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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生技醫藥產業之投資評估分析 

第一節、生技醫藥產業之發展特性 

    生技醫藥產業是由許多不同學門所組合而成的整合性科技，包括微生物

學、免疫學、細胞學、分子生物學、遺傳工程學、生物化學、生物資訊學及

其他支援性科學等，其應用範圍是廣義生物技術產業中最廣的領域，與其他

知識型產業一樣，具有注重研究發展、技術密集、需求性市場導向等產業特

性，但是亦有其產業獨特之處，簡介如下： 

1.進入障礙高： 

生技醫藥產業與科學發展關係密切，許多公司的核心技術及創辦人多來自學

術研究單位，所以知識要求度高，並且必須在各種專業學門中謀求跨領域整

合，導致進入門檻頗高，所以大財團在進行跨領域投資時，投資報酬常常無

法獲得立竿見影的效果，顯見此領域進入障礙高。 

2.技術密集且需要許多研發人才及科學設備： 

由於研發的複雜性，此產業必須投入高素質的研發人力及複雜的儀器設備，

也就是說人事及固定成本必須大量投入，才有機會在全球競爭下萌生創新的

研發成果；因為若無研發的投入，基本上在此全球競爭的環境下將無生存空

間。此點可以從全球前十大生技公司投入的研發比例看出端倪。從表 2-3 可

以得知，2003 年的調查除了第 9 名的生技公司研發經費介於 5000 萬美金左

右，其他前十大生技醫藥公司其研發經費均高於 1億 5000萬美金以上，顯示

研發活動相當活絡。 

3.投入成本高，需要大量資金： 

根據 Tufts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rug Development 的統計，從實驗室研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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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 FDA的上市許可，一個新藥的研發從 1970 年代需花費 1.38億美金，到

1970 年代增加為 3.18億美金，然而隨著審查單位對於藥物研發的安全性要求

越來越高，在臨床試驗病患數、試驗數據等數量上規定大幅增加，且要求更

為嚴謹，導致目前一個新藥研發費用平均增加至 8.02億美金左右。如此高成

本的研發投入，不外乎在投資生技醫藥產業時，必須面對其高風險、高獲利

的投資特性。 

4.投資風險高： 

由於新藥開發時程很長，從開發初期到完成完整的人體臨床試驗，平均必須

超過十年以上，過程中十分仰賴基礎研究的開發及臨床試驗的專業，但是其

產品的失敗率又很高，一旦失敗，很難從中補救，必須重新再開發的機率很

大，因此這是生技製藥產業必須持續投入大量資金進行創新研發的原因。由

於大多公司目前仍無產品獲利的情形下，形成生技產業每年淨損額持續擴

大，對於投資者而言不啻是相當具挑戰性之投資領域。 

5.投資收益高： 

生技藥品一旦通過臨床試驗並商品化後，由於該產品可以佔有一定的疾病潛

在市場，且藉由智財權(專利權)形成競爭者的強大進入障礙及排他性，產品

高毛利及專利期屆滿前價格壓力小等效益下，報酬相當可觀。以新藥銷售為

例，在 16-20 年的專利保護期間，公司可以享有 80-90% 的毛利率，這也是

生技製藥產業潛在獲利極高的因素。 

6.政府直接干預： 

由於產品直接與生命健康維護有關，因此會受到政府嚴格管制，必須經過一

連串動物試驗、人體臨床試驗以及嚴格的審查，方可順利獲准上市販售，並

且還要在販售期間隨時追蹤更多病患的用藥狀況。對於大部分的藥品而言，

這種謹慎但漫長的程序耗費是必要之惡，並且無法避免，因為藥品之上市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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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民健康影響重大，唯有抱持戒慎恐懼的態度，才能儘可能避免病患使用

到無效或不安全的藥品，反而延誤病情或是未蒙其利而先受其害。但是，對

於某些罹患重症、瀕於生死交界，卻苦無適當療法或藥品可供治療的病患而

言，若某研發中之藥品已顯現若干療效，而安全性亦非顯不合理，基於恩慈

（Compassion）的人道立場，應可有條件允許病患以接受治療之目的使用該

等藥品，意即藥物開發之加速審查機制。8 

7.產品開發時程長： 

從實驗室研究到通過 FDA的上市許可，一個新藥的研發需時 10-15 年，如此

常的時間投入不外乎要保障人類的健康福祉，所以為了確保藥物的安全性及

有效性，FDA 的規定及程序增加了藥品上市的複雜性及開發時程。從 1970

年代新藥從研發到申請上市僅需 11.6 年，但是到了 1990 年代，卻需費時 14.2

年，臨床試驗多了將近 2 年的時間。 

8.最為重視智慧財產權保護的產業之ㄧ： 

由於生技醫藥產業以創新及研發為企業初期主要活動，因此建立核心技術與

開發產品的過程中，以智慧財產權中特別是專利權的保護，以強勢的專利保

護及擁有獨特技術成為產業發展之最重要資產，而後再以完備的智財權管理

將研發成果予以有效的保護及產權化，再藉由授權、策略聯盟、併購或直接

往下一個價值鏈發展，以建立公司的價值。 

9.接力賽式之附加價值鏈： 

雖然研發時期長達 10-15 年，但是在其產業結構的價值鏈上，技術分工的專

業門檻高，相互間的依賴程度頗高，因為產品的研發過程可以區分成許多階

段 (如圖 3-1 )。其中與傳統產業或是當紅的電子產業不同之處，再於其產業

                                                 
8請參閱生物技術開發中心於 2004 年出版之「生技製藥公司的策略聯盟佈局」，介紹相關生技製

藥公司的發展特性、產業互動以及相關政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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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中任一研發階段的技術、專利等無形資產，都能適時將其知識「產權化」，

透過資金募集的程序再加以「有價化」，做為計價原則或是變現的依據，藉此

提供研發型生技產業賴以維生的根基。 

    因此，世界各醫藥先進國家，為確保上市藥品能夠達到安全性及有效性，

均會成立專責的主管機關 (如表 3-1 )，負責藥物的審核、法規擬定、銷售規

範等。在藥物試驗方面，會擬出並明文規定相關試驗規範，以證明該藥物的

安全性及有效性後方可上市，以維大眾健康，並會在藥物上市後持續追蹤民

眾用藥情形。而且，為顧及對於病人可能產生的風險，各國藥政單位及藥廠

也相當謹慎地遵守上述各項規定，以保障病患的用藥安全及權益。 

 

 

表 3-1、各國新藥審查之主管機關 

 美國 歐盟 日本 台灣 

主管機關 FDA EMEA MHW 衛生署 

審查單位 
CDER(藥品) 

CBER(生物製品)
MRP - 

藥政處/ 

查驗中心 

科學意見 
Advisory 

Committees 
CPMP CPAC 藥審會 

(資料來源：Deutsche Banc Alex. Brown; 生技製藥公司的策略聯盟佈局) 

 

    另外，生技醫藥產業由於開發領域廣，接力賽式之附加價值鏈分工相當

清楚，從基礎研究、技術開發、檢驗工具、資訊建立、新藥標的選擇及確認、

生產製造，到新藥核准上市銷售等不同階段均會有不同價值，詳見下圖 3-1。

新藥開發之不同階段皆有專門生技公司或大型製藥廠負責，其所提供之技術

或產品均為新藥開發過程中重要之一環，並且每一個環節都可以「資本化」，

投資者不須被要求必須從初期開發持續投資到藥品上市，也就是說投資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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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研發過程中，「進入」與「退出」的資金轉移在生技醫藥產業是稀鬆平常

的現象，因為不同的生技製藥公司，在不同之產業鏈上皆各有所長，而且基

本上是相互依存的。 

 

 

     

     
     
  產品(Product)   
  臨床試驗(Clinical Trials)   
價  先導化合物(Lead)   
值  確認標的(Validated 

Target) 
 

   標的分子(Target)   
  資訊(Information)  
  工具

(Tools/Process) 
  

 技術(Technology)   
距 離 上 市 時 間 

圖 3-1、藥物研發產業鏈之時間與價值之關係 

資料來源：生技中心 ITIS計畫， 2003 年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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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新藥研發及核准上市之流程 

