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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以開放式創新觀點，本研究分析臺灣生技公司的新藥開發模式。臺灣生

技公司從國外引進技術後，進行臨床前期試驗與臨床試驗，再授權技術，如

基亞生技公司、寶齡富錦公司。本研究分析擁有內部資源較豐富的基亞生技

公司如何結合外部資源來從事新藥開發，與分析內部資源有限的寶齡富錦公

司如何引進大量外部資源以從事新藥開發。一方面，本研究希望分析臺灣生

技公司從技術引進至新藥開發的創新模式；另一方面，探索臺灣生技公司技

術移轉至國際製藥公司之獲利模式與在全球生技產業價值鏈之定位。研究結

果指出，基亞生技與寶齡富錦都是著眼於亞洲市場的利基藥品。基亞生技著

重抗肝癌新藥；寶齡富錦則著重腎臟疾病新藥。兩者採用不同的開放式創新

模式，基亞生技利用自身醫界人脈，結合台灣在地的醫療資源，成功地在臨

床試驗第二期後授權給國際大藥廠，並在臨床試驗第三期進行共同「合作」

開發。相對地，寶齡富錦公司經營者利用自身在北美的人脈，有效地利用北

美的臨床「委外」模式，進行臨床試驗並成功地在臨床第二期試驗後授權給

國際大藥廠。這兩個對比案例提供開放式創新的新觀點，也指出企業未來對

外整合資源的新作法。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開放式創新、新藥開發、技術移轉、臺灣生技公司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new drug development projects of the Taiwanese 

biotechnology compan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en innovation. Taiwanese 

biotechnology companies, such as Medigen Biotechnology Company and Panion & 

BF Biotechnology Company, transfer the foreign technologies and conduct the 

preclinical trials and clinical trials, and make a profit after licensing out the 

technologie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Medigen which has rich internal 

resources leverages external resources to develop the new drug, and how Pan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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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 which has less internal resources leverages huge external resources to develop 

the new drug. Two important issues are addressed in this study: how Taiwanese 

biotechnology companies can leverage external resources and eventually make a 

profit by licensing out technologies to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and 

how Taiwanese biotechnology companies re-position themselve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of biotechnology industry.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although both 

companies concentrate on the niche markets in Asia, they focus on different 

product markets, with Medigen focusing on liver cancer drug market and Panion & 

BF focusing on kidney disease one. Additionally, both companies adopt open 

innovation as a main business model, but they leverage external resources and 

network in different ways. Medigen successfully licenses out to a foreign 

pharmaceutical company after clinical trials by relying on the network of its CEO 

as a medical doctor and by forming international joint development team for its 

clinical trials. In contrast, Panion & BF successfully licenses out to an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company by relying on outsourcing contract clinical/ research 

organization (CRO) through its networks in North America.  

 

Keywords: open innovation, new drug development, technology transfer, 

Taiwanese biotechnology companies 

 

 

 

壹壹壹壹、、、、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生技產業為高度研發創新之產業。由於關係人體生命健康之高度複雜

性，生技產品存在高門檻之法規管制及審查認證。生技產品的研發週期很

長，在商品成功上市前需投入很長的時間並花費大量的資金成本。一般而

言，一個新藥開發的投資估計需要 2 億至 3.5 億美元，一個新藥的研發平均

約花 7 至 12 年，亦即一項產品從研發到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核准上市平均需 7 至 12 年。新藥開發的產品中有

許多臨床失敗或不被食品藥品管理局核准的案例，新藥開發需負擔研發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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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的風險。生技產業生命週期長，其產業發展穩定不受經濟波動影響。新

