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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論 

 第一節、研究背景及緣起 

    所謂生技藥品(Biopharmaceuticals)是指利用基因工程等新生物技術所開

發的藥品，包括蛋白質、單株抗體、核酸類或其他生體小分子藥物，是目前

生物技術研究中最為耀眼的發展領域。自 1980 年代起，多項生技藥品陸續研

發上市，如人類胰島素(Insulins)、人類生長荷爾蒙(Human Growth Hormone)

、干擾素(Interferons)及紅血球生成素(Erythropoetins)等，短短數年間生技藥

品之全球銷售額擴增相當快速，市場成長率遠超過一般化學藥物。 

    由於生技藥品本涵蓋範圍頗為廣泛，所以本論文所涵蓋之生技藥品，主

要是針對人類治療性蛋白質藥品為主，其中並不包括預防性疫苗、檢測試劑

、基因治療、非蛋白質之生技藥品以及非蛋白質賀爾蒙等，因此針對之主要

產品類別如下所示： 

1. 紅血球生成素(Erythropoietins) 

2. 胰島素(Insulins) 

3. 干擾素(Interferons) 

4. 治療性單株抗體藥物(Therapeutic monoclonal antibodies) 

5. 血液因子(Blood factors) 

6. 細胞聚落刺激因子(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s, CSF) 

7. 生長賀爾蒙(Growth hormones) 

8. 介白素(Interleukins) 

9. 成長因子(Growth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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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治療用疫苗(Therapeutic vaccines) 

11. 其他蛋白質藥品(Other therapeutic proteins) 

在廣義的生物技術領域中，生技藥品是目前生物技術領域中發展最迅速

且最為人所接受的應用範圍。據 2003 年生技中心 ITIS計劃及 2004 年生技醫

藥速報的統計，以美國為例，美國食品藥物管理局(FDA)於 2003 年共核准上

市的生技藥品數量為 13件，包含基因工程蛋白質藥物、單株抗體、小分子產

品及組織工程產品。目前全球已有超過 168 項的生技藥品及疫苗問世，其中

有 75%是在近六年內批准上市的，一般估計未來 5到 7 年應會有 50到 60項

新的生技藥品上市，顯示此市場正開始蓬勃發展中。另 2001 年全球生技藥品

市場為 230億美元，雖然在全球 3,900億美元的藥品市場中僅佔約 6%，但由

於技術不斷突破，讓生技藥品具有研發時程短、安全性高、毒性低之利基，

並可彌補化學合成藥物在治療領域的不足，因此 2006 年全球生技藥品市場預

估將佔同期醫藥市場銷售額的 20%，市場將可達 600億美金，顯見生技藥品

於未來在全球藥品市場中將佔有越顯重要之地位。1 

此外，生技藥品產業能夠展現如今蓬勃之發展現況，首推歸功於以下三

大要素，包括專業的人才、雄厚的資金投入以及尖端的先進技術。產業形成

過程之特性中，具有研發技術門檻高、資本密集及新藥開發風險高，但產品

之高附加價值及生命週期長，相對能帶來市場之高額利潤。其中產業的高風

險性主要來自於新藥上市程序中臨床試驗時程長、申請程序費時、與競爭藥

品的市場爭奪和專利權的競爭。依據生技中心 ITIS計畫研究，目前全球生技

藥品不論是研發及市場銷售額均集中於美國、日本和歐洲等保險制度較為健

全的先進國家，其中美國身為生物技術的發源地，無論是在經費投入、產品

開發、或是在生產和市場銷售上都仍居於國際領先地位。 

                                                 
1 請參照生物技術開發中心於 2003 年 12月出版之「生技藥品及其學名藥之發展趨勢」。該報告
中對於生技藥品的定義有詳細敘述 p1-3，並對於全球生技藥品市場提供許多市場資訊 p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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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產業蓬勃發展之際，由於產品本身就是藥品的特殊屬性，因此

各國均會制定嚴格的法規加以把關，但是在產品研究開發過程中，卻難免會

遭遇「生物倫理」或是「醫學倫理」的相關議題，這些議題舉凡從藥物開發

初期即會產生，例如藥物研究開發本身的爭議性(複製技術、胚胎幹細胞等)

