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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產業為政府六大戰略產業之一，積極投注資源，希望成為台灣下一個世

代兆元產業。時值新冠疫情蔓延與美中貿易爭端，對全球生技醫藥產業的供應鏈

帶來有別以往的衝擊與改變，再加以新興科技突飛猛進，生技醫療將朝更多元化

的發展，尤其以台灣在半導體產業的優勢，如能與台灣生技醫療產業相結合，將

更能相得益彰。台灣生醫產業的未來發展，處處顯示新契機。 

生技醫藥產業具有產品開發期長、投資龐大、研發風險高、市場進入門檻高、

產品生命週期長，但高報酬等特性。政府為促進我國生技醫藥產業的發展，2007

年頒布《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投資獎勵措施，以期吸引更多資金投入我國生

技醫藥產業的發展。此條例自發布施行以來，投入生技新藥公司的資金持續增加，

由 2010 年的新臺幣 43.24 億元，增加到 2019 年的新臺幣 175.39 億元，也使得生

技新藥公司投資額佔整體生技產業總投資額的占比，從 14%提升至 32%。 

轉眼《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即將於 2021 年落日，政府也已規劃將條例延

長 10 年，現正積極研擬修訂條例。此條例過去提供生技新藥公司於研發投資、人

才培訓，以及租稅抵減等優惠，對促進產業發展發揮了一定功能。隨著生技醫療

與防疫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如何進一步規劃良善新條例，以全面提升國內生技醫

藥產業，至關重要。 

有鑒於此，研究團隊針對延續條例的研擬進行探討，從原《生技新藥產業發

展條例》的政策發展與執行成效出發，藉由產業問卷調查以 bottom-up 方式，匯

集產業與相關專家意見，並研討新條例擴大範疇之適足性，另針對數位醫療、精

準醫療、再生醫療等，剖析其內涵，研討後續接替條例與配套之適切內容，希望

在條例即將完成修法前，能將業界疑慮或在乎的問題點，再做討論與溝通，並針

對擴大生技醫藥投資誘因，邀請相關專家進行研析，提供可納入條例之新機制與

做法，以利台灣生技醫藥產業持續發展。 

議題執行期間，為廣納產業看法，除廣發問卷匯集產業意見外，亦針對「生

技新藥」、「創新醫材」、「再生醫療」，以及「精準醫療」等領域舉辦 4 場廠商座談

會，邀請相關廠商參加，針對政府目前規劃之版本深入探討並提出具體建議，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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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初步議題研討成果。最後更邀集產官學研代表舉辦綜合座談會，針對產業界

研提新條例研訂內容與實施配套要項建議，做進一步的意見溝通與討論。 

本專題報告得以出版，首先必須感謝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張鴻仁前

理事長應允擔任本議題之總召集人，以及協助撰稿的團隊與領域召集人，包含台

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程馨秘書長、葉映君處長、台灣生物產業發展協會葉

常菁副理事長、基亞生技張順浪總經理、台灣尖端黃濟鴻副總經理、萊鎂醫材陳

仲竹執行長、行動基因陳華鍵執行長，參與多次工作會議及議題研討等工作，也

要感謝回覆問卷的產業代表，還有撥冗參與產業座談會與綜合座談會之產官學研

專家學者與單位代表，提供許多寶貴意見，與毫無保留的經驗分享，讓一切順利

完成，在此一併致上萬分謝意。 

 

 

財團法人中技社 董事長 

潘文炎 

202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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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生技醫藥產業為我國「6 大核心戰略產業」之一，30 年來在產、官、學、研

各界共同努力下已漸有成果，在 COVID-19 一役中亦表現亮眼成為保護國家人民

的另一座「護國神山」。  

我擔任行政院「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議 (BTC)」委員多年，對台灣生技

醫藥產業發展提出多項建言，並負責總結會議結論。2019 年 BTC 結論：「跨域合

作引領產業創新」、「法規布局帶動產業發展」、「活絡資金加速產業動能」與「國

際鏈結提升台灣能見度」；2020 年「布局臺灣精準健康大未來」、「建構健康⼤數

據永續平台」、「以臺灣生醫產業利基推動國際合作」、「以精準防疫為標竿，建立

未來精準健康平台」，確實都指出我國生醫產業發展的策略方向。 

今年年底將完成「生技醫藥及精準健康發展條例」修法，非常感謝中技社支

持，與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合作，也感謝各生技醫藥領域的產業先進、

專家積極參與，在修法前夕共同完成這份修法建議報告。這份報告是由產業的視

野，透過產業調查及分析，提出公司、市場及研發成果產出，檢視生技新藥發展

條例實施 14 年來的成效，以及未盡之處，更重要的是凝聚了產業的共識，提出完

整修法條文及基礎配套建議，以作為行政院、立法院的參考，以期順利完成條例

修法、並作為產業未來十年發展的藍圖。 

發展具國際競爭力的生技醫藥產業，資金、技術、人才、法規、市場缺一不

可，且需快、猛、準的力道，期望政府及國人，以更積極前瞻思維，支持我國生

技醫藥及精準健康產業。 

 

 

 

 

 

 

 

 

 

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 副理事長 

張鴻仁 

202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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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一、 問題及目標 

生技醫藥產業具有產品開發期長、投資金額龐大、風險高等特性，尤其在萌

芽階段，對一個非生技醫療大國，也非大型經濟體的台灣，政府提供適足的制度

誘因非常重要。政府在 2007 年為鼓勵民間投入生技新藥開發，公告實施《生技新

藥發展條例》，2017 年修正擴大適用範疇，從經濟部統計的我國生技產業投資金

額資料，生技新藥公司的投資金額，自條例實施後持續增加，對促進台灣生技新

藥產業發展，發揮了一定的功能。 

此條例即將於今(2021)年底落日，值此政府正研訂新條例延續之際，本社智

庫規劃生技產業發展條例相關議題之探討，以較有系統性的方式匯集產業意見，

提供政府各部會參考，希冀在探討研訂接續方案時能更精準掌握產業需求，讓新

條例創造最大的效益。 

二、 研究範圍及內容 

本專題報告主要是針對《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過往執行成效，從投入與

產出面向進行研析，希望以此為基礎，提供延續此條例新方案內容研擬參考，期

使此條例能更加完善，更符合產業需求，發揮最大效益。議題執行期間，為多方

匯集產業意見，除針對現行條文優惠措施對產業助益程度，以及對新條例之期待

等，設計問卷對生技產業進行調查外，亦針對「生技新藥」、「創新醫材」、「精準

醫療」，以及「再生醫學」領域研析，舉辦 4 場領域座談會，以由下而上的方式，

廣泛收集及分析產業對條例之看法和實質需求。最後更舉辦一場綜合座談會，邀

請政府相關主管機關與產學界代表與會，針對匯集到對法條及各項配套措施之產

業意見與建議，進行溝通與討論，希望能提供一個產官學研之交流平台，凝聚共

識，提供政府修法與大眾參考。 

三、 研究結論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自 2007 年公告實施以來，截至 2020 年 11 月，

共審定 151 家「生技新藥公司」及 379 項產品，其中已有 48 項已成功開發，取

得國內或國外上市許可。 

從「生技新藥公司」市值、上市(興)櫃及市場表現來看，我國整體生技醫藥類

股市值 2007 年時為新台幣 1,111 億元，至 2020 年 7 月為 11,292 億元，成長 10

倍，成為兆元產業。而《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提供「生技新藥公司」，在未獲

利階段，得以科技事業申請在公開市場募資。統計 2010 年至 2019 年，上市(興)

櫃「生技新藥公司」由 14 家成長為 52 家，市值由 558 億元增加為 2,609 億元，

成長 4.7 倍。同期，生技類股上市(興)櫃由 85 家成長為 182 家，總市值由 3,142

億元增加為 8,648 億元，成長 2.7 倍。總計「生技新藥公司」家數約占生技類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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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28%，市值金額約占 30%。 

從營運財務指標來看，生技新藥發展條例實施前，2006 年營業額為 1,791 億

元，至 2019 年增加為 3,653 億元，成長約 2 倍。其中製藥 660 億元增加為 855 億

元，成長 1.3 倍，年成長率 2.0%；醫療器材 697 億元增加為 1,692 億元，成長 2.4

倍，年成長率 7.2%。同期，2006 年至 2019 年全球藥品市場年成長率為 5.4%，我

國仍低於全球市場表現，全球醫療器材市場平均年成長率為 6.3%，我國醫療器材

成長則高於全球表現。 

而在政府與民間投資上，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直接及間接投資生技領域，

2010 年至 2019 年期間，共累計共新台幣 177.59 億元，經濟部業界科專 10 年內

政府共補助生醫領域 44.62 億元，政府投資生醫業界金額合計約 222 億元。而民

間投資生技產業，2010 年為新台幣 301 億元，至 2019 年約為新台幣 551 億元，

雖有逐年成長，但速度仍緩慢。 

經分析得知《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確實展現其效益，更寄望未來條例修

訂可以進一步帶動民間生技產業投資之效益。為了能充分了解生技產業的實質需

求與期待，聚焦規劃延長十年的新條例規劃內容，如擴大適用範疇與獎勵措施等

增修調整項目，TRPMA 協會針對其會員與我國經濟部審定之生技新藥公司，進

行意見調查，調查研究量化結果發現，受訪廠商多肯定擴大適用範疇，但在新興

領域之定義應符合產業發展趨勢，並希望定義上能更明確，另也支持研發與製造

並重，納入委託開發製造(CDMO)，增列高投資設備抵減優惠，並期望研發及人

才培訓支出能維持原 35%抵減率，增列市場開發人才認定，以及放寬個人股東投

資抵減門檻，延長生醫公司設立年限等。同時亦提出建立國產國用市場、儘速通

過各項新興科技立法，以及強化友善資本環境等相關配套措施之期待。 

政府在新條例的規劃上，就整體產業發展而言，主要是希望能發揮兩個效益，

第一個就是希望能運用台灣的競爭優勢，發揮綜效，為台灣的生技產業注入新的

成長動能；第二個則是發揮台灣生技研發及代工的良善循環，加速下一個世代藥

品製造產能的建置。更期盼藉由這兩個效益，台灣的生技產業可以扮演下一世紀

翻轉台灣經濟轉型的關鍵力量。但台灣的資源與政府的財政有限，且各部會考量

角度不同，如衛福部較關心延續條例與再生醫藥製劑條例之間的調和；財政部則

會考量是否比產創條例優惠等公平性問題；經濟部認知到生技醫藥產業需要更長

的發展時間，將著重在研發階段的鼓勵。如何讓投注的資源，使正在台灣成長茁

壯的新興生技產業有實質的幫助，非常需要政府各部會持續的溝通，並從不同面

向與管道了解產業界的真正需求，使新條例更加周延，讓政府投注之資源發揮最

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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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改善對策及建言 

生技醫藥相關產品的開發，相較於其他產業的產品開發周期，包含了更高不

可預測的生物與技術風險，導致產品開發時間冗長，而所有生技醫療產品在上市

前，都需經過一連串的試驗與接受政府主管機關的嚴格把關，也意味著一旦試驗

失敗或審查不通過無法順利上市，所投入研發之人力物力皆付諸流水，無法回收。

所以從研發到上市這段期間所涉及到的財務風險，更是高於其他產業的產品開發。

擁有大量足夠的資金，成為生技醫療產品是否能順利開發成功的關鍵之一，很需

要政府提供投資誘因與協助，方能協助生技醫療產業在萌芽時期繼續成長茁壯。 

生技產業的另一個特性是，一旦開發成功，將有機會產生巨額獲利，但每一

個藥物開發，針對不同結構、不同療效與用途等皆須從頭進行一連串耗力費時的

認證試驗確保安全，產品線單一而獨立，較難有延伸性產品之效益，就算順利上

市，廣泛使用後，一旦有未如預期的副作用發生，輕則降低銷量，重則停售下市。

整個產品生命週期的風險相對遠高於其他大多數產業。而政府推行的《生技新藥

產業發展條例》，就是在技術、資金、人才上提供廠商租稅優惠政策，希望能多鼓

勵產業投入新藥開發，擺脫過去微利的產業經濟模式。但相較於其他產業，前期

投資金額龐大且風險高，相關優惠政策需有足夠的力道才易產生效益。 

台灣的半導體、電子零組件與資通訊產業實力在全球具有關鍵地位，而且產

業聚落完整，能夠成為台灣生技業發展的強力後盾，有愈來愈多與新興科技結合

的生技療法與生技產品被開發出來，面對有別以往的創新治療途徑與醫療產品，

對既有的法規與條例而言都是相當大的挑戰，因此，適時修訂相關法規有其必要

性，特別是在各類型的獎勵範疇定義上需更加明確，才能在有限的資源下，精準

扶植產業避免資源發散。而相關獎勵與補助，建議主管機關在審核機制上要從寬

認定，避免流於形式，扼殺新興生技產業成長茁壯的機會。 

相較於國際藥廠每年數十億甚至百億美金的研發預算，台灣政府與民間的資

源相當有限，加以內需市場不大，辛苦的研發成果要進入市場相當不容易，多需

結合國際大廠，才得以將新藥行銷全球。國際合作也成了我國生技產業發展的關

鍵之一，在新規劃的條例中很需要有力的誘因，促成海外合作，加速進入國際市

場的機會。 

每個產品的推出，都需要有實際使用案例的加持，生技醫療的相關藥物與器

材亦是如此，但在國外月亮比較圓的先入為主下，台灣自行研發的新藥與醫療器

材要進入國內市場就已困難重重，更遑論進軍國際市場。所以如何能緩解臨床醫

師與民眾對自行研發醫療產品的疑慮，讓國內產品與國外產品有相同的競爭機會，

很需要有些配套與機制，讓國內生技醫療廠商有一個很順暢的管道，走入醫院走

入國內市場，進而推廣到國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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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整產業研究、產業座談會及專家綜合座談會結論，提出產業對市場、法規、

資本市場配套措施的建議如下： 

(一) 建立國產國用快速通道 

1. 提升國產新藥新醫材健保核價效率及鬆綁自費管理 

(1) 健保署迅速核定台灣新藥新醫材合理給付價格 

(2) 提升健保署自費碼管理效率，提供溝通平台 

(3) 加速研議台灣精準醫療產品納入健保給付項目 

(4) 鬆綁並健全自費市場管理 

2. 設立明確運作機制以鼓勵我國醫院使用本國研發新興治療產品，協助推廣臺

灣創新產品走向國際 

(二) 加速再生醫療、創新醫材、精準醫療，以及跨領域新興生醫產業之各項管理

法規立法或法規鬆綁 

1. 加速「再生醫療專法」立法，明訂再生醫療製劑產品上市機制 

2. 持續放寬我國「遠距醫療」適用範圍，制訂相關法規與配套措施 

3. 考量精準醫療特性，制訂具彈性之法規 

(三) 放寬生技醫藥公司上市櫃審查條件及各項管理措施，建立友善資本市場，以

鼓勵國內、外資金投入生醫產業，加速產品開發上市 

(四) 活絡多元資金募集及研發補助 

1. 增加外人及外資企業之賦稅補助或稅務減免優惠，藉以吸引國際廠商及優秀

人才進駐 

2. 參考 OECD 國家之研發租稅政策，制訂研發費用返還之補助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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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COVID-19 疫情自 2020 年起全球蔓延，確診人數已超過 2 億，4 百多萬人死

亡，經濟受創，失業率上升，各國政府紛紛以封城及邊境管制，控制病毒傳播，

並投入大量資源，加速研發治療藥物、疫苗、檢驗試劑及個人保護裝備等醫藥產

品，以期保護國民生命，回歸正常社會生活和經濟活動。疫情凸顯生技醫藥產業，

不只是國家的經濟實力，更是攸關國民生命安全的國安需求，而從原料藥、口罩、

疫苗物資展開的「防疫外交」，更顯示各國生技醫藥產業，扮演進可攻、退可守的

樞紐產業地位。 

我國《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自 2007 年立法以來，引領我國創新生技醫藥

產業發展，雖然歷經困難阻礙的成長期，14 年來在產官學研不斷努力之下，奠定

我國生技新藥的堅實根基。在 COVID-19 病毒猖獗之際，有高端、聯亞兩家公司

投入 COVID-19 疫苗研發，23 家醫療器材公司成功上市快篩試劑行銷國際，還有

多家新藥公司積極展開 COVID-19 治療藥物及細胞產品的研發。這些生技公司都

是經過經濟部《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認定的「生技新藥公司」，換言之，如果

沒有《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帶動，提供技術、人才、資金誘因，加上民間產

業屢仆屢起的決心，台灣在這場世紀防疫之戰中，無法展現實力，研發抗疫生技

醫藥產品，積極參與國際抗疫陣線。 

以疫苗為例，世界衛生組織 (WHO) 統計 1 至 2021 年 7 月底，全球共有 292

項 COVID-19 疫苗研發案。其中 108 項進入人體臨床試驗，除已有 8 項上市外，

進行第三期臨床試驗有 19 項、第二/三期 8 項、第二期 10 項、第一/二期 27 項、

第一期 36 項。美國為了加速研發，預先採購取得疫苗，在疫情初期即投資 87 億

美元，協助 Moderna、Pfizer/BioNTech、J& J、Novavax、及 AstraZeneca/ University 

of Oxford 等多家生技公司 (表 1)。迄今，美國共取得全球 12.19%疫苗供給量。

從首支 Moderna 疫苗於 2020 年 12 月開始供貨，至 2021 年 7 月底，57.4%美國人

民已完成接種首劑疫苗，49.7%完全接種，並陸續解除城市封鎖。 

使用新技術研發製造 COVID-19 的疫苗廠，如 Moderna、BioNTech 皆為小型

研發導向的生技公司，掌握關鍵創新的信使核糖核酸 (mRNA)技術。mRNA 是由

DNA 轉錄而來，提供下一步轉譯成蛋白質所需的訊息，具有快速開發疾病治療藥

物的靈活性，目前以 mRNA 技術進行研發的產品包括：癌症，感染性疾病和罕見

疾病，COVID-19 疫苗為全球首例的 mRNA 上市產品。早期 mRNA 技術由於過

於創新，外界認為開發風險高，募資不易，研究計畫及專利申請亦受阻，2008 年

BioNTech 成立，2011 年 Moderna 成立，mRNA 技術才陸續獲得資金挹注及國際

大藥廠注目，以共同開發及技術授權方式合作，得以在 COVID-19 疫情中大放異

彩，成功開發疫苗。未來 mRNA 技術，將用於開發更多治療藥物及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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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美國政府投資各家 COVID-19 疫苗研發及預採購金額 2 

Developer Investment 

Moderna 
$1B for vaccine development, 

$1.5B for initial supply 

Pfizer/BioNTech $1.95B (United States), 

Johnson & Johnson 
$456M for development, 

$1B for initial supply 

Novavax $1.6B 

AstraZeneca/University of Oxford $1.2B 

資料來源：Clarivate, 2021  TRPMA 彙整製表 

 

歐洲 COVID-19 疫苗的研發則是以牛津大學  (University of Oxford) 與

AstraZeneca (AZ) 合作之腺病毒疫苗為主。為支持疫苗研發，並保障日後歐盟成

員有足夠疫苗防疫，2020 年 6 月，德國、法國、荷蘭、義大利以 7.5 億歐元，預

購 3 億劑尚未展開臨床試驗的 AZ 疫苗。歐盟共取得全球 27.20%的疫苗供給量。

至 2021 年 7 月底，69.7%歐盟民眾已接種首劑疫苗，56.1%完全接種。 

AZ 並與泰國暹羅生物科學公司 Siam Bioscience 合作，於亞洲生產 2 億劑

AZ 疫苗，其中 6,000 萬劑供泰國國內使用，其餘自 2021 年 7 月開始供給台灣、

馬來西亞、菲律賓、柬埔寨、越南、寮國等國。 

全球疫苗需求殷切，但因原物料短缺，生產及檢驗作業時間長，品質控管嚴

格，產能有限。先進大國皆以預採購方式，在疫苗研發初期即以投資方式，取得

優先供應權。2020 年 4 月，為保障全球中低收入國家取得疫苗，由 WHO、全球

疫苗免疫聯盟 (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和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 (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s, CEPI)等機構，共同成立「COVID-19 疫苗全球

取得機制」（COVID-19 Vaccines Global Access, COVAX），負責採購、分配及供應

COVID-19 疫苗，共 190 個國家參與此平台，台灣也於 2020 年底加入 COVAX。

依據市場資訊公司 Clarivate 統計，2021 年全球疫苗供給量分佈，歐盟佔 27.2%、

美國 12.19%、COVAX 10.41%、非洲聯盟 10.04%、巴西 5.08%；依廠牌別之疫苗

供給量，則以 Pfizer/BioNTech 23.23%最高、AstraZeneca 20.44%、J&J 12.08%、

Moderna 8.36%、Novavax 6.5%，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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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全球 COVID-19 疫苗分布比例 (依地區及廠牌) 

 

為了加速疫苗研發，各國政府除了投入資金、掌握生產以及市場權利外，在

法規方面，也相繼發佈緊急使用授權(EUA)法規，採用更具彈性的標準，使疫苗

研發由原本的 10 年縮短為 1 年即獲得 EUA 上市。從這一場 COVID-19 全球防疫

戰，我們可以看到，要建立快、準、強的生技醫藥產業，技術、資金、法規、市

場四大要素缺一不可，而優秀的領導者和專業人才，是創造和連結這四大要素的

最重要資產。 

焦點回到台灣，我國生技產業也積極參與這場全球的防疫抗疫之戰，由高端

和聯亞兩家公司投入 COVID-19 疫苗研發，兩家均採用次單位蛋白，高端疫苗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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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抗原技轉自美國衛生院 NIH，佐劑採用 GpG1018，聯亞則組成台美開發團隊，

對 S1-RBD 蛋白設計多重表位次單位疫苗 (Multitope Protein/Peptide-based Vaccine；

MPV)。依據食品藥物管理署發布的緊急使用授權 (EUA) 審查標準，兩家公司於

國內多家醫學中心執行第一期、第二期臨床試驗。高端 MVC-COV1901 在 2021

年 6 月在國內完成 3,700 人第二期臨床試驗後，向 TFDA 提出 EUA 申請，並於 7

月 19 日通過專家會議，獲得台灣 EUA 專案製造許可。聯亞公司亦提出 EUA 申

請，但因未達審查標準，未獲 EUA。兩家公司都表示將分別繼續於巴拉圭及印度

展開大規模第三期臨床試驗。 

相較於歐美投入大量資金，台灣生技公司能在有限資金下進行 COVID-19 疫

苗研發確屬不易。高端疫苗資本額為新台幣 21 億元，聯亞生技資本額 10.7 億元，

為籌措疫苗臨床試驗費用，高端公司另辦理現金增資 19.2 億元。同時，政府為鼓

勵國產疫苗研發，由疾病管制署(CDC)於 2020 年發布「109-110 年度補(捐)助民

間團體辦理研發 COVID-19 疫苗」計畫，以 2021 年取得疫苗許可為目標，提供

研發補助款，設定研發成果里程碑分階段核發款項，最高總額為新台幣 5 億元。

高端於 2020 年 9 月取得疾管署 4.7219 億補助，分階段入帳。高端須承諾以優惠

價格優先供應台灣政府，並與台康公司簽約，在取得 EUA 後由台康生產抗原，

高端竹北廠充填，年產量 1,000 萬劑。聯亞公司則獲得疾管署補助經費 3.8 億元。 

在疫苗採購方面，面對疫情緊急，CDC 及指揮中心認為必須掌握疫苗為戰略

物資，規劃以涵蓋我國人口 65%之 1,500 萬人為目標，每人接種 2 劑，共須購買

3,000 萬劑疫苗。CDC 並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105 條第 1 項第 2 款「因人民之生命、

身體、健康、財產遭遇緊急危難」，仿效國際建立疫苗預採購模式。在國際疫苗尚

於研發階段，即透過 COVAX 平台訂購 AZ 及 Moderna 疫苗約 2,000 萬劑，同時

於 2021 年 5 月 28 日，與高端及聯亞簽訂「國內 COVID-19 疫苗採購契約」，各

採購 500 萬劑，並表示將視疫情需求，後續各採購 500 萬劑疫苗。以每劑新台幣

750 元～810 元計算，預採購 500 萬劑，總價約新台幣 37 億至 40 億元，可供兩

家公司繼續投入全球第三期臨床試驗。預採購機制為國際疫苗採購常用模式，可

確保疫情不確定期間，保障疫苗之取得，同時對支持疫苗研發意義重大。 

2020 年以前台灣疫苗自製率僅為 8%，高端及聯亞兩家生技公司，能夠於

COVID-19 疫情高峰期間，快速研發國產 COVID-19 疫苗，值得國人給予高度鼓

勵。從產業觀點，其關鍵因素包括：1) 政府、民間持續投入資金建立生技新藥產

業，2) 具備科技實力的專業、管理人才及國際合作研發經驗，3) 疫情指揮中心

及 CDC 確認發展國產疫苗的政策目標，並掌握疫情期間之國際醫藥政治 

(Pharmacopolitics)，4) 台灣 TFDA 及 CDE 等藥事法規單位具備足夠之法規科學

審查能量，並充分發揮輔導諮詢之功能，5) 學研官產上、中、下游的生技新藥產

業價值鏈已臻完備，通力合作並有效支援，6) 台灣世界級的 CDMO 以科技及品

質作為後盾，7) 全體醫藥界及社會大眾的支持。這些因素都是自《生技新藥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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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條例》推動以來，眾志成城，日積月累之成效。回顧 2007 年蔡英文總統，時

任副行政院長，領頭推動此一重大法案之通過，至今年八月又率先施打高端疫苗，

登上國際媒體，高瞻遠矚支持我國生技醫藥產業發展居功厥偉。 

自行擁有疫苗如同自製防疫武器，根據 Clarivate 報告 2，擁有自製疫苗的國

家，在購買他國疫苗時，具有較強的協議能力。同時，在以維護全球健康為目標

的防疫外交上，國產自製疫苗將成為台灣的最佳後援物資。希望自此一役，台灣

社會對生技醫藥產業的重要性更為了解與支持，對我國生技醫藥公司的研發創新

能量更具信心，面對《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的修法，行政院及立法院能以更

前瞻的決心，規劃《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修法，積極提供技術、資金、人才

獎勵誘因，創生下一個十年的台灣生技醫藥產業。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修正研討與落實 

10 

  



第二章 生技醫藥產業發展趨勢及《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 

11 

第二章 生技醫藥產業發展趨勢及《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 

COVID-19 疫苗開發案例，展現我國《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以目標政策

帶動產業發展的實績，也說明了生技新藥產業的重要性及特性。 

本章將概述未來五年「後疫情時代」全球醫藥市場趨勢、我國生技醫藥產業

研發能量、及《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立法沿革，以了解修法的背景，並探討

新興醫藥產業發展的趨勢，以了解修法的目的及議題。本章重點：一、我國生技

醫藥公司研發能量，二、《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沿革及實施，三、「生技醫藥

產業發展條例」未來十年與精準健康時代來臨。 

IQVIA 公司「Global Medicine Spending and Usage Trends: Outlook to 2025」報

告 3 指出，2020 年全球藥品市場規模約為 1.22 兆美元，由於 COVID-19 疫情影

響，較 2019 年下降 1.8%。IQVIA 預測 2021 至 2022 年 COVID-19 疫苗銷售達

500-550 億美元，使藥品市場回復至疫情前規模，2023 年後則因疫苗施打人數減

少及競爭者增加，價格下降，銷售額降低。預計藥品市場於 2024、2025 年會回到

疫情前的成長曲線 CAGR 3~6%，至 2025 年全球市場規模預估達 1.6 兆美元 (圖 

2)0。 

圖 2、2019-2025 全球藥品市場成長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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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相關治療產品及疫苗的成長在 2021 年達到高峰，至 2025 年仍有

近 4%成長，且將取代部分醫療產品市場。與疫情前市場預估值比較，2025 年藥

品市場將增加 880 億美元，其中 COVID-19 疫苗市場總值達 1,570 億美元；非

COVID-19 產品市場則減少 680 億美元。 

在 COVID-19 治療藥物方面，研發活動由跨國藥廠領軍。其中，抗病毒藥物 

Gilead 的 Veklury (remdesivir)已獲得美國 FDA 核可，免疫調節劑 Genentech 的 

Actemra (tocilizumab)、Eli Lilly的Olumiant (baricitinib)則已取得美國或歐洲EUA，

單株抗體藥物 Regeneron 的 REGEN-COV (Casirivimab and Imdevimab)、GSK 與

Vir 的 Sotrovimab 亦已取得美國或歐洲 EUA，用於臨床治療。Eli Lilly 的單株抗

體 Bamlanivimab +Etesevimab 則是取得美國 FDA EUA 後，於 2021 年 6 月公告

暫停使用 (表 2)。 

表 2、COVID-19 治療藥物 

Product Type Status/Country Company 

Veklury (remdesivir)* Antiviral Drug 

Approved/US 

Conditional 

Approved/EU 

Gilead 

Actemra (tocilizumab) 
Immune 

Modulators  
EUA/US Genentech 

Olumiant (baricitinib) * 
Immune 

Modulators  

EUA/US 

MAA/EU 
Eli Lilly 

REGEN-COV 

(Casirivimab and 

Imdevimab)* 

mAb 

EUA/US 

Rolling 

review/EU 

Regeneron 

Sotrovimab  mAb 

EUA/US 

Rolling 

review/EU 

GSK and Vir 

Biotechnology 

Bamlanivimab and 

Etesevimab*  

FDA公告暫停使用 

(June 25, 2021)** 

mAb 

EUA/US 

Rolling 

review/EU 

Eli Lilly 

Regdanvimab mAb 
Rolling 

review/EU 
Celltrion 

*:已列入「台灣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感染臨床處置暫行指引」第十三版 

**: 對P.1/Gamma variant 及B.1.351/Beta variant無顯著治療效果 

EUA: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s 

MAA: Marketing  Authorisation Application 

資料來源:TRPMA 彙整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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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國生技醫藥公司研發能量 