藥商品一旦開發完成並成功上市，那麼所獲得的價值就非常高。例如，美國

第一家上市的基因泰克生技公司(Genentech)，第一天上市股價在股票公開發

行二十分鐘內就飆到 89 美元。美國的安進公司(Amgen)開發的紅血球生成素

藥品，1998 年全球銷售金額超過二十六億七千萬美元，是安進公司的搖錢

樹。新藥的平均專利有效期限為 10 至 12 年，此為產品在專利保護下的銷售

期限。若每延遲一天研發成功的新藥上市，平均損失的稅後盈額約為一百萬

美金。 

新藥開發的技術複雜，從研發至上市期間需整合不同專業，需結合跨領

域與跨組織的研發資源，以縮短新藥開發時程，並加速新藥上市獲利。全球

只有少數大型生技製藥公司，如美國安進公司、默克藥廠(Merck)、輝瑞藥廠

(Pfizer)等具備足夠能力，能從新藥開發的技術開發到最終商品的上市。生技

公司常常透過專業分工、策略聯盟或購併等方式，尋求創新資源與取得競爭

優勢。而在藥物開發之技術取得方式上，主要是透過自行研發或是從國外大

學與國際大藥廠技術移轉引進技術。許多製藥公司在進入臨床前期試驗與臨

床試驗階段時，將委請專業臨床試驗公司協助進行臨床試驗，以降低臨床試

驗的成本與加速產品上市之流程。 

台灣生技公司多屬中小企業規模，一般在研發資源上較為不足。由於新

藥開發整個流程所需要的資金投入相當龐大，台灣從事新藥開發的生技公

司，一般來說都無法完成整個新藥開發的流程而至產品上市。但台灣從事新

藥開發的生技公司，確實在全球新藥開發的流程中的某些階段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在藥物開發的階段，由於自行研發須負擔龐大的資金成本、研發風險

與未來的不確定性，大多數的台灣生技公司傾向於透過國外的大學或國際大

藥廠技術引進方式取得所需技術。因此，在新藥開發的過程中，台灣生技公

司往往透過技術引進為國際藥廠進行臨床前試驗與臨床試驗，再將臨床試驗

的結果授權或賣給國際藥廠來獲利。這種新藥開發的創新流程與獲利模式，

是臺灣生技公司非常重要的課題。台灣的生技公司雖然不能獨立完成從藥物

開發到產品上市的整個新藥開發流程，但可在全球新藥開發的價值鏈中從事

臨床前試驗與臨床試驗。高研發投入的新藥開發之創新管理是管理領域的重

要課題，但過往的研究卻沒有特別針對台灣生技公司新藥開發流程的創新模

式加以深入的探討。 

本研究以開放式創新觀點探討兩家台灣生技公司從事新藥開發的創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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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所探討的兩個個案可說是開放式創新的新典範。基亞生技公司與寶齡富

錦公司，皆為從國外技術引進之後進行臨床試驗，再對國際藥廠技術授權而

獲利。基亞生技公司從澳洲普基藥廠技術授權引進抗肝癌用藥 PI-88 專案，

之後技術授權賣給澳洲普基藥廠獲利。寶齡富錦公司從美國密西根大學技術

引進治療腎病末期病患新藥 Nephoxil 專案，之後技術授權給美國 Keryx 藥廠

獲利。擁有較豐沛內部研發資源的基亞生技公司，如何運用其內部資源並結

合適當的外部資源，進行新藥開發並技術授權給國際大藥廠獲利？擁有有限

的內部研發資源的寶齡富錦公司，其專案團隊成員只有三人，這非常有經驗

且擁有外部豐沛資源網絡的三人，如何透過大量外部資源的運用從事新藥開

發，並成功技術移轉給國際大藥廠而獲利？緣此，本研究所探討的主要問題

為(1)擁有較大量內部資源的公司(如基亞生技公司)，如何運用其豐沛的內部

資源與外部資源從事新藥開發？(2)擁有較少內部資源的公司(如寶齡富錦公

司)，如何運用大量外部資源從事新藥開發？本研究從這二個台灣生技公司個

案當中以開放式創新觀點探討其新藥開發的創新流程與模式，並進一步研究

其內部資源與外部資源之運用與整合。 

本文內容分成五個部分，在緒論的部分說明本研究之研究背景與動機。

第二部份針對「開放式創新」相關文獻與理論進行說明。第三部分為有關研

究方法的陳述。第四部份為研究結果的呈現，針對二家公司進行個案分析並

彙整二個案之重點進行比較。最後探討本研究的理論意涵與實務意涵、研究

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並提出本研究的結論。 

 

 

 

貳貳貳貳、、、、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一、開放式創新之理論觀點 

一些開放式創新的研究者認為，公司的技術資源可說是企業發展創新的

過程中很重要的策略資產，也是企業的競爭優勢和核心競爭力之關鍵。企業

的競爭優勢一方面來自內部擁有的異質性資源，另一方面還透過與其他組織

間的合作獲取必要的知識和專業技能，因此外部知識資源的獲取對企業相當

重要 (Leonard-Barton, 1995; Gulati, 1999; Ahuja, 2000)。開放式創新(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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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的概念是由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授 Henry Chesbrough 所提

