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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產業範圍生技產業範圍生技產業範圍生技產業範圍



生技產業範圍生技產業範圍生技產業範圍生技產業範圍

我國生技產業關聯圖我國生技產業關聯圖我國生技產業關聯圖我國生技產業關聯圖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2001:2001:2001:2001年行政院第年行政院第年行政院第年行政院第22222222次科技顧問會議資料次科技顧問會議資料次科技顧問會議資料次科技顧問會議資料，，，，2015201520152015年生技產業白皮年生技產業白皮年生技產業白皮年生技產業白皮

書第書第書第書第2222次審查會議修訂次審查會議修訂次審查會議修訂次審查會議修訂。。。。



生技產業發展生技產業發展生技產業發展生技產業發展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領域之跨領域關聯性領域之跨領域關聯性領域之跨領域關聯性領域之跨領域關聯性



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
藥品市場藥品市場藥品市場藥品市場 全球全球全球全球處方藥品處方藥品處方藥品處方藥品市場市場市場市場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World Preview 2015, Outlook to 2020, :World Preview 2015, Outlook to 2020, :World Preview 2015, Outlook to 2020, :World Preview 2015, Outlook to 2020, 

EvaluatePharm, 2015EvaluatePharm, 2015EvaluatePharm, 2015EvaluatePharm, 2015



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
藥品市場藥品市場藥品市場藥品市場 2014201420142014年全球前十大治療藥分類領域年全球前十大治療藥分類領域年全球前十大治療藥分類領域年全球前十大治療藥分類領域



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
藥品市場藥品市場藥品市場藥品市場 2014201420142014年全球前十大品牌藥及銷售額年全球前十大品牌藥及銷售額年全球前十大品牌藥及銷售額年全球前十大品牌藥及銷售額



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
藥品市場藥品市場藥品市場藥品市場 2015201520152015年全球研發新藥狀況年全球研發新藥狀況年全球研發新藥狀況年全球研發新藥狀況

資料來源資料來源資料來源資料來源：：：：PharmaprojectsPharmaprojectsPharmaprojectsPharmaprojects；；；；DCBDCBDCBDCB產資組產資組產資組產資組ITISITISITISITIS計畫整理計畫整理計畫整理計畫整理



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
藥品市場藥品市場藥品市場藥品市場 全球研發中新藥類別全球研發中新藥類別全球研發中新藥類別全球研發中新藥類別

資料來源資料來源資料來源資料來源：：：：PharmaprojectsPharmaprojectsPharmaprojectsPharmaprojects；；；；DCBDCBDCBDCB產資組產資組產資組產資組ITISITISITISITIS計畫整理計畫整理計畫整理計畫整理

850850850850億美元的總花費億美元的總花費億美元的總花費億美元的總花費，，，，75% 75% 75% 75% 像是丟到水裏像是丟到水裏像是丟到水裏像是丟到水裏



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
藥品市場藥品市場藥品市場藥品市場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FDAFDAFDAFDA核准新藥上市統計核准新藥上市統計核准新藥上市統計核准新藥上市統計

2014201420142014共核准共核准共核准共核准41414141個新藥個新藥個新藥個新藥，，，，其中其中其中其中30303030個微小分子藥物個微小分子藥物個微小分子藥物個微小分子藥物，，，，11111111個為生技個為生技個為生技個為生技

藥品藥品藥品藥品，，，，新藥治療項目包括傳染新藥治療項目包括傳染新藥治療項目包括傳染新藥治療項目包括傳染、、、、癌症癌症癌症癌症、、、、神經系統神經系統神經系統神經系統、、、、抗病毒抗病毒抗病毒抗病毒、、、、

糖尿病及呼吸系統糖尿病及呼吸系統糖尿病及呼吸系統糖尿病及呼吸系統。。。。



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
藥品市場藥品市場藥品市場藥品市場 2014201420142014年全球前十大製藥公司排名年全球前十大製藥公司排名年全球前十大製藥公司排名年全球前十大製藥公司排名



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
藥品市場藥品市場藥品市場藥品市場 藥廠對外尋求合作的策略藥廠對外尋求合作的策略藥廠對外尋求合作的策略藥廠對外尋求合作的策略



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
醫療器材市場醫療器材市場醫療器材市場醫療器材市場 全球醫療器材市場規模分布全球醫療器材市場規模分布全球醫療器材市場規模分布全球醫療器材市場規模分布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Espicom BM, 2015:Espicom BM, 2015:Espicom BM, 2015:Espicom BM, 2015年年年年; ; ; ;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

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研究中心,,,, 2015201520152015



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
醫療器材市場醫療器材市場醫療器材市場醫療器材市場 2014201420142014年全球醫療器材市場規模分布年全球醫療器材市場規模分布年全球醫療器材市場規模分布年全球醫療器材市場規模分布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Espicom BM, 2015:Espicom BM, 2015:Espicom BM, 2015:Espicom BM, 2015年年年年; ; ; ;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

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研究中心,,,, 2015201520152015



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
農業生技市場農業生技市場農業生技市場農業生技市場 2014201420142014年全球農業生技市場規模年全球農業生技市場規模年全球農業生技市場規模年全球農業生技市場規模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ISAAA, BCC Research, Kalorama Information, Dolcera :ISAAA, BCC Research, Kalorama Information, Dolcera :ISAAA, BCC Research, Kalorama Information, Dolcera :ISAAA, BCC Research, Kalorama Information, Dolcera 

Analysis, Grand View Research,Analysis, Grand View Research,Analysis, Grand View Research,Analysis, Grand View Research,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

研究中心整理推估研究中心整理推估研究中心整理推估研究中心整理推估，，，，2015201520152015年年年年。。。。



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生技產業產值
農業生技市場農業生技市場農業生技市場農業生技市場 2020202020202020年全球基因改造作物市場發展預測年全球基因改造作物市場發展預測年全球基因改造作物市場發展預測年全球基因改造作物市場發展預測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ISAAA,:ISAAA,:ISAAA,:ISAAA,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整理推估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整理推估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整理推估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整理推估

，，，，2015201520152015年年年年。。。。



台灣生技台灣生技台灣生技台灣生技
產業概況產業概況產業概況產業概況

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

醫療器材產業醫療器材產業醫療器材產業醫療器材產業
發展趨勢發展趨勢發展趨勢發展趨勢

台灣生技產業台灣生技產業台灣生技產業台灣生技產業SWOTSWOTSWOTSWOT



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生技醫藥產業發展策略與措施生技醫藥產業發展策略與措施生技醫藥產業發展策略與措施生技醫藥產業發展策略與措施，，，，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工業局，，，，2014201420142014。。。。



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



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



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生技產業白皮書生技產業白皮書生技產業白皮書生技產業白皮書，，，，經濟部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整理經濟部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整理經濟部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整理經濟部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整理，，，，2015201520152015。。。。

2005~2014 2005~2014 2005~2014 2005~2014 台灣生技產業經營現況統計台灣生技產業經營現況統計台灣生技產業經營現況統計台灣生技產業經營現況統計



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
製藥產製藥產製藥產製藥產業業業業 台灣製藥產業範疇及其主要產品項目台灣製藥產業範疇及其主要產品項目台灣製藥產業範疇及其主要產品項目台灣製藥產業範疇及其主要產品項目



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
製藥產業製藥產業製藥產業製藥產業 台灣西藥產業上中下游關聯性台灣西藥產業上中下游關聯性台灣西藥產業上中下游關聯性台灣西藥產業上中下游關聯性



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
製藥產製藥產製藥產製藥產業業業業

� 合一生技合一生技合一生技合一生技、、、、杏輝醫藥杏輝醫藥杏輝醫藥杏輝醫藥、、、、懷特生技懷特生技懷特生技懷特生技、、、、儕陞生化儕陞生化儕陞生化儕陞生化、、、、德英生物德英生物德英生物德英生物

科技科技科技科技、、、、健喬信元健喬信元健喬信元健喬信元、、、、健永生技健永生技健永生技健永生技、、、、泰宗生物科技泰宗生物科技泰宗生物科技泰宗生物科技

� 中天生技中天生技中天生技中天生技、、、、佰研生化佰研生化佰研生化佰研生化、、、、腦得生生物科技腦得生生物科技腦得生生物科技腦得生生物科技、、、、德林生物科技德林生物科技德林生物科技德林生物科技

� 智擎生技智擎生技智擎生技智擎生技、、、、安成生物科技安成生物科技安成生物科技安成生物科技、、、、太景生物科技太景生物科技太景生物科技太景生物科技、、、、台灣東洋台灣東洋台灣東洋台灣東洋、、、、

生達製藥生達製藥生達製藥生達製藥、、、、懷特生技懷特生技懷特生技懷特生技、、、、友華生技友華生技友華生技友華生技、、、、友霖生技友霖生技友霖生技友霖生技、、、、順天生物順天生物順天生物順天生物

科技科技科技科技、、、、國鼎生物科技國鼎生物科技國鼎生物科技國鼎生物科技、、、、永信藥品永信藥品永信藥品永信藥品、、、、瑞安大藥廠瑞安大藥廠瑞安大藥廠瑞安大藥廠、、、、杏國新杏國新杏國新杏國新

藥藥藥藥、、、、健亞健亞健亞健亞、、、、基亞生物科技基亞生物科技基亞生物科技基亞生物科技、、、、益得生物科技益得生物科技益得生物科技益得生物科技、、、、寶齡富錦寶齡富錦寶齡富錦寶齡富錦、、、、

心悅生醫心悅生醫心悅生醫心悅生醫、、、、因華生技因華生技因華生技因華生技、、、、晟德大藥廠晟德大藥廠晟德大藥廠晟德大藥廠、、、、藥華醫藥藥華醫藥藥華醫藥藥華醫藥、、、、台灣微台灣微台灣微台灣微

脂體脂體脂體脂體

� 聯亞生技聯亞生技聯亞生技聯亞生技、、、、中裕新藥中裕新藥中裕新藥中裕新藥、、、、台醫生技台醫生技台醫生技台醫生技、、、、聯合生物製藥聯合生物製藥聯合生物製藥聯合生物製藥、、、、藥華藥華藥華藥華

醫藥醫藥醫藥醫藥、、、、生控基因疫苗生控基因疫苗生控基因疫苗生控基因疫苗、、、、台灣浩鼎台灣浩鼎台灣浩鼎台灣浩鼎、、、、永昕生物永昕生物永昕生物永昕生物、、、、友霖生技友霖生技友霖生技友霖生技

、、、、基亞生物科技基亞生物科技基亞生物科技基亞生物科技、、、、國光生技國光生技國光生技國光生技、、、、雅祥生技雅祥生技雅祥生技雅祥生技

台灣新藥開發廠商台灣新藥開發廠商台灣新藥開發廠商台灣新藥開發廠商

植物新藥

公司

中藥新藥

公司

小分子藥

品公司

生物藥品

公司



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
製藥產製藥產製藥產製藥產業業業業

� 藥廠營運除注重產品上市期間，另一重點是必須考量專利到期後
如何延展產品價值，以整個產品生命週期來思考策略，使藥品各
階段都能發揮不同階段的價值，期能將藥品價值發揮到最大。台
灣傳統藥廠多從事學名藥生產，隨著2012-2015年有200-350個
藥品專利到期，學名藥將迅速分食專利藥市場，可望為台灣從事
學名藥製造上下游廠商帶來新的商機，近兩年台灣原物料、西藥
製劑、中藥製劑的產業產值皆呈現穩定成長。

� 新藥研發為近年來國內製藥廠商積極投入事業，目前蛋白質新藥
問世數量、cGMP廠家數，以及投資金額規模，超越其他領域新
藥之發展；蛋白質藥也是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認證新藥
中占比最大的項目，顯示蛋白質市場潛力趨勢。目前國內生技中
心特別鎖定此一領域，協助國內生技藥廠，提升蛋白質藥物開發
能量。

台灣藥品市場現況台灣藥品市場現況台灣藥品市場現況台灣藥品市場現況



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
製藥產製藥產製藥產製藥產業業業業

� 另一方面，學名藥將持續受惠於專利藥到期的市場商機，但國內
藥廠仍需面對競爭激烈的國際製藥市場，除了調整旗下產品路線
、提高障礙等方式來找尋利基市場外，並與國外業者合作研發或
策略聯盟來開拓海外市場。

� 以藥品類別分析，在蛋白質藥物方面，不論是新藥認證或暢銷藥
物排名上，皆名列前茅，其也將在新藥專利將陸續到期的情況下
而呈現，不論是在生物相似藥或生物製劑的市場未來商機都很可
觀。在此市場前景下，國內廠商有與國外大廠或研究機構合作，
在癌症治療、免疫疾病等主要應用領域中開發新產品。另外，植
物新藥未來市場也十分看好，國內廠商目前已發展出抗B肝、C
肝、關節炎、腸炎、痛風等領域相關治療藥物。

台灣藥品市場現況台灣藥品市場現況台灣藥品市場現況台灣藥品市場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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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器材產業醫療器材產業醫療器材產業醫療器材產業 台灣醫療器材市場現況台灣醫療器材市場現況台灣醫療器材市場現況台灣醫療器材市場現況



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
醫療器材產業醫療器材產業醫療器材產業醫療器材產業 台灣醫療器材市場現況台灣醫療器材市場現況台灣醫療器材市場現況台灣醫療器材市場現況



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
醫療器材產業醫療器材產業醫療器材產業醫療器材產業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前十大前十大前十大前十大醫療器材進口統計醫療器材進口統計醫療器材進口統計醫療器材進口統計



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
醫療器材產業醫療器材產業醫療器材產業醫療器材產業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前十大前十大前十大前十大醫療器材出口統計醫療器材出口統計醫療器材出口統計醫療器材出口統計



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
醫療器材產業醫療器材產業醫療器材產業醫療器材產業 台灣醫療器材政策發展與現況台灣醫療器材政策發展與現況台灣醫療器材政策發展與現況台灣醫療器材政策發展與現況



