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藥品許可證持有商 同上 

含量規格劑型  (1). 含量：250毫克 

(2). 規格：20粒膠囊/盒 

(3). 劑型：膠囊 

主管機關許可適應症 治療成人對 Nemonoxacin 有感受性的致病菌所引起之感染：適

合於門診治療之輕度社區性肺炎。 

建議健保給付之適應

症內容 

同上 

建議健保給付條件 ■無 

□有，                                         

建議療程 (1). 每日劑量：一般劑量 500毫克。 

(2). 治療時間：根據症狀的嚴重程度或臨床反應決定。建議的

治療時間是連續服用 7至 10天。 

建議者自評是否屬突

破創新新藥 

不適用。(廠商送審資料格式係「適用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

目及支付標準第十七條之一：藥品在我國為國際間第一個上

市，且臨床療效有明顯改善之新成分新藥或為治療特定疾病之

第一個新成分新藥」，不需填寫本欄位。) 

健保是否還有給付其

他同成分藥品 

■無同成分（複方）健保給付藥品 

□有，藥品名為           ，從民國 年 月 日起開始給付 

醫療科技評估報告摘要 

摘要說明： 

一、 參考品：若本品符合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十七條之一，且支

付價格採(1)參考市場交易價或(2)、參考成本計算法，則本品不需核價參考品。若

不符合本項規定或採用第三項訂定支付價格則查驗中心建議 levofloxacin、

moxifloxacin、gemifloxacin為可能的核價參考品。 

二、 主要醫療科技評估組織之給付建議：查無主要醫療科技評估組織之給付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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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相對療效與安全性（人體健康）： 

  相對療效實證資料來自於一篇電子資料庫搜尋所得文獻。 

1. Rensburg等人(2010)發表「Nemonoxacin與 Levofloxacin在治療社區性肺炎的療效

和安全性比較」研究結果  

 研究納入年齡大於等於 18歲，臨床診斷為輕至中度社區性肺炎的病人，以 1:1:1

的比例分配至三組，口服 nemonoxacin 750mg、nemonoxacin 500mg 或

levofloxacin 500mg 治療七天。主要療效指標為意圖治療群體 (ITT) 在

test-of-cure訪視時的臨床治癒率。 

 試驗結果在可評估之意圖治療群體及可評估之依計畫書群體分析中，呈現

nemonoxacin 750mg和 500mg療效不劣於 levofloxacin 500mg組；在意圖治療

群體(ITT)分析以及依計畫書群體(PPc)分析中，nemonoxacin 750mg 療效不劣

於 levofloxacin 500mg。 

 安全性部份，整體而言，nemonoxacin組病人有較高之胃腸道和神經系統疾病

發生率。與試驗藥物相關與試驗藥物相關之治療相關副作用(TEAEs)則各組表

現相近 (nemonoxacin 750mg 31.4% vs. 500mg 30.3%)。所有嚴重之 TEAEs皆

與試驗藥物無關。 

四、 醫療倫理：無系統性取得之相關資料可供參考。 

五、 成本效益：無具本土決策情境之成本效用評估報告可供參考。 

六、 財務衝擊：廠商預估本品納入健保五年內，約有 3,300~13,800位病人使用本

品，年度藥費 330萬元~1仟 400萬元，在假設取代 levofloxacin、moxifloxacin、

gemifloxacin等 3種藥品的情況下，廠商預估新藥年度藥費影響約為 170萬元~700

萬元。查驗中心認為廠商預算影響分析大致清楚，惟部份參數具有疑義，經重新估

算後之結果顯示本品若納入健保後約有 5600~23000位病人使用本品，年度藥費 570

萬元~2仟 400萬元，預算影響為 300萬元~1仟 2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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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本次提案藥品與目前健保已收載藥品（參考品）之比較資料 

 本案藥品 參考品 1 參考品 2 參考品 3 

商品名 Taigexyn Cravit Avelox Factive  

主成分/  

含量 

Nemonoxacin, 

250 mg 

Levofloxacin, 

500 mg 

Moxifloxacin, 

400 mg 

Gemifloxacin, 

320 mg 

劑型/包裝 20粒膠囊/盒 膜衣錠 膜衣錠 膜衣錠 

WHO/  

ATC碼 

J01MB08 J01MA12 J01MA14 J01MA15 

主管機關許

可適應症 

治療成人對

Nemonoxacin有

感受性的致病

菌所引起之感

染：適合於門診

治療之輕度社

區性肺炎。 

治療成人因對

Levofloxacin有

感受性的致病

菌所引起之下

列感染：急性鼻

竇炎、慢性支氣

管炎的急性惡

化、社區性肺

炎、複雜性尿道

感染(包括：腎盂

腎炎)，慢性細菌

性前列腺炎，皮

膚和軟組織感

染。 

用於治療成人

(十八歲以上)感

受性細菌引的

感染症，包括：

上呼吸道及下

呼吸道感染(急

性鼻竇炎、慢性

支氣管的急性

惡化、社區性肺

炎)，皮膚和軟組

織的感染，複雜

腹腔內感染(包

括多種細菌感

染症)。 

慢性支氣管炎

之急性惡化、社

區型肺炎。 

健保給付 

條件 

擬訂中 10.8.2.3.Levoflo

xacin（如 Cravit）

（97/9/1） 

10.8.2.1.Moxiflo

xacin (如

Avelox)：

(91/2/1、

92/11/1、

94/3/1、97/9/1) 

 

10.8.2.2.Gemiflo

xacin (如

Factive)：

(96/6/1、97/9/1) 

 

健保給付價 擬訂中 61元 113元 125元 

仿單建議 

劑量與用法 

每日 1次，每次

2顆 250 mg  
每日 2次，每次

1顆 500 mg 

每日 1次，每次

1顆 400 mg 

每日 1次，每次

1顆 320 mg 

療程 根據症狀的嚴

重程度或臨床

7~14天 10天 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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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決定。建議

的治療時間是

連續服用 7至10

天。 

每療程 

花費 

擬訂中 854元~1708元 1130元 875元 

參考品建議理由（請打勾””） 

具直接比較試驗 

（head-to-head comparison） 
   

具間接比較 

（indirect comparison） 
   

近年來，最多病人使用或使用

量最多的藥品 
   

目前臨床治療指引建議的選    

其他考量因素，請說明：    

註：若經審議認定本品符合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十七條之一，且核價原則採一、參

考市場交易價；或二、參考成本計算法，則表列之參考品僅供療效比較，而不做為核價之依據；

若審議認定本品尚不屬於上述原則，則表列之參考品可做為療效比較及核價之依據。 

 

 

表二 主要醫療科技評估組織之給付建議 

來源 最新給付建議 

CADTH/pCODR 

（加拿大） 

至民國 104年 1月 8日止查無資料。  

PBAC（澳洲） 至民國 104年 1月 8日止查無資料。  

NICE（英國） 至民國 104年 1月 8日止查無資料。 

註：CADTH為 Canadian Agency for Drugs and Technologies in Health加拿大藥品及醫療科技評估機構的

縮寫； 

pCODR為 pan-Canadian Oncology Drug Review加拿大腫瘤藥物共同評估組織的縮寫，於 2010年成

立成為 CADTH的合作夥伴，主要負責評估新腫瘤藥物的臨床證據及成本效益； 

PBAC為 Pharmaceutical Benefits Advisory Committee藥品給付諮詢委員會的縮寫； 

NICE為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國家健康暨照護卓越研究院的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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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捷信膠囊】醫療科技評估報告              

報告撰寫人：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醫藥科技評估組 

報告完成日期: 民國 104 年 2 月 12 日 

前言： 

近年來世界各國積極推動醫療科技評估制度，做為新藥、新醫材給付決策參

考，以促使有限的醫療資源能發揮最大功效，提升民眾的健康福祉。醫療科技評

估乃運用系統性回顧科學實證證據的方式，對新穎醫療科技進行療效與經濟評

估。為建立一專業、透明、且符合科學性的醫療科技評估機制，財團法人醫藥品

查驗中心（以下簡稱查驗中心）受衛生福利部委託，對於建議者向衛生福利部中

央健康保險署（以下簡稱健保署）所提出之新醫療科技給付建議案件，自收到健

保署來函後，在 42 個日曆天內完成療效與經濟評估報告（以下稱本報告），做為

全民健康保險審議藥品給付時之參考，並於健保署網站公開。惟報告結論並不代

表主管機關對本案藥品之給付與核價決議。 

本報告彙整國外主要醫療科技評估組織對本案藥品所作之評估結果與給付

建議，提醒讀者各國流行病學數據、臨床治療型態、資源使用量及單價成本或健

康狀態效用值可能與我國不同。另本報告之臨床療效分析僅針對本建議案論述，

讀者不宜自行引申為其醫療決策之依據，病人仍應與臨床醫師討論合適的治療方

案。 

一、疾病治療現況[1-10] 