出，他認為企業應該善用內部及外部的知識與創新的資源，並賦予其更高的

價值。他定義開放式創新：「企業透過知識之有目的地流進及流出的應用，

加速了企業內部的創新，同時，因使用外部的創新而開拓了市場。當企業尋

求強化他們的科技時，開放式創新典範的建立是假設企業可以且應能同時使

用內部的創意以及外部的創意，同時透過內部及外部的路徑而通往市場」

(Chesbrough, 2003)。Chesbrough (2003) 將過去創新的典範稱為「封閉式創

新」(Closed Innovation)。封閉式創新的思維是認為公司內部擁有最優秀的人

才，其創新的流程從一開始的創意發想、技術研發、產品製造、上市、支援

等流程，都必須憑藉公司一己之力完成。而開放式創新有別於過去封閉自主

的看法，指出：開放式創新者認為外界有更多優秀的人才、更充沛的資源。

因此，企業在創新的過程中，可借重外力，結合多方的知識與資源，藉此更

快、更有效率、更低成本地產生創新。Laurser & Salter (2006) 將開放式創新

的深度定義為企業對各種知識資源的利用程度。企業進行開放式創新，突破

組織邊界和外部組織建立聯繫並獲取外部資源，有助於提高企業的創新績

效。開放式創新的概念提出後，越來越多的企業意識到整合外部技術和知

識，對企業之技術創新產出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的研究則指出開放式商業模式的重要性。這部分的研究探討公

司在進行開放式創新背景下的商業模式，特別是那些成立時間較久的大型企

業。Chesbrough (2003) 指出，企業並非只能透過內部研發才能獲利，建立一

個能夠利用內外部重要研究成果的商業模式，遠比把產品推向市場要來得重

要。充分利用企業內部和外部所有的好創意能夠讓企業獲取更大的成果。例

如：以使用者創新的商業化模式，強調公司如何在開放式創新中和使用者合

作以探索公司外部的新知識與創新，許多研究顯示公司可以透過使用者創新

的方式獲利。企業在開放式創新的不同階段會選擇不同類型的外部創新源。

Belderbos et al. (2006) 發現，不同類型的創新來源之間可以互補也可以互

斥，關鍵取決於企業的規模和商業模式的組合方式。例如，企業與用戶的合

作有利於提高創新的市場接受程度和產品的擴散速度，同時還能夠促進企業

與同業以及大學之間的合作。最近幾年，創新的商業模式逐漸發生轉變，越

來越多的企業開始利用聯盟、授權等方式獲取外部技術，彌補企業的內部知

識在創新活動中的不足  (Teece, 1986; Cassiman & Veugelers, 2006)。

Lichtenthaler & Ernst (2012) 研究了技術授權的商業流程和特點，結果顯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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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流程的正式化水準越高，企業進行外向開放式創新的積極程度就越高，同

時，企業獲得的利益也越高。 

Lichtenthaler & Lichtenthaler (2009) 認為所有的能力都隱含著動態的能

力，企業需要根據其內部和外部的環境動態變化，有效地結合各種知識管理

能力，產生創新的綜效(Synergy)。在新事業領域中，企業能力是創造一個動

態的學習過程，且通常需要引入外部之科技，並與原來之技術整合，兩者之

間出現關鍵的互補性 (Granstrand et al., 1997)。開放式創新模式正因應了此一

需求，有利於企業資源與商業模式的創造與整合。 

有鑑於本研究實證的對象是我國新興的中小型生技公司，就規模來說，

它們要比國外的生技製藥公司小很多，因而可能在開放式創新的運作上也會

不同。因此，以下就中小企業的開放式創新之相關文獻進行回顧。 

 