    生技醫藥產業開發領域廣，從基礎研究、技術開發、檢驗工具、資訊建

立、新藥標的選擇及確認，到新藥核准上市銷售等不同階段會產生不同價值，

該價值依開發時間之變化，距離上市時間越近者，其價值無疑也就越高。新

藥開發之不同階段皆有專門生技公司或大型製藥廠提供之技術或產品均為新

藥開發過程中重要之一環，因此不同的生技製藥公司，在不同之產業鏈上皆

各有所長且相互依存。相互依存關係詳見下圖 3-2。 

     新藥開發由於開發時間冗長，所以不同開發階段皆有專門生技公司或大

型製藥廠負責研究開發、技術提供、臨床試驗或是生產製造，提供之技術或

產品均為新藥開發過程中重要之一環，不同的生技製藥公司，在不同之產業

鏈上皆各有所長且相互依存，這是目前全球生技產業上中下游的關連性。 

 

       上游                    中游                    下游        

 

 

 

 

 

 

 

  專業服務 

                               臨床試驗、法規等 

     
          圖 3-2、生技產業 上、中、下游之關聯性 

 

 

財務、品牌、市場行銷新藥開發之構想 

研發耗材、生物資訊服務提供 

學研機構 生技公司 國際藥廠

技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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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新藥從研發實驗室開發到核准上市，平均耗時長達 10-15 年，

花費約 5-8億美金，其中整個流程可以分為(1)新藥探索(Drug Discovery)、(2)

臨床前試驗、(3)試驗中新藥申請(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Application, IND)、

(4)臨床一、二、三期人體試驗、(5)查驗登記(New Drug Application, NDA)及

上市後監測 (Phase IV) 等五個階段，整個過程實為依既冗長且充滿不確定性

的過程 (如表 3-2 )。 

 

表 3-2、新藥研發各階段及價值鏈 
 研究 發展 上市 

階段 標的鑑識 先導 
化合物 

藥物 
最適化 

臨床前

試驗 
IND 臨床試

驗 1期
臨床試

驗 2期
臨床試 
驗 3期 

NDA 
試驗 

4期 

時程 5-7 年 1 年 0.5-1 年 1 年 1-2 年 2-3 年 0.5-1 年 長期 

目的 活性及安全性測試 動物試

驗 
核准臨

床試驗

安全性

及劑量

有效性

及不良

反應 

確認有效

性及不良

反應監測 

FDA 
核准 安全性

取樣 

人數 
實驗室及動物試驗 動物試

驗  
20-100
名健康

者 

100-400
名志願

病患 

1000-3000
名志願病

患 
 

所有服

用病患

成功率 250/10000  5/250    1/5  

    資料來源：生技中心 ITIS計畫， 2004 年 1月 

 

以下分別針對藥物開發各流程做一簡述： 

1.新藥探索(Drug discovery) 

    新藥探索包括標的鑑識及確認，即先導化合次篩選與最適化等步驟。當

實驗室發現的分子證實具有療效及發展潛力時，就會進一步設計動物實驗加

以證實，並進入臨床前試驗階段，臨床前試驗階段主要目的是希望設計之藥

物在實施人體試驗之前，必須先在受測動物先行測試，預先了解新藥的穩定

性、安全性、及有效性，以確保未來人體試驗時參與受試者之用藥安全。 

2. 臨床前試驗 (Preclinical t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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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臨床前試驗可以分為兩大部分：第一部分必須決定藥物活性及安全性，

可分為測試安全性的毒理試驗，及檢測藥物在體內吸收、分布、代謝及排除

等情形的藥物動力學 (Pharmacokinetics, PK) 測試，試驗最少需要兩種動物

，在生技藥品中通常使用的是嚙齒類動物或是人類除外的靈長類動物。第二

部份是藥物製造、品質與規格的訂定，此部份包含藥物製程開發、配方設計

、及測試藥品規格等。經過臨床前試驗藥物若能顯示具有良好的療效及安全

性，同時亦可解決品質及製程上的相關問題，即可向各國主管機關提出人體

臨床試驗新藥申請(IND)，藉此才能進入正式的人體臨床試驗。 

   3. 人體臨床試驗(Clinical trials) 

    人體臨床試驗之目的是促進新藥的開發並改善疾病的診斷及治療，並在

開發過程中累積醫藥知識及拓展學術交流，但是由於對象是人(包括正常人及

病人)，所以保護受試者的健康及權益甚為重要，此因素也是導致試驗成敗的

主因。人體臨床試驗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臨床第一期試驗 (Phase I)：參與

受試對象一般為 20-100名健康之志願者，受試目的希望了解新藥劑量及反應

毒性，進行初步的安全性評估，研究人體對於新藥的耐受性及藥物動力學，

已提供初步的給藥方案。臨床第二期試驗 (Phase II)：參與受試對象為 100-400

名志願之病患，受試目的希望了解新藥的有效性、安全性、及給藥劑量評估

，一般採用隨機雙盲對照測試，以降低試驗中人為誤差及用藥預期心理作用

。臨床第三期試驗 (Phase III)：參與受試對象為 1000-3000名志願之病患，為

擴大多醫學中心 (Multiple centers) 之隨機對照臨床試驗，受試目的希望更加

確認新藥中長期之有效性及安全性，並藉由擴大之受試人數以確認不同病患

所需劑量及其依從性。 

    一般而言，研發 10,000 個先趨藥物其中只有將近 250 個藥物可以進入

臨床前試驗，之後有 5個藥物可以進入臨床試驗，最後只有一個新藥可以通

過審核上市，所以一項先驅藥物成功通過核准上市的比率只有萬分之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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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造成生技產業研發高風險的原因。 

    由於臨床試驗有別於常規醫療，因此其特性簡述如下： 

a、風險難以預測：人體試驗所用之醫療技術、藥物或方法，其療效與副作

用均未經證實且無成功把握，研究者僅能憑藉之前之動物試驗或前期試

驗做出推斷，因此風險難以預測。 

b、臨床試驗中無法依賴醫療專業：由於臨床試驗主要是從事醫學研究，而

非實際治療疾病，因此沒有所謂之醫療專業建議可供遵循，試驗計劃之

結果才是最終依據。 

c、通常無法提供受試者相當的利益：由於臨床試驗之目的在於增進新的醫

學知識，受試者的最佳利益常常會與試驗重點相背離，因為在試驗過程

中，受試者兼具病患身分，但是可能接受到對照組治療(Placebo)，意即

沒有受到實際試驗之照顧。 

d、受試者與研究者間產生利益衝突：臨床試驗主要追求醫學知識的進步，

，往往是藉由受試者承擔風險與犧牲健康所換來的，這兩項議題卻常常

與實際試驗利益相衝突，因此保護受試者的責任交予研究者承擔是不恰

當的，一個同時尊重受試者與研究者的試驗就變的更加重要。因此，試

驗倫理委員會(IRB)的成立，藉以規範相關試驗的進行及管理，是否符合

相關法規，對於受試者的保護才能越顯完善。 

4. 上市後之監測 

    藥廠以其臨床試驗期間所獲得的安全性及有效性資料，向衛生主管機關

申請製造以及上市銷售(NDA)的許可，主管機關大致會花費半年至一年的時

間，召開評議委員會審核相關文件及試驗數據，以決定是否核准該新藥的販

售。當新藥順利取得上市許可後，則需進行臨床第四期試驗 (Phase IV)，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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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於針對新藥上市後其實際應用過程中加強監測，在更廣泛、更長期的實