我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以及台灣感染症醫學會分

別於 2007 年發表肺炎診治指引[7, 8]，做為國內臨床醫師診斷與治療之參考。另

外，美國感染症學會與美國胸腔學會亦於 2007 年聯合發表成人社區性肺炎指引

[2]，英國國家健康暨照護卓越研究院(NICE)則於 2014 年 12 月公告最新的肺炎

指引[4]。基於不同地域流行的病原菌不盡相同，臨床醫師治療的方式或有差異，

因此，本章節內容主要摘錄自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以及台灣感染症醫學會

所發表的「台灣肺炎診治指引」[7]，重點介紹「社區性肺炎」，並綜合整理我國、

美國以及英國的治療策略以供參考。 

肺炎是由致病原侵入下呼吸道引起肺實質的發炎反應，細菌、病毒、黴菌、

結核菌等都有可能是致病原。肺炎依臨床診斷與病因診斷歸類如下[7]： 

1. 肺炎的臨床診斷 

(1). 社區性肺炎(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肺實質的急性感染，發生

在未住院或住院未滿 48 小時之病人。病人胸部 X 光片上有新出現之浸

潤，同時表現急性感染的症狀，如發熱、體溫過低、發抖、出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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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的)咳嗽(有痰或沒有痰)、痰色改變、胸部不適、氣促，其他非特定

症狀(疲倦、肌痛、腹痛、食慾差、頭痛)或聽診異常(支氣管音和/或局

部囉音)。 

(2). 院內肺炎(Hospital-acquired pneumonia)：住院 48 小時後、或上次住院結

束後 14 天之內，發生之肺實質的急性感染。胸部 X 光片上有新出現或

持續進展(>24 小時)之浸潤，同時以下條件至少有兩項存在：(a) 發熱：

體溫之上升≧1°C，或體溫≧38.3°C，或<35°C。(b) 白血球上升：白血

球之增加大於原來值之 25%，或白血球>10,000/μL或<3,000/μL。(c) 膿

性氣管抽吸液或痰：革蘭氏染色呈現大於 25 嗜中性白血球/低倍視野

(100X)。 

呼吸器相關肺炎(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VAP)為使用呼吸器 48

小時以後產生的院內肺炎。 

健康照護相關肺炎(Health-care-associated pneumonia, HCAP)指肺炎病

人有下列情況者稱之。在 90 天內曾在急性病醫院住院大於兩天以上

者、住在安養院或長期照護機構的患者、30 天內接受針劑抗生素、化

療、傷口照護的病人、洗腎的病人。這些病人若罹患肺炎應考慮多重抗

藥的菌株感染。 

2. 肺炎的病因診斷 

(1). 病原菌確定肺炎(Microbiologically confirmed pneumonia)：臨床診斷

為肺炎，同時具有確定病因之肺炎。 

(2). 極可能肺炎(Probable pneumonia)：臨床診斷為肺炎，但缺乏確定病

因之肺炎。 

(3). 可能肺炎(Possible pneumonia)：胸部 X 光異常、病因診斷確定，但

臨床表現不明顯之肺炎。 

社區性肺炎嚴重度的分類，根據實驗診斷資料、臨床病史、CURB-65
a或肺

炎嚴重度指標值b
(pneumonia severity index, PSI)加以判斷，並做為病人是否住院

以及醫師使用經驗性抗生素的依據。亦即，社區性肺炎病人不具有危險因子c或

CURB-65 評估≦1 分，可以門診治療。反之，若病人具有危險因子或嚴重度較

                                                 
a
 CURB-65 為一項評估肺炎嚴重度的工具，主要用來預測病人死亡可能性的高低。評估標準包含五個項目，即(1)新發

生的意識混亂，(2)BUN>20mg/dl，(3)呼吸速率≧30/分，(4)血壓下降(收縮壓小於 90mmHg 或舒張壓小於等於

60mmHg)，(5)年齡大於等於 65 歲。每具有一個項目得到 1 分，分數範圍 0~5 分。總分小於等於 1 分者，代表死亡風

險低，總分等於 2 分者，代表死亡風險中等，若總分大於等於 3 分，則代表死亡風險高[7]。 
b
 肺炎嚴重度指標值(PSI)亦為一項評估肺炎嚴重度的工具，用來預測病人死亡可能性的高低。評估標準包含四個面向的

20 個項目，每個項目給予不同的權重分數，並依據積分高低將病人的死亡風險分為Ι~Ⅴ等級。其中，Ι~Ⅲ級病人

可以門診治療，Ⅳ~Ⅴ級病人則需住院治療[4]。 
c
 危險因子：年齡>65 歲，合併腫瘤、腻中風、慢性心臟、肝臟、腎臟疾病、糖尿病、酗酒，心跳>125/分、呼吸>30/分，

血氧下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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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CURB-65≧2 分)，則建議住院治療。 

針對本案申請藥品的目標族群「適合於門診治療之輕度社區性肺炎」病人的

抗生素治療，我國與英、美等國的治療方法如下表所示。 

台灣(2007 年版)[7] 英國(2014 年版)[4] 美國(2007 年版)[2] 

首選： 

(1). penicillin 或

erythromycin 

(2). 新型巨環類抗生素

(clarithromycin, 

azithromycin)或合併藥物

治療 

另選： 

(1). ampicillin/sulbactam 

(2). amoxicillin/clavulanate 

(3). 第二代頭孢類藥物或

erythromycin 

(4). 新型巨環類抗生素或合

併藥物治療  

(5). tetracyclines  

(6). 較新型氟喹諾酮類抗生

素(moxifloxacin, 

levofloxacin) 

(7). telithromycin 

(1). 給予低嚴重度之社區性肺炎

病人一個為期五天之單一抗

生素治療。 

(2). 可依據偏好給予低嚴重度之

社區性肺炎病人 amoxicillin, 

一項巨環類抗生素或

tetracycline 治療。如果病人對

penicillin 過敏，可以考慮給予

一項巨環類抗生素或

tetracycline 治療。 

(3). 如果低嚴重度之社區性肺炎

病人的症狀在治療三天後並

未改善，可以考慮延長五天的

治療療程。 

(4). 應向接受門診治療之低嚴重

度之社區性肺炎病人、其家屬

或相關醫療照護者說明，如果

開始接受抗生素治療三天後

症狀仍未改善，或者，他們的

症狀變嚴重，應尋求進一步的

治療。 

(5). 不應常規給予低嚴重度之社

區性肺炎病人： 

 一項氟喹諾酮類抗生素 

 兩項抗生素之合併治療 

(1). 發病前身體健康且不具肺

炎鏈球菌抗藥性風險因子的

病人： 

 一項巨環類抗生素

(azithromycin, 

clarithromycin 或

erythromycin)[強烈建議；證

據等級Ι] 

 Doxycycline[較弱的建議；

證據等級Ⅲ] 

(2). 具有其他共病、處於免疫抑

制狀態、前三個月有服用抗菌

藥物的病人： 

 一項氟喹諾酮類抗生素

(moxifloxacin, gemifloxacin

或 levofloxacin 750mg) [強

烈建議；證據等級Ι] 

 一項貝他內醯胺抗生素合

併一項巨環類抗生素d
[強烈

建議；證據等級Ι]；另外的

選擇包括 ceftriaxone, 

cefpodoxime 與

cefuroxime
e；前述巨環類抗

生素亦可以 doxycycline 替

代[證據等級Ⅱ]。 

(3). 身處抗巨環類抗生素肺炎

鏈球菌(MIC, ≧16μg/mL)感

染發生比例較高地區(>25%)： 

 建議給予 ceftriaxone, 

cefpodoxime 與

                                                 
d
 建議使用高劑量 amoxicillin(每日三次每次 1g)或 amoxicillin-clavulanate(每日兩次每次 2g)。 

e
 建議每日兩次每次 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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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furoxime[中等程度建議；