除了 COVID-19 疫苗外，我國生技醫藥公司亦投入 COVID-19 治療藥物與檢

驗試劑，依序說明我國生技醫藥公司在各類醫藥品研發現況。 

(一) 台灣 COVID-19 治療藥物 

我國有 8 家新藥公司投入 COVID-19 治療藥物研發，並於國內外執行臨床試

驗，其中藥華、生華科、國鼎 3 項研發中藥物，已於台灣醫院進行恩慈療法如表 

3。生華科的抗病毒藥 Silmitasertib，為蛋白激酶 CK2 抑制劑，原用於膽管癌治療，

2020 年即被 Nature 雜誌「Drug researchers pursue new lines of attack against COVID-

19」4點名為抗COVID-19潛力藥物，後續臨床試驗結果也證實可有效抑制COVID-

19 病人肺部發炎反應，並降低免疫風暴致死率。 

 

表 3、台灣開發之 COVID-19 治療藥物 

Product Type 
Status/ 

Country 
Company 恩慈療法 

Ropeginterferon 

alfa-2b (P1101) 
Antiviral Drug Phase 3/TW 藥華 V 

FP-025 

Anti-inflammatory 

and MMP-12 

inhibitor 

Phase 2/3/US 逸達  

Silmitasertib Antiviral Drug 
Phase 2/US 

Phase 2/IN 
生華科 V 

Antroquinonol 

(Hocena) 
Antiviral Drug Phase 2/US 國鼎 V 

AD17002 Immune Modulators  Phase 2/TW 昱厚  

FB704A Anti-inflammatory Phase 2/US 合一  

Pentarlandir Antiviral Drug 
Phase 2/TW 

Phase 2/US 
心悅  

TLC19 Antiviral Drug 
Phase 1/AUS 

Phase 1/TW 
台灣微脂體  

資料來源:TRPMA 彙整製表 

 

(二) 台灣 COVID-19 檢驗試劑 

台灣產官學研亦不遺餘力，自疫情初期即投入研發 COVID-19 檢驗試劑。

TFDA 於 2020 年 4 月 7 日公布「因應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緊急使用，

核酸檢測及快篩試劑申請專案製造參考文件」，隔日瑞基海洋公司即取得台灣第

一家核准核酸檢測試劑專案製造許可。同時，中央研究院、國衛院及衛福部疾管

署各自研發出 COVID-19 抗原快篩、抗體快篩試劑原型，並以非專屬授權方式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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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15 家廠商，包括：瑩芳、泰博、寶齡富錦、台塑、東耀、普生等，攜手加速快

篩試劑研發，提升台灣檢測量能及防疫能力。 

截至 2021 年 7 月，台灣廠商共研發 50 項 COVID-19 相關檢測試劑，包括：

20 項 COVID-19 核酸檢測、2 項快速分子檢測、17 項抗原快篩試劑、9 項抗體快

篩試劑，及 2 項居家快篩 (表 4)。其中有 43 項取得台灣專案製造許可，16 項取

得歐盟 CE-IVD 認證，10 項取得美國緊急使用授權(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EUA)，3 項取得印度進口許可，並各有 1 項分別取得日本、馬來西亞、澳洲及中

東國家進口許可。 

 

表 4、台灣研發之 COVID-19 檢測試劑 

類別 
RT-PCR 

核酸檢測 

快速分子 

檢測 
抗原快篩 抗體快篩 家用快篩 

產品 20 項 2 項 17 項 9 項 2 項 

公司 

瑞基海洋、諾

貝爾、高端、

普生、金萬

林、泉沂、昕

創、德必碁、

博錸、奎克、

達爾、福又

達、麥博森、

亞諾法、大江 

工研院、

泉創 

凌越、亞諾

法、保生、寶

齡富錦、百

歐、泰博、台

塑、三鈺、安

特羅、長興、

美特斯、安

盛、台灣奈米

碳素、聯華生

技、中研院、

普生、安盛 

凌越、 

德必碁、

亞諾法、

鼎群、 

東耀、百

歐、泓

佑、長

興、柏勝 

泰博、寶

齡富錦 

資料來源:TRPMA 彙整製表 

 

(三) 台灣新藥研發 

根據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 (下文簡稱 TRPMA) 會員公司調查，統

計至 2021 年 7 月，25 家生技新藥公司會員共有 22 項各類新藥於國際上市。  

新成分新藥有 7 項通過國內外，包括美國、歐盟、日本等醫藥先進國核准上

市，其中有 4 項小分子藥物、2 項生物藥、及 1 項植物新藥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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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台灣研發新成分新藥產品及上市國 

公司 產品 類型 適應症 
核可上市時間 

(西元年)/ 國家 

太景 
太捷信

® 

Taigexyn
®

 
小分子新藥 社區性肺炎 

2014/台灣 

2016/中國 

寶齡富錦 
拿百磷

® 

Nephoxil
®

 
小分子新藥 

慢性腎病患者高磷血

症 

2014/日本 

2014/美國 

2015/台灣 

2015/歐盟 

智擎 
安能得

® 

Onivyde
®

  
小分子新藥 轉移性胰腺癌 

2015/台灣 

2015/美國 

2016/歐盟 

2016/澳洲 

2017/加拿大 

2107/韓國 

2018/新加坡 

2020/日本 

順天醫藥 
納疼解

® 

Naldebain
®

 
小分子新藥 

預先給藥緩解手術後

中、重度急性疼痛 
2017/台灣 

中裕新藥 Trogarzo
®

 生物新藥 
治療多重抗藥性的末

線愛滋病 

2018/美國 

2019/歐盟 

藥華 Besremi
®

 生物新藥 真性紅血球增生症 

2019/歐盟 

2020/台灣 

2021/以色列 

合一 
速必一

® 

Fespixon
®

 
植物新藥 糖尿病足部傷口潰瘍 2021/台灣 

資料來源:TRPMA 調查彙整製表 

 

致力於發展平台技術，成為 specialty pharma 的公司，亦有多項 505b(2)新藥

取得國內外核准，例如：泰合 Ondansetron OD Film 癌症化療止吐口溶膜 (2017/

日本)、友霖 Methydur® 治療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2018/台灣)、懷特 Oraphine® 解

除急性中度到嚴重疼痛 (2020/台灣)、以及逸達 Camcevi®前列腺癌新劑型新藥 

(2021/美國)。同時，永昕研發之治療類風溼性關節炎生物相似性藥 TuNex®也於

2017 年在台灣核可上市。 

根據 TRPMA 統計，尚在研發中的台灣新藥共有 167 項，其中 15 項已進行

查驗登記，48 項在第三期臨床試驗階段，61 項第二期，43 項第一期。統計顯示，

台灣新藥除以台灣為研發基地外，半數以上亦於美國申請新藥 IND。此外，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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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早期臨床試驗環境良好，且澳洲政府提供優渥之新藥研發補助，近年也吸引

台灣新藥公司至澳洲設立公司執行早期臨床試驗。TRPMA 蒐集整理，至 2021 年

7 月台灣新藥品項及全球研發地圖，請見表 6 與圖 3。 

 

表 6、台灣新藥於各國核准上市及執行臨床試驗之品項及數目 

(累計至 2021 年 7 月) 

資料來源:TRPMA 統計彙整製表 

 

 

 
 

 

 

 

 

 

 

 

 

 

 

 

 已上市 NDA Phase 3 Phase 2 Phase 1 總和 

台灣 17 4 14 25 13 73 

美國 1 1 12 26 16 56 

歐盟 2 1 7 3 5 18 

中國 2 2 3 4 3 14 

韓國 0 1 4 0 1 6 

東南亞 1 1 2 1 1 6 

澳洲 0 0 2 0 3 5 

俄羅斯 1 1 2 0 0 4 

日本 0 1 1 0 1 3 

加拿大 0 1 1 0 0 2 

非洲 0 0 0 2 0 2 

南美 0 2 0 0 0 2 

印度 1 0 0 0 0 1 

總和 25 15 48 61 43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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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TRPMA製圖 

圖 3、TRPMA會員公司新藥國內外研發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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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藥研發與《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早期以發展台灣新藥為目的，除提供研發人培支

出、法人股東之租稅優惠，亦使尚未有營收的生技新藥公司，得以「科技事業」

進入公開市場掛牌募資。我國活躍的新藥研發公司，皆為經濟部審定之「生技新

藥公司」。相較於歐、美新藥研發已有百年歷史，政府提供大量財源支持生技醫藥

科技，台灣生技產業發展仍在嬰兒期。 

生技醫藥產業價值鏈長，以新藥研發為例，從藥物探索、先導藥物最適化、

動物實驗等臨床前試驗，至向主管機關申請新藥臨床試驗 (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Application, IND)，獲核准後執行第一期至第三期臨床試驗，至取得藥證上

市平均需 10-15 年，總花費約 4,800 萬美元 (約 15 億新台幣) ，見圖 4。同時，

新藥研發各階段專業分工精細，產業結構複雜，為知識與技術密集的整合性產業，

需培養跨領域與縱橫向整合專業人才，以掌握研發策略及市場趨勢，帶領產品成

功上市及銷售。 

 
Source: TRPMA 製圖 

圖 4、新藥研發階段及成本 

 

新藥一旦獲得階段性成果，即為具價值產品，可進行交易，與國際廠商洽談

授權或共同合作開發等協議，產品研發越接近上市階段，價值更以倍數成長。因

此，在產品取得核准上市前，新藥公司收入主要來自授權簽約金、研發里程碑授

權金，產品上市後則包括權利市場之銷售收入，以及授權市場之銷售里程碑金和

權利金。 

以 2002 年成立的智擎生技為例，其成功上市之胰臟癌新藥安能得®，在臨床

試驗第二期 2011 年即授權給美國 Merrimack 公司，簽約金及開發階段里程金至

2017 年共收入 9,000 萬美元；2014 年 Merrimack 將安能得®歐亞經銷權再授權給

美國 Baxter 公司，經多次授權交易，安能得®在歐亞地區開發里程碑金已達 1.3 億

美元，智擎並於 2014 年轉虧為盈。安能得®則於 2015 年率先取得台灣、美國藥

證，並陸續獲得歐、澳、加、韓、日等 38 國許可上市，為我國生技新藥公司發展

與獲利的標竿及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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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擎於 2009 年獲經濟部審定為生技新藥公司，經過 5 年於 2014 年再度向經

濟部申請展延，當時因有生技新藥公司須具全球市場權利之審定規定，而智擎只

持有安能得歐、亞市場權利，駁回其生技新藥公司之展延。因此智擎雖已有產品

上市獲利，卻未能享有《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之租稅優惠。 

生技新藥產業具以下特性：1) 產品開發期長、風險高、資金需求大，2) 高報

酬、產品生命週期長，3) 知識與技術密集之整合性科技，需跨領域與縱橫向整合

專業人才，4) 涉及人民生命安全，高度法規管制，5) 無形資產價值高，智財、技

術移轉與授權可為收入來源，6) 以全球市場為導向，價值鏈長，分工精細，7) 結

合電子/資通訊跨域產業，發展個人化精準醫療健康。綜上所述，如無系統性支持，

協助躍過產品研發的死亡之谷，生技新藥不易成功，因此各國政府建立各項鼓勵

措施，而我國則以《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為目標政策。我國新藥公司進行多

項新藥研發，《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對產業之重要性不可言喻。 

 

二、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沿革及實施 

本節說明《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的發展沿革、現行適用範圍、審定條件

及租稅獎勵。 

(一)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之立法及沿革 

我國自 1982 年將生物技術列為重點科技項目，1995 年行政院核定「加強生

物技術產業推動方案」，訂定法規及查驗體系、研究發展及應用、技術移轉及商業

化、投資促進及育成、生技服務業及產業策進等五大項工作項目，推動至 2007 年，

進展有限，主因歸納為：1) 研發成果多集中於學研機構，成功進入商業化的數量

偏低；2) 國內投資大眾尚未了解生技產業發展特性，導致投資額與規模皆不足；

3) 生技新藥產品研發期長，營業虧損扣抵稅法、技術入股緩課及藥事法等規範不

符國內生技新藥產業發展之需求。 

為解決上述困境，2007 年立法院通過《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針對從事

新藥與高風險醫療器材開發之生技新藥公司，提供技術研發、人才培訓、法人股

東租稅抵減優惠，鼓勵廠商投入生技新藥開發，加速產品開發及上市，使我國生

技產業朝高附加價值及高風險的產品發展，以提升經濟及國家整體競爭力。並由

行政院於 2008 年公告「生技新藥公司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適用投資抵減

辦法」及「營利事業適用生技新藥公司股東投資抵減辦法」等 2 項授權子法。《生

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發展沿革見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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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相關法規及發展沿革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 

公布單位：總統府 

公布日期 文號 內容 

2007年7月4日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600083781號令 
全文13條，自公布日施行至2021年12月31日 

2017年1月18日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600005941號令 

修正第 3 條條文，擴大「高風險醫療器材」

認定範圍，並新增「新興生技醫藥產品」為

條例適用對象 

生技新藥公司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 

發布單位：行政院 

發布日期 文號 內容 

2008年2月29日 
院臺財字第

0970004795號令 

依《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5條第3項規

定訂定，全文16條，自2007年7月6日施行 

2017年12月8日 
院臺經字第

1060197756號令 

配合《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3條修正

條文，並明確規範研發人員學歷、撤銷或廢

止審定函條件、增訂實收資本額及專職研究

發展人員人數之計算規定等，修正第2、4、

5、6、7條文 

營利事業適用生技新藥公司股東投資抵減辦法 

發布單位：行政院 

發布日期 文號 內容 

2008年2月29日 
院臺財字第

0970004795號令 

依《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6條第3項規

定訂定，全文 15 條，自發布日施行 

2017年12月8日 
院臺經字第

1060197756號令 

配合《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3條修正

條文，並明確規範研發人員學歷、撤銷或廢

止審定函條件、增訂實收資本額及專職研究

發展人員人數之計算規定、增訂申請核發投

資計畫核准函時應檢附之資料及完成證明之

期限、及股東補繳已抵減稅款之規定等，修

正第2、4、5、7、9、13條文 

「新興生技醫藥產品」之產品及審定要件 

公告單位：經濟部 

公告日期 文號 內容 

2017年6月20日 
經工字第

10604602850號 

依《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5款規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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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精

準醫療產品、基因治療產品、細胞治療產

品，及paragraph IV藥品之審定要件 

資料來源:TRPMA 彙整製表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History.aspx?pcode=J004004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History.aspx?pcode=J004004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History.aspx?pcode=J0040048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fileView.do?fileType=fileroot&fileName=6568befdab0a88cb356de163ed40b799bf2530f119147a27099022030ea64df17d145786744089a8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修正研討與落實 

22 

(二) 2017 年擴大《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適用範圍 

為發展我國生技新藥產業，成為帶動經濟轉型的主力產業，2017 年立法院修

訂《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 3 條之規定，加速發展我國高附加價值及高風險

的生技醫藥產業。第三條之產品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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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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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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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新興生技醫藥產品之操作定義，經濟部 2017 年 6 月 20 日另公告『「新

興生技醫藥產品」之產品及審定要件』。規定下列四類產品： 

1. 精準醫療產品：經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機關、學術

界及研究機構代表審定，該產品係以診斷治療為目的，且從事該產品研發

製造及其技術服務之公司有整體精準醫療應用之規劃，其自行研發內容應

包含檢測、診斷、治療、監測或疾病預防之創新性產品或技術，並符合國

內或國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2. 基因治療產品：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定，該產品利用基因或含該基

因之細胞或載體，用於治療人類或動物疾病，且從事該產品研發製造及其

技術服務之公司進行研究開發或臨床試驗需符合國內或國外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3. 細胞治療產品：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定，該產品使用之細胞，係取

自生物之體細胞或幹細胞並經體外培養後所衍生的細胞，且從事該產品研

發製造及其技術服務之公司進行研究開發或臨床試驗需符合國內或國外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4. 依據美國「藥品價格競爭及專利期間回復法」規定主張原廠新藥專利無效

或未構成侵權之藥品 (簡稱 paragraph IV 藥品)：經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機關、學術界及研究機構代表審定，該藥品符合美

國「藥價競爭及專利期間回復法案」 (Drug Price Competition and Patent 

Term Restoration Act) 之 paragraph IV 規定，並已取得美國 FDA 受理文

件及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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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三條適用定義的公司，須依據經濟部「生

技新藥公司研究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第 2 條及「營利事業適

用生技新藥公司股東投資抵減辦法」第 2 條規定，檢具相關文件，向經濟部提出

申請，經審議通過為「生技新藥公司」，取得 5 年效力之生技新藥公司審定函。 

生技新藥公司條件為： 

1. 具體從事相關研究發展、國內外臨床試驗、田間試驗、或取得國內外上市

或製造許可之證明。 

2. 生技新藥研發經費占營業額之比率達 5%或資本額的 10%。 

3. 聘僱 5 位大學學歷以上之生技新藥專職研發人員。 

4. 最近三年內未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 

(三) 租稅獎勵措施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提供研究發展、人才培育及營利事業投資，享有

租稅抵減的優惠；對於高階專業人員與技術投資人取得之技術股或認股權憑證，

當年度不必列入課稅所得，於實際轉讓年度才列入課稅所得，享有延緩課稅之優

惠；同時，也放寬政府機構研究人員經任職機關同意，可擔任生技新藥公司之創

辦人、董事或科技諮詢委員，並可持有生技新藥公司 10%以上之股份。獎勵項目

包括： 

1. 研究發展費用抵減 (第五條)： 

(1) 生技新藥公司從事生技新藥產品或技術研究與發展所支出之費用，

自有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年度起，得按35%抵減其應納營利事業所

得稅額；當年度研究發展支出超過前二年研發經費平均數者，超過部

分得按50%抵減。 

(2) 委託國內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內大專校院專任教師

或研究機構研究人員，或委託經濟部工業局所定國內醫藥研發服務

公司參考名單上的國內醫藥研發服務公司，從事生技新藥研究開發

階段、臨床前及臨床試驗之費用，其費用得按35%抵減營利事業所得

稅。 

(3) 委託國外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外大專校院專任教師

或研究機構研究人員，或為生技新藥上市而委託國外醫藥研發服務

公司從事臨床前及臨床試驗之費用者，經向經濟部申請專案認定核

准者，其費用得按35%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 

2. 人才培訓費用抵減 (第五條)： 

生技新藥公司為培育受僱員工，辦理或指派參加與公司研發製造新藥、高風

險醫療器材及新興生技醫藥產品業務相關的訓練活動費用，自有應納營利事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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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稅之年度起，得按 35%抵減其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另當年度人才培訓的支

出總金額超過前二年人才培訓經費平均數者，超過部分得按 50%抵減。 

3. 法人股東投資抵減 (第六條)： 

生技新藥公司其營利事業成為該公司記名股東達三年以上，得以其取得該股

票的價款 20%，自其有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的年度起五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

事業所得稅額。如營利事業為創投業者，由其營利事業股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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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技術股緩課 (第七條)： 

生技新藥公司高階專業人員及技術投資人獲得的技術股，不計入該高階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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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於實際移轉的當

年度的移轉時價計算收益，扣除成本後納入當年度綜合所得額或營利事業所得額

課稅。 

5. 認股權憑證緩課 (第八條)： 

生技新藥公司發行認股權憑證予高階專業人員或技術投資人，經經濟部審查

通過後，可於取得股票並實際移轉時之當年度，其收益納入當年度綜合所得額或

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 

6. 解除研究人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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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未來十年與精準健康時代來臨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至 2021 年底落日，作為引領我國科技發展之目

標，未來十年迎接全球精準健康時代，必須以前瞻視野預視科技及產業未來的發

展。本節探討全球精準健康趨勢，以及我國新興醫療科技發展。 

人類基因解碼，加上醫學結合電子資通訊雙重科技變革，全球以「精準健康」

為努力目標。精準健康是基於個人基因組、環境、生活型態以及疾病之分子基礎

差異，準確地預測、預防、診斷與治療疾病，其中包含：1) 透過基因定序及各式

檢測，分析個體生理病理特性與疾病機制進程以進行疾病預測、預防、診斷及治

療的「精準醫療」；2) 結合生物科技、ICT、人工智慧、物聯網、區塊鏈、大數據

分析等科技的「創新醫材」及「數位醫療」；3) 以細胞、基因進行疾病治療及預

防的「再生醫療」等。這些新興產品及服務可以滿足醫療迫切需求，提供病人更

好的治療及照護，延長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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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行政院近年支持發展精準健康，中研院、衛福部、國衛院建置及統整人

體生物資料庫，加上民間公司投入發展基因檢測、資料處理、數據分析及整合加

值，精準健康產業鏈已逐具規模，見圖 5。2020 年行政院發布「臺灣精準健康戰

略產業發展方案」，藉由醫療電子化、數位化、智慧化及客製化健康風險預測、照

護、慢病管理等方向，發展精準診斷、精準治療、精準照護、及精準預防，並以

完善精準健康生態系、扶植精準健康產業鏈、及接軌國際佈局全球三大策略，形

塑台灣健康品牌，行銷產品與服務輸出國際，推動我國精準健康產業發展，達到

全民共享精準健康之福祉。 

配合《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修法，經濟部明訂「精準醫療」、「再生醫療 

(細胞治療及基因治療)」及「數位醫療」納入《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適用範

圍，提供獎勵措施，行政院亦建議將新版命名為「生技醫藥及精準健康產業發展

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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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2020 行政院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 

圖 5、台灣精準健康產業鏈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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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探討各領域新興生醫產業全球的發展趨勢及我國現況： 

(一) 創新醫療器材產業及數位醫療產業 

「創新醫療器材」係指與電子、電信、儀器儀表、生物技術、軟體開發等跨

領域合作，以滿足臨床需求為目標之行動醫療、體外檢測、微創治療與組織修復

材料等創新性較高之醫療器材。「數位醫療」則係指 ICT 科技在醫療及健康領域

的應用，例如：運用巨量資料、雲端運算、人工智慧、深度機器學習等技術，提

供醫療照護、疾病管理、公共衛生監測、教育和研究等。 

美國政府為加速創新醫療科技開發上市，於 2016 年通過「21 世紀醫療法案 

(21st Century Cures Act)」，授權 FDA 制定「突破性醫療器材計畫 (Breakthrough 

Devices Program)」、「人道使用醫療器材豁免  (Humanitarian device exemption, 

HDE)」，及「數位健康創新計畫」等方案，鼓勵產業投入創新醫材、數位醫療研

發，並推動以病人為中心，使民眾得到更佳醫療服務與健康管理的服務。 

「突破性醫療器材計畫」使創新醫材廠商可與美國 FDA 即時溝通討論，法

規評估也較具彈性、並可以快速通道 (Expedited Access Pathway, EAP) 加速產品

上市。FDA 要求突破性醫材產品須符合以下任一條件：1) 對於威脅生命或產生

不可逆傷害的人類疾病或症狀，提供更有效的治療或診斷；2) 具突破性科技；3) 

目前無核准上市之其他治療選擇；4) 可減少或消除住院需求、改善病人生活品質、

促進病人自我健康管理能力，或建立長期臨床效率，顯著優於上市產品；5) 其可

用性符合患者的最佳利益。 

「人道使用醫療器材豁免 (HDE)」指引則針對高風險，低疾病發生率的醫療

器材訂定，這類產品研發期長、市場需求小、不易獲利，常導致病人無適合醫療

器材可使用。HDE 與「醫療器材上市前核准 (Premarket Approval, PMA)、De Novo 

分類，與人道醫療器材豁免，於利益與風險決定之不確定性考量」指引草案，擴

大 510(k)審查適用對象、減免部分審查要求，以減輕廠商開發成本。 

依據「21 世紀醫療法案」，美國 FDA 對於提供醫療或健康管理建議的數位

醫療產品，免除以醫療器材列管，並公告表列產品，包括：醫療機構行政系統、

維持或鼓勵健康生活型態且與診斷/治療/減輕/預防疾病或狀態無關之產品、非用

於解釋或分析病人紀錄之電子病歷、僅用於傳輸/儲存/轉換格式或顯示資料之產

品、支援特定臨床決策但非用於解釋或分析臨床測試結果之產品等。同時，FDA

於 2017 年公告「數位健康創新計畫」，制定指引，啟動醫療器材軟體上市前認證

制度 (The Software Precertification (Pre-Cert) Pilot Program)，與產業界共同合作開

發數位醫療技術監督的新方法，簡化上市前審查流程，使病人盡早使用創新產品，

獲得更好的治療及照護。 

檢視台灣醫療器材產業，已從中低階的消費型產品，轉變為高附加價值的創

新醫材，研發朝向智慧化、自動化、微小化，如：高階影像、微創手術醫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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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光電與電子技術、資通訊科技、新材料與精密機械的優勢，也帶來我國創新

醫療器材發展契機。 

我國 2021 年 5 月實施「醫療器材管理法」，將醫療器材管理自「藥事法」分

離，強化醫材產品來源及流向管理、建立電子化登錄、彈性核定許可證效期及業

者主動通報等制度，以期健全醫療器材管理制度、縮短產品上市的期程，推動產

業快速發展。食藥署並成立智慧醫材專案辦公室，提供一站式輔導的產業創新諮

詢服務，並公告「電腦輔助偵測 (CADe)審查要點指引」、「無顯著風險之醫療器

材臨床試驗態樣」，亦研擬醫療器材軟體 (SaMD) 不需要提出變更申請的原則與

態樣，以簡化智慧醫材產品上市前的驗證流程，並加速醫材軟體更新。 

過去十年，科技部「臺灣-史丹福醫療器材產品設計之人才培訓計畫」

(Stanford-Taiwan Biomedical Fellowship Program，STB 計畫)、「臺灣-柏克萊醫療

器材產品設計之人才培訓計畫」(Berkeley-Taiwan Biomedical Fellowship Program，

BTB 計畫)、以及 SPARK Taiwan-「生醫與醫材轉譯加值人才培訓計畫」，培育許

多高階創新醫療器材專業人才，亦催生許多創新醫材公司成立。以 STB 為例，自

2008 年推動已培育超過 55 位 STB 學者，24 家新創公司的成立，總計實收資本

額超過新台幣 17 億元，2 家登錄興櫃。 

列舉近期研發成功取得國內外上市的我國創新醫療器材，如表 8。 

 

表 8、台灣研發創新醫療器材產品及上市國 

公司 產品 用途 
核可上市時間 

(西元年)/國家 

萊鎂醫療器材 睡眠呼吸治療裝

置 

負壓睡眠呼吸治療 2016/EU 

2017/TW 

2018/Israel 

2020/US 

安盛生科 血糖監測系統 智慧型手機影像感測技術- 

血糖監測 

2016/TW 

2017/US 

安盛生科 糖化血色素檢測

系統 

智慧型手機影像感測技術- 

糖化血色素檢測 

2019/US 

安盛生科 血脂檢測系統 智慧型手機影像感測技術- 

血脂監測 

2019/TW 

唯醫生技 “唯醫”檢查鏡

及其附件 

輔助髓內釘置入術螺孔定位 2017/US 

2019/TW 

台灣生醫材料 腦中風血栓負壓

移除導管系統 

以連續負壓的方式吸取必需

排除之分泌物、體液及血液 

2018/US 

台灣生醫材料 泡沫式人工腦膜 用於神經外科手術過程中的

修補硬膜缺損覆蓋物 

2018/TW 

博晟生醫 一次性兩相自體

軟骨修補系統 

軟硬骨組織修復 2020/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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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產品 用途 
核可上市時間 

(西元年)/國家 

貝克生醫 食道置放器 可與遙控後荷式裝置搭配，傳

送高劑量率及脈衝劑之射源

至食道部位 

2019/TW 

2019/US 

聿信醫療器材 連續抗噪聽診器 呼吸音連續偵測及警報 2020/TW 

安盟生技 非侵入式高解析

活體光學同調斷

層掃描儀 

即時三維人體皮膚組織結構

影像資訊，協助醫生進行非侵

入性的臨床診斷 

2020/US 

鈦隼生物科技 自動腦部手術導

航機器人 

腦部外科手術 2021/EU 

資料來源:TRPMA 彙整製表 

 

(二) 再生醫療產業 

再生醫療係將細胞、基因、組織用於人體構造或功能之重建或修復，以達到

治療或預防之目的。依照細胞和組織的來源，又可分為同種自體、同種異體和異

種異體，或是透過組織工程，利用細胞或組織所生成的組織製品。再生醫療的發

展，提供病人新的治療選擇，為傳統化學或生物藥品無法治癒的疾病患者，帶來

一線希望。 

目前全球已上市之再生醫療產品至少有 79 項，其中美國已核准 21 項，歐盟、

韓國皆為 17 項，日本 9 項，日本並於 2019 年 3 月率先亞洲核准 CAR-T 上市。

中國雖尚未核准再生醫療產品，但產業迅速發展 CAR-T，並積極開發非 CD19 的

新腫瘤標的，拓展實體癌適應症。產品營收方面，韓國 Medipost 治療退化性關節

炎之間葉幹細胞產品 Cartistem®，於 2019 年銷售額高達 137 億韓元 (新台幣 3.28

億元)。 

Alliance for Regenerative Medicine 統計，2020 年全球再生醫療研發/製造公司 

(包含基因、細胞及組織治療) 共 1,085 家，北美 543 家，亞太 295 家，歐洲 209

家。再生醫療臨床試驗全球則共有 1,220 件。 

我國再生醫療自 2000 年即開始發展，目前約有 50 家公司，尚未有產品研發

上市。TRPMA 調查我國 35 家再生醫學公司，執行 102 項細胞治療研究案，其中

48 項已進入臨床試驗階段 (47%)，大部分於台灣執行，有 5 項同步於美國、日本、

韓國、及越南進行臨床試驗。進入第三期臨床試驗者 2 項，分別為：三顧公司的

自體口腔黏膜上皮細胞層片治療食道手術傷口部位上皮再生，以及世福公司的自

體樹突細胞治療惡性神經膠質腦瘤 (Glioblastoma multiforme, GBM)。研發產品以

自體細胞為主占 56%，其中又以免疫細胞治療腫瘤最多(33%)，脂肪幹細胞其次 

(21%)，適應症則包括：膝關節炎、肝硬化、腎衰竭、中風、中樞神經、糖尿病等。 

生技產業發展製劑產品，都必須經過嚴謹的臨床試驗，證明安全性、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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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品質，通過食藥署核准，給予藥品許可證才能上市。有別於一般化學及生物製

