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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製藥發展新趨勢

胡 幼 圃 講 座 教 授
台北醫學大學

中研院客座講座/國防醫學院榮譽教授/台大兼任教授
110.8.19

臺北榮總藥學部110年度繼續教育研討會



現職：
•國防醫學院榮譽特聘教授
•台北醫學大學講座教授
•中研院客座講座
•台灣大學醫學院兼任教授

經歷：
•考試院考試委員(生醫,2008~2014)
•世界藥學會法規組共同主席(2011~)
•世界衛生組織（WHO）藥物副作用中心顧問
•行政院衛生署藥政處處長(1998～2002)
•藥事論壇講座常任主席(2004~逾95場)

榮譽：
•美國國家發明家學院院士Fellow, USA National Academy of 

Inventors (NAI, Fellow, USA 2016)
•美國藥學科學家學會院士Fellow,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armaceutical Scientists (AAPS, Fellow, USA 2006)
•亞洲藥學會學術研究獎– Ishidate Award(1998) 
•衛福部一等衛生奬章(001號)(2014)
•中華民國一等功績獎章(2014)
•中華民國一等考銓獎章(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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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藥學院藥劑學

組臨床藥動學博士(1984)
•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客座教授(1992～1993)

專長：
新藥研發；藥政管理；生物科技；
藥動學及臨床藥理

研究及著作：
已發表原始論文及專利共225篇，其
中國內、外專利共獲六十餘項；世
界首例不成癮、止劇痛之新成份新
藥(納疼解) 2017年3月國內、外上市；
口服止痛新藥(痛寶)2020上市。數件
研發的新藥正於國內外進行臨床
phase II~III試驗。

簡 歷
胡幼圃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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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技新藥發展新趨勢
1、新藥研發的困境
2、台灣與國際生技新藥產業現況
3、台灣藥品管理體系
4、研發新藥之案例－台灣經驗

二、我國製藥發展之新趨勢
1、我國藥事相關法規趨勢－生技新藥推動條例
2、我國藥品給付

三、我國藥界對藥業發展新趨勢之因應
1、我國及國際的醫藥分業(醫藥分工合作)
2、藥師和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3、Covid-19疫情對新藥法規的影響
4、結語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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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技新藥發展新趨勢

1、新藥研發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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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病治病 無病強身! ?



6

BAD Medicine? BAD Administration?



Drug Overdose Deaths Remain High

• Nearly 841,000 people have died since 1999 
from a drug overdose.1 In 2019, 70,630 drug 
overdose deaths occur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ge-adjusted rate of overdose 
deaths increased by over 4% from 2018 
(20.7 per 100,000) to 2019 (21.6 per 100,000).

Ref.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ttps://www.cdc.gov/drugoverdose/death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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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Trends & Statistics. 199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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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g – Induced lllness Leading to Hosp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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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價不但個人無法負擔，許多國家也負擔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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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價的雪球－愈滾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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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FDA－Regul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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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FDA－Regulatory



15

一、生技新藥發展新趨勢

2、台灣與國際生技新藥產業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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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Pharma Industry Volume and Growth

Ref: Regulatory Strategy for the Emerging Markets – Far East,Africa, Middle East, Latin America Alistair Davidson, TOPRA



Global Medicine Spending and Growth in Selected Regions, 2018–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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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erging Market - Market Growth Dynamics

Asia-Pacific Market Growth 
China, India, Indonesia and Vietnam are forecast to be the strongest drivers of Asia Pacific 
growth, with all countries trending positively 



Global Medicine Market Spending and Growth 2009–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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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此處我國新藥定義與藥事法不同，亦與國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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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新
台
幣
億
元)

2010-2020年 生醫產業投資額統計

► 108年我國生醫產業民間投資共新臺幣551.23億元。

► 109年生技投資為697.08億元(包含回臺投資三大方案)，較108年成⾧26%，其中醫療器材領
域為285.64億元，製藥領域為216.68億元，應用生技領域為194.76億元。

 生技新藥條例促進生技新藥公司的研發與建廠投資，109年投資額約166.26億元，占總投資
金額的23.25%。

資料來源：經濟部生醫推動小組整理，110年1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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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億元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經濟部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整理，110年1月。

 109年12月底止，台灣生技公司已有124家上市櫃，62家興櫃。

 109年上市櫃生技公司合併營收為新臺幣 2,696億元，成⾧ 7.94 %。

 109年12月31日上市櫃及興櫃生技公司市值約1.09兆元，30家市值百億，合㇐市值90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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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上市櫃公司市值達新臺幣1.09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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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債 現金增資 IPO

 109年上市櫃生技公司的募資件數為27件，募資金額達到194億元，較108年增加29.8%。

 現金增資為大宗，達136.52億元，約占募資總金額的70%。

 單㇐募資超過10億元者有：藥華醫藥、高端疫苗、生華科、泰福生技、逸達、台康生技等。

 IPO家數僅有3家，為近年最低，募資金額亦僅有16.76億元。

資料來源：台灣證券交易所、櫃買中心，經濟部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整理，110年2月。

單位：新臺幣億元

23

生技上市櫃公司募資大幅成長



通過生技新藥公司審定已達151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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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國內生技醫藥廠商之全球布局現況

資料來源:2019生技產業白皮書

欣耀生醫
－v.s.國際大廠 無肝毒止痛藥

, 瑞士



新藥類別
在臺許可上市

年度
產品名 公司 適應症

小分子藥 2020/04 痛寶(發明人:胡
幼圃)

懷特生技新藥

股份有限公司

不成癮，無呼吸抑制，口服中、重度止

痛劑

小分子藥 2017/03 納疼解(發明人:
胡幼圃) 順天醫藥 不成癮，無呼吸抑制之長效中重度止痛劑

肝能糖

體內檢驗試劑
2005/02

干能糖注射液
400毫克/毫升
(發明人:胡幼圃)

裕心企業有限
公司

肝循環機能及肝代謝功能定量診斷用藥

小分子藥 2015/10 安能得 智擎 治療移轉性胰臟癌

小分子藥 2015/01 拿百磷 寶齡富錦 治療腎病病患之高血磷症

小分子藥 2014/03 太捷信 太景 社區型肺炎

小分子藥 2014/02 博益欣 臺灣東洋 由感受性細菌所引起的感染症

植物新藥 2013/03 賀必容 中天生技 治療缺鐵性貧血

中藥新藥 2011/12 化療漾 中天生技
改善癌症病患因化療所造成之疲倦感、食慾減低
（OTC上市）

植物新藥 2010/04 血寶PG2 懷特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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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6 壽美降脂一號 彥臣生技 治療高膽固醇血症、高三酸甘油酯血症

11件國產新藥在臺獲准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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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藥研發已陸續取得上市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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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技產業現況

資料來源:2021生技產業白皮書

我國生技醫療產業規模穩健成長

 108年營業額已達新臺幣5,597億元，較107年成⾧8.72%

 預估109年營業額約5,913億元，成⾧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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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藥價全世界最低？

• 常常有人說健保藥價世界最低，是真的嗎？其實不然。
就讓我們拿健保藥價來跟十大製藥先進國家，包括美國、
加拿大、澳洲、瑞典、瑞士、德國、英國、法國、比利
時、日本作比較。表一是十大參考國藥價查詢出處，也
在健保署官網公開周知。

• 依據健保署統計民國102年到105年新藥的核價結果來看，
認屬突破創新之第一類新藥之平均藥價依法核定為十國
中位數的100%(實際價格低於100%係廠商自願降低藥
價)、十國最低價的99.2%；認屬臨床價值有中等程度改
善之第2A類新藥，平均藥價為十國中位數的 69.1%、十
國最低價的128.5%；認屬臨床價值與健保已給付參考品
相當之第2B類新藥，平均藥價為十國中位數的50.6%、
十國最低價的 75.5%(圖七)。

Ref.藥學雜誌電子報134期－健保藥價管理經驗談 (上) 施如亮
30



近年健保新藥核價結果與十國藥價中位數
及十國最低價之比較

Ref.藥學雜誌電子報134期－健保藥價管理經驗談 (上) 施如亮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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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技新藥發展新趨勢

3、台灣藥品管理體系



台灣藥政四十年風華

33



34

發研物藥

委
託
製
造
、
檢
驗

新
藥(

生
物
科
技)

學
名
藥

(B
A

/B
E

/cG
M

P
/P

IC
/S

)

藥物查
驗登記

臨床試驗
(GCP)

(GLP)
臨床前試驗 醫藥品查驗

中心

上市、行銷、廣告

衛生署核准 (安全監視)

醫院 藥局(房) (醫藥分業)

不良反應申報系統

藥害救濟 保險制度

藥物審議
委員會

台灣藥政管理體系

藥物辨識系統



1982          1987           1993~                    1996              1998

台灣四十年藥政風華
Milestone of Regulation in 

Taiwan

Registration
Trial
7.7公告

JIRB
SRB
C.T. 
Training

CDE

C.T. 
Guidance

DSRB
GLP
ADR Center

GMP

B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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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十週年慶

胡 幼 圃 教 授

國 防 醫 學 院 研 發 長

九十七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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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ERY GOOD START

“Many [of the original] hopes were met. Many 
of the original concerns also remain today.” 

