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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訊】回顧 2019 年，台灣生技產業

在卓越的醫療體系基礎以及政策支持下，持

續成長動能。依據經濟部工業局 2019 生技

產業白皮書，台灣生技產業已突破 5,000 億

台幣產值。在學名藥、新藥、醫材研發與代

工、以及近期的精準醫療與再生技學等領域

嶄露頭角。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與台灣生物產業發

展協會於 12 月 25 日共同舉辦「生技產業關

鍵時刻」論壇，邀請政策、法規、學研界與

產業領袖共議台灣生技關鍵成功要素，同時

慶祝台灣生物產業發展協會成立 30 周年。

台灣生物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長李鍾熙致詞

表示，舉辦本論壇旨在感謝許多人對生技業

的付出，使台灣生技能成為具有規模的產業。

藉著回顧台灣生技產業發展的軌跡以思索下

一步，尤其是面對國際競爭的挑戰，台灣生

技應如何凝聚力量，以持續創造致勝機會。

本次特別邀請台灣生物產業發展協會創會

理事長、台灣發酵與生技之父蘇遠志致詞，

蘇遠志指出，30 年前成立協會的初衷是希望

設立生物科技產、官、學研溝通的平台，以

共同推動台灣生物產業發展。蘇遠志勉勵後

起之秀們，在經貿環境瞬息萬變之下，透過

產、官、學研的合作持續成長茁壯，讓生技

持續成為台灣高科技產業的主流。

本次論壇安排三大主題，分別根據台灣生

技產業發展三十年、下世代生技產業生力軍、

台灣的挑戰與機會，從不同角度，由不同世

代的台灣生技產業推動者討論台灣生技未來

的方向。

政策、法規、人才就位，

台灣生技 30 而立

論壇第一場主題為「台灣生技產業發展

三十年」，主持人華威創投合夥人李世仁表

示，台灣生技產業篳路藍縷，如今上市櫃家

數至今已成長至 123 家，市值約為 8,000

億台幣，已經是國內具有相當規模之產業，

政策和法規支持對生技產業發展功不可沒。

總統府國策顧問何美玥表示，生技產業結

構在 2000 年之後有很大的改變，除了基礎

建設的建立，更有 2007 年「生技新藥產業

發展條例」政策推行，以整合人才、法規、

資金等資源來完善生技生態系。何美玥強調，

拔擢國際化人才對生技業至關重要，台灣生

技產業應透過併購擴大規模，以取得、吸引

國際化人才。

台灣生技產業一大重要領域是發展藥品，

在醫藥品創新和用藥安全之間權衡是製藥產

業發展的關鍵。曾擔任台灣藥政處處長、世

界藥學會共同主席、現在擔任臺北醫學大學

講座教授胡幼圃分享將如何扶植成功新藥產

品研發，他指出，台灣生技需要找到國際領

先的選題，並放眼國際擴大市場。這條路需

要龐大的研發費用，台灣生技製藥公司可透

過國際授權與結盟合作取得資金並持續創

新。而近來「特管辦法」通過，與行政院核

定「再生技療製劑管理條例草案」，展現主

管機關持續推動創新療法的決心。

研發依然是生技產業的核心，充沛的基礎

科學研究一直是台灣的優勢。台灣生物產業

發展協會前理事長田蔚城從事生技產業 40

年，並擔任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執行長 15 年。

田蔚城表示，台灣過去透過生技中心串聯上

中下游，建立台灣的生技基礎建設，才能從

早期食品與農業加工起步，到今日靠新藥和

醫材與創新生技產品在國際間崢嶸頭角，值

得所有產業學習，並持續傳承成功經驗。

智合精準醫學科技總經理汪嘉林分享對於

台灣生技產業透過產學合作成功創新的建

議，在第一棒的學研研發應以 first-in-class

選題為目標，並要有完善的專利佈局與第三

方驗證，而第二棒搭配法人彈性的資金挹注

達成研發成果。另一方面，產業界也需要把

題目帶進來，使研發的目標更貼近市場。汪

嘉林強調，從學界引進頂尖技術讓產業創新

生生不息，但排解產學之間在技術、專利、

法規、市場和投資授權等方面的差異是達到

生技上、中、下游密切合作的關鍵。

抓住科技趨勢與鏈結國際市場，

台灣生技新創迎接挑戰

第二場主題「下世代生技產業生力軍」，

由台杉投資生技事業負責人沈志隆主持。沈

志隆表示，台灣充沛的研發能量讓許多生技

新創願意在台發展，然而，生技新創更要走

出國際，尋找海內外投資人和發展趨勢與機

會。

沈志隆認為，生技產業發展四大基石為政

府支持﹑豐沛資金來源、完善科學基礎建設

和國際化人才。台灣具有其中多項優勢，尤

其獲得政府資金支持，帶動每年平均 7 億美

金投入支持生技研發，這新都證明台灣的充

沛研發能量，然而台灣團隊往往欠缺商業談

判經驗和長遠的商模規劃。國際上許多國家

培育生技新創的經驗也值得台灣學習。

善用新科技  台灣生技產業可望開創下個盛世

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曾慧瑾副所長
生技關鍵論壇

～「下一個生技三十年」願景對談 與產業攜手邁進～



      

- 文接第 6 頁 -

7 編輯組：(02)2397-1983 

廣告組：(02)2321-4712 醫藥世界週刊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30 日 / 星期一
e-mail:medicine_twkimo@yahoo.com.tw        