劑，再生醫療製劑的成分異質性、製程特殊，且治療過程複雜，療效證實及風險

管控無法完全適用於現行藥事法規範，因此 2018 年行政院即提出「再生醫療製

劑管理條例」草案，以確保再生醫療製劑的品質、安全性及有效性，並維護病人

接受治療的權益。同時，仿日本訂定「附加附款許可制度」，在確認產品安全性的

前提下，給予先期上市許可，使病人及早使用新興治療，後續並須追蹤病人使用

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於限期內提供評估報告，以取得完全上市許可 (Full Approval)；

若期滿未完成安全及有效性評估，主管機關將撤銷其藥證。 

除了製劑研發外，醫療院所視個別病人病症實施細胞療法，也為再生醫療重

要的一環，且常為癌病重症患者最後的治療希望。過去民眾常需遠赴國外尋求細

胞治療，為免病患及家屬舟車勞頓，衛福部 2018 年 9 月修訂「特定醫療技術檢

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簡稱「特管辦法」)開放六項自體細胞治

療技術，由醫療院所提出申請，配合生技公司細胞製備技術，截至 2021 年 7 月，

已有 34 家醫療機構，100 件細胞治療技術通過審查，參與計畫之生技公司細胞製

備場所 (CPU) 共 20 家。  

「特管辦法」的細胞治療技術，目前僅限於自體及已有初步臨床研究數據或

文獻之細胞療法。生技公司所研發的再生醫療製劑則範圍較廣，如：風險較高的

異體細胞、基因改造 (例如：CAR-T)、基因療法、及組織工程等使用新興生醫科

技之製劑，應由「再生醫療製劑發展條例」管理，以嚴格確認安全性、療效及 PIC/S 

GMP 製程規範、品質系統，並制定原物料管控、分析方法驗證、風險管控方案、

追蹤追溯機制等。 

「再生醫療製劑發展條例」迄今未能通過，影響我國再生醫療產業發展，產

業皆呼籲應盡速通過專法。 

(三) 精準醫療產業 

精準醫療係透過基因定序及各式檢測，分析個體生理病理特性與疾病機制進

程以進行疾病預測、預防、診斷及治療。2003 年人類基因體計畫 (Human Genome 

Project, HGP) 宣布完成，對生物醫學研究、疾病研究、檢驗方法、治療方法、及

藥物開發具有重大意義。隨著生物科技、基因定序、資訊科學、大數據分析的進

步，2013 年英國國民保健署 (NHS) 開啟 10 萬基因定序計劃 (UK100K)，2015 年

美國歐巴馬總統宣布推動「精準醫療法案 Precision Medicine Initiative」，開啟精

準醫療時代的大門。 

Global Market Insights 統計，2020 年全球精準醫療市場規模超過 520 億美元，

預計至 2027 年 CAGR 高於 11.5%，市場規模達 1,120 億美元 5。精準醫療產業以

了解病因、尋找藥物標靶、預測藥物成效的基因體和蛋白質檢測發展最為迅速，

用於癌症轉移偵測與復發風險監控的液態切片分析發展，近期亦備受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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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醫療發展，立基於人體生物資料庫 (biobank) 的建設。2003 年中研院成

立人體生物資料庫，2010 年我國通過「人體生物資料管理條例」，至 2021 年 5 月，

我國已有 35 家經衛生福利部核可的人體生物資料庫。2018 年中研院開啟「台灣

精準醫療計畫」，收集 100 萬台灣華人基因數據，聚焦華人常見疾病風險評估，推

動精準醫療臨床應用，並希望運用藥物基因體學提升用藥安全，達到全齡精準健

康的目標。至 2021 年 8 月已收集 30 萬人基因數據。2019 年衛生福利部建置「國

家級人體生物資料庫整合平台」，整合分散在各機構的人體生物資料庫，透過資料

共享、共用，發揮資料庫綜效，現已累積 51 萬參與人次，包括 474 件 COVID-19

收案數。 

為推動我國精準醫療產業的發展，2021 年 2 月，「特管辦法」修訂納入實驗

室開發檢測 (Laboratory Development Tests, LDTs)，開放非醫療機構設立之檢測實

驗室，認證後可自行建立及使用檢測，診察、診斷或治療特定病人或疾病。目前

我國投入精準醫療產品與服務開發的生技公司，包括：1) 分子檢測：行動基因、

奎克、普生、創源、博錸、基龍米克斯科、金萬林、慧智基因等；2) 全景組織切

片檢查成像：捷絡生技等；3) 醫療大數據與 AI：醫守科技、偉薩科技、分子智藥

等。 

基於台灣資通訊產業先進發達，我國以發展精準健康為國家目標，但管理法

規須與時俱進，建立專業彈性之管理制度，並且強化健保給付及自費市場機制，

以活化商業模式及募資。 

(四) 委託開發製造 (CDMO) 

除新興科技外，《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行政院版擬定研發與製造並重的策

略方向，將委託開發製造 (Contract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 

CDMO) 納入適用範圍。 

CDMO 範圍包括原料藥製造、劑型開發、製劑製造及包裝等委託業務。PwC

「Current trends and strategic options in the pharma CDMO market」報告 6 指出，

2018 年全球 CDMO 市場 987 億美元，2025 年將達 1,577 億美元，CAGR 6.9%(圖 

6)，以亞洲市場成長率最高，自 2018 年 441 億美元，成長至 2025 年 801 億美元，

CAGR 8.9% (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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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urrent trends and strategic options in the pharma CDMO market, PwC, 2019 

圖 6、全球藥品CDMO市場 (依服務類別區分) 

 

 

圖 7、全球藥品CDMO市場 (依區域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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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戰及 COVID-19 疫情，使各國政府將醫藥品視為國安產業，並重新

檢視醫藥品供應鏈。為避免中美貿易戰引起之供應斷鏈，並強化智慧財產權保護、

掌握臨床試驗研發速度，以及確保研發和量產的連續性，鼓勵發展 CDMO 可使

台灣在既有的製藥科技基礎上，增加投資及產能規模，以高科技、高品質、及符

合國際法規標準，建立 CDMO 產業，提供全球新藥開發者的原料藥和製劑服務。 

台灣目前原料藥 CDMO 共 11 家，包括：台耀、祥翊、神隆、博謙、松瑞、

中化合成、旭富、建誼、永光、永日、國衛院藥化加值研發中心。藥品製劑 CDMO 

9 家，包括：中化製藥、瑞士、友華、保瑞、健亞、南光、國光、聯亞、杏輝。生

物藥 CDMO 2 家，為台康及永昕。我國發展細胞治療 CDMO，期望打造亞洲自

動化細胞工廠，如：高端疫苗 (已將業務轉給台寶)，以及由三顧、台灣日立、華

立、東元、國發基金合資成立的「樂迦再生科技」。 

以 CDMO 作為國家產業發展策略，可參考近期全球注目的生物藥公司韓國

Celltrion。2021 年 7 月 Celltrion 發布，其單株抗體藥物 Regdanvimab 第三期臨

床試驗結果，可降低 70% COVID-19 相關住院或死亡風險，動物實驗也呈現對

Delta 變異株 (B.1.617.2) 具強效中和效應。Celltrion 2002 年於韓國成立，結合韓、

美生技技術，加上韓國傳產財團資金投入，成立初期即於韓國松島建造 50,000 L

生物製劑製造廠，2005 年取得 BMS 10 年生物製劑代工合約，2007 年通過 US 

FDA 查廠，2008 年取得 Sanofi-Aventis 抗體藥代工合約，奠定其生物製劑研發的

基礎。看準大分子生物製劑的重要性，韓國政府 2009 年即領先美、日，成為全球

第二個公告生物相似性藥審查基準的國家，Celltrion 第一個生物相似性藥

Remsima於2012年獲得韓國核准，並陸續取得歐盟、美國、台灣藥證。迄今Celltrion

已上市 3 個生物相似藥、2 個 505b(2)新藥，並從生物製劑代工、開發生物相似性

藥、至成功研發全新生物藥 Regdanvimab，成為國際重要生物藥公司。 

Celltrion 的成功除策略目標外，資金與法規到位，韓國政府扮演重要推手。

韓國由國務總理主持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制定國家級科技政策，並由保健福

祉部 (MOHW) 與產業合作，共同提出生技醫藥科技政策，規劃官產分工之發展

藍圖。未來創造科學部 (MSIP)、保健福祉部 (MOHW)、產業通商資源部 (MTIE)

共同營運韓國藥物發展基金，投資創新藥品開發、協助與大型醫藥公司聯合研發，

亦設置其他基金協助國際併購、新科技、國際行銷、製藥及醫療器材廠房建立。

同時，韓國政府亦提供租稅假期、國外技術人才稅制減免、研發及人才費用抵減

稅率優惠，設立創新藥品公司名單，對於研發藥物予以高價給付，從上游資金籌

措、獎勵租稅到市場配套協作，以成為全球新藥開發領導者為目標。 

(五) 結語 

新版《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將勾勒我國未來十年生技醫藥及精準健康產

業的發展，面對後疫情時代，全球新興醫藥科技快速發展，以及激烈競爭，快速

掌握技術、資金、人才、法規及市場，缺一不可，也是此次條例修法最重要的使

命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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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成效分析 

為了解《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自 2007 年實施以來，對我國生技新藥產業

發展之影響及具體成效，本章將綜觀分析條例實施前後，我國生技新藥產業之結

構及表現之變化，並對我國生技醫藥公司進行問卷調查，了解產業申請《生技新

藥產業發展條例》之實際經驗，及各項政策優惠措施對公司的助益及改善意見。 

本章重點包括：1.《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階段性成果，2.《生技新藥產業

發展條例》效益分析，3.《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產業調查- 經驗及建議。 

本報告所稱之「生技新藥公司」，係指通過《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審定之

各類生技醫藥公司。 

一、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階段性成果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自2007年施行，截至2020年11月，經濟部共審定

151家「生技新藥公司」及379項產品。依領域分類，人用新藥開發的公司有106家，

285項產品；高風險醫療器材32家，59項；動植物新藥7家，23項；新興生技醫藥

產品9家，12項，並有3家公司為跨領域 (圖 8)。379項「生技新藥研發品項」，有

48項已成功開發，取得國內或國外上市許可。 

 

 
資料來源：TRPMA彙整製圖 

圖 8、2013~2020 年經濟部審定之生技新藥公司家數及研發品項數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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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經濟部生技產業白皮書 7，經濟部各年度新審定之「生技新藥公司」家

數於 2014 年至 2017 年為高峰，2017 年達 22 家最高，其後逐年下降。2017 年

擴大適用範圍，納入需臨床試驗之第二等級醫療器材及新興生技醫藥，該年度

新增高風險醫療器材公司 9 家，新興生技醫藥公司 2 家 (表 9、圖 9)。 

 

表 9、2010-2020 年各年度新審定之「生技新藥公司」家數 

年度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人用新藥 4 7 4 8 17 10 11 11 5 4 3 

高風險醫

療器材 
3 3 2 2 2 0 3 9 4 1 1 

動植物新

藥 
0 0 0 1 2 1 0 0 0 0 0 

新興生技

醫藥產品 
- - - - - - - 2 3 2 2 

總數 7 10 6 11 21 11 14 22 12 7 6 

資料來源：2011-2020 生技產業白皮書, TRPMA 彙整製表 

 

 
資料來源：2011-2020 生技產業白皮書, TRPMA 彙整製圖 

圖 9、2010-2020 年歷年審定之「生技新藥公司」家數 

 

 

4

7

4

8

17

10
11 11

5
4

3

3

3

2

2

2

3

9

4

1
1

1

2

1

2

3

2
2

0

5

10

15

20

25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審
定

公
司

家
數

人用新藥 高風險醫療器材 動植物新藥 新興生技醫藥產品



第三章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成效分析 

37 

以下依各醫藥類別領域，分別探討。 

(一) 人用新藥公司 

人用新藥「生技新藥公司」共 106 家，285 件研發項目。 

已上市的產品有 18 項，查驗登記中 2 項，臨床試驗第三期 18 項，第二期 55

項，約有 30%為早期研發階段 (圖 10)。 

研發產品中，小分子藥品占 53%，其次為生物藥 27%，植物/中藥新藥 13%，

疫苗 7% (圖 11)。適應症則以抗腫瘤藥物最多 35%，抗感染藥物 17%，中樞神

經 10%，新陳代謝 6%，其他包括皮膚、心血管、消化道、呼吸道等疾病治療藥

物 (圖 12)。 

 
 

資料來源：TRPMA 蒐集彙整製圖                 註：僅就蒐集到之研發品項資訊進行分析 

圖 10、人用藥品「生技新藥公司」研發品項發展階段 (106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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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RPMA 蒐集彙整製圖                 註：僅就蒐集到之研發品項資訊進行分析 

圖 11、人用藥品「生技新藥公司」研發品項類別 (106 家) 

資料來源：TRPMA 蒐集彙整製圖                 註：僅就蒐集到之研發品項資訊進行分析 

圖 12、人用藥品「生技新藥公司」研發項目適應症 (106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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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風險醫療器材公司 

高風險醫療器材「生技新藥公司」共審定 32 家，59 件研發項目，已上市 25

項產品，達 49%。 

研發產品中八成為高風險性的第三等級醫療器材，包括:填補彌補物，如關節

內注射劑、傷口敷料等 16 項，骨科與植入物 8 項、眼科產品 7 項、手術治療產

品及牙科產品各 6 項，其他包括診斷影像產品 4 項、隱形眼鏡 2 項、輔助科技 2

項 (圖 13)。研發階段，除已上市者達 49%，原形設計占 31%，臨床試驗者占 20% 

(圖 14)。 

資料來源：TRPMA 蒐集彙整製圖                 註：僅就蒐集到之研發品項資訊進行分析 

圖 13、高風險醫療器材「生技新藥公司」研發品項類別 (32 家) 

填補彌補物, 16, 

31%

骨科與植入物, 8, 

15%

眼科產品, 7, 

14%

手術治療, 6, 

12%

牙科產品, 6, 

12%

診斷影像, 4, 

8%

隱形眼鏡, 2, 

4%

輔助科技,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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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RPMA 蒐集彙整製圖                 註：僅就蒐集到之研發品項資訊進行分析 

圖 14、高風險醫療器材「生技新藥公司」研發階段 (32 家) 

 

(三) 新興生技醫藥產品公司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於 2017 年修法，適用範圍增加「新興生技

醫藥產品」，納入精準醫療、基因治療、細胞治療及 paragraph IV 藥品。總計

2017 年至 2020 年，四年間共審定 9 家新興生技醫藥產品公司，含細胞治療公司

7 家，精準醫療公司 2 家，總計 12 項研發項目。2017 年以前細胞治療公司係以

人用新藥申請，共審定 2 家，7 項研發項目。因此，細胞治療「生技新藥公司」

總計 9 家，16 項研發項目。其中，11 項為自體細胞產品，以免疫細胞及脂肪幹

細胞為主；異體部分脂肪幹細胞 2 項、骨髓幹細胞 2 項，異體纖維母細胞 1 項 

(圖 15)。適應症則以腫瘤治療最多 6 項，關節炎 4 項，心腦血管疾病 2 項，中

樞神經、皮膚、肝硬化、自體免疫各 1 項 (圖 16)。目前尚無產品上市，已有 1

項進入 Phase III，4 項 Phase II，4 項 Phase I/II，3 項在 Phase I 階段 (圖 17)。 

精準醫療「生技新藥公司」有 2 家，研發項目為循環腫瘤細胞診斷、奈米生

物晶片及基因標記檢測。 

原型設計, 16, 

31%

臨床試驗, 

10, 20%

已上市, 25,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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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RPMA 蒐集彙整製圖 

圖 15、細胞治療「生技新藥公司」研發品項細胞類別 (9 家) 

 
 

 
資料來源：TRPMA 蒐集彙整製圖 

圖 16、細胞治療「生技新藥公司」研發品項適應症 (9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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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RPMA 蒐集彙整製圖 

圖 17、細胞治療「生技新藥公司」研發階段 (9 家) 

 

(四) 我國「生技新藥公司」名冊及其研發品項，整理如表 10。 

表 10、經濟部審定之生技新藥公司及研發品項 

(*為已上市品項) 

項

次 
公司名稱 研發項目 

初次審定

年份 

1 晶神醫創公司 
希玖安癲癇調控器(SeizureEndTM) 、神視

(VisionInTM) 
2020 

2 亞諾法生技公司 

循環腫瘤細胞診斷系統(包括富集與收集系

統、腫瘤抗體檢驗試劑組、奈米生物晶片

組或基因突變螢光原位雜交探針) 

2020 

3 台灣活力生技新藥公司 Tn 抗癌疫苗 2020 

4 圓祥生命科技公司 AP201、AP505 2020 

5 麗寶新藥生物科技公司 NM-IL-12 2020 

6 有聯生技公司 ALZ001、ALZ002 2019 

7 昱展新藥生技公司 ALA-1000 2019 

8 向榮生醫科技公司 脂肪幹細胞新藥 ELIXCYTE 2019 

9 鼎赫生物科技公司 HP 813(治療胃幽門螺旋桿菌及相關適應症) 2019 

10 晶碩光學公司 隱形眼鏡* 2019 

11 傑安生技公司 

JBP004 抗非小細胞癌標靶胜肽藥物複合

體、JBP008 治療異位性皮膚炎標靶胜肽藥

物 

2019 

12 精準生技公司 PB101 免疫細胞製劑 2018 

臨床前試驗, 4, 

25%

PhaseI, 3, 
19%PhaseI/II, 4, 

25%

PhaseII, 4, 25%

PhaseIII,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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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公司名稱 研發項目 

初次審定

年份 

13 奎克生技光電公司 
多重基因標記檢測系統、精準醫療癌症免

疫療法用藥評估分子檢測產品 
2018 

14 台灣創新材料公司 洞添肌注射式多孔複合基材、醫材開發 2018 

15 錫安生技公司 質子治療系統 2018 

16 貝爾克斯生技公司 BEL-X 2018 

17 宇康生科公司 可調式咽喉植入物 2018 

18 霍普金生醫公司 新型腫瘤標靶鉑金藥物(Targeplatin) 2018 

19 新源生物科技公司 AG-86893、AG-12896、AG-67650 2018 

20 安基生技新藥公司 小分子免疫抗癌新藥(AJ301) 2018 

21 三鼎生物科技公司 ReCornea 角膜上皮重建產品 2018 

22 
臺灣森本生物科技開發公

司 
植物性抗癌新藥 TSB-9-W1 癌得殺 2018 

23 艾默生物醫學公司 RegStem® (自體間質幹細胞產品) 2018 

24 共信醫藥科技公司 PTS100 2017 

25 康霈生技公司 
CBW-511 口服減肥新藥、CBL-514 局部溶

脂注射劑 
2017 

26 博晟生醫公司 
BiG-001(長骨生物性骨材)、BiG-006(腰椎

生物性骨材) 
2017 

27 創心醫電公司 植入式人工電子耳 2017 

28 醣基生醫公司 
CHO-H01 醣重組均相化抗癌抗體新藥、

CHO-A04 抗癌抗體新藥 
2017 

29 安克生醫公司 

安克甲狀腺超音波電腦輔助偵測/診斷系統

*、甲狀腺腫瘤細胞學辨識系統、呼吸中止

症超音波電腦輔助診斷裝置* 

2017 

30 台灣粒線體應用技術公司 幹細胞生物製劑(MitoCell) 2017 

31 上毅生物科技公司 抗 ENO1 單株抗體藥物(HuL001) 2017 

32 富禾生醫公司 

免疫細胞製劑-FHCTA、免疫細胞製劑-

FHCTB、免疫細胞製劑-FHCTC、免疫細胞

製劑-FHCTD 

2017 

33 仁新醫藥公司 LBS-002、LBS-003、LBS-007、LBS-008 2017 

34 安特羅生物科技公司 腸病毒 71 型疫苗 2017 

35 強普生技公司 JP001:CQ+Rapa 新複方新藥 2017 

36 新旭生技公司 PM-PBB3、APN-1701 2017 

37 施吉生技應材公司 生物可吸收性血管模架 2017 

38 萊鎂醫療器材公司 
治療打鼾或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之口內

器材(負壓呼吸治療裝置)* 
2017 

39 惠合再生醫學生技公司 “耐敷吉”膠原蛋白可吸收性止血基質 2017 

40 台灣微創醫療器材公司 
具骨型態生成蛋白(生物製劑)之椎間融合系

統 
2017 

41 亨泰光學公司 角膜塑型片* 2017 

42 京達醫材科技公司 人工植牙系統*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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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公司名稱 研發項目 

初次審定

年份 

43 聚天生醫公司 99mTc- (Glycopeptide) GP、99mTc-SAC 2017 

44 中生醫藥公司 Rostafuroxin、Istaroxime 2017 

45 安成國際藥業公司 MGA*、BDC 2017 

46 康力生技公司 KBM-118、KBM-126 2016 

47 聯亞藥業公司 

人類紅血球生成素(EPO，UB-851)、長效型

人類紅血球生成素(EPO Biobetter，UB-

852)、長效型干擾素-α(Interferon-α 

Biobetter，UB-551)、長效型干擾素-

β(Interferon-β Biotetter，UB-552)、長效型

顆粒性球群落刺激素(GCSF Biobetter，UB-

853) 

2016 

48 亞果生醫公司 人工眼角膜 2016 

49 逸達生物科技公司 FP-001 SIF、FP-025 2016 

50 晶祈生技公司 球面人工視網膜晶片 2016 

51 瀚醫生技公司 BarriGel 瀚醫生技防粘連可吸收膠* 2016 

52 台寶生醫公司 Biochymal、宝骨經®  (Chondrochymal® ) 2016 

53 華安醫學公司 ENERGI-F703 糖尿病傷口用藥 2016 

54 全福生物科技公司 
BRM421、BRM131、BRM132、BRM432、

BRM521 
2016 

55 聯合生物製藥公司 

愛滋病治療用單株抗體(UB-421)、抗單純皰

疹病毒單株抗體(UB-621)、乳癌治療用單株

抗體(UB-921)、創新過敏單株抗體(UB-221) 

2016 

56 華上生技醫藥公司 奈米金新劑型化療藥物 AuNP-Dox 2016 

57 健裕生技公司 GHP219(抗心肌梗塞)、GHP110(預防中風) 2016 

58 長弘生物科技公司 Cerebraca Wafer、HK-001 2016 

59 巨生生醫公司 MPB-1514、MPB-1523 2016 

60 昱厚生技公司 LT-Flu、LT-Hib、LT-Allergy 2015 

61 祥翊製藥公司 ASN-020 2015 

62 瑞諾華生醫公司 糖尿病治療之口服新藥 VN-B101 2015 

63 景凱生物科技公司 LKB-122、LKB-121 2015 

64 欣耀生醫公司 

安泰拿疼 SafeTynadol、解毒劑 Tynatode、

脂肪肝用藥 HUYPS-1、治療脂肪肝炎用藥

SNP-630 

2015 

65 世福細胞醫學科技公司 
樹突細胞腦瘤細胞免疫治療製劑(SSI-G1 腦

瘤、SSI-Lu1 肺癌、SSI-CRC1 大腸癌) 
2015 

66 創祐生技公司 
治療 HPV 陽性肺癌之免疫治療製劑

ADXS11-001 
2015 

67 安基生技新藥公司 廣效抗疱疹病毒新藥 2015 

68 金醫生物科技公司 ZC008 抗肝纖維化新藥 2015 

69 漢達生技醫藥公司 降血壓 DMTA 新療效複方新藥 2015 



第三章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成效分析 

45 

項

次 
公司名稱 研發項目 

初次審定

年份 

70 百衛生物科技公司 

豬流行性下痢次單位疫苗、豬環狀病毒次

單位疫苗、豬生殖和呼吸綜合症次單位疫

苗、貓傳染性腹膜炎次單位疫苗 

2015 

71 台康生技公司 
Trastuzumab 抗體相似藥複合體、

Trastuzumab 抗體相似藥 EG12014 
2014 

72 高端疫苗生物製劑公司 

V-201 腸病毒 EV71 型疫苗、AT-301 新型

流感疫苗、AT-501 新型流感疫苗、B-001 

Anti-RSV 生物相似藥、V-301 活性減毒登

革熱疫苗 

2014 

73 泰合生技藥品公司 
TAH8801、TAH9901、TAH4411* 、

TAH7702 
2014 

74 國邑藥品科技公司 
PMP124、PMP125、PMP126、PMP084、

L606 
2014 

75 台睿生物科技公司 
抗癌新成分新藥 TRX 818、敗血症成分新

藥 TRX 306 
2014 

76 生華生物科技公司 SHP01-1 CX5461、SHP01-2 CX-4945 2014 

77 原創生醫公司 A01 2014 

78 泉盛生物科技公司 

FB825 Anti-CemX 單株抗體新藥、FB704A 

Anti-IL6 全人單株抗體新藥、FB811 Anti-

CD20 醣體均相化抗體新藥、FB317 Xolair 

生物相似藥、FB121 Ibalizumab 生物相似

藥、SNA01 Anti-PD1 適體新藥、

SNA02Anti-PDL1 適體新藥、SNS01 抗肺

癌腫瘤幹細胞抗體新藥 

2014 

79 亞拓醫療器材公司 亞拓醫療人工牙根系統 2014 

80 翔宇生醫科技公司 
脂肪幹細胞新藥 ELIXCYTE®  (產品移轉至

向榮生醫科技) 
2014 

81 博研醫藥開發公司 BYT-3156、BYT-3163、BYT-3172 2014 

82 生控基因疫苗公司 

子宮頸癌治療型疫苗(HPV 16 型)、TVGV-

2(子宮頸癌治療型雙價疫苗)、TVGV-

HB(慢性 B 型肝炎治療型疫苗) 

2014 

83 蘑法生物科技公司 NSC767593-X 2014 

84 匯特生物科技公司 眼科玻璃體填充物、磁控紫杉醇 2014 

85 瑞寶基因公司 

PRRSFREE 寬活豬生殖與呼吸道綜合症次

單位疫苗*、PCV2 第二型豬環狀病毒次單

位疫苗、PRRS+PCV2 豬生殖與呼吸道綜合

症與豬環狀病毒感染症次單位混合疫苗、

安穩豬瘟 E2 基因改造次單位不活化疫苗、

第二代豬生殖與呼吸道綜合症次單位疫

苗、PED 豬流行性下痢次單位疫苗 、豬肺

炎黴漿菌次單位不活化疫苗、雞新城病單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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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公司名稱 研發項目 

初次審定

年份 

價及多價次單位疫苗、雞傳染性華氏囊病

單價及多價次單位疫苗 

86 心悅生醫公司 
SND-11、SND-12、SND-13、SND-14、

SND-15、SND-2、SNG-11、SNG-12 
2014 

87 臺灣動藥國際公司 寵物抗腫瘤新藥 TD-B10 2014 

88 光輝生命醫學公司 NK-TKF 標靶免疫細胞製劑 2014 

89 喜康生技公司 
JHL1101、JHL1189、JHL1311、JHL1188、

JHL1921、JHL1147、JHL1227、JHL1102 
2014 

90 仲恩生醫科技公司 

脂肪間質幹細胞(Adipose-Dervi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ADMSCs： 

Stemchymal) 

2014 

91 喬本生醫公司 
薏仁麩皮萃取物、超臨界 CO2 萃取高純度

芝麻素、超臨界萃取牛樟芝子實體 
2013 

92 全崴生技公司 
TWB-103 (TWB-102 cell 及 TWB-

103hydrogel) 
2013 

93 益得生物科技公司 

Theophylline+Buesonide HFA MDI、

Theophylline+Buesonide DPI、

Curcumin+Budesonide HFA MDI、

Curcumin+Budesonide DPI、新成分抗癌新

藥 

mTOR/PI3K 抑制劑 DCBCI0901、新複方

新藥 Synbitide (budesonide + procaterol)HFA 

MDI、新複方新藥 Synbitide (budesonide + 

procaterol) DPI、新 

複方新使用途徑新藥 Theophylline + 

Ciclesonide HFA MDI、新複方新使用途徑

新藥 Theophylline +Ciclesonide DPI、新複

方新藥 Tiotropium +Formoterol HFA MDI、

新複方新藥 Tiotropium +Formoterol DPI、

新複方新藥 Tiotropium +Indacaterol HFA 

MDI、新複方新藥 Tiotropium +Indacaterol 

DPI 

2013 

94 益安生醫公司 高階心導管手術自動縫合裝置 2013 

95 宣捷生物科技公司 
間質幹細胞新藥、抗 CD3 膠原蛋白支架抗

體 
2013 

96 竟天生物科技公司 
Tes 局部麻醉新劑型、LDS 止痛噴霧新劑

型 
2013 

97 鑫品生醫科技公司 標靶免疫細胞製劑 EBV-TIE 2013 

98 腦得生生物科技公司 BNG-1 2013 

99 柏登生醫公司 
視原膠原蛋白質(Ologen®  Collagen 

Matrix)*、生物眼角膜(Biocornea)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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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公司名稱 研發項目 