證據等級Ⅲ) 

 

二、疾病治療藥品於我國之收載現況 

1. 藥品 ATC 分類碼[11] 

在世界衛生組織藥物統計方法整合中心(WHO Collaborating Center for Drug 

Statistics Methodology)頁面，並未查詢到本案申請藥品 nemonoxacin 之 ATC

分類碼。惟廠商於送審資料中陳述 nemonoxacin 之 ATC 分類碼為 J01MB08。 

J01MB 為全身性抗生素類中之其他喹諾酮類抗生素，於此分類層級下共有

七項成份，包括 rosoxacin、nalidixic acid、piromidic acid、pipemidic acid、

oxolinic acid、cinoxacin、flumequine 等。其中，僅有 nalidixic acid、pipemidic 

acid 以及 cinoxacin 獲得我國藥品上市許可適應症，惟其適應症內容皆未涵

蓋治療社區性肺炎一項。 

2. 食品藥物管理署西藥許可證查詢[12]/健保署用藥品項查詢[13]與給付規定

[14] 

在食品藥物管理署「西藥、醫療器材、含藥化妝品許可證查詢」頁面下，鍵

入關鍵字「適應症：輕度社區性肺炎；註銷狀態：未註銷」，未獲得任何資

料。若將關鍵字修改為「適應症：社區性肺炎；註銷狀態：未註銷」，則可

以獲得 33 筆資料，共包含 levofloxacin、moxifloxacin 以及 gemifloxacin 等三

種成份。如果將關鍵字修改為「適應症：社區感染性肺炎；註銷狀態：未註

銷」，則獲得 1 筆資料，即 tigecycline。當進一步放寬鍵入關鍵字範圍至「適

應症：肺炎；註銷狀態：未註銷」或「適應症：肺炎雙球菌；註銷狀態：未

註銷」，可以獲得的資料皆超過 500 筆，其中，主要包括貝他內醯胺類抗生

素(β-lactam)與巨環類抗生素(macrolides)。基於上述藥物品項繁多，以下僅

表列與本案藥品同 ATC 前四碼者以供參考。 

表三 與本案藥品具有相近治療地位之藥品：我國上市與健保給付狀況 

ATC 分類碼 

成分名 
我國許可適應症 劑型 健保現行給付條件 

J01MA12 

levofloxacin 

治療成人因對 Levofloxacin 有感

受性的致病菌所引起之下列感

染：急性鼻竇炎、慢性支氣管炎

膜衣

錠、

注射

限用於成人(18 歲以

上)之慢性支氣管炎

的急性惡化、社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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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C 分類碼 

成分名 
我國許可適應症 劑型 健保現行給付條件 

的急性惡化、社區性肺炎、複雜

性尿道感染(包括：腎盂腎炎)，慢

性細菌性前列腺炎，皮膚和軟組

織感染。 

劑、

點眼

液劑 

肺炎、複雜性泌尿道

感染。 

J01MA14 

moxifloxacin 

用於治療成人(十八歲以上)感受

性細菌引的感染症，包括：上呼

吸道及下呼吸道感染(急性鼻竇

炎、慢性支氣管的急性惡化、社

區性肺炎)，皮膚和軟組織的感

染，複雜腹腔內感染(包括多種細

菌感染症)。 

膜衣

錠、

注射

劑 

限用於成人(18 歲以

上)之慢性支氣管炎

的急性惡化、社區性

肺炎、複雜性腹腔內

感染。 

 

J01MA15 

gemifloxacin 

慢性支氣管炎之急性惡化、社區

型肺炎。 

膜衣

錠 

限用於成人(18 歲以

上)之慢性支氣管炎

的急性惡化、社區性

肺炎。 

J01MB08 

nemonoxacin 

治療成人對 Nemonoxacin 有感受

性的致病菌所引起之感染：適合

於門診治療之輕度社區性肺炎。 

膠囊 本案申請藥品。 

三、療效評估報告（含文獻回顧摘要） 

本報告主要參考 CADTH/pCODR、PBAC 及 NICE 之醫療科技評估報告及建

議者提供之資料；視需要輔以其他醫療科技評估組織報告或 Cochrane 

Library/PubMed/Embase 相關文獻，以瞭解主要醫療科技評估組織之給付建議及

目前相關臨床研究結果。 

來源 報告日期 

CADTH/pCODR（加拿大） 至 2015 年 1 月 8 日止查無資料。 

PBAC（澳洲） 至 2015 年 1 月 8 日止查無資料。 

NICE（英國） 至 2015 年 1 月 8 日止查無資料。 

其他實證資料 至 2015 年 1 月 8 日止，查無 SMC（蘇格蘭）醫

療科技評估報告。 

 Cochrane Library/PubMed/Embase 的搜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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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者提供之資料 受理案件後 14 天獲得廠商完整送審資料一份。 

註：SMC 為 Scottish Medicines Consortium 蘇格蘭藥物委員會的縮寫。 

(一) CADTH/pCODR（加拿大）[15] 

在 CADTH 網頁，鍵入關鍵字“nemonoxacin”後，並未搜尋到任何資料。 

(二) PBAC（澳洲）[16] 

在澳洲衛生部網頁，鍵入關鍵字“nemonoxacin”後，並未搜尋到任何資料。 

(三) NICE（英國）[17] 

在 NICE 網頁，鍵入關鍵字“nemonoxacin”後，並未搜尋到任何資料。 

(四) 其他實證資料 

1. 其他醫療科技評估組織 

(1) SMC（蘇格蘭）[18] 

在蘇格蘭藥物委員會網頁，鍵入關鍵字“nemonoxacin”後，並未搜尋到任

何資料。 

2. 歐洲藥品管理局(EMA)[19]/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US FDA)[20]審查資料 

在歐洲藥品管理局以及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網頁，鍵入關鍵字

“nemonoxacin”後，並未搜尋到任何資料。 

3. 電子資料庫相關文獻 

(1) 搜尋方法 

本報告用於搜尋 Cochrane Library/PubMed/Embase電子資料庫之方法說明如

下： 

以下列 PICOS 做為搜尋條件，即搜尋符合本次建議新藥給付條件下之病人

群（population）、治療方法（intervention）、療效對照品（comparator）、療效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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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指標（outcome）及研究設計與方法（study design），其搜尋條件整理如下： 

Population 納入條件：適合於門診治療之輕度社區性肺炎成年病人 

排除條件：年齡 18 歲以下之未成年社區性肺炎病人 

Intervention nemonoxacin 

Comparator 未設限 

Outcome 未設限 

Study design (1). 系統性文獻回顧類 

(2). 隨機分派臨床試驗類 

依照上述之 PICOS，透過 Cochrane Library/PubMed/Embase 等文獻資料庫，

於 2015 年 1 月 13 日，以（nemonoxacin）做為關鍵字進行搜尋，搜尋策略請見

附錄表一。 

(2) 搜尋結果 

A. The Cochrane Library 

在 Cochrane Library 網頁下，經鍵入關鍵字“nemonoxacin”後，共獲得七筆

資料，包括一筆[21]Cochrane Review 以及六筆[22-27]臨床試驗類文獻。經過

逐筆標題與摘要閱讀，共有一篇[21]Cochrane Review 以及一篇[24]隨機分派

臨床試驗文獻被納入分析f。以下將重點摘要這兩篇研究內容以供參考。 

Cochrane Review[21] 

Pakhale 等人於 2014 年發表之研究，題目為「用於門診治療社區性肺炎成年

病人之抗生素g」，主要目的是想要比較不同抗生素，在治療年齡大於 12 歲

之社區性肺炎病人時的療效以及全性表現。 

作者在 CENTRAL、MEDLINE、EMBASE、CINAHL、LILACS 等電子資料

庫進行系統性文獻搜尋步驟，搜尋與研究主題相關之隨機分派試驗並給予品

質評估，沒有文獻發表年代以及語言的限制。 

最終，共納入 11 篇隨機分派臨床試驗研究(3352 人)，其中，10 項臨床試驗

相對比較九對(pairs)抗生素(3321 人)、一項臨床試驗比較四種抗生素(31

人)。納入分析的研究品質良好。所有研究比較的抗生素包括 nemonoxacin、

levofloxacin、 solithromycin、 amoxicillin、 azithromycin、 clarithromycin、

                                                 
f
 所排除之臨床試驗類文獻皆為以健康成人為試驗對象之研究。 

g
 原文為“Antibiotics for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in adult out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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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ftriaxone、amoxicillin and clavulanic acid 等成份。整體而言，這些抗生素