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
醫療器材產業醫療器材產業醫療器材產業醫療器材產業 台灣醫療器材政策發展與現況台灣醫療器材政策發展與現況台灣醫療器材政策發展與現況台灣醫療器材政策發展與現況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2015201520152015年年年年。。。。



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
醫療器材產業醫療器材產業醫療器材產業醫療器材產業 台灣醫療器材市場現況台灣醫療器材市場現況台灣醫療器材市場現況台灣醫療器材市場現況

� 隨著老年化人口逐年增加，醫療保健的觀念抬頭，居家醫療器材的
需求逐漸提升，使用者可以簡便、自助的方式檢測部分生理數據，
做為預防疾病的參考，目前台灣已有醫療器材廠商投入相關產品開
發，未來雲端環境更為成熟後，此類居家醫療器材產品將可以結合
資通訊技術，提供客戶完善健康管理服務。

� 在健康產業架構逐漸成形之際，跨領域整合創新方案之契機也使得
居家醫材、無線醫材開發、影像整合功能，與個人健康紀錄檔案建
置和傳輸等產品及服務，成為目前市場上的重要商機。為實現病患
或專業醫護人員醫療使用情境，醫療器材產品也逐漸轉向具備高效
能、微小化、低耗能、低成本等特性，台灣廠商已逐漸轉型朝高階
技術醫材產品發展，建立長期競爭力。



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
醫療器材產業醫療器材產業醫療器材產業醫療器材產業 台灣醫療器材市場現況台灣醫療器材市場現況台灣醫療器材市場現況台灣醫療器材市場現況

� 高齡化商機是醫療器材產業成長的驅動力，針對高齡化需求的醫療
照護輔具、牙科骨科、呼吸治療產品，可提升醫療效率的智慧醫療
、診斷產品、微創產品，以及提升健康與預防策略與的出院照護的
穿戴式、行動健康方案、智慧照護等產品皆受到市場注目。結合醫
材、軟體平台、決策系統，與雲端、巨資的智慧整合模式服務，將
進一步成為台灣產業新一波的動能。

� 在醫療政策、經濟成長等因素刺激下，新興國家市場極具發展潛力
。例如中國大陸醫材市場，在2009年的醫療改革政策推動下，於
2010年成為全球第四大醫療市場，預期「十三五生技政策」對高階
醫材市場亦可帶來正面效益；而印度、馬來西亞醫療器材市場，則
可望在經濟因素帶動下，成長性具備高度潛力。



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台灣生技產業現況

�市場規模小市場規模小市場規模小市場規模小

�產品少量多樣產品少量多樣產品少量多樣產品少量多樣

�健保持續刪減藥品及醫材價格健保持續刪減藥品及醫材價格健保持續刪減藥品及醫材價格健保持續刪減藥品及醫材價格

�健保不利於國內類新藥及新醫材開發健保不利於國內類新藥及新醫材開發健保不利於國內類新藥及新醫材開發健保不利於國內類新藥及新醫材開發

�法規需及時與國際接軌法規需及時與國際接軌法規需及時與國際接軌法規需及時與國際接軌

�法規造成進口藥品及醫材大量進入國內法規造成進口藥品及醫材大量進入國內法規造成進口藥品及醫材大量進入國內法規造成進口藥品及醫材大量進入國內，，，，

出口又受制於各國法規出口又受制於各國法規出口又受制於各國法規出口又受制於各國法規



醫療器材產業發展醫療器材產業發展醫療器材產業發展醫療器材產業發展趨勢趨勢趨勢趨勢

趨勢一趨勢一趨勢一趨勢一: : : : 預防診斷為主生態體系成形預防診斷為主生態體系成形預防診斷為主生態體系成形預防診斷為主生態體系成形
工研院工研院工研院工研院IEKIEKIEKIEK指出，由於醫療費用高漲，健康照護指出，由於醫療費用高漲，健康照護指出，由於醫療費用高漲，健康照護指出，由於醫療費用高漲，健康照護產業思維已從發病後才治業思維已從發病後才治業思維已從發病後才治業思維已從發病後才治

療的型態，轉變為更重視患病前的預防措施，預防療的型態，轉變為更重視患病前的預防措施，預防療的型態，轉變為更重視患病前的預防措施，預防療的型態，轉變為更重視患病前的預防措施，預防(Preventive)(Preventive)(Preventive)(Preventive)、預測、預測、預測、預測
(Predictive)(Predictive)(Predictive)(Predictive)、個人化、個人化、個人化、個人化(Personalized)(Personalized)(Personalized)(Personalized)與主動參與與主動參與與主動參與與主動參與(Participatory)(Participatory)(Participatory)(Participatory)的的的的P4 P4 P4 P4 
MedicineMedicineMedicineMedicine思維，在此趨勢下，也將影響健康照護生態體系的發展，包含美思維，在此趨勢下，也將影響健康照護生態體系的發展，包含美思維，在此趨勢下，也將影響健康照護生態體系的發展，包含美思維，在此趨勢下，也將影響健康照護生態體系的發展，包含美
國政府擬定並鼓勵健康促進國政府擬定並鼓勵健康促進國政府擬定並鼓勵健康促進國政府擬定並鼓勵健康促進產業發展的醫療政策，各國保險給付也規劃業發展的醫療政策，各國保險給付也規劃業發展的醫療政策，各國保險給付也規劃業發展的醫療政策，各國保險給付也規劃

以個人參與預防疾病的程度來作為減免保費的依據。在此大趨勢下，預以個人參與預防疾病的程度來作為減免保費的依據。在此大趨勢下，預以個人參與預防疾病的程度來作為減免保費的依據。在此大趨勢下，預以個人參與預防疾病的程度來作為減免保費的依據。在此大趨勢下，預
期期期期2025202520252025年治療占健康照護的支出的比重由年治療占健康照護的支出的比重由年治療占健康照護的支出的比重由年治療占健康照護的支出的比重由2007200720072007年的年的年的年的70%70%70%70%減少到減少到減少到減少到51%51%51%51%，而預，而預，而預，而預
防診斷的比重也將從防診斷的比重也將從防診斷的比重也將從防診斷的比重也將從20%20%20%20%成長至成長至成長至成長至32%32%32%32%。。。。

趨勢二趨勢二趨勢二趨勢二: : : : 以病患為中心的服務新流程以病患為中心的服務新流程以病患為中心的服務新流程以病患為中心的服務新流程
長期觀察也發現，健康照護服務架構，正陸續從以醫院為中心，轉變為以長期觀察也發現，健康照護服務架構，正陸續從以醫院為中心，轉變為以長期觀察也發現，健康照護服務架構，正陸續從以醫院為中心，轉變為以長期觀察也發現，健康照護服務架構，正陸續從以醫院為中心，轉變為以
病患為中心的思維。而健康資訊的架構，也從電子病歷為主，轉為以病患病患為中心的思維。而健康資訊的架構，也從電子病歷為主，轉為以病患病患為中心的思維。而健康資訊的架構，也從電子病歷為主，轉為以病患病患為中心的思維。而健康資訊的架構，也從電子病歷為主，轉為以病患
健康記錄健康記錄健康記錄健康記錄(PHR)(PHR)(PHR)(PHR)為核心，納入生理資訊、病歷、家族病史、生活型態、飲食為核心，納入生理資訊、病歷、家族病史、生活型態、飲食為核心，納入生理資訊、病歷、家族病史、生活型態、飲食為核心，納入生理資訊、病歷、家族病史、生活型態、飲食
、運動等資料，形成完整的個人化健康資料，增加病患參與度。隨著病患、運動等資料，形成完整的個人化健康資料，增加病患參與度。隨著病患、運動等資料，形成完整的個人化健康資料，增加病患參與度。隨著病患、運動等資料，形成完整的個人化健康資料，增加病患參與度。隨著病患
為中心的健康照護為中心的健康照護為中心的健康照護為中心的健康照護產業架構也陸續成型，病患資料與醫療記錄的管理與業架構也陸續成型，病患資料與醫療記錄的管理與業架構也陸續成型，病患資料與醫療記錄的管理與業架構也陸續成型，病患資料與醫療記錄的管理與

傳輸創新方案持續增加，居家醫材、無線醫材開發、影像整合功能，與個傳輸創新方案持續增加，居家醫材、無線醫材開發、影像整合功能，與個傳輸創新方案持續增加，居家醫材、無線醫材開發、影像整合功能，與個傳輸創新方案持續增加，居家醫材、無線醫材開發、影像整合功能，與個
人健康紀錄檔案建置和傳輸，也成為重要商機。人健康紀錄檔案建置和傳輸，也成為重要商機。人健康紀錄檔案建置和傳輸，也成為重要商機。人健康紀錄檔案建置和傳輸，也成為重要商機。



趨勢三:精省醫療支出的適地化創新
受到歐美醫療費用持續高漲、新興國家醫療資源不足與不均影響，節省非必要支出與
積極防治的觀念持續發酵，因此改善照護效率、降低醫療成本已成為健康照護產業主
要訴求，也催生全球醫療器材產業朝高效能服務體系發展。如GE(奇異)公司面對新興
市場時，就以適地化創新切入市場，依據當地可負擔的價格帶與需求，開發出適地化
的產品線。除了早期推出的可攜式超音波與心電圖計外，其推出的Brivo(博睿)電腦
斷層CT，就是針對大陸市場可接受的市場價格與需求所開發，兼具體積小、簡化機
架、簡約設計、平價(售價僅進口的七成)等多元特質，也成為精省醫療支出的適地化
創新的最佳實例。

趨勢四:數位化應用下的整合性服務
近來醫材產業的發展，已逐漸從功能面向，調整為針對產業問題與需求而發展出的產
品、系統與解決的整合性服務方案。例如透過資通訊的應用，就可以整合飲食、卡洛
里、運動、生理狀況等個人健康資料(Personal Health Record, PHR)，以及醫療院
所的電子醫療病歷(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EMR)資料，進而提升健康照護的
服務效率，縮短健康照護服務工作流程；也因此增加醫療服務的即時性與互動性，縮
短一般消費者或病患與健康服務提供者的溝通時間與距離，使一般消費者可隨時隨地
進行自我健康管理並獲得健康照護提供者專業資訊或意見的回饋，而達成健康管理、
醫療服務與居家照護等服務無縫接軌的目標。

醫療器材產業發展醫療器材產業發展醫療器材產業發展醫療器材產業發展趨勢趨勢趨勢趨勢



趨勢五趨勢五趨勢五趨勢五::::跨領域整合方案的變革契機跨領域整合方案的變革契機跨領域整合方案的變革契機跨領域整合方案的變革契機
整體觀之，因應整體觀之，因應整體觀之，因應整體觀之，因應產業使用情境的擴展，醫療器材業使用情境的擴展，醫療器材業使用情境的擴展，醫療器材業使用情境的擴展，醫療器材產業也朝向微小化、可攜化、無線化業也朝向微小化、可攜化、無線化業也朝向微小化、可攜化、無線化業也朝向微小化、可攜化、無線化

、客製化、人性化的方向發展，預期也帶動關鍵組件與關鍵技術的研發與應用機會，、客製化、人性化的方向發展，預期也帶動關鍵組件與關鍵技術的研發與應用機會，、客製化、人性化的方向發展，預期也帶動關鍵組件與關鍵技術的研發與應用機會，、客製化、人性化的方向發展，預期也帶動關鍵組件與關鍵技術的研發與應用機會，
促使醫療器材關鍵零組件朝向快、小、省、廉的方向發展，即高效能促使醫療器材關鍵零組件朝向快、小、省、廉的方向發展，即高效能促使醫療器材關鍵零組件朝向快、小、省、廉的方向發展，即高效能促使醫療器材關鍵零組件朝向快、小、省、廉的方向發展，即高效能(advanced (advanced (advanced (advanced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微小化、微小化、微小化、微小化(smaller sized packaging)(smaller sized packaging)(smaller sized packaging)(smaller sized packaging)、低耗能、低耗能、低耗能、低耗能(lower power (lower power (lower power (lower power 
consumption)consumption)consumption)consumption)、低成本、低成本、低成本、低成本(cost effectiveness )(cost effectiveness )(cost effectiveness )(cost effectiveness )等特性，以實現病患或專業醫護人員對於等特性，以實現病患或專業醫護人員對於等特性，以實現病患或專業醫護人員對於等特性，以實現病患或專業醫護人員對於
醫療器材醫療器材醫療器材醫療器材產品的期待。因應這些醫療照護情境的發展，跨領域技術的應用機會也將品的期待。因應這些醫療照護情境的發展，跨領域技術的應用機會也將品的期待。因應這些醫療照護情境的發展，跨領域技術的應用機會也將品的期待。因應這些醫療照護情境的發展，跨領域技術的應用機會也將

持續提升。持續提升。持續提升。持續提升。

醫療器材產業發展醫療器材產業發展醫療器材產業發展醫療器材產業發展趨勢趨勢趨勢趨勢



醫療器材產業發展趨勢醫療器材產業發展趨勢醫療器材產業發展趨勢醫療器材產業發展趨勢
醫療產品技術應用方向醫療產品技術應用方向醫療產品技術應用方向醫療產品技術應用方向

方向一: 操作便利(Convenient)
以消費者為中心，操作便利為成為醫療器材主要訴求。透過人機介面設計，可方
便一般使用者與醫護人員使用的產品應用持續增加，如透過QR code等方式簡化
輸入與下載病患資料、臨床醫師可透過Web系統及iPad取得病患資訊、病患或家
人也可透過智慧型手機讓輕鬆下載醫療影像資訊圖像與短片。

方向二：協同作業(Collaborative)
透過遠端同步之協同作業，可將功能整合至同一平台上，以提升功能、降低人力
、減少錯誤，如廠商推出手術房整合系統，將病患監測系統、手術影像系統整合
至後端平台，除了可讓醫護人員即時瞭解病患資訊之外，也可即時傳送至後端記
錄。

方向三：多功整合(Multi-functional)
在價格敏感趨勢下，多功產品將成為主流，如體外診斷廠商推出多合一裝置，可
在同一平台上檢測各種參數，並透過實驗室整合資訊系統將分散各地的檢測數值
快速整合於醫院資料管理中心。