初次審定

年份 

100 啟鼎生物科技公司 
治療由人類乳突病毒(HPV)引起之癌症的

DNA 疫苗 
2013 

101 慕洋生物科技公司 MOV-001 本土型三價型不活化細菌疫苗 2013 

102 杏國生技公司 SCB01A、SB02、SB05 2012 

103 國璽幹細胞應用技術公司 
清肝淨(GXHPC1)、思益優(GXNPC1)、軟

實立(GXCPC1) 
2012 

104 全球安聯科技公司 牙科植體系統* 2012 

105 萊特先進生醫公司 
BLI-1007、BLI-1005、BLI-1006、BLI-

1008、BLI-1301、BLI-1401 
2012 

106 應用奈米醫材科技公司 人工水晶體及植入系統* 2012 

107 
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公

司 
TAT-HOXB4 造血幹細胞生長因子 2012 

108 台新藥公司 
MPTOE028、Herceptin biosimilar、HSP90 

抑制劑抗癌藥物 
2011 

109 發礮成生物科技公 鐳治安凝膠/RadionTM-pdt 2011 

110 台灣植體科技公司 F3640 骨內植體* 2011 

111 安成生物科技公司 

AC-301-擷抗組合蛋白 αvβ3、AC-501-FLT-

3 標靶候選藥物、AC-201-介白素-1beta 抑

制劑、AC-203-介白素-1beta 抑制劑、AC-

701-炎症細胞因子調節新藥 

2011 

112 鴻君科技公司 人工牙根* 2011 

113 禾伸堂生技公司 IBD98、CA102 2011 

114 磁控生醫公司 
磁控紫杉醇/小紅莓新複方新藥(被滙特併

購，品項經審定後移轉至滙特) 
2011 

115 賽亞基因科技公司 VGF001、VGHBV001 2011 

116 傑奎科技公司 
高抗磨解剖型頸椎人工椎間盤暨手術器械

開發 
2011 

117 賽德醫藥科技公司 
人類干擾素-α (CPHCV001、CPFLU001、

CPHBV001) 
2011 

118 怡忠生物科技公司 心室輔助器 2010 

119 國鼎生物科技公司 
GDAIT7(GD66)、GD11326、Hocena、

GHPANC 
2010 

120 喜樂醫療器材公司 
磷酸鈣鹽類為基底之鈣基骨組織取代物*、

含有磷酸鈣膠結劑的牙科植入物(人工牙根) 
2010 

121 和康生物科技公司 

安節益(ArtiAid)關節內注射劑*、優節益

(ArtiAid Plus)關節內注射劑*、速吉安

(SurgiAid)膠原蛋白傷口敷料*、膚美登

(Formaderm)真皮填補劑*、維視愛(ViscAid)

眼科黏彈劑*、長效型關節注射液

(ArtiBest)、可注射式抗沾黏填劑

(MaxiGel)、富瑞密 Foramic 骨填料*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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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公司名稱 研發項目 

初次審定

年份 

122 台灣浩鼎生技公司 

OBI-822 乳癌治療性疫苗、OBI-833 新世

代癌症治療性疫苗、OBI-888 Globo H 被動

免疫單株抗體、OBI-3424 小分子化療前驅

藥 

2010 

123 健永生技公司 MCS 2010 

124 遠東生物科技公司 Apomivir® 抗流感新藥 2010 

125 國光生物科技公司 

Virosome 製程流感疫苗*、日本腦炎疫

苗、四價流感疫苗*、H5N1 新型流感疫

苗、H7N9 新型流感疫苗、腸病毒疫苗、

重組蛋白流感疫苗 

2009 

126 科妍生物科技公司 

皮下填補劑*、關節腔注射劑*、含利度卡

因皮下填補劑*、一針劑型關節腔注射劑

*、可吸收防沾黏凝膠*、膀胱灌注液 

2009 

127 友霖生技醫藥公司 

OP005 降血脂新藥*、1PA004 降血糖新

藥、OP014 涎漏抑制複方製劑、2PN012 長

效性過動症膠囊*、1PC111 降血脂複方製

劑 

2009 

128 彥臣生技藥品公司 

新型抗癌標靶藥物 HADC(Histone 

Deacetylase)抑制劑 NBM-HD-1、專一性抗

癌標靶藥物 HDAC 抑制劑-NBM-BMX 

2009 

129 合一生技公司 OB412 、ON101(WH-1)、OB318 2009 

130 寶瑞康生物科技公司 西藥新藥 Nephoxil* 2009 

131 台灣醣聯生技醫藥公司 GNX-8 治療大腸/直腸癌人源單株抗體 2009 

132 賽德生物科技公司 CB001、CB002 2009 

133 智擎生技製藥公司 創新奈米技術之抗癌藥物(PEP02) * 2009 

134 德英生物科技公司 SR-T100 凝膠 2008 

135 中裕新藥公司 

西藥新藥零流感(Tamiphosphor)、

Ibalizumab(TMB-355) *、抗愛滋病新藥蛋

白酶抑制劑(TMB-607/657)、抗愛滋病新藥

TMB-365(LM-52) 

2008 

136 懷特生技新藥公司 

懷特暈寶 PCNH、懷特血寶*、懷特骨寶、

懷特咳寶、懷特肝寶、懷特糖寶、懷特痛

寶* 

2008 

137 藥華醫藥公司 

長效型干擾素 Ropeginterferon alfa-2b 

(P1101)*、癌症用藥口服紫杉醇 Oraxol、牛

皮癬用藥 KX01、長效型紅血球生成素

(PEG-EPO)、長效型生長激素(PEG-GH)、

長效型干擾素-β(PEG-IFN-β )、β 型地中海

貧血及鐮刀型貧血新藥(SS-2394) 

2008 

138 寶血純化科技公司 
西藥新藥 BBACN 藥膏、促進糖尿病傷口

癒合蛋白質藥物 BB-101 
2008 



第三章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成效分析 

49 

項

次 
公司名稱 研發項目 

初次審定

年份 

139 太景生物科技公司 
布利沙福、奈諾沙星(太捷信)口服劑型) *、

奈諾沙星(太捷信)注射劑型、伏拉瑞韋 
2008 

140 因華生技製藥公司 
Granisetron、BH4*、Insulin Oral、

OralGemcitabine、N110005 (Oral Insulin) 
2008 

141 中天生物科技公司 
MB-6、Herbiron*、MS-20(化療漾)*、MB-

110 
2008 

142 台灣微脂體公司 

NanoVNB、Lipotecan(TLC388HCl)、

TLC178、TLC198、TLC399、TLC599、

TLC590 

2008 

143 順天醫藥生技公司 

植物性新藥 STA-36、SB221、STD06、

STD05、植物性新藥 STD-07、LT1001*、

LT3001 

2008 

144 双美生物科技公司 膠原蛋白植入劑* 2008 

145 聯亞生技開發公司 

UBITH 阿茲海默症治療性合成胜肽疫苗

(UB-311)、惡性淋巴瘤治療用單株抗體、類

風濕性關節炎治療用單株抗體、大腸結腸

癌治療用單株抗體、UBITh 口蹄疫合成胜

肽疫苗*、UBITh 公豬免疫去勢合成胜肽疫

苗*、UBITh 豬藍耳病合成胜肽疫苗、

UBITh 豬環狀病毒合成胜肽疫苗 

2008 

146 泰宗生物科技公司 TCM-700C、TCM-606F 2008 

147 永昕生物醫藥公司 
GranNEX、TuNEX*、Herceptin-similar、

Humira-similar、Actemra-similar 
2008 

148 基亞生物科技公司 OBP-301、PI-88 2008 

149 百泰生物科技公司 安心寶*、根寶 2008 

150 景岳生物科技公司 
抗過敏益生菌 eN-Lac (Lactobacillus 

paracasei)Capsule 
2008 

151 鴻亞生物科技公司 植物新藥 1217B 2008 

資料來源：2020 年生技產業白皮書 7 

 

二、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效益分析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一條即揭櫫本條例立法意旨為「發展我國生技

新藥產業，成為帶動經濟轉型的主力產業」。根據各項公開資訊，本節將分析《生

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實施後，各項產業發展指標之變化，包括「生技新藥公司」

市值、上市(興)櫃及市場表現、「生技新藥公司」營運財務指標、政府投資及民間

投資成長、財政部實際減免稅額及認(購)股緩課金額之分析，以及「生技新藥公

司」產品上市等研發產出之具體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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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技新藥公司」市值、上市(興)櫃及市場表現 

我國整體生技醫藥類股市值 2007 年時為新台幣 1,111 億元，至 2020 年 7 月

為 11,292 億元，成長 10 倍，成為兆元產業。 

為協助生技新藥產業募集研發資金，《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提供「生技新

藥公司」，在未獲利階段，以科技事業申請在公開市場募資。 統計 2010 年至 2019

年，上市(興)櫃「生技新藥公司」由 14 家成長為 52 家，市值由 558 億元增加為

2,609 億元，成長 4.7 倍。同期，生技類股上市(興)櫃由 85 家成長為 182 家，總市

值由 3,142 億元增加為 8,648 億元，成長 2.7 倍。總計「生技新藥公司」家數約占

生技類股公司 28%，市值金額約占 30%。 

至 2019 年，52 家上市(興)櫃「生技新藥公司」中，上市櫃 29 家，市值 2,100

億；興櫃 23 家，市值 508 億。整體上市(興)櫃生技類股 182 家公司中，上市櫃 124

家，市值 7,391 億元; 興櫃 58 家，市值 1,247 億元。相關資料整理，如表 11、表 

12。 

 

表 11、2019年生技類股及「生技新藥公司」上市(興)櫃家數與市值 

公司類別 
全部生技類股公司 「生技新藥公司」 

家數 市值 (億元) 家數 市值 (億元) 

上市櫃 124 7,391.62 29 (23%) 
2,100.47 

(28%) 

興櫃 58 1,247.24 23 (40%) 
508.57 

(41%) 

合計 182 8,638.86 52 (29%) 
2,609.04 

(30%) 
資料來源：2020年生技產業白皮書7, TRPMA彙整製表 

 

表 12、「生技新藥公司」歷年上市(興)櫃家數 (2010~2019)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上市櫃 3 6 11 15 17 19 19 24 28 29 

興櫃 11 13 17 15 21 24 25 30 25 23 

總計 14 19 28 30 38 43 44 54 53 52 

資料來源：2011-2020 生技產業白皮書, TRPMA 彙整製表 

 

圖 18、圖 19 呈現我國歷年生技資本市場市值之變化。《生技新藥產業發

展條例》實施後，生技類股市值逐年成長，2011-2015 年間成長顯著，至 2015

年生技類股市值已達 1 兆 1,410 億元，上市(興)櫃「生技新藥公司」市值亦同幅

成長，2015 年達 4,804 億元，占比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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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RPMA 蒐集彙整製圖 

圖 18、2007~2019 生技類股上市(興)櫃生技公司家數、營業額及市值 

 

 
資料來源：2011-2020 生技產業白皮書, TRPMA 統計彙整製圖 

圖 19、2010~2019 上市(興)櫃「生技新藥公司」家數、營業額及市值 

 

事實上，當時我國生技新藥產業仍在發展初期，投資人追求個股本夢比，對

生技新藥產業特性及新藥研發風險所知有限，2014 年基亞 PI-88 第三期臨床試驗

解盲失敗，2016 年浩鼎 OBI-822 第二/三期臨床試驗失敗引發之內線交易疑慮，

都影響投資人對「生技新藥公司」的信心，為平衡專業知識和資訊不對等，金管

會以保護投資人為由，管控「生技新藥公司」上市櫃條件、嚴格要求資訊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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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實施股票強制集保，公司董監事、主要研發與技術核心成員、持股 5%以上之

大股東，均限制掛牌後兩年內不能賣出。連番作為大幅降低股東投資意願，造成

生技新藥公司募資不易，股價與市值明顯滑落。2017 年至 2019 年，生技類股公

開募資每年金額均低於 100 億，並且至少有 9 家公司，因股價及市值過低撤銷興

櫃。歷年上市櫃生技公司募資，包括：首次公開發行、現金增資及公司債之金額，

見圖 20。 

 

 
註：2009~2012 為該年度總募資金額 

資料來源：2011-2020 生技產業白皮書, TRPMA 彙整製圖 

圖 20、2013~2019 歷年上市櫃生技公司募資方式及金額 

 

(二) 「生技新藥公司」營運財務指標 

在公司營運方面，根據經濟部生技產業白皮書 7，上市(興)櫃「生技新藥公司」

整體營業額由 2010 年 23 億元至 2019 年成長為 162 億元；研發經費則由 21 億成

長至 120 億元 (表 13)。平均「生技新藥公司」每家每年研發經費約 2 億元，由

於資金規模有限，研發以執行早期、區域性臨床試驗為主，且影響各公司選題、

適應症開發及國際合作之研發策略，也影響日後之產出及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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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2010~2019 上市(興)櫃之「生技新藥公司」基本資料 

(新台幣億元)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市值 558 576 1,624 2,981 3,606 4,804 3,127 3,029 2,808 2,609 

營業額 23 24 35 47 59 72 92 116 117 162 

研發經費 21 23 34 45 66 78 79 104 109 120 

EPS>0 家數 6 9 9 7 6 6 6 11 9 11 

資料來源：2011-2020 生技產業白皮書, TRPMA 彙整製表 

 

上市(興)櫃「生技新藥公司」之營業額成長主要來自於醫療器材公司，以及

少數人用新藥公司之授權金及銷售分潤。大部分人用新藥公司，仍處燒錢之研發

階段。2019 年國際研究顯示新藥研發平均約需 14 年，我國《生技新藥產業發展

條例》2007 年實施至今剛好 14 年，近年投入之新藥研發，仍需數年才能對營業

額有明顯貢獻。醫療器材研發期約 3~7 年，則較新藥研發為快。 

以我國整體生技產業觀之，生技新藥發展條例實施前，2006 年營業額為 1,791

億元，至 2019 年增加為 3,653 億元，成長約 2 倍。其中製藥 660 億元增加為 855

億元，成長 1.3 倍，年成長率 2.0%；醫療器材 697 億元增加為 1,692 億元，成長

2.4 倍，年成長率 7.2% (圖 21)。同期，2006 年至 2019 年全球藥品市場年成長率

為 5.4%，我國低於全球市場表現，全球醫療器材市場平均年成長率為 6.3%，我

國醫療器材成長高於全球表現。 

 

 
資料來源：TRPMA 彙整製圖 

圖 21、2006~2019 年生技產業整體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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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獲利方面，根據「上市(興)櫃生技新藥公司」財務報表，至 2019 年 11 家

公司 EPS 為正，同樣來自於已有產品上市之醫療器材公司，及授權金收入之新藥

公司。 

歷年上市櫃「生技新藥公司」財務指標，及 2019 年個別上市(興)櫃「生技新藥

公司」主要營運財務指標，見表 14、表 15。 

 

表 14、2019 年個別上市櫃「生技新藥公司」主要營運財務指標 

(新台幣億元) 

 股票代號 公司簡稱 營業額 研發費用 市值 每股盈餘(元) 

1 4108 懷特 0.95 1.64 29.45 -1.04 

2 3164 景岳 3.46 0.27 22.14 0.65 

3 4142 國光生 13 2.36 91.68 -0.9 

4 1786 科妍 4.38 0.43 41.72 2.09 

5 1783 和康生 4.52 0.67 17.54 0.87 

6 6491 晶碩 33.55 2.8 127.05 7.62 

7 4128 中天 14.66 0.98 60.39 -0.57 

8 4911 德英 0.18 0.11 20.03 -0.42 

9 4743 合一 0.13 2.39 103.63 -1.28 

10 3176 基亞 5.52 6.98 86.12 -2.37 

11 4728 雙美 5.94 0.23 43.67 1.84 

12 4162 智擎 3.14 1.31 100.46 0.29 

13 4168 醣聯 0.01 2.19 16.21 -3.26 

14 4152 台微體 2.09 8.6 60.86 -2.3 

15 4726 永昕 3.91 2.85 29.81 -1.74 

16 4157 太景 0.2 2.24 131.89 -0.41 

17 4192 杏國 0.13 3.8 29.21 -4.54 

18 4174 浩鼎 0.01 11.84 248.32 -7.76 

19 4188 安克 0.84 0.58 12.82 -0.71 

20 4147 中裕 7.05 5.76 249.91 -2.3 

21 6446 藥華 3.06 6.4 241.31 -3.85 

22 6499 益安 4.54 3.01 42.02 -3.96 

23 6535 順藥 1.72 2.38 40.43 -2.05 

24 6492 生華科 0 3.37 48.03 -5.26 

25 6461 益得 0.17 0.95 18.49 -3.82 

26 6547 高端 0.01 5.39 53.01 -3.97 

27 6576 逸達 0.75 4.19 58.48 -5.08 

28 6612 奈米醫材 4.19 0.91 29.32 2.43 

29 6589 台康 4.76 9.6 46.47 -5.39 

註：公司市值統計係以 2019 年最後交易日之平均成交價計算 

Source: 2020 生技產業白皮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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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2019 年興櫃「生技新藥公司」主要營運財務指標 

(新台幣億元) 

 股票代號 公司簡稱 營業額 研發費用 市值 每股盈餘 

1 4732 彥臣 3.07 0.84 11.39 1.11 

2 4132 國鼎 0.83 1.42 38.07 -2.48 

3 4169 泰宗 6.69 0.45 10.6 0.14 

4 4166 友霖 3.54 1.54 22.66 -1.29 

5 4172 因華 0.85 0.86 8.66 -1.24 

6 4186 尖端醫 2.06 0.67 14.84 -2.3 

7 4170 鑫品 0.27 0.45 6.26 -2.14 

8 6539 翔宇 19.3 1.05 30.19 3.39 

9 6549 景凱 0.62 0.26 8.06 -0.07 

10 6575 心悅 0 1.82 49.7 -2.14 

11 6610 安成生 0.1 0.97 5.89 -1.65 

12 6620 漢達 0.84 1.89 34.46 -1.62 

13 6617 共信 0 0.83 80.11 -1.07 

14 6633 萊鎂醫 0.14 0.82 4.71 -3.1 

15 6580 台睿 0.03 1.79 11.74 -3.66 

16 6634 欣耀 0 0.6 9.66 -1.99 

17 6586 醣基 0 3.45 44.11 -1.29 

18 6657 華安 0.06 0.98 47.18 -2.85 

19 6564 安特羅 0.02 0.5 10.88 -1.29 

20 6696 仁新 0 1.93 18.15 -3.95 

21 6709 昱厚 0 0.71 8.84 -2.07 

22 6733 博晟 0.01 1.33 24.49 -2.01 

23 6767 台微醫 0.75 0.38 7.92 0.3 
註：公司市值統計係以 2019 年最後交易日之平均成交價計算 

Source: 2020 生技產業白皮書 7 

 

(三) 政府及民間投資生技醫藥產業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提供財稅優惠之誘因，希望引導民間資金投入研

發昂貴、研發期長的生技新藥產業。 

政府投資則扮演領頭羊角色，我國政府投資生技新藥產業，包括：行政院國

家發展基金 (國發基金) 投資專案，政府持股基金投資專案，及經濟部業界科專

計畫補助生技新藥產業研發等費用。截至 2019 年底，國發基金共投資 15 家國內

生技公司，總投資額新台幣 48.99 億元，其中 11 家公司上市櫃，至 2019 年市值

145 億元。政府持股生技創投事業則共計 26 家，投資金額 84.51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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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國發基金近年為協助國內產業發展，使各階段公司，可取得營運發展

所需資金，設有「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加強投資策略性服務業實施方

案」、「加強投資策略性製造業實施方案」、「產業創新轉型實施方案」、「創業天使

投資方案」等方案。 

至 2019 年，「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共投資 82 家生技公司，國發基

金投資 34.86 億元，加上民間投資之 35.32 億元，共新台幣 70.18 億元。「加強投

資策略性服務業實施方案」共投資 5 家生技公司，國發基金 1.21 億元，民間投資

0.67 億元，共新台幣 1.88 億元。「加強投資策略性製造業實施方案」共投資 6 家

生技公司，含國發基金 2.39 億元，民間投資 2.62 億元，共新台幣 5.01 億元。「產

業創新轉型實施方案」投資 3 家生醫公司，國發基金投資 3.44 億元，民間 11.74

億元。此外，國發基金通過「創業天使投資方案」14 案，累計通過投資金額約新

台幣 2.19 億元，民間天使投資人搭配投資 1.74 億元。見表 16。 

總計，至 2019 年國發基金投資專案投入生技公司共 44.09 億元，連同上述總

投資金額為 177.59 億元。 

 

表 16、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投資生技產業專案累計投資家數及金額 

(新台幣億元) 

專案 家數 政府投資 民間投資 

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 82 34.86 35.32 

加強投資策略性服務業實施方案 5 1.21 0.67 

加強投資策略性製造業實施方案 6 2.39 2.62 

產業創新轉型實施方案 3 3.44 11.74 

創業天使投資方案 14 2.19 1.74 

合計 110 44.09 52.09 

註：至 2019 年底 

Source: 2020 生技產業白皮書 7，TRPMA 彙整製表 

 

此外，國發基金、工研院創新工業技術移轉公司及台灣銀行於 2017 年共同

成立「台杉投資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杉投資)」，設置台杉生技基金 (水牛二

號基金)，共募資新台幣 59 億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已投資國內 7 家、美國 5

家新藥及醫材公司，其中台康生技等 4 家公司已掛牌上市，並有多家公司進入藥

證申請階段，見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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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台杉生技基金投資之新藥及醫材公司 

投資公司 產品特色 成績 

台康生技 乳癌新藥、生物相似性

藥、生物藥 CDMO 

2019 年於台灣上櫃 

2021 年乳癌新藥授權 Sandoz 

Frequency 

Therapeutics 

退化性疾病之再生醫療 2019 年 10 月於 Nasdaq 掛牌上市 

C4 Therapeutics 癌症蛋白質藥物 2020 年 10 月於 Nasdaq 掛牌上市 

Viracta 

Therapeutics 

EBV+復發 /難治性淋巴

瘤治療新藥 

2020 年 11 月反併購美國上市公司

Sunesis Pharmaceuticals 

2021 年 3 月於 Nasdaq 掛牌上市 

藥華醫藥 Besremi® 2019 年歐盟藥證、2020 年台灣藥證 

漢達生技醫藥 治療多發性硬化症新藥 2020 年 12 月 US FDA NDA 

安立璽榮 開發癌症及免疫疾病之

創新性免疫治療藥物 

2020年 8月獲比爾蓋茲與美國阿茲

海默症協會 100 萬美元獎助金 

炳碩生醫 智慧型骨科手術機器人

輔助系統 

2020 年 9 月獲經濟部補助，投資近

4 億元於竹北生醫園區建置 GMP

廠房 

FRACTYL Revita®DMR，以無創技

術對腸道進行代謝干預

以調節代謝，進而達到治

療第 2 型糖尿病的功效 

2021 年 5 月獲 US FDA 突破性醫材

認定 

安基新藥 神經病變、皮膚疾病等免

疫新藥 

完成 Phase 2 

昌郁生技 治療慢性疼痛、傳染性疾

病、腫瘤小分子新藥 

進入 Phase 2 

Regenacy 

Pharmaceuticals 

糖尿病及周邊神經病變

突破性療法 

進入 Phase 2 

資料來源：TRPMA 彙整製表 

經濟部技術處自 1997 年起推動「業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 (業界科專計畫)」，

自 2014 年起以「A+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 (A+計畫)」取代原業界科專計畫鼓勵

業界創新研發。A+計畫含 5 個推動項目，分別為「前瞻技術研發計畫」、「整合型

研發計畫」、「鼓勵國內企業在臺設立研發中心計畫」、「全球研發創新夥伴計畫」

與專案類計畫-「快速審查臨床試驗計畫 (Fast Track)」。在生技醫藥領域，目標促

成業界投入創新藥品與醫材研發，加速創新藥品進入臨床試驗，建構完善臨床試

驗環境與週邊研發產業，並推動產品測試與服務研發驗證，增加研發產出之國際

競爭力與產值。 

2010~2019 年間，經濟部平均每年核定 14.2 件新藥業界科專計畫、7 件醫療

器材計畫，平均每年政府補助經費 4.462 億元、廠商投入經費 9.132 億元，10 年

內政府共補助 44.62 億元 (表 18)。2015 年後補助件數及金額較為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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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歷年業界科專計劃核定生醫領域件數及投資金額 (2010~2019) 

(新台幣億元)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總計 

新藥案

件數 
43 19 14 11 13 6 10 14 4 8 142 

醫材案

件數 
19 10 9 11 3 6 1 5 3 3 70 

核定總

件數 
62 29 23 22 16 12 11 19 7 11 212 

政府補

助經費 
10 7.9 4.42 3.9 6.8 1.7 1.7 3.8 1.9 2.5 44.62 

廠商投

入經費 
15.38 14.5 9.54 7.5 10.7 2.7 4.9 8.2 9.6 8.3 91.32 

資料來源：2011-2020 生技產業白皮書, TRPMA 彙整製表 

 

總體而言，截至 2019 年底，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直接及間接投資生技領域，

累計共新台幣 177.59 億元，經濟部業界科專 10 年內政府共補助生醫領域 44.62

億元，政府投資生醫業界金額合計約 222 億元。 

在民間投資方面，我國民間投資生技產業，2008 年時年投資額為新台幣 250

億元至 2016 年為 500 億元，其後成長趨緩，2019 年民間投資生技產業為新台幣

551 億元。在經濟部審定的「生技新藥公司」部分，2008 年民間年投資額約為 54.29

億元，2015 年 179 億元為高峰，其後下滑，至 2019 年再回升 175.39 億元。總計

民間投資金額 1,312 億元。 

綜上，過去十年包括政府及民間，整體投資生技產業約 1,550 億元，無論是

「生技新藥公司」或整體生技產業，無論是政府投資、民間投資或公開市場資金

之挹注皆不足，成長緩慢。寄望《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帶動民間生技產業投

資之效益，惜未能發揮。 

特別是對創新研發型的「生技新藥公司」，資金需求高，募資不易，資金不足，

平均每家資本額僅為 7.22 億元，規模小，影響產品研發策略及發展時程 (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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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RPMA 彙整製圖 

圖 22、2008~2019 歷年民間生技投資額與民間投資「生技新藥公司」金額 

 

與鄰近國家比較，南韓政府 2021年生物健康產業預算將較 2019年提升 30%，

達 1.7 兆韓元 (約新台幣 400 億元)，以幫助生技公司建置生產和銷售設備，創造

更多就業機會，帶動生技醫藥產業發展。在政府帶動下，40 家韓國民間企業，包

括 Celltrion、三星生物 (Samsung Biologics) 等，亦宣布將於 2023 年前共同投資

10 兆韓元 (約新台幣 2,400 億元)，實現南韓總統文在寅希望能透過生物醫藥產業

推動國家經濟增長的目標。其中，Samsung Biologics 投資 1.7 兆韓元 (約新台幣

400 億元) 建造其第四個生物藥製藥廠，Celltrion 則投資旗下 Global Life Science 

Research Lab 及第三個生物製藥廠，共 5,000 億韓元 (約新台幣 120 億元)。在政

府及民間資金的挹注下，韓國生物製藥產量將從每年 60萬公升增加到 91萬公升，

成為全球製造生物藥及生物原料的領先國家 8。 

(四)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實際減免稅額及認(購)股緩課金額- 財政部

2015-2018 年公告統計 

依據財政部統計處公告之 104-107 年「營所稅結算申報統計專冊」9 中，「營

所稅及未分配盈餘申報投資抵減稅額統計表【適用獎勵之法條別】」及「以技術或

享有所有權之智慧財產權作價入股緩課所得稅統計表【適用獎勵之法條別】」，《生

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實際減免稅額及認(購)股緩課金額分析如下。 

1. 研發及人才培訓支出抵減 (第五條) 

統計指出 104-107 年，每年低於 5 家生技新藥公司，因須繳納營利事

業所得稅，提出研發及人才培訓支出抵減申請，四年間平均每年研發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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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支出為 2,776 萬元，平均當年抵減稅額為 971.5 萬元 (35%抵減率)，加上

抵減上一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稅額，平均每年實際抵減稅額為 1040 萬元 

(表 19)。 

 

表 19、研發及人才培訓支出抵減金額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

度 

家

數 

抵減營利事業 

所得稅額 

抵減上一年度 

未分配盈餘加徵稅額 
合計 

104 <5 15,854 845 16,699 

105 <5 5,601 75 5,676 

106 <5 8,382 1,180 9,562 

107 <5 9,024 645 9,669 

資料來源：營所稅結算申報統計專冊, TRPMA 彙整製表 

 

2. 法人股東投資抵減 (第六條) 

104-107 年間，每年約 52 家「生技新藥公司」提出法人股東投資抵減，

總計平均每年法人股東投資金額為 2.4 億元，平均當年抵減稅額為 4,834 萬

元 (以 20%抵減率)。加上抵減上一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稅額，平均每年實際

抵減金額為 8,755 萬元 (表 20)。 

 

表 20、法人股東投資抵減金額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家數 
抵減營利事業 

所得稅額 

抵減上一年度 

未分配盈餘加徵稅額 
合計 

104 19 20,381 37,456 57,837 

105 47 14,598 26,533 41,131 

106 55 43,368 39,641 83,009 

107 85 115,028 53,193 168,221 

資料來源：營所稅結算申報統計專冊, TRPMA彙整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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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術股緩課 (第七條) 

104-107 年每年有 1~2 項提出技術或智慧財產權入股之專利權或專門技

術項目，四年間總計營利事業認股(購)金額共 3.10 億元，個人認股(購)金額

共 2.71 億元。取得之股票將於轉讓、贈與或作為遺產分配時，依轉讓價格或

時價申報課稅 (表 21)。 

 

表 21、技術股緩課認股(購)金額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技術或智慧財產權入

股之專利權或專門技

術項目數 

認股(購)金額 

減免稅額 
營利事業 個人 

104 1 0 25,000 

取得之股票係於轉讓、

贈與或作為遺產分配

時，依轉讓價格或贈

與、遺產分配時之時價

申報課稅，爰未估算減

免稅額。 

105 2 309,775 221,103 

106 1 0 25,000 

107 0 0 0 

資料來源：營所稅結算申報統計專冊, TRPMA 彙整製表 

 

4. 認股權憑證緩課 (第八條) 

四年間未有申報之認股(購)金額。 

由於財政部僅公布 2015~2018 各項優惠措施實際抵減金額，分別為研

發及人才培訓支出抵減每年 1040 萬元，法人股東投資抵減 8,755 萬元，兩

項加總尚不足 1 億元，整體優惠有限。 

 