、醫療檢體取得的合法性、實驗動物的人道試驗規範，最後到藥品開發晚期

如人體試驗的申請、臨床試驗的告知同意、臨床試驗的醫學倫理考量以及上

市後的評估追蹤等，每個研究開發環節均必須將生物倫理議題納入考量。雖

然各先進國家對於藥物開發過程均研擬出嚴格的審核規範，但是相關科技發

展日新月異，因此法令或是規範的制定總是無法及時滿足產業界的需求，加

上因為宗教信仰、區域文化的差異，生物倫理議題已經在全球此新興產業發

展中開始發酵。 

因此，為有效顧及產業與社會之協和互動，獲得雙方衡平發展，除了相

關「法規」必須落實外，是否應該從另一個觀點出發，進一步從「情」與「

理」的角度，著手思考產業的定位，以及其社會價值應如何提升。在生技醫

藥產業的發展歷程中，由於攸關藥物的研究開發，其出資者不外乎大型藥廠

以及頗具規模的生技公司，小型公司則透過策聯盟方式參與此一藥物開發之

競技。這些企業在研究開發時除了必須符合政府訂定的法規並確實遵守外，

是否能夠從另外一個思考角度出發，希望督促相關出資企業能夠兼負起「自

我管理」以及維護「社會公益」為宗旨，在生物倫理的議題上，藉由科技、

法律與管理之交互聯繫尋求一個合理的解決方案，藉此提升生技醫藥產業之

「社會責任」觀，同時獲得產業發展與生物倫理議題的協和共存，以維護社

會最大利益為首要前提，即是本論文欲探討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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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目的及可行性說明 

    本論文之研究目的在分析生技醫藥產業的過程中，擬從生技醫藥品投資

評估著手，進一步評估「生物倫理」議題對生技醫藥產業會產生何種「社會

責任」與「投資價值」。因此，投資評估過程中除了藉由傳統技術面、產品面

、市場面、競爭者、人力資源、策略經營等構面著手分析成長中之生技醫藥

公司外，由於生技醫藥產業之特殊屬性，更特別導入此產業成長時針對生物

倫理面的考量，以做為生技醫藥公司未來成長潛力之重要指標之一。希望透

過多元的評估分析，能夠歸納出生技醫藥公司的成功因素，並藉此分析能夠

有系統的篩選出具成長性、具社會責任觀，並獲得社會信任之生技醫藥公司

，以做為投資者長期投資評估之參考依據，並希望藉此強化該產業重視生物

倫理議題，從投資面的影響力獲得產業與社會的衡平發展。 

    全球第一個生技藥品 － 基因重組人類胰島素，1982 年 10 月在美國已

經正式上市，距今也不過 20 年光景，但是這 20 年來，投入的研發成本及產

生出之生技藥品 (參考附件四) 幾乎每年呈現倍數成長，顯現此產業目前正

呈現出高成長之榮景。然而在產業發展的歷程中，由於其最終產品屬於醫藥

品，所以在研發過程中難以避免必須以生物材料或是生物活體作為實驗對象

，其中生物材料包括去氧核醣核酸 (DNA)、核醣核酸 (RNA)、醣類、蛋白質

、脂質、細胞、組織等等，生物活體從小到微生物、線蟲、果蠅，大到植物

、兩棲類、鳥類、齧齒類、哺乳類，到最終必須以人類最為試驗對象，因此

在試驗過程中容易引發生物倫理爭論，然而其爭論不外乎兩大類議題，一是

使用動物或人體生物材料的合法性，另一為人體臨床試驗過程中所引發的倫

理爭議。 

    其中由於人體臨床試驗在先進國家行之有年，所以在相關規範上已經日

趨嚴謹完善，縱使早期仍有許多違背醫學倫理的試驗在執行(案例於第四章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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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中會有詳述)，時至今日，因為藥物之人體試驗所產生之生物倫理爭議已經

