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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產業發展趨勢

大製藥公司面臨的課題

藥品營收遞減

年銷售額達US$10億元以
上的暢銷藥物
(blockbuster) 專利到期

學名藥競爭

研發產品線 (pipelines) 薄
弱

日益高漲的研發與行銷
成本

藥價降價壓力

藥物相關法規的變動性

藥物安全性的爭議

因藥物安全與臨床試驗
資料等爭議而引發社會
大眾對藥廠的負面印象

(1/4)

因此製藥公司與生物科技公
司常致力於彼此的聯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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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產業發展趨勢

生技公司與製藥公司合作模式

製藥公司提供生技公司資金之援助、產品銷售、
行銷通路，目的為得到較廣的產品投資組合，控
制新藥研發及商業化過程之財務負擔。

生技公司提供製藥公司生物技術平台，目的為獲
得較多資金使其技術得以實現，將技術轉換成商
品產生利潤。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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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產業發展趨勢

生物科技與製藥產
業之競爭、智慧財產
權、與政策相關議題

1.最近法院判決與政
府機構立場不一致或
相反的情形

2.新專利申請數的激
增

3.擴展專利保護範圍
的努力

4.合併與併購會降低
競爭與顧客的選擇權

5.更多限制，更授權
者導向的授權

6.專利防堵

7.以逆向權利金方式
解決專利糾紛

(3/4)

DOJ/FTC joint 
hearing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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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研發及核准流程 (4/4)

生技產業發展趨勢

Preclinical
Testing

Discovery

Phase I
(n=50–100)

Usually 
Single Site

Phase II
(n=100–300)

2–80 Sites

Phase IIIPhase III
(n=1(n=1,000–5,000)

10–100 or
More Sites

Phase IV
(n=variable) 
Variable # of 

Sites

Approval

Time (Years)
First in HumanFirst in Human

2–10 4 1 2 3 1.5 Varies

Product Sales 
and Marketing

IND application New Drug Application
(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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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之生物科技智慧財產權策略

建立有效之智慧財產權策略模式

最佳保護

價值萃取

與商業策略一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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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策略的三個面向

優化保護—對於什麼才能構成 “保護”採取
一個較寬廣的看法以利用各種法律權利和保
護活動來取得智慧財產權、捍衛所有權和阻
嚇競爭技術；

萃取最大價值—徹底檢視智慧財產權組合
以找尋潛在的授權或訴訟以及創新應用的機
會

與商業策略一致—在競爭環境中，智慧財
產權策略必須與企業的目標、資源和能力匹
配

Therese Seldon (2011). Beyond patents: Effectiv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 in biotechnology. 
Innovation: Management, Policy & Practice: Vol. 13, No. 1, pp. 55-6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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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之智慧財產權策略元件

Therese Seldon (2011). Beyond patents: Effectiv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 in biotechnology. Innovation: Management, Policy & Practice: Vol. 13, No. 1, pp. 55-61.

有效之智
慧財產權
策略

匹配商
業策略

策略
深入瞭解競爭環境
產品開發
專利盤點與稽核

策略
互補資產
整合的智慧財產權管理
授權
訴訟
垂直整合

策略
法律保護
建立檔案
隱性知識的管理
防禦性出版(發表)
策略性專利申請

最佳保護萃取最
大價值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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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公司授權動機 (1/3)

個案公司 

 