(五) 「生技新藥公司」研發成果 

在「生技新藥公司」研發成果方面，將分析探討已核准上市產品，及國際市

場表現。 

2011 年中天生技產品化療漾®取得上市核可，為我國「生技新藥公司」第一

個上市之人用新藥產品，之後每年「生技新藥公司」皆有 2~4 研發品項成功上市。

至 2020 年，已有 48 項「生技新藥公司」產品取得上市核准，其中人用新藥 18

項，高風險醫療器材 25 項，動植物用藥 5 項 (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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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至 2020 年 

資料來源：2011-2020 生技產業白皮書, TRPMA 彙整製圖 

圖 23、「生技新藥公司」累計已上市之產品數量 

 

18 項研發成功，已核准上市之人用新藥產品及上市國家，見表 22。其中 8

項經兩國以上核准，以智擎生技的安能得®獲得 40 國核准，2020 年營業收入達

10.6 億元，中裕新藥 Trogarzo®獲得歐盟及美國核准，2020 年營業收入 7.2 億元，

藥華獲得歐盟核准最受矚目。 

 

表 22、「生技新藥公司」已上市之人用新藥 (至 2020 年) 

 產品名 
公司

名稱 
審定研發品項 產品類型 

上市年份/

國家 

1 化療漾®  中天 MS-20 中藥新藥 2011/TW 

2 賀必容®   中天 Herbiron 植物新藥 2013/TW 

3 因飛諾®  因華 BH4 罕藥 
2013/TW  

(外銷專用) 

4 太捷信®  太景 奈諾沙星 小分子新藥 
2014/TW 

2016/CN 

5 拿百磷®  
寶齡

富錦 
Nephoxil 小分子新藥 

2014/JP 

2014/US 

2015/TW 

2015/EU 

1 1 3
6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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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名 
公司

名稱 
審定研發品項 產品類型 

上市年份/

國家 

6 
“安定伏”佐劑型流感疫

苗 
國光 

Virosome製程流

感疫苗 
疫苗 2014/TW 

7 懷特血寶®  懷特 懷特血寶 植物新藥 2015/TW 

8 平脂®膜衣錠 友霖 
OP005降血脂新

藥 
小分子新藥 

2015/TW 

2018/US 

9 安能得®  智擎 PEP02 小分子新藥 

2015/TW 

2015/US 

2016/EU 

2016/AU 

2017/CA 

2107/KR 

2018/SG 

2020/JP 

10 
"安定伏"裂解型 

四價流感疫苗 
國光 四價流感疫苗 疫苗 2017/TW 

11 Ondansetron®  OD Film 泰合 TAH4411 新劑型新藥 2017/JP 

12 納疼解®  
順天

醫藥 
長效止痛LT1001 小分子新藥 2017/TW 

13 瑪力優®  永昕 TuNEX 生物相似藥 2017/TW 

14 Trogarzo®  
中裕

新藥 
TMB-355 生物新藥 

2018/US 

2019/EU 

15 思有得®  友霖 
2PN012長效性過

動症膠囊 
新劑型新藥 2018/TW 

16 百斯瑞明®  藥華 

第三代長效型干

擾素藥物 α 

(P1101) 

生物新藥 
2019/EU, 

2020/TW, 

2021/IL 

17 懷特痛寶®  懷特 懷特痛寶 
新使用途徑

新藥 
2020/TW 

18 “腦得生”養腦散  
腦得

生 
BNG-1 中藥新藥 2020/TW 

資料來源：TRPMA 彙整製表 

 

高風險醫療器材自 2008 年起陸續取得上市核可，例如：科妍關節腔注射劑，

鴻君人工牙根系統、和康生膠原蛋白傷口敷料等，近期上市產品則為含藥皮下填

補劑、長效型關節內注射劑、眼科黏彈劑等較高技術之醫療器材。2017 年後亦有

多項需經臨床試驗之第二等級醫療器材上市，例如：安克的呼吸中止症超音波電

腦輔助診斷裝置，萊鎂的睡眠呼吸治療裝置等(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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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生技新藥公司」已上市之高風險醫療器材 (至 2020 年) 

 產品名 公司名稱 審定研發品項 醫材等級 
上市

年份 

1 海捷特關節腔注射劑 科妍 關節腔注射劑 第三等級 2008 

2 “鴻君”人工牙根系統 鴻君 人工牙根 第三等級 2010 

3 速吉安膠原蛋白傷口  和康 
速吉安 (SurgiAid) 

膠原蛋白傷口敷料 
第三等級 2010 

4 海德密絲皮下填補劑  科妍 皮下填補劑 第三等級 2010 

5 “京達”人工牙根系統 京達 人工植牙系統 第三等級 2011 

6 
“甦骨泥”非崩解性可吸收

鈣基骨泥 
喜樂 

磷酸鈣鹽類為基底之

鈣基骨組織取代物 
第二等級 2012 

7 
“台植精密”第二代人工人

工牙根系統 

台灣植體

科技 
F3640 骨內植體 第三等級 2013 

8 優節益關節內注射劑 和康 
優節益(ArtiAid Plus)

關節內注射劑 
第三等級 2013 

9 膚美登真皮填補劑 和康 
膚 美 登 (Formaderm)

真皮填補劑 
第三等級 2013 

10 海威力關節腔注射劑  科妍 
一針劑型關節腔注射

劑 
第三等級 2014 

11 
双美膚力原膠原蛋白植入

劑(含利度卡因) 
双美 膠原蛋白植入劑 第三等級 2014 

12 安克甲狀偵®  安克 

安克甲狀腺超音波電

腦輔助偵測/診斷系

統 

第二等級 2015 

13 瀚醫生技防粘連可吸收膠 瀚醫 
BarriGel 瀚醫生技防

粘連可吸收膠 
第三等級 2016 

14 樂節益關節內注射劑 和康 
長效型關節注射液

(ArtiBest) 
第三等級 2016 

15 安鎂睡眠呼吸治療裝置 萊鎂 

治療打鼾或阻塞型睡

眠呼吸中止症之口內

器材(負壓呼吸治療

裝置) 

第二等級 2017 

16 

愛視睫預載式人工水晶體

植入系統、愛視睫散光矯

正型人工水晶體、愛視睫

延伸焦段人工水晶體、愛

視睫多焦點人工水晶體 

應用奈米 
人工水晶體及植入系

統 
第三等級 

2017 

2018 

2020 

17 德撫癒可吸收防沾黏凝膠 科妍 可吸收防沾黏凝膠 第三等級 2017 

18 海優樂膀胱灌注液 科妍 膀胱灌注液 第三等級 2017 

19 “視原”膠原蛋白基質 柏登 

視原膠原蛋白質

(Ologen®  Collagen 

Matrix) 

第三等級 2018 

20 “全球安聯”人工牙根系統 全球安聯 牙科植體系統 第三等級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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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名 公司名稱 審定研發品項 醫材等級 
上市

年份 

21 安節益關節內注射劑  和康 
安節益(ArtiAid)關節

內注射劑 
第三等級 2019 

22 富瑞密骨骼填補顆粒 和康 
富瑞密Foramic 骨填

料 
第三等級 2019 

23 
海德密絲亮眼輕感皮下填

補劑 
科妍 

含利度卡因皮下填補

劑 
第三等級 2019 

24 安克呼止偵®  安克 
呼吸中止症超音波電

腦輔助診斷裝置 
第二等級 2019 

25 維視愛眼科黏彈劑 和康 
維視愛(ViscAid)眼科

黏彈劑 
第三等級 2020 

資料來源：TRPMA彙整製表 

 

三、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產業調查- 經驗及建議 

為了解產業對《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之實施，包括申請及審核經驗，及

條例提供之各項財稅誘因實際助益，進行產業問卷調查，並整理分析以做為下一

階段修法和執行之參考。 

(一) 調查目的：針對產業對《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實務申請之困難，優惠

措施之效益、收集產業意見及建議。 

(二) 調查對象：蒐集 TRPMA 會員及我國經濟部審定之生技新藥公司，建立名

冊，以 Email 寄出問卷共 173 份。並由經濟部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

(BPIPO)、中華民國製藥發展協會及台灣醫療暨生技器材工業同業公會協助

溝通增加問卷回覆率。 

(三) 問卷設計 

調查問卷包括：公司基本資料、研發品項申請及審定經驗、現行條例申請及

審定實務之困難、優惠措施之助益評估、對經濟部及行政院版本修正條文之建議。

問卷版本見附錄一。 

(四) 執行期間 

於 2021 年 4 月 23 日至 5 月 18 日，回收有效問卷 56 份，進行統計分析。 

(五) 調查結果 

1. 回覆問卷公司樣態 

56 家公司，包括「生技新藥公司」45 家，未經審定之生技新藥公司 6

家，逾期未重新申請之生技新藥公司 5 家 (表 24)。 

依領域分類，人用新藥公司 33 家，高風險醫療器材公司 9 家，細胞治

療公司 10 家，精準醫療公司 3 家，動植物用新藥公司 1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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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逾期未重新申請之原因為：1) 原申請新藥項目停止開發；2) 已取

得其他政府補助；3) 公司策略變更。 

4 家公司曾規劃但未提出申請，原因為：研發支出未達申請門檻 (當年

或上一年實收資本額之 10%)以及研發期程過早 

2 家未規劃申請之公司，則係因產品未能適用本條例，及公司無需求。 

 

表 24、產業問卷調查回覆公司家數及類別 

公司類別 家數 

經審定之生技新藥公司 45 

人用新藥公司 30 

高風險醫療器材公司 8 

新興生技醫藥產品- 細胞治療 5 

新興生技醫藥產品- 精準醫療 1 

動植物用新藥 1 

逾期未重新申請之生技新藥公司 5 
人用新藥公司 2 

新興生技醫藥產品- 細胞治療 3 

未經審定之生技新藥公司 6 

人用新藥公司 1 

高風險醫療器材公司 1 

新興生技醫藥產品- 細胞治療 2 

新興生技醫藥產品- 精準醫療 2 

資料來源：TRPMA 彙整製表 

 

2. 公司基本資料 

56 家公司，91%成立於 2015 年之前 (圖 24)。平均實收資本額 7.7 億，員

工人數 70 人，專職研發人員 26 人，2020 年研發經費 2.1 億元，營收淨額

1.5 億元。其中 12 家公司尚未有營收。 

 

 
資料來源：TRPMA 調查彙整製表 

圖 24、產業問卷調查回覆公司成立年份 

 

1

7

10

13

20

5

0

5

10

15

20

25

<1996 1996-2000 2001-2005 2006-2010 2011-2015 2016-2020

家
數

公司成立年份 (西元年)



第三章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成效分析 

67 

45 家「生技新藥公司」審定時研發品項以 Pre-clinical 階段最多，現況

則以人用新藥類公司 Phase 2 (圖 25)，及高風險醫療器材類以已上市品項 

(圖 26)為最多。 

 

 
資料來源：TRPMA 調查彙整製表 

圖 25、人用新藥公司研發品項階段 (30 家) 

 

 
資料來源：TRPMA 調查彙整製表 

圖 26、高風險醫療器材公司研發品項發展階段 (8 家) 

 

3. 對現行條例審定條件及申請流程的經驗及建議 

56 家公司中，89%認為「現行條例審定條件符合鼓勵我國生技新藥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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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之目的」，11%認為不符合，陳述原因如：對未達繳稅條件之生技公司無

實質助益、需取得 IND 始核發新藥資格、審定條件綁定申請之研發品項等。 

產業認為，申請實務中以「研發項目、研發階段及研發費用比例」最不

易符合審查標準，「投資計畫書」為最困難準備的文件。 

28%公司表示曾於審定時遭遇困難，列舉之具體困難及建議，見表 25。 

 

表 25、「生技新藥公司」審定及申請流程之具體困難案例及建議 

項次 曾遭遇的問題 建議 

1 
臨床前試驗資料證明從事新藥

開發有限 

應可大幅以歐美主管機關審定之資料

（例如IND等）作審定。 

2 投資計畫完成證明申請困難 

新藥研發風險高，研發項目時程及經

費變異性大，建議審查單位以「完成

投資金額」為主要認定依據，而非以

完成投資計畫書內之工作里程碑內容

作為核可與否之依據。 

3 
審議會議召開時間不定，以致

從申請至取得時間無法預估 
建議固定會議時間 

4 
取得資格前之研發費用無法追

溯認列投抵 

建議研發費用認列範圍可追溯至提出

審定申請之日期。 

5 

對於研發成果要求要有初步成

果，對於從零開始的新創公

司，拿到審定證明較為艱難 

技術股課稅有時程壓力，建議放寬通

過條件 

6 

符合生技新藥項目之資格認定

遭遇問題，且研發項目被判定

為不適用 

建議有face-to-face的討論機制 

7 

審定資格限定於申請之研發品

項，若該品項不符合原定之研

發時程或中止，即使公司已取

得新資金或新研發專案已有突

破性進展，仍不符合原生技新

藥公司的審定條件，需重新申

請。 

建議生技新藥公司審定條件非只限定

於申請之研發品項，改以公司pipeline

為審定依據。 

資料來源：TRPMA 調查彙整製表 

 

4. 現行《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優惠措施之助益及產業建議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提供之優惠獎勵措施，包括：研究發展費用

抵減、人才培訓費用抵減、法人股東投資抵減、技術股及認股權憑證緩課、

及解除研界人員限制，針對各項優惠，調查產業意見。 

調查顯示，「研究發展費用抵減」及「法人股東投資抵減」對生技新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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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發展最有幫助，但亦為最困難取得之項目。 

各優惠措施之助益程度、具體困難案例及建議說明如下： 

 

(1) 研發與人才培訓支出抵減適用範圍及申請程序 (第五條) 

85% 公司認為有實質幫助，15% 公司表示尚未獲利無須納稅，故無實

質幫助 (本調查有效問卷 56 份中僅 5 家公司為已獲利)。 

20%曾於申請投資抵減時遭遇困難。具體困難案例及建議，如表 26。 

 

表 26、研發與人才培訓抵減申請之具體困難案例及建議 

項次 曾遭遇的問題 建議 

1 

國外CRO公司費用專案審查主
觀，若因服務品質或價格因素無
法委託台灣CRO公司進行服務，
即無法抵減 

公司委託CRO的考量並非僅為價格或
有無獎勵，政府不應以「無台灣 

CRO公司可服務才能委託國外CRO公
司」之角度審查 

2 
支付中國大陸CRO之費用無法認
列 

中國大陸為全球重要藥品市場，臨床
試驗相關費用應適用此條例租稅優惠
項目 

3 

(1) 設備支出若為新藥與其他產
品共用，會因該支出非專用
於生技新藥而被剔除 

(2) 研發人員若投入一個以上專
案，或投入部份行政工作，
會因非專職某專案而被刪除
相關費用 

本條例係鼓勵生技新藥公司，建議相
關研發及人員費用應儘量放寬認定 

4 

生技新藥公司從事研發工作的管
理階層，不符合「專職」研發人
員資格，無法認列人事費 

建議投資抵減費用放寬至「支援研發
單位之管理費用」 

5 所有原始文件或憑證需全部用印  
建議於彙總清單用印即可，不需原始
文件每㇐頁皆用印 

6 
國稅局認定嚴格、證明資料取得
困難 

鼓勵政府開辦投資抵減申請之免費課
程及輔導 

7 

公司不一定可連續五年獲利，可
能有一些年度無法享受到稅額抵
減之優惠。 

建議修改為「自有應納營利事業所得
稅之年度起，抵減五個年度應納營利
事業所得稅額」，不限於連續五年內
抵減，以建立優質稅賦環境。 

資料來源：TRPMA 調查彙整製表 

 

(2) 法人股東投資抵減 (第六條) 

81% 公司認為有實質幫助。19% 公司認為股東需記名之年限太長，且

須查出最終營利事業股東，因此無實質幫助。 

19%表示曾於申請投資抵減時遭遇困難。具體困難案例及建議事項如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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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法人股東投資抵減之具體困難案例及建議 

項次 曾遭遇的問題 建議 

1 

經濟部投資計劃書範例內容

不完全，送件後需依承辦要

求重新調整內容  

建議明訂投資計劃書所需內容，並提供完

整範例 

2 
投資項目完成證明申請困難

繁雜 

股東單純持有達 3年以上即可申請，不需

鎖定投資項目完成 

3 

認證單位不瞭解新藥研發流

程，要求外部機關(FDA)出

具Phase 1, 2之完成核准證明 

核發「投資項目完成證明」之單位須了解

各國臨床法規的官方文件 

4 
非當年度可以申請，必須等

待3年後才可申請 

建議縮短股東持有年限之規定，以提高投

資意願 

5 
文件多、手續繁瑣、審核時

間長  

(1) 簡化申請程序。 

(2) 創投的營利事業股東數量多，尤其是新

的投資抵減開放自然人股東，相對文書

作業量會增加非常多，建議建立可以自

動化產出「營利事業股東投資抵減稅額

餘額表及證明書」等表格，除了方便公

司作業，也可以方便國稅局審核。 

6 個人股東無法受益 
增列長期持有投資生技新藥公司之個人股

東，得抵減個人所得稅額。 

資料來源：TRPMA 調查彙整製表 

 

(3) 技術股及認股權憑證緩課 (第七條及第八條) 

80% 公司認為有實質幫助，20%公司認為無實質幫助。 

7%表示曾於申請投資抵減時遭遇困難。具體困難案例及建議事項如表 

28。 

表 28、技術股及認股權憑證緩課之具體困難案例及建議 

資料來源：TRPMA 調查彙整製表 

 

項次 曾遭遇的問題 建議 

1 可緩課額度太低 增加緩課的總額度 

2 
對以個人現金出資而非以技術股參與生

技新藥公司之高階專業人員較為不公平 
建議納入個人股東的投資抵減 

3 

公司在第一年時尚未核准為生技新藥公

司，所得的技術股算為當年所得，而被

徵以高稅額金， 不得其利，反受其害  

加速審定時程、放寬審查標準 

4 
公開發行後困難取得及執行此方案，認

股權亦困難依條列優惠發行及執行 
n/a 

5 n/a 

內部人取得員工認股權，應比

照其他國家，排除在短線交易

之規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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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解除研究人員限制 (第十條) 

77% 公司認為有實質幫助，23% 公司認為此僅適用於新創生技新藥公

司，無實質幫助。產業建議放寬標準，所有生技醫藥公司均可適用此條文，

應不限新創公司。 

5. 產業建議未來條例修法應增列之優惠措施 

為落實《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發展生技新藥產業為我國經濟主力

產業之目標，產業調查提出以下應增列之優惠措施建議， 

(1) 個人股東投資抵減  

(2) 生產設備投資抵減 

(3) 臨床試驗費用抵減 

− 不限委託醫藥研發服務公司(CRO)之臨床試驗費用，應納入所有臨床試

驗，包括自行執行之臨床試驗相關之費用，以符合產業需求。 

− 研議委託中國大陸 CRO 臨床研發費用專案審定抵減，以反映台灣生技

新藥公司進入中國臨床試驗，取得市場商機並強化競爭優勢。 

(4) 強化吸引外資之誘因，如：外人及外資企業之賦稅補助或稅務減免優惠。以

新加坡為例，藉由優惠的租件建立良好的親商環境，吸引國際企業進駐新加

坡建立生產、研發基地、營運中心。現已有許多國際級製藥公司及生技公司

於新加坡設立區域總部。 

(5) 租金優惠，如:科學園區租屋優惠，或租金費用抵減稅額 

(6) 研發活動優惠：如:研發相關資料庫、發展生技醫藥低溫庫藏或冷鏈供應優

惠補助措施、相關國際專利維護費用優惠補助措施、及國內恩慈藥物臨床試

驗受試者支出優惠補助措施  

(7) 委託製造費用減免 

(8) 國際參展、業務推廣等行銷費用抵減所得稅 

(六) 產業實務瓶頸及建議 

彙整已有實際申請審定、運用條例優惠措施經驗公司共同遭遇的瓶頸，包括：

「生技新藥公司」審定條件及審定依據、研發與人才培訓支出認列時間追溯及認

定範圍、抵減稅額年度，提出以下建議：  

1. 放寬「生技新藥公司」審定條件，鼓勵產業投入生技新藥早期研發 

根據過去新藥公司申請審定經驗，尚於藥物探索或臨床前開發等屬早期

研發階段的生技公司，常難以取得經濟部生技新藥公司審定；並且，在未取

得生技新藥公司審定前，持有技術股之新創生技醫藥公司高階專業人員及技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修正研討與落實 

72 

術投資人，無法享有《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提供的技術股緩課優惠，而

被課以高額稅金。 

新藥早期研發風險高且資源不足，為最需要政府支持的階段，建議放寬

生技新藥公司審定條件，以鼓勵產業投入生技新藥早期研發，建立我國創新

醫藥品研發能量，推動產業發展。 

2. 建議生技新藥公司審定條件改以公司 pipeline 為審定依據 

現行生技新藥公司審定資格僅限定於申請之研發品項，但新藥研發風險

高，常有品項因各種原因而中止或延長研發期程，如：資金不足、公司發展

策略變更、測試結果不如預期等。若該品項中止開發或不符合原定研發時程，

即使公司已取得新資金或其他研發專案已有突破性進展，仍可能因不符合原

審定內容而被取消審定資格。 

生技新藥公司的價值核心為研發之 pipeline，建議生技新藥公司審定條

件應不限定於申請之研發品項，改以公司 pipeline 為審定依據。 

3. 「生技新藥公司」之研發與人才培訓支出，認列範圍應追溯至審定之申請

日 

生技新藥公司向經濟部工業局提出審定申請，至獲得核准需數月至一年，

審查時間難以預估，且審查期間研發及人才培訓支出無法追溯認列。建議通

過審定之「生技新藥公司」，其研發與人才培訓支出認列範圍應追溯至審定

之申請日，以使生技新藥公司盡早獲得完整補助。 

4. 研發費用認定不應扣除政府計畫補助之金額，以使我國「生技新藥公司」

確實獲得《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提供之優惠 

生技新藥公司常有部分研發資金來自政府計畫補助，現行研發費用認定

條件須扣除政府計畫補助經費，可能導致因研發費用比例低於認定標準而被

取消審定資格。建議生技新藥公司之研發費用認定不應扣除政府計畫補助之

金額，以使我國生技新藥公司確實獲得《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提供之優

惠。 

5. 建議抵減稅額不限於「連續五年內」，分散至五個年度，以建立優質稅賦環

境 

台灣新藥公司獲利模式多為簽約授權金、階段授權金及權利金，不一定

連續五年皆符合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資格。若五年內有無法獲利之年度，

則當年度無法享有抵減稅額之優惠。 

統計 2010~2019 年歷年上市(興)櫃「生技新藥公司」財務報表，EPS 曾

為正值之公司共 24 家，其中連續 EPS>0 五年以上僅 4 家，連續四年 1 家，

連續三年及二年各 4 家，僅有一年 EPS>0 之公司最多，共 11 家 (表 29、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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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生技新藥公司」獲得實質租稅優惠鼓勵，建議抵減稅額不限於「連

續五年內」，分散至五個年度，以建立優質稅賦環境。 

表 29、2010~2019 年上市(興)櫃「生技新藥公司」連續 EPS>0 之統計 

連續 EPS>0 最長年數 公司家數 

≧五年 4 

四年 1 

三年 4 

二年 4 

一年 11 
資料來源：TRPMA 統計彙整製表 

 

表 30、2010~2019 年上市(興)櫃「生技新藥公司」EPS>0 之年份  

Source: 2011-2020 生技產業白皮書, TRPMA 彙整製表           註：EPS > 0 年份以黑底表示 

 公司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1 景岳           

2 中天           

3 彥臣           

4 合一           

5 双美           

6 國光           

7 科妍           

8 智擎           

9 醣聯           

10 德英           

11 基亞           

12 和康生           

13 泉盛           

14 泰宗           

15 台灣尖端           

16 鑫品           

17 喬本           

18 翔宇           

19 漢達           

20 奈米醫材           

21 太景           

22 益安           

23 台微醫           

24 晶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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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修法條文及配套措施建議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將於 2021 年落日，行政院及經濟部鑑於生技醫

藥產業為我國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之一，且具高投資高風險、研發期長等特性，亟

需長期政策支持，決定修法展延《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至 2031 年。經濟部廣

納各方意見，2020 年 11 月擬定「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修正草案，行政院於

2021 年 3 月召開跨部會討論，並發布訂為「生技醫藥及精準健康產業發展條例」，

強調研發與製造並重，將送立法院，於 2021 年底前完成審議。 

經濟部及行政院版條例草案修訂重點包括：1. 放寬適用範圍：「新藥」納入

新劑型新藥；因應國際生醫發展，納入「再生醫療」、「精準醫療」及「數位醫療」；

行政院版納入「委託開發製造 (CDMO)」。2. 新增個人股東投資抵減。3. 新增設

備投資抵減。4. 降低研究發展與人才培訓支出投資抵減率，原 35%經濟部版降為

30%，行政院版降為 25%。5. 技術股及認股權憑證採孰低課稅。6.「新創生技醫

藥公司」定義放寬為「自設立登記日起未滿八年者」。7. 要求主管機關積極制定

相關審查法規，並協助業者建立試驗場域。 

為蒐集彙整我國各領域生醫公司之意見，本研究針對經濟部及行政院版本條

文進行產業調查，並分別針對生技新藥、創新醫材、精準醫療、再生醫學四大領

域，舉行產業座談會，凝聚修法建議之共識，探討產業須突破困境及關鍵性配套

措施，彙整為本章內容。 

本章重點為：1. 產業對「生技醫藥及精準健康產業發展條例」之修法建議；

2. 落實產業發展條例各項基礎配套。 

一、 產業對「生技醫藥及精準健康產業發展條例」之修法建議 

本研究進行產業調查，針對經濟部版及行政院版，逐條蒐集國內生技新藥公

司之意見，分析彙整後召開四大領域產業座談會逐條結論確立共識。四大領域產

業座談會邀請台灣生物產業發展協會葉常菁副理事長 (生技新藥)、基亞生技張順

浪總經理及台灣尖端黃濟鴻副總經理 (再生醫學)、萊鎂醫材陳仲竹執行長 (創新

醫材)、行動基因陳華鍵執行長 (精準醫療)擔任召集人，並邀請產、官、學、研等

專家參與討論。 

以下彙整產業「生技醫藥及精準健康產業發展條例」修法意見重點，及本條

例之修法建議及說明。 

(一) 產業整體意見： 

1. 肯定擴大適用範圍，建議新興領域定義應符產業發展趨勢 

生技產業支持新法中擴大適用範圍，納入再生醫學、精準醫學及數位醫

療等新興領域科技，並因應未來科技發展，增列第三條第八款「其他策略生

技醫藥產品」。惟原條例之「新興生技醫藥產品」，已列舉之 paragraph IV 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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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未於新法中明列。為政策之延續性，並鼓勵我國製藥業者持續研發挑戰專

利，具有高技術門檻及競爭力之藥品，應於條文或立法說明段中明確納入適

用範圍。 

針對再生醫療之定義，產業建議參考 106 年 6 月經濟部公告之「新興生

技醫藥產品」審定要件，將治療動物疾病之產品亦納入本條，同時為完善我

國再生醫療產業鏈，除再生醫療產品及技術外，建議納入器材及設備，如：

細胞凍管、細胞產品保存包裝、冷鏈、自動化無菌充填等產品。 

精準醫療之定義，亦建議除檢測技術平台外，應包括由檢測技術衍生之

臨床檢測方法，將基因定序、分子檢測、體學檢測、及其衍伸之臨床檢測皆

納入精準醫療之適用範圍。 

2. 支持研發及製造並重，納入委託開發製造 (CDMO)，並增列設備投資抵減優

惠 

厚植本土供應鏈能量，產業支持將委託開發製造 (CDMO) 納入適用範

圍。且條例新增之設備投資抵減，應適用所有生技新藥公司，並應另訂投資

10 億元以上之全新設備投資抵減優惠，提高抵減比率、延長抵減年限，以鼓

勵生技新藥公司投資高端機械設備系統，提升我國醫藥製造工藝之國際競爭

力。 

3. 研發及人才培訓支出維持原 35%抵減率，取消連續五年獲利之要求，增列市

場開發人才認定，以落實抵減優惠 

「研發及人才培訓支出抵減」公認為對產業發展，助益最大之優惠措施，

然多數公司反應因尚未獲利，實際上並未能享受此優惠。財政部 2015 ~ 2018

年公告資料亦顯示，每年申請研發及人才培訓抵減支之「生技新藥公司」不

足 5 家，平均每年抵減金額僅 1,040 萬元。考量對產業之助益及對稅收影響

之有限，建議維持研發及人才培訓支出抵減率 35%，最低限度應維持經濟部

版本之 30%抵減率。 

針對「自有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年度起五年內抵減」，若公司五年內有

無法獲利之年度，則未獲利年度無法享有抵減稅額，限縮優惠。產業提出由

於台灣新藥公司資金有限，多採取階段性授權國際合作策略，營業收益多來

自簽約金、階段授權金及銷售權利金，每年收益落差大，無法連續獲利，建

議取消「連續五年內」之限制，使抵減優惠可分散至五個年度。 

此外，建議研發人才應納入事業發展 (BD) 人才，以建立我國生醫國際

市場開發的關鍵資源。 

4. 放寬個人股東投資抵減門檻，延長生醫公司設立年限 

鑑於生醫公司初期募資不易，天使投資人常為唯一資金來源，且投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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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範圍常為 30 - 50 萬元。針對條例限制個人股東投資金額應達新台幣 100

萬元才能享受抵減，產業建議放寬個人股東投資金額，並建議延長個人股東

投資生醫公司之設立年限為十五年，CDMO 為十年。此外，生技醫藥公司雖

已上市櫃，亦有籌募資金之需求，萬不可限制個人股東投資未上市未上櫃公

司。 

(二) 彙整生技醫藥產業對「生技醫藥及精準健康產業發展條例」逐條條文修法建

議，如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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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生技醫藥及精準健康產業發展條例」- 生技醫藥產業建議修正條文 