醫療產品技術應用方向醫療產品技術應用方向醫療產品技術應用方向醫療產品技術應用方向

方向四：資料運用(Informative)
隨著智能技術進步，將有利於健康資料收集、運算、分析，如智慧型手機和平板
電腦等行動裝置成為主流應用介面，透過結合資通訊之行動醫療(Mobile Health)
，對於醫療應用的便利性，增加了不少的應用潛力，如國際醫材大廠GE與Intel合
作創新健康照護解決方案，Microsoft Health Vault推出Bing Health and 
Fitness App，整合健康數據服務，建立健康照護平台。

方向五：平價方案(Affordable)
低成本趨勢下也帶動技術創新機會，提供具比較利益的解決方案將是獲利重點，
如影像大廠除了原有高階機種之外，也提出中端價格帶的產品線，如Siemnes公
司今年主力產品即著重在中端價格乳房X光攝影系統，滿足中小型醫院或新興國家
客戶需求。

醫療器材產業發展趨勢醫療器材產業發展趨勢醫療器材產業發展趨勢醫療器材產業發展趨勢



兩岸醫療器材之競合兩岸醫療器材之競合兩岸醫療器材之競合兩岸醫療器材之競合

醫療器材產業發展趨勢醫療器材產業發展趨勢醫療器材產業發展趨勢醫療器材產業發展趨勢



台灣生技產業發展策略台灣生技產業發展策略台灣生技產業發展策略台灣生技產業發展策略(S)(S)(S)(S)

一、基本要素

1.技術

2.人才(專利、技術、行銷、法規

註冊與經營管理)

3.資金

4.市場

二、環境架構(Infrastructure)

1.研究環境

2.政府政策與法規

3.產業結構、產業聚落

4.高素質醫療體系



台灣生技產業發展劣勢台灣生技產業發展劣勢台灣生技產業發展劣勢台灣生技產業發展劣勢(W)(W)(W)(W)

� 學研機構之開發與產業需求有落差

� 技術創新能力不足

� 國際市場行銷能力待加強

� 國際經營管理與市場高階人才不足

� 未有主導型的旗艦公司

� 同質性廠家太多，市場區隔不明，

形成價格競爭

� 健保制度影響創新產品之研發

� 政府產業政策與法規與國際接軌落

差



台灣生技產業發展機會台灣生技產業發展機會台灣生技產業發展機會台灣生技產業發展機會(O)(O)(O)(O)

� 全球邁向高齡化社會及新興國家醫

療建設，帶來龐大的醫藥品與服務

的商機

� 亞太生技市場快速成長

� 尋求國際合作與市場拓展機會

� 跨國臨床試驗案件增多，有助產業

合作、授權或開發產品的機會



台灣生技產業發展威脅台灣生技產業發展威脅台灣生技產業發展威脅台灣生技產業發展威脅(T)(T)(T)(T)

� 亞洲各國積極發展生技產業

� 各國積極爭取生技人才

� 全球朝向區域經貿整合發展，將因

關稅與貿易障礙削弱台灣產業競爭

力，且不利吸引國際來台投資

� 生技原物料仍仰賴國外，自主性低

，價格與交期不易掌控

� 跨國生技公司併購風行，市場狀況

難以掌控



生技產生技產生技產生技產

業趨勢業趨勢業趨勢業趨勢

健康領域未來趨勢健康領域未來趨勢健康領域未來趨勢健康領域未來趨勢

未來商業模式未來商業模式未來商業模式未來商業模式：：：：
整合整合整合整合

健康照護產業未來健康照護產業未來健康照護產業未來健康照護產業未來

發展方向發展方向發展方向發展方向



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

健康領域未來趨勢健康領域未來趨勢健康領域未來趨勢健康領域未來趨勢



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

健康領域未來趨勢健康領域未來趨勢健康領域未來趨勢健康領域未來趨勢

� 新型傳染性疾病突發比例增加新型傳染性疾病突發比例增加新型傳染性疾病突發比例增加新型傳染性疾病突發比例增加

� 生技藥品占藥品市場比重增加到生技藥品占藥品市場比重增加到生技藥品占藥品市場比重增加到生技藥品占藥品市場比重增加到21%21%21%21%

� 全球委外生產需求增加全球委外生產需求增加全球委外生產需求增加全球委外生產需求增加

� 未滿足的醫療需求帶動新治療機制及藥物傳輸技術需求擴張未滿足的醫療需求帶動新治療機制及藥物傳輸技術需求擴張未滿足的醫療需求帶動新治療機制及藥物傳輸技術需求擴張未滿足的醫療需求帶動新治療機制及藥物傳輸技術需求擴張

� 個人化醫療個人化醫療個人化醫療個人化醫療、、、、精確醫學精確醫學精確醫學精確醫學（（（（PrecisionPrecisionPrecisionPrecision MedicineMedicineMedicineMedicine））））趨勢成形趨勢成形趨勢成形趨勢成形

� 預防醫學概念興起預防醫學概念興起預防醫學概念興起預防醫學概念興起，，，，更便利地進行自我健康管理的相關需求提高更便利地進行自我健康管理的相關需求提高更便利地進行自我健康管理的相關需求提高更便利地進行自我健康管理的相關需求提高

� 高效率治療的微創高效率治療的微創高效率治療的微創高效率治療的微創、、、、低創技術相形重要低創技術相形重要低創技術相形重要低創技術相形重要

� 縮短病患恢復時程縮短病患恢復時程縮短病患恢復時程縮短病患恢復時程，，，，減低國家醫療支出減低國家醫療支出減低國家醫療支出減低國家醫療支出（（（（如丹麥如丹麥如丹麥如丹麥））））

� 專業醫療救護將保留給重傷和急診專業醫療救護將保留給重傷和急診專業醫療救護將保留給重傷和急診專業醫療救護將保留給重傷和急診，，，，慢性病將交由社區醫療管理慢性病將交由社區醫療管理慢性病將交由社區醫療管理慢性病將交由社區醫療管理

� 藉由物聯網藉由物聯網藉由物聯網藉由物聯網((((IoTIoTIoTIoT))))發展及應用發展及應用發展及應用發展及應用，，，，發展高值智慧健康服務發展高值智慧健康服務發展高值智慧健康服務發展高值智慧健康服務

� 穿戴式裝置衡量生活品質的新方式穿戴式裝置衡量生活品質的新方式穿戴式裝置衡量生活品質的新方式穿戴式裝置衡量生活品質的新方式，，，，而且還成爲治療方案的一部而且還成爲治療方案的一部而且還成爲治療方案的一部而且還成爲治療方案的一部

分分分分((((管理數據管理數據管理數據管理數據、、、、降低成本降低成本降低成本降低成本))))，，，，讓家庭成爲了醫院的延伸讓家庭成爲了醫院的延伸讓家庭成爲了醫院的延伸讓家庭成爲了醫院的延伸

� 物聯網智慧健康應用需結合平台發展物聯網智慧健康應用需結合平台發展物聯網智慧健康應用需結合平台發展物聯網智慧健康應用需結合平台發展：：：：全球大廠如全球大廠如全球大廠如全球大廠如GoogleGoogleGoogleGoogle及及及及AppleAppleAppleApple

發展發展發展發展HealthHealthHealthHealth開發及應用平台開發及應用平台開發及應用平台開發及應用平台

� ITITITIT國際大廠布國際大廠布國際大廠布國際大廠布局局局局穿戴裝置穿戴裝置穿戴裝置穿戴裝置，，，，全球產業全球產業全球產業全球產業與與與與服務生服務生服務生服務生態鏈逐漸態鏈逐漸態鏈逐漸態鏈逐漸成形成形成形成形

� 進進進進入入入入大數據時大數據時大數據時大數據時代代代代，，，，形成形成形成形成對對對對分分分分析工具析工具析工具析工具和服務和服務和服務和服務模模模模式的新要求式的新要求式的新要求式的新要求

製藥及其

服務

醫材及其

服務

健康照護

服務



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

健康領域未來趨勢健康領域未來趨勢健康領域未來趨勢健康領域未來趨勢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Stockfeel:Stockfeel:Stockfeel:Stockfeel股感知識庫股感知識庫股感知識庫股感知識庫



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

健康領域未來趨勢健康領域未來趨勢健康領域未來趨勢健康領域未來趨勢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Stockfeel:Stockfeel:Stockfeel:Stockfeel股感知識庫股感知識庫股感知識庫股感知識庫



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

健康領域未來趨勢健康領域未來趨勢健康領域未來趨勢健康領域未來趨勢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Stockfeel:Stockfeel:Stockfeel:Stockfeel股感知識庫股感知識庫股感知識庫股感知識庫



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

健康領域未來趨勢健康領域未來趨勢健康領域未來趨勢健康領域未來趨勢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Stockfeel:Stockfeel:Stockfeel:Stockfeel股感知識庫股感知識庫股感知識庫股感知識庫



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

健康領域未來趨勢健康領域未來趨勢健康領域未來趨勢健康領域未來趨勢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Stockfeel:Stockfeel:Stockfeel:Stockfeel股感知識庫股感知識庫股感知識庫股感知識庫



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

健康領域未來趨勢健康領域未來趨勢健康領域未來趨勢健康領域未來趨勢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Stockfeel:Stockfeel:Stockfeel:Stockfeel股感知識庫股感知識庫股感知識庫股感知識庫



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

健康領域未來趨勢健康領域未來趨勢健康領域未來趨勢健康領域未來趨勢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Stockfeel:Stockfeel:Stockfeel:Stockfeel股感知識庫股感知識庫股感知識庫股感知識庫



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

未來商業模式未來商業模式未來商業模式未來商業模式：：：：整合整合整合整合

商業模式要素 傳統觀點 新觀點

選擇目標客群
個別的利益相關者，
如醫護人員與病患

更為廣泛的照護系統，強調圍
繞病患的互聯與網絡

提供何種價值給目
標客群

• 產品價值
• 臨床價值
• 健康經濟價值

產品與非生產性價值：
• 推動更佳醫療成果的增值
工具與服務

• 卓越的客戶體驗
• 夥伴關係的新形式

提供的價值如何傳
達給目標客群

主要是推式通路，如
銷售代表詳細介紹及
廣告

推拉一體化的通路，如社交媒
體、線上社區、遊戲、公共教
育活動與宣傳團體的聯盟

����量身定製的治療領域策略，讓商業模式圍繞疾病、而不是地域展開
����整合型付款者/服務提供者的商業模式成爲常態。例如在對病人及其照顧者之間、

整合出藥物服用及家庭服務之方案，並與不同等級醫療服務提供者、製藥公司、
醫材設備公司形成合作夥伴關係

Source: Wordham, J. and Jackson, S.L. (2013). 



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

健康照護產業未來發展方向健康照護產業未來發展方向健康照護產業未來發展方向健康照護產業未來發展方向



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

健康照護產業未來發展方向健康照護產業未來發展方向健康照護產業未來發展方向健康照護產業未來發展方向

方向一：推動國際健康照護產業

行動
方案

� 依不同科別之特色醫療分別成立其服務展示中心，提供國際人士就醫及國
際買家的展示場所

� 提供total solution服務(醫療產業上下垂直整合，創造國產藥品/醫材之國
際通路)

� 鼓勵「產業模組創新」，推動多元化「醫療服務產業聯盟」

方向二：整合輔助科技，提供全面化的完善照顧

行動
方案

� 生活與照護輔具開發：投入自費型的亞健康高齡者生活服務方案，結合研
發單位創造符合實際需要之輔助器具，開發實用、平價及具市場性的產品。

� 發展輔助科技運用及資訊管理工具：朝進階整合ICT與外骨骼智慧輔具發
展，並結合穿戴式裝置、智慧閘道器等，發展照護人員遠距語音影像、人
體肌力偵測與指引/照護服務，發展照護服務

方向三：運用ICT科技，加值服務應用

行動
方案

� 以個人為中心，建構串連的智慧健康系統方案，發展客製化服務
� 營運模式設計、跨領域人才的培養與合作機制建立



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

健康照護產業未來發展方向健康照護產業未來發展方向健康照護產業未來發展方向健康照護產業未來發展方向----遠距照護遠距照護遠距照護遠距照護



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生技產業趨勢

健康照護產業未來發展方向健康照護產業未來發展方向健康照護產業未來發展方向健康照護產業未來發展方向----銀髮需求銀髮需求銀髮需求銀髮需求



生技產生技產生技產生技產

業通路業通路業通路業通路

製藥產業鏈製藥產業鏈製藥產業鏈製藥產業鏈

醫療器材產業鏈醫療器材產業鏈醫療器材產業鏈醫療器材產業鏈

食品生技及再生醫食品生技及再生醫食品生技及再生醫食品生技及再生醫
療產業鏈療產業鏈療產業鏈療產業鏈

生技通路的特點生技通路的特點生技通路的特點生技通路的特點



製藥產業鏈製藥產業鏈製藥產業鏈製藥產業鏈

上游
• 原材料

中游

• 中藥材

• 西藥原料藥

下游

• 中、西藥製劑生產

• 藥品代理、銷售及通路

• 醫療院所



製藥產業鏈製藥產業鏈製藥產業鏈製藥產業鏈
上

游

•原材料

� 製藥產業鏈上游係從事製備藥物加工的原材料階段及新藥開發。西藥原
材料包括一般化學品、天然動植物抽取、微生物菌種、發酵及基因工程
或細胞融合之蛋白質相關的組織細胞等，其中以一般化學為原料占大多
數。中藥的上游中藥材，則主要以植物及少部份由動物、礦物作為原料
。惟近年來因為生物技術的進展，利用基因轉殖方式，以組織培養技術
或直接培養植物或飼養動物來生產藥物，生物科學家已得到許多成功轉
殖的例子，因此未來此技術會造成上游藥物生產技術的一大突破因素。

