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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製藥產業現況分析 

第一節 發展歷程與範圍 

一、發展歷程 

現代製藥之始，可歸功於 1897 年，在德國 Bayer 染料工廠工作的化學家

Hoffmann，首次由柳樹樹皮及樹葉中，萃取及純化其中可以治療關節炎的成分，

阿斯匹靈。Bayer 公司藉其在化學製造之優勢，進一步將阿斯匹靈進行商業化的

生產。但是由於當時對疾病的致病原因仍未完全之了解，因此對於藥物分析及篩

選，往往是遵循「隨機篩選」的方式，碰碰運氣看是否可以找到依有價值的產品，

但普遍面臨找不到不確定及無效率的情況。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德國與瑞士憑藉

著在化學物質大量製造的競爭優勢，在全球製藥產業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

色。隨著新研究的可能性及前十年抗生素年代的能量累積，1950 年帶新藥大量

出現，此時製藥產業成功的關鍵因素在於藥廠改善機械化生產流程、藥物安全性

相關法規的缺乏、專利權的保護級化學工程關鍵技術的轉移等。 

一直到了 1953 年，James Watson 及 Francis Crick 發現了 DNA 雙股螺旋的結

構，從此敲開了基因這扇神秘大門。此時，藥廠也首次驚覺成本逐漸上揚所造成

營運上的危機。成本上揚主要是因為產業競爭的結果導致研發成本的增加、藥物

安全性法規的陸續出現、較長的臨床測試時間導致產品導入時間延後等。在這個

階段，著重研發的美國及歐洲藥廠逐漸發展及成長。 

1973 年 Cohen 及 Boyer 更發明了基因重組技術，隨著相關的生物學、生化

學、分析化學及藥理學的進步，製藥產業有了新的分支，1976 年，位於舊金山

的 Genetech Inc 成立，致力於這些新技術的運用而成為典型的生技公司，更對技

術投資的本質及製藥產業產生重大的影響。傳統製藥產業藉由化學合成的方法，

可以製造小分子之化合物，但是對於大分子化合物如核酸及蛋白質的製造，仍須

取自於動物組織，會面臨動物來源是否充足或是純度不精的問題，而生物科技則

以基因轉殖的技術來解決這些問題，並能更深入的發展及培育。 

1980 年代，愛滋病這項新疾病的發現、生技公司的陸續成立、及遺傳工程

等，都對製藥產業及全世界產生重大的影響，大藥廠進一步的增加了和專注型生

技公司的合作聯盟關係，或嘗試將研發過程中，比較例行性的流程以及前臨床試

驗部份，委外到專業生物公司或合約研究機構(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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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2)來進行，專注型生技公司及合約研究機構之產生，並沒有削弱大藥廠的競