條

文 
現行條文 經濟部修正條文 行政院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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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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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經濟部修正條文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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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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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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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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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經濟部修正條文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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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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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經濟部修正條文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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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現行條文 經濟部修正條文 行政院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說明 

二、生技新藥公司：指

生技新藥產業依公司

法設立之研發  製造

新藥、高風險醫療器

材及新興生技醫藥產

品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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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經濟部修正條文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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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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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經濟部修正條文 建議將 paragraph IV 藥

品納入第三條第八款「其

他策略生技醫藥產品」之

立法說明。  

鑒於 paragraph IV 藥品具

有高技術門檻及高研發

投入，亦有創新意涵，建

議於第三條第八款「其他

策略生技醫藥產品」立法

說明中，納入 paragraph 

IV 藥品的說明，以鼓勵廠

商投入該類型產品的研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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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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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經濟部修正條文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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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現行條文 經濟部修正條文 行政院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說明 

N/A 五、再生醫療： 

指將細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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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經濟部修正條文 五、再生醫療： 

指將細胞、基因用於人體

及動物構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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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品、器材、設備或技術。 

1. 建議參考 106年 6月

經濟部公告之「新興生技

醫藥產品」審定要件，將

「再生醫療」適用範圍納

入治療動物疾病之產品。 

2. 建議適用範圍納入

細胞治療相關之器材 

(如：細胞凍管、細胞產品

保存包裝等器材)及設備 

(如：冷鏈、自動化無菌充

填等儀器)，以完整包含

再生醫療產業鏈之產品。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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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經濟部修正條文 六、精準醫療： 

指透過基因定序、或分子

鑑定檢測、等之體學檢

測、或其衍生之臨床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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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目前癌症檢測及配

套治療主要為基因定序

或體學檢測，但精準醫療

已開始將體學發展出來

的檢測技術轉變為簡易

的臨床檢測方法，例如: 

ELISA。為因應未來精準

醫療發展趨勢，建議精準

醫療之適用範圍不應只

被限制於 NGS 或體學檢

測相關技術，建議放寬檢

測平台之規定，將基因定

序、分子檢測、體學檢測、

及其衍伸之臨床檢測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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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現行條文 經濟部修正條文 行政院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說明 

納入精準醫療之適用範

圍。 

2. 精準醫療不僅包含

疾病的診斷及治療，亦包

括疾病的前期預測及預

防，建議精準醫療之適用

範圍包含預測、預防、診

斷及治療，以擴大應用至

精準健康，符合我國推動

精準健康產業發展之目

標。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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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經濟部修正條文 N/A N/A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修正研討與落實 

82 

條

文 
現行條文 經濟部修正條文 行政院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說明 

五、新興生技醫藥產

品：指經行政院定為

新興且具策略性發展

方向之生技醫藥項

目，並經主管邀集相

關機關、學術界及研

究機構代表審定後公

告之產品。 

八、其他策略生技醫

藥產品：指經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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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經濟部修正條文 建議將 paragraph IV 藥品

納入本項之立法說明。  

鑒於 paragraph IV 藥品具

有高技術門檻及高研發

投入，亦有創新意涵，建

議於第三條第八款「其他

策略生技醫藥產品」立法

說明中，納入 paragraph 

IV 藥品的說明，以鼓勵廠

商投入該類型產品的研

發。 

N/A N/A 委託開發製造 (CDMO)： 

受託開發製造生產新藥及

新劑型製劑、高風險醫材、

再生醫療、精準醫療、數位

醫療及其他策略性產品之

公司。 

N/A N/A 

N/A 

N/A N/A 設備投資抵減： 

凡投資 1,000 萬元以上、10

億元以下全新機械、設備

或系統，可選擇當年度抵

減營所稅額 5％，或分三年

抵減率 3％，但上限不逾當

年度營所稅額 30％為限。 

建議另訂設備投資十億元

以上之優惠措施，並提高

投資抵減比率、延長抵減

年限。 

生技新藥公司設備投資

1,000 萬元以上為常態，

亦常超過 10 億元。建議

另訂設備投資 10 億元以

上之優惠措施，並提高投

資抵減比率、延長抵減年

限，以確實鼓勵生技新藥

公司投資機械、設備或系

統，提升國際競爭力。 



第四章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修法條文及配套措施建議 

83 

條

文 
現行條文 經濟部修正條文 行政院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說明 

第 

四 

條 

本條例主管機關為為

經濟部。 

本條例主管機關為為

經濟部。 

同經濟部修正條文 N/A N/A 

第 

五 

條 

生技新藥公司得在投

資於研究發展及人才

培訓支出金額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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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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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生技新藥公司得在投

資於研究發展支出及

專職研究發展人員之

人才培訓支出金額之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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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抵減之。 

前項投資抵減，其每

一年度得抵減總額，

以不超過該生技醫藥

公司當年度應納營利

事業所得稅額 50% 

生技新藥公司得在投資於

研究發展支出及專職研究

發展人員之人才培訓支出

金額之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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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抵減之。 

前項投資抵減，其每一年

度得抵減總額，以不超過

該生技醫藥公司當年度應

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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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技新藥公司得在投資於

研究發展支出及專職科技

研究及事業發展人員之人

才培訓支出金額之 35%

內，自有應納營利事業所

得稅之年度起抵減五個年

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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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抵減之。 

前項投資抵減，其每一年

度得抵減總額，以不超過

該生技醫藥公司當年度應

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50% 

為限。但最後年度抵減金

額，不在此限。 

1. 生技醫藥公司發展

期間的人才需求不僅為

研究發展人員，亦包含其

他人才，尤其是兼具生醫

科學及商業專業的事業

發展 (BD) 人才，為開發

國際市場必須培養的關

鍵資源，因此建議將「專

職研究發展人員」修正為

「專職科技研究及事業

發展人員」。 

2. 抵減百分比應維持

原條文之 35%。 

3. 台灣新藥公司獲利

模式多為簽約授權金、階

段授權金及權利金，不一

定連續五年皆符合繳納

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資格，

若五年內有無法獲利之

年度，則當年度無法享有

抵減稅額之優惠。建議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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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現行條文 經濟部修正條文 行政院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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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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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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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稅額不限於「連續五年

內」，分散至五個年度 

4. 由於稅額抵減金額 

(Tax Credits) 為公司資

產，未獲利之公司除可累

積至獲利繳稅年度，若被

併購時，亦可實施稅額抵

減，建議不刪除後段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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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限

度內，自其有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之年度

起五年內抵減各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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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限

度內，自其有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之年度

起五年內抵減各度應

同經濟部修正條文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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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現行條文 經濟部修正條文 行政院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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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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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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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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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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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現行條文 經濟部修正條文 行政院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說明 

第 

七 

條 

N/A (本條為新增) 

個人股東參與投資生

技新藥公司超過 100

萬元，並持有滿 3 年，

投資金額的 50%可抵

減所得額。 

個人股東參與投資生技新

藥公司超過 100 萬元，並

持有滿 3 年，投資金額的

50%可抵減自當年度起二

年內所得額。每年減除金

額以 500 萬元為限。投資

生醫公司需設立登記日起

未滿十年公司；CDMO 為

未滿五年。 

 

個人股東參與投資生技新

藥公司超過 30 萬元，並持

有滿 3年，投資金額的 50%

可抵減自當年度起二年內

所得額。每年減除金額以

500 萬元為限。投資生醫公

司需設立登記日起未滿十

五年公司；CDMO 為未滿

十年。 

 

個人股東投資抵減不限於

投資未上市未上櫃公司。 

1. 天使投資人是生技

新藥產業及新創公司重

要的資金來源之一，現行

法規下，天使投資人需投

資金額達新台幣 100萬元

以上才能享有抵減優惠，

然而天使投資人通常只

有 30-50 萬元之資金，建

議投資抵減之優惠可不

限制或降低個人股東之

投資金額，以鼓勵更多天

使投資人進入生技醫藥

產業。 

2. 台 灣 生 技 醫 藥 及

CDMO 公司經營超過 5-

10 年，尚需募資或尚未獲

利皆屬常態，本計畫產業

問卷調查結果，56 家生技

新藥公司亦僅有 5家已獲

利。生技醫藥產品研發時

間較其他產業長，需長期

投資以支持產業發展，建

議延長個人股東投資生

醫公司之設立年限為十

五年，CDMO 為十年。 

3. 行政院版限制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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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現行條文 經濟部修正條文 行政院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說明 

股東投資於未上市未上

櫃公司金額可抵減所得

額，由於已上市櫃生技醫

藥公司亦有籌募資金需

求，產業建議個人股東投

資抵減不應限於投資未

上市未上櫃公司。 

第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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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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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經濟部修正條文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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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現行條文 經濟部修正條文 行政院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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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未能提出取成本

之證明文件時，其成

本得以轉讓價格 30% 

計算減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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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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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現行條文 經濟部修正條文 行政院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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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公司執行長或經理

人以上職務之人員；

所稱技術投資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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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計算減

除之。 

第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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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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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經濟部修正條文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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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現行條文 經濟部修正條文 行政院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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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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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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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現行條文 經濟部修正條文 行政院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說明 

得稅法規定計算所得

並申報課徵所得稅。 

高階專業人員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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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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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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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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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現行條文 經濟部修正條文 行政院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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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辦法，由主管機關

定之。 

第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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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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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經濟部修正條文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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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現行條文 經濟部修正條文 行政院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說明 

第 

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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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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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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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滿八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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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持股比

例及參與經營之程度，不

受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

相關條文之限制。 

前項所稱新創之生技醫藥

公司，指自設立登記日起

未滿八年者。 

1. 建議解除學研界人

員之限制，具公務人員身

分的研究人員，不限制其

參與新創生技醫藥公司

之持股比例與經營程度，

以利學研界與產業界之

銜接。 

2. 由於條例修法不易，

建議不限於免除公務員

服務法第 13 條之限制，

以「相關條文」代替，以

維持彈性。 

3. 新創生技醫藥公司

之設立年限，支持行政院

版，為「自設立登記日起

未滿八年者」。 

第 

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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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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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經濟部修正條文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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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現行條文 經濟部修正條文 行政院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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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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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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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增進對生技醫藥產

品之審核效能，政府

相關部會對於生技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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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經濟部修正條文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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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現行條文 經濟部修正條文 行政院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說明 

第 

十 

四 

條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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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因嚴重違反環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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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經濟部修正條文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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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現行條文 經濟部修正條文 行政院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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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稽徵法第三十條規定

之限制。 

第 

十 

五 

條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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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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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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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經濟部修正條文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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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現行條文 經濟部修正條文 行政院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條文 產業建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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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罰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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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 

六 

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至 120 年 12 月 31 日

止。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至

120 年 12 月 31 日止。 

(涉及稅法計算，第 5 至

10 條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

實行)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至

120 年 12 月 31 日止。 

(涉及稅法計算，第 5 至 10

條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實

行) 

法案條文應於公告日開

始施行，建議政府跨部會

協商，稅法計算亦應於公

告後立即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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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落實「生技醫藥及精準健康產業發展條例」各項基礎配套 

我國審定之「生技新藥公司」共 151 家，但已上市櫃且獲利，EPS 為正的公

司僅有 11 家。廠商若尚未獲利，生技新藥發展條例所提供之技術、資金、人才等

獎勵並無實質受惠。生技新藥公司成功研發產品上市，必須快速進入國內外市場，

銷售獲利並納稅，持續研發，才是產業發展永續經營之道。 

此次「生技醫藥及精準健康產業發展條例」，必須同時強化基礎配套、建構我

國產業生態系，確保生技醫藥公司營收獲利，永續經營。基礎配套架構包括：1. 

建立國產國用市場；2. 迅速通過各項新興科技立法；3. 強化友善的資本環境；4. 

活絡多元資金募集及研發補助。 

其中，又以建立國產國用快速通道最為急迫，「生技新藥公司」已有 48 項新

藥新醫材研發成功，獲得我國或其他國家許可證，但僅數項成功取得我國健保核

價，多數新藥新醫材產品申請健保價格耗時冗長，自費項目亦必須先經健保署核

可，「生技新藥公司」常常不得其門而入。核價後，又因缺乏誘因機制，各醫療院

所引進國產新藥、新醫材的意願低，延遲國產研發產品進入我國市場，不僅影響

開拓國際市場的先機，也阻礙醫師及民眾使用新藥新醫材。「建立國產國用快速通

道」，使健保迅速合理給付國產新藥新醫材，建立誘因鼓勵國內醫療市場成為我國

生技新藥之堅實後盾，為生技醫藥產業條例成功之最後一哩路，也是最重要的一

哩路。 

法規方面，新科技發展須加速推動再生醫療、創新醫材、精準醫療，以及跨

領域新興生醫產業之各項管理法規立法或法規鬆綁，以使產業研發有所依循。優

先立法項目，如：「再生醫療專法」，法規鬆綁如：「通訊診察治療辦法」、「特定醫

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等。 

友善資本市場方面，除在「生技醫藥及精準健康產業發展條例」各項優惠措

施之審議規則應具體明確，提高產業及投資人之可預期性。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對上市櫃公司之審查及各項管理措施，亦應符合比例原則，否則違背本條例鼓勵

國內、外資金投入生醫產業之初衷。 

面對全球激烈競爭，政府應參考各國之積極作為，建立更具突破性的獎勵制

度，例如：澳洲設置研發費用返還機制，吸引各國新藥公司於澳洲設立子公司，

進行臨床試驗，以落實政府鼓勵生醫產業早期研發之政策。韓國及美國對於創新

研發產品，給予高價或快速給付等。 

綜整本計畫產業調查研究、產業座談會及專家綜合座談會結論，提出產業對

市場、法規、資本市場基礎配套各項建議。希望行政院協調責成相關部會完善，

以達本條例產業發展之目標初衷。產業建議各項基礎配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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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立國產國用快速通道 

- 提升國產新藥新醫材健保核價效率及鬆綁自費管理 

1. 健保署迅速核定台灣新藥新醫材合理給付價格 

健保署訂定「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17-1 條，使

台灣新藥得以成本或市場價核定健保藥價，對台灣創新醫材則尚未建立專用

核價機制，以致採取產品功能性比價，造成我國自主研發新醫材健保核價偏

低。 

近年科技部「臺灣-史丹福醫療器材產品設計之人才培訓計畫」(STB 計

畫)、「臺灣-柏克萊醫療器材產品設計之人才培訓計畫」(BTB 計畫)、以及

「SPARK Taiwan-生醫與醫材轉譯加值人才培訓計畫」，培育我國高級醫材

開發專業人才，催生多家創新醫材公司，至少有 10 項產品取得我國許可證，

4 項取得國外上市，卻遲遲未獲合理健保價格，進入國內醫療院所。 

究其原因，目前「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52-2 條

規定，新醫材應自以下方法擇一定價：1) 公立醫院、醫學中心 (含準醫學中

心) 或兩者合併之採購決標價格中位數，除以收載時最近四季結算之醫院總

額部門浮動點值；2) 各層級醫療院所收取自費價格之中位數；3) 依成本計

算；4) 國際價格中位數；5) 原產國特材價格；6) 低於前五項之廠商建議點

數。因台灣創新醫材尚無國內外價格及自費市場價格可供參考，健保署對檢

送之成本資料，常僅採計生產成本，而非研發成本，以致核價偏低廠商無法

接受，延宕上市及外銷。 

為確保迅速合理核價新醫材，建議健保署比照台灣新藥，建立台灣新醫

材專門核價機制及溝通平台，使研發之新醫材可迅速取得對應之新診療項目

碼以及合理健保核價，作為進軍全球市場之原產國價格，供各國定價參考。

並可參考美國，明確要求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服務中心 (Center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 CMS)對 Breakthrough Device (突破性醫療器材)限期取得

Medicare 保險給付 10。 

2. 提升健保署自費碼管理效率，並提供產業輔導溝通平台 

「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收取自費特材費用規範」第 2 條規定：

「全民健保尚未收載之特材品項，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或特材許可證持有廠商

應先向本署建議納入給付，未向本署建議核價之特材，健保不予給付，且不

得向保險對象收取自付費用。」 

即新醫材擬以自費上市時，須先向健保署申請健保給付，待健保審查通

知為不予給付，再由醫療院所向在地衛生局申請自費品項，核准後醫療院所

才進行採購。申請期間健保署，可核發臨時自費碼，以利醫院作業，但臨時

碼取得不易。此一過程繁複冗長，不確定性高，影響醫師及民眾自費創新醫

材之選擇，延宕產品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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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健保署提升效率，改善健保不予給付之自費項目管理，並建立產業

及醫療院所溝通平台，快速核發自費碼，達成被保險人保護、產業發展、及

健全自費市場之三贏。 

3. 加速研議台灣精準醫療產品納入健保給付項目 

我國已進入精準及個人化醫療。以癌症治療為例，醫師可透過基因檢測，

規劃病人最佳治療方案，評估標靶或免疫藥物，預測藥物反應與毒性，避免

病人使用無效或副作用過大的治療方式，達到精確治療效果，也降低無效治

療的醫療費用。 

健保署近年已給付多項癌症標靶藥物及用藥前的伴隨式檢測，例如：肺

癌標靶藥品泰格莎與用藥前的 EGFR 檢測；癌症免疫藥物 PD-L1 檢測等。

對於次世代基因定序 (NGS) 的基因範圍與負擔方式，亦於 2021 年 2 月召

開專家會議，討論癌症診療 NGS 納入健保的給付模式。 

建議健保署針對高階精準醫療檢測服務，如早期篩檢及治療之高階基因

檢測列入健保給付機制進行規劃，以部分負擔的方式納入健保體制，強化民

眾疾病治療成效，提升我國個人化精準醫療及產業研發環境。 

4. 鬆綁並健全自費市場管理 

我國全民健保全球讚譽有加，簽約醫療院所比例達 92.58%，健保每年

給付總額占我國整體醫療市場約 50%。隨著醫療科技進步，民眾選擇能力增

強，自費市場對新藥、創新醫材、細胞治療、精準醫療檢測服務、遠距醫療

等新興科技產業之重要性與日俱增。自費市場不僅提供產業產品驗證的場域，

亦對民眾提供醫療產品多樣化選擇的機會。以此次疫情為例，若有健全之自

費市場，各項台灣研發之快篩試劑即可快速自由進入自費市場，供民眾選擇

使用。 

政府應正視自費市場提供各項產品可用性 (availability) 及消費選擇性

之積極意義，與其所創造之效率，而非將自費市場視為健保無力給付時的不

得已措施。建議衛生福利部全面檢討控管自費市場之各項規定，確立管理目

標，以增進全民健康福祉，促進產業發展。 

(二) 建立國產國用快速通道 

- 設立明確運作機制以鼓勵我國醫院使用本國研發新興治療產品，協助推廣

台灣創新產品走向國際 

由於缺乏誘因機制，我國醫學中心、各級醫院對國產新藥、新醫材使用

意願不足，進藥採購機制繁複，使「生技新藥公司」產品無法於本國市場推

廣驗證，累積使用經驗，作為進軍國際市場的後盾。 

按我國「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醫策會)自 106 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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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醫學中心「醫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目」11 中，將「鼓勵採購生技新藥產業

發展條例審議通過之新興藥品及醫療器材，完成研發並已核發許可證者」，

納入任務指標基準及評分說明，鼓勵醫院自陳過去 4 年採購《生技新藥產業

發展條例》審議通過之新興藥品及醫療器材，完成研發並已核發許可證者。

104 年及 105 年「急性一般病床 99 床以下及 100 床以上」醫院之「評鑑基

準及評量項目」12, 13，亦曾要求「…鼓勵採購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審議通

過之新興藥品及醫療器材，完成研發並已核發許可證者。」可惜，此類支持

產國用創新醫藥之評鑑標準，未能逐年持續貫徹。  

為鼓勵我國醫院使用本國研發新興治療產品，我國 2020 年 BTC 決議
14，應「建立明確運作機制以鼓勵我國醫院使用本國研發藥品與醫材，協助

推廣臺灣創新產品走向國際」。產業建議衛福部建置有效之鼓勵誘因機制，

依據「已核發許可證之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審議通過新興藥品及醫療器材

清單」，以醫院評鑑或更有效機制，鼓勵促進各級醫院使用本國研發創新藥

品與醫材，「國藥國用」加速我國創新生醫產品進入本國市場，完善我國生

技醫藥產業生態系，成為我國經濟產業之主力。 

(三) 加速再生醫療、創新醫材、精準醫療，以及跨領域新興生醫產業之各項管理

法規立法或法規鬆綁 

我國新藥及醫療器材法規架構已臻成熟，2020 年「醫療器材管理法」完

成立法，2021 年 5 月施行，食藥署已公告 23 項子法及命令，後續仍將持續

公告相關子法完善我國醫療器材之管理。另食藥署也已於 2020 年陸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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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

機器學習技術之電腦輔助偵測 (CADe) 醫療器材軟體查驗登記審查要點指

引」，供產業依循研發數位醫療科技與人工智慧。 

唯科技日新月異，再生醫療、數位醫材、精準醫療等跨領域新興產品之

發展速度，較政府法規演進為快，快速制定具創新與彈性的法規，為推動新

興生醫產業發展的重要關鍵。 

配合條例修法，產業建議應優先制定以下各項法規，以使產業研發有所

依循。 

1. 加速「再生醫療專法」立法，明訂再生醫療製劑產品上市機制 

2018 年我國實施「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

法」，開放醫院執行低風險自體移植的細胞治療技術，供病人自費選擇。針

對產業化之細胞治療製劑，食品藥物管理署提出「再生醫療製劑管理條例」

草案，規範再生醫療製劑之品質、安全性及有效性之要求，並仿日本訂定「附

加附款許可制度 (Conditional Approval)」，在確認產品安全性的前提下，使

病人得以及早使用新興治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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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醫療製劑管理條例」送立法院審議後，因製劑/製品名稱、「審議

委員會」之設立、調劑權等尚無共識導致未能通過立法，使我國再生醫療產

品之管理法源仍為「藥事法」。 

衛生福利部石次長崇良表示，衛福部配合本次《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

修法，將同時推動「再生醫療專法」供產業依循，其內容包含三個法規：1) 

「再生醫療發展法」，為推動再生醫療產品發展的法源依據，2) 「再生醫療

技術管理條例」，為特管辦法細胞治療技術的管理辦法，3) 「再生醫療製劑

管理條例」，將陸續辦理預告，盡速推動。 

產業全力支持「再生醫療專法」，提供製劑研發及生產製造規模化的管

理指引，加速我國再生醫療製劑產品上市，提供病人新興療法的治療選擇，

成為亞太再生醫學研發重磅基地，展現台灣新興科技與醫療能力。 

2. 持續放寬我國「遠距醫療」適用範圍，制訂相關法規與配套措施 

過去我國遠距醫療受限於《醫師法》第 11 條，限於偏鄉或特殊情形開

放醫師通訊診療。2018 年衛福部公告「通訊診察治療辦法」，經醫療機構擬

具通訊診療實施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得開放以下 5 款特殊情形之病人

進行通訊診療，不限於山地離島偏僻地區：1) 急性住院病人，於出院後三個

月內之追蹤治療；2) 機構住宿病人；3) 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法令規定之病

人；4) 遠距照護、居家照護收案對象；5) 國際醫療病人。可執行的醫療項

目包括：詢問病情、診察、開給方劑、開立處置醫囑、原有處方之調整或指

導、衛生教育。 

然而，「通訊診察治療辦法」亦明訂遠端醫療的限制，包括：不適用於

初診病人，以及除了表定偏鄉或急迫情形之病人，醫師不得開給方劑。由於

醫療機構對此管道不熟悉，以及擔心有資安問題等，2018~2020 年僅不到 5

家醫療機構經核可進行通訊治療。在 COVID-19 疫情下，2020 年 2 月衛福

部函釋放寬居家檢疫或隔離民眾為通訊診療適用對象，並適用初診病人、急

迫情形或病情穩定的慢性病患者。同時，允許各縣市衛生局指定的醫療機構，

不需通報計畫即可實行遠距服務，目前共 269 家醫院、333,182 家診所、189

家衛生所可辦理。健保署亦於 2020 年 2 月公告「因應 COVID-19 疫情全民

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提供保險對象視訊診療作業須知」，明定預算來

源、施行程序及醫療費用申報與支付。並於 2021 年起，編列一億元預算給

付遠距醫療項目，雖然初步僅開放山地離島地區，限眼科、耳鼻喉科及皮膚

科，仍為開啟我國發展遠距醫療的契機。現至少已有 34 家公司著手進行遠

距醫療產品開發，包括：7 項醫病平台、12 項會診工具軟硬體、15 項遠距

偵測/照護工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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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建議政府應持續放寬「遠距醫療」適用範圍，例如:行動不便者、都

會區之遠距醫療等，制訂相關法規與配套措施，釐清責任歸屬、給付方式與

機制，以支持我國遠距醫療、居家照護、智慧醫療產業快速發展，嘉惠更多

病人。 

3. 考量精準醫療特性，制訂具彈性之法規 

我國精準醫療，過去受限於「醫療法」，須由醫療機構所屬之實驗室執

行，並由醫檢師依「醫事檢驗師法」進行檢驗業務。對於生技公司，非醫療

機構實驗室則未開放。 

然精準醫療在疾病的預防、篩檢、診斷及治療角色亦趨重要，衛福部遂

於 2021 年 2 月 9 日修訂特管辦法，參考國際及美國的管理方式，將實驗室

開發檢測 (Laboratory developed tests, LDTs) 納入規範，可施行正面表列之

七項檢測 (表 32)。但 LDTs 仍需經醫療單位委託才能執行，不允許直接提

供消費者檢測服務，且檢測結果核發必須為醫事檢驗師或專科醫師，此一修

正提供產業可依循的法源依據，對精準醫療產業意義重大。 

本條例行政院版名稱納入精準健康，反映全球發展精準健康產業之重要

趨勢，建議鬆綁特管辦法相關條文，例如：開放更多正面表列檢測項目、放

寬實驗室設置人員身份等，以利精準健康產業在台灣持續發展與落實。 

 

表 32、「特管辦法」附表四- 實驗室開發檢測項目 

項目名稱 

1. 抗癌瘤藥物之伴隨檢測 

2. 癌症篩檢、診斷、治療及預後之基因檢測 

3. 產前及新生兒染色體與基因變異檢測 

4. 藥物不良反應或藥物代謝之基因檢測 

5. 遺傳代謝與罕見疾病之基因檢測 

6. 病原體鑑定、毒力及抗藥性基因檢測 

7. 其他藥物伴隨基因檢測（於藥物仿單中，明載於用藥前應執行檢測） 

資料來源: 「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 

 

(四) 放寬生技醫藥公司上市櫃審查條件及各項管理措施，建立友善資本市場，以

鼓勵國內、外資金投入生醫產業，加速產品開發上市 

2016 年至 2019 年，台灣生技產業股價低迷，生技新藥公司面臨募資困

難的問題。2016 年 2 月底，浩鼎抗乳癌疫苗新藥 OBI-822 因第二期臨床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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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解盲不如預期，導致浩鼎股價快速暴跌，市值從最高 1,300 億元跌至 200

億元，連帶影響台灣其他生技新藥相關類股之股價，產生重大影響。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並於 2016 年 5 月推出「強化上市櫃科技事業 (含

生技業) 之監理措施」，雖然本意為保護投資人，卻影響投資人對台灣生技

新藥產業的信心，大幅降低投資意願，造成生技類股股價偏低、籌資不易，

2017 - 2019 年至少有 9 家公司撤銷興櫃，例如：建永、喜康、易宏、源一、

聯生藥、金樺、瑞寶、生控、泰合等。 

「強化上市櫃科技事業 (含生技業) 之監理措施」重點如下： 

1. 股票強制集保： 

要求不需獲利就能掛牌的企業 (以新藥公司為主)，其公司董監事、主要

研發與技術核心成員、持股 5％以上大股東，股票掛牌後，二年內不能賣出。 

2. 墊高上櫃條件： 

上櫃比照上市規定，若取得目的主管機關同意函，以科技事業上櫃者，

公司淨值不得低於股本 2/3。 

3. 強制資訊揭露： 

生技股新藥解盲時，若無特殊情況均應揭露解盲的統計數據，揭露各階

段研發資訊時，應併同說明新藥市場狀況、治理、相同病況藥物現況、新藥

進入市場計劃及對公司財務影響等。 

4. 監理異常交易：  

增訂「個股借券賣出」達一定標準，納入公布注意股票，提醒投資人注

意交易風險。 

政府祭出以「防弊」為中心的管制措施，強制集保、墊高上櫃門檻、強

制資訊揭露、監理異常交易等，對於上市櫃公司來說，加重公司準備重訊公

告的負擔，民眾接收的訊息也並非具投資參考價值，不僅未懲罰到違規廠商，

亦打擊投資人信心，使亟需資金進行產品研發的生技醫藥公司募資困難，進

而退出本國資本市場。2019 年安成國際私有化下櫃、2021 年台灣微脂體亦

宣布將於 10 月私有化，重新規劃在海外上市。 

因此，放寬生技醫藥公司上市櫃審查條件及各項管理措施，為提升生技

新藥公司募資的重要方向，以鼓勵國內、外資金投入生醫產業，使產業募得

足夠資金，投入產品研發，加速產品開發上市。 

(五) 活絡多元資金募集及研發補助 

1. 增加外人及外資企業之賦稅補助或稅務減免優惠，藉以吸引國際廠商及優秀

人才進駐 



第四章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修法條文及配套措施建議 

105 
 

資金為發展生技醫藥產業之關鍵要素，除提供《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

的租稅抵減優惠，吸引國外資金投入非常重要，不僅挹注財源，更是與國際

的連結。 

以新加坡為例，對於本國及外資皆採取優惠政策，建立良好的親商環境，

藉由優惠的租稅條件，吸引國際企業進駐新加坡，建立生產、研發、營運中

心。國際大藥廠以新加坡為生產據點，不僅加累積速國內經驗，培育人才，

相較鄰近台、日、印、韓等亞洲國家，新加坡可取得較高資金，進而打造新

加坡為亞洲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基地，帶動產業貿易成長。 

放寬外資企業之賦稅補助或稅務減免優惠，短期內雖減少國家稅收，然

引入國際技術、國際資金及培育台灣國際人才，將創造擴大稅收的利基，包

括：增加經濟活動、提升台灣技術能力、進而提高國民所得等，將為國家帶

來更大的財政稅收。因此，放寬生技醫藥產業的租稅優惠，實為對國家稅收

及人民福祉，利遠大於弊的作法。 

建議增加外人及外資企業之賦稅補助或稅務減免優惠，藉以吸引國際廠

商及優秀人才進駐，促進生技產業大型化及國際化發展。以台灣自身的優勢，

加強與全球、區域市場的醫藥合作及增強競爭優勢，以研發創新，型塑台灣

生技醫藥新面貌，建構台灣成為國際生技醫藥研發產業重鎮。 

2. 參考 OECD 國家之研發租稅政策，制訂研發費用返還之補助機制 

全球 R&D 投資競爭激烈，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國家為強化國內研發活動，

吸引投資，以租稅優惠及研發費用返還等機制，積極獎勵研發創新。我國以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提供「生技新藥公司」研發費用租稅優惠，但尚