� 由於新藥開發是一個漫長又複雜、高投資且高風險的過程，藥物研發生
技公司將研發成果轉成商品上市的時間相當冗長，平均而言，一個藥物
從研發到新藥上市，大約要花費十二至十五年的時間，上百億新台幣的
費用，台灣專業新藥研發廠商除了在本業之外，同時發展食品生技等其
他較易獲利的產品線，來支應新藥研發資金來源。另外，也由於新藥研
發時間成本相當高，產業界已發展出階段性研發分工模式，大致區分為
臨床前、Phase I、Phase II、Phase III、新藥申請審查、上市量產等階
段，各研發階段之技術與專利，經過一定驗證後，即可透過資金募集程
序加以有價化，藉由出售獲取權利金。未來為取得新藥開發、銷售、專
利之主導權，透過跨國合作模式取得授權的方式，將會在台灣製藥產業
中愈來愈多。



製藥產業鏈製藥產業鏈製藥產業鏈製藥產業鏈
中

游

• 中藥材

• 西藥原料藥

� 製藥產業鏈中游係從事原料藥工業及中藥材加工業。原料藥工業包含有
機化學合成、天然物萃取純化、微生物的發酵或發酵後半合成，主要製
程技術在回收、萃取、分離、純化及製劑配方，由一般化學品製備者，
主要製程技術為複雜的有機合成及分離純化。原料藥為製劑藥品之主要
有效成分。

� 近年來在各國政府降低醫療成本之壓力下，健保單位傾向使用較低價且
專利過期之學名藥，促使台灣原料代工業進入國際市場，另外的發展機
會為專利藥廠提供成分、來源之原料藥廠，將來待專利藥到期後方能於
第一時間卡位搶占市場商機。目前我國原料藥廠商營運模式近似電子業
的專業代工廠，以外銷市場為主。

� 在疫苗及藥品製造方面，則是朝向更安全、尚未滿足疾病或新種病株、
抗病毒藥物之研發為開發重點。由於癌症治療為全球近年致力研發課題
，生物製劑成為抗體藥物中成長最快速的一類產品。



製藥產業鏈製藥產業鏈製藥產業鏈製藥產業鏈
下

游

•中、西藥製劑生產

•藥品代理、銷售及通路

•醫療院所

� 製藥產業鏈下游係生產中西藥製劑及經營藥品通路。全球前十大藥廠有
九家為美商，一家為英商，全球第一大廠年產值超越360億美元，相較
於台灣有約200家製藥廠商，較國際大廠規模小很多；台灣藥廠除了少
部份承接國際藥廠代工訂單外，營收來源以銷售國內市場為主。

（一）中西藥製劑：
係將原料藥加上製劑輔料，如賦型劑、黏著劑、乳化劑等，加工為
方便使用的劑型。中藥方面除可依傳統方法將中藥材加工成丹、丸
、膏等不同物理型式外，近代發展主流之科學中藥係將傳統中藥材
濃縮加工成顆粒劑、散劑或其他西藥劑。於台灣市場銷售中西藥，
其生產廠商必需符合衛生署優良藥品製造規範（GMP）的要求，製
造出符合標準之製劑後，才可銷售至醫療院所或其他藥品通路。

（二）藥品代理銷售及通路：
國內藥品銷售係指傳統中藥、科學中藥、處方藥及成藥之行銷通路
，主要分為醫院、中西藥局、診所等三類，透過醫師開立處方箋，
再自藥劑師調劑，送交終端消費患者。藥品代理及銷售商主要從事
國外藥品之進口銷售及本土製藥廠之通路。



醫療器材產業鏈醫療器材產業鏈醫療器材產業鏈醫療器材產業鏈

上游

• 電子零組件

• 塑化材料

• 金屬材料及零件

中游

• 醫療器材研發、設計與製造

• 相關法規驗證測試與臨床試驗

下游
• 醫療器材代理、銷售及通路



醫療器材產業鏈醫療器材產業鏈醫療器材產業鏈醫療器材產業鏈

� 醫療器材的上游產業，涉及的廠商種類相當多，如各種電子及半導
體、IC設計，或金屬蓋、金屬扣、支架、檔板、天線彈片、外殼等
沖壓零組件或是感測器、生物材料、電子零組件、支撐身體功用的
體外醫療器材之材料，以及運用尼龍、聚丙烯及ABS塑膠粒、其他
塑/橡膠、紙類、瓷類、玻纖、紡織及防火劑等之複合材料產業。

� 隨著生物科技快速發展，製藥、再生醫療也跨入了醫療器材領域，
如結合細胞、生物活性分子已應用在結合生物材料的醫材科技、結
合藥物而成的新一代複合醫材，此種藉由相互結合增加醫材功能性
，已逐漸成為醫材科技新趨勢。

� 台灣廠商在零組件供應上與歐美廠商有密切的合作關係。近年受到
東南亞及中國大陸醫療器材市場競爭影響，一些技術門檻較低的耗
材類產品已移轉至新興國家生產，台灣目前宜針對精密加工技術進
行研發，如與國外合作或技術的引進，增加轉型或加值之機會。看
好複合醫材趨勢的發展，不少藥廠、生技公司也藉由跨業和異業結
盟等方式，爭搶市場商機。

上

游

•電子零組件

•塑化材料

•金屬材料及零件



醫療器材產業鏈醫療器材產業鏈醫療器材產業鏈醫療器材產業鏈

� 由應用面來區分，可分為應用於醫療檢測與監護器材（如電子血壓
計、體溫計、耳溫槍、空氣檢測產品、恆溫產品）、光學醫療器材
（如光學鏡片、隱形眼鏡）、醫療耗材（如導管、試片、注射器）
、特殊性醫療材料（精密輸液套、幫浦輸液套、胸主動脈血管支架
）、牙科、眼科與骨科醫療器具、人體植入物（人工骨頭、骨球、
骨板、釘釘、螺絲、骨水泥）、衛生用品、健身器材等。

� 國內醫療器材品項計約1,700多項，具有少量多樣的特性。從2014
年前三季出口產品來看，隱形眼鏡、血糖監測產品、醫用耗材、手
術器械和行動輔具為主。伴隨高齡化趨勢，慢性病人口增加，對醫
療器材需求可望持續增加，但受到各國保險給付陸續調降，對醫療
器材銷售價格形成壓力；有鑑於此，國內廠商持續進行自動化設備
及檢測系統等製程改善措施，以降低生產成本，另一方面開發差異
化產品，如針對老年照護市場，開發雲端醫療監控檢測產品及整合
服務；或是結合再生醫療、製藥新技術，研發提供組織器官再生修
護功效的創新醫材產品與技術。

中

游

•醫療器材研發、設計與製造

•相關法規驗證測試與臨床試驗



食品生技產業鏈食品生技產業鏈食品生技產業鏈食品生技產業鏈

上游
• 原料

中游
• 加工製成品

下游
• 保健食品代理、銷售及通路



食品生技產業鏈食品生技產業鏈食品生技產業鏈食品生技產業鏈
上

游

•原料

� 食品生技食品生技食品生技食品生技產業鏈上游為動植物、微生物、礦物、發酵物等原料供應及研發廠商。原業鏈上游為動植物、微生物、礦物、發酵物等原料供應及研發廠商。原業鏈上游為動植物、微生物、礦物、發酵物等原料供應及研發廠商。原業鏈上游為動植物、微生物、礦物、發酵物等原料供應及研發廠商。原

材料分別有來自化學品、天然植物、動物、礦物、天然萃取物、微生物菌種及相關的材料分別有來自化學品、天然植物、動物、礦物、天然萃取物、微生物菌種及相關的材料分別有來自化學品、天然植物、動物、礦物、天然萃取物、微生物菌種及相關的材料分別有來自化學品、天然植物、動物、礦物、天然萃取物、微生物菌種及相關的
動植物細胞等，其中大多數以一般化學為原材料。由全球市場來看，目前保健食品動植物細胞等，其中大多數以一般化學為原材料。由全球市場來看，目前保健食品動植物細胞等，其中大多數以一般化學為原材料。由全球市場來看，目前保健食品動植物細胞等，其中大多數以一般化學為原材料。由全球市場來看，目前保健食品
原料需求以營養素及礦物質需求量最高、維生素次之，植物萃取類為第三大市場。原料需求以營養素及礦物質需求量最高、維生素次之，植物萃取類為第三大市場。原料需求以營養素及礦物質需求量最高、維生素次之，植物萃取類為第三大市場。原料需求以營養素及礦物質需求量最高、維生素次之，植物萃取類為第三大市場。

� 固體發酵係指以人工培育所獲得的功能性代謝固體發酵係指以人工培育所獲得的功能性代謝固體發酵係指以人工培育所獲得的功能性代謝固體發酵係指以人工培育所獲得的功能性代謝產物。大豆為常用之固體原料，透過物。大豆為常用之固體原料，透過物。大豆為常用之固體原料，透過物。大豆為常用之固體原料，透過

微生物分解纖維素、澱粉、蛋白質或其他成分之酵素，釀造成醬油、豆腐乳、納豆、微生物分解纖維素、澱粉、蛋白質或其他成分之酵素，釀造成醬油、豆腐乳、納豆、微生物分解纖維素、澱粉、蛋白質或其他成分之酵素，釀造成醬油、豆腐乳、納豆、微生物分解纖維素、澱粉、蛋白質或其他成分之酵素，釀造成醬油、豆腐乳、納豆、
味噌等食品。目前生技食品開發重點味噌等食品。目前生技食品開發重點味噌等食品。目前生技食品開發重點味噌等食品。目前生技食品開發重點產品有：利用紅麴菌、米發酵生品有：利用紅麴菌、米發酵生品有：利用紅麴菌、米發酵生品有：利用紅麴菌、米發酵生產降膽固醇的降膽固醇的降膽固醇的降膽固醇的
保健品，綠豆皮和麴菌生保健品，綠豆皮和麴菌生保健品，綠豆皮和麴菌生保健品，綠豆皮和麴菌生產抗發炎的發酵品，利用牛樟芝、靈芝與菌種發酵生抗發炎的發酵品，利用牛樟芝、靈芝與菌種發酵生抗發炎的發酵品，利用牛樟芝、靈芝與菌種發酵生抗發炎的發酵品，利用牛樟芝、靈芝與菌種發酵生產的的的的

保健食品等。保健食品等。保健食品等。保健食品等。

� 近年來因生物技術的進步，利用基因工程製造的基因轉殖動物與植物，也可以直接近年來因生物技術的進步，利用基因工程製造的基因轉殖動物與植物，也可以直接近年來因生物技術的進步，利用基因工程製造的基因轉殖動物與植物，也可以直接近年來因生物技術的進步，利用基因工程製造的基因轉殖動物與植物，也可以直接
培養做為生培養做為生培養做為生培養做為生產藥材。雖然目前保健食品原料仍多仰賴進口，但近來藥材。雖然目前保健食品原料仍多仰賴進口，但近來藥材。雖然目前保健食品原料仍多仰賴進口，但近來藥材。雖然目前保健食品原料仍多仰賴進口，但近來在政策計畫推在政策計畫推在政策計畫推在政策計畫推動動動動
下下下下，透過，透過，透過，透過產學合學合學合學合作作作作，將研發成功的技術技轉，將研發成功的技術技轉，將研發成功的技術技轉，將研發成功的技術技轉給給給給廠商，廠商，廠商，廠商，替台灣替台灣替台灣替台灣特有植物或特有植物或特有植物或特有植物或農農農農特特特特產產品品品品
加加加加值成為保健成為保健成為保健成為保健產品，品，品，品，如台灣骨碎補如台灣骨碎補如台灣骨碎補如台灣骨碎補、、、、桑黃桑黃桑黃桑黃、、、、黑蒜頭黑蒜頭黑蒜頭黑蒜頭等，等，等，等，同時同時同時同時也也也也替替替替產品原料、品原料、品原料、品原料、產業業業業收益收益收益收益

、、、、國民國民國民國民健健健健康康康康和醫療和醫療和醫療和醫療資源資源資源資源等帶來多重效等帶來多重效等帶來多重效等帶來多重效益益益益。。。。此外此外此外此外，，，，台灣在再台灣在再台灣在再台灣在再生醫療、製藥技術研發上生醫療、製藥技術研發上生醫療、製藥技術研發上生醫療、製藥技術研發上
成成成成果不斷地累積果不斷地累積果不斷地累積果不斷地累積，雖然生技食品，雖然生技食品，雖然生技食品，雖然生技食品新新新新產品研發技術品研發技術品研發技術品研發技術門檻門檻門檻門檻相對相對相對相對較較較較低，但透過生技技術低，但透過生技技術低，但透過生技技術低，但透過生技技術讓讓讓讓
產品應用品應用品應用品應用範疇範疇範疇範疇擴及保健食品領域，擴及保健食品領域，擴及保健食品領域，擴及保健食品領域，不僅不僅不僅不僅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讓讓讓讓研發的將研發的將研發的將研發的將興新興新興新興新技術技術技術技術當當當當成成成成產品品品品販售販售販售販售，也，也，也，也
衍衍衍衍生生生生出新出新出新出新種類的保健種類的保健種類的保健種類的保健產品品品品（如粒（如粒（如粒（如粒線體保健食品線體保健食品線體保健食品線體保健食品））））。食品生技廠。食品生技廠。食品生技廠。食品生技廠除了掌握除了掌握除了掌握除了掌握市場需求趨市場需求趨市場需求趨市場需求趨
勢，勢，勢，勢，還必須良好控管還必須良好控管還必須良好控管還必須良好控管實實實實驗室驗室驗室驗室產品品品品改良改良改良改良、功效、功效、功效、功效安安安安全性分全性分全性分全性分析析析析、最、最、最、最適適適適化生化生化生化生產等步等步等步等步驟驟驟驟，，，，確確確確保保保保
產品品品品順順順順利上市。利上市。利上市。利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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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生技食品生技食品生技食品生技產業鏈之中游，業鏈之中游，業鏈之中游，業鏈之中游，主要主要主要主要為原材料為原材料為原材料為原材料加加加加工工工工階段階段階段階段，，，，加加加加工工工工項項項項目目目目包含包含包含包含保健食品、保健食品、保健食品、保健食品、