二、小公司開放式創新之理論觀點 

Vrande et al. (2009) 與 Konsti-Laakso et al. (2012) 指出，小公司通常沒有

足夠的內部能力去開發市場上的新產品，因此，常常不得不去尋找外部可用

的資源。此外，小公司也需要依賴網絡尋找其他的資源 (蔡馥陞等，2009)。

另外，其創新也常受限於財務資源的缺乏、專業人才的不足、以及較小規模

的投資組合，因此，無法有效分散與創新相關的風險 (Vrande et al., 2009)。

儘管如此，中小企業還是可以藉由與外部夥伴(包括學研機構)的合作，獲得

很多互補性的資源，以彌補其有限的研發能力，(Zeng et al., 2010; Colombo et 

al., 2012; 胡欣怡等，2013)。再者，外部網絡允許企業投入較少的時間與資

源，來獲得所需的專業知識。並且讓企業能更有效率地來管理其創新研發計

畫 (Chesbrough, 2003; Kafouros & Forsans, 2012)。小公司能透過有效的外部

關係彌補其內部資源與能力的不足 (Christensen et al., 2005; Lichtenthaler, 

2008; Parida et al., 2012)，也能增加存活與發展的機會 (Lee et al., 2012)。

Lichtenthaler & Ernst (2012)、與 Lichtenthaler & Muethal (2012) 進一步指出，

中小企業若能善用外部資源，則可以縮短創新時間、降低風險與成本、增加

其營運的彈性。 

至於小公司與大公司的關係與比較方面，Chesbrough (2010) 指出，小公

司通常較依賴大公司並希望成為其關鍵客戶或供應商，因為他們在整個價值

鏈中較缺乏價值創造的能力。此外，相較於大公司而言，小公司擁有較彈性



台灣生技公司如何運用開放式創新開發新藥？ 

 ～342～ 

與快速運作的能力，這個能力讓他們在全球產業鏈中能夠有機會找到其定

位。藉由產品市場的擴大與動態的能力，事實上小公司也能透過國際化來提

升其優勢 (Lee et al., 2012)。Chesbrough (2010) 進一步指出，在全球創新的

價值鏈中，通常大公司更善於開創技術平台，而小公司則找尋機會發展產品

提供給這些平台。 

再者，就中小企業而言，Kim & Park (2010) 研究發現，那些內部有研發

活動的小公司，在創意發想與創新績效上都要比那些內部無研發活動者來的

好很多。Chiaroni et al. (2011) 與蔡馥陞等 (2009) 都提到，要成功管理知識

的創新，除了要有良好的外部網絡之外，也需要互補的內部網絡。內部知識

網絡的分享可以提升組織成員所擁有的技能(Know-how)，也可以協助組織建

構更深入且更精緻的知識體系 (Kale & Singh, 2007; Zhou & Li, 2012)。 

生技製藥產業的創新研發，是個複雜且漫長的過程。在整個醫藥專案開

發的期間，廠商需要與法規機構及國際大藥廠進行很多的、長期的互動與合

作，也需要進行密集的跨功能合作，才能將創意轉換成重要的產品上市。因

此，吾人可以認知到，新產品(藥品)開發的能力無疑是生技公司內很重要的

動態能力。Biedenbach & Muller (2012) 認為專業的資產管理與研發流程的管

理都是生技廠商發展創新產品的關鍵成功要素。而其中有關對的專案之選擇

以及有效率的資源管理兩者又是資產組合管理中很重要的部分。Christensen 

et al. (2005) 探討開放式創新的整個生命週期中，小公司與大企業的角色以及

分別可能採用的創新策略。 

本研究以開放式創新的觀點探討：擁有資源較豐富的公司(如基亞生技公

司)，如何運用其內部資源與外部資源從事新藥開發？擁有有限的新藥開發內

部資源的公司(如寶齡富錦公司)，如何運用大量外部資源從事新藥開發與技

術移轉？ 

 

三、文獻彙整與研究缺口 

從上述的文獻描述中，吾人可以認知到開放式創新的理論主要牽涉到交

易成本觀、資源基礎觀、社會網路觀與動態能力觀。而這樣的概念在產業中

已經形成了風潮。它可以讓企業降低創新的投入、減少創新的風險、強化創

新的整合、以及加快創新的腳步。然而，從相關的文獻中也注意到，企業要

能有效地執行開放式創新，也需要考慮到本身資源與能力的配合，中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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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企業分別有其優勢與劣勢，以及各自的需求。而在中小企業當中，又可

以進一步就資源與創新投入程度的差異來區分。 

基於此，本研究選擇我國生技產業中的兩家小型生技公司－基亞生技公

司與寶齡富錦公司，進行有關開放式創新的研究。本研究的「研究缺口」，

說明如下： 

這兩家公司都屬中小企業，但就新藥開發的資源來說，基亞擁有較豐富

的資源；寶齡富錦則資源上較為匱乏。因此，本研究正好可以就其在開放式

創新的運作上進行比較，此為研究缺口之一。過往的研究雖然也有點到中小

企業中仍有資源程度上的差別，不過，並沒有任何文獻進一步去區分並就開

放式創新的運作進行比較研究。 

就我國來說，過往商管學院對於越趨重要的生技製藥業之研究非常少。

而特別就開放式創新來研究的，更是付之闕如，此為研究缺口之二。事實

上，國內之前較為有關的文獻，大部分是屬於「策略聯盟」領域 (如：張美

玲等，2002；洪世章等，2007；賴蓉禾，2011；林財源、程運瑤，2012

等)，不過，就內涵來說，它與開放式創新有很大的差別。即使有極少數開放

式創新的研究 (如：陳玉麟，2011；李沿儒、張振滄，2012；陳純德等，

2014 等)，基本上也是聚焦在其他產業領域，尤其是資訊電子業領域。 

生技製藥業的創新需要很長的時間來完成，藉由這方面長期創新的觀

察，正好可以對相關理論有更完整的檢視。除了開放式創新文獻中較常見的

交易成本觀、資源基礎觀、與社會網絡觀之外，本研究在觀察企業長期創新

的過程中，更可以再將動態能力觀加以整合。此為研究缺口之三。 

因此，本研究以開放式創新的觀點來探討：擁有內部資源較豐富的公司

(如基亞生技公司)，如何運用其內部資源與外部資源的搭配從事新藥開發？

與擁有有限的新藥開發內部資源之公司(如寶齡富錦公司)，如何運用外部資

源從事新藥開發？ 

 