的臨床療效並沒有顯著差異，主要副作用表現亦相近，惟 nemonoxacin 與

levofloxacin 比較時，nemonoxacin 顯現出較高的胃腸道以及神經系統方面的

副作用h。 

作者總結研究結果，由於可以獲得的隨機分派臨床試驗實證資料仍不足，無

法對於接受門診治療的社區性肺炎病人的抗生素使用給予較新的建議。統合

分析受到限制，主要由於比較相同的抗生素的相對療效研究數量少。個別研

究結果並未顯示不同抗生素間或各類抗生素間的療效有顯著差異。但是，兩

項研究的確發現 nemonoxacin (與 levofloxacin 相比) 以及 cethromycin (與

clarithromycin 相比)有顯著較高的副作用表現。 

臨床試驗[24] 

Rensburg 等人於 2010 年在 Antimicrobial Agents and Chemotherapy 期刊發表

的研究，題目為「Nemonoxacin 與 Levofloxacin 在治療社區性肺炎的療效和

安全性比較i」，本研究部份經費源自於台灣經濟部補助，作者同時表明其與

廠商之利益衝突關係。 

(a) 試驗設計 

本試驗為一隨機分派、雙盲、多中心研究，試驗設計為探討治療社區性

肺炎成年病人的療效和安全性表現上， nemonoxacin 不劣於

(non-inferiority) levofloxacin。 

(b) 受試者納入/排除條件 

納入條件： 

年齡大於等於 18 歲，臨床診斷為輕至中度社區性肺炎的病人，過去 24

小時有發燒症狀j，並具有以下至少一項之病徵和症狀：畏寒、呼吸急

促、咳嗽、肋膜性胸痛(pleuritic chest pain)、膿痰、聽診有爆裂音或囉

音(crackles、rales、rhonchi)、肺實質變化(pulmonary consolidation)、叩

診呈現濁音（dullness）。如果病人沒有出現發燒，則需具有兩項(含)以

上之病徵或症狀始得進入試驗。所有病人需經由放射科醫師評估具有新

發、持續或進展之胸部浸潤 X 光診斷。 

                                                 
h
 此處僅呈現本案申請藥品之資訊，研究結果當中同時亦呈現 cethromycin 與高劑量 amoxicillin 有相對較高之副作用表

現。 
i
 原文為“Efficacy and Safety of Nemonoxacin versus Levofloxacin for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j
 發燒的定義為口溫大於等於 38

°
C，或有與之相當的耳溫、肛溫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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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條件：(部份條件) 

進入試驗前七天接受過任何抗生素治療者、懷孕、哺乳期婦女、對喹諾

酮類抗生素有過敏反應者等。 

(c) 治療方式 

病人以 1:1:1 的比例被分配至三組，口服 nemonoxacin 750mg、

nemonoxacin 500mg 或 levofloxacin 500mg 七天。服藥後兩小時內不得

飲食，可以飲水但不得超過 240ml。治療三天後，如果病人症狀沒有改

善或加重，可以隨時退出試驗。若病人需要持續治療其社區性肺炎，則

試驗研究者(investigator)可以轉而給予病人非喹諾酮類抗生素治療。 

(d) 療效指標 

本試驗為了分析 nemonoxacin 在臨床以及細菌學的療效表現，將病人分

為四個族群，即意圖治療群體 
(intention-to-treat, ITT)、細菌學之意圖治

療群體l
 (bacteriological ITT, bITT)、依計畫書群體(per-protocol, PPc)以及

細菌學之依計畫書群體(bacteriological per-protocol, PPb)。 

主要療效指標為意圖治療群體(ITT)在 test-of-cure (TOC)訪視時進行評

估的臨床治癒率(clinical cure rate)
n。次要療效指標為依計畫書群體(PPC)

的臨床治癒率，以及細菌學之意圖治療群體(bITT)、細菌學之依計畫書

群體 (PPb)的細菌學成功率 (bacteriological success rate)
o。不劣性

(noninferiority)的定義為兩組在各項指標差異值的 97.5%信賴區間的下

限(lower limit)大於-15%。 

事後分析(post hoc analysis)亦分為四個族群，即可評估之意圖治療群體

(evaluable ITT)、可評估之依計畫書群體(evaluable PPC)、可評估之細菌

學意圖治療群體 (evaluable bITT)、可評估之細菌學依計畫書群體

(evaluable PPb)
p。 

                                                 
l
 細菌學之意圖治療群體(bITT)指所有意圖治療群體中，至少接受過一次病原確認者，或者，具有非典型病原感染診斷

者。 
n
 主要臨床反應(clinical response)是在 test-of-cure(TOC)訪視或試驗提早停止(early termination)訪視時進行評估。此處

test-of-cure 訪視係指試驗第 14~21 天。臨床反應(clinical response)的分析係依據病人的肺炎病徵和症狀評估，分為三

類：臨床治癒 (clinical cured)定義為所有肺炎的病徵和症狀都完全消失 (complete resolution)以及 CXR 的改善

(improvement)；臨床失敗(clinical failure)定義為治療 3~5 天候病徵和症狀持續或加重；無法評估(unevaluable)定義為治

療後數據缺失或早期中止治療。  
o
 細菌學反應(bacteriological response)分為三類：根除(eradicated；指 test-of-cure訪視時原始病原消失)；假定根除(presumed 

eradicated；病人被認為臨床治癒、非典型病原感染陽性，或沒有(absent)重複痰/血液培養)；感染持續(persisted；指

test-of-cure 訪視時原始病原仍持續存在)。 
p
 此處之「可評估之意圖治療群體」以及「可評估之依計畫書群體」，指排除病人具有無法評估之臨床結果或缺失數據

者進行的分析。而「可評估之細菌學意圖治療群體」以及「可評估之細菌學依計畫書群體」則指排除病人具有無法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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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試驗結果 

共有 265 位病人進入隨機分派分組並至少接受一劑試驗藥物治療(ITT

群體)，其中，86 位病人進入 nemonoxacin 750mg 組、89 位進入

nemonoxacin 500mg 組、90 位進入 levofloxacin 500mg 組。試驗過程中，

9.3% nemonoxacin 750mg 組、14.6% nemonoxacin 500mg 組、7.8% 

levofloxacin 500mg 組病人中斷試驗。退出試驗最常見的原因有個案失

去追蹤 (loss to follow-up)(2.6%)、出現副作用 (1.9%)、不配合試驗

(noncompliance)(1.5%)等。各組病人之基礎數據相近(如表四所示)。各

組 60%以上為非洲裔病人，15%為亞裔病人。依據肺炎嚴重度指標值(PSI)

評估，大部份病人的肺炎嚴重程度屬於輕至中度，且各組病人病況嚴重

程度分布相近。 

表四、意圖治療群體之基礎數據[24] 

 

 

 

病人基礎資料 
Nemonoxacin Levofloxacin 

750mg (n=86) 500mg (n=89) 500mg (n=90) 

性別；人數(%) 

男 41 (47.7) 47 (52.8) 55 (61.1) 

女 45 (52.3) 42 (47.2) 35 (38.9) 

年齡(歲)；帄均值(標準差) 45.0 (16.0) 41.1 (13.5) 44.5 (16.4)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BMI; 

kg/m
2
)；帄均值(標準差) 

24.6 (6.7) 23.3 (5.8) 23.4 (4.9) 

種族；人數(%) 

亞裔 12 (14.0) 14 (15.7) 13 (14.4) 

非洲裔 53 (61.6) 55 (61.8) 56 (62.2) 

白人 20 (23.3) 18 (20.2) 17 (18.9) 

病史；人數(%) 

高血壓 19 (22.1) 9 (10.1) 13 (14.4) 

慢性呼吸道疾病r
 8 (9.3) 6 (6.7) 11 (12.2) 