爭力，反而加快了創新及研發的腳步，使得大藥廠在價值鏈的垂直整合中，採取

更為彈性的作法。 

經過百年來的蓬勃發展，目前全球製藥產業仍維持高獲利，需求持續增加，

但由於人口成長、結構逐漸老化、對於健康的警覺性增加，許多嚴重疾病目前仍

無解決之道，使得對更多新藥的需求增加，生技藥品及基因的技術創新成為產業

新的挑戰，製造及研發的委外代工增加，大藥廠間及與生技公司間的聯盟併購，

嚴格的法規環境等，更促進整個產業轉型及全球化的發展。 

二、製藥產業範圍 

從前述章節可知，製藥產業因為生物技術的突破，而有了新的分支，為避免

混淆，本研究分別以「傳統製藥」與「生技醫藥」來分開討論，詳述如下。 

(一) 傳統製藥產業 

對於製藥業者的定義，藥事法第 16 條規定：「本法所稱藥品製造業者，係指

經營藥品之製造、加工與其產品批發、輸出及自用原料輸入之業者。前項藥品製

造業者，得兼營自製產品之零售業務。」 

人類用藥包括西藥、中藥、草藥及藏藥等，前三者在全球各國皆有法規管理

審核，台灣地區製藥產業主要則分為西藥及中草藥：在西藥領域內的藥品包括了

小分子藥物(small molecule drugs)和生物製劑(biologics)，這些藥品目前在全球藥

品管理法中較為明確，也是創造目前全球製藥產業的主要營收來源；而中草藥大

致分為三類，傳統方劑、非傳統方劑及植物抽取物。 

藥品依組成份可分成原料藥(包括中間體)及製劑。原料藥為藥劑中之有效成

分，通常是由天然物、石化產品等經由複雜的有機化學反應，或由天然物中經由

萃取分離純化而得。由於其為藥效之來源，因此實為製藥工業之基礎。製劑則是

將原料藥加工調製，製成一定劑型及劑量之藥品，製劑又可分為處方藥(ethical 

drugs, Rx)及非處方藥(over-the-counter drugs, OTC)，處方藥是指消費者經過醫生

處方，方能從藥房或藥店獲取，並且要在醫生監督和指導下使用的藥物，適用於

                                                 

2 CRO 的專業分工體系在國外行之有年，提供製藥、生技及醫療器材產業和研究機構臨時

性的研究協助，CRO 的服務擴及新藥探索、臨床前及臨床三階段，並提供國家機構的審核申請，

即藥物由研發到上市前的一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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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確診的疾病；非處方藥係指不需要醫師處方，消費者可自行判斷、購買及使

用的藥品。非處方藥是由處方藥轉變而來，經過長期應用、確認有療效、品質穩

定、非醫療專業人員也能安全使用的藥物。 

 

 

 

 

 

 

 

 

圖 3- 1  製藥產業相關分類 
資料來源：整理自醫藥產業年鑑 (2006) 

(二) 生技醫藥 

生物技術為一跨學門的綜合科學，為研究生命科學、醫學、農學的基本工具。

凡利用生物程序和技術以解決問題和製造有用的產品，包括利用微生物、植物、

動物等生物細胞的特性或成份製造產品，或進入分子層次以了解生命現象而應用

於產品的設計，或為解決前述問題所開發的技術平台等，以增進人類生活品質的

科學技術皆屬之(生技產業白皮書，2003)。生物技術產業涵蓋的技術領域及產品

範圍甚廣，依據經濟部生物技術與醫藥工業發展推動小組之分類，主要可以分為

七大類，分別為生技醫藥、生醫材料、特用化學品、農業生物、食品生技、環保

生技和生技服務業，而本研究欲探討之對象即為其中之生技醫藥類別，其主要研

發由生物體而來且具有療效或預防的物質，再經由基因重組技術所製成藥品。其

產品主要為：基因工程蛋白質藥物、過敏原製劑、基因治療、血液製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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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發展特性 