機能性食品、機能性食品、機能性食品、機能性食品、膳膳膳膳食食食食補充補充補充補充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食品添加劑添加劑添加劑添加劑、食用酵素等。、食用酵素等。、食用酵素等。、食用酵素等。

� 保健食品為保健食品為保健食品為保健食品為幫助幫助幫助幫助維持維持維持維持身身身身體健體健體健體健康康康康、或、或、或、或增增增增進進進進攝攝攝攝取生取生取生取生活飲活飲活飲活飲食中食中食中食中不足不足不足不足的營養成分。的營養成分。的營養成分。的營養成分。型型型型
態態態態分為粉分為粉分為粉分為粉末末末末、、、、膠囊膠囊膠囊膠囊、、、、錠劑錠劑錠劑錠劑、、、、液狀液狀液狀液狀、、、、凍狀凍狀凍狀凍狀、、、、餅狀餅狀餅狀餅狀、、、、茶包茶包茶包茶包等。因等。因等。因等。因劑型劑型劑型劑型的的的的不同不同不同不同常常常常見不同見不同見不同見不同

的的的的添加添加添加添加物，物，物，物，如如如如抗抗抗抗氧氧氧氧化物、營養化物、營養化物、營養化物、營養添加添加添加添加物、食用物、食用物、食用物、食用著色劑著色劑著色劑著色劑等。等。等。等。

� 酵素原料工業基本上為有機化學工業，原料的製酵素原料工業基本上為有機化學工業，原料的製酵素原料工業基本上為有機化學工業，原料的製酵素原料工業基本上為有機化學工業，原料的製備備備備有有有有從從從從天然物取得天然物取得天然物取得天然物取得者者者者，有，有，有，有從從從從
微生物發酵或動植物細胞培養微生物發酵或動植物細胞培養微生物發酵或動植物細胞培養微生物發酵或動植物細胞培養而而而而來，來，來，來，主要主要主要主要製程技術製程技術製程技術製程技術在回收在回收在回收在回收、萃取、分、萃取、分、萃取、分、萃取、分離離離離、、、、純純純純化化化化
及製及製及製及製劑配劑配劑配劑配方方方方；；；；由一般化學品製由一般化學品製由一般化學品製由一般化學品製備者備者備者備者，，，，主要主要主要主要製程技術為製程技術為製程技術為製程技術為複雜複雜複雜複雜的有機合成及分的有機合成及分的有機合成及分的有機合成及分離離離離
純純純純化。化。化。化。

� 食品生技因食品生技因食品生技因食品生技因具具具具有有有有產品開發、上市品開發、上市品開發、上市品開發、上市時時時時程程程程速度速度速度速度快，快，快，快，風險風險風險風險低等低等低等低等優優優優勢，相勢，相勢，相勢，相較法規壁壘較法規壁壘較法規壁壘較法規壁壘

高的醫藥類高的醫藥類高的醫藥類高的醫藥類產品，品，品，品，此此此此類類類類消費消費消費消費性性性性產品品品品更具拓更具拓更具拓更具拓展展展展彈彈彈彈性。近性。近性。近性。近年興起興起興起興起的機能性保健的機能性保健的機能性保健的機能性保健產
品及發酵乳品及發酵乳品及發酵乳品及發酵乳更是是是是帶動食品生技帶動食品生技帶動食品生技帶動食品生技產業的業的業的業的主主主主力，其中以發酵乳，其中以發酵乳，其中以發酵乳，其中以發酵乳銷售銷售銷售銷售成成成成長長長長最為快最為快最為快最為快速速速速
，，，，亦是亦是亦是亦是多多多多家家家家食品廠商食品廠商食品廠商食品廠商投入投入投入投入最多也最多也最多也最多也回收回收回收回收最快的最快的最快的最快的產品品品品項項項項目。食用性目。食用性目。食用性目。食用性調節調節調節調節生生生生理理理理機能機能機能機能
、養、養、養、養顏美容顏美容顏美容顏美容產品品品品在在在在食品生技食品生技食品生技食品生技銷售比銷售比銷售比銷售比重重重重逐逐逐逐年上升，年上升，年上升，年上升，如山茶花膠囊如山茶花膠囊如山茶花膠囊如山茶花膠囊////錠錠錠錠、、、、膠膠膠膠原蛋白原蛋白原蛋白原蛋白

飲飲飲飲////凍凍凍凍，其中，其中，其中，其中膠膠膠膠原蛋白由牛皮、牛原蛋白由牛皮、牛原蛋白由牛皮、牛原蛋白由牛皮、牛骨骨骨骨、、、、豬豬豬豬皮、皮、皮、皮、魚魚魚魚皮、皮、皮、皮、魚鱗魚鱗魚鱗魚鱗等原料等原料等原料等原料水水水水解製成，其中解製成，其中解製成，其中解製成，其中
目前市場以目前市場以目前市場以目前市場以魚水魚水魚水魚水解製成之解製成之解製成之解製成之膠膠膠膠原蛋白原蛋白原蛋白原蛋白產品品品品銷售銷售銷售銷售最最最最受歡迎受歡迎受歡迎受歡迎。。。。此外此外此外此外，機能性食品，機能性食品，機能性食品，機能性食品如如如如
水溶水溶水溶水溶性性性性膳膳膳膳食纖維，係由酵素食纖維，係由酵素食纖維，係由酵素食纖維，係由酵素水水水水解解解解玉玉玉玉米澱粉米澱粉米澱粉米澱粉產生的生的生的生的非甜非甜非甜非甜味性多味性多味性多味性多醣，可降低，可降低，可降低，可降低脂肪脂肪脂肪脂肪

被被被被人體人體人體人體消消消消化化化化系統吸收系統吸收系統吸收系統吸收，也，也，也，也是許是許是許是許多廠商多廠商多廠商多廠商積極投入積極投入積極投入積極投入開發領域。開發領域。開發領域。開發領域。

中

游

•加工製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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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生技食品生技食品生技食品生技產業鏈之業鏈之業鏈之業鏈之下下下下游，係指保健食品代游，係指保健食品代游，係指保健食品代游，係指保健食品代理銷售理銷售理銷售理銷售及及及及通路通路通路通路商，商，商，商，包含包含包含包含自有品自有品自有品自有品牌牌牌牌生生生生
產及及及及銷售銷售銷售銷售廠商。廠商。廠商。廠商。依依依依食品所食品所食品所食品所統計統計統計統計，目前，目前，目前，目前台灣台灣台灣台灣仍以多仍以多仍以多仍以多層層層層次次次次傳銷傳銷傳銷傳銷或直或直或直或直銷銷銷銷為為為為主主主主，其次，其次，其次，其次

依序依序依序依序為醫為醫為醫為醫院診院診院診院診所所所所////藥藥藥藥房房房房////藥藥藥藥妝店妝店妝店妝店、一般食品、一般食品、一般食品、一般食品店（包括連鎖超店（包括連鎖超店（包括連鎖超店（包括連鎖超市、市、市、市、便便便便利商利商利商利商店店店店、、、、福福福福利利利利
中中中中心）心）心）心）、、、、電視購電視購電視購電視購物物物物／電台購／電台購／電台購／電台購物物物物／郵購／網路購／郵購／網路購／郵購／網路購／郵購／網路購物等。但由於物等。但由於物等。但由於物等。但由於此此此此領域技術領域技術領域技術領域技術門檻較門檻較門檻較門檻較

低，市場低，市場低，市場低，市場競爭劇烈競爭劇烈競爭劇烈競爭劇烈，，，，又又又又因因因因許許許許多多多多通路紛紛搶通路紛紛搶通路紛紛搶通路紛紛搶進進進進網路購網路購網路購網路購物市場，物市場，物市場，物市場，衝擊既衝擊既衝擊既衝擊既有的實體有的實體有的實體有的實體
通路通路通路通路，，，，藉此藉此藉此藉此可觀可觀可觀可觀察出察出察出察出，目前保健食品市場，目前保健食品市場，目前保健食品市場，目前保健食品市場已已已已接近接近接近接近飽飽飽飽和，和，和，和，各通路銷售金額除電各通路銷售金額除電各通路銷售金額除電各通路銷售金額除電

視／電台／郵購／網路購視／電台／郵購／網路購視／電台／郵購／網路購視／電台／郵購／網路購物與物與物與物與不定不定不定不定點展點展點展點展售售售售有提升有提升有提升有提升外外外外，其，其，其，其餘則衰退餘則衰退餘則衰退餘則衰退。以。以。以。以銷售比銷售比銷售比銷售比

例例例例來看，多來看，多來看，多來看，多層層層層次次次次傳銷傳銷傳銷傳銷或直或直或直或直銷下銷下銷下銷下降最大，藥降最大，藥降最大，藥降最大，藥房房房房及藥及藥及藥及藥妝店妝店妝店妝店、一般食品、一般食品、一般食品、一般食品店店店店、、、、電視／電電視／電電視／電電視／電

台購台購台購台購物物物物／郵購／網路購／郵購／網路購／郵購／網路購／郵購／網路購物物物物則略則略則略則略為提升。為提升。為提升。為提升。

� 保健食品保健食品保健食品保健食品產業業業業屬屬屬屬行政院推政院推政院推政院推動之動之動之動之六大大大大新興新興新興新興產業中業中業中業中「「「「生技生技生技生技起飛」計畫下起飛」計畫下起飛」計畫下起飛」計畫下食品生物食品生物食品生物食品生物
技術的應用技術的應用技術的應用技術的應用範疇範疇範疇範疇，，，，並並並並與醫與醫與醫與醫療照護、照護、照護、照護、精緻農精緻農精緻農精緻農業、生技等業、生技等業、生技等業、生技等產業業業業息息息息息息息息相關。相關。相關。相關。面面面面對對對對日益日益日益日益

龐龐龐龐大的醫療大的醫療大的醫療大的醫療支出支出支出支出，高，高，高，高齡齡齡齡化化化化社社社社會會會會到到到到來，促使保健來，促使保健來，促使保健來，促使保健意識意識意識意識提升，提升，提升，提升，個個個個人健人健人健人健康管理逐漸康管理逐漸康管理逐漸康管理逐漸

落落落落實實實實在個在個在個在個人人人人日日日日常生常生常生常生活活活活中。中。中。中。隨著隨著隨著隨著生物生物生物生物科科科科技的進步，技的進步，技的進步，技的進步，不僅不僅不僅不僅帶動帶動帶動帶動台灣再台灣再台灣再台灣再生醫療、製生醫療、製生醫療、製生醫療、製
藥藥藥藥產業發展，也業發展，也業發展，也業發展，也讓新興讓新興讓新興讓新興技術技術技術技術延伸至延伸至延伸至延伸至保健保健保健保健產品領域，開發品領域，開發品領域，開發品領域，開發更更更更多多多多具具具具有預有預有預有預防防防防、、、、修補修補修補修補

或或或或延緩疾延緩疾延緩疾延緩疾病效病效病效病效果果果果的機能性商品。的機能性商品。的機能性商品。的機能性商品。

� 全球保健食品市場持續成全球保健食品市場持續成全球保健食品市場持續成全球保健食品市場持續成長長長長，前三大市場，前三大市場，前三大市場，前三大市場依序依序依序依序為為為為美國美國美國美國、、、、日日日日本及中本及中本及中本及中國國國國大大大大陸陸陸陸。中。中。中。中
國國國國大大大大陸陸陸陸的營養與保健食品製造業納的營養與保健食品製造業納的營養與保健食品製造業納的營養與保健食品製造業納入入入入十二十二十二十二五五五五計畫計畫計畫計畫，為，為，為，為國國國國中重點發展的中重點發展的中重點發展的中重點發展的產業，業，業，業，

在政策在政策在政策在政策大大大大力力力力推推推推動動動動下下下下，，，，未未未未來發展前來發展前來發展前來發展前景樂景樂景樂景樂觀。觀。觀。觀。隨著隨著隨著隨著十十十十三五三五三五三五計畫計畫計畫計畫即將展開，中即將展開，中即將展開，中即將展開，中國國國國大大大大
陸陸陸陸保健市場也成為保健市場也成為保健市場也成為保健市場也成為台灣台灣台灣台灣業業業業者積極者積極者積極者積極開開開開拓拓拓拓的重點，目前的重點，目前的重點，目前的重點，目前已已已已有有有有不不不不少少少少業業業業者者者者透過與透過與透過與透過與當地當地當地當地
廠商廠商廠商廠商共共共共同同同同合合合合作作作作開發、開發、開發、開發、異異異異業業業業結盟結盟結盟結盟等方等方等方等方式式式式來來來來積極搶積極搶積極搶積極搶攻攻攻攻市場。市場。市場。市場。

下

游

•保健食品代理、銷售及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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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
• 幹細胞收集儲存

中游
• 幹細胞開發

下游

• 臨床實驗、移植技術、疾病治

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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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游

•幹細胞收集儲存

� 再生醫療上游再生醫療上游再生醫療上游再生醫療上游產業係從事幹細胞收集與保存廠商，收集物包括新生兒臍業係從事幹細胞收集與保存廠商，收集物包括新生兒臍業係從事幹細胞收集與保存廠商，收集物包括新生兒臍業係從事幹細胞收集與保存廠商，收集物包括新生兒臍