Transparency is still far from 
being achieved.

Too many promises have been 
made in these years, with very 
little change actually implemented

Ref : Celebrating Ten Years-Portrait of the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EM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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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CH ACHIEVED, MORE TO DO

“Much of [why we set up the EMEA] has 
been achieved successfully. However, the 
public visibility of the Agency is still not well 
developed and the lines of its accountability are 
not clear.” 

Ref : Celebrating Ten Years-Portrait of the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EM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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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賀CDE二十週年

胡 幼 圃 講 座 教 授
台北醫學大學/中研院客座講座/國防醫學院榮譽教授

107. 7.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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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二十週年

前三大項未來發展著重主題：

1.科學的進步與發展為CDE永遠的基礎 ( Progress in 

Science and Developing )

2. 未滿足的健康需求與威脅是CDE永遠的關懷 ( Unmet 

Health Needs and Health Threats )

3. 健全的決定，靠運用全方位的現代知識與工具

( Robust Decision- Making Facilitating  Access ，

HTA  joint advice…)
41



2000                                     2001                              2002

Rare Disease 
PDT and Drug 
Act
藥品CGMP
Bridging study

C.T. Waiver
GCRC
醫材GMP
醫材重新分類
(class I II III)
Drug Relief

Non-FSC
TDRF
Consultation

window

APEC (II)

cGTP

Gene 
Therapy

籌備Taiwan 
FDA(第一次
送行政院)

APEC(III)

DIA 38th 
Annual 
Meeting

APEC Network 
project

台灣四十年藥政風華
Milestone of Regulation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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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2007          2008            2009                 2010

台灣四十年藥政風華
Milestone of Regulation in Taiwan

Data 
exclusivity

CPP waive
Drug Master 
File(建置原料藥
主檔案)
APEC ISTWG
行政院衛生署食
品藥物管理局組
織法

GPvP
(藥品優良
安全監視
規範)

PIC/S 
TFDA
APEC LSIF
11th AHWP  

(Medical device)
人體生物資料庫管
理條例
產業創新條例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
協議
海峽兩岸醫藥衛生
合作協議

生技新藥
產業發展
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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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藥物管理署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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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濟之類別及金額

• 死亡給付: 上限200萬元。

• 障礙給付:
極重度障礙: 上限200萬元。

重度障礙: 上限150萬元。

中度障礙: 上限130萬元。

輕度障礙 : 上限115萬元。

• 嚴重疾病給付: 醫療費用自費部分實支實

付，上限60萬元。



藥害救濟基金會成立二十週年，部長頒特別貢獻奬給胡幼圃講座教授(Fo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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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生技新藥產業

獎勵期限 至民國110年底

適用對象 依公司法設立之研發製造新藥及高風險醫療器材公司。

投資抵減時
點

研發及人才：自有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起，抵稅年限為五年。

法人股東：成為記名股東三年以上，自有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起得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抵稅年限為五年。

抵減率 研發及人才培訓：支出金額的35％限度內，研發支出高過前二年
平均者，超出部份可抵50％。

法人股東投資抵減：取得股票價款的20％。

創投法人股東：依其股權比例享抵減金額。

技術入股 全部享有緩課。

課稅時點：實際出售股票日。

認股權憑證 董事會過半同意，經主管機關核准，得發行認股權憑證予高階專
業人才與技術投資人

課稅時點：實際出售股票日。 47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 本條例名稱配合適用產業範圍予以修
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發展我國生技醫藥產業，成

為帶動經濟轉型的主力產業，特制
定本條例。

第一條 為發展我國生技新藥產業，成
為帶動經濟轉型的主力產業，特制
定本條例。

配合本條例名稱之修正，酌作文字修
正。

第二條 生技醫藥產業發展，依本條
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
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但其他法律
規定較本條例更有利者，適用最有
利之法律。

第二條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依本條
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
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但其他法律
規定較本條例更有利者，適用最有
利之法律。

酌作文字修正，理由同前條修正說明。

第三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生技醫藥產業：指用於人類及

動植物用之新藥、高風險醫療
器材、再生醫療、精準醫療、
數位醫療及其他策略生技醫藥
產品之產業。

二、生技醫藥公司：指生技醫藥產
業依公司法設立之研發或製造
新藥 、 高風 險 醫療器 材、再
生醫療、精準醫療、數位醫療
及其他策略生技醫藥產品之公
司。

三、新藥：指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審定屬新 成 分 、 新 療 效
複 方、新使用途徑製劑或新劑
型之藥品。

四、高風險醫療器材：指經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審定屬第三等
級之醫療器材或須經臨床試驗
始得核准之第二等級之醫療器
材。

五、再生醫療：指將細

第三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生技新藥產業：指用於人類及

動植物用之新藥、高風險醫療
器材及新興生技醫藥產品之產
業。

二、生技新藥公司：指生技新藥產
業依公司法

藥、高風險醫療器材及新興生
技醫藥產品之公司。

三、新藥：指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審定屬新成分、新療效複
方或新使用途徑製劑之藥品。

四、高風險醫療器材：指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審定屬第三等級
之醫療器材或須經臨床試驗始
得核准之第二等級之醫療器材。
五、新興生技醫藥產品： 指經
行政院指定為新興且具策略性
發展方向之生技醫藥項目， 並
經主管機關邀集相關機關、學
術界及研究機構代表審定後公
告之產品。

一、配合本條例名稱之修正及第三款
至第八款之修正或增訂，修正第
一款及第二款文字內容。

二、修正第三款之說明如下: (一)美國
聯邦食品藥物及化粧品法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FD & C Act） 之章節
505(b)(2)規定， 依據該規定核准
上市之藥品如: 將既有藥品改變
劑型、適應症、配方等，亦列
為新藥，但須有完整之安全性
及有效性等佐證資料。
(二)依據藥品查驗登記準則第三十

九條第二項之規定，針對我國

新劑型、新使用劑量、新單位含

量製劑準用該章新藥之規定，而

其中新劑型新藥大多須經臨床試

驗始得核准上市。為鼓勵我國製

藥業者研發具有高技術門檻及

產品競爭力，且有臨床使用需求

之藥品，故將新藥之定義納入

「新劑型之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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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基因用於人體構造、功能之
重建或修復，以達到治療或預防為
目的，並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審定之產品或技術。

六、精準醫療：指透過基因定序或分
子鑑定等之體學檢測，分析個體
之生理病理特性與疾病機制及程
度之關係，以提供疾病之預測、
預防、診斷及治療功能，並經主
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審定之創新性產品或技術。

七、數位醫療：指以巨量資料、雲端
運算、 人工智慧、深度機器學
習技術應用在健康醫療照護領域，
且用於提升疾病之預防、診斷及
治療，並經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審定之創新性產
品或技術。但屬人工智慧或機器
學習技術之醫療器材軟體，由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定。

八、其他策略生技醫藥產品： 指經
行政院指定為具策略性發展方
向之生技醫藥項目， 並經主管
機關審定後公告之產品。

三、第四款參考第三款之規定，酌作文
字修正。

四、增訂第五款。所稱「再生醫療」包
括細胞治療與基因治療之產品及技
術，說明如下:

(一)因應全球先進國家皆積極發展再生
醫療產業之應用科技，我國衛生福
利部除於一百零七年九月六日修正
發布「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
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允
許國內醫療院所就特定適應症，將
細胞治療技術列為可選擇的治療策
略項目外，同時亦積極推動「再生
醫療製劑管理條例（草案）」之立法，
為從事再生醫療製劑開發之廠商提
供法規依循，加速我國再生醫療產
品開發。

(二)為鼓勵產業界投入再生醫療產業之
研究發展，提升我國生技醫藥產業
之技 術能 量 與國 際競 爭 力，納
入細胞治療及基因治療等再生醫
療之產品與技術，增訂本款
「再生醫療」之定義，列入生技醫
藥產業，加速我國再生醫療產業的
發展，並針對未滿足之醫療需求，
提供創新的治療策略，增進病患福
祉。