際應用中繼續觀察療效及不良副作用。 

    因此，整個新藥研發過程中若以技術而言，涵蓋之技術層面十分廣泛，

其中專業領域將會牽涉到生物學、分子生物學、遺傳學、化學、生物化學、

藥學、有機化學等等，因此從事新藥開發的生技公司，由於其資源及自身能

力有限，多數公司都無法完成所有研發流程，而是扮演一個或多個特定技術

或服務的供應者，因此造就了生技公司與其他生技公司或藥廠進行策略聯盟

的契機，且合作案之數目持續增加中。 

    整個新藥研發過程中若以價值鏈而言，事實上每一項技術串連後產生一

個產品的過程中，每個過程都具有價值性。由於此產業非常重視專利權的申

請及保護，專利權的價值也是隨著專利楚瑜不同階段而有不同的價值，專利

會隨著專利的發明、提出申請、獲得專利權到應用，其專利價值會逐漸提升

，尤其在專利應用階段達到該專利之最高價值，然而與產品價值有一顯著差

異，就是當專利期滿之際，專利即頓失其排他權，因此專利價值隨即迅速減

少，甚至幾無價值可言。另外，可以理解出在研發流程中屬於早期的技術或

初期產品，因產品風險相對較高，且距離產品上市時間較長，相對其價值也

偏低；若為後期的研發產品由於其未來面對的風險也較低，所以其相對價值

就高出許多，幾乎呈現倍數成長，這是一般在針對生技醫藥產業進行投資評

估時的基本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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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生技醫藥產業之技術與產品評估 

    在進行投資評估之前必須先了解到，目前全球生技醫藥產業特性是公司

產品少，大都僅擁有正處於臨床試驗的新藥，或是只擁有相關技術而無實質

產品，公司最大的財富通常是擁有無形的智慧資產，因此和許多高科技產業

之價值評估及分析頗為類似，主要困難點就在於技術的評估以及初期產品的

評估。生技產業亦不例外，尤其面對生技產業中相關技術具有高度複雜性，

因此需要高度的專業技術評估能力才能評估出其實際價值，因此以下簡述有

關生技產業投資評估之項目及重點如下： 

1. 公司及經營團隊評估 

任何公司其關鍵成功因素在於「人」、「技術」與「資金」三大部分，因

此經營團隊的能力、經驗與合作默契，將會直接影響整個公司經營的成敗。

於公司及經營團隊的評估方面，前者包括公司發展狀況、未來方向、公司遠

景、財務結構、及產業支持度等，此部分的分析可以作為投資分析、技術移

轉或是策略聯盟的參考，例如公司治理能力是否可以於國際藥廠接軌；財務

面的考量則是了解該公司財務結構，募資或增資歷史性資料，其中可以了解

公司現金流量，財務狀況是否健全等。此外，有經驗、有能力及良好溝通的

經營團隊是生技公司成功關鍵因素，因此經營團隊的評估包含團隊的能力、

足夠的經驗、成員間是否有良好的溝通，此部分評估一般必須經由訪談或收

集資訊來證實，但相對而言就缺乏客觀性及正確性。因此，團隊之整體評估

，常常是投資者的盲點所在。 

2. 技術可行性分析 

進行評估工作首要必須先了解技術本身之相關資訊，其中包含技術的實

用性與競爭優勢，實用性應考慮技術對於公司本身及競爭對手的需要性，技

術商品化所需的投資及時間，技術本身有用的時限等；競爭優勢方面則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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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的技術的差異性、現有的替代技術、技術之專利強度、競爭者的反應、

技術的互補性等。 

了解技術發展的層面應依個案差異有別，針對所有可能因素，依序將各

個因素之正面、負面或是不具影響力之理由一一列出，進而整理出一套整體

的技術評估指標，作為投資評估之依據。技術評估時之考量因子應包括細目

如下所示： 

․技術的發展歷程 

․主要技術及未來發展趨勢 

․技術之複雜程度及生產技術的配合情形 

․技術的普及性及技術改革難度 

․技術商業化的環境配合度 

․國內外之技術層次 

․技術取得的來源與方式、移轉之難易程度 

․技術可行性與優勢 

總之，針對技術可行性分析後可以提供投資者或是技術承接者思考如何

建立互補或雙贏的合作模式，以降低投資風險，或是避免技術未來承接時產

生無法銜接的窘境，導致技術應用在商品化的過程中無法落實先前的具體規

劃，因而無法獲得實質營收。 

3. 智慧財產權分析及查核 

對於生技醫藥產業，最重要的智慧財產權，首推專利權的保護。專利權

的申請、核駁、舉發、侵權、訴訟等，除了會直接影響公司的價值外，更會

密切影響到該公司未來存活的機會；另外，由於生醫產業的發展需要投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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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人力、財力以及冗長的開發時間，更重要的是受到各國政府嚴格的法規管

理，因此進入障礙頗高。然而，當產品如果順利上市後，在專利及法規的保

護下，容易取得市場的獨占性，因此技術或產品專利的保護之執行在此產業

是不遺餘力的，所以以下針對專利之查核要點簡要說明如下： 

․專利權主張之範圍及廣度。了解專利保護範圍是否足夠，評估是否容 易

被競爭者迴避設計(by pass)，或是否侵犯他人權利(Infringment)等。 

․專利之正確性。要求提供審核過程中是否有反對意見提出，如官方核駁

意見，或是被第三者提出異議等，藉此作為專利申請時被主關機關核發

證書之參考。 

․專利相關文件在公司內部之保存情形。此部分最重要的就是研發紀錄簿

，除可作為專利技術實施可行性及發明人之確認外，並可做為日後若有

專利訴訟之佐證文件。 

․專利之有效期間。確定專利有效期間以估計專利之殘餘應用價值，因為

專利如果過期後(從申請日算起各國保護均為 20 年)將變成公共財，意

即不需再經過授權等商業行為，專利可以被任何人所應用而，因此專利

保護期過後該專利幾無市場價值可言。 

․專利申請之地域性。因為專利權概念屬於屬地主義，若未在當地申請專

利即無法享有法律提供之排他權，直接影響此專利之市場機會，因此是

投資評估時重要之價值估算依據。 

․專利權之移轉必須確定是「專屬授權」或是「非專屬授權」。不同的授

權方式會影響專利的市場價值。 

․專利是否有訴訟或是爭議發生。若有類似情事發生應要求充分揭露相關

文件與資料供投資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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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秘密(Trade Secrets)。相關之所有機密資料(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之完整性與保存方式，以評估其真實性及投資保障性。 

․營業秘密之管理。是否有與重要員工簽署保密契約或競業禁止等，以防

企業內部重要機密之外流。 

․其他無形資產的管理。除了智慧財產權相關之無形資產必須保護外，由

於生技公司常與其他學術機構或是研究法人有合作開發或技術移轉之

關係，因此相關之合作契約與條款，同樣將明顯影響公司之無形資產，

其中如研發合約、顧問合約、合資企業合約、合作開發合約、政府補助

合約等，皆須進一步評估查證，以確定該公司對無形資產之所有權保障

及相關義務與衍生費用等。 

4. 市場分析 

市場，如同產品的戰場，也是企業獲取營收最重要的實際依據，一個產

品若能掌握大部分的市場，尤其是醫藥市場，其獲利率相當可觀，所以在評

估初期，市場的分析與掌握甚關重要，好的技術與產品並未保證可以獲得可

觀的利潤，必須配合精準的市場分析與行銷能力，才能將市場潛力確實轉換

成實質的獲利。 

在市場分析中，主要必須注意以下因素： 

․市場規模及趨勢分析。如第二章針對生技藥品市場分析般，必須對產品

之市場有初步的了解，才能預估產品未來的產值。 

․市場區隔。不同的產品會有不同的消費族群，比如說發展抗癌藥物，基

本上就是已經鎖定潛在的老人族群；另外以策略聯盟為例，雙方在產品

未來行銷佈局與市場區隔的佈局，將會明顯影響到未來利潤的分配，例

如在新藥的開發合作契約中，合作大藥廠擁有日後歐、美、日的行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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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合作的生技公司可能僅保留其他地區如亞太的行銷權，就市場分析