一、製藥產業發展特性 

製藥產業的產品用於治療人類疾病，與人體的生命健康息息相關，為重要的

民生必需工業，其發展也象徵一個國家的進步程度，國民所得越高的國家，製藥

產業益顯發達，如美國、日本等。整理近期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所出版的

醫藥產業年鑑，製藥產業具有下列特性： 

1.政府主管機關嚴格管理 

由於醫藥產業的最終產品係使用在人體上，故與其他產業產品最大的差異為

產品之安全性及有效性，並防止濫用，所以在藥品的研發、生產、進口、銷售等

過程中，政府駐管機關透過查驗、登記等法規及手段予以嚴密的監控，以保障國

人的用藥安全。在衛生主管機關相關法規的約束下，產業的發展空間也受限制，

有時政府法規甚至可導引產業的走向。 

2.製藥產業的產品市場大、週期長、獲利高 

製藥產業加工層次較高，屬於技術密集工業，研發投資也較高，固專利權時

為製藥產業的命脈，而藥品專利期約 15 至 20 年不等(依各國家規定)，專利過期

後依然可佔有一定的市場，所以藥品的產品生命週期相當長，其附加加價值相對

高於其他產業。藥品市場之大小則決定於人口組成(種族、年齡)、政府之醫療制

度(保險給付、醫藥分業、藥價)、地區(緯度、氣候、水質)、生活習慣(飲食、作

息、風俗、宗教)、經濟狀況(生活水準、公共建設)等因素。 

3.跨技術領域的結合性工業 

一般來說，創新是各部門的技術和知識基礎具體化的實現，也因此各廠商需

要處理相當複雜的技術和科學知識，製藥產業更是如此，藥品的開發通常是針對

目前不易治療的疾病，或是針對現有藥品的缺點進行改進。不論新的藥品或新用

途，從理論到臨床上的應用，都必須結合基礎科學(如化學、生理、藥理、病理、

醫學)、產品設計(藥品、劑型之設計能力)、產品評估(藥品開發的相關設施、如

藥理、毒理、安全性、臨床試驗等能力)，缺一不可，近年來生物技術重組 DNA

的快速發展，人類基因解碼的完成，更使製藥產業進入另一新紀元，讓疾病的治

療走入新的里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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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發耗時長、經費高、風險大 

製藥產業是高度依賴研究發展的工業，需要長時間的研發過程，和昂貴的重

新檢查與試驗成本，這些都需要大量的經費支出，根據美國藥物研究與生產協會

(PhRMA)統計，一種新藥自投入研發開始，至通過美國食品暨藥物管理局核准上

市為止，約需耗時 12 至 15 年，投入約 3 億至 5 億美元以上的研發成本，而新藥

成功上市的機會僅有 1/5000，在研究開發上的投資比例可說是非常高的。一般世

界大廠的研發投資，都在營業額的 5%以上，有些甚至高達 15~20%，與其他行

業比較下算是相當高的。可見製藥產業為了蒐集研究資訊、解決研究瓶頸與產品

開發問題，都需耗費相當的精力與成本。 

5.製藥產業競爭武器—專利 

「專利」是製藥產業與生物技術產業的命脈，藥廠擁有上市原料藥品專利，

除可將龐大的研發費用回收外，亦擁有最有利的交互授權籌碼。研發新藥的過程

是相當艱辛的，但只要上市後，由於專利權保護期長達 20 年，獲利相當驚人。

因此，藥品專利期限與其他產業相比顯得非常重要，而產生在製藥產業市場中存

在一個相當特殊的現象，即品牌藥與學名藥的市場區隔。 

1984 年美國首先通過的藥物競價及專利權恢復法案(drug price competition 

and ratent term restoration act)，亦即俗稱的 Hatch-Waxman 法案，為製藥市場帶來

相當大的變革，該法案期望能同時降低藥物市場價格並保護新藥公司的利益，因

此規定了藥物的專利期限。品牌藥，即指專利保護中的藥品，而相對於品牌藥的

為學名藥(Generic Drug)，即專利過期的處方藥。在品牌藥專利過期後，學名藥

公司只要能證明其學名藥與品牌藥具有相同的有效成分、劑型、藥效以及生物相

等性(bioeqivalent)，便可冠上與品牌藥相同的名稱上市，其化學組成成分與品牌

藥相同，不過必須在品牌藥專利過期後才能販售，因此每家廠商只要技術許可，

便可以生產，其售價通常比品牌藥的正規售價便宜一半以上。學名藥一旦上市，

原專利保護的藥廠便無法享受市場的獨佔利益。近年來全球公共醫療保健支出的

快速成長，為降低開銷大量採用學名藥，使學名藥在製藥產業使用比重增加，學

名藥市場成為未來數年藥品市場重要發展領域。 

表 3- 1  品牌藥與學名藥比較表 
分類 市場 價格 產品開發時程 研發費用 利潤 

品牌藥 獨占 高 長 高 高 
學名藥 競爭 低 短 低 有限 

資料來源：整理自醫藥產業年鑑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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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專業人才 