五、增訂第六款「 精準醫療」，說明
如下:

(一)由於全球先進國家如美國、日本
等積極推動精準醫療，其目的係透
過基因定序或分子鑑定等之體學(
包括基因體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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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質體學、微生物與代謝物等)
檢測之創新性產品或技術，提供
個人化之資料分析，針對疾病進
行精準預測、 預防、診斷及治療。

(二)精準醫療產品或技術經臨床研究或
臨床驗證後， 可串聯疾病之預防、
診斷及治療。目前我國精準醫療
服務鏈包括檢驗(如： 基因檢測)、
診斷（ 如：實驗室開發檢測）、
治療（如：標靶藥品、伴隨式診斷
試劑）、監測(如：液體活檢、行動
與智慧醫療)等，期望藉由疾病之
預防、診斷與治療，提升用藥之
安全及療效，同時對未滿足醫療
需求之重大疾病提供治療機會。
故為推動我國精準醫療產業發展，
增進生技醫藥產業之國際競爭力，
以提高國際市場之占有率，爰增
訂本款「精準醫療」，以鼓勵產業
投入新技術新產品開發，爭取市
場先機，掌握戰略優勢。

(三)鑒於精準醫療之產品與技術使用於
人體，且涉及各領域之創新性之
科技應用，屆時將由經濟部邀集
衛生福利部、科技部等相關部會
會同審定之。

六、增訂第七款「 數位醫療」，說明
如下:

(一)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醫療器材與
輻射健康中心(Center for Device
and Radiologic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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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RH)已於 二○一七年提出「數
位醫療創新行動計畫」 (Digital
Health Innovation Action Plan)，推展
藥物與數位醫療科技的創新，並推
動數位科技實現以病患為中心之理
念，讓病患與消費者藉由數位醫療
得到更好醫療服務及健康管理。
同時美國 FDA 發布之數位醫療指引，
主要針對診斷或治療病患之高風險
醫療器材功能之安全與有效性驗證
訂定審查重點。

(二)參考先進國家及數位療法聯盟等對數
位醫療範圍之界定，主要包含：行
動醫療(mobile health,mHealth)、健
康資訊科技(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IT)、穿戴裝置
(wearable devices)、遠距照護與遠
距醫療(telehealth and
telemedicine)，以及個人化 醫 療
(personalizedmedicine)。

(三)我國衛生福利部於一百零九年九月
十一日公告「人工智慧/機器學習
技術之醫療器材軟體查驗登記技術
指引」，提供廠商研發製造數位醫
療相關醫療器材軟體之評估及申
請查驗登記之參考。
(四)為鼓勵我國廠商運用巨量資料、
雲端運算、人工智慧、深度機械學
習等創新技術，發展數位醫療產品
或技術，其經臨床研究或臨床驗證
後，可提升疾病之預防、診斷及
治療，爰增訂本款。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51



(五)鑒於產品及技術使用於人體，且屬創
新性之科技應用，需由主管機關會
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審定，
應由經濟部邀集衛生福利部、科技
部等相關部會為之；然屬人工智慧
或機器學習技術之醫療器材軟體，
因衛生福利部已公告相關指引，爰
明定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定。

七、現行條文第五款修正移列第八款。
本款所稱
「其他策略生技醫藥產品」，除了
新興且具策略性發展方向之生技醫
藥產品外，另鑑於新型態傳染病崛
起後衍生醫療戰略物資(如關鍵藥品
之原料藥與製劑)之全球性巨幅成長
需求，仍有必要納入由我國策略推
動之生技醫藥產品，爰酌作文字修
正，以利推動業者投入該等策略性
產品之研發及製造。至有關行政院
之指定程序，係由行政院整合科
技 部、衛生福利部及經濟部等相
關部會為之，另本款所稱「經主管
機關審定後公告之產品」係由主管
機關邀集相關機關、學術界及研究
機構代表審定後公告，併予
敍明。

第四條 本條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第四條 本條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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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為促進生技醫藥產業升級需要，
生技醫藥公司符合其一定要件，投資
於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品項之研究
與發展支出及專職研究發展人員之人
才培訓支出金額百分之三十限度內，
自有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年度起五
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額。

前項投資抵減，其每一年度得抵
減總額，以不超過該生技醫藥公司當
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之五
十為限。但最後年度抵減金額， 不
在此限。

第一項一定要件、投資抵減之
適用範圍及要件、 核定機關、 申請
期限、 申請程序、 施行期限、抵減
率及其他相關事項，由主管機關會同
財政部定之。

第五條 為促進生技新藥產業升級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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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三十五限
度內，自有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年
度起五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
所得稅額；生技新藥公司當年度研究
與發展支出超過前二年度研發經費平
均數，或當年度人才培訓支出超過前
二年度人才培訓經費平均數者，超過
部分得按百分之五十抵減之。

前項投資抵減，其每一年度得抵
減總額，以不超過該生技新藥公司當
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之五
十為限。但最後年度抵減金額， 不
在此限。

第一項投資抵減之適用範圍、核
定機關、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施行
期限、抵減率及其他相關事項，由行
政院定之；並每二年檢討一次，做必
要調整及修正。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文字酌作文字修正，
理由同第一條修正說明。

二、第一項調降抵減率上限為百分之三
十，且明定公司專職研究發展人員
之人才培訓支出始得適用抵減；並
鑑於多數生技醫藥公司尚無應納稅
額得以適用本條投資抵減，留存之
可抵減金額甚多，實無須再行提供
超過前二年度平均數部分得按百分
之五十抵減之規定，爰刪除本項後
段規定。

三、參考現行多數法律授權訂定子法之
情形，係由法律主管機關為之，如
有涉相關部會權責者， 則由主管機
關會同相關部會定之，爰修正第三
項。

第六條 為鼓勵生技醫藥公司之創立或
擴充，營利事業原始認股或應募屬該
生技醫藥公司發行之股票， 成為該公
司記名股東達三年以上，且該生技醫
藥公司未以該認股或應募金額，依
其他法律規定申請免徵營利事業所得
稅或股東投資抵減者，得以其取得該
股票之價款百分之二十限度內，自其
有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年度起五年
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前項營利事業如為創業投資事業，
應由其營利事業股東按該創業投資事
業依前項規定原可抵減之金額，

第六條 為鼓勵生技新藥公司之創立或擴
充，營利事業原始認股或應募屬該生
技新藥公司發行之股票， 成為該公司
記名股東達三年以上，且該生技新藥
公司未以該認股或應募金額，依其
他法律規定申請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或股東投資抵減者，得以其取得該股
票之價款百分之二十限度內，自其有
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年度起五年內
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前項營利事業如為創業投資事業，
應由其營利事業股東按該創業投資事
業依第一項規定原可抵減之金額，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文字酌作文字修正，
理由同第一條修正說明。

二、第三項修正，理由同前條修正說明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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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其持有該創業投資事業股權比例計
算可享投資抵減金額，自創業投資事
業成為該生技醫藥公司記名股東第四
年度起五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
業所得稅額。

第一項生技醫藥公司適用股東
投資抵減之要件、 申請期限、 申請
程序、施行期限、抵減率、前項計算
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由主管機關會
同財政部定之。

依其持有該創業投資事業股權比例計
算可享投資抵減金額，自創業投資事
業成為該生技新藥公司記名股東第四
年度起五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
業所得稅額。

第一項生技新藥公司適用股東
投資抵減之要件、 申請期限、 申請
程序、施行期限、抵減率、第二項計
算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由行政院定
之。

第七條 個人以現金投資於生技醫藥公司
，且對同一公司當年度投資金額達新臺
幣一百萬元，並取得該公司之新發行
股份，持有期間達三年者，得就投資金
額百分之五十限度內，自持有期間屆滿
三年之當年度起五年內自個人綜合所得
總額中減除。

前項個人之資格條件、 申請期限
、 申請程序、持有期間計算、核定機
關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
會同財政部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說明如下：
(一)生技醫藥產業具有高風險性、研發

期程長及亟需巨額資金投入研發之
產業特性，且公司多無法僅仰賴單
一品項作為公司永續經營之商業模
式，仍需持續引進創新品項進行研
發，以完善產品布局，奠定公司成
長之契機。

(二)即使目前已有產品上市或授權之生
技新藥公司，也因持續進行其他
品項研發，多數仍尚未產生盈餘，
而有資金上之需求，期能挹注其研
發。

(三)近年來民間游資龐大而利率創新低，
為利生技醫藥產業之募資，爰增訂
本條提供個人股東投資生技醫藥產
業金額自所得額減除之租稅優惠，
以激勵個人股東投資生技醫藥產業。