糖尿病 2 (2.3) 4 (4.5) 3 (3.3) 

肺炎嚴重度指標值(PSI)；人數(%) 

Ι 41 (47.7) 50 (56.2) 38 (42.2) 

                                                                                                                                            
估之細菌學數據者進行的分析。 

r
 此處慢性呼吸道疾病包括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慢性支氣管炎(chronic 

bronchitis)以及肺結核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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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30 (34.9) 29 (32.6) 35 (38.9) 

Ⅲ 11 (12.8) 6 (6.7) 10 (11.1) 

Ⅳ 4 (4.7) 4 (4.5) 7 (7.8) 

於 test-of-cure 訪視或試驗提早停止(early termination)訪視時病人的臨床反應

結果如表五所示。試驗結果顯示，在可評估之意圖治療群體(evaluable ITT)

分析以及可評估之依計畫書群體(evaluable PPc)分析中，呈現 nemonoxacin 

750mg 和 500mg 療效不劣於 levofloxacin 500mg 組；而在意圖治療群體(ITT)

分析以及依計畫書群體(PPc)分析，則證明 nemonoxacin 750mg 療效不劣於

levofloxacin 500mg。如果從病人的肺炎嚴重度去分析(依據 PSI 分類)，則各

組Ι~Ⅲ級病人的臨床治癒率表現相近，第Ⅳ級病人在 nemonoxacin 組的臨

床治癒率略低於 levofloxacin 組，惟由於第Ⅳ級病人數有限，所以此項差異

未達統計顯著，詳細結果請參閱表六。 

於 test-of-cure 訪視或試驗提早停止訪視時，病人的細菌學反應結果如表七

所示。試驗結果顯示，在可評估之細菌學意圖治療群體分析，各組的細菌學

成功率皆高。惟基於細菌學意圖治療群體和細菌學依計畫書群體之病人數有

限，分析檢定力(power)降低，解讀這些分析結果時應謹慎。 

安全性部份，病人至少出現一次與治療相關副作用 (treatment-emergent 

adverse events, TEAEs)的分析如表八所示。整體而言，nemonoxacin 組病人

有較高之胃腸道和神經系統疾病發生率。與試驗藥物相關之 TEAEs 則各組

表現相近(nemonoxacin 750mg 31.4% 比上 nemonoxacin 500mg 30.3% 比上

levofloxacin 500mg 30.0%)。所有嚴重之 TEAEs 皆與試驗藥物無關。 

(f) 結論 

對於社區性肺炎的治療，每天一次 nemonoxacin (750mg 和 500mg)的療效和

安全性表現與每天一次 levofloxacin (500mg)治療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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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於 test-of-cure 訪視或試驗提早停止(early termination)訪視時病人的臨床反應結果[24] 

      分析族群 臨床反應 病人數 (%) 各組間臨床治癒率的差異s
 

Nemonoxacin Levofloxacin Nemonoxacin 

750mg – 

levofloxacin 500mg 

Nemonoxacin 

500mg – 

levofloxacin 500mg 
750mg 500mg 500mg 

可評估之意圖治療群體 N 79 77 79 -10.4 ~ 7.9 -13.9 ~ 5.7 

(evaluable-ITT) 臨床治癒 71 (89.9) 67 (87.0) 72 (91.1) 

 臨床失敗t
 8 (10.1) 10 (13.0) 7 (8.9) 

可評估之依計畫書群體 N 72 73 72 -8.0 ~ 10.8 -12.8 ~ 7.6 

(evaluable-PPc) 臨床治癒 66 (91.7) 64 (87.7) 65 (90.3) 

 臨床失敗 6 (8.3) 9 (12.3) 7 (9.7) 

意圖治療群體 N 86 89 90 -10.5 ~15.7 -18.6 ~ 9.1 

(ITT) 臨床治癒 71 (82.6) 67 (75.3) 72 (80.0) 

 臨床失敗 15 (17.4) 22 (24.7) 18 (20.0) 

依計畫書群體 N 79 82 79 -12.1 ~ 14.6 -18.7 ~ 9.1 

(PPc) 臨床治癒 66 (83.5) 64 (78.0) 65 (82.3) 

 臨床失敗 13 (16.5) 18 (22.0) 14 (17.7) 

                                                 
s
 此處「可評估之意圖治療群體」與「可評估之依計畫書群體」所顯示之數據為 95%信賴區間，「意圖治療群體」與「依計畫書群體」所顯示之數據為 97.5%信賴區間。nemonoxacin 與 levofloxacin 不同

劑量間不劣性之比較係以逐步減少法(step-down procedure)進行，即首先比較者為 nemonoxacin 750mg 與 levofloxacin 500mg，如果比較結果顯示 nemonoxacin 750mg 不劣於 levofloxacin 500mg，再進一

步驗證 nemonoxacin 500mg 是否亦不劣於 levofloxacin 500mg。nemonoxacin 不劣於 levofloxacin 的定義為兩組差異的 95%信賴區間或 97.5%信賴區間之下限大於-15%。 
t
 臨床失敗(clinical failure) 指具有無法評估之臨床結果或缺失數據之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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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臨床成功率(依病人肺炎嚴重度[PSI]分析)[24] 

分析族群 PSI分類 臨床治癒之病人數/PSI 分類(%) 

nemonoxacin levofloxacin 

750mg 500mg 500mg 

可評估之意圖治療群體 N 79 77 79 

(evaluable-ITT) Ι 34/40 (85.0) 37/43 (86.0) 31/34 (91.2) 

 Ⅱ 26/27 (96.3) 23/26 (88.5) 27/31 (87.1) 

 Ⅲ 9/9 (100.0) 5/5 (100.0) 9/9 (100.0) 

 Ⅳ 2/3 (66.7) 2/3 (66.7) 5/5 (100.0) 

可評估之依計畫書群體 N 72 73 72 

(evaluable-PPc) Ι 32/37 (86.5) 35/40 (87.5) 30/33 (90.9) 

 Ⅱ 24/25 (96.0) 22/25 (88.0) 25/29 (86.2) 

 Ⅲ 8/8 (100.0) 5/5 (100.0) 6/6 (100.0) 

 Ⅳ 2/2 (100.0) 2/3 (66.7) 4/4 (100.0) 

意圖治療群體 N 86 89 90 

(ITT) Ι 34/41 (82.9) 37/50 (74.0) 31/38 (81.6) 

 Ⅱ 26/30 (86.7) 23/29 (79.3) 27/35 (77.1) 

 Ⅲ 9/11 (81.8) 5/6 (83.3) 9/10 (90.0) 

 Ⅳ 2/4 (50.0) 2/4 (50.0) 5/7 (71.4) 

依計畫書群體 N 79 82 79 

(PPc) Ι 32/38 (84.2) 35/45 (77.8) 30/35 (85.7) 

 Ⅱ 24/28 (85.7) 22/27 (81.5) 25/32 (78.1) 

 Ⅲ 8/10 (80.0) 5/6 (83.3) 6/7 (85.7) 

 Ⅳ 2/3 (66.7) 2/4 (50.0) 4/5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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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於 test-of-cure 訪視或試驗提早停止(early termination)訪視時病人的細菌學反應結果[24] 

分析族群 細菌學反應 病人數 (%) 各組間細菌學成功率的差異(95%信賴區間)
u
 

Nemonoxacin Levofloxacin Nemonoxacin 

750mg – 

levofloxacin 500mg 

Nemonoxacin 

500mg – 

levofloxacin 500mg 

750mg 500mg 500mg 

可評估之細菌學意圖治療

群體 

N 41 46  50  -13.6 ~ 10.0 -20.0 ~ 5.6 

(evaluable-bITT) 細菌學成功v
 37 (90.2) 39 (84.8) 46 (92.0) 

 細菌學失敗w
 4 (9.8) 7 (15.2)  4 (8.0) 

可評估之細菌學依計畫書

群體 

N 37  44  47 -13.0 ~ 9.5 -22.4 ~ 3.3 

(evaluable-PPb) 細菌學成功 34 (91.9)  37 (84.1)  44 (93.6) 

 細菌學失敗 3 (8.1)  7 (15.9)  3 (6.4) 

 