安盟生技共同創辦人林群倫認為，創業者

應在創造生技貢獻和回饋投資人之間達到平

衡才能夠在持續吸引資金的同時持續創新，

造成生技新創的正向循環。林群倫強調，除

了吸引資金，選定能鏈結市場的產品才能創

造市場機會。

雲象科技執行長葉肇元表示，從頭學習細

胞生物學實驗、實驗用顯微鏡、到自己寫程

式做生物資訊分析的過程中，累積大量的跨

領域技能。他看準台灣於影像醫學搭配電子

產業技術的優勢，並觀察到國際數位醫療的

優勢後決定創業，葉肇元認為新創團隊一定

要進入國際競爭最強的市場，如此便能刺激

團隊，往更高遠的目標邁進。

奎克生技光電副總經理楊博鈞分享在台灣

資本市場近年發展受限制下，如何持續達

到國際化。他認為只要選的題材符合國際趨

勢，就能抓住潮流。以奎克光電聚焦的精準

醫療主題而言，隨著大數據的發展和健康意

識的抬頭，是在絕佳的時機進入市場。只要

題材夠好並符合國際潮流，自然能吸引國際

大廠的青睞。楊博鈞強調，一定要跨領域整

合、掌握最佳的時機，才會讓產業更完整且

走出國際。

聚焦國際最熱門生技題材 CAR-T 免疫細

胞治療的育世博生技創辦人暨執行長蕭世

嘉，分享以色列的生技新創經驗。以色列能

夠達到在美國那斯達克和大國較勁，主要在

於一開始即鎖定國際市場，並有足夠的資金

支持研發。在政府扶植的方式下，除了資金，

更有實質在臨床前和國際連結相關的幫助。

而台灣在人才厚實的訓練上、產業製造流程

的嚴謹和熟悉上、以及緊密的產業網路是優

勢，若能適度學習國際間經驗，將持續為生

技產業加分。

募資心法與產業建言齊出

打造台灣生技國際化旗艦

論壇第三場壓軸主題是「台灣的機會與挑

戰」，由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副所長暨生

技產業負責人曾惠瑾主持。曾惠瑾表示，受

國際經濟環境不確定性影響，台灣 2019 全

年生技產業 IPO 共募資 27 億新台幣，與

2018 年生技 IPO 募資 29 億新台幣相比差

距不大，但是家數為 5 家 ( 不含櫃轉市 )，

家數略減。期待由身經百戰的生技產業領袖

分享其國際策略佈局思維與進入國際資本市

場之經驗，讓台灣生技產業突破現狀、再創

佳績。

從進入東洋、轉戰晟德，到成功帶領多家

生技公司 IPO，晟德集團董事長林榮錦的經

營理念已是生技業參考的典範之一。在經

營原則上，他表示生技產業最需要重視現金

流，新創募資一定要做出未來 3~5 年的計

畫，在大環境及公司狀況最好的時刻進行較

大金額募資。

林榮錦表示，在 IPO 募資方面，縱然生技

股跨境上市蔚為熱潮，但在美國和香港 IPO

募資成本高達 700 至 1,000 萬美金，不容

小覷。是否適合台灣生技產業以中小企業為

主的現況，值得省思。林榮錦強調募資成功

並非一切，審慎評估並了解市場，找到未滿

足的需求，並充分考量市場可行性才能減少

往後的風險。許多生技公司未充分評估 time 

to market 和 time-to-peak sales，此兩者

實為生技產品最重要的成功關鍵，前者決定

是否能成為黃金療法及標竿，後者決定是否