三、第二項明定授權主管機關會同財政
部訂定相關事項之辦法，以資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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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為鼓勵高階專業人員及技術投
資人參與生技醫藥公司之經營及研究
發展，並分享營運成果，生技醫藥公
司高階專業人員及技術投資人所得技
術股之新發行股票，免予計入該高階
專業人員或技術投資人當年度綜合所
得額或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但此類
股票於實際轉讓或帳簿劃撥至開設之
有價證券保管劃撥帳戶時，應將全部
轉讓價格、贈與或作為遺產分配時
之時價或撥轉日之時價，作為該轉
讓或撥轉年度之收益，依所得稅法
規定申報課徵所得稅。

前項高階專業人員及技術投資人
自取得股票日起持有股票達二年者，
於實際轉讓或帳簿劃撥至開設之有價
證券保管劃撥帳戶時，其全部轉讓價
格、贈與或作為遺產分配時之時價或
撥轉日之時價，高於取得股票之價格
者，以取得股票之價格，作為該轉讓
年度之收益，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所
得並申報課徵所得稅。但未申報課徵
所得稅，或已申報課徵所得稅未能提
出取得股票之價格確實證明文件，且
稅捐稽徵機關無法查得者，不適用
之。

前二項所稱轉讓，指買賣、贈與、
作為遺產分配、公司減資銷除股份、
公司清算或因其他原因致股份所有權
變更者。

第一項所稱高階專業人員，指具
備生技醫藥相關專業，且擔任該

第七條 為鼓勵高階專業人員及技術投
資人參與生技新藥公司之經營及研究
發展，並分享營運成果，生技新藥公
司高階專業人員及技術投資人所得技
術股之新發行股票，免予計入該高階
專業人員或技術投資人當年度綜合所
得額或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但此類
股票於轉讓、贈與或作為遺產分配時，
應將全部轉讓價格，或贈與、遺產
分配時之時價作為轉讓、贈與或作
為遺產分配年度之收益，扣除取得成
本，申報課徵所得稅。

發行公司於辦理前項規定之股票
移轉過戶手續時，應於移轉過戶之次
日起三十日內，向所在地稅捐稽徵機
關申報。

技術投資人計算前項所得未能提
出取得成本之證明文件時，其成本得
以轉讓價格百分之三十計算減除之。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條例名稱之修正， 修正第一項

文字； 參考產業創新條例第十二條
之一，考量股票轉讓包括以有價證
券保管帳戶劃撥之情形，將現行條
文「轉讓」修正為「實際轉讓或帳
簿劃撥至開設之有價證券保管劃撥
帳戶時」，另鑑於所得稅法第十四條
已明定申報所得稅時須扣除取得成
本，爰明定依所得稅法規定申報課
徵所得稅，並修正相關文字。

三、增訂第二項。因現行條文緩課股票
於轉讓時以轉讓價課稅，爰生技醫
藥業者認為課稅條件不佳而多未適
用，本次修正參考產業創新條例第
十二條之一規定，就持股達二年者，
該等技術股於轉讓時，以「轉讓價
或撥轉日之時價」或「股票取得之
價格」孰低者，作為收益課稅，提
供技術投資人合理之課稅機制。

四、增訂第三項。明定「轉讓」之定義。
五、增訂第四項。明定第一項 所 稱

「高階專業人員」及「技術投資
人」之定義。

六、現行條文第二項刪除。配合第十五
條增訂股東轉讓股票或辦理帳簿劃
撥之通報機制，爰刪除本項。
七、現行條文第三項移列為第五項，

配合第一項及第二項之修正，修正

援引條次，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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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執行長或經理人以上職務之人
員；所稱技術投資人指技術入股之投
資人。

技術投資人依所得稅法計算第
一項或第二項所得未能提出取得成
本之證明文件時，其成本得以轉讓
價格、贈與或作為遺產分配時之時
價或撥轉日之時價之百分之三十計
算減除之。

八、有鑑本條係針對生技醫藥公司亟
需取得相關重要技術以利進行生
技醫藥產品之研發，爰提供技術
股股東採孰低課稅之優惠。然實
務上該等國外技術人才未必留在
國內提供二年以上之服務，與產
業創新條例第十二條之一採孰低
課稅之鼓勵對象係為我國技術人
才之狀況，實有不同；且該等技
術股必須經鑑價及經濟部確認登
記後始能成為股本，基於本條之
獎勵立意、規範適用要件及適用
主體均與產業創新條例有所區隔，
且已於本條明定，爰無比照產業
創新條例第十二條之一授權訂定
子法之必要，併予說明。

第九條 生技醫藥公司經董事會以董事
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
半數同意之決議，並經主管機關核
准後，得發行認股權憑證予前條所
稱之高階專業人員或技術投資人。

前項持有認股權憑證者，得依
約定價格認購特定數量之股份，其
認購價格得不受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條不得低於票面金額之限制；其取
得之股票得選擇免予計入當年度應
課稅所得額課稅，一經擇定不得變
更。但選擇免予計入取得股票或可
處分日當年度課稅者，該股票於實
際轉讓或帳簿劃撥至開設之有價證
券保管劃撥帳戶時，應將全部轉讓

第八條 生技新藥公司經董事會以董事
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
半數同意之決議，並經主管機關核
准後，得發行認股權憑證予高階專
業人員或技術投資人。

前項持有認股權憑證者，得依
約定價格認購特定數量之股份，其
認購價格得不受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條不得低於票面金額之限制；其取
得之股票依前條規定課徵所得稅。

生技新藥公司依第七條規定發
行新股時，不適用公司法第二百六
十七條規定。

第一項高階專業人員或技術投
資人取得之認股權憑證，不得轉讓。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修正，明定有關高階專業

人員或技術投資人之定義比照前
條規定。

三、參照前條第一項技術股之緩課規
定修正第二項後段文字，認股權
憑證認購之股票，得於轉讓時，
以「轉讓價或撥轉日之時價」作
為該轉讓或撥轉年 度之收益課
稅，另有關申報所得稅時須扣除
取得成本部分，亦比照前條第一
項修正。

四、增訂第三項。比照前條第二項規
定，就持股達二年者，該等股份
於轉讓時，以「轉讓價或撥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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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贈與或作為遺產分配時之時價
或撥轉日之時價，作為該轉讓或撥轉
年度之收益，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所
得並申報課徵所得稅。

高階專業人員或技術投資人依前項
規定選擇免予計入取得股票或可處分
日當年度課稅，自取得股票日起持有
股票達二年者 ， 於 實 際 轉 讓 或帳簿
劃撥至開設之有價證券保管劃撥帳戶
時，其全部轉讓價格、贈與或作為遺
產分配時之時價或撥轉日之時價，高
於取得股票或可處分日之時價者，以取
得股票或可處分日之時價，作為該轉
讓或撥轉年度之收益，依所得稅法規
定計算所得並申報課徵所得稅。但未
申報課徵所得稅，或已申報課徵所得
稅未能提出取得股票或可處分日時價
之確實證明文件，且稅捐稽徵機關無
法查得可處分日之時價者，不適用之。

前二項所稱轉讓，同前條第三項之
規定。

生技醫藥公司依前條規定發行新
股時，不適用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七條
規定。

第一項高階專業人員或技術投資
人取得之認股權憑證，不得買賣或贈
與；因繼承取得者亦同。

第一項主管機關核准發行認股權
憑證之申請要件、申請文件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之時價」或「取得股票或可處分日
之時價」孰低者，作為轉讓或撥轉
當年度之收益課稅，提供高階專業
人員及技術投資人合理之課稅機制。

五、增訂第四項。明定第二項及第三項
所稱「 轉讓」之定義。

六、現行條文第三項移列至第五項；第
一項及第五項酌作文字修正，理由
同第一條修正說明。

七、現行條文第四項移列至第六項，並修
正明定認股權憑證不得買賣或贈與。

八、增訂第七項。就主管機關核准第一
項認股權憑證之發行，授權訂定子
法規範相關事宜，以利業者申請適用。

第十條 為強化生技醫藥技術引進及

移轉，由政府捐助成立之技術輔導

單位， 應配合提供技術輔導。

第九條 為強化生技及新藥技術引進

與移轉，由政府捐助成立之技術輔

導單位， 應配合提供技術輔

導。

一、條次變更。

二、酌作文字修正， 理由同第一條修正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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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新創之生技醫藥公司，其主要
技術提供者為公立大學以上學校或公
立研究機關（構）研究人員者，該研
究人員經其任職學校或機關(構)同意，
得持有公司創立時百分之十以上之股
權，並得擔任發起人、董事或科技諮
詢委員，不受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
之限制。