                                                 
u
  此處 nemonoxacin與 levofloxacin不同劑量間不劣性之比較係以逐步減少法(step-down procedure)進行，即首先比較者為 nemonoxacin 750mg與 levofloxacin 500mg，如果比較結果顯示 nemonoxacin 750mg

不劣於 levofloxacin 500mg，再進一步驗證 nemonoxacin 500mg 是否亦不劣於 levofloxacin 500mg。nemonoxacin 不劣於 levofloxacin 的定義為兩組差異的 95%信賴區間之下限大於-15%。 
v
 細菌學成功反應(success response)包括病原根除(eradication)與假定病原根除(presumed eradication)兩種結果。 

w
 細菌學失敗反應(failure response)包括病原持續存在(persistence)、病原假定持續存在(presumed persistence)、復發(recurrence)、菌落形成(colonization)、重複感染(superinfection)、新感染(new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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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常見(>2%)治療相關副作用[24] 

副作用 病人數 (%) 

nemonoxacin levofloxacin 全部病人 

750mg (n=86) 500mg (n=89) 500mg (n=90) (n=265) 

出現與治療相關副作用者 48 (55.8) 40 (44.9) 44 (48.9) 132 (49.8) 

血液與淋巴系統疾病 15 (17.4) 15 (16.9) 15 (16.7) 45 (17.0) 

嗜中性白血球減少 9 (10.5) 9 (10.1) 10 (11.1) 28 (10.6) 

血小板增生 4 (4.7) 2 (2.2) 2 (2.2) 8 (3.0) 

貧血 2 (2.3) 2 (2.2) 2 (2.2) 6 (2.3) 

淋巴球減少 0 2 (2.2) 1 (1.1) 3 (1.1) 

胃腸道疾病 15 (17.4) 10 (11.2) 8 (8.9) 33 (12.5) 

腹瀉 4 (4.7) 7 (7.9) 2 (2.2) 13 (4.9) 

噁心 7 (8.1) 1 (1.1) 3 (3.3) 11 (4.2) 

神經系統疾病 8 (9.3) 6 (6.7) 4 (4.4) 18 (6.8) 

頭暈 5 (5.8) 5 (5.6) 2 (2.2) 12 (4.5) 

頭痛 4 (4.7) 2 (2.2) 1 (1.1) 7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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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PubMed 

在 PubMed 網頁，經鍵入關鍵字“nemonoxacin”後，共獲得 35 筆資料，其

中，包括一篇[21]系統性文獻回顧以及四篇[24-27]隨機分派臨床試驗文獻。

經過逐筆標題與摘要閱讀，這些文獻與 Cochrane Library 的搜尋結果重複，

此處將予以略過。 

C. Embase 

在 Embase 網頁，經鍵入關鍵字“nemonoxacin”後，共獲得 72 筆資料，其

中，包括兩篇[28, 29]系統性文獻回顧以及四篇[24-27]隨機分派臨床試驗文

獻。經過逐筆標題與摘要閱讀，兩篇系統性文獻回顧因為研究主題與本案不

符予以排除；臨床試驗的四篇文獻則與 Cochrane Library 的搜尋結果重複，

此處予以略過。 

 

(五) 建議者提供之資料 

臨床療效部份，廠商於送審資料中共提出八篇與 nemonoxacin 相關之文獻，

包括一篇藥物介紹、一篇藥物動力學研究、五篇 nemonoxacin 對菌株的體外

活性研究，以及一篇相對療效臨床試驗文獻。惟廠商並未針對這些文獻之篩

選過程給予說明。 

四、療效評估結論 

1. 療效參考品 

本案申請藥品適應症為「適合於門診治療之輕度社區性肺炎」，於此範

圍限制下，綜合考量臨床治療指引建議、ATC 碼、相對療效試驗等因

素，建議以 levofloxacin 為療效參考品。 

2. 相對療效與安全性 

Rensburg 等人於 2010 年在 Antimicrobial Agents and Chemotherapy 期刊

發表的研究，題目為「Nemonoxacin 與 Levofloxacin 在治療社區性肺炎

的療效和安全性比較」，本研究部份經費源自於台灣經濟部補助，作者

同時表明其與廠商之利益衝突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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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納入年齡大於等於 18 歲，臨床診斷為輕至中度社區性肺炎的病

人，以 1:1:1 的比例被分配至三組，口服 nemonoxacin 750mg、

nemonoxacin 500mg 或 levofloxacin 500mg 七天。主要療效指標為意圖

治療群體(ITT) 在 test-of-cure (TOC)訪視時進行評估的臨床治癒率

(clinical cure rate)；次要療效指標為依計畫書群體(PPC)的臨床治癒率，

以及細菌學之意圖治療群體(bITT)、細菌學之依計畫書群體(PPb)的細菌

學成功率(bacteriological success rate)
y。不劣性(noninferiority)的定義為

兩組在各項指標差異值的 97.5%信賴區間的下限(lower limit)大於-15%。 

共有 265 位病人進入隨機分派分組並至少接受一劑試驗藥物治療(ITT

群體)。試驗過程中，9.3% nemonoxacin 750mg 組、14.6% nemonoxacin 

500mg 組、7.8% levofloxacin 500mg 組病人中斷試驗。退出試驗最常見

的原因有個案失去追蹤(loss to follow-up)(2.6%)、出現副作用(1.9%)、不

配合試驗(noncompliance)(1.5%)等。各組病人之基礎數據相近(如表四所

示)。各組 60%以上為非洲裔病人，15%為亞裔病人。依據肺炎嚴重度

指標值(PSI)評估，大部份病人的肺炎嚴重程度屬於輕至中度，且各組

病人病況嚴重程度分布相近。 

於 test-of-cure訪視或試驗提早停止(early termination)訪視時病人的臨床 

反應(clinical response)結果如表五所示。試驗結果顯示，在可評估之意

圖治療群體(evaluable ITT)分析以及可評估之依計畫書群體(evaluable 

PPc)分析中，呈現 nemonoxacin 750mg和 500mg療效不劣於 levofloxacin 

500mg 組；而在意圖治療群體(ITT)分析以及依計畫書群體(PPc)分析，

則證明 nemonoxacin 750mg 療效不劣於 levofloxacin 500mg。如果從病

人的肺炎嚴重度去分析(依據 PSI 分類)，各組Ι~Ⅲ級病人的臨床治癒

率表現相近，惟 nemonoxacin 組第Ⅳ級病人的臨床治癒率略低於

levofloxacin 組第Ⅳ級病人，值得注意之處是，因為第Ⅳ級病人數有限，

所以此項差異未達統計顯著，詳細結果請參閱表六。 

 於 test-of-cure 訪視或試驗提早停止訪視時，病人的細菌學反應結果如

表七所示。試驗結果顯示，在可評估之細菌學意圖治療群體分析，各

組的細菌學成功率皆高。惟基於細菌學意圖治療群體和細菌學依計畫

                                                 
y
 意圖治療群體(ITT)指所有病人當中，至少接受過一次試驗藥物治療者。細菌學之意圖治療群體(bITT)指所有意圖治療

群體中，至少接受過一次病原確認者，或者，具有非典型病原感染診斷者。依計畫書群體(PPc)以及細菌學之依計畫書

群體(PPb)指在 ITT 與 bITT 群體中，遵循計劃書執行試驗，沒有發生任何「未依計畫書執行(protocol violations)」主要

違犯者。主要臨床反應(clinical response)是在 test-of-cure 訪視或試驗提早停止(early termination)訪視時進行評估。此處

test-of-cure 訪視係指試驗第 14~21 天。臨床反應(clinical response)的分析係依據病人的肺炎病徵和症狀評估，分為三

類：臨床治癒(clinical cured)定義為所有肺炎的病徵和症狀都完全消失 (complete resolution) 以及 CXR 的改善

(improvement)；臨床失敗(clinical failure)定義為治療 3~5 天候病徵和症狀持續或加重；無法評估(unevaluable)定義為治

療後數據缺失或早期中止治療。細菌學反應(bacteriological response)分為三類：根除(eradicated；指 test-of-cure 訪視時

原始病原消失)；假定根除(presumed eradicated；病人被認為臨床治癒、非典型病原感染陽性，或沒有(absent)重複痰/

血液培養)；感染持續(persisted；指 test-of-cure 訪視時原始病原仍持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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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群體之病人數有限，分析檢定力(power)降低，解讀這些分析結果時