未建立研發費用返還之補助機制。針對研發期長、資金需求大的生技新藥公

司，從研發到產品上市須時 14 年，期間並無營利、無須繳稅，因此無法享

受政府提供的租稅優惠。並且，在研發期間，資金需求最大，但目前政府僅

有設置國發基金投資及業界科專補助，對產業直接挹注的資金及幫助有限，

因此未能實質幫助產業，鼓勵研發。 

列舉 OECD 國家 (澳洲、法國、加拿大、丹麥) 提供之研發租稅政策 15

如下，建議政府參考其經驗，制訂研發費用返還之補助機制，以實質幫助我

國生醫產品研發，加速上市。 

(1) 澳洲： 

澳洲政府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ax Incentive (R&DTI) 2021 年 7 月

前，提供每年合計營收低於 2,000 萬澳幣、研發支出超過 20,000 澳幣的澳洲

公司，最高 43.5%研發費用現金返還；若年合計營收高於 2,000 萬澳幣，則

改以研發費用之 38.5%折抵稅額。若當年未達繳稅門檻，折抵稅額可累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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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繳稅年度。可申報之研發支出上限為 1 億澳幣。 

2021 年 7 月起，澳洲 R&DTI 改制 16，每年合計營收低於 2,000 萬澳

幣、研發支出超過 20,000 澳幣的澳洲公司，(()可獲等同公司營所稅率 (25%) 

加上 18.5%研發費用現金返還 (合計 43.5%)；若年合計營收高於 2,000 萬澳

幣，視研發費用佔比而有不同加成：1) 研發費用低於總支出 2%，可折抵稅

額為研發費用之 33.5% (公司營所稅率 (25%) 加上 8.5%獎勵)；2) 研發費用

高於總支出 2%，可折抵稅額為研發費用之 41.5% (公司營所稅率 (25%) 加

上 16.5%獎勵)。可申報之研發支出上限提高為 1.5 億澳幣。 

(2) 法國： 

法國政府提供每年 30%研發費用折抵，中小企業 (SME) 可立即以現金

返還，大公司則可折抵三年內稅額，若有剩餘金額可以現金返還。可申報之

研發支出上限為 1 億歐元，超出金額以 5%計算。 

 

(3) 加拿大： 

針對加拿大人控股的私人公司 (Canadian-Controlled Private Corporation, 

CCPC)，加拿大政府提供 35%研發費用現金返還，研發支出上限為 300 萬加

幣，超出金額以 15%計算。非 CCPC 之研發費用現金返還比例則皆為 15%。

除了加拿大政府提供的研發費用返還，各省也分別有其返還機制，如：安大

略為 3%，魁北克為 30%。 

(4) 丹麥： 

丹麥政府針對仍在虧損的公司，給予 22%研發費用現金返還，可申報研

發費用上限為 2,500 萬丹麥幣。在 COVID-19 疫情期間，2020 年及 2021 年

的研發費用返還比例提高至 30%，可申報上限亦提升至 8.5 億丹麥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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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我國《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自 2007 年立法，前瞻性引領我國創新型生技

醫藥產業發展，迄今 14 年共通過「生技新藥公司」151 家，上市(興)櫃 52 家，成

功上市 48 項醫藥產品，取得國內外核准。至 2020 年 7 月我國整體生技醫藥類股

市值為 11,292 億元，繼 2015 年高峰後，再度成為兆元產業。我國生技醫藥產業

於 COVID-19 疫情期間，快速研發製造出疫苗、藥品、檢測試劑及防疫器材，不

僅發揮「國產國用」自給自足的功能，也外銷外援成為全球防疫陣線的夥伴。台

灣已成為國際注目的新興生技國家。 

14 年來，我國生技醫藥產業歷經消長起伏，特別在 2016 年浩鼎事件後，金

管會監控趨嚴，降低股東投資意願，股價與市值明顯滑落，公司價值低估，募資

不易。2017 至 2019 年間，生技類股公開募資每年均低於新台幣 100 億元，並至

少有 9 家公司，因股價及市值過低撤銷興櫃。統計我國「生技新藥公司」平均資

本額僅 7.22 億元，每家每年研發經費約 2 億元，資金規模有限，影響公司選題、

目標適應症選擇及臨床試驗研發策略，也影響日後之產出、收益及全球佈局。 

過去十年政府直接、間接投資生技醫藥產業總金額尚不足新台幣 300 億元，

雖然在產業發展初期確實扮演帶動民間投資的角色，但生技新藥研發期長，平均

新藥研發需時 10 至 15 年，14 年來無論是政府投資、民間投資或公開市場資金之

挹注皆不足，成長緩慢，寄望《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帶動民間生技產業投資

之效益，實未能完全發揮。 

產出方面，雖然已有 48 項產品成功上市，但上市櫃「生技新藥公司」獲利

EPS 正值的公司僅有 11 家。大多數新藥新醫材未能取得我國健保核價，無法進

入我國醫療市場，因此大多數「生技新藥公司」尚未能獲利，以致整體產業自《生

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實際受惠有限。依據財政部統計處公告之 104-107 年「營

所稅結算申報統計專冊」，《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優惠措施每年實際抵減金額

不足 1 億元，包括: 研發及人才培訓支出抵減每年平均 1,040 萬元，法人股東投

資抵減每年平均 8,755 萬元。 

未來之「生技醫藥及精準健康產業發展條例」勾勒我國下一個十年生醫產業

發展前景，四大生醫領域產業肯定行政院版擴大適用範圍，亦支持研發及製造並

重的策略方向。產業建議適用範圍之定義應符合科技及產業發展趨勢；研發及人

才培訓支出應維持原條例 35%抵減率，並取消連續五年獲利之要求，增列市場開

發人才之認定；放寬個人股東投資抵減門檻，並延長生醫公司設立年限之認定。

與此同時，產業呼籲建置「國藥國用、新興科技管理法規、友善投資環境、多元

募資管道」的基礎配套刻不容緩，且為我國生技醫藥產業及「生技醫藥及精準健

康產業發展條例」成功之關鍵。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修正研討與落實 

108 

「生技醫藥及精準健康產業發展條例」完成修法後，將嘉惠更多新興科技生

醫公司，創造更先進醫藥產品及服務。為達成立法之目標、提升審定效率，建議

跨部會研議簡化審查流程、透明化審議規則、確立審定標準，並建立產業與政府

溝通平台，確實落實條例提供之各項優惠誘因，以吸引更多人才及資金投入發展

生技醫藥產業。 

生技醫藥產業為我國核心經濟產業，也為國家安全產業，本研究集結所有生

醫產業共識，提出「生技醫藥及精準健康產業發展條例」修法及基礎配套建議，

資金、技術、人才、法規、市場缺一不可，期望立法院、行政院各部會及全國各

界同體一心高瞻遠矚，正面、積極、創新、支持我國生技醫藥產業邁向下一個十

年，為國家、民眾創造更高福祉，經濟奇蹟！ 

本報告彙整生技醫藥產業對「生技醫藥及精準健康產業發展條例」修法建議

及基礎配套總覽，如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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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生技醫藥及精準健康產業發展條例」修法建議及基礎配套一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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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生技醫藥產業調查問卷 

「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修訂與發展策略之研議計畫 

- 生技醫藥產業調查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將於民國 110 年落日，修法在即，經濟部於 109 年 11

月 11 日公告「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草案，經行政院跨部會討論後，又擬修正為「生

技醫藥及精準健康產業發展條例」。目前已知修正內容包括:放寬「新藥」適用範圍，納

入新劑型新藥、再生醫療、精準醫療及數位醫療產品、開放技術股及認股權憑證適用孰

低課稅、明定人才培訓投資抵減適用對象、個人股東減免所得額及鼓勵委託開發製造

(CDMO)等措施。 

為表達產業意見，TRPMA 與財團法人中技社合作，共同規畫進行「生技醫藥產業

發展條例修訂與發展策略研究計畫」，分析《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過往成效，並透過

產業調查及座談會，了解廠商建議、期望及困難，最後將綜整撰寫成報告，供行政院及

立法院參考，以達成未來十年我國推動生技醫藥產業發展之目標。 

本問卷邀請曾申請或已核准為經濟部審定之生技醫藥公司參與，針對《生技新藥

產業發展條例》過往成效及實務困難，並收集各公司對此條例修正草案之建議與意

見，作為後續召開產業座談會討論之依據。 

懇請各公司及機構撥冗填寫本問卷，於 110 年 4 月 30 日(星期五)前回傳至 

trpma@trpma.org.tw，謝謝！ 

本調查收集之個別公司資訊將確實保密，不對外公開，相關訊息將僅以整體統計

資料呈現，提供相關單位參考。 

 

公司名稱：                                                                  

填寫人：                           職稱：                                   

連絡電話：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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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基本資料 

成立日期：                           

實收資本額 (千元)：                           

總員工人數：                         專職研發人數：                   

109 年度之研發費用：                109 年度之營收淨額：                   

是否為經濟部認定之生技新藥公司： 

□ 是，於民國    年取得新藥公司認定，適用範圍為： 

   □ 人用新藥 (□ 新成分  □ 新療效複方  □ 新使用途徑)  

   □ 高風險醫療器材  □ 動植物用新藥   

   □ 新興生技醫藥產品 (□ 精準醫療  □ 基因治療  □ 細胞治療   

                        □ Paragraph IV 藥品)  

公司目前上市櫃階段：□ 無公開發行規劃  □ 尚未公開發行   

                    □ 興櫃  □ 上櫃  □ 上市  □ 其他：                    

生技新藥研發品項及發展階段： 

認定之生技新藥品項 
發展階段 

通過生技新藥認定時 現在 

 

□ Phase 3 □ Phase 2   

□ Phase 1 □ Pre-clinical 

□ Research 

□ 已上市  □ Phase 3  

□ Phase 2 □ Phase 1  

□ Pre-clinical   

□ Research 

 

□ Phase 3 □ Phase 2   

□ Phase 1 □ Pre-clinical 

□ Research  

□ 已上市  □ Phase 3  

□ Phase 2 □ Phase 1  

□ Pre-clinical   

□ Research 

 

□ Phase 3 □ Phase 2   

□ Phase 1 □ Pre-clinical 

□ Research  

□ 已上市  □ Phase 3  

□ Phase 2 □ Phase 1  

□ Pre-clinical   

□ Research 

(請自行新增表格) 

□ 否，是否曾向經濟部申請生技新藥公司認定？ 

□ 是，曾於民國    年獲認定，逾期未再重新申請之原因：                    

                                                                     

□ 是，曾於民國    年申請，未取得新藥公司認定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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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曾規劃申請，但未提出申請之原因：                                  

                                                                     

□ 否，未曾規劃申請，原因：                                              

                                                                     

 

一、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優惠措施 

(一) 貴公司認為《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所提供的優惠措施中，對生技新藥產

品發展最有幫助的順序是？（請依 1、2、3…優先順序排列） 

□ 研究發展費用抵減  □ 人才培訓費用抵減  □ 法人股東抵減  

□ 政府研發人員持有生技新藥公司股份  □ 技術股憑證緩課 

□ 認股權憑證緩課  □ 其他：                                   

(二) 貴公司認為《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所提供的優惠措施中，最困難取得優

惠的項目順序是？（請依困難程度順序排列，1 為最困難） 

□ 研究發展費用抵減  □ 人才培訓費用抵減  □ 法人股東抵減  

□ 政府研發人員持有生技新藥公司股份  □ 技術股憑證緩課 

□ 認股權憑證緩課  □ 其他：                                   

(三) 除了上述優惠措施，貴公司建議《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應新增何種優惠

措施？  

 

 

二、 現行之「生技新藥公司」審定條件及申請流程 

審定條件之參考：「生技新藥公司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

法」第 2 條及「營利事業適用生技新藥公司股東投資抵減辦法」第 2 條。 

(一) 貴公司認為現行之「生技新藥公司」審定條件，是否符合鼓勵我國生技新藥

產業發展之目的？ 

□ 符合 

□ 不符合，原因：                                                

貴公司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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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據貴公司向經濟部申請「生技新藥公司」認定之經驗或準備過程，貴公司

認為哪些審定條件在實務上較困難符合？ (請依困難程度排序，1 為最困難) 

□ 研發項目  □ 研發階段  □ 研發費用比例  □ 聘僱研發人員條件   

□ 無違法情事  □ 其他：                                                           

(三) 依據貴公司向經濟部申請「生技新藥公司」認定之經驗或準備過程，貴公司

認為哪些申請文件在實務上較困難準備？ (請依困難程度排序，1 為最困難) 

□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 生技新藥研究發展製造之證明文件   

□ 生技新藥研究發展費用之證明文件   

□ 生技新藥專職研究人員之大學以上學歷證明書、勞保紀錄、及其職掌之 

   生技新藥研究發展內容與佐證資料   

□ 投資計劃書   

□ 其他：                                                           

(四) 貴公司申請「生技新藥公司」於審定資格時，是否曾遭遇問題？ 

□ 是，曾遭遇的問題：                                                  

□ 否 

貴公司的建議： 

 

三、 研發與人才培訓投資抵減適用範圍及申請程序 (第五條) 

(一) 現行條文「生技新藥公司得在投資於研究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金額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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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公司認為此條文對

廠商是否有實質幫助 

□ 是 

□ 否，原因：                                

                                             

貴公司申請投資抵減

時，是否遇到困難 

□ 是，原因：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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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公司的建議 
 

 

(二) 現行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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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抵減之。」 

貴公司認為此條文對

廠商是否有實質幫助 

□ 是 

□ 否，原因：                                

                                             

貴公司申請抵減時，

是否遇到困難 

□ 是，原因：                                

                                             

□ 否 

貴公司的建議 
 

 

四、 股東投資抵減 (第六條) 

成為生技新藥公司記名股東達三年以上，得以其取得該股票之價款 20%限度

內，抵減五年內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貴公司認為此條文對

廠商是否有實質幫助 

□ 是 

□ 否，原因：                                

                                             

貴公司申請股東投資

抵減時，是否遇到困

難 

□ 是，原因：                                

                                             

□ 否 

貴公司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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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技術股緩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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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公司認為此條文對

廠商是否有實質幫助 

□ 是 

□ 否，原因：                                

                                             

針對此條文，貴公司

是否遇到困難 

□ 是，原因：                                

                                             

□ 否 

貴公司的建議  

六、 解除研界人員限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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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公司認為此條文對

廠商是否有實質幫助 

□ 是 

□ 否，原因：                                

                                             

針對此條文，貴公司

是否遇到困難 

□ 是，原因：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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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公司的建議 
 

 

 

七、 貴公司對經濟部於 109 年 11 月 11 日公告「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

例」修正草案條文及 110 年 4 月行政院討論新版條文之建議 

註：行政院討論版僅列出與經濟部公告版相異之處 

現行名稱 修正名稱 意見及建議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 

經濟部 
生技醫藥產業發展

條例 

□ 支持經濟部版 

□ 支持行政院版 

□ 無建議 

□ 有建議，請說明： 

 

行政院 
生技醫藥及精準健

康產業發展條例 

條

文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意見及建議 

第

三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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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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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無建議 

□ 有建議，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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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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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無建議 

□ 有建議，請說明： 

 

根據 106 年 6月經濟部公

告之「新興生技醫藥產品」

審定要件： 

基因治療產品：利用基因

或含該基因之細胞或載

體，用於治療人類或動物

疾病，且從事該產品研發

製造及其技術服務之公司

再生醫療： 

指將細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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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無建議 

□ 有建議，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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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研究開發或臨床試驗

需符合國內或國外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細胞治療產品：產品使用

之細胞，係取自生物之體

細胞或幹細胞並經體外培

養後所衍生的細胞，且從

事該產品研發製造及其技

術服務之公司進行研究開

發或臨床試驗需符合國內

或國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之相關規定。 

根據 106 年 6月經濟部公

告之「新興生技醫藥產品」

審定要件，精準醫療產品： 

以診斷治療為目的，且從

事該產品研發製造及其技

術服務之公司有整體精準

醫療應用之規劃，其自行

研發內容應包含檢測、診

斷、治療、監測或疾病預防

之創新性產品或技術，並

符合國內或國外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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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無建議 

□ 有建議，請說明：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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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無建議 

□ 有建議，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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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定。 

 

根據 106 年 6月經濟部公

告之「新興生技醫藥產品」

審定要件，Paragraph IV

藥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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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於條文中列出 □ 無建議 

□ 有建議，請說明： 

 

N/A 

行政院 

委 託 開 發 製 造 

(CDMO)：「受託開

發製造生產」新藥及

新劑型製劑、高風險

醫材、再生醫療、精

準醫療、數位醫療及

其他策略性產品之

公司。 

□ 無建議 

□ 有建議，請說明： 

 

五、新興生技醫藥產品：指

經行政院定為新興且具策

略性發展方向之生技醫藥

項目，並經主管邀集相關

機關、學術界及研究機構

代表審定後公告之產品。 

八、其他策略生技醫藥產品：

指經行政院定為具策略性發展

方向之生技醫藥項目，並經主

管機關審定後公告之產品。 

□ 無建議 

□ 有建議，請說明： 

 

無 

N/A 

行政院 

設備投資抵減： 

凡投資 1,000 萬元

以上、10 億元以下

全新機械、設備或系

統，可選擇當年度抵

減營所稅額 5％，或

□ 無建議 

□ 有建議，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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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三年抵減率 3％，

但上限不逾當年度

營所稅額 30％為

限。 

第

五

條 

生技新藥公司得在投資於

研究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

金額之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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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 

生技新藥公司得在

投資於研究發展支

出及專職研究發展

人員之人才培訓支

出金額之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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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支持經濟部版 

□ 支持行政院版 

□ 無建議 

□ 有建議，請說明： 

 

行政院 

生技新藥公司得在

投資於研究發展支

出及專職研究發展

人員之人才培訓支

出金額之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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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抵

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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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刪除此規定。 

□ 無建議 

□ 有建議，請說明： 

 

第

七

條 

N/A 

經濟部 

此條為新增。 

個人股東參與投資

生技新藥公司超過

□ 支持經濟部版 

□ 支持行政院版 

□ 無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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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萬元，並持有

滿 3 年，投資金額

的 50%可抵減所得

額。 

□ 有建議，請說明： 

 

行政院 

個人股東參與投資

生技新藥公司超過

100 萬元，並持有

滿 3 年，投資金額

的 50%可抵減自當

年度起二年內所得

額。每年減除金額

以 500 萬元為限。

投資生醫公司需設

立登記日起未滿十

年公司；CDMO 為

未滿五年。 

第 

八

條 

高階專業人員及技術投資

人取得之技術股，於轉讓

時依時價課稅。 

高階專業人員及技術投資人取

得之技術股，於轉讓時依取得

或轉讓之價格孰低課稅。 

□ 無建議 

□ 有建議，請說明： 

 

第

九

條 

高階專業人員及技術投資

人取得之認股權憑證，得

低於票面金額認股，並於

轉讓時依時價課稅。 

高階專業人員及技術投資人以

低於票面金額之認股權憑證認

股股票，持有滿兩年得於轉讓

時依取得或轉讓之時價孰低課

稅。 

□ 無建議 

□ 有建議，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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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

受公務人員服務法部分條

文限制之相關規定。 

新創之生技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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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受公務人員服務法部

分條文限制之相關規定。 

□ 無建議 

□ 有建議，請說明： 

 

未於條文說明。 新創之生技醫藥公司，指自設

立登記日起未滿二年者。 

□ 無建議 

□ 有建議，請說明： 

 

第

十

本條新增。 針對第 3 條第 3 款至第 8 款品

項，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 無建議 

□ 有建議，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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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條 

應建立專業能量並訂定相關審

查規範。 

 

本條新增。 針對第 3 條第 3 款至第 8 款品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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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無建議 

□ 有建議，請說明： 

 

第

十

四

條 

本條新增。 規定不得重複申請及違反重大

事項之處置，包括： 

1. 同一事項不得重複享有本

條例及其他法規之租稅優

惠、獎勵或補助； 

2. 最近三年因嚴重違反環境

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

生相關法律，不得申請，已

享有者應追回； 

3. 主管機關確定應追回之處

分後，於網站公開該公司

名稱 

□ 無建議 

□ 有建議，請說明： 

 

第

十

五

條 

本條新增。 規定技術股與認股權憑證之股

票轉讓通報及罰則：針對技術

股或認股權憑證者取得新股

時，生技醫藥公司應於股東轉

讓時，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

未依限或未據實申報者，按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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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稅捐稽徵機關限期責令

補報或填發，按申報或短計之

所得金額，處生技醫藥公司負

責人百分之十五之罰鍰。 

□ 無建議 

□ 有建議，請說明： 

 

第

十

六

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至 120年

12 月 31 日止。 

(涉及稅法計算，第 5 至 10 條

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實行) 

□ 無建議 

□ 有建議，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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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其他建議： 

 

 

 

 

 

~ 感謝貴公司撥冗填寫，研究團隊將整理相關回覆與建議，提供給相關單位參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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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綜合座談會會議紀要 

「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綜合座談會 

會議紀要 

【時    間】民國 110 年 7 月 19 日（週一）上午 10:00~12:00 

【地    點】財團法人中技社大會議室(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97 號 8 樓) 

【視訊連結】https://meet.google.com/tra-rpsz-uxf 

【主 持 人】 

潘文炎 董事長 財團法人中技社 

張鴻仁 副理事長 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視訊主持） 

【官方代表】 

高仙桂 副主任委員 國家發展委員會（視訊出席） 

石崇良 常務次長 衛生福利部（視訊出席） 

呂正華 局長 經濟部工業局(視訊出席) 

【產研代表】 

生技醫藥:葉常菁 副理事長 台灣生物產業發展協會(視訊出席) 

張偉嶠 副院長 台北醫學大學藥學院(視訊出席) 

創新醫材:陳仲竹 執行長 萊鎂醫療器材(股)公司(視訊出席) 

謝達斌 講座教授 成功大學口腔醫學系(視訊出席) 

再生醫療:黃濟鴻 副總經理 台灣尖端 (股)公司(視訊出席) 

林泰元 理事長 台灣細胞醫療協會(親臨出席) 

精準醫療:陳華鍵 執行長 行動基因生技(股)公司(視訊出席) 

李鍾熙 理事長 精準醫療協會(視訊出席) 

【跨域專家】 

陳振文 院長 為恭紀念醫院(親臨出席) 

曾惠瑾 副所長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視訊出席) 

蘇嘉瑞 醫師/律師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親臨出席) 

【執行團隊】 

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程馨秘書長、葉映君處長 

中技社：陳綠蔚執行長、王釿鋊主任、許湘琴組長(紀錄)、邱炳嶔研究員、劉致峻研

究員、鍾侑靜研究員 

【會議紀要】 

一. 主持人開場 

1. 潘文炎董事長 

首先要謝謝大家在疫情期間來參加這個研討會，尤其是在 COVID-19 疫情下

來討論我國生技產業發展，更顯其意義。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從 2007 年公布

實施開始，即將於今年落日，政府也覺得台灣的生技產業非常重要，目前提出再

延長 10 年的規劃。從過去 14 年的發展結果，可以指引未來十年該往哪裡走。今

https://meet.google.com/tra-rpsz-ux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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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這個座談會主要有兩個目的，第一個是台灣生技新藥未來的發展，第二個是在

新的條例裡如何更加完善，如何協助業界將這個產業發展得更好。 

中技社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我們可以請產官學研的專家參與，並把產業

界的意見，真實的反應給政府來做決策的參考。政府也可以參與我們這個平台，

跟產業界說明這個政策決定的過程或者困難。這個議題我們邀請了產官學都有豐

富經驗的張鴻仁理事長擔任此議題召集人，希望能針對生技醫藥發展條例做一檢

視，哪些還要加強經費?哪些地方可減少?畢竟政府經費有限，而對業界而言，補

助的範圍越廣越好，補助的越快越好，如何讓投入的資源發揮最大效益，相信這

是大家對此條例延續案的最終期許。 

 

2. 張鴻仁副理事長 

如同潘董事長所提，這幾年我們見證到生技產業的發展，而生技產業發展條

例從 2007 年開始實施以來，雖然已經產生一些動能，但如果不是 COVID-19，大

家也很難想像生技產業對國家的重要性，從技術含量較低的口罩，到各種檢驗試

劑，再到治療與疫苗，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時機點，而這個條例有個落日條款，

也謝謝經濟部、科技部，以及衛福部積極提出延長的規劃，而工業局是主辦單位

非常認真規劃，也非常謝謝貴社出來召集，有這樣的議題研討。 

對於修法的建議，我們有先作一些產業界意見的彙整，與會的產業代表可以

再做一些補充與說明，關於產業界的建議，希望主管機關能不能給一個回應，如

果能夠支持，大家都會很高興，如果有困難是不是也跟大家說明一下。 

 

二. 議題成果報告(報告人:程馨秘書長) 

略，請詳簡報資料。 

 

三. 專家觀點分享 

1. 高仙桂副主委 

很榮幸可以代表國發會參加今天的座談，在座各位貴賓都是生技產業的重要

成員，感謝大家長期以來對於生技產業發展的貢獻。今天會議產學研界提出對生

技產業發展面對的課題，還有修法的建議，以及配套措施等，都會作為將來政府

推動生技產業發展的重要參據。 

就國發會的職掌，可從國家戰略的角度來說明這次產業條例修法的規劃構想，

還有我們希望發揮對產業振興的效益。我想歷經這次的疫情，美歐國家意識到，

維持關鍵產業供應鏈的競爭力跟靭性的重要性。拜登總統百日供應鏈的報告，還

有歐盟提出的歐洲新的產業戰略，都把藥品列為攸關國家經濟安全跟產業創新的

關鍵產業。台灣從 2000 年的兩兆雙星到蔡總統的第一、第二任期，分別提出 5+2

產業創新，還有六大核心戰略產業，都把生技產業列為重中之重。在台灣生技產

業發展的歷程中，2007 年起實施的《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扮演很關鍵的角

色。今年該條例適逢落日，政府部門非常重視新條例的擬定，經濟部之前也匯集

了各界的意見，這個新條例內容也經由行政院各部會的審慎研議。基本上新條例

的規劃，希望能發揮下述兩個效益，期盼生技產業可以扮演下一世紀，翻轉台灣

經濟轉型的關鍵力量。 

第一，新條例草案規劃擴大產業的適用範圍，還有獎酬工具，希望可以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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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競爭優勢，強強聯手發揮綜效，為台灣的生技產業注入新的成長動能。如

再生醫療、精準醫療跟數位醫療，已經納入新條例草案的適用範疇，主要是希望

可以運用台灣強項的資通訊產業，還有完備醫療體系的優勢，展示異業整合，還

有跨域合作的綜效。同時，也新增了個人股東的投資抵減、放寬員工獎酬，還有

技術入股的課稅規定，希望可以運用台灣豐沛的資金，加速延攬及留住國內外優

質的人才，藉由生技產業群聚生態系的活絡，來充分展現台灣的競爭優勢。 

第二，CDMO 也納入這次新條例的適用範疇，而且也新增了設備投資抵減的

優惠，一方面主要是希望可以強化業者由研發邁入製造的誘因，加速下一個世代，

藥品製造產能的建置，發揮台灣生技研發及代工的良善循環，將台灣打造成創新

生物藥品的製造基地。除了可以強化台灣產業供應鏈的自主還有韌性外，我們也

希望台灣可以成為具備承載大型國際生技醫藥訂單的可信賴夥伴，我想這點非常

重要，因為我們知道現在美歐國家都在進行生技供應鏈的重組，希望可以透過這

次條例的修訂，可以掌握到他們供應鏈重組的商機。 

最後我還是要感謝中技社，還有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舉辦今天的座

談會，產研界的建議一向都是政府政策推動很重要的助力，今天會議大家所有的

建議，我們會作為將來推動生技產業發展很重要的參考依據，謝謝大家。 

 

2. 石崇良常務次長 

關於議題成果報告中產業界所提的幾個意見，多數涉及到本部的部分，大多

數都很認同。唯一一個需要再討論的，就是把動物治療納入再生醫療的範疇裡，

這部分涉及到農委會業務，可能還要再進一步了解。 

而在再生醫療、精準醫療跟數位醫療的發展上，其相關法規的規範，目前也

做了某種程度的鬆綁，大家比較熟悉的，大概就是在 2018 年 9 月發布的特管辦

法，已開始把細胞治療納入。所以到 6 月底，總申請案有 253 件，已經核准了 95

件的細胞治療的案子，可以看出在三年不到的時間，細胞治療部分是成長的非常

快。此外，在今年 2 月，本部又再次修正特管辦法，把精準醫療裡面，特別重要

的 LDTs，也就是實驗室開發檢測也納入了特管辦法裡，並增訂一些 LDTs 的管理

申請原則程序，以及應遵循的事項，包含境內境外，都有一些相關的規定，這部

分因發布之後剛好遇到疫情，所以目前在進展上，稍微有一些延遲，後續會盡速

的推動有關 LDTs。 

另外在 FDA 負責的範疇，在再生醫療，細胞治療跟基因治療的部分，也在去

年核准了第一個基因治療的製劑，目前還有兩件，正在申請查驗登記的審查當中。

同時，進入第三期的臨床試驗細胞或基因治療，也有 14 件正在進行中，所以國

內在這個部分有相當的進展。此外，為了結合特管辦法所實施的細胞治療，跟未

來的查驗登記文件，如何能夠銜接的部分，FDA 食藥署，也在今年的 2 月公告一

個特管辦法，針對細胞治療技術銜接細胞治療製劑，應檢附技術性資料指引，這

已經用在臨床上，而經過許可使用的細胞治療技術，未來如何把這些資料蒐集用

於查驗證記許可上，也做了一個指引文件。 

此外，在 real world data 的運用上，有些是已經預告，有些是已經公告，包

含利用真實世界數據，讓這些真實世界證據作為申請藥品的審查技術文件的應注

意事項，這個也在今年 7 月剛剛公告。相信這些措施不論是在再生醫療，或者是

精準醫療這些新興的醫療產品，或者是醫療的技術上，都有助於產業的發展。 

談到未來立法的部分，配合現在的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的修法，本部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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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再生醫療的部分立專法，本來預估在今年 6 月提出一個草案，不過因為疫情