前項所稱新創之生技醫藥公司，
指自設立登記日起未滿二年者。

第 一 項 公 立 大 學 以 上
學校或公立研究機關(構)及研究人員，
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認定之。

第十條 新創之生技新藥公司，其主要技
術提供者為政府研究機構研究人員
時，該研究人員經其任職機構同意，
得持有公司創立時百分之十以上之
股權，並得擔任創辦人、董事或科技
諮詢委員，不受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
條之限制。

前項研究機構及研究人員，由行
政院會同考試院認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修正，除配合條例名稱之修

正外，並將
「創辦人」修正為「發起人」。另得
適用本條規定之研究人員，包括其所
提供之主要技術歸屬於其自身，以
及歸屬於所屬學校或機關 (構)之情
形，併予敘明

三、參考科技基本法第十七條第四項係
使具有公務人員身分的研發人員能
得不受公務人員服務法部分條文限
制，爰修正第一項及第三項文字將
「政府研究機構」修正為「公立大
學以上學校或 公 立 研 究 機 關
（構）」。

四、新增第二項。明定第一項所稱「新
創」之生技醫藥公司為「自設立登
記日起未滿二年」之公司。

五、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第三項，修正
如說明第三
點。

第十二條 為提升生技醫藥技術，加強產
官學研合作研究發展，促進生技醫藥
產業升級，學研機構之研發人員在該
機構同意下， 得擔任生技醫藥公司研
發諮詢委員或顧問。

第十一條 為提升生技新藥技術，加強產
官學研合作研究發展，促進生技新藥
產業升級，學研機構之研發人員在該
機構同意下， 得擔任生技新藥公司研
發諮詢委員或顧問。

一、條次變更。
二、酌作文字修正， 理由同第一條修正說

明。

第十三條 為增進對生技醫藥產品之審核
效能，對於生技醫藥產品上市前所需
通過之田間試驗、臨床試驗、查驗登
記等之審查，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皆須訂定公開透明之流

第十二條 為增進對生技新藥產品之審核
效能， 政府相關部會對於生技新藥產
品上市前所需通過之田間試驗、臨床
試驗、查驗登記等之審查，各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皆須訂定公開透明之
流程，並將審查制度一元化。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修正。鑑於生技醫藥產業屬

高度法規管制與技術密集之產業，
惟第三條各款之產品仍未定有相關
審核規範，如再生醫療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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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並將審查制度一元化。針對第
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品項，各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建立專業能量並
訂定相關審查規範。

為利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所列生
技醫藥產品之研發，各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得輔導業者建立研發中產品
之試驗場域。

造成業者研發該等產品，卻無相
關審理法規可資遵循之情形，爰修
正本項明定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應建立專業能量並訂定相關審查
規範。

三、增訂第二項。明定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就高風險醫材、數位醫療、
精準醫療等生技醫藥產品，得協助
業者善用臨床前或臨床試驗體系取
得醫療場域進行試驗， 以利取得相
關查驗登記
證照。

第十四條 已依其他法令享有租稅優惠
、獎勵、補助者，不得就同一事項重覆
享有本條例所定之租稅優惠、獎勵或補
助。

生技醫藥公司最近三年因嚴反
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
律且情節重大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認定者，不得申請本條例之獎勵、補
助或租稅優惠，並應追回違法期間內依
本條例申請所獲得之獎勵、補助或租稅
優惠。

依前項規定應追回獎勵或補助者，
主管機關應於追回之處分確定後，於其
網站公開該生技醫藥公司之名稱；依稅
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停止並
追回本條例之租稅優惠者，財政部應於
該停止並追回處分確定年度之次年公布
其名稱，不受稅捐稽徵法第三十三條規
定之限制。

一、本條新增。二、第一項新
增：
(一)本項所稱「不得就同一事項重覆享有

本條例所定之租稅優惠、獎勵或補
助」，例如：個人投資生技醫藥公司
欲適用第七條所得額減免之優惠，
則該個人參與同一家公司之同一次
增資行為即無法再適用產業創新條
例第二十三條之二或其他相關股
東之投資優惠。

(二)生技醫藥公司依本條例申報之研發
投資抵減金額，僅限於經審定之
生技醫藥產品研發支出， 且生技醫
藥公司應就各研發計畫之支出費用
進行分攤計算，並僅可擇一適用本
條例、產業創新條例或其他租稅
優惠，爰只要符合各該法律規定之
適用要件，在不重複適用之前提下，
公司自得依各該法律申請適用研發
投資抵減。

三、政府為扶植生技醫藥產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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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發展，依本條例提供生技醫藥
公司相關獎勵及補助，惟依納稅者
權利保護法第六條所揭示之「租稅
優惠不得過度」原則暨考量提高企
業社會責任之意識、優化生技醫藥
產業之結構，針對生技醫藥公司最
近三年嚴重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
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規定，且經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為情
節重大者，申請適用獎勵、補助措
施應有適度之限制，爰比照產業創
新條例第七十條增訂第二項及第三項。

第十五條適用第八條或第九條者，生技醫
藥公司應於股東轉讓年度或辦理帳簿劃
撥年度之次年度一月三十一日前，依規
定格式向該管稅捐稽徵機關列單申報該
已轉讓或辦理帳簿劃撥之股份資料；其
未依限或未據實申報者，稅捐稽徵機關
除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外，按其應申報
或短計之所得金額，處生技醫藥公司負
責人百分之十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
新臺幣五十萬元，最低不得少於新臺幣
五萬元；逾期自動申報或填發者，減半
處罰。

經稅捐稽徵機關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
，生技醫藥公司未依限補報或填發者，按
其應申報或短計之所得金額，處生技醫藥
公司負責人百分之十五之罰鍰，但最高不
得超過新臺幣一百萬元，最低不得少於
新臺幣十萬元。

一、本條新增。
二、參照產業創新條例第六十七條之一增

訂本條：
(一)第一項明定適用第八條或第九條者，

發行股票之生技醫藥公司應遵循之
通報機制，並針對已轉讓之股份，
未依限或未據實申報者， 定明其
罰則。

(二) 配合前項罰則，經稽徵機關限期責
令補報或填發，生技醫藥公司未依
限補報或填發者，於第二項定明其
罰責，以資完備。

第十六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至中華民
國一百二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十三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至中華民
國一百一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一、條次變更。
二、本條例施行期間修正，延至一百二

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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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安全、療效、品質保障

藥品核准
(安全、療效、品質)

相關團體學術界

DOH(+CDE)
(+已上市後之副作用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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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技新藥發展新趨勢

4、研發新藥之案例－台灣經驗



新藥類別
在臺許可上市

年度
產品名 公司 適應症

小分子藥 2020/04 痛寶(發明人:胡
幼圃)

懷特生技新藥

股份有限公司

不成癮，無呼吸抑制，口服中、重度止

痛劑

小分子藥 2017/03 納疼解(發明人:
胡幼圃) 順天醫藥 不成癮，無呼吸抑制之長效中重度止痛劑

肝能糖

體內檢驗試劑
2005/02

干能糖注射液
400毫克/毫升
(發明人:胡幼圃)

裕心企業有限
公司

肝循環機能及肝代謝功能定量診斷用藥

小分子藥 2015/10 安能得 智擎 治療移轉性胰臟癌

小分子藥 2015/01 拿百磷 寶齡富錦 治療腎病病患之高血磷症

小分子藥 2014/03 太捷信 太景 社區型肺炎

小分子藥 2014/02 博益欣 臺灣東洋 由感受性細菌所引起的感染症

植物新藥 2013/03 賀必容 中天生技 治療缺鐵性貧血

中藥新藥 2011/12 化療漾 中天生技
改善癌症病患因化療所造成之疲倦感、食慾減低
（OTC上市）

植物新藥 2010/04 血寶PG2 懷特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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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6 壽美降脂一號 彥臣生技 治療高膽固醇血症、高三酸甘油酯血症

11件國產新藥在臺獲准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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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藥研發已陸續取得上市許可證



1. Development of Non – addiction, Non – respiratory 
Depression, Once a Week, Novel Analgesic for Severe 
Pain
不成癮、不管制、無呼吸致死的長效(一劑七天有效)   
的止劇痛新成份新藥

2.  Quantitative Liver Function Test (QLFT) – GSP 
Method  精準定量肝功能-半乳糖單點法

3. Non – Hepatotoxicity Anti –TB Drug Development
無肝毒性抗結核藥

4.  Multiple Mechanisms New Drug for NASH(非酒精
性脂肪肝炎)  and Non – Hepatotoxicity Acetaminophen 
( 無肝毒“普拿疼”)

64

New Drug Development and Example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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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p Declares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to Fight Opioid Crisis

https://www.voanews.com/a/trump-declare-public-health-emergency-opioid-
crisis/4087269.html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declared a nationwid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to address an opioid
crisis he say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already combating “ on all fronts ”.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aid drug overdoses
killed 64,000 Americans last year
(2016).