應謹慎。 

安全性部份，病人至少出現一次與治療相關副作用(treatment-emergent 

adverse events, TEAEs)的的分析如表八所示。。整體而言，nemonoxacin

組病人有較高之胃腸道和神經系統疾病發生率。與試驗藥物相關之

TEAEs 則各組表現相近(nemonoxacin 750mg 31.4%比上 nemonoxacin 

500mg 30.3%比上 levofloxacin 500mg 30.0%)。所有嚴重之 TEAsE 皆與

試驗藥物無關。 

 

3. 主要醫療科技評估組織之給付建議 

在加拿大 CADTH、澳洲 PBAC、英國 NICE 等機構網頁，皆未查詢到

與本案申請藥品相關之醫療評估報告可供參考。 

4. 醫療倫理 

無相關系統性收集之資訊可供參考。 

5. 電子資料庫文獻搜尋結果 

在 The Cochrane Library、PubMed 以及 Embase 網頁下，經鍵入關鍵字

“nemonoxacin”後，搜尋以英文發表之文獻，共獲得 114 筆資料，其

中，包括一篇 Cochrane Review、兩篇系統性文獻回顧以及六篇隨機分

派臨床試驗類文獻。經過逐筆標題與摘要閱讀，共有一篇 Cochrane 

Review 與一篇臨床試驗文獻被納入分析。此處僅摘要 Cochrane Review 

內容，臨床試驗文獻內容請參閱療效評估結論第 2 點「相對療效與安全

性」。 

Pakhale 等人於 2014 年發表之 Cochrane Review，題目為「用於門診治

療社區性肺炎成年病人之抗生素」，主要目的是想要比較不同抗生素，

在治療年齡大於 12 歲之社區性肺炎病人時的療效以及全性表現。 

作者在 CENTRAL、MEDLINE、EMBASE、CINAHL、LILACS 等電子

資料庫進行系統性文獻搜尋步驟，搜尋與研究主題相關之隨機分派試驗

並給予品質評估，沒有文獻發表年代以及語言的限制。 

最終，共納入 11 篇隨機分派臨床試驗研究(3352 人)，其中，10 項臨床

試驗相對比較九對(pairs)抗生素(3321 人)、一項臨床試驗比較四種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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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31 人)。納入分析的研究品質良好。所有試驗比較的抗生素包括

nemonoxacin、levofloxacin、solithromycin、amoxicillin、azithromycin、

clarithromycin、ceftriaxone、amoxicillin and clavulanic acid 等成份。整

體而言，這些抗生素的臨床療效彼此之間並沒有顯著差異，主要副作用

表現亦相近，惟 nemonoxacin 與 levofloxacin 比較時，nemonoxacin 顯現

出較高的胃腸道以及神經系統方面的副作用z。 

作者總結研究結果，由於可以獲得的隨機分派臨床試驗實證資料仍不

足，無法對於接受門診治療的社區性肺炎病人的抗生素使用給予較新的

建議。統合分析受到限制，主要由於比較相同的抗生素的相對療效研究

數量少。個別研究結果並未顯示不同抗生素間或各類抗生素之間的療效

有顯著差異。但是，兩項研究的確發現 nemonoxacin (與 levofloxacin 相

比)以及 cethromycin (與 clarithromycin 相比)有顯著較高的副作用表現。   

                                                 
z
 此處僅呈現本案申請藥品之資訊，研究結果當中同時亦列出 cethromycin 與高劑量 amoxicillin 有相對較高之副作用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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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本效益評估 

(一) 建議者提出之國內藥物經濟學研究 

建議者並未針對本次給付建議提出國內之藥物經濟學研究。 

(二) 其他經濟評估報告 

本報告主要參考 CADTH/pCODR、PBAC及 NICE之醫療科技評估報告及建

議者提供之資料；視需要輔以其他醫療科技評估組織報告或 CRD/ 

Cochrane/PubMed/EmBase 相關文獻，以瞭解主要醫療科技評估組織之給付建議

及目前成本效益研究結果。 

來源 報告日期 

CADTH/pCODR 

（加拿大） 

至 2015年 1月 8日止查無資料。 

PBAC（澳洲） 至 2015年 1月 8日止查無資料。 

NICE（英國） 至 2015年 1月 8日止查無資料。 

其他醫療科技評估

組織 

至 2015年 1月 8日止於 SMC（蘇格蘭）查無醫療科技

評估報告。 

電子資料庫 CRD/Cochrane/PubMed/EmBase搜尋結果。 

建議者提供之資料 無 

註：CRD為 Centre for Reviews and Dissemination, University of York, England.的縮寫。 

INAHTA為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Agencies for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的縮寫。 

1. CADTH/pCODR（加拿大）[15] 

至 2015年 1月 8日止查無相關經濟評估報告。 

2. PBAC（澳洲）[16] 

至 2015年 1月 8日止查無相關經濟評估報告。 

3. NICE（英國）[17] 

至 2015年 1月 8日止查無相關經濟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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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醫療科技評估組織 

(1) SMC（蘇格蘭）[18] 

至 2015年 1月 8日止查無相關經濟評估報告。 

5. 電子資料庫相關文獻 

(1) 搜尋方法 

本報告用於搜尋 CRD/Cochrane/PubMed/Embase 電子資料庫之方法說明如

下： 

以下列 PICOS 做為搜尋條件，即搜尋符合本次建議新藥給付條件下之病人

群（population）、治療方法（intervention）、療效對照品（comparator）、結果測

量指標（outcome）及研究設計與方法（study design），其搜尋條件整理如下： 

Population Adult 

Intervention Taigexyn or nemonoxacin 

Comparator 未設限 

Outcome Cost-consequence analysis, cost-benefit analysis,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cost-utility analysis, 

cost studies（Taiwan only）. 

Study design Journal article only. Chinese and English only. 

依照上述之 PICOS，透過 CRD/Cochrane/PubMed/Embase等文獻資料庫，於

2015年 1月 5日進行搜尋，搜尋策略請見附錄。 

(2) 搜尋結果 

無查獲任何 nemonoxacin相關經濟評估文獻 

6. 建議者提供之其他成本效益研究資料 

無 

六、疾病負擔與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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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疾病負擔 

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公布 102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統計年報之門診主

要疾病就診率統計，當年度因肺炎（ICD-9-CM code為 480-486）使用門診資源

人數約 616,614 人，約花費 605,545 千點，其中醫院層級約佔 73.4%，診所層級

約佔 26.6%[31]。 

Chen 等(2006)的分析中針對 1997 年~2002 年健保資料庫社區性肺炎病患

（ICD-9-CM 為 460~496）之住院醫療耗用情形進行研究，結果顯示中老年人的

住院花費較青壯年高，住院天數長。65 歲每次因社區性肺炎住院需花費 3,221

美元，作者並進一步估計台灣每年花在治療社區性肺炎的費用約為 0.52 億美元

[32]。 

(二) 核價參考品之建議 

參照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十七條之一，「在我國為國際

間第一個上市，且臨床療效有明顯改善之新成分新藥或為治療特定疾病之第一個

新成分新藥，得自下列方法，擇一訂定其支付價格：一、參考市場交易價。二、

參考成本計算法。廠商須切結所提送之成本資料無誤，且須經保險人邀集成本會

計、財務及醫藥專家審議。三、參考核價參考品或治療類似品之十國藥價，且不

得高於該十國藥價中位價。」如上述，若本品符合此項規定，且訂定支付價格使

用前兩項任一方法則不需核價參考品，若本品不符合本項規定或採用第三項訂定

支付價格則查驗中心建議核價參考品選擇如下說明。 

本品在 WHO ATC/DDD Index 2015 預計的編碼為 J01MB08，屬「J01M：

QUINOLONE ANTIBACTERIALS」的「J01MB：Other quinolones」類，同屬此

類藥品與本品適應症皆不同。若僅就健保給付之適應症作考量，則有屬 J01MA

「Fluoroquinolones」類的 levofloxacin（ATC分類碼為 J01MA12）、moxifloxacin

（ATC分類碼為 J01MA14）、以及 gemifloxacin(ATC分類碼為 J01MA15)。其中

本品與 levofloxacin 有相關臨床詴驗，且為近年來使用量最多之社區性肺炎用

藥。綜合上述，levofloxacin、moxifloxacin、gemifloxacin皆為可能的核價參考品。 

(三) 財務影響 

廠商預估本品納入健保五年內，約有 3,300~13,800位病人使用本品，年度藥

費 330萬元~1仟 400萬元，在假設取 levofloxacin、moxifloxacin、和 gemifloxacin

等 3種藥品的情況下，依據取代不同藥物比例並配合健保給付價格，廠商預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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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年度藥費影響約為 170萬元~700萬元。廠商估算方式如下： 