生技醫藥廠商會聚集在能夠吸引和維持他們最需要的關鍵資源—專業人

才，一地的高生活品質，如豐富的娛樂和文化設施，都是專業人才聚集的地方，

2002 年美國製藥大廠諾華將研發中心遷至美國麻薩諸塞州的劍橋，他們的決定

理由是因為該地為染色體專家的聚集地，這些專家來自大學、醫院、許多近來快

速興起的生技公司和世界知名的機構，對生技醫藥廠商而言，專業人才和技術勞

工為他們最重要的資產之一。 

二、整體網絡架構 

(一) 區域內部網絡 

從 1970 年代開始，技術不斷革新，製藥技術從傳統的化學合成技術到新興

的基因工程，使得製藥產業發展出專門以研發活動為核心的生技醫藥公司，美國

稱之為專注型生技公司(Dedicated Biotechnology Firms, DBFs)，專注型公司是指

由科學家成立或參與其中的小型公司，專注於尖端技術的研發，再將所研發出來

的新技術交給製藥大廠商品化，由於大廠具有市場所需的 know-how、法律行銷

知識及充足的行銷經費，加上經驗的累積，易於成功地將研發結果轉化為商品。

製藥廠想要專注型公司的創新能力，而專注型公司則需要財政支援以進行長時

間、高成本且不確定性高的研發活動。簡而言之，專注型公司為大廠提供了維持

市場地位所必須的新技術，而大廠則確保其在市場上成功發展的機會。 

從這樣的知識價值鍊中，Gilsing and Nooteboom(2005)將製藥產業網絡區分

成兩種形態，其一為研究組織和 DBF 所建構以知識傳遞為主的網絡，另一為 DBF

與製藥廠商所建構之商品化的網絡，見圖 3-2。在網絡 1 中，DBF 先與學術機構

進行初步的研究合作，因為學術機構的主要任務是從事基本研究以探究自然之原

理或現象，但是其研究成果並無法立即的商品化，必須交由 DBF 進一步的研發

轉化成商品，其知識分享的範疇是有限的，因為他們只會針對專門的議題進行研

究，此外，研發新產品需要所有成員不斷的商討、確認，不僅需要高頻率的接觸，

也需要區位的鄰近，以利面對面的接觸和合作實驗，因此空間上的集中現象是顯

而易見的，特別是在學校周邊，除了能方便內隱知識的傳遞外，對於技術人才的

取得，以及知識外溢的氛圍都是很大的誘因。在這樣的網絡中，合作時間較長，

平均五年或更久，因為長時間的合作，網絡關係也較穩定，穩定可以帶來網絡關

係更深度的發展，卻會使得廠商失去與新廠商建立網絡關係的機會，影響廠商吸

收知識的多樣化，但是，穩定的網絡關係可以免去廠商習慣新廠商的時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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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避免重複學習同樣的知識，而能更進一步地深化知識。 

在網絡 2 中，製藥廠商重視的是效率、安全和可靠，面對快速發展且涉及廣

大的知識，製藥廠商需要知道哪方面的知識是有利於投資的，因此製藥廠會和許

多 DBF 以契約來建立關係，呈現輪軸式的網絡結構，詳見圖 3-3，每家 DBF 專

注於不同領域的技術研究，其中契約內容中最重要的即為臨床前的測試，測試藥

物的毒性、安全及功效。DBF 必須不斷地進行研究和革新，來確保新藥品能達

到標準。製藥廠商和 DBF 間的網絡關係，多為短期，約兩年到五年，依每個研

究計畫方案不同而不同，且接觸不頻繁，平均約每月兩次或每年兩次，若研發結

果良好，則製藥廠將會延長合約，製藥廠建立起此種網絡，不僅可以彈性的方法

整合各方面的知識信任在此網絡中較缺乏。另外，Chiesa and Toletti(2004)認為製

藥廠也常和醫院合作以完成臨床試驗，醫院也很樂於和製藥廠合作，如此可幫助

他們用藥的改進和醫療技術的進步。醫院也是一個主要的行銷產品的管道，也能

較易了解病患的需求。 

表 3- 2  製藥產業網絡特性 
指標 網絡 1 網絡 2 

主要成員 
 

DBF 製藥廠 
知識型態  開拓  探索 
密度  密集  鬆散 
穩定性  高  高 
集中度  中等  高 
關係持續時間  長期  短期或中等 
接觸頻率  高  低 
有形正式/無形非正式控制  中等  有形 
夥伴間信任度  高(雙向交流)  低(沒有知識交流) 
知識分享的深度和廣度  窄  窄 