而言，亞太地區的市佔率可能小於 5 %，因此投資時必須清楚釐清其市

場區隔情形。 

․影響訂單之因素。舉凡政府政策、消費習慣、宗教信仰、季節因素以及

醫師的教育培養等，均會影響到藥品的需求。 

․潛在消費者及其需求，醫葯市場與其他市場有別，因為醫葯市場是一個

絕對需求端的市場，病患人數以及用藥狀況，可以清楚了解到其對產品

的需求程度。 

․購買決策的性質，醫葯市場之藥品定價受到政府相關單位強力介入，在

目前健保壓力日漸龐大下，全球醫藥專責單位無不希望藥價能夠向下調

整，因此影響到藥品的獲利能力。 

․影響市場之其他因素。例如不同政府會有地域性的規範，不同規範會影

響該地區之市場價值；或是遭逢突發事件，例如傳染病的爆發，或是藥

物偶發嚴重之副作用而影響市場銷售佈局及接受度。 

5. 競爭者分析 

競爭者分析主要必須從技術與市場兩方面著手，前者資訊已從專利評估

等方面獲得，從此分析得知產業中實際存在之競爭者；市場面則包括市場占

有率分析，主要競爭公司策略分析或技術分析、取代性或類似性分析等，經

此部份分析了解市場訂價及銷售策略，進而了解評估技術或產品為來進入市

場之競爭能力。9 

     

                                                 
9 相關之評估因子及技術鑑價模式，在許多高科技及傳統產業中已經有不少論述，其中針對無形

資產鑑價部份，再投資面是屬於比較新穎的討論範疇。然而特別針對生技產業的評估分析著作並

不多，其中可以參閱生物技術開發中心於 2004 年出版之「生技產業技術鑑價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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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多數生技醫藥公司於募資或是技術合作夥伴尋求時，一般均僅有技

術或專利，且大多無產品上市，表示營業初期均無實質營收。創投資本家為

生技公司點燃新興之火，而私人的投資及公開發行股票則為公司添加燃料。

在每一個情況下，投資者無非是想迅速獲利。投資生技公司的風險很高。在

貪婪及樂觀前景的刺激下，生技公司以驚人的數量擴增著。他們不付股息，

且年年承受著損失，少有例外。他們賭的是未來的成長與利潤。 

    創投資本家預期在公司公開上市後二到三年間，擴充他的資金到十倍左

右；通常在成功達成一項投資案前，他們可以承受五次失敗的案例。生技公

司的成功取決於有利可圖的藥物。儘管大型製藥廠可以同時進行二十項或更

多的藥物研發計畫，生技公司只能把未來下注在一、二種藥物上。當一項計

畫失敗了，大型製藥廠可以無聲無息地把失敗的計畫掩埋了，而生技公司卻

必須在華爾街新聞媒體的注視下舉行「葬禮」，顯示研發計畫對於小型生技公

司成敗影響甚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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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生技醫藥產業的合併與聯盟 

    儘管生物科技產業被全球捧為二十一世紀之明星產業，但一般市場運作

情形顯示，銀行似乎仍舊無法接受創新研發型生技公司之營運模式，主要是

因為銀行不願冒太大的風險提供產業所需之融資。然而企業融資的來源與方

式有很多，例如發行公司債、現金增資、創投資本家、與其他公司籌組成合

資公司，即請有錢的個人投資者等等。但是以國內的生物科技公司為例，目

前類似公司多處於嬰兒期，產品尚在研發試驗中，仍屬於虧損狀態，可供抵

押的固定資產不多，而且由於生物科技公司所擁有的智慧財產權如專利權或

營業秘密等無形資產之鑑價頗為困難，雖然無形資產鑑價已經有許多學研單

位投入研究，但是至今仍無功認可接受得評價標準，導致投資者無法尋求一

個標準的評估模式作為參考依據。 

    因此，若將產業發展分成初級及次級市場，其中初級市場上創投基金與

有錢的個人投資者變成為初成立之研發型生技公司籌資的重要來源。至於次

級市場，由於生技公司已經公開發行股票，所以公司多以發行公司債、股票

二次公開發行及現金增資等方式實施募資較為普遍。不過在初級市場中的生

技創投資本家，對於推動生技產業具有相當大的影響力，在進行生技創投運

作的簡介之前，在此先揭露為何要投資生技醫療產業，主要是依據以下的產

業成長趨勢及所潛藏的商機： 

 A.人們對於新藥或是新醫療方式的需求持續增加。至今仍有許多疾病屬於不 

治之症，病人對於新藥需求若渴，傳統大藥廠以隨機的化學合成法尋找標

的藥物的速度及效率太慢，無法解決目前醫療市場供需的失衡。且病患追

求新的醫療方式及訴求逐年升高，對研發見長、組織彈性的生技公司來說

產生了交互合作的重要商機。 

 B.二次大戰後嬰兒潮世代目前已經逐漸老化，醫療健保支出逐年增加，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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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bes 雜誌於 2005 年 4月之調查報告發現，在美國醫療健保支出首度超

越汽車運輸，成為第一大消費支出，可見其市場之廣大，也因此生技產業

的相關產值占國民生產毛額比重逐年增加。 

 C.以研發為基礎的製藥公司投入研究發展的經費持續成長。根據 2001 年美

國藥物研究及生產協會指稱，2001 年製藥公司所投入的總經費高達 305

億美金。 

 D.大藥廠及生技公司形成策略聯盟的趨勢漸增。過去 20 年前藥物的開發來

自大型製藥公司，如今隨著大型製藥公司其專利藥之陸續到期，大藥廠已

經出現創新研發的缺口，公司成長無法滿足投資者的期望，因此與擅長創

新研發的生技公司合作將是製藥公司的發展方向，而且生技公司則需要大

型製藥公司金挹注與未來產品的醫藥通路，因此未來「大型製藥公司/生

技公司」之間的策略聯盟等商業活動將更為蓬勃發展。而形成策略聯盟引

發之談判與鑑價，則是生技創投商機的來源。 

 E.新藥開發的審核速率增快，美國食品藥物管理局(簡稱 FDA)對於新藥的審

核時間加速。1996 年以前的平均審核時間為十六至三時個月，至今已降

為十至十二的月。通過 FDA認證的新藥數量，由 1982 年至 1994 年的平

均每年 1.8個，增加至 1995 年至 2000 年的每年平均 10.4個，可以顯見其

成長速度。雖然近期遭遇生技醫藥公司申請案件迅速增加，FDA 的人力

經費不足以因應，使得新藥通過的速度於 2001 年有減緩的現象，且 2005

年初遭遇了兩項治療類風濕性關節炎重要藥物 Vioxx 及 Bextra 因產生

嚴重心血管疾病而下價的疑慮，多少會讓 FDA 對於藥物審核上更加嚴謹

，但是此藥物導致的結果可謂純屬個案，對於後續的案件申請影響不大。 

 F. 繼 911 恐怖攻擊之後，世界各國紛紛對於生物恐怖主義的擔憂加劇，尤

其是對抗炭疽熱、天花、肉毒桿菌等生物製劑的相關疫苗研發及檢驗試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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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日增，迫使各國政府不得不轉移科技發展方向，進而加速生技產業的

投資熱。 

    雖然生技產業的成長趨勢是可以確定的，但是生物科技創投事業仍屬於

高風險、高報酬、不易定量分析的投資事業。創投資本家的運作，從資金的

募集、投資執行、資金的退出與獲利，然後解散創投基金分配投資獲利給原

始股東等，每一階段都是經驗的累積與考驗，通常完成整個創投循環 (Venture 

capital cycle) 預計需要 5至 7 年，若投資以研發為主體的生技醫療產業可能

需要更多的時間與耐心。因此，從以上 C、D 兩項重點得知，合併與聯盟在

此一新興市場的運作上相當活絡。 

    在國外，創投並非以公司的形式成立，而是由幾個投資資本加成為合夥

人，但在台灣限於法令規定，必須先成立一個管理顧問公司，再由顧問公司

成立創投基金，聘請專業的經理人進行投資評估，執行投資與風險控管。國

內專業的生技創投有誠信開發管理顧問公司的千憘生技與第一生技創投，生

華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的生華創投，統一集團之統一生命科技，以及華陽

開發管理顧問公司之德陽生技創投等。不論是合夥人制，或是管理顧問制，

投資人之所以願意金資金交由創投資本家管理，不外乎首重創投資本家的口

碑以及過去的投資績效。 

    創投資本家或是創投基金的經理人擔負者位股東謀取最大利益的任務，

所以創投資本家對於專業領域的知識與經驗，以及在業界的人脈與資源，將

決定依個創投基金是否能夠順利募集資本的重要關鍵。由於生技產業的知識

進入障礙普遍較其他產業為高，因此生技創投內的投資案評估多由擁有生技

相關學位的博士擔任，不過這些專業人事仍僅熟知其博士的研究領域，對於

浩瀚的生技產業所知仍有限，仍需要多加充實以及磨練。從觀察一個生技創

投的投資績效，就可以了解到該創投究竟擅長哪一個生技領域，或是該避免

投資那一類的生技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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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於風險控管的考量，創投資本家必須規劃一個完善的投資策略