1. 本品臨床地位：廠商定位本品預期將取代 levofloxacin、moxifloxacin、和

gemifloxacin之市場。 

2. 病人數推估：廠商考慮衛福部公告 2007 年~2012 年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統計

年報「門診件數」、健康保險資料庫 2000年 200萬人抽樣檔分析結果和相

關假設後，估算符合 ICD-9-CM為 481~486之 18歲以上於醫院門診和診

所門診使用 levofloxacin、moxifloxacin、和 gemifloxacin 的病人數，作為

可能處方本品之社區性肺炎病人次。 

3. 本品年度藥費：依據被取代藥品給藥經驗，假設本品使用情形，再配合廠商

建議價格和市場滲透率，預估本品納入健保五年內，約有 3,300~13,800

病人次使用本品，年度藥費 330萬元~1仟 400萬元。 

4. 被取代藥品之年度藥費：依據健保檔分析結果假設各藥品市佔率以及各藥品

病患實際治療劑量估算。 

5. 財務影響：假設本品市場滲透率會以同比率方式影響被取代藥品，依據上述

所估算被取代藥品和本品年度藥費後，推估本品納入健保後之財務影響約

為 170萬元~700萬元。 

6. 敏感度分析：因統計年報中之門診件數可能不包含次診斷碼而可能低估病人

數，故將病人次數增加 50%後，重新估算預算影響為 250萬元~1仟萬。 

查驗中心針對廠商所作的預算影響的評論如下： 

1. 廠商預算影響分析清楚，參數皆有詳細說明其定義與假設原因。查驗中心了

解利用健保資料庫分析社區性肺炎以及治療現況的複雜性，然為助於政策制

定者了解預測值的不確定性，查驗中心針對幾點疑義進行討論。 

2. 病人數推估： 

(1) 查驗中心考慮統計處網站「統計資料 Q&A」說明，廠商之估計中「就

醫件數」係以主要疾病碼為主所計算，因而藥費和預算影響恐有低估。

此外，查驗中心進一步將衛福部統計處所公布「表三、門診就醫人次統

計----按性別及年齡別分」以及「表四、門診就醫件數統計----按性別及

年齡別分」中符合肺炎 Pneumonia(ICD-9-CM為 480~486)之數據計算出

件數與人次數的比例亦高於廠商敏感度分析的假設。  

(2) 廠商排除 ICD-9-CM 主診斷碼為 480(Viral pneumonia)者不符合適應

症，然而依據臨床醫師建議，以及查驗中心分析健保資料庫顯示仍有

ICD-9-CM主次診斷為 480者，使用 Quinolone類藥品治療，惟此類病

患人數相對較少，對於結果影響可能不大。 

3. 被取代藥品之年度藥費：查驗中心注意到 levofloxacin 使用天數顯著低於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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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建議量，在無進一步的資訊下，無法得知是否有其它因素造成，此部份雖

具有不確定性，惟若實際用藥天數較廠商假設高並不會導致預算影響有低估

之虞。在藥價部份，儘管 Quinolone類藥品以原廠藥居多，然若廠商僅以原

廠藥之藥費進行估算，仍可能使預算影響結果偏利於本品。 

4. 綜合上述，在依據廠商預算影響的基本架構，並修正上述疑義後，本中心估

算本品若納入健保後約有 5600~23000位病人使用本品，年度藥費 570萬元

~2仟 400萬元，預算影響為 300萬元~1仟 200萬元。 

綜合而言，查驗中心認為廠商預算影響分析大致清楚，惟部份參數具有疑

義；經重新估算後之結果顯示本品若納入健保後約有 5600~23000位病人使用本

品，年度藥費 570萬元~2仟 400萬元，預算影響為 300萬元~1仟 200萬元。 

七、經濟評估結論 

1. 建議者並未針對本次給付建議提出國內之藥物經濟學研究。 

2. 未查詢到三國醫療科技評估報告。 

3. 關於核價參考品，若本品符合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十七

條之一，且支付價格採(1)參考市場交易價或(2)、參考成本計算法，則本品

不需核價參考品。若不符合本項規定或採用第三項訂定支付價格則查驗中心

建議 levofloxacin、moxifloxacin、gemifloxacin為可能的核價參考品。 

4. 在財務影響方面，廠商預估本品納入健保五年內，約有 3,300~13,800位病人

使用本品，年度藥費 330 萬元~1 仟 400 萬元，在假設取代 levofloxacin、

moxifloxacin、gemifloxacin等 3種藥品的情況下，廠商預估新藥年度藥費影

響約為 170 萬元~700 萬元。查驗中心認為廠商預算影響分析大致清楚，惟

部份參數具有疑義，經重新估算後之結果顯示本品若納入健保後約有

5600~23000位病人使用本品，年度藥費 570萬元~2仟 400萬元，預算影響

為 300萬元~1仟 2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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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表一  療效評估文獻搜尋記錄 

資料庫 查詢日期 關鍵字 篇數 

Cochrane 

Library 

1800-2015 

20150113 'nemonoxacin ' 

 

  7 

PubMed 

1950-2015 

20150114 "nemonoxacin"[Supplementary Concept] OR "nemonoxacin"[All 

Fields] 

("nemonoxacin"[Supplementary Concept] OR "nemonoxacin"[All 

Fields]) AND systematic[sb] 

("nemonoxacin"[Supplementary Concept] OR "nemonoxacin"[All 

Fields]) A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ptyp] 

 35 

  

 

  1 

 

 

  4 

EMBASE 

1950-2015 

20150115 
#1  'nemonoxacin'/exp OR nemonoxacin 

#2  'nemonoxacin'/exp OR nemonoxacin AND ([systematic 
review]/lim OR [meta analysis]/lim) AND [humans]/lim AND 

[english]/lim 

#3  'nemonoxacin'/exp OR nemonoxacin A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lim AND [humans]/lim AND [english]/lim 

 7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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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二 經濟評估文獻搜尋記錄 

資料庫 查詢日期 關鍵字 篇數 

PubMed 

1950-2015 

20150105 #1 (taigexyn) OR nemonoxacin 

#2 (cost) OR costs 

#3 #1 AND #2 

1 

Embase 20150105 #1 (taigexyn) OR nemonoxacin 

#2 (cost) OR costs 

#3 #1 AND #2 

3 

Cochrane 

Library 

1800-2015 

20150105 (taigexyn) OR nemonoxacin  

Limited to ‘economic evaluation’ 

0 

NHS Center for 

Reviews and 

Dissemination 

20150105 (taigexyn) OR nemonoxacin  

limited to ‘NHS EED’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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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問卷之調查題目 

 

寶齡富錦生技訪談題目 

Q.貴公司研發之抗高血磷症新藥拿百磷在台上市之前，已於日本與美國上市，拿

百磷在日本取得的藥價約為每錠新台幣 27.33元、在美國取得的藥價約為每錠

新台幣 159.3元。拿百磷於 2015年 3月 23日取得 TFDA核可之藥品許可證，

然而，根據環球生技月刊 2016年的報導《立意良善的政策變成一部拼裝車？

研發新藥難，申請健保給付難上難》，台灣的健保署曾核價給拿百磷卻僅有新

台幣 2元。請問您認為國外原廠新藥與國內自行研發之新藥的健保核價方式是

否有區別？其原因為何？有何建議？ 

 

TRPMA訪談題目 

Q.我國政府為了推動生技醫藥產業之發展，將生技醫藥產業特別條例特別納入投

資抵減及獎勵相關法規，包括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產業創新條例與藥物科

技研究發展獎勵辦法等。以期推動國內生技醫藥產業發展。請問就張董事長您

的觀點，對於政府現行之相關法規及獎勵措施，認為是否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