 And of those deaths, opioids, which
act on the nervous system to relieve
pain, are estimated to have killed
about 35,000 people,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Drug Abuse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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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t Bite Off more than You Can Chew 

Topic and Drug Candidate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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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velopment of Non – addiction, Non –
respiratory Depression, Once a Week, 
Novel Analgesic for Severe Pain 
不成癮、不管制、無呼吸致死的長效
(一劑七天有效)的止劇痛新成份新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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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新藥研發策略實務研討會



納疼解 SDE 長效肌肉注射劑
(Formulation Studies)

70
2017新藥研發策略實務研討會



2.  Quantitative Liver Function Test
(QLFT) – GSP Method

精準定量肝功能-半乳糖單點法
(含肝臟有效血流及肝酵素活性)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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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乳糖單點法測定人肝臟剩餘功能(肝能糖)
Assessment of Liver Function Using a 

Novel Galactose Single Point (GSP) Method

Guidance for Industry, Pharmacokinetics
in Patients with Impaired Hepatic Function: 
Study Design, Data Analysis, and Impact on 
Dosing and Labeling U.S. FDA May 2003

肝功能不全病患的藥動學試驗基準
－臨床試驗設計、數據分析以及對劑量調整與標示的影響

行政院衛生署 中華民國九十年七月

Tang HS and Hu OYP, Digestion 1992; 52(3): 22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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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ance for Industry
Pharmacokinetics in Patients with
Impaired Hepatic Function: Study

Design, Data Analysis, and
Impact on Dosing and Labeling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CDER)
Center for Biologics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CBER)

May 2003
Clinical Pharmacology

Tang HS and Hu OYP, Digestion 1992; 52(3): 22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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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 of care, Clinically Useful Galactose Single 
Point (GSP) and Oral GSP (OGSP) Method



76

2010.11

Point of Care, Clinically Useful Galactose Single Point 
(GSP) and Oral GSP (OGSP) Method(口服肝能糖)



3.  Non – Hepatotoxicity Anti –
TB Drug Development

無肝毒性抗結核藥

(最常用的四種抗結核中，三種
傷肝，且為台灣藥害之第二名)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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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alence No. Incidence No. Incident 
rate / 100k

India 3,100,000 2,300,000 185
China 1,500,000 1,000,000 78
Indonesia 690,000 450,000 189
Pakistan 630,000 400,000 231
Bangladesh 610,000 330,000 225

Ref: WHO Global TB Report 2012

2011 Global TB 
Prevalence by 
Country, To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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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1904-1955)
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
你是人間四月天 作者 魯迅(1881-1936)

文學家(阿Q正傳，狂人日記)

名人死於肺結核(1)

李叔同(1880-1942)
弘一法師、晚晴老人

音樂、文學教育、書法…家

送別…驪歌…

林黛玉
紅樓夢女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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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戴維·梭羅
（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
美國

公民不服從論

約翰·克里斯多福·弗里德里希·馮·席勒
(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
詩人哲學家、歷史學家

名人死於肺結核(2)

歌德(Goethe)
(1749-1832)

劇作家、詩人、哲學家
日耳曼人

少年維特煩惱作者

蕭邦(Frédéric François Chopin)
(1810-1849)
波蘭(法國人)

鋼琴詩人(圓舞曲、夜曲…)

費雯麗(Vivian Mary Hartley)
(1913-1967)
亂世佳人1939
Oliver導演夫人

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
英國詩人雪萊，他曾向世人呼喊
“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自己卻未能看到人類戰勝肺結核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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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害救濟前十名藥品

藥害救濟基金會網址：www.tdrf.org.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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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met Medical Needs for TB Treatment

Hepatic Side Effects

Long treatment 
duration

Poor Compliance

Stop Treatment 

Recurrent or 
gain

Resistance

TB Control 
failure

Newly Incident 
TB cases

Vicious circle

TB Prevalence 
decreasing

TB Control 
Successful

Treatment 
Complete

Good Compliance

Shorten Treatment 
Duration

No Hepatic 
Side Effects

Virtuous cycle

Infection

2nd Line Treatment

MDR or XDR TB



Shih TY et al. A Novel Mechanism Underlies the Hepatotoxicity of Pyrazinamide. Antimicrob Agents Ch 2013;54:1685-90

(Hepatotoxic)

Mechanisms of Prevent PZA-induced Hepatotoxicity(吡井羧胺)

Xanthine oxidase

Xanthine oxidase

Amidase Amidase

(Hepatotox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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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s of Prevent INH/RIF-induced Hepatotoxicity(利肺膠囊) 

Amidase

Monoacetylhydrazine

NH2-NH-COCH3

Hydrazine

NH2-NH2

(Hepatotoxic)

CH3CO-NH-NH-COCH3

Diacetylhydrazine

NAT2

NAT2

NAT2

NAT2：N-acetyltransferase 2
CYP2E1 : Cytochrome P450 2E1

N

C
O OH

Isonicotinic acid

Amidase

CYP2E1

N

NH-NH-COCH3

Acetylisoniazid

C
O

Isoniazid

N

NH-NH2
C

O

1. Shih TY  et al. Selected Pharmaceutical Excipient Prevent Isoniazid and Rifampicin Induced 
Hepatotoxicity. Curr Drug Metab 2013;14:720-8; 

2. Shih TY  et al. Protective effects of kaempferol on isoniazid- and rifampicin-induced hepatotoxicity. AAPS 
J 2013;15:753-62; 

3. Ho HT et al. The NAT2 tag SNP rs1495741 correlates with the susceptibility of antituberculosis drug-
induced hepatotoxicity. Pharmacogenet Genomics 2013;23:200-7.

AmidaseRIF

RIF

Acetyldiazene,
Acetylonium ion
Ketene (CH2CO)

Acetyl radical 
(CH3CO-)

(Hepatotox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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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ultiple Mechanisms New Drug for 
NASH (非酒精性脂肪肝炎) and Non –
Hepatotoxicity Acetaminophen
( 無肝毒“普拿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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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ogenesis of fatty liver disease

86

High fat diet, metabolic 
syndrome

High fat diet, metabolic 
syndrome

Free fatty acidFree fatty acid
Toxic metabolites

ROS

Triglyceride 
(accumulation)

Triglyceride 
(accumulation)

Hepatic enzyme

Simple fatty liverSimple fatty liver

Lipid peroxidation

Cell damage, 
steatohepatitis

CirrhosisCirrhosis

HepatomaHepatoma

AlcoholAlcoholAcetyl CoAAcetyl CoA

AcetaldehydeAcetaldehyde



Mechanism of Action of SNP-810 (Safetynadol, 
無肝毒性普拿疼) and NAC

Acetaminophen
overdose

Acetaminophen
overdose

SulfationGlucuronidation

Glutathione

Metabolite 1Metabolite 1 Metabolite 2Metabolite 2

Toxic metabolite 3 
NAPQI

Toxic metabolite 3 
NAPQI

Metabolite 4Metabolite 4

Covalently bind
to protein（toxic）
Covalently bind
to protein（toxic）

Hepatic 
Enzyme

SNP-810

NAC

SNP-810 can block the formation 
of toxic NAPQI and prevent 
hepatic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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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藥界對藥業發展

新趨勢之因應



89

1、我國及國際的醫藥分業(醫藥分工
合作)

2、藥師和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3、Covid-19疫情對新藥法規的影響
4、結語



1、醫藥分業(醫藥分工合作)之目的

(1)保障民眾「知藥」及「自由選擇調劑處所」之權利

(2)落實「醫師專責診療」、「藥師專責調劑」之專業
分工目標

• 藥師依專業照顧病人用藥

• 藥師依醫師處方(Prescription)為病人選擇藥品

• 醫院醫師及藥師攜手合作照顧病人用藥

2018醫藥分業策略座談會
90



1、醫藥分業(醫藥分工合作)之目的及信任度
Professional Image Survey,2016

What  is the most trusted professional?