資料來源：Gilsing and Nooteboom (2005) , p.190 

 

 

 

 

圖 3- 2  製藥產業知識價值鍊 
資料來源：Gilsing and Nooteboom (2005),p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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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跨區域網絡 

由於 DBF 與製藥廠及學術機構高度的相互依賴，加上 DBF 規模較小且資源

有限，他們傾向設廠於靠近相關產業聚集地，以利關係維持與管理，因此地方網

絡對於製藥產業整體而言是相當重要的，但是隨著全球化的腳步下，廠商為了獲

取前端技術與研發資源，他們必需向外建立起跨區域網絡。由於生技產業是知識

密集型產業，意指此產業將會受到「科學推力(sceience push)」的影響，其所投

注的資金、人力、時間皆較一般產業高，導致新廠商進入障礙的問題，因此較利

於大廠的生存，也因而將整個生技產業推向一個全球化的市場；即便如此，因為

生技產業如此廣泛而複雜之知識基礎，對於跨領域專長與碩博士高級人才的需求

高，「地方拉力(locational pull)」因此形成(Gertler and Levitte,2005)。剛起步的生

技廠商，由於規模小資歷淺，較依賴地方資源，也因為受限於本身技術基礎的不

足，多尋求區域內的網絡關係；而隨著廠商的生命週期逐漸成熟後，規模擴大經

驗豐富，會去尋找規模更大財力更雄厚的製藥廠或創投公司，而此類公司通常非

位於區域內，加上本身技術已達到一定的水平，為追求更新更廣的技術知識，其

視野是跨區域的，不再侷限於區域內；而當初所建立起的地方夥伴，則成為增加

基礎研究和培養研發的能力的來源(Powell et al., 1996; Fontes, 2005)。 

Gilsing and Nooteboom (2005)分析製藥產業的研究中，區域內部的研究機構

與 DBF，其知識傳遞不僅以有形，也會以無形方式傳遞，而知識的流向皆為雙

向流通；至於在跨區域的網絡中，有許多 DBF 及研究組織皆會與國外的 DBF 大

學、研究組織或廠商合作，由於距離較遠，因此多以形式化的正式契約來相互約

束與控制，契約時間平均約為 6 個月到 30 個月，並且傳遞移轉的知識範疇有限，

多為專利或認證的內容，並且知識流向多以單一方向傳遞進區域內部。 

(三) 整體網絡之關鍵行動者 

從區域內部的上下游合作關係及跨區域的網絡關係可以建構出製藥產業的

整體網絡如圖 3- 3，生技公司和製藥廠、大學、研究機構等都有著密集且頻繁的

聯繫，研究機構和生技公司處理上游的基礎研究，待研發完成後，再藉由生技公

司與製藥廠進行下游的商品化過程(Rank et al., 2005)。也就是說，在區域內，生

技公司扮演著中介的角色，從學術研究機構到非營利的組織，從創投公司到製藥

公司，生技公司處於關鍵的核心地位(Chiesa and Toletti, 2004)。此外，生技醫藥

廠商為了整合知識與技術，並不排除與其他生技廠商合作，但製藥廠商則因藥品

市場的高度競爭，很少與同業夥伴合作，在這樣的情況下，生技醫藥廠商因為密

集的合作關係而建構出一個綿密的核心，傳統製藥廠商則因合作網絡不頻繁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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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邊陲。Rank et al.(2005)其在製藥產業網絡的研究中也實証出，製藥產業整體是

以一個具有高度集中的核心，和鬆散的邊陲所建構而成的網絡，由於生技公司中

介者之角色地位，而成為網絡的核心製藥廠、大學和研究機構等則分散於邊陲。 

再從跨區域的角度來看，地方網絡是穩定且密集的，使廠商吸收系統性的技

術知識；而跨區域的網絡與核心的聯繫是不穩定且不頻繁地，經由契約或認證來

控制網絡關係，所傳遞的是多樣且新穎的知識流。穩定的核心提供發展深度知識

的環境，而進出頻繁的周邊，則帶來多樣化的新知識，補償了核心穩定網絡無效

率的可能性。 

 

 

 

 

 

 