帶血（造血幹細胞）、臍帶（間質幹細胞）、乳牙幹細胞、受精卵（精原幹細帶血（造血幹細胞）、臍帶（間質幹細胞）、乳牙幹細胞、受精卵（精原幹細帶血（造血幹細胞）、臍帶（間質幹細胞）、乳牙幹細胞、受精卵（精原幹細帶血（造血幹細胞）、臍帶（間質幹細胞）、乳牙幹細胞、受精卵（精原幹細
胞）、骨髓（周邊血幹細胞）、胎盤、脂肪、皮膚等物品儲存。其胞）、骨髓（周邊血幹細胞）、胎盤、脂肪、皮膚等物品儲存。其胞）、骨髓（周邊血幹細胞）、胎盤、脂肪、皮膚等物品儲存。其胞）、骨髓（周邊血幹細胞）、胎盤、脂肪、皮膚等物品儲存。其產製過製過製過製過程從程從程從程從
幹細胞幹細胞幹細胞幹細胞採採採採集開集開集開集開始始始始，，，，經過分離經過分離經過分離經過分離、、、、檢驗檢驗檢驗檢驗、、、、冷凍冷凍冷凍冷凍儲存、儲存儲存、儲存儲存、儲存儲存、儲存安全安全安全安全維護，以至於維護，以至於維護，以至於維護，以至於客客客客戶
提領提領提領提領管理等一系管理等一系管理等一系管理等一系列列列列流程，流程，流程，流程，若採樣若採樣若採樣若採樣與保存與保存與保存與保存條件符條件符條件符條件符合合合合標準標準標準標準，臍帶血，臍帶血，臍帶血，臍帶血內的成體幹的成體幹的成體幹的成體幹

細胞活細胞活細胞活細胞活性可性可性可性可維持維持維持維持數十數十數十數十年。年。年。年。

� 新生兒的臍帶與臍帶血新生兒的臍帶與臍帶血新生兒的臍帶與臍帶血新生兒的臍帶與臍帶血是目是目是目是目前前前前取得取得取得取得成體幹細胞成體幹細胞成體幹細胞成體幹細胞最最最最主要的來主要的來主要的來主要的來源源源源，，，，未未未未來臍帶來臍帶來臍帶來臍帶
血的血的血的血的應應應應用以成體幹細胞的間質幹細胞用以成體幹細胞的間質幹細胞用以成體幹細胞的間質幹細胞用以成體幹細胞的間質幹細胞較較較較為為為為廣泛廣泛廣泛廣泛。。。。亞洲亞洲亞洲亞洲各國各國各國各國多多多多家家家家握有技術握有技術握有技術握有技術

能能能能力力力力的臍帶血的臍帶血的臍帶血的臍帶血銀行銀行銀行銀行，在各，在各，在各，在各自自自自的國家的國家的國家的國家均有均有均有均有發展發展發展發展潛力潛力潛力潛力，，，，彼彼彼彼此此此此之之之之間間間間可可可可以以以以達達達達到到到到某種某種某種某種
程度的合作與資程度的合作與資程度的合作與資程度的合作與資源分享源分享源分享源分享。。。。目目目目前包括前包括前包括前包括台灣台灣台灣台灣、新加、新加、新加、新加坡坡坡坡、、、、馬馬馬馬來來來來西亞西亞西亞西亞、、、、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韓韓韓韓國、國、國、國、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等等等等六六六六個國家臍帶血個國家臍帶血個國家臍帶血個國家臍帶血銀行銀行銀行銀行業業業業者者者者已已已已共同共同共同共同合作，成合作，成合作，成合作，成立「亞洲立「亞洲立「亞洲立「亞洲臍血臍血臍血臍血銀行聯盟銀行聯盟銀行聯盟銀行聯盟（（（（
ACBCACBCACBCACBC））））」」」」，，，，串聯起跨串聯起跨串聯起跨串聯起跨國醫國醫國醫國醫學學學學資資資資源源源源。。。。

� 幹細胞來幹細胞來幹細胞來幹細胞來源除了採源除了採源除了採源除了採集臍帶集臍帶集臍帶集臍帶及及及及臍帶血臍帶血臍帶血臍帶血外外外外，，，，近近近近年年年年興起採興起採興起採興起採集儲存周邊血幹細胞，集儲存周邊血幹細胞，集儲存周邊血幹細胞，集儲存周邊血幹細胞，
其其其其優點優點優點優點在於在於在於在於可可可可從成人骨髓中從成人骨髓中從成人骨髓中從成人骨髓中採採採採集，集，集，集，應應應應用於用於用於用於替代全身麻醉替代全身麻醉替代全身麻醉替代全身麻醉骨髓骨髓骨髓骨髓手術手術手術手術，，，，目目目目前周前周前周前周
邊血幹細胞邊血幹細胞邊血幹細胞邊血幹細胞之之之之醫療醫療醫療醫療應應應應用主要為幹細胞用主要為幹細胞用主要為幹細胞用主要為幹細胞移植及癌症輔助移植及癌症輔助移植及癌症輔助移植及癌症輔助治療，並治療，並治療，並治療，並應應應應用於治用於治用於治用於治
療血療血療血療血液相關液相關液相關液相關和免和免和免和免疫疫疫疫系系系系統統統統等疾病，而等疾病，而等疾病，而等疾病，而未未未未來來來來適適適適合此合此合此合此種種種種治療方治療方治療方治療方式之式之式之式之疾病將持續疾病將持續疾病將持續疾病將持續
增加。增加。增加。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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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生醫療中游再生醫療中游再生醫療中游再生醫療中游產業係從事造血幹細胞、業係從事造血幹細胞、業係從事造血幹細胞、業係從事造血幹細胞、胚胚胚胚胎幹細胞、臍帶間質幹細胞、牙胎幹細胞、臍帶間質幹細胞、牙胎幹細胞、臍帶間質幹細胞、牙胎幹細胞、臍帶間質幹細胞、牙
幹細胞等幹細胞等幹細胞等幹細胞等之之之之開發，其開發，其開發，其開發，其產製製製製流程包括資料流程包括資料流程包括資料流程包括資料庫搜尋配對庫搜尋配對庫搜尋配對庫搜尋配對機機機機制制制制、、、、跨跨跨跨國幹細胞國幹細胞國幹細胞國幹細胞冷冷冷冷

凍樣本凍樣本凍樣本凍樣本運運運運送送送送流程與管流程與管流程與管流程與管控控控控、幹細胞、幹細胞、幹細胞、幹細胞解凍技術解凍技術解凍技術解凍技術與作業程與作業程與作業程與作業程序序序序開發、幹細胞開發、幹細胞開發、幹細胞開發、幹細胞移植移植移植移植
模模模模型的建型的建型的建型的建立立立立、、、、接接接接受受受受移植單位移植單位移植單位移植單位的品質的品質的品質的品質鑑鑑鑑鑑定（定（定（定（申請申請申請申請成為合成為合成為合成為合格之格之格之格之細胞細胞細胞細胞供應單位供應單位供應單位供應單位））））
等開發作業。等開發作業。等開發作業。等開發作業。

� 臍帶血（造血幹細胞）主要用於重建血臍帶血（造血幹細胞）主要用於重建血臍帶血（造血幹細胞）主要用於重建血臍帶血（造血幹細胞）主要用於重建血液液液液（（（（如如如如增生增生增生增生紅紅紅紅血血血血球球球球、血、血、血、血小板小板小板小板），以），以），以），以及及及及
免免免免疫疫疫疫功能的功能的功能的功能的提升提升提升提升（（（（如如如如增生增生增生增生白白白白血血血血球球球球，，，，可代替可代替可代替可代替骨髓用作治療骨髓用作治療骨髓用作治療骨髓用作治療癌症及貧癌症及貧癌症及貧癌症及貧血血血血症多症多症多症多
種種種種疾病）。臍帶（間質幹細胞）疾病）。臍帶（間質幹細胞）疾病）。臍帶（間質幹細胞）疾病）。臍帶（間質幹細胞）取自取自取自取自臍帶中臍帶中臍帶中臍帶中黏稠狀黏稠狀黏稠狀黏稠狀的中的中的中的中胚層胚層胚層胚層而而而而非非非非臍帶血，臍帶血，臍帶血，臍帶血，具具具具
有極佳有極佳有極佳有極佳的的的的自我自我自我自我更新更新更新更新及及及及增生的能增生的能增生的能增生的能力力力力，，，，可可可可以在體以在體以在體以在體外培植外培植外培植外培植增加幹細胞的增加幹細胞的增加幹細胞的增加幹細胞的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且且且且能能能能分分分分化成骨化成骨化成骨化成骨骼骼骼骼、、、、軟軟軟軟骨、骨、骨、骨、肌肉肌肉肌肉肌肉、脂肪、、脂肪、、脂肪、、脂肪、神經神經神經神經、、、、肝臟肝臟肝臟肝臟等。等。等。等。另外另外另外另外造血幹細胞，造血幹細胞，造血幹細胞，造血幹細胞，如如如如
自自自自體血體血體血體血小板小板小板小板用來治療用來治療用來治療用來治療或修復或修復或修復或修復各各各各種組織種組織種組織種組織，，，，透過刺激透過刺激透過刺激透過刺激細胞細胞細胞細胞分分分分化與生活，化與生活，化與生活，化與生活，達達達達到到到到
傷口癒傷口癒傷口癒傷口癒合、骨合、骨合、骨合、骨頭頭頭頭生長與生長與生長與生長與軟軟軟軟骨再生等骨再生等骨再生等骨再生等效果效果效果效果。。。。胚胚胚胚胎幹細胞胎幹細胞胎幹細胞胎幹細胞則可製則可製則可製則可製造更造更造更造更多紅多紅多紅多紅血血血血
球球球球以治療血以治療血以治療血以治療血液液液液方方方方面面面面的疾病、以的疾病、以的疾病、以的疾病、以及分及分及分及分化心化心化心化心臟臟臟臟細胞細胞細胞細胞修補缺損組織修補缺損組織修補缺損組織修補缺損組織。。。。

� 乳牙幹細胞乳牙幹細胞乳牙幹細胞乳牙幹細胞具分具分具分具分化、化、化、化、修復修復修復修復功能，醫療功能，醫療功能，醫療功能，醫療應應應應用用用用範圍範圍範圍範圍包含包含包含包含修復修復修復修復牙周病、皮膚、牙周病、皮膚、牙周病、皮膚、牙周病、皮膚、神神神神
經經經經、骨、骨、骨、骨骼骼骼骼與與與與糖尿糖尿糖尿糖尿病等。骨髓幹細胞病等。骨髓幹細胞病等。骨髓幹細胞病等。骨髓幹細胞可可可可治治治治癒癒癒癒血血血血癌癌癌癌、、、、抗藥性肺結抗藥性肺結抗藥性肺結抗藥性肺結核、核、核、核、肝硬肝硬肝硬肝硬化疾化疾化疾化疾
病等。皮膚幹細胞病等。皮膚幹細胞病等。皮膚幹細胞病等。皮膚幹細胞則可修復肌則可修復肌則可修復肌則可修復肌膚膚膚膚傷疤傷疤傷疤傷疤、、、、多應多應多應多應用於美用於美用於美用於美容容容容與保與保與保與保養養養養。。。。

中

游

•幹細胞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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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再再再生醫療生醫療生醫療生醫療下下下下游游游游產業業業業負責幹負責幹負責幹負責幹細胞細胞細胞細胞運運運運用開發及用開發及用開發及用開發及治治治治療。療。療。療。從從從從事事事事開發開發開發開發幹幹幹幹細胞療細胞療細胞療細胞療法法法法的的的的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依依依依其所其所其所其所著著著著重開發之重開發之重開發之重開發之幹幹幹幹細胞類細胞類細胞類細胞類型型型型，大，大，大，大略略略略分為成體分為成體分為成體分為成體幹幹幹幹細胞細胞細胞細胞（（（（adult stem celladult stem celladult stem celladult stem cell））））與與與與胚胚胚胚
胎幹胎幹胎幹胎幹細胞細胞細胞細胞（（（（emememembbbbrrrryyyyonic stem cellonic stem cellonic stem cellonic stem cell））））。成體。成體。成體。成體幹幹幹幹細胞最細胞最細胞最細胞最早早早早從骨從骨從骨從骨髓移髓移髓移髓移植的造植的造植的造植的造血幹血幹血幹血幹細胞細胞細胞細胞
開開開開始始始始，，，，到到到到現現現現今今今今研發研發研發研發出出出出的的的的臍臍臍臍帶帶帶帶間間間間質質質質幹幹幹幹細胞、細胞、細胞、細胞、牙幹牙幹牙幹牙幹細胞、細胞、細胞、細胞、神經幹神經幹神經幹神經幹細胞、細胞、細胞、細胞、胰臟幹胰臟幹胰臟幹胰臟幹細胞細胞細胞細胞
、、、、脂肪脂肪脂肪脂肪幹幹幹幹細胞等，細胞等，細胞等，細胞等，主要主要主要主要應用於應用於應用於應用於治治治治療療療療阿茲海默症阿茲海默症阿茲海默症阿茲海默症、、、、杭丁頓舞蹈症杭丁頓舞蹈症杭丁頓舞蹈症杭丁頓舞蹈症、、、、老老老老年性年性年性年性黃黃黃黃斑斑斑斑病病病病
變、變、變、變、糖尿糖尿糖尿糖尿病、中病、中病、中病、中風風風風、、、、骨科骨科骨科骨科損傷損傷損傷損傷、、、、外科外科外科外科重重重重建手建手建手建手術及醫學術及醫學術及醫學術及醫學美容美容美容美容等領域，目前等領域，目前等領域，目前等領域，目前已已已已有進有進有進有進
入入入入臨床試臨床試臨床試臨床試驗驗驗驗或接近商品化或接近商品化或接近商品化或接近商品化階段階段階段階段的成的成的成的成果果果果，，，，如如如如利用利用利用利用幹幹幹幹細胞療細胞療細胞療細胞療法法法法將病患將病患將病患將病患骨骨骨骨髓幹髓幹髓幹髓幹細胞細胞細胞細胞
以及組以及組以及組以及組織織織織工程研發的工程研發的工程研發的工程研發的奈奈奈奈米纖維人工米纖維人工米纖維人工米纖維人工氣氣氣氣管管管管一一一一起起起起培養，使其成功培養，使其成功培養，使其成功培養，使其成功移移移移植植植植不具不具不具不具排斥排斥排斥排斥性性性性
。。。。另另另另外外外外胚胎幹胚胎幹胚胎幹胚胎幹細胞有細胞有細胞有細胞有助助助助於於於於減輕免疫減輕免疫減輕免疫減輕免疫細胞細胞細胞細胞受受受受損症損症損症損症狀狀狀狀，，，，如增加如增加如增加如增加愛滋愛滋愛滋愛滋病患之病患之病患之病患之免疫免疫免疫免疫細細細細
胞數量。胞數量。胞數量。胞數量。幹幹幹幹細胞細胞細胞細胞除了在除了在除了在除了在重大重大重大重大疾疾疾疾病醫病醫病醫病醫治治治治的應用的應用的應用的應用外外外外，目前，目前，目前，目前亦亦亦亦有發展其他應用，有發展其他應用，有發展其他應用，有發展其他應用，如如如如
利用利用利用利用幹幹幹幹細胞提高細胞提高細胞提高細胞提高3D3D3D3D生物生物生物生物列印列印列印列印植植植植牙牙牙牙體的細胞生體的細胞生體的細胞生體的細胞生長長長長。。。。