27

27.5

34.6

37.7

41.3

42

44.4

67.9

71

80.6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Lawyer

Athlete

Farmaer

Police

Social worker

Forensic

Teacher

Nurse

Pharmacist

Physician

%

Data from TFDA, 2016

2018醫藥分業策略座談會 Reference: Cindy Huang, 2017 Sept.08
Separation of Prescribing and Dispensing in Taiwan



1、醫藥分業(醫藥分工合作)之目的
- Five IONS

92
2018醫藥分業策略座談會

1.Vision 2.Passion

3.Action 4.Evaluation 5.V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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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醫藥分業執業-
How it started and implemented the Separation of Prescribing and Dispensing

1995
2/27

1995 1997 1998 2001
03/01 03/01 07/01 05/01

(1998/4/1)

Pharmaceutical Affairs Act 
Article 102 indicates that 
separation of prescribing and 
dispensing shall tart after two 
years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First step…

Taipei and Kaohsiung 

Taipei and Kaohsiung 
were the first two 
cities to implement the 
policy.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ct

Executive Yuan set up the date , 
March 1st ,1995 to implement the 
nation health insurance.  

Abolish the 1997’s DOH 
Public Announcement: by 
the order of Control Yuan.

•This year, Hualian and Taitung, 
the last counties for whole Taiwan, 
started to implemented.
•20 counties and cities started to 
implement the separation policy. 

2018醫藥分業策略座談會 Reference: Cindy Huang, 2017 Sept.08
Separation of Prescribing and Dispensing in Taiwan

2003
01/01

1997
06/01

“Exclude people 
below 3 years old, 
above 65 years, 
pregnant women and 
the disabled from the 
Separation of  
Prescribing and 
Dispensing” 

1997’s DOH Public 
Announcement: 

Abolish the 1997’s 
DOH Public 
Announcement: 

the Last Counties 
started implemented

Second step ..

1.8 kilometer 
indicator 



我國的醫藥分業-
The Future Blueprint of Pharmaceutical Care

Community 
Pharmacy

Hospital/Cl
inic

Pharmaceutical Care
Home

Community
Institution 

on-site visi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ervice 

To establish the Networking of Pharmaceutical Care 

Win-Win-Win

General Public 

1.Increase compliance
2.Reduce medical cost
3.Reasonable  drug use 

Government

1.Gain majority support
2.Secure drug use safety 
3.International Standard 

Industry

1.Upgrade professional
2.Build trust and identity 
3.Act locally
4.Gain reasonable profit

Training
Programs 

Cooperation

Referral

2018醫藥分業策略座談會 Reference: Cindy Huang, 2017 Sept.08
Separation of Prescribing and Dispensing in Taiwan



國際藥師執業及分業現況

2018醫藥分業策略座談會
Reference: Pharmacy At A Glance 2015-2017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Federation

(1). How many pharmacists are there?

95



國際藥師執業及分業現況

2018醫藥分業策略座談會
Reference: Pharmacy At A Glance 2015-2017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Federation

(2). Where do pharmacists works?

96



國際藥師執業及分業現況

2018醫藥分業策略座談會
Reference: Pharmacy At A Glance 2015-2017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Federation

(3). Are medicines available online and from where?

97



國際藥師執業及分業現況

2018醫藥分業策略座談會
Reference: Pharmacy At A Glance 2015-2017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Federation

(4). Where may pharmacists select and dispense a generic medicine?

98



國際藥師執業及分業現況

2018醫藥分業策略座談會 Reference: Pharmacy At A Glance 2015-2017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Federation

(5). What does access to community pharmacies and community pharmacists look like?

99



國際藥師執業及分業現況

2018醫藥分業策略座談會 Reference: Pharmacy At A Glance 2015-2017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Federation

(6). What services are community pharmacies providing and remunerated for beyond dispensing?

100



國際藥師執業及分業現況

2018醫藥分業策略座談會 Reference: Pharmacy At A Glance 2015-2017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Federation

(7). What does access to hospital pharmacies and hospital pharmacists look like?

101



國際藥師執業及分業現況

2018醫藥分業策略座談會 Reference: Pharmacy At A Glance 2015-2017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Federation

(8). What services are hospital pharmacies providing?

102



國際藥師執業及分業現況(美國)

• Dispensing physicians are regulated by the Board of Pharmacy 
and are required to be compliant with the same regulations as 
pharmacies, however inspections are not nearly as often or as 
strict.

• Loopholes in the laws allow physicians to find ways around 
regulations and be noncompliant without sustaining consequences.

• In most states, physicians are not allowed to dispense 
medications to patients for profit.

• However, there are some exceptions in some states (See Table 1) 
without tight regulation.

• Profit is defined as any amount that exceeds the acquisition amount 
in which the physician purchased the drug from the wholesaler.

2018醫藥分業策略座談會
Reference: Avinash Darekar, Isha Patel, Marilee Clemons, Xi Tan, Rajat Rana, Deepak Bhatia, Jongwha Chang
30 March 2016,, Dispensing Practices in India and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Pharmacy Practice and Community Medicine

103



國際藥師執業及分業現況(美國)

2018醫藥分業策略座談會 Reference: Avinash Darekar, Isha Patel, Marilee Clemons, Xi Tan, Rajat Rana, Deepak Bhatia, Jongwha Chang
30 March 2016,, Dispensing Practices in India and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Pharmacy Practice and Community Medicine

104



國際藥師執業及分業現況(韓國)

• Before ‘The Separation of Prescribing and Dispensing (SPD) Act’ was implemented,  
it allowed both pharmacists and physicians to prescribe and dispense medications, 
which led to an over utilization of drugs. High pharmaceutical expenditures, and a 
waste of healthcare resource.

• The act differentiated the roles of pharmacists and physicians. The new policy 
prohibited pharmacists from prescribing and physicians from dispensing drugs.

• Because of this act, the role of pharmacists became constrictive, but targeted and 
professional. They focus on checking safety of prescriptions and instruction of 
having medicines.

• Pharmacists centered on dispensing prescriptions, educating and counseling patients 
and helping patients with OTC products.

2018醫藥分業策略座談會
Reference: Monica J. Hwang, Henry N. Young, 2015,
Pharmacists’ Roles and Factors Affecting Patient Care in Korea 105



國際藥師執業及分業現況(德國)

• In the German prescription market (49,260,902 prescriptions from 16,797 
pharmacies), pharmacies face various regulations that produce conflicting 
incentives for pharmacists. If not specifically excluded by the physician (aut-
idem rule), the pharmacy is obliged to substitute an equivalent product with 
the same active ingredient that is cheaper for the prescribed pharmaceutical. 
They are obliged to dispense one of the three cheapest pharmaceuticals (which 
normally is a generic)

• Across the pharmacies, the average share of imported pharmaceuticals was 
18.4% (Standard deviation (SD) 8.8). The average generic share was 92.8% (SD 
2.1) and compliance with preferred brands was 81.3% (SD 5.9).

• The difference in outcomes between pharmacies in the first and 4th quartiles of the 
pharmacy organization variable is 17.4% vs.17.0% for share of imported 
pharmaceuticals, 92.8% vs. 92.7% for generic share and 81.9% vs. 81.1% for 
compliance with preferred brands.

2018醫藥分業策略座談會
Reference: Dennis Guhl, Tom Stargardt, Udo Schneider, Katharina E. Fischer
February 2016, Dispensing Behaviour of Pharmacies in Prescription Drug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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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藥師執業及分業現況(德國)

• If pharmacies do not comply with these regulations, they may face bill 
auditing at the level of a single prescription. If noncompliance is detected, 
sickness funds can retrospectively reduce or fully deny a pharmacy’s 
remuneration claim.

• Moreover, pharmacies also have an incentive to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patients’ preferences since copayments for patients are 10% of the sales price 
with a minimum of five and a maximum of ten Euro.

• Variation in dispensing behavior across pharmacies that can be linked to the
level of competition in the pharmacy’s environment and its organization, mail-
order status and, of course, customer attributes.

Reference: Dennis Guhl, Tom Stargardt, Udo Schneider, Katharina E. Fischer
February 2016, Dispensing Behaviour of Pharmacies in Prescription Drug Markets, 2018醫藥分業策略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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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藥師執業及分業現況(日本)

• In Japan, only medical doctors, dentists, and veterinarians have prescribing rights.

• With the population aging at an unprecedented rated, it is becoming difficult to 
maintain the current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 Primary care pharmacists work in community pharmacies and will participate 
more in patients’ home care. They need to integrate and manage drug 
information and give appropriate advice and suggestions, in needed, at any time 
(24h/ day), even if the pharmacy is closed.