 

 

 

 

 

 

 

 

 

 

圖 3- 3  製藥產業整體網絡架構圖 
資料來源：修改自 1. Bathelt et al.(2004)   2. Gilsing and Nooteboom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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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發展現況 

一、全球發展趨勢 

製藥產業近年來受到經濟景氣持平的影響，持續呈現穩定成長的趨勢，根據

IMS health3的統計，全球歷年藥品市場銷售額如圖 3-4，2005 年的藥品市場達

6,020 億美元，全球製藥產業的複合年成長率從 1997 年的 5.5%一路成長至 2005

年的 9.2%，根據 IMS 的預估，到 2009 年全球藥品市場銷售額可望達到 8,200 億

美元。 

 

 

 

 

 

 

 

圖 3- 4  全球藥品市場歷年銷售額(億美元) 
資料來源：IMS health 

依據 IMS health 2005 年全球藥品市場回顧，詳見表 3-3，全球藥品市場以北

美、歐洲及日本為主要消費區。北美製藥產業銷售額最大達 2480 億美元，約佔

全球藥品市場 47.8%，美國藥品市場持續有具震撼性且高單價的新藥產生，市場

蓬勃發展。另一個新興的市場—亞洲，亞洲各國藥品市場成長率詳見圖 3-5，其

中成長最快的是大陸地區，成長率高達 27.8%，由於大陸開放政策及驚人的潛在

市場，在加上低廉的勞資，使得國際藥廠紛紛進駐大陸，從事製造銷售，也進而

帶動當地的醫藥相關產業，但目前大陸對於智慧財產權的保護相當不足，人力素

質普遍低落，在高標準的製藥業中，這些都是造成大陸發展製藥產業的障礙。相

對於這些亞洲國家藥品市場的快速成長，台灣地區藥品市場銷售總額的成長則較

                                                 
3 IMS Health 公司（艾美仕公司）為一美商公司，是世界第一大的專業醫藥資訊提供者，服

務網遍佈全球，為全球醫療製藥界提供專業醫藥市場調查，產業分析預測，以及銷售管理資訊等

各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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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緩，同期僅成長 7%，這是因為除了台灣地區屬於較為競爭發展成熟的市場外，

全民健保財務負荷過重，使藥品價格僵固，同時促動给付條件趨於嚴格等，是造

成國內市場成長較為緩慢之主因。 

 

 

 

 

 

 

 

圖 3- 5  2004 年亞洲藥品市場各國成長率 
資料來源：IMS health 

表 3- 3  2004 年全球各區域藥品市場銷售規模 

地區 
2004 年銷售額 

(億美元) 
佔全球銷售% 年成長率% 

北美 2480 47.8 7.8 
歐盟 1440 27.8 5.7 

其他歐洲地區 90 1.8 12.4 
日本 580 11.1 1.5 

亞洲、非洲及澳洲 400 7.7 13.0 
拉丁美洲 190 3.8 13.4 
總額 5180 100.0 7.0 

資料來源：IMS health 

未來全球藥品發展趨勢歸納如下： 

1.製藥廠商轉型 

品牌藥到期阻礙了製藥巨頭的快速發展，但具市場突破性的新藥後繼無力，

這對國際專利藥製藥企業將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在此壓力下，大藥廠努力擴充研

發線、加強內部研發、進行產業間的整合、藉併購來充實研發線、與其他公司共

同研發產品、藉授權方式引進後期研發產品等，期能以新藥品的上市來彌補盈虧。 



 

 