能在競爭中獲得優勢。

面對本次許多聽眾來自學研單位，並正在

規劃將產品技轉，林榮錦分享技轉或授權以

前需適當了解市場反應，清楚自己產品的未

來買家並了解產品未來價值，而且應不限於

國內市場。

藥華醫藥創辦人暨執行長林國鐘依據在歐

美、日本、中國進行臨床試驗的經驗，他認

為台灣的優勢在於嚴謹臨床試驗法規和先進

基礎醫療建設。林國鐘表示，若政府能參酌

如澳洲等研發經費補助政策，給予更多協

助，將更能幫助台灣生技產業打國際盃。對

於近來中國大陸生技市場的成長和機會增

加，他提醒應關注法規議題，中國近年法規

與政策修改快速，台商布局必須充分考量市

場環境變化帶來的風險。

基亞董事長張世忠帶領集團旗下多家公司

在台灣、澳洲上市，他分享成功籌資的經驗。

首先，生技公司應展現優勢以吸引投資人；

再者，所有成果的展現需基於事實。台灣的

產品不論在亞洲，全球都是充滿優勢的，應

用台灣的優良研發成果找尋國際級的創投和

企業資金。

張世忠呼籲固本的重要性，他分享在澳洲

掛牌的經驗，海外市場不一定適合所有生技

公司，台灣和海外市場各自有優勢。應從產

業、市場、法規各方面考量，找尋最適合的

市場布局，而在生技產業在台灣能獲得顯著

成功亦會吸引國際關注台灣。

智擎生技創辦人葉常菁認為，政府可扶持

產業一起打國際盃，但進入國際市場後，還

需取於產品實力。葉常菁強調，政府推動生

技產業國際化，稅務和產品法規都需要適度

開放。台灣從藥政處、醫藥品查驗中心、食

藥署都已經積極改革。然而看到世界各國的

發展，台灣還需要更努力，營造接軌國際的

市場環境。

曾惠瑾指出，台灣生技資本市場 2019 年

不乏授權好消息，包括下半年順天醫藥長效

止痛藥授權江西濟民可信、腦中風藥物授權

上海醫藥，以及浩鼎子公司圓祥授權中國天

力士、因華心血管藥品授權山東新時代藥業

等。期待未來在資金、人才、政策友善產業

環境共同支持下，能有更好的成績。

產、官、學研共襄盛舉，

迎接台灣生技產業發展關鍵時刻

論壇當天晚上舉辦台灣生物產業發展協會

成立 30 周年慶祝晚宴，歷任理事長與產、

官、學研近 400 人共襄盛舉，會中並發表

「生技時代關鍵報告」紀念專書，回顧台灣

生物產業發展的重要時刻。

政務委員吳政忠於晚宴中發表專題演講，

他指出，數位科技加速產業變革創新，建議

企業善用 BioICT 及生技大數據優勢，搭配

法規配套措施，跨域協作，建構產業價值鏈

以連結國際，開創精準健康大未來。 

展望「下一個生技 30 年」願景，台灣研

發型生技新藥協會理事長張鴻仁、免疫功坊

董事長張子文、有聯生技董事長詹維康、台

杉投資生技事業負責人沈志隆，分別針對產

業發展環境、轉譯創新與人才培育、產業價

值鏈中找特點並加值、以及國際鏈結等構面

進行對談。期盼台灣生物產業在產、官、學

研各界攜手投入，讓更多的台灣群英創造出

下一波耀眼的生技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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