比較少發生。但是相反的，針對人體的生物材料或是生物檢體的試驗行為，

由於試驗過程中不會直接影響人體的健康，而且早期這些生物檢體在醫療院

所均被充當為醫療廢棄物，或隨意丟棄而無任何經濟價值可言，所以在 90 年

代初期，全球幾乎無相關規範用以約束人類生物檢體之合理使用。然而隨者

生物醫藥產業的突飛猛進，在 90 年代因醫療研究不當開始衍生出不少生物檢

體取得的合法性議題，產生許多社會輿論的撻伐，並直接衝擊生物醫藥產業

的發展。因此，直到 1995 年左右全球各個國家才開始正視此問題，並研擬相

關配套法規加以規範；以美國為例，該國於 1997 年才開始草擬「優良組織試

驗規範」(Current Good Tissue Practice Rule，簡稱 cGTP 規範)，並於 2005

年 5月 25日才通過完整立法，對於從病患或參予試驗者身上所實施之醫療行

為，舉凡檢體的收集、應用及處理、病媒控制、廠商監測等，在維護公共衛

生前提下擬出一套具體的法源依據。2 然而由於相關規範均立案不久，不僅

先進國家才剛剛重視，就更別論及開發中國家或是其他醫療較為落後之國家

，因此不僅讓人懷疑政府針對法規的落實能力，並對生醫產業的配合度產生

懷疑。 

    若要要求產業配合生物檢體取得的合法性，於配合過程中多少會增加公

司的研發及管理成本，因此可以想像若無強力公權力介入，產業的配合度將

會顯著降低。由於此議題會引發社會道德爭議，影響層面廣泛，如何在研究

發展與告知同意間取得一個平衡點甚至是強迫執行，除了政府的法令制定與

公權力執行外，如果能夠站在投資評估的立場，設計出一套評估制度，亦即

當生技醫藥公司遵守相關生物倫理規範時，公司可以藉由維護此社會責任的

投入而能提升企業的社會信任，並藉此能獲得商譽的維護，並顯著獲得投資

                                                 
2 美國 FDA於 2005年 5 月 25 日才通過完整立法「cGTP」規範，但截至 2005年 6 月 20 日止尚

未正式公佈，詳細內容請參閱 http://www.fda.gov/cber/rules/gtp.pdf；並於Genetic Engineering News, 
Vol 25, No.6 ,March 15,2005 p12-16 中對該規範有清楚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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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青睞，如此便能夠在產業競爭的環境下為公司創造出有形或無形的資產

價值，藉此鼓勵企業遵守勵行。若能達到此一雙贏的目標，設計一投資評估

制度便有其存在之必要性。 

    因此，本論文擬從生技醫藥公司投資評估的角度著眼，希望從投資評估

的過程中導入企業針對生物倫理考量的重要性，並希望教導投資者在評估是

否投資相關生技醫藥產業時，必須將此生物倫理議題納入生技醫藥產業評估

，以做為被投資之生技公司永續發展、企業商譽維護之重要考量因子。 

    將此觀念納入投資考量的目的，就如同高污染工業必須正視環境保護的

議題般，肇因者就必須協助問題的解決，而不能放任問題的蔓延，高污染工

業就必須肩負起環境保護的社會責任。同理，其他企業自身引發的問題就必

須直接由企業負責解決，而不能將生產成本 (環境汙染、教育議題、社會倫

理爭議等等) 轉價給我們所處的環境或社會來承擔，希望藉此正面鼓勵相關

生技醫藥產業必須重視生物倫理的議題，才能顧及企業本身之價值與維持其

長期競爭力。 

 

 

 

 

 

 

 

 



 16

第三節、研究方法 

    本論文之研究方法，主要分成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首先從目前生技醫藥產業之發展概況分析切入本研究主題，

其中簡介目前生技醫藥產業之現況、市場分析、產品及技術分析等，讓讀者

經由第一部分的產業簡介，能夠藉此了解目前生技醫藥產業的發展概況以及

市場趨勢。 

    第二部分，希望以身為生技醫藥產業投資者的角度出發，分析並評估目

前生技醫藥產業的投資情形。在分析過程中，簡介投資者進行投資時的考量

因素，其中包括創業家的人格特質、人力資源、無形資本、市場分析、技術

分析、競爭者分析、產品分析、財務分析以及其他影響因素之分析。除此之

外，並介紹平常用於企業評估之各項評估方法，並且針對生技醫藥產業的投

資評估特別加以著墨。 

    第三部分，由於生技醫藥產業的特殊屬性，因為其產品的研發及消費必

須牽涉到人體臨床試驗及影響人體健康，因此在進行投資評估時必須特別強

調在評估過程中應導入「生物倫理」面的考量，並且分析生物倫理議題對於

整體生技醫藥產業發展的影響。 

    希望在此評估分析的過程中，導入生物倫理議題後產生一個評估變因或

是折價率( r )。希望藉由折價率所產生之影響效應，督促企業除了必須遵守

相關試驗之倫理規範外，必須更進一步藉由投資面的影響力來力促企業重視

生物倫理的自我規範，以維護企業生技商譽 (BioBrand) 以及鞏固市場資本 

(Market Capital)。並希望藉由本論述中較為全面之評估分析方法，做為評估

深具發展潛力之生技醫藥公司，以供投資者進行投資之參考。本論文分析架

構及方法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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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本論文之研究架構及方法 