，且明白撰寫在創投基金營運計畫書內，藉此吸引金主，透過投資具潛力的

生物科技公司，以及有效的風險管理，分別在短、中、長期替股東創造超額

報酬並降低投資風險。因此，妥善的投資組合 (Portfolio)的設計是創投公司

的核心價值，也是創投資本家展現功力的所在。 

    生技公司的發展階段是創投基金投資的首要考量因素，早在 2000年人類

基因組圖譜出不解碼後，由於當時市場資金熱絡，生技公司僅要握有創新技

術，在市場上即能獲得相當的青睞，資金的募集上基本上是不虞匱乏的；然

而隨著投資時日的延長，當時先進的技術至今仍就無法產出實質得產品，在

短期內無法產生明顯的營收，投資者為了記取投資網路事業失敗的教訓，導

致現階段生技創投在進行投資案的評估時都較以前謹慎且保守，目前大都投

資於公司發展其屬晚期階段者，或是商業模式較成熟的生技公司，其中最好

是在一年之內就可以首次公開發行股票，在創投投資組合中佔有較大比例，

而投資在早期或中期階段的生技公司則比例偏低，雖然不同的創投業者對於

生技公司發展期定義不盡相同，但是日趨謹慎且保守的態度頗為一致，畢竟

生技產業投資風險太高，讓創投公司感覺上不夠具有冒險精神，與創投的英

文字義「Venture Capital」大相逕庭，但是此趨勢國內外皆使然。 

    其次，創投業者會考量被投資公司的產業定位。位在產業價值鏈中不同

位置的生技公司，其發展階段也會因產業特性或是進入障礙而異，所以評估

出之價值也不盡相同，表 3-3 說明一般創投業者對於被投資標的或公司各發

展階段之定義與特性，其中公司發展階段分成新創期及擴展期，其中新創期

又細分成種子期(Seed)、創始期(Start-up)及早期(Early-stage)等三大階段，其

籌措資金來源主要源自自有資金、投資天使(Angel)、機構法人等；當公司發

展到擴展期時，此階段細分成中期(Mid-stage)與晚期(Late-stage)，其定義與特

性在於公司已經有相關新藥開發已經步入臨床前試驗以及人體臨床試驗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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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之籌措資金來源主要侷限於機構法人之挹注。10 

 
 
表 3-3：被投資標的或公司各發展階段之定義與特性與可能資金來源 
 
發展階段 資金階段 定義與特性 籌措資金來源 

種子期(Seed) 創新概念之萌芽 自有資金、投資天

使(Angel) 
創始期(Start-up) 營運計畫書完成 

經營階層到位 
自有資金、投資天

使 新創期 
早期(Early-stage) 研究概念證明 

進行臨床前動物試驗 
產品原型研發成功 

大股東、投資天

使、機構法人 

中期(Mid-stage) 臨床前動物試驗完成 
進行人體臨床一期試驗

機構法人 

擴展期 
晚期(Late-stage) 開始人體臨床二期試驗

即將初次公開發行股票

機構法人 

資料來源：生技投資的億萬商機 

  

   若假設一個創投循環設定為七年的時間，依據投資組合的規劃，一般而言

基金成立之後的前三年為投資期，後四年則為投資管理與處分期。前三年的

投資期間，每一個投資案必須提交董事會審查，若是合夥人制則不須此步驟

，依據投資標的公司之產業定位、市場趨勢、產業競爭力、經營團隊實力、

技術、產品、資本形成過程與財務狀況等來進行初步的投資可行性評估，若

需要進一步的實地審查 (Due diligence)，則需要親至生技公司作實地審查，

主要觀看實驗室及設備，或是透過徵信得知是否技術與團隊真如生技公司所

描繪。 

    不論是初步評估或是實地審查，生技公司管理階層的經驗、技術與產品

、智慧財產權保護、產品市場潛力、產品未來行銷策略、公司的策略夥伴成

                                                 
10 此部份之投資分析以及投資方法，請參考：王維敏等著。生技投資的億萬商機 2002。時報出

版社，p11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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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競爭優勢、資本價值、股東的品質等，都要列入考量。必須依據上述的

標準審核後才能做出最後投資與否和金額多寡的決定，表 3-4 為評估被投資

公司各發展階段所需衡量的標準，與相對重要程度： 

 
表 3-4、根據被投資公司各發展階段的投資評估項目 

 
   評估 
   標準 
發展 
階段 

產業定

位與市

場趨勢 

經營團

隊實力

與經驗 

專利組

合與智

財權保

護 

資本形

成過程

(股東品
質) 

策略 聯

盟伙伴

品質 

財務狀

況 
產品未

來 行銷

策略 

創始期 +++ +++ +++    + 
種子期 +++ +++ +++    + 
初期 ++ ++ +++ +++ ++ ++ ++ 
中期 ++ ++ +++ +++ ++ +++ +++ 
晚期 ++ ++ +++ +++ +++ +++ +++ 

資料來源：生技投資的億萬商機 

 

    為了分散風險，創投業者初期對於每一個投資標的的公司會配與一定的

數額，且累積投資持股有一定比例，通常以不超過被投資公司股份的 20%為

原則，投資總額也不超過該創投管理顧問公司資本額的 10%，同時限於投資

團隊的成員數目及有限資源，位了便於專心照顧被投資公司，避免因地區分

散而不易照料，也必須考量投資地區的限制。目前已生技產業發展而言，北

美仍舊是生技產業最為發達與成熟的地區，偷茲此區域的生技公司相對風險

會較其他地區為低，依次是歐洲以及日本；台灣因政府近期大力推動生技產

業之建構，同時提供多項優惠措施以降低生技公司進入資本市場的門檻，所

以可以投資的機會也就相對增加。 

    投資有資金的挹入，同理也有資金的退出，資金退出是生技創投最重要

的考量因素，因為創投的資金是循環的，投資段時間後必定希望能夠獲利了

結，或者是認賠殺出，創投資金不會永遠停留在一家或是少數幾家公司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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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相對的，依位傑出的生技公司執行長也應該在進行募資的同時，邦投資

者規劃一個投資退出的機制，這觀點頗為重要，通常國外執行長在規劃時通

常會考量到，但是反觀國內，大多數的公司經營者卻最不擅長此一機制，以

為創投業者必需有情有義一起伴隨自身公司成長，而未設身處地位創投業者

著想，畢竟創投公司必須要賺錢的，所以一個有經驗的生技創投管理公司的

功力展現，將是對於投資時機與資金退出的時點規劃。 

    常見的生技創投退出方式，一為生技公司的首次公開發行股票，這是生

技創投資金獲得最大投資報酬的最佳方式之一，但是並非所有的生技公司都

可以順利上市櫃，因此生技創投業者才需要設計該創投基金的投資怎合併搭

配風險控制與管理。 

    另一種退出方式則是生技創投公司所投資的生技公司，其技術被其他生

技公司或是製藥公司物色相中，基於策略考量而把整個公司買下，此商業操

作稱之為「收購」(Acquisition)，生技創投基金可能因為自身基金管理上之需

要，在這種併購 (M&A) 的商業操作中，把原來擁有的生技公司股票賣給願

意接手的下一個創投公司或其他有興趣的投資者，這種做模式在國外已蔚為

風潮，尤其在美國此併購活動正如火如荼之展開，但是在國內由於生技產業

上處於萌芽階段，目前還看不到類似的商業模式運作。例如，一些國際大型

製藥公司如默克 (Merck) 藥廠或是必治妥施貴寶(BMS)藥廠，感於其 2001

年左右已有多項貢獻度超過 10億美金的要務專利即將到期，此因素將嚴重衝

擊許多大型製藥公司的獲利，並且此衝擊會快速反應在未來的財務報表上，

因此大型製藥公司甚至是大型的生技公司，為了謀取每年至少 10-15 % 的營

收成長，便積極採取併購策略，以維持其高成長率以及新產品的持續推出，

最重要的還是維持其市場上的股價。例如於 2001 年底，史上最大的生技併購

案，則是全球最大生技公司安進 (Amgen)，以一百六十億美金併購另一家以

單株抗體、融合蛋白開發關節炎藥物著稱的 Immunix公司，此併購案則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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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一個關節炎暢銷藥物 Enbrel的繼續開發及銷售權。所以，併購也是投資生