� 因高因高因高因高齡社齡社齡社齡社會來會來會來會來臨臨臨臨，人口，人口，人口，人口老老老老化、化、化、化、慢慢慢慢性病預性病預性病預性病預防防防防及保健及保健及保健及保健意識增長意識增長意識增長意識增長，，，，國國國國內外外外外市場需求市場需求市場需求市場需求
增加增加增加增加，預期，預期，預期，預期未未未未來來來來再再再再生醫療生醫療生醫療生醫療產業將持續成業將持續成業將持續成業將持續成長長長長。。。。在在在在全球全球全球全球已已已已上市的上市的上市的上市的再再再再生醫療生醫療生醫療生醫療產品中品中品中品中

，皮，皮，皮，皮膚膚膚膚及及及及軟軟軟軟骨骨骨骨組組組組織織織織之之之之治治治治療為療為療為療為主主主主流流流流，，，，而而而而癌症治癌症治癌症治癌症治療領域療領域療領域療領域則具則具則具則具成成成成長長長長性。以性。以性。以性。以台灣再台灣再台灣再台灣再生生生生
醫療醫療醫療醫療產業發展現業發展現業發展現業發展現況況況況來看來看來看來看（包括（包括（包括（包括細胞保細胞保細胞保細胞保存存存存與與與與治治治治療、組療、組療、組療、組織織織織工程、可促進組工程、可促進組工程、可促進組工程、可促進組織織織織再再再再生之生之生之生之
生醫材料生醫材料生醫材料生醫材料如膠如膠如膠如膠原蛋白原蛋白原蛋白原蛋白產品、品、品、品、牙牙牙牙科科科科或或或或骨科骨科骨科骨科用用用用骨骨骨骨填填填填料、組料、組料、組料、組織織織織再再再再生生生生膜膜膜膜、微、微、微、微創手創手創手創手術用術用術用術用
擴擴擴擴沾黏填沾黏填沾黏填沾黏填料等料等料等料等產品類別品類別品類別品類別）））），細胞，細胞，細胞，細胞治治治治療療療療占占占占台灣再台灣再台灣再台灣再生醫療生醫療生醫療生醫療產值最大最大最大最大宗宗宗宗，其次為組，其次為組，其次為組，其次為組織織織織

工程相關之工程相關之工程相關之工程相關之再再再再生醫材，生醫材，生醫材，生醫材，而而而而因因因因台灣台灣台灣台灣目前細胞目前細胞目前細胞目前細胞治治治治療療療療尚處尚處尚處尚處於體於體於體於體外外外外實實實實驗驗驗驗及動物及動物及動物及動物試試試試驗階驗階驗階驗階
段段段段，因，因，因，因此國此國此國此國內再再再再生醫療生醫療生醫療生醫療產業以業以業以業以幹幹幹幹細胞或細胞或細胞或細胞或臍臍臍臍帶帶帶帶血血血血保保保保存存存存業業業業務務務務為為為為主主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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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目前目前目前幹幹幹幹細胞細胞細胞細胞產品大多品大多品大多品大多處處處處於於於於臨床試臨床試臨床試臨床試驗階段驗階段驗階段驗階段，其中，其中，其中，其中較具較具較具較具未未未未來市場來市場來市場來市場潛力潛力潛力潛力之之之之產品為自品為自品為自品為自
體體體體免疫免疫免疫免疫及及及及心心心心血血血血管疾管疾管疾管疾病。病。病。病。此外此外此外此外，將細胞，將細胞，將細胞，將細胞治治治治療療療療產品品品品拓拓拓拓展展展展至新至新至新至新應用領應用領應用領應用領亦亦亦亦為研發重點為研發重點為研發重點為研發重點

之一，之一，之一，之一，如如如如用於用於用於用於治治治治療療療療複雜複雜複雜複雜的基因的基因的基因的基因疾疾疾疾病、病、病、病、癌症癌症癌症癌症、整、整、整、整形形形形醫醫醫醫美美美美等領域。等領域。等領域。等領域。另另另另一方一方一方一方面面面面，，，，隨著隨著隨著隨著
細胞細胞細胞細胞治治治治療技術進步，將可促進組療技術進步，將可促進組療技術進步，將可促進組療技術進步，將可促進組織織織織工程市場成工程市場成工程市場成工程市場成長長長長。。。。幹幹幹幹細胞研細胞研細胞研細胞研究未究未究未究未來來來來在在在在生技醫生技醫生技醫生技醫
藥藥藥藥產業有三大應用領域，即業有三大應用領域，即業有三大應用領域，即業有三大應用領域，即移移移移植植植植手手手手術、藥物開發，以及基術、藥物開發，以及基術、藥物開發，以及基術、藥物開發，以及基礎礎礎礎研研研研究究究究。。。。幹幹幹幹細胞細胞細胞細胞主要主要主要主要

運運運運用用用用在在在在培養自體培養自體培養自體培養自體幹幹幹幹細胞來細胞來細胞來細胞來修修修修復損壞復損壞復損壞復損壞組組組組織織織織，，，，去去去去除除除除一般一般一般一般手手手手術帶來的術帶來的術帶來的術帶來的風險風險風險風險，目前，目前，目前，目前帕帕帕帕
金金金金森氏症森氏症森氏症森氏症、、、、阿茲海默症阿茲海默症阿茲海默症阿茲海默症、、、、糖尿糖尿糖尿糖尿病第一病第一病第一病第一型型型型和多發性和多發性和多發性和多發性硬硬硬硬化化化化症症症症已已已已經經經經進進進進入入入入臨床試臨床試臨床試臨床試驗階驗階驗階驗階
段段段段。藥物開發。藥物開發。藥物開發。藥物開發部部部部分，分，分，分，從從從從前多以白前多以白前多以白前多以白老鼠老鼠老鼠老鼠做藥物、做藥物、做藥物、做藥物、安安安安全性實全性實全性實全性實驗驗驗驗等，然等，然等，然等，然而而而而動物實動物實動物實動物實驗驗驗驗結結結結
果果果果未未未未必必必必可可可可完完完完全全全全反映反映反映反映在在在在人體人體人體人體身身身身上，利用上，利用上，利用上，利用幹幹幹幹細胞體細胞體細胞體細胞體外外外外培養分化成特培養分化成特培養分化成特培養分化成特定定定定組組組組織織織織，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提供一提供一提供一提供一個個個個很很很很好好好好的藥物的藥物的藥物的藥物篩選篩選篩選篩選及研發及研發及研發及研發平平平平台台台台，大，大，大，大幅幅幅幅降低實降低實降低實降低實驗驗驗驗經經經經費費費費。。。。幹幹幹幹細胞細胞細胞細胞在在在在基基基基礎礎礎礎研研研研
究究究究上可以上可以上可以上可以幫助了幫助了幫助了幫助了解細胞發育解細胞發育解細胞發育解細胞發育狀狀狀狀況況況況、基因、基因、基因、基因表表表表現、現、現、現、疾疾疾疾病病病病作作作作用及用及用及用及影響影響影響影響，進，進，進，進而而而而發展發展發展發展治治治治
療方療方療方療方法法法法。。。。

� 再再再再生醫療廠商目前生醫療廠商目前生醫療廠商目前生醫療廠商目前不不不不只只只只以細胞以細胞以細胞以細胞儲存服務儲存服務儲存服務儲存服務為為為為主要主要主要主要營業營業營業營業項項項項目，目，目，目，在在在在未未未未來發展上，業來發展上，業來發展上，業來發展上，業
者紛紛者紛紛者紛紛者紛紛開發開發開發開發再再再再生醫療的多生醫療的多生醫療的多生醫療的多元元元元層面層面層面層面，將應用領域擴，將應用領域擴，將應用領域擴，將應用領域擴至至至至周邊周邊周邊周邊相關相關相關相關產業，業，業，業，如如如如生物製生物製生物製生物製
藥、醫學藥、醫學藥、醫學藥、醫學美容美容美容美容等，等，等，等，作作作作為為為為產品品品品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布局布局布局布局。。。。在在在在研研研研究究究究能量能量能量能量累積累積累積累積上，上，上，上，在在在在自有技術開發自有技術開發自有技術開發自有技術開發外外外外

，也，也，也，也積極積極積極積極與醫與醫與醫與醫院院院院、學、學、學、學界結盟界結盟界結盟界結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細胞細胞細胞細胞治治治治療發展。療發展。療發展。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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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



生技通路的特點生技通路的特點生技通路的特點生技通路的特點

一般產品行銷一般產品行銷一般產品行銷一般產品行銷通路通路通路通路

製造商

製造商

製造商

製造商

製造商

製造商

製造商

製造商

消費者

消費者

消費者

消費者

消費者

消費者

消費者

消費者

零售商

零售商

零售商

企業配銷商

企業配銷商

批發商

批發商 中盤商

製造商代表或銷售分支機構

製造商代表或銷售分支機構

一階通路

二階通路

三階通路

四階通路

一階通路

二階通路

三階通路

四階通路

A.消費者行銷通路

B.企業行銷通路



生技通路的生技通路的生技通路的生技通路的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台灣藥品台灣藥品台灣藥品台灣藥品行銷通路行銷通路行銷通路行銷通路

國外藥廠

國內藥廠

經銷商

聯合採購

醫院

診所

藥局



生技通路的特點生技通路的特點生技通路的特點生技通路的特點

中國醫藥產業價值鏈中國醫藥產業價值鏈中國醫藥產業價值鏈中國醫藥產業價值鏈



生技通路的特點生技通路的特點生技通路的特點生技通路的特點

醫療器材行銷通路醫療器材行銷通路醫療器材行銷通路醫療器材行銷通路

國外醫材

製造廠

國內醫材

製造廠

經銷商

醫院

國內醫材

製造廠 經銷商 醫院外銷外銷外銷外銷

內銷內銷內銷內銷

進口進口進口進口



生技公司發展策略生技公司發展策略生技公司發展策略生技公司發展策略

品質觀念的演進品質觀念的演進品質觀念的演進品質觀念的演進

年年年年代代代代 ---->>>> 1111999900000000 1111999930303030 1111999950505050 1111989898980000 2000200020002000

品質是
檢驗出
來的

品質是
製造出
來的

品質是
設計出
來的

品質是
管理出
來的

品質是
習慣出
來的



生技公司發展策略生技公司發展策略生技公司發展策略生技公司發展策略

產品發展策略

附加價值、投入時間及成本

Me too

New 
Innovation

利利利利

潤潤潤潤

Me 
better



生技公司發展策略生技公司發展策略生技公司發展策略生技公司發展策略

品牌及通路發展策略品牌及通路發展策略品牌及通路發展策略品牌及通路發展策略

附加價附加價附加價附加價值、投入時間及、投入時間及、投入時間及、投入時間及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OEM
ODM

自有

品牌

利利利利

潤潤潤潤
自有

通路



生技公司發展策略生技公司發展策略生技公司發展策略生技公司發展策略

兩岸交流日
益頻繁，合
作關係更為
密切廣泛

中國市場成
長快速，為
重要的目標

市場
除了歐美澳，
亞太及其他新
興市場之成長
，亦列為重要

的目標

市場競爭激
烈，須與其
他機構進行
策略聯盟 持續研發新

產品，維持
產品競爭優

勢

尋求其他市
場之策略夥

伴

發展策略

兩岸兩岸兩岸兩岸合作合作合作合作

策策策策略聯盟略聯盟略聯盟略聯盟

產品創新品創新品創新品創新

銷售通路銷售通路銷售通路銷售通路

擴擴擴擴大大大大全球市場全球市場全球市場全球市場

擴擴擴擴大中國大中國大中國大中國市場市場市場市場



冠亞生冠亞生冠亞生冠亞生

技簡介技簡介技簡介技簡介

公司概況公司概況公司概況公司概況

骨科產品介紹骨科產品介紹骨科產品介紹骨科產品介紹

脊椎相關簡介脊椎相關簡介脊椎相關簡介脊椎相關簡介

脊椎的治療與產品脊椎的治療與產品脊椎的治療與產品脊椎的治療與產品
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Improving Spine Health Management

冠亞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冠亞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冠亞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冠亞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概況公司概況公司概況公司概況



公公公公 司司司司 簡簡簡簡 介介介介

■■■■ 成立日期成立日期成立日期成立日期：：：：2001年年年年 6月月月月 15日日日日

■■■■ 資資資資本本本本額額額額：：：：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 10,224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 董董董董事事事事長長長長：：：：賴博雄賴博雄賴博雄賴博雄