 

 

 

 

全球生技醫藥產業發展 全球生技藥品市場分析 

生技醫藥公司之投資評估分析

生物倫理規範之考量 

生技醫藥公司長期發展之潛力評估 

折價率 r 

企業社會責任與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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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研究限制 

    在本研究中，希望站在投資者的立場，分析並評估目前生技醫藥產業的

投資情形以及各項評估方法之介紹，然後再導入生物倫理面的考量，分析生

物倫理議題對於整體生技醫藥產業發展的影響。 

    然而，真正要進行投資評估計畫其實會遭遇到許多困難，因為任何從事

科學技術開發者常常會認為自己的研究是前無古人、後無來者，常常一廂情

願地認為該技術或產品能產生無價的利潤與產業貢獻，然而就創投業者的立

場，從歷史經驗得知科學研究與實際的產業應用畢竟是兩回事，意即很好的

科學研究雖然可以成就學術價值，但是不見得可以造就可觀的產業價值。因

此，本研究所提供之市場資訊以及投資評估方法，會依據不同人士的解讀而

產生不同的分析結果，甚至結果差距甚大亦有可能，而歸究其原因，主因主

要落在「折價率」的認定上，由於「折價率」的認定常常是投資評估過程中

最主觀的評判因子，但是相對的，這也是專業投資人展現投資功力之所在，

創投業者的「Know how」以及「投資藝術」也就在此展現。 

    當生技醫藥產業的投資評估引入生物倫理議題後，分析生物倫理議題對

於整體生技醫藥產業發展的影響時，希望在此評估分析的過程中，加入生物

倫理議題後產生一個評估變因或是折價率( r )，並藉此折價率所產生之影響

效應，用以督促企業除了必須遵守相關倫理試驗規範外，更需進一步藉由投

資面的影響力來力促企業重視生物倫理的自我規範，以維護生技品牌 

(BioBrand) 以及鞏固市場資本 (Market Capital)。基於以上的論述過程中，本

論文引入一個新的評估概念「生物倫理」，因此產生以及一個額外的評估變因  

「折價率( r )」，這個變因如同傳統投資評估對「折價率」的認定，具有相當

「主觀」的色彩，而且會因為不同生物倫理的特殊爭議性，此折價率除了會

因投資環境有別外，更會受到投資環境之政治、社會、人文、以及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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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大因素所影響，其牽涉層面錯綜而複雜。 

    目前各國在相關倫理規範仍保有許多不同的見解，而且各國國內就常常

有嚴重的意見紛歧，例如幹細胞、複製技術、細胞治療、生物專利的合法性

等，似乎連各先進國家仍舊還在學習如何面對這些新興生物科技所引發的社

會價值挑戰。因此，本論文僅能在論述過程中強調生物倫理於生技醫藥產業

投資評估過程中未來的重要性，提供給投資人或是企業經營者在策略規劃上

的參考，但是在本論文中無法以明確性、定量性的方式闡述生物倫理構面會

產生的實質效益或是其實際影響力，這也就是本論文的研究限制。為了能夠

將此研究限制降到最低，本論文中提供相關生物倫理議題的檢查點(Check 

points) 供投資人或是企業經營者參考，做為投資者長期投資評估、企業鞏固

企業形象、維護社會責任、以及提昇社會信任時之決策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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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結： 

    本章將本論文欲探討的議題「生技醫藥公司之投資評估研究」先做一概

略之簡介，並介紹何謂「生技藥品」，其係指利用基因工程等新生物技術所開

發的藥品，而目前以蛋白質生技藥品為大宗。在此產品研究開發過程中，常

會遭遇「生物倫理」的相關議題，這些議題舉凡從藥物開發初期如研究本身

的爭議性、醫療檢體取得的合法性、實驗動物的人道規範，到藥品開發晚期

如人體試驗的申請、臨床試驗的告知同意、臨床試驗的醫學倫理考量以及上

市後的評估追蹤等，每個環節均必須將倫理議題納入考量。因此引發本論文

想從投資評估的角度，分析生物倫理議題對於整體生技醫藥產業發展的影響

，希望藉由本論述中較為全面之評估分析方法，做為評估深具潛力之生技公

司，以供投資者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