2.新藥研發生產力下降 

目前，各國政府都採取醫療體制改革措施，以控制醫療費用過快增長，並且

為符合藥品安全的基本要求，藥政管理更趨於嚴格，新藥開發難度加大，研發時

程拉長，研究開發費用不斷上升，研發生產力下降，未來全球藥品市場增長將進

一步放緩，逐步進入穩定增長期。 

3.委外策略的靈活運用 

藥廠在競爭壓力下，需迅速將藥物於全球推動上市，快速創造營收。為兼顧

市場的人種，需同步研發，固臨床試驗 CRO 於全球增設據點，成為跨國企業，

委外研發的靈活運用，可加速新藥全球上市。 

4.全球化的產業鏈逐漸形成 

製藥業近年來全球化的分工合作，逐漸構築中，CRO 公司把全球新藥的研

發結合在一起，藥廠透過購併及委外行銷把全球行銷網連結在一起，從研發、生

產到行銷的全球網絡逐漸成形。 

二、台灣地區製藥發展歷程與政策環境 

1980 年代，台灣地區製藥產業之發展以原料藥生產為主，政府除將原料藥

產業列為十大新興工業外，並積極投資原料藥的研發。不過近年來隨著大陸及印

度原料藥工業的崛起，對台灣地區原料藥產業構成威脅，使得原料藥廠轉向高附

加價值、高毛利的產品上，製劑生產遂成為國內製藥產業的主流。 

台灣地區製藥產業的水準是因國外著名廠商來台投資設廠而得以帶動，其後

政府實施優良藥品製造標準(GMP)政策，益提升了產業的品質管理系統。國內西

藥製劑廠多以製造學名藥為主，為了提昇國內製藥工業的技術水準，經濟部科技

專案計畫於 1990~2000 年間投入學名藥的製程改良及開發，為業界建立了學名藥

的研發即產製能量。隨著業界研發能量逐漸累積，廠商已有能力自行開發學名

藥，甚至開探索劑型技術，法人科專的階段性任務可以告一段落，朝更高技術層

次發展。因此 2001 年後，科技專案投入方向調整為新藥研發，積極建立發展新

藥所需之技術及基礎環境。 

台灣地區政府自 1995 年起實施全民健康保險，隨著高科技醫療儀器的引

進、民眾醫療的需求、人口結構老化增加的長期醫療照顧需求、醫療費用之增加，

使得政府的財政日益加重，隨之而來健保政策不斷改變，導致藥廠利潤逐漸被壓

縮。此外產業法規制度的改變，大幅增加了藥廠的經營成本，這些外在經營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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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丕變，使得原本仰賴學名藥製造為主、又缺乏國際競爭能耐的本土藥廠，必需

面對成長與轉型的挑戰，政府近年來也積極投入研發，並將製藥業列為十大新興

工業予以積極輔導並提供租稅優惠，協助藥品出口等輔導措施，期待製藥業能轉

型升級。 

三、台灣地區製藥產業結構與空間分佈 

(一) 產業結構 

台灣地區製藥產業主要包括成原料藥、西藥製劑和中藥製劑及相關產業及產

品，其中又以西藥製劑為主。整體製藥產業結構如圖 3-6 所示，由產品製造流程

和產品銷售通路所組成。整體製藥產業結構分從上、中、下游說明。上游為製備

藥物的原材料，包含天然動植物及一般化學品，其製程方法有二，第一為以天然

動植物由化學法合成，或由半合成法製備；第二為利用基因轉殖方式，以組職培

育技術來生產藥物，即生技醫藥產業。中游主要為原料藥工業及藥材加工業，通

常原料藥工業絕大多數為有機化學工業，依來源的不同而有不同的生產方式。中

藥材的加工則以藥用植物加工、泡製為主。下游為製劑業，主要是將原料藥加上

製劑輔料，加工成方便使用的劑型。 

表 3- 4  2004 年台灣地區製藥產業與生技產業現況 
項目 新興生技產業 製藥產業 

營業額(億元) 343 602
從業人員(人) 7,650 12,931

出口值 137 46
進口值 150 435

內銷：外銷 60:40 92:08
國內市場需求 356 991

註：新興生技產業範圍包括生技醫藥、特用化學、農業生技、醫療檢測環保生技、

食品生技和生技服務業七大領域。 
資料來源：醫藥產業年鑑 (2005) 

 

 

 

 

 

 



 

 

 

 

 

 

 

 

 

 

 

 

 

 

 

 

圖 3- 6  台灣地區製藥產業結構 
資料來源：生技產業白皮書 (2003) 