■■■■ 員工人數員工人數員工人數員工人數：：：：43 人人人人

■■■■ 營業項目營業項目營業項目營業項目：：：：脊椎植入物脊椎植入物脊椎植入物脊椎植入物、、、、

骨科產品骨科產品骨科產品骨科產品& 手術器械手術器械手術器械手術器械

■■■■ 營業地點營業地點營業地點營業地點：：：：台北市內湖科技園區台北市內湖科技園區台北市內湖科技園區台北市內湖科技園區



公公公公 司司司司 組組組組 織織織織

董事長董事長董事長董事長

總經理總經理總經理總經理

顧問顧問顧問顧問 文管中心文管中心文管中心文管中心

--------------------------------------------

品保及品管品保及品管品保及品管品保及品管

研發及生研發及生研發及生研發及生

產部產部產部產部

生產管理生產管理生產管理生產管理

課課課課

行銷部行銷部行銷部行銷部 業務課業務課業務課業務課

財務及人財務及人財務及人財務及人

資部資部資部資部

會計課會計課會計課會計課

新事業發新事業發新事業發新事業發

展部展部展部展部

行政管理行政管理行政管理行政管理

課課課課

工程課工程課工程課工程課

研究發展研究發展研究發展研究發展

課課課課

產品課產品課產品課產品課

中國杰展中國杰展中國杰展中國杰展

� 產品研發產品研發產品研發產品研發

� 醫療法規醫療法規醫療法規醫療法規

� 生產製造生產製造生產製造生產製造

� 市場行銷市場行銷市場行銷市場行銷



發展里程發展里程發展里程發展里程

2001 ���� 台灣總公司於大直設立台灣總公司於大直設立台灣總公司於大直設立台灣總公司於大直設立，，，，香港子公司於香港九龍同時成立香港子公司於香港九龍同時成立香港子公司於香港九龍同時成立香港子公司於香港九龍同時成立。。。。

���� 授權授權授權授權Zimmer Co.於韓國及東南亞地區經銷權於韓國及東南亞地區經銷權於韓國及東南亞地區經銷權於韓國及東南亞地區經銷權。。。。

2002 ���� 於內湖區洲子街籌設於內湖區洲子街籌設於內湖區洲子街籌設於內湖區洲子街籌設cGMP工廠工廠工廠工廠。。。。

2003 ���� 通過衛生署醫療器材通過衛生署醫療器材通過衛生署醫療器材通過衛生署醫療器材GMP之認證之認證之認證之認證，，，，生產產品項目生產產品項目生產產品項目生產產品項目:

����脊椎固定系統脊椎固定系統脊椎固定系統脊椎固定系統

����金屬椎間盤填充塊金屬椎間盤填充塊金屬椎間盤填充塊金屬椎間盤填充塊

����高分子聚合物椎間盤填充塊高分子聚合物椎間盤填充塊高分子聚合物椎間盤填充塊高分子聚合物椎間盤填充塊

����脊椎手術器械脊椎手術器械脊椎手術器械脊椎手術器械

2004 ���� 獲得獲得獲得獲得ISO 13485及及及及““““CE” Marking  認證認證認證認證。。。。



發展里程發展里程發展里程發展里程
2005     ����榮獲兩項台北生技獎榮獲兩項台北生技獎榮獲兩項台北生技獎榮獲兩項台北生技獎，，，，技術商品化獎及創新研發獎技術商品化獎及創新研發獎技術商品化獎及創新研發獎技術商品化獎及創新研發獎。。。。

����脊椎固定系統脊椎固定系統脊椎固定系統脊椎固定系統、、、、可植骨可植骨可植骨可植骨、、、、高分子複合材料高分子複合材料高分子複合材料高分子複合材料(PEEK)腰椎椎間融合器腰椎椎間融合器腰椎椎間融合器腰椎椎間融合器、、、、及及及及
脊椎脊椎脊椎脊椎手術器械等手術器械等手術器械等手術器械等4項產品獲得衛生署核發醫療器材產品許可證項產品獲得衛生署核發醫療器材產品許可證項產品獲得衛生署核發醫療器材產品許可證項產品獲得衛生署核發醫療器材產品許可證。。。。

2006     ����榮獲台北生技獎榮獲台北生技獎榮獲台北生技獎榮獲台北生技獎，，，，技術商品化獎技術商品化獎技術商品化獎技術商品化獎。。。。

����取得英國取得英國取得英國取得英國Biocomposites公司人工骨系列產品及德國公司人工骨系列產品及德國公司人工骨系列產品及德國公司人工骨系列產品及德國Ulrich Medical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脊椎植入物產品台灣總代理權脊椎植入物產品台灣總代理權脊椎植入物產品台灣總代理權脊椎植入物產品台灣總代理權。。。。

����鈦合金及高分子複合材料頸椎椎間融合器鈦合金及高分子複合材料頸椎椎間融合器鈦合金及高分子複合材料頸椎椎間融合器鈦合金及高分子複合材料頸椎椎間融合器2項產品取得衛生署醫療器材項產品取得衛生署醫療器材項產品取得衛生署醫療器材項產品取得衛生署醫療器材
產品許可證產品許可證產品許可證產品許可證，，，，為首家取得該類產品之國內廠商為首家取得該類產品之國內廠商為首家取得該類產品之國內廠商為首家取得該類產品之國內廠商。。。。

2007     ����成立子公司成立子公司成立子公司成立子公司””””杰展醫療器材杰展醫療器材杰展醫療器材杰展醫療器材(廈門廈門廈門廈門)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負責中國市場業務推廣負責中國市場業務推廣負責中國市場業務推廣負責中國市場業務推廣。。。。

����榮獲台北生技獎榮獲台北生技獎榮獲台北生技獎榮獲台北生技獎，，，，技術商品化獎技術商品化獎技術商品化獎技術商品化獎。。。。

����取得取得取得取得經濟部中小企業創新研發經濟部中小企業創新研發經濟部中小企業創新研發經濟部中小企業創新研發(SBIR)計畫新台幣計畫新台幣計畫新台幣計畫新台幣500萬補助萬補助萬補助萬補助。。。。



2008   ����德國德國德國德國ODM代工合約簽訂代工合約簽訂代工合約簽訂代工合約簽訂（（（（計計計計cerv-
X及及及及Flamenco等等等等2項產品項產品項產品項產品））））。。。。

2010   ���� Vessel-X獲得衛生署核發醫療器材獲得衛生署核發醫療器材獲得衛生署核發醫療器材獲得衛生署核發醫療器材
產品許可證產品許可證產品許可證產品許可證。。。。

2011   ���� SmartLoc獲得美國獲得美國獲得美國獲得美國FDA上市許可上市許可上市許可上市許可。。。。

2012   ���� AVALON Kyphoplasty System上市上市上市上市。。。。

����與美中互利簽署中國地區代理合約與美中互利簽署中國地區代理合約與美中互利簽署中國地區代理合約與美中互利簽署中國地區代理合約。。。。

����榮獲第榮獲第榮獲第榮獲第15屆小巨人獎屆小巨人獎屆小巨人獎屆小巨人獎

2013 ���� Combo Cage上市上市上市上市。。。。

2014 ���� SmartLoc MIS System上市上市上市上市。。。。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Combo-C Cage及及及及Redmond 

ALIF Cage在澳洲的臨床試驗在澳洲的臨床試驗在澳洲的臨床試驗在澳洲的臨床試驗

2015   ���� Redmond ALIF Cage及及及及PACH 

Anterior Lumbar Plate在澳洲上市在澳洲上市在澳洲上市在澳洲上市

發展里程發展里程發展里程發展里程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 韓韓韓韓國國國國 泰國泰國泰國泰國 澳洲澳洲澳洲澳洲 伊朗伊朗伊朗伊朗 美美美美國國國國 歐盟歐盟歐盟歐盟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 29 9 3 1 2 3 1 8

工具工具工具工具 5 5 - 1 - - - 1

產品證照產品證照產品證照產品證照



中美洲

南美洲

西班牙

德國

義大利

泰國

馬來西亞
新加坡

印尼

台灣

韓國

中國大陸 日本

印度

土耳其

菲律賓

行銷通路行銷通路行銷通路行銷通路

澳大利亞

越南

希臘

伊朗



骨科產品介紹骨科產品介紹骨科產品介紹骨科產品介紹



脊椎固定系統脊椎固定系統脊椎固定系統脊椎固定系統



人工關節人工關節人工關節人工關節

人人人人工髖工髖工髖工髖關關關關節節節節人人人人工膝工膝工膝工膝關關關關節節節節 人人人人工肘工肘工肘工肘關關關關節節節節 人人人人工肩工肩工肩工肩關關關關節節節節

人人人人工趾工趾工趾工趾關關關關節節節節 人人人人工指工指工指工指關關關關節節節節人人人人工腕工腕工腕工腕關關關關節節節節



創傷固定系統創傷固定系統創傷固定系統創傷固定系統

骨折骨折骨折骨折外外外外固定器固定器固定器固定器 骨折內固定器骨折內固定器骨折內固定器骨折內固定器 顱顏修補系統顱顏修補系統顱顏修補系統顱顏修補系統



人工骨相關產品人工骨相關產品人工骨相關產品人工骨相關產品



脊椎功能脊椎功能脊椎功能脊椎功能

■■■■ 保護脊椎神經保護脊椎神經保護脊椎神經保護脊椎神經：：：：脊椎的骨骼構造保護脊椎的骨骼構造保護脊椎的骨骼構造保護脊椎的骨骼構造保護，，，，脊脊脊脊

椎神經由上背部至下背部椎神經由上背部至下背部椎神經由上背部至下背部椎神經由上背部至下背部。。。。

■■■■ 支撐人體的功能支撐人體的功能支撐人體的功能支撐人體的功能：：：：脊椎支撐頭和驅幹於固脊椎支撐頭和驅幹於固脊椎支撐頭和驅幹於固脊椎支撐頭和驅幹於固

定的位置定的位置定的位置定的位置，，，，維持人的站立維持人的站立維持人的站立維持人的站立。。。。

■■■■ 協助人體活動協助人體活動協助人體活動協助人體活動：：：：脊椎維持人體三種基本活脊椎維持人體三種基本活脊椎維持人體三種基本活脊椎維持人體三種基本活

動動動動，，，，前後彎曲前後彎曲前後彎曲前後彎曲－－－－伸展伸展伸展伸展運動運動運動運動、、、、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彎曲彎曲彎曲彎曲運動運動運動運動

及軸面的旋轉及軸面的旋轉及軸面的旋轉及軸面的旋轉運動運動運動運動。。。。



脊椎解剖脊椎解剖脊椎解剖脊椎解剖

(7)

(12)

(5)

(5) (4 or 5)



脊椎疾病脊椎疾病脊椎疾病脊椎疾病

Disc Degeneration



脊椎疾病脊椎疾病脊椎疾病脊椎疾病



脊椎疾病脊椎疾病脊椎疾病脊椎疾病



脊椎重建手術脊椎重建手術脊椎重建手術脊椎重建手術



融合手術技術融合手術技術融合手術技術融合手術技術
Fusion TechnologyFusion TechnologyFusion TechnologyFusion Technology





脊椎融合手術之優劣分析脊椎融合手術之優劣分析脊椎融合手術之優劣分析脊椎融合手術之優劣分析

優點優點優點優點：：：：

■■■■ 融合手術之技術相當成熟融合手術之技術相當成熟融合手術之技術相當成熟融合手術之技術相當成熟

■■■■ 臨床療效經長期追蹤確認臨床療效經長期追蹤確認臨床療效經長期追蹤確認臨床療效經長期追蹤確認

■■■■ 高分子材料的應用更接近骨骼強度高分子材料的應用更接近骨骼強度高分子材料的應用更接近骨骼強度高分子材料的應用更接近骨骼強度

缺點缺點缺點缺點：：：：

■■■■ 脊椎融合後限制脊椎的活動脊椎融合後限制脊椎的活動脊椎融合後限制脊椎的活動脊椎融合後限制脊椎的活動

■■■■ 脊椎融合手術後脊椎融合手術後脊椎融合手術後脊椎融合手術後5年之臨床追蹤發現年之臨床追蹤發現年之臨床追蹤發現年之臨床追蹤發現，，，，13%鄰近鄰近鄰近鄰近

節段之椎間盤持續發生退化節段之椎間盤持續發生退化節段之椎間盤持續發生退化節段之椎間盤持續發生退化，，，，需再次手術治療需再次手術治療需再次手術治療需再次手術治療



非融合手術技術非融合手術技術非融合手術技術非融合手術技術
NonNonNonNon----Fusion TechnologyFusion TechnologyFusion TechnologyFusion Technology



Artificial Nucleus

Raymedica, Inc. PDN-SOLO® and HydraFlex™



Artificial Disc

Depuy Spine Charite

Synthes Spine, Inc PRODISC Eden Spine LLC. WellDisc™



Artificial Disc

Medtronic PRESTIGE®

Cervical Disc System

Medtronic Bryan® Cervical Disc System



Artificial Disc

LDR Spine Mobi-C LDR Spine Mobidisc



Artificial Disc

Pioneer Surgical Technology, Inc. 
developed the NUBAC™ System

Globus Medical SECURE®-C



Artificial Disc

Scient’X Discocerv



Posterior Stabilization Devices

Zimmer Dynesys

Ulrich Cosmic



Posterior Stabilization Devices

Scient’x Dynamic TTL-Rod

Eden Spine LLC. 
FX-1™ Dynamic Stabilization System



Posterior Stabilization Devices

Archus Orthopedics Total Facet Arthroplasty System® (TFAS®)



Interspinous Process Decompression Device

Eden Spine LLC. 

Wellex™ Interspinous Technology

Medtronic X-STOP 



Interspinous Process Decompression Device

Abbott Spine Wallis

Medtronic DIAM™ Spinal Stabilization System



Interspinous Process Decompression Device

Paradigm Spine Coflex

Globus Medical 

FLEXUS™ Interspinous Spacer 
System



脊椎產品發展趨勢脊椎產品發展趨勢脊椎產品發展趨勢脊椎產品發展趨勢

■■■■ 手術傷口微小化手術傷口微小化手術傷口微小化手術傷口微小化

■■■■ 非融合手術之產品非融合手術之產品非融合手術之產品非融合手術之產品

■■■■ 生物可分解材料的應用生物可分解材料的應用生物可分解材料的應用生物可分解材料的應用

■■■■ 生長因子或幹細胞療法之組織再生生長因子或幹細胞療法之組織再生生長因子或幹細胞療法之組織再生生長因子或幹細胞療法之組織再生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