的關係，稍微有點延遲，後續會加緊腳步來進行。初步內部討論的規劃方向，是

同時推出再生醫療三法，一個是再生醫療的發展法，作為基本發展的依據，另外

會有再生醫療管理條例跟再生醫療製劑管理條例，將分成三部法規同時推動，希

望建立在目前的既有基礎上，讓這部分在法遵上更明確。草案的部分，我們預估

在 8月份就會陸陸續續辦理預告跟邀集各相關的關係團體一起討論，盡速的推動。

至於有關於配套部分，不論是在健保或者是醫療機構使用相關的配套措施上，我

們會繼續來研產，以上先做這樣簡要說明，再請各位給予指教，謝謝。 

 

3. 呂正華局長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的研訂，主要是因為這個產業有較高的風險、相

當高的投資金額，且研發期程及回收期亦特別長的一個產業特性。在行政院指導

之下，透過跨部會協調溝通，已向財政部爭取到同意延長十年。本來該條例希望

能夠順利在上個會期送進立法院，但因為三級警戒，稍有影響進程，連同再生醫

療發展法、再生醫療管理條例及再生醫療製劑管理條例的部分，衛福部石常務次

長表示會努力在近期內完成。我們也持續和行政院溝通，這個條例具有時效性，

年底即將屆期，須盡快送進立法院審議。但該條例進到行政院之後，除了原《生

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所適用之範疇外，因涵蓋精準健康之範疇，包括再生醫療、

精準醫療和數位醫療等，故目前行政院草案名稱是「生技醫藥及精準健康產業發

展條例」。 

很謝謝中技社能夠提供這樣的平台，針對內容給我們很多寶貴的意見，未來

在立法院的討論過程中，對於我們在社會溝通方面會是很好的論述基礎參考，特

別是今天的與會者，在這十幾年來對於《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提供許多協助，

才能夠把這樣的課題務實地向社會和立法院爭取到支持，讓生技產業在未來能夠

有更好的發展，非常謝謝中技社，以及 TRPMA 張副理事長帶領的團隊能夠願意

幫忙。謝謝在座各位和業者提供寶貴意見，當中有實際的案例、學理的分析，還

有包括會計師與律師的角度等等，謝謝各位。 

 

4. 陳振文院長 

我是一個臨床醫師，我想從臨床面向，來跟大家做分享。大家都是這方面的

專家，所以對提出如何讓進來的門檻下降，並沒有太多的意見。這個條例從 2007

年到 2021 年，實施 14 年了，我們也看到鄰國韓國，也差不多在同樣的時間，也

在做同樣的事情。也就是說在 2010 年，除了韓國的十大藥廠，還有 2011 年三星

特別成立三星的 Biotechnology 公司，而今年更投資了 20 億的美金，要做疫苗代

工。因此在條例第三條裡面，新增鼓勵 CDMO 代工，可是韓國已經做了快十年，

台灣是不是還有利基可以切進去，會不會晚了太久，畢竟藥物的代工跟電子業的

代工有些不同，這一點是需要考慮。並不是說代工不行，只是會不會晚了點，反

而讓資源發散。再加上第三條，新納入新劑型，包含一些 me too, me better 的藥。

事實上，在幾個月前中國的藥監局，也把 me too, me better 的藥做了一些調整，

也就是不再鼓勵，並舉了 PD1 跟 PDL1，兩者事實上已經上市，點對點的藥已經有

87 家，宣稱的有 180 幾家，全部要把它關掉。所以這次在第三條裡面要擴張的部

分，會不會太發散，這是我從臨床醫師的觀點提出的一些看法。 

而在第 13 條，我有兩個看法，一個就是談到 TFDA、CDE，是不是能夠讓 TF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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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法裡給予更多的授權，讓 TFDA 跟 CDE 能夠更加速後端的發展。剛剛張董事

長，還有很多位都提到，健保在母法裡面，只談到場域的部分，但是並沒有談到

鼓勵的部分。或許可借鏡日本的相關鼓勵制度，臨床醫師只要用本國的藥，點值

就比較高。希望能在母法裡面也值入這樣的鼓勵精神，以後將來在訂定法令的時

候，有法源可以依循，而不只是有場域而已。 

另外還有個看法就是在 unmet medical needs 這一部分，能不能提到比較高的

位階，在新劑型或 CDMO 之後，我們再對這些未滿足的醫療需求，像這次疫苗等

等，希望再給付與加速方面能夠連動，這是我作為一個臨床醫師一些簡單的看法。 

 

5. 葉常菁副理事長 

智擎生技在 2007 年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剛開始實施的時候，就申請到這

個條例的優惠，四年後旗下的胰臟癌新藥(安能得)成功對外授權，公司即將轉虧

為盈，結果申請展延此資格時，因主管機關(工業局及財政部)認為智擎只擁有安

能得的歐洲和亞洲的權利，不是全球，所以就用這個潛規則的理由不展延智擎的

優惠。智擎在生技新藥公司裡，是少數有賺錢且到目前為止已經六、七年，每一

年都發放現金股息或股利，也只好每一年都付數千萬或上億元的營業所得稅。個

人覺得這個可能在實施政策時會遇到這樣的盲點。所以當 TRPMA 邀請我做生技

新藥召集人時，願意分享自己的經驗，希望在台灣生技產業這個領域，有更多的

生技新藥公司能夠獲益，能夠得到國家的支持。以我個人的經驗，希望有一些條

款可以放寬，因為最終，台灣要在世界上的生技產業能夠立足，需要有一個產業

的聚落，這是很重要的，無法靠單一公司力量，這要大家一起努力。所以在這裡，

我也呼籲政府產官學可以真正合作，把台灣生技產業做的更大，不是每一個公司

都是小而美，而是可以把這個產業帶起來。我現在雖然在國外，在歐洲成立了一

個生技新藥公司，我也看到法國、瑞士政府對生技產業的支持比台灣做的更具體，

譬如說 tax credit，他們實際上就是每年把研發費用的 30%還給公司，不是等到公

司獲利才可以抵稅。我覺得全世界因為這次 covid-19 的關係，更加了解生技醫療

對於全民健康的重要，我在這裡要感謝各位，我們一起努力。 

 

6. 陳仲竹執行長 

在過去這十年，台灣在創新醫材這邊有很多公司成立，但都還沒有真的進入

國內市場成功銷售的產品，在過去這半年，我們也開了很多會，都在討論新創醫

材的公司，如何在國內讓產品能夠更快的可以在醫院裡面使用。本土市場應該是

新創公司首先能夠進行產品驗證的地方，不管在臨床數據的累積，或在國內病人

上初步累積使用經驗，這樣才足以協助我們在國外市場的推廣。我們碰到普遍的

問題，多是因為健保制度或法規的一些限制，譬如進入醫院需要健保自費碼的規

範，會限制很多創新醫材在國內的發展。很多取得生技條例審定的創新醫材公司，

到目前還很難享受到這個條例帶來的好處，主要是公司還未真的有營收。希望在

國內市場能夠讓創新的醫材盡快進到讓醫院可以使用，並不是要圖利國內廠商，

而是讓國內廠商能夠跟國外廠商一起進到醫院去競爭，讓這些病人或醫生有選擇，

現在看起是連讓醫院開始使用都有困難，如果沒有健保自費碼，醫院很難核價，

很難讓產品進去，希望在生技條例這邊能夠支持，至少讓這些符合生技條例的國

內新創醫材有一個很順暢的管道，讓醫院可以採用，這是我們大部分創新醫材公

司普遍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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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黃劑鴻副總經理 

針對第五條，希望再生醫療適用範疇納入治療動物疾病之產品，主要是因為

再生醫療產品，相較於小分子或是生物製劑，再生醫療產品要上市，相關的法規

更複雜，也較不完備，所以很多廠商先把它應用到動物領域，才針對是不是能夠

放寬到動物相關構造功能達到修復重建而納入。確實如同石次長所說的，會有農

委會針對動物用藥的考量。另外，我們建議製品、器材、設備或技術也能夠納入，

主要原因跟台灣細胞治療的發展有關，台灣細胞治療產業最開始的發展，就是做

所謂的臍帶血保存、細胞保存這個領域。因為保存了細胞，我們才要進到所謂治

療的領域，這要特別感謝石次長，在擔任司長期間，推動了所謂的特管辦法，才

可以看到 2019 年的台灣，在細胞治療公司整個大幅度的成長起來。接下來，從

治療要進到製劑的時候，遇到了很多問題，分別像細胞製劑的保存、運送，從這

次疫苗的運送就可以看到，跨國的冷鏈運輸在疫苗這個議題出現之前是不存在的，

因為沒有需要超低溫保存的問題。在台灣做再生醫療製劑的發展，遇到第一個問

題，就是相關容器，包裝醫材開發，相關超低溫保存，以及 banking 的設備。另

外在醫療院所間運送，還有跨國運送的運送設備，很多廠商已經投入開發，但目

前並不在這些優惠補助的範圍內，才會希望能夠把製品、醫材和設備納入相關的

補助。另外在配套的部分，很高興聽到石次長提到再生醫療相關專法的配套，原

定 6 月會有一個草案出來，這部分因為牽涉到未來業者的製品或是產品要怎麼發

展下去，要怎麼樣去進行。剛提到相關製品、醫材、設備相關的補助。我呼應剛

剛國發會副主委的看法，我們現在在後疫苗的時代，我們面臨生物產業供應鏈重

組的問題，台灣是全世界私人細胞保存最盛行的一個國家。台灣有機會在細胞治

療整個的產業鏈跟產業供應鏈，很快速的切入生物製劑包裝，特別是細胞製劑的

充填以及整個運送，還有保存的供應鏈，所以才會特別希望把這部分納入條文，

以上是我們在當天會議大家的共識，謝謝。 

 

8. 陳華鍵執行長 

不管是談精準醫療，或是行政院延伸的精準健康，這些都是很好的概念，因

為從傳統的檢測，逐漸進展到精準醫療，有很多跟法規相關議題是需要重新檢視

和考慮。因為精準醫療或精準健康，主要涵蓋兩個層次，一個是檢測平台技術的

層次；另外一個是透過不管是基因定序還是分子檢測，所得到數據本身的價值，

是過去比較會忽略掉的。如何整合這些數據，結合到現在的 AI 開發、數據庫的建

構、大數據的概念，這個都是未來在整個精準健康都會面對到的。相對之下，在

法規上有需要更積極的修改。像石次長提到的特管法，是一個很重要的改變，在

沒有特管法之前，生技公司依照現在的醫事法或醫療法，是沒有辦法執行基因檢

測，因為所有的基因檢測必須要在醫療單位裡面執行，生技公司就不符合這個規

定。在過去產業發展過程裡，有很多的投資機會，當投資人看到台灣醫事法、醫

療法規定，就不太敢進來，因為缺少法源的根據。是特管法有了開放的法源依據，

讓生技公司可以做這件事情。但面對未來，我們需要有更多的人才，需要各種不

同領域結合，需要數據跟很多 AI 做結合，針對資料庫的這一部分，特管法還是需

要再做某一個程度的修改。簡單的來講，要讓精準醫療或精準健康，成為未來能

在台灣落實下來的產業，調整法源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 

接著是研發人才部分，因為在這個領域裡面，不像是一個產品能賣就好，這

中間需要檢測技術平台的開發到數據的分析，到整個資料庫的結合，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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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 涵量，不會比新藥研發來得低，所以在整個 R&D 部分的配套措施，也是業界

所考量的。 

最後就是付費端，也就是健保給付這部分，醫藥的健保給付有些原則，可是

高階的精準醫療檢測服務，幾乎完全沒有任何健保給付的制度，現在已開始從醫

界或是業界提出，希望在健保給付，對於精準醫療這部分，有兩種思考的方法，

一個是全額給付，另一個是希望允許一部分自費給付。因為這種高階基因檢測多

用在早期篩檢，或在精準醫療、癒後的監控，部分檢測費用相對是比較昂貴，不

太能用現在所有全民健保的額度來給付，應該是要允許補額差價或有自費市場。 

總而言之，從業界的角度，希望在法源上能更鬆綁，讓更多的專業人才可以

進來，有更充裕的資金可以進到這個領域，在市場付費端，健保能有更活絡的配

套措施，讓這個產業可以繼續發展。此外，精準健康相對應的這些數據，或基因

檢測的這些數據，在很多國家都把這些數據納到國防工業或國防機密，或是國家

安全的措施。台灣在這一部分，相對之下還沒有這樣的意識，所以任何醫師、任

何人可以把他的檢體，幾乎沒有太多限制，就拿到國外檢測，國外的檢測產品也

是很自然的進到台灣來，所以國外廠商可以用很多 free sample，蒐集到很多資訊。

所以從業界的角度，要呼籲政府在數據或檢體相關資訊的管制，應該要開始做些

思考。如中國大陸，在這一部分做得非常嚴謹，從最近幾次中美貿易戰延伸到資

訊這部分，就可很清楚看出，大的國家或很多國家已經把這種基因資訊當作很重

要的資產，呼籲政府應該加強相關管制措施，謝謝。 

 

9. 張偉嶠副院長 

謝謝潘董事長/張副理事長/程秘書長的邀請，非常非常榮幸參加這次會議，

剛剛聽了很多寶貴意見，也學習很多，幾位前輩提到了疫苗、covid-19，疫苗不但

是公衛問題也是國安議題。這幾個議題讓我想到，台灣以前的軍事工業，如國防

自主的經國號戰機，但是隨著軍購越來越多許多，似乎反而留不下台灣航太人才，

許多頂尖專家外流到韓國 。我認為一個國家應該平日就要重視軍工業，自己研

發自己的武器，培養尖端的科學人才，不應該因為採買過多國外武器而排擠到研

發預算，甚至造成人才外流。從軍工業再看看疫苗、基因數據、原料藥以及現在

遇到的 covid-19  篩檢試劑不也是如此嗎? 政府平時就要好好地扶植這些產業，

儲備人才及厚植基礎設施，鼓勵這些產業朝向永續發展，並與國際標準接軌，唯

有這樣，對於產業和國家才是雙贏。 

政府對於產業的支持除了投注資金獎勵以外，另一個部分就是賦稅的抵免，

在賦稅抵免方面，我來自學術界，我認為研發人才培訓支出的抵免特別重要，因

為人才是有時間性的，即使今天是人才也不能保證明天還是人才，因為當下技術

與專業不能保證明天依然尖端，一旦落後，就會被市場無情地淘汰。研發人才培

訓可以帶來幾個好處，例如:終生學習，人才的養成不易，透過終身學習來厚植他

們的競爭力。再來，這樣還可以幫助產業留住重要人才甚至培育跨領域人才，這

有助於產業的永續發展。第三，讓這些產業人才回到教室，為校園帶來新的思維，

並讓學習到的知識貼近實用，學以致用。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對於人才培訓

支出的抵免部分，原來的版本是 35%，後來經濟部研訂版本為 30%，但到行政院

討論後提出時卻降又為 25%，目前產業界是建議 30%。個人認為不管在教育端、

產業端，我們都應該重視厚植人才與終身教育，希望這個部分能夠再多做一些爭

取，以上，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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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謝達斌講座教授 

對投資人而言，有一些節稅的誘因是非常好，但投資人最終最大的誘因應該

還是希望他的投資可以獲利，所以對一些不容易出場或高風險的情況都會有一些

考量。以剛剛陳仲竹執行長講的為例，如果能對國產國用比較有促進效益的政策，

或是剛剛提到健保點值的鼓勵，這些對投資人而言將是比較會有吸引力。從剛剛

的報告，得知這些生技審查資料符合條件的公司皆持續營運中，但其投資的金額

並沒有成長，如何鼓勵外界投資與這些生技製藥服務的公司的發展應該是一大重

點。另外，對海外的取證技術合作或臨床試驗的鼓勵，應該也是吸引投資滿重要

的因素。例如最近 BNT，或者是 COVID 的口服新藥等等這些臨床試驗，如果有機

會技轉來台灣，應該要盡量的爭取。除了引進國外的技術，一些自主研發技術的

保護，以及技術來源的人才培育，也都是滿重要的一個部分。 

另外，審查這些生技製藥條例雖然是經濟部主導，但也牽涉到很多技術、會

計稅務等問題，如何將整個審查流程化繁為簡，讓時程縮短，加速或提升效益也

是要多思考的努力方向。最後，個人覺得新劑型也是一個大機會，尤其是這次疫

苗遇到冷鏈問題，同樣的組成，透過劑型的改變，就有機會從低溫冷鏈變成常溫

運送，這對未來在運送或者是市場的佔有率都是重要關鍵，又或是疫苗從肌肉注

射變成鼻腔或是吸入式的劑型，全世界都在積極的開發，對於這種新劑型的納入

個人也覺得非常重要。最近很明顯的一些例子，像一些抗癌藥物，從傳統的小分

子藥物變成奈米劑型，包括這次兩個最重要的 m-RNA 疫苗，也用到奈米劑型的載

體，這都是滿值得把它考慮進來的，以上是我的建議。 

 

11. 林泰元理事長 

在整個細胞治療上面，有一個很大的感受，就是細胞治療是有地域性的，也

就是說黃種人做出來東西，其實很難用到白種人的病人上。同樣的，台灣所做的

東西，是不是能夠有效推到西方社會，是我們必須很慎重考慮的。特別是細胞治

療這樣所謂的生技製藥，其實有人種性的考慮。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基於人種

性考慮，臨床試驗的要求很嚴格，所以在法規沒有辦法開放之前，很難有更進一

步的發展。2018 年的時候，要再一次感謝當時的石崇良石司長，努力推動再生醫

療與細胞治療特管法的立法。從 2018 年到現在，剛剛石次長也提到已經有 90 幾

件案子通過，更重要的是背後所執行的醫療機構，幾乎涵蓋了全台灣所有的醫學

中心，以及準醫學中心，這是件很不得了的事，要讓這些醫學中心投入做細胞治

療並不太容易，包括連台灣大學比較保守的醫學中心，目前也有兩件正在送件，

只是現在還在審查中，可以見得細胞治療已經帶動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細胞治療的實際效用為何，這是很多人在爭論的問題，其實在醫院裡也會接

受到很多反對聲音。分享一個自身最近剛完成的實際案例，我們送五個恩慈案到

衛福部，很快就被衛福部批准，這是針對五個 COVID-19 的重症病人，經過各式現

有藥物治療都無效，血氧量降到 80％，最後五個恩慈案例全部拔管走出 ICU，全

部救回來並回家了。這可證明細胞治療是確實有療效。對於 COVID-19 的預期，就

像陳時中陳部長所講的，在未來社會中將變成像流感一樣，隨時伴隨在我們身邊。

所以如何讓它能夠從重症降為輕症，輕症變成大家所能夠接受的情況，也就是說

可以降低醫療照護上人力的負擔，比如現在照顧一個 COVID-19 重症需要五位醫

護人員，如果病患可以減輕症狀轉出 ICU 的話，就只要兩個或一個醫護人員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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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病人，可以讓整個醫療負擔下降。所以生技產業，特別是細胞治療，是有

這樣的功能性存在。為了加速推動，真的非常期待法規能夠盡速立法，讓細胞治

療不是只能在目前細胞治療特管法下進行治療。因為目前特管法開始出現一個盲

點，就是這些細胞治療的生技醫療公司，幾乎全部以特管法的方式進行個案治療，

反而會讓細胞治療限制在台灣本島，出不了國門，因為國外並不承認這樣的試驗

方式，所以必須要推動國際認可的臨床試驗。很遺憾的是，最近衛福部幾乎都沒

有收臨床試驗案，目前所看到的案例都是之前推動的，所以希望這樣的法案，在

石次長推動之下，能夠盡快讓所謂的再生醫療三法往前走。 

細胞治療是這幾年台灣新興開始啟動的一個產業，人才培育非常重要，但是

發現一個很大的問題，像細胞治療基本上大概很多的研究都是從學研界，像學校、

研究單位所發動的，要如何有效的轉換，從學校，把這樣的人才帶到產業裡，確

實是目前一個非常大的挑戰。以我自己在經歷過新創公司技術移轉的過程中，發

現學校對於細胞治療產業跟支持與鼓勵，相對而言是少的。換句話說，必須去考

量如何讓學界跟產業界產生一個橋樑，讓人才培育不只是在研發單位，更重要的

是，如何鼓勵生科系學生能夠更積極投入在生技研發產業，希望能夠在生技產業

條例當中，特別是在學校培育人才這一部分能夠多做著墨，來鼓勵學校把培訓出

來好的人才往產業上發揮。或許可考慮一些證照制度…等等，以上跟各位分享，

謝謝。 

 

12. 李鍾熙理事長 

對於台灣生技產業的發展，特別要謝謝政府，尤其是工業局很努力在推動生

技新藥條例的修正和再延續，這條例對產業的發展很重要。剛剛大家講的很多意

見，我也大致上都非常有同感，就修法的這個角度來看，第一個當然就是希望一

定要延續，第二個是修法調整的一些問題，其中產業界多建議，希望能將投資生

醫公司需設立登記日起未滿十年，延長為十五年，這非常重要，也才能夠反應真

實情況，因很多生技產業不是上市上櫃以後就一帆風順，後續的營運才是真正的

挑戰，所以要給大家真正需要的誘因，是需要將年限拉長一點，否則大概是力有

未逮。另外有幾個重點，都是屬於配套措施，其中有一點是關於資金面，因為現

在有很多生技公司，雖然是在台灣營運，但在資金面是有很多外資的投入，國外

資金的投入對台灣生技產業的發展，可能比國內資金更重要，因為它代表的不只

是資金，而且是國際的連結，所以如何吸引國外的投資人，就像早期我們有僑外

投資條例，專門吸引華僑來台灣投資一樣，現在就有很多華僑對台灣的生技產業

有興趣投資，所以希望在這方面的獎勵與吸引，能夠再加強，才能吸引到一些比

較大筆的投資金額，進而與國際產生較強的連結，走進國際生技市場。其他如精

準醫療的法規、精準醫療的健保給付，還有市場面的開拓，包括智慧市場的創造，

這都很重要，很需要有完整的配套措施，值得我們後續再繼續努力，謝謝。 

 

 

13. 曾惠瑾副所長 

今天的官方代表，包含國發會、衛福部跟經濟部工業局，這三個部會都非常

支持生技產業發展。但很多執行上的問題是在財政部，希望今天諸多與會人士的

心聲可以傳達到財政部。 

剛剛與會人士有提到，國外，例如:法國及澳洲，均對研發活動與研發人才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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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補貼。惟政府給予補貼可能不是生技醫藥及精準健康條例可以涵蓋的範疇，是

否國發會可以統整協調相關部會，參酌國外政策，思考補貼方案? 

目前，台灣生技醫藥產業的發展最缺的是資金，剛剛也有專家提到個人投資

租稅抵減的問題。原來在經濟部的版本，新增個人股東參與投資生技醫藥與精準

健康公司超過 100 萬元，並持有滿 3 年，投資金額的 50%皆可抵減所得額，在法

人不是很積極參與投資生醫產業情況下，經濟部版本對鼓勵有資金的個人大量的

投入很有激勵效益。但是到了財政部協調後的版本，每年可抵減的所得額以 500

萬為上限，上限金額過低，限制了積極鼓勵個人投資的美意。因此適度再放寬是

有必要的。 

台灣另外一個比較辛苦的問題，就是開發國際市場，希望參展推廣，或是國

際 BD 人才的聘僱相關支出的租稅抵減或補貼，也可以得到支持。 

另外提到 CDMO，台灣之前確實對生醫產業 CDMO 的投資不多，但是最近在

業界已經聽到諸多公司正計畫加碼或擬投入這一部分，譬如說要蓋疫苗廠。然整

個 CDMO 廠採購之全新機械、設備或系統，投資金額恐不只十億元，又設備投資

抵減率只有 5%，且只能抵有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年度起之當年度所得稅額，

如果要跨年使用則抵減率會降成 3%。值全球拚擴充 CDMO 之際，希望獎勵的 10

億元上限及 5%(或 3%)稅率都能酌量提高。 

此外，遠距醫療是未來的趨勢，可是台灣現在的法規，雖因 Covid-19 疫情之

下，暫時可以進行遠距醫療，但是當疫情結束，遠距醫療成為全球新常態時，目

前的法規將跟不上實際所需。例如:行動不便者，宜放寬在都會區亦能在宅進行遠

距醫療。遠距醫療相關法規的修訂，亦是配套措施宜再思索加以調整者。 

以上是我對生技醫藥與精準健康條例的一些看法，非常謝謝主辦單位的努力，

謝謝。 

 

14. 蘇嘉瑞醫師 

從產業實務面來看，研發投抵的實質適用是產業界最關心的問題，尤其是不

同產業類型在研發支出的投抵認定上。首先從生醫產業總體面來看，由剛剛

TRPMA 的統計數據，可看出新藥產業於 2017 年後即進入一個停滯，而新興科技

逐漸崛起；也就是整個台灣生技產業的發展趨勢，似乎在生技新藥成熟後，逐漸

轉成新興科技(再生醫療與精準醫療)與數位醫療，也就是從藥品產業逐漸轉向醫

療產業。再從產業個體面來看，就可了解產業界最關心的研發投抵會出現什麼問

題了。舉例來講，在生技新藥時代，取得藥證是產品發展的重要階段，故研發投

抵多發生在與臨床試驗前後的相關項目上，例如製程 CMC、藥毒理及有效性等階

段。然而未來新法下的再生醫療與精準醫療，在研發支出上一個很大的負擔卻是

實驗室(如 CPU 或 LDTs) 認證標準的相關費用。再看數位醫療部分，業者則需對其

產品進行一些電子、電容安全的 ISO 認證。因主管機關對研發項目的相關適用辦

法，也是國稅局在較易接受及認定基準上的一個重要關鍵，故如何讓不同生醫產

業類別，在法律條文外中更能夠直接而實際獲得研發投抵的稅務優惠，這個部分

應該是產業實務較在意的事情，謝謝。 

四. 回應與結語 

1. 呂正華局長 

今天真的非常感謝大家的寶貴意見，很多意見真的是感同身受，還有很多課

題需要再跟財政部做討論，也會努力為大家的意見做爭取，盡量讓業者的意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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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能夠被表達。提到醫療數據的整合，先跟大家預告今年即將召開的 BTC 會

議，將以「精準創新･健康永續」為主題，會對智慧醫院特別著墨，以後在智慧醫

院裡頭，將導入 ICT 與醫療資訊進行整合，這在 BTC 會是個很重要的課題。最後

還是要謝謝大家的意見，在整個生技醫藥產業的發展過程中，如何讓新的條例更

加完善對業界有更實質的幫助，一直是我們努力的目標，有了產業界的支持，我

們會再努力，謝謝。 

 

2. 張鴻仁副理事長 

這次新條例的溝通，政府展現的誠意是 100 分，生技醫藥產業的市場很大，

尤其是東南亞的市場。行政院與國發會站在整個國家產業的高度，把精準健康新

增到條例中，確定台灣生技產業的發展方向。這幾年我們也看到衛福部的開放，

最有名的就是 2019 年 12 月 27 日陳時中部長親自主持的精準健康高峰會，施振

榮先生有感而發，衛福部從管制部變成發展部。而經濟部更是不遺餘力，尤其是

呂局長帶領的工業局永遠跟產業界在一起，無怨無悔，真的很佩服現在政府的行

動力和執行力。 

最後想對政府提出建議，希望能把優惠講清楚，而且不要再放給基層的同仁

去審查，因為基層同仁審查時，一定是以盡優良公務人員的責任為出發，如國稅

署的同仁，通常都是以要替國家賺很多稅收為目標，但是卻不知道這樣反而違反

了國家產業政策，所以如果這一點沒有講清楚，永遠是產業界要面臨到的問題。 

 

3. 潘文炎董事長 

謝謝大家，個人受益良多，各位都是這一行的泰斗領導人物，今天能夠出席

提出這麼多具體的建議，再次謝謝各位。本專題中我們可以針對這十四年我們到

底投入多少、得到多少，哪些地方做的好，哪些地方需要加強，包括政策面、資

訊面，做一個檢討，然後以這個為基礎繼續發展，同時也可以支持產業建議調整

的依據。另外針對陳院長提到 me too 的事情，不能說韓國做，所以台灣也要做，

而是應該要去看 me too 的原因，是有哪些契機別人沒有看到的。再來，還要看看

我們在這個方面是否有競爭優勢，或是可提出創新的想法。 

另外，提到基層的審查，以我在政府工作三十年國營事業的一些經驗，覺得

是心有慽慽焉，尤其跟民間訂工程合約，基層的同仁都很愛國愛公司，訂了一大

堆要求，廠商明明做不到，但又草草簽約，後來出問題無法完成，反而造成更大

的不良後果。所以在審查一個高投資的案件，應該要由一些有經驗的人來審查。

至於公立醫院用國產的藥品，也是如此。再次謝謝張鴻仁副理事長，感謝你的號

召，能夠讓這麼多人參與，有這麼多具體的結果，非常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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