授權動機 

個案一 

台醫 

個案二 

寶齡富錦 

個案三 

Tanox 

財務考量 

考量股東的需求與資本。 

每個產品都在不同時間授權，只是

策略考量。 

藥物授權考量早期比資金還要重

要的因素為執行者的經驗。 

人力、時間、資源沒辦法做到完美。 

開發至今約花費 US$500 萬元，董監
事會與股東均會質疑而產生壓力。 

pipeline 無 5,6 個藥，現金並無非常

充足，因此及早授權。 

於 1990 年時，的資金已經無法在支持公

司運作。 

讓 Genentech 加入整體的報酬與權利金

沒有減少，而 Genentech 會對 Tanox 做
出賠償。 

行銷考量 
擁有 Antibody168的亞洲特定國家
共同行銷權。 

將歐美行銷權授權給 Keryx，但保留

整個亞太行銷權。 
市場的行銷權很有價值，它可以讓公司

有成長的機會，可能會建立公司的行銷

能力或建立不同的形象，而不只是營收。 

技術考量 

不同 pipeline就有不同談判策略去

搭配考量。 

用 pipeline 來架構長期、中期、短

期價值。 

Keryx 具有類似的產品 (糖尿病藥

物)，腎臟病藥與其糖尿病藥彼此互

補。 — 

風險考量 

與大藥廠合作後，可借重大藥廠的

人員、經驗、能力來開發這個藥。 

風險分擔降低後，報酬相對也降

低。 

考量風險分擔問題，早期就與 Keryx
簽合約，但相對報酬就會減少。 

有些計畫風險性很高，把資金全都投

入，風險會更大。 

Genentech 加入後臨床測試會比較迅

速，加速產品的開發、上市使風險降低。 
 

生物科技公司進行技術授權之決策因素



11 如何掌握生醫研發及商品化的智財佈局與策略

個案公司考量被授權者特徵 (2/3)

生物科技公司進行技術授權之決策因素

個案公司 

 

被授權者特徵 

個案一 

台醫 

個案二 

寶齡富錦 

個案三 

Tanox 

規模大小 

選擇全球規模前 20 大藥廠，其財
力雄厚、資金充足，每年都花超過

US$12億元在研發上。 

人力、時間、資源沒辦法做到完美。 

開發至今約花費 US$500萬元，董監事會與
股東均會質疑而產生壓力。 

pipeline 無 5,6 個藥，現金並無非常充足，

因此及早授權。 

合作對象為全球規模前 20 大
藥廠 

行銷能力 — — 
Genentech 在美國的行銷能力

很好，所以將美國的行銷權利

予以讓出換取較高權利金。 

財務狀況 
有財務狀況不會接觸。 

前 20大的藥廠財務上都相當穩健。

Keryx 在財務面不是問題，現在有 US$1 億
元的現金。 — 

研發能力與強度 
考量到 partner的 pipeline portfolio。

考量大藥廠臨床的經驗。 

Keryx 糖尿病新藥，現在已經在做第三期臨

床，全世界從歐洲、義大利、德國、澳洲一

直到台灣榮總跟高雄長庚都有臨床試驗。 

大藥廠裡面有科學家對此研究

領域有興趣。 

相關技術專利數 — 

考量到 Keryx具有糖尿病新藥，與腎臟病新

藥互補，當糖尿病患轉變成洗腎病患就可以

使用其腎臟病藥，如此搭配銷售方式有助提

高兩者銷售額。 

AIDS 新藥選擇合作對象大部
分都有產品在 AIDS 領域。 

 

過去曾有之授權經驗沒有一家公司認為是重要的被授權者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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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公司考量影響授權因素 (3/3)

生物科技公司進行技術授權之決策因素

個案公司 

 

授權金因素 

個案一 

台醫 

個案二 

寶齡富錦 

個案三 

Tanox 

技術 

瞭解大藥廠需要這個技術或這個產

品，最在乎是什麼。 

這種合作關係大藥廠最在意是什麼。

從學校授權過來是一個專

利，現在繼續增加申請兩個

專利。 

技術有無商業潛力，創新價值。

技術專利是否相當明確亦會影

響授權金的多寡。 

智慧財產權應用 — — 
專屬授權給 Novartis，但有區域
性的不同。 

授權者與被授權

者特性 

瞭解大藥廠前 3 年的年報。 

記住大藥廠科學家所有談話的內容。

資料收集通常要有很多管道。 

整個談判過程一定要非常誠實。 

最重要是誠實 

— 

其他風險 — — 
所謂仲裁應該相當中立，但律師

要相當中立卻很少。 
 

市場環境因素沒有一家公司認為是重要的考量影響授權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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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專利權是生技廠商重要的競爭利器，可建構
競爭障礙，防止其他競爭者進入。

在決定研發題目前，應先進行完整之專利檢
索、專利地圖分析、作最完善之專利佈局以
確保龐大的研發投入能獲得應有之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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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Information
04-22850533

tjlu@dragon.nchu.edu.tw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