物科技公司重要的退出機制之一。 

表 3-5、2001-2005 年 6月重要之醫藥/生技公司併購案 
 

併購者 被併購公司 併購金額(美金) 宣佈日期 
Medimmune Aviron 1.5B 12/03/2001 
Cephalon Group Lafon 0.45B 12/03/2001 
Millennium Cor Therapeutics 2.0B 12/06/2001 
Amgen Immunex 16B 12/17/2001 
Biogen Idec 6.8B 11/12/2003 
Invitrogen Molecular Probes 3.25B 08/15/2003 
ICN Pharma. Ribapharm 1.3B 08/20/2003 
Genzyme SangStat Medical 5.85B 08/11/2003 
Genzyme Ilex 1B 02/26/2004 
Amgen Tulark 1.3B 03/29/2004 
UCB Celltech 2.6B 05/18/2004 
Strakan ProSkelia 0.14B 06/08/2004 
QLT Atrix 0.75B 06/14/2004 
Charles River IRGI 1.5B 07/01/2004 
Chiron Sagres NA 07/06/2004 
Pfizer Meridica 0.13B 09/22/2004 
QLT Atrix 0.64B 11/19/2004 
Protein Design L. ESP Pharma 0.48B 01/25/2005 
Valeant  Xcel 0.28B 02/02/2005 
Takeda Syrrx 0.27B 02/07/2005 
Invitrogen Dynal Biotech 2.5B 02/08/2005 
Novartis Eon , Hexal 7.3B 02/22/2005 
Pfizer Idun NA 02/24/2005 
J&J TransForm 0.23B 03/09/2005 
Shire Transkaryotics 1.6B 04/21/2005 
GSK Corixa 0.3B 04/29/2005 
Cephalon Salmedix 0.2B 05/12/2005 
Pfizer Vicuron 1.9B 06/16/2005 

資料來源：BioCentury；本論文整理。 

 

    依據 Nature Biotechnology 的報告指出，2004 年全球生技公司(包括上市

及未上市公司)共募集資金 333億美金，而合作聯盟及授權方面佔本金額將近

3成，共募集 109億美金，並且較去年成長超過 20%(如表 3-6)，其中單株抗

體公司 Madarex 是最大贏家，其分別與大製藥公司 Pfizer及 BMS 簽署了授

權案，其中以高達 5.1 億美金將其研發產線中之 50 項單株抗體產品授權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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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izer，成為 2004 年最大的授權案，第二名則是英國的 Vernalis 公司，以 4

億美金將其偏頭痛新藥之美國販售權益轉讓予 Endo Pharmaceuticals。 

 
表 3-6、2004 年生技產業前 10大授權及研發聯盟案 

受權/授權公司 交易類型 交易金額

(US$M) 
交易內容 

Pfizer/Medarex 協同運作、開發

、交叉授權 
510 50項單株抗體產

品及 anti-CTLA-4
Endo 

Pharmaceutical/Vernalis 
授權、貸款、共

同推廣 
405 Frova於北美之

市場授權 
GSK/Theravance 協同運作、開發 

、授權、選擇權 
381 小分子藥物之授

權與資金管理 
BMS/Medarex 協同運作、開發 

、授權、授權 
380 MDX-010與

MDX-1379授權 
Wyeth/Plexxikon 協同運作、貸款 

、授權 
372 PLX204及 PPAR

標靶分子 
Ortho-McNeil/Arena 

Pharmaceuticals 
協同運作、開發 
、授權 

317 第二型糖尿病及

其他疾病藥物 
Takeda/BioNumerik 

Pharmaceuticals 
協同運作、共同

開發、授權、資

金供應 

310 Tavocept美國及
加拿大之授權 

Serono/CancerVax 協同運作、共同

開發、授權、共

同推廣 

290 黑色素瘤藥物

Canvaxin 

Forest labs/Cypress 
Bioscience 

共同開發、授

權、行銷 
250 Milnacipran之美

國授權 
Roche/Protein Design Labs 共同開發、協同

運作、授權 
205 氣喘藥 Zenapax

之全球授權 
資料來源：Nature Biotechnology; 生技中心 IT IS計畫。 

    目前合作開發及聯盟的領域中，新藥開發的主要領域包括癌症、心血管

疾病及免疫性疾病。這些疾病領域的最大特色是伴隨全球人口的老化及生活

品質的提高而衍生的慢性疾病。雖然生物技術發展迅速，至今上述疾病仍是

無藥可醫，市售藥品僅能減輕症狀及延緩病情的發生，但卻無法有效治癒疾

病。然自從人類基因組定序完成後，利用基因資訊開發新藥已為人類帶來希

望，故即使目前全世界以新藥開發為主的生技公司仍處於虧損狀態，但基於

人類對於研發治癒疾病及追求更高健康品質的渴望而衍生的龐大醫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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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以新藥開發為主的生技公司將成為生技產業的主流。然而，在國際級製

藥公司所掌握之明星級藥物專利即將過期，及其因內部研發效率與風險的瓶

頸壓力下，以研發為主的生技公司與國際級製藥公司展開了產品和研發人才

的緊密合作。 

    依 2004 年 9月生技中心 ITIS計畫研究指出，至 2008 年預估約有 200億

美元的藥物因專利過期而失去保護，國際級製藥公司如Merck和Bristol-Myers 

Squibb 等將面對學名藥搶攻市場，可能面臨銷售利潤的減少。為持續鞏固市

占率並維持競爭優勢，國際級製藥公司將透過併購或合作聯盟方式，運用研

發型生技公司於研究開發上的優勢，以取得研發新藥之先機，充實自己之產

品線。而以研發為主的生技公司則藉由專業分工和策略聯盟，尋求研發經費

的支持以及快速放大製造與全球行銷之能力。因此，隨著國際級製藥公司收

購具有高度潛力且具互補作用產品的競爭日趨白熱化，國際級製藥公司被迫

付出比過去更高的價格，以購買尚處於早期開發階段的產品，故研發型生技

公司與國際級製藥公司的合作模式，已逐漸轉變為有高度潛力且具研發實力

之生技公司來主導。茲列舉生技公司與國際製藥公司合作開發新藥案例如下

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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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全球主要生技產品之授權關係彙整 

藥品名 2003 年銷售額 生技公司 轉授權藥廠 

Procrit 40億美元 Amgen Johnson & Johnson 

Epogen 24億美元 Amgen Kirin 

Neupogen 13億美元 Amgen Kirin、Hoffman-La Roche

Remicade 23億美元 Centocor Schering-Plough、Tanabe 

Rituxan 22億美元 Biogen Idec
Genentech 

Zenyaku Kogyo 

Avonex 12億美元 Biogen Idec Schering-Plough 

Humulin 11億美元 Genetech Eli Lilly 

Avastin ─ Genetech Hoffman-La Roche 

Erbitux ─ Imclone BMS 

Tysabri ─   Elan Biogen Idec 

資料來源：Signals Magazine，2004 年 8月；本論文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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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生技公司間的合併案數目，自 2000 年第四季後便開始減少，到了 2002 

年，單季合併案數已多低於 20 件，至 2003 年才又見成長 ( 圖 3-3 )，雖然圖

中位顯示最新資料，但是依據 BioCentury最新資料顯示，於 2004 年下半年又開

始另一波合併熱及技術授權等商業行為。 

 