 (二) 空間分佈 

1.生技醫藥廠商 

生技醫藥廠商總數為 109 家，以區域分佈來看，生技廠商有將近七成位於北

部地區；其次為南部地區及中部地區。若從縣市別分佈來看，以坐落台北縣市最

多，其數量超過全台生技醫藥廠商數之ㄧ半；其次則為台南縣市與台中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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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5  生技醫藥廠商分佈情形 
地區 縣市 廠商數 百分比 總計 

台北縣市 66 60.55%

桃園縣市 2 1.83%

新竹縣市 6 5.50%
北部地區 

基隆宜蘭 2 1.83%

69.72% 

苗栗縣 1 0.92%

台中縣市 8 7.34%

彰化縣市 1 0.92%

南投縣市 0 0.00%

中部地區 

雲林縣市 2 1.83%

11.01% 

嘉義縣市 1 0.92%

台南縣市 11 10.09%

高雄縣市 6 5.50%
南部地區 

屏東縣市 1 0.92%

17.43% 

花蓮縣市 2 1.83%
東部地區 

台東縣市 0 0.00%
1.83% 

總計  109 100.00 % 100% 

 

2. 傳統製藥廠商 

下表的廠商分佈現況，包含了西藥廠商、原料藥藥廠、中藥廠商，總計 369

家。就地理位置分佈來看，有將近一半廠商集中在北部地區，佔了總廠家數的

41.73%；其次為南部地區與中部地區，而東部地區沒有製藥廠商設廠。由坐落縣

市別來看，位於台北縣市的廠商約佔了總廠商數的 24.12%，比例最高；之後依

序為台南縣市及桃園縣市。 



 

 

 

 

 

 

 

 

 

 

 

圖 3- 7  生技醫藥廠商分佈圖          圖 3- 8  傳統製藥廠商分佈圖   

表 3- 6  傳統製藥廠商分佈情形 
地區 縣市 廠商數 百分比 總計 

台北縣市 89 24.12%
桃園縣市 44 11.92%
新竹縣市 17 4.61%

北部地區 

基隆宜蘭 4 1.08%

 41.73%

苗栗縣 3 0.81%
台中縣市 39 10.57%
彰化縣市 27 7.32%
南投縣市 10 2.71%

中部地區 

雲林縣市 11 2.98%

 24.39%

嘉義縣市 16 4.34%
台南縣市 62 16.80%
高雄縣市 30 8.13%

南部地區 

屏東縣市 17 4.61%

 33.88%

花蓮縣市 0 0.00%
東部地區 

台東縣市 0 0.00%
 0.00%

總計  36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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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灣地區製藥市場 

根據 IMS health 所公佈的資料，2005 年台灣地區歷年藥品市場如圖 3-9，約

為新台幣 1044.17 億元，較前一年成長 1.1%，遠低於 2004 年的成長率 9.3%。依

市場結構統計，台灣地區藥品市場仍以品牌藥為主，市場佔有率達四分之三以

上，學名藥市場則不到四分之一。如就產值方面來看，2005 年國內製藥產業總

產值為新台幣 498.4 億元，其中原料藥產值為 79.5 億元、西藥製劑產值為 370.8

億元，及中藥製劑產值為 48.1 億元。在進口方面，2005 年台灣地區製藥產業進

口金額約為新台幣 446.9 億元，較前一年成長 2.8%。進口品項以西藥製劑為主，

進口金額達 414.6 億元，佔製藥產業進口總金額的 92.8%，成長率為 2.9%。台灣

地區製藥產業的出口值，遠遠落後進口值，2005 年出口金額僅為新台幣 58.2 億

元，較前一年成長 35%，其中以西藥製劑的成長率最高，達 62.1%。 

 

 

 

 

 

 

 

 

圖 3- 9  台灣歷年藥品市場 
資料來源：IMS health  

表 3- 7  台灣製藥產業進出口統計                        單位：新台幣億元 
進口 出口  

2004 年 2005 年 2004 年 2005 年 
西藥製劑 402.8 414.6 26.4 42.8
原料藥 31.1 31.6 11.4 9.9
中藥製劑 0.5 0.3 2.6 2.7
總計 434.9 446.9 43.1 58.2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海關進出口統計資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