Reference: Sari Nakagawa, 2017 Jun 30,
Pharmacy Practice in Japan,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Hospital Pharmacy

2018醫藥分業策略座談會 108



2、藥師和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1)人工智慧，機器智慧: 通過電腦程式實現的類人類智慧，“智慧主體的研究與

設計”: “可以規劃環境並作出反應達到目標。

(2) Pharmacist is a drug consultant for patients.

(3) According to “The Royal Pharmaceutical Society”, future pharmacist:

 Should shift their focus away from the distribution of medicine towards 
providing a broader range of services.

 Should see helping people got the most from their medicines and keeping 
them healthy as their ultimate goal.

 Should collaborate with each other across community, social secondary and 
tertiary care and with other healthcare professions. 

 Health management centers instead of drug distributing machine

 Health consultancies instead of drug distributing machines.

 Personalizing therapies and printing out drug on demand. (FDA just approved 
an epilepsy drug “spritam” that is made by 3D printer. 

2018醫藥分業策略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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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策會發表聲明說明Covid-19疫苗EUA
國際審查原則與趨勢

「安全」與「有效性」是施打疫苗最重要的關鍵課題！去年疫情
緊急需求下，各國陸續啟動疫苗緊急使用授權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EUA) 機制，以美國 FDA 為例，很快訂出 Industry
Guideline，FDA並與疫苗研發企業緊密溝通，設置外部諮議委員會，
審查疫苗緊急授權案件，以確保疫苗安全性與效力。在FDA的EUA機
制下，有幾個實行原則：

臨床試驗要求：欲申請緊急使用授權之企業必須提供臨床前、臨床一
期、二期的所有資料，以及三期臨床追蹤2個月之期中分析數據。

疫苗效力評估方式與指標(endpoint)：評估疫苗效力之試驗需採隨機分
配、雙盲分組，並有施打安慰劑的對照組，最後評估兩組試驗人員受
SARS-CoV-2/COVID-19感染的比例。

Ref. 生策會 2021.06.02 https://ibmi.taiwan-healthcare.org/zh/ibmi_news_detail.php?REFDOCTYPID=0qmrgttwvtm3gx6q&REFDOCID=0qu2rlpa6zem72ox

3、COVID-19疫情對新藥法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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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策會發表聲明說明Covid-19疫苗EUA國際
審查原則與趨勢

長期與持續性監測：取得疫苗緊急使用授權之企業必需持續執行臨
床試驗，以提供有關安全性與效力之長期資料；疫苗製造商亦必須持
續監測疫苗安全性，包括調查接種緊急授權疫苗之所有死亡報告、住
院情況以及其他臨床嚴重不良反應。

後續正式上市：FDA期待取得疫苗緊急授權之企業，收集至少6個月
的數據後提出正式藥證申請，一但有疫苗獲正式藥證核准，FDA將不
再通過新疫苗的緊急使用授權申請，除非證明在特定的族群有更好的
效果。(迄今已有Pfizer-BioNTech和Moderna兩家提出正式藥證BLA申請)

3、COVID-19疫情對新藥法規的影響

Ref. 生策會 2021.06.02 https://ibmi.taiwan-healthcare.org/zh/ibmi_news_detail.php?REFDOCTYPID=0qmrgttwvtm3gx6q&REFDOCID=0qu2rlpa6zem72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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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FDA的做法是在沒有疫苗的情況下制訂相關原則，而近期隨全球已
有數個疫苗問世，還有102個疫苗在臨床試驗中、185個在前臨床試驗階
段，國際上也已開始關注與探討Covid-19疫苗研發的試驗方法，尤其是
採用雙盲試驗、讓施打安慰劑的參與試驗人員暴露在染疫風險下，有違
倫理道德。
日前5月26日由WHO召開的「COVID-19 vaccines -WHO Meeting on 
correlates of protection against SARSCoV-2」會議，即提及雖然具安慰
劑對照組的臨床試驗是評估疫苗效力最有力的證明，但在疫苗可用性增
加的現在已顯得不適合，現階段與現有疫苗的不劣性比較試驗
(Noninferiority active comparator studies)是比較合適的替代設計，並建
議各國可以接種疫苗後產生特定免疫反應的比例，來評估疫苗的保護效
力。

生策會發表聲明說明Covid-19疫苗EUA
國際審查原則與趨勢

3、COVID-19疫情對新藥法規的影響

Ref. 生策會 2021.06.02 https://ibmi.taiwan-healthcare.org/zh/ibmi_news_detail.php?REFDOCTYPID=0qmrgttwvtm3gx6q&REFDOCID=0qu2rlpa6zem72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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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因應國家緊急情況必需進行緊急使用授權審查，建議可以國際已核准
之疫苗作為比較基準，針對療效被國際認可的biomarker指標，如施打後
所產生有效抗體的效價及細胞免疫反應做為評估依據，訂定審查標準、
主動公告、審查過程透明化並公布相關數據。

生策會發表聲明說明Covid-19疫苗EUA
國際審查原則與趨勢

3、COVID-19疫情對新藥法規的影響

Ref. 生策會 2021.06.02 https://ibmi.taiwan-healthcare.org/zh/ibmi_news_detail.php?REFDOCTYPID=0qmrgttwvtm3gx6q&REFDOCID=0qu2rlpa6zem72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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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OVID-19疫情對新藥法規的影響

食藥署廣納並參考專家意見，訂定國產COVID-19疫苗
緊急使用授權審查標準，透過嚴謹審查確保疫苗品質安
全有效

訂定COVID-19疫苗EUA審查標準：

1.應檢附資料要求
為因應瞬息萬變的疫情趨勢，食藥署已於109年10月召開專
家會議研商COVID-19疫苗EUA的審查標準，並參考美國
FDA 於109年10月發布的COVID-19疫苗緊急授權使用指引，
訂定「COVID-19疫苗於臺灣取得EUA應具備之技術性資料
要求」，為能及時取得安全有效的疫苗預作準備。疫苗廠商
申請EUA時，必須檢附疫苗產品的化學製造管制資料、動物
試驗資料，以及執行過的所有人體臨床試驗與風險效益評估
報告。

資料來源：食品藥物管理署 建檔日期：110-06-10  更新時間：110-06-10 114



訂定COVID-19疫苗EUA審查標準：

2.安全性評估標準
所附臨床試驗報告需有接種試驗疫苗受試者至少3000人於接
種最後一劑疫苗後至少追蹤1個月，且所有受試者於接種最
後一劑疫苗後追蹤時間中位數至2個月的累積安全性資料，
並須包含65歲以上特殊族群之試驗結果。

資料來源：食品藥物管理署 建檔日期：110-06-10  更新時間：110-06-10 115



3.療效評估標準
針對療效評估部分，考量臺灣與美國疫情差異，難以直接在我國執行大規模
疫苗療效驗證試驗，食藥署於年初即開始思考如何支持國產疫苗療效，為此，
食藥署於第一批AZ疫苗在三月於國內開始接種時，委託部立醫院執行研究計
畫，蒐集200位國人接種AZ疫苗之免疫原性結果作為外部對照組，並於五月
初起陸續召開專家會議討論，研商以免疫橋接(immuno-bridging)方式，採用
免疫原性(中和抗體)作為替代療效指標，衡量國產疫苗誘發產生的免疫原性
結果是否與國人接種國外已核准EUA的疫苗相當，作為支持國產疫苗療效的
佐證。國產疫苗第二期臨床試驗所得中和抗體效價必須證明不劣於AZ疫苗。
國產疫苗和AZ疫苗所有檢體皆由同一個實驗室採用相同方式檢驗，檢驗方法
亦以國際標準品共同標定。
食藥署訂定之相關技術性資料要求，均已提供有意研發COVID-19的疫苗廠商
做為依循。
再次申明，食藥署作為我國藥品審查的最高主管機關，捍衛全體國人的健康
及用藥安全是本署始終不變的堅持，秉持為國人用藥權益把關的原則，對於
國產疫苗的製程管控、藥毒理試驗及臨床試驗結果皆會進行嚴謹審查，並經
過專家會議審查共識，且需在緊急公衛的需求下，確認疫苗的使用效益大於
風險，才會核准緊急授權使用。

訂定COVID-19疫苗EUA審查標準：

資料來源：食品藥物管理署 建檔日期：110-06-10  更新時間：11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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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結語

(1)疾病需能適當預防、診斷、治療

(2)所需藥品能有效、安全、品質一致

(3)醫藥供應無缺，費用需合理且可負擔

(4)重要藥物要掌握，並可自給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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