 

    圖 3-3、 2001 至 2003 年全球生技產業每季合併案數的變化  

資料來源： BioWorld ；工研院 IEK-ITIS 計畫 (2004/02) 

 

    其實生技創投業者的投資中旨，不應僅替生技公司帶來充沛資金而已，

由於創投投資的金額足以擔任生技公司一至兩席董監事席位，因此在不影響

管理階層運作的前提下，對於生技公司的未來發展可以在董事會中提出適當

的建言，並借助創投管理公司的人脈與資源提供應有的協助。所以創投資金

，其實已經不單純只是金錢提供而已，而是演變成聰明的資金，聰明的資金

意指除了資金以外的「附加價值」，其中包括海外的資源、國內政商關係以及

國外生技製藥公司的關係等，然而國內專精於生技產業的創投業者並不多，

相對而言這些資金對於生技業這而言尚不夠稱為聰明，這也是目前國內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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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執行長普遍擔憂的窘境，畢竟資金到位的同時，若能同時帶來下游的合

作廠商或是訂單，才是生技公司最迫切關注的。因此目前國內生技公司的執

行長幾乎都是靠個人在找資源或是拉關係，換言之處於此產業萌芽又與全球

競爭的產業環境中，公司若要能長治久安，生技公司的執行長的經驗與董事

會成員的政商實力，反而變成最重要因素，資金得多寡反倒成為經營者的次

要考量。 

    雖然一個生技創投基金在其投資組合中，不可能投資中之所有公司都能

成功，但是只要伊朗加配投資的公司能成功，就足以彌補其他投資的虧損，

並且能夠替此創投資金帶來豐厚的獲利。然而一個生技公司的成功，不僅靠

其卓越的研發能力即可，其中最重要的影響因子取決於經營者的特質，或是

所謂的企業家精神 (Entrepreneurship)， 此因素往往決定生技公司成功與否的

關鍵。所以在投資一家生技公司的初期，常常依據的是對該公司執行長的個

人信任，其他投資考量因素到變成其次，若一旦評估確信生技公司的執行長

未來能夠為股東創造高額報酬，即使公司仍處於虧損狀態或是草創時期，有

眼光的創投資本家也會願意甘冒風險掏出資金來投資。 

 

 

 

 

 

 

 

 



 78

第四節、生技醫藥公司投資評估之方法 

    談到生技產業的投資趨勢，未來最為蓬勃發展的領域仍是與生技製藥相

關的生技醫藥產業為主，預計佔總產值七成以上的規模，其中新藥開發、蛋

白質體學應用、醫療器材、醫療檢驗等，在未來仍舊是深具潛力的投資標的

。因此，一般生物科技投資組合的設計也必須依產業類別作適度的資金分配

，且必須搭配產業投資地區及被投資公司的發展階段而有別，但實際的投資

比例必須依據當時市場的需求做變化與調整，已符合當時市場的屬性，但是

重點應該著重在投資的長遠規劃，避免投資組合受到市場短期效應波動、或

是新聞片面利多消息所影響。表 3-8 為一般生技創投基金投資組合的設計及

投資組合參考比例。 

 
表 3-8、生技創投基金對於各項生技產業的投資組合參考比例 

 
投資標的產業別 技術 / 產品 投資比例 

醫藥 / 生技製藥 新藥開發 
藥物輸送與新劑型 
生技醫藥代工 
新醫療方法 

50% ± 10% 

醫療器材 檢驗試劑與設備 
醫療設備 
基因/蛋白質體相關設備 

20% ± 5% 

平台技術 生物晶片 
高效能新藥篩選平台 
結構蛋白學 
功能基因學 

20% ± 5% 

醫療服務業 臨床試驗委託服務 
生化檢驗 
藥物委託生產服務 

10% ± 5% 

 
資料來源：生技投資的億萬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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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價值評估 

    真正要進行一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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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並能藉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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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造就產業價值。隨著 2001 年 2月人類基因體計劃的完成，為生技產業帶來

前所未有的光明遠景，但是聰明的投資者已能及早體會，該計畫其實只是學

術上的重大成就，若要將計劃落實到產業進而衍生出市場價值的美夢，可能

還必須等上個 5-10 年光景，所以生技公司在現今重產品輕技術的投資評估邏

輯思考下，更應重視公司實際的營運模式，而非僅僅是天馬行空、無所依據

，空談生技產業的發財夢。 

    有鑒於此，營運計畫的務實性變成投資評估的首重考量因子，而「評價

如同兩面刃」是從事投資評估時最常掛在嘴邊的一句話，因為評估時常常遇

到相同的難題就是如何能以定量方式去完成一個生技公司的技術或產品，特

別是針對公司無形智慧資產的定價，會因不同的訂價方式或是主觀的價值認

定，而造成評估結果南轅北轍。例如常常可以看到新聞所述「某生技公司產

品技術開發成功，未來全球市場可達數百億元」、「某生技公司正進行擴廠計

畫，明年營收將可達兩倍成長」，從這些新聞報導發現，在台灣的生技產業似

乎是蓬勃發展，但是認真突入分析時卻很容易發現處處潛藏許多投資風險。

且由於生技產業特殊性就在於其多元的發展空間，因此評估模式必須依據不

同的產業屬性作適時的調整，例如從事新藥研發的生技公司，在評估時就不

能套用評估生物晶片公司的評估方式；從事醫療儀器開發的公司，也不能引

用生技醫藥公司的投資標準，以免產生張冠李戴的誤解，錯失評估產生的效

益而影響最後決策。 

    由於生技產業多元化的發展，牽扯的專業技術範圍浩大，所以就必須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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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具專業背景的人士進行技術評估才能獲得較具公信力的評估結果。評估主

要是依據公司的技術或產品特性而定，會針對每個投資案產生不同的標準，

專業評估人員必須至少確認全球科技發展的最新趨勢與技術層次，避免將退

流行或是無產業價值的產品反而視為珍寶，所以當投資者面對生技公司的報

告時，必須釐清公司之「營運計畫書」勿太過強調或浮誇「技術」的重要性

，應更加重在實質產品的開發，以及未來的銷售管道、目標市場等，因為要

獲得實質營收必須做通盤的了解，生技公司的商業模式才是專業投資人最關

心的議題，而這也是草創生技公司的執行長所面臨最頭痛的問題。有經驗的

投資者卻常常發現當公司負責人被質疑此一商業模式時，通常會含糊地表示

目前前尚未簽訂投資意向書，所以基於商業機密考量不便對外界公佈，然而

另一種可能性是公司尚未找到對公司技術或產品有興趣的承接業者，所以創

投業者在投資時針對商業模式實際運作必須審慎的評估，以免掉入投資的強

大風險中。 

    如何針對一家生技公司作投資評估呢? 在此以生技醫藥公司為例，成熟

的生技公司已經有實際的產品販售並產生營收或盈餘時，可依照其競爭公司

或是相類似公司之本益比 (P/E)、股價營收比(P/S)或是股價淨值比等數值來

評估其合理股價，此種方式有許多財務數字可以進行分析，因此評估過程比

較容易定量，所以技術層面較低，評估風險相對也較低；然而由於生技產業

的性質特殊，且產業正處於萌芽發展期，類似上述具有盈餘的生技公司畢竟

不多，相反的，大部分生技公司的技術或產品僅徒具資料形式，如一些技術

文件或是專利文件，或是提供某些服務，特別是一些生技製藥公司其研發新

藥在尚未獲得衛生主管機關核准販售以前，幾乎是沒有實質產品營收的，即

使有營收，也可能只是授權過程產生的前期金、階段性付款、或授權金等等

，因此生技製藥公司欲達到獲利的時程相對延長許多，且絕大多數仍處於虧

損狀態，因此上述評估成熟公司的評價方式皆無法運用到新創生技類股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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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評估上，由於新創生技類股的產業族群及上下游關係仍不明確，所以之間

的比較評估會產生疑竇，所以大部份會採取技術鑑價模型的運作，進而找出

合理的股價範圍。 

 
2. 生技公司的評價 

    公司的每股價值，就是各種影響公司營運之內外因素的總體表現，也就

是說當時在市場某一階段對於該公司的共同評價，而不是公司自己一廂情願

的喊價。以下介紹評價模式的使用時機，適用在創投專案評估時計算出合理

股價及基金適合投資的金額，另外，則是證券承銷商輔導公司上市上櫃計算

承銷價時常用的模式。 

一個企業資本支出方案之評估，不外乎利用「淨現值法」 (Net Present 

Value; NPV)，或是「內部報酬法」(Internal Return Rate; IRR)。淨現值法考慮

到貨幣的價值會隨著時間而有所「折扣」，應用在股價評估時還必須根據生技

公司預估未來五年的現金流量表現，以及其他可能影響現金流量的因素來計

算。因此合理股價的概念中便具有主觀因素的存在，因為每個人對於合理股

價的接受程度不一，所以每一個模式計算出之股價範圍可能會差距很大，然

而模式本身並無好壞之分，端看評估者對於被評估公司的認同度，但是不論

如何，畢竟這些模式提供一個較具體、邏輯、定量及可以遵循的判斷程序供

日後參與的人員參考，意思就是說評估過程比較透明公開，再現性也比較高

。 

以下介紹四種常用之評估方法，每個模式所使用到的折價率，除了美國

生技公司之外，若是要套用到其他經濟地區，如台灣的生技公司之價值，可

能再必須做一次折價，才能顯現實際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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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技術價值比較法： 

    任何技術或是專利，在無任何公平交易的平台下，或是未經過認證機構

提出有公信力的鑑價證明時，縱使該技術或專利擁有學術價值，但是基本上

站在投資觀點是沒有任何市場價值的。技術價值比較法是參考市場上已經存

在之類似營運模式、類似技術或是類似產品的價值做為比較之參考點，然既

然是評估市場上的價值，所以一開始必須了解市場技術價值的定義，如圖 3-4  

，技術價值為市值(股數乘以股價)扣除現金加上負債。而鑑價時可以參照圖

3-4 的流程執行，但是界線以上部份所評估的是美國的新創生技公司，若要

應用到其他地區之生技公司，則必須在加入界線以下的折算，如此做市場價

值之區隔後才會比較客觀。 

 

 

 
 

圖 3-4、技術價值鑑價法的分析流程 
 

定義：技術價值 = 市值–現金+負債 

 挑選市場上相近但並未獲利之生技公司之平均技術價值 

 公司間差異折價(r1) 

 市場間差異折價(r2) 

  目標公司之技術價值 

 目標公司參考股價=(目標公司之技術價值+現金-負債) / 發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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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此模型時必須注意下列幾點： 

A.挑選商業模式相似的公司：不論何種評價模式，挑選商業模式相似的公       

司是評價過程最重要的步驟，由於台灣新興生技產業發展不久，所以評估

其價值時還是必須多加考量美國資本市場中相似商業模式的生技公司，必

考慮其資本額大小、研發潛能、營運模式與產業地位相似之公司。 

B.生技公司間的差異折價：由於技術價值與眾多影響因子相關，固比較技

術價值時必須做一些轉換，所謂的轉換，就是考量到公司的研發經費比、

產品數量比、經營能力評分比、策略聯盟評分比、專利質量比以及未來產

品銷售地區比等等。將上述影響因子製作成表格，設計出一套工作比較參

考的生技公司組合，並計算折價率 (Discount Rate)，調整出被評價公司與

選擇公司間之價值差異，然必須注意的是，其中折價率的設定通常是很主

觀的，會依據不同評比人的觀點導致最後評比結果會有很大的落差。 

C.資本市場間的差異折價：由於生技公司掛牌的資本市場不同，因此在計

算股價的過程中必須考慮不同証券市場間的差異折價，例如美股與台股間

的環境就會不同，所以評估挑選出之生技公司也有其困難度。 

 

2-2. 每股盈餘折價法： 

    與技術價值比較法相同，首先還事先要有一套參考公司的組合，計算出

這些公司的本益比，然後針對市場差異、公司產品銷售地區的預估、技術的

領先程度，在計算出折價率，然而折價率是一個相當主觀的數值，如圖 3-5 之

分析，以台灣研發型生技公司為例，經過七折八扣折算下來，類似的公司每

一股的價值通常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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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每股盈餘折現法的大致分析流程 

    通常被評估的公司若為美國地區的生技公司，只需要考慮到界線以上的

部分即可，其他地區的生技公司如台灣，就必須往界線以下考慮其公司及市

場的折價率。 

2-3. 未來本益比法： 

    此計算模式與每股盈餘折價法類似，都是依據所挑出的生技公司組合做

為計算的參考，如圖 3-6 。首先先找出這些未獲利的生技公司所預估未來五

年的每股盈餘，並假設目標公司在第 n 年開始獲利，此時每股盈餘為一正值

，參考生技公司現在的股價後算出這些生技公司的平均本益比，然後將目標

公司第 n 年預估的每股盈餘繩上計算出的平均本益比，即為目標公司的股價

。此估計出來的股價是在美國市場交易的股價，若是台灣生技公司則要針對

本益比做一折價才比較精確。 

挑選商業模式類似但已獲利之生技公司，計算其本益比 

 挑選商業模式類似但並未獲利之生技公司，與獲利公司比較得到折價率(r1)

股價=(目標公司第 n 年的 EPS) x (第一步驟之本益比) / (1+r1) 

折回今年之股價 

  公司間差異折價(r2) 

  市場間差異折價(r3) 

  目標公司之參考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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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未來本益比法的分析流程 

 

 

    運用未來本益比法必須注意到，這些尚未獲利的生技公司其第 n 年的每

股盈餘本來就是預估值，數據準確度偏低，所以僅提供參考，且當 n 值大於

3時數據可信度亦不高，股價計算出之價值僅供參考。 

2-4. 現金流量折現法 

    這是依據目標公司自行預估未來五年現金流量折算回來，其實就是淨現

值法，如圖 3-7。現金流量折現法是幾種評估方法中比較不需要與其他相似公

司比較的評估模式，分析方法也比較單純，依據的是生技公司對於未來財務

的預測。然而既然是預估，年代拉的越長，預測的不準確性就越高，且由於

未與其他公司相較，因此計算出的股價容易受到公司操控；相同地，所考慮

的折價率也僅是未來貨幣的價值折算至現在的價值。 

 

挑選未獲利之生技公司第 n 年的預測平均 EPS，並以現今股價計算平均 P/E

 暫定股價 = (目標公司第 n 年的 EPS) X (平均 P/E) 

 公司間差異折價(r1) 

 市場間差異折價(r2) 

  目標公司之參考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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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7、現金流量折現法的分析流程 

 

    從以上的各種評價模式中可以觀之，在評估過程中有幾項關鍵因素：第

一是未來的財務預估，第二是挑選的比較公司是否符合做為目標公司之參考

依據。由於兩項因素的選擇及預估對最後平價的結果影響甚大，且因為過程

中都是預估，導致「主觀成分」會因評估人不同而異，所以才會說評價如同

兩面刃，有心操弄股價的人士是可以在現金流量的預估上做文章的，所以投

資人不可不慎!11 

 

 

 

 

 

 

 

 

                                                 
11本章節針對全球即台灣之生技醫藥公司之投資方法分析，資料來源參考自：王維敏等著 生技

投資的億萬商機 2002，時報出版，p129-145。 

 預測公司每年的現金流量，並折回現值 

 目標公司股價 = (各年現金流量現值之和) / 目標公司發行股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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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結： 

    本章簡介未來 21 世紀之明星產業–生技產業的發展利基，並了解此領域

的創業投資環境，由於生技產業目前在美國正準備起飛，但在歐洲、日本甚

至是其他國家的生技產業，仍處於萌芽成長階段，也因此新成立的生技公司

如雨後春筍般的成長，由於產業尚未形成，產業上中下游關係也尚未明確，

所以創投業者針對此依產業屬性規劃出許多不同的企業評價模式，藉由不同

的評價結果提供專業投資者或是普通投資者對於新興生技公司投資的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