 

 

參參參參、、、、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一、質性研究與個案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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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研究強調真實度、合理度與批判度的檢驗，除了熟悉的歸納與演繹

的邏輯思考方式，更強調辯證邏輯 (蕭瑞麟，2007，2013)。一般來說，當提

出的研究問題是「如何」及「為什麼」時，研究者對研究中所涉及的事件發

生沒有控制能力時，研究者想要解釋與研究中的現象相關的情境因素時，當

現象和情境之間的界限較為模糊時，可以案例研究方法來進行探索 (Yin, 

2003)。本研究採用多重個案研究方法，探討個別生技公司如何以開放式創新

從事新藥開發的流程與模式。本研究以開放式創新觀點，研究台灣生技廠商

在資源有限下，如何運用開放式創新，藉由內部資源與外部資源的整合運

用，加速新藥開發時程，提高獲利機會。本研究以二個個案公司基亞生技公

司、寶齡富錦公司為實證分析，詳細記錄並整理個案隨時間所發生的事件及

其對應關係，從中歸納發展脈絡及型態，並進行比對與建立解釋。本研究的

二個研究個案－基亞生技公司與寶齡富錦公司，其個案公司的背景介紹如

下。 

個案一個案一個案一個案一：：：：基亞生技公司基亞生技公司基亞生技公司基亞生技公司 PI-88抗肝癌新藥專案抗肝癌新藥專案抗肝癌新藥專案抗肝癌新藥專案 

基亞生技公司在 1999 年 12 月成立於台北市內湖高科技園區，其專長領

域為開發抗癌與抗肝臟疾病新藥物。基亞公司目前的主要業務以三核心事業

為方向，為新藥開發、核酸檢驗試劑及疫苗試驗。在新藥開發方面，持續鎖

定於開發抗癌與抗肝臟疾病，推動臨床試驗替新藥物加值推廣。在核酸檢驗

方面，2004 年建立核酸檢驗技術平台，朝向自動化發展積極的開發其他與病

原體檢驗或遺傳疾病相關產品。在疫苗方面，2009 年積極投入 B 肝疫苗等試

驗發展，未來朝向癌症疫苗發展。基亞公司在三大核心事業的基礎上，持續

與國內外各大學、研究機構或其他資源互補的生技公司合作開發，定位為亞

洲肝臟疾病的標竿企業。 

基亞生技公司堪稱台灣生技產業的台積電，具備肝癌新藥的研發資源與

能力。由於基亞公司有一群經驗豐富的臨床試驗團隊，基亞公司透過澳洲普

基藥廠技術引進 PI-88 抗肝癌新藥開發專案。基亞公司運用其豐沛的內部研

發資源，並適當運用外部的資源，特別是台灣豐沛的醫療資源與研發資源，

進行臨床前期、臨床第一期、臨床第二期的新藥開發階段。在第二期臨床試

驗後，賣斷給澳洲普基藥廠。澳洲普基藥廠又在第三期臨床階段，以高額的

價格技術移轉給基亞生技司，共同進行第三期臨床試驗的合作開發。 

個案二個案二個案二個案二：：：：寶齡富錦公司寶齡富錦公司寶齡富錦公司寶齡富錦公司 NephoxilTM腎臟新藥專案腎臟新藥專案腎臟新藥專案腎臟新藥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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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齡富錦公司是經衛生署認證的 GMP 藥廠，以學名藥、保健品及化妝

品的銷售為主的多角化經營藥廠。寶齡製藥廠原先是「北醫班友」公司的一

個部門，主要業務為藥品代理。1978 年班友公司買了富錦製藥廠，將兩家公

司整併為寶齡富錦公司。寶齡富錦公司的早期是一家傳統製藥公司，經過多

次的併購，慢慢站穩利基市場之後，逐漸意識到真正因為有病而吃藥的人只

有 5%，所以決定開始多角化經營，擴大事業的範疇，將事業觸角延伸進入

化妝品產業。目前寶齡富錦公司的經營重心，由傳統製藥產業轉向醫學美容

與營養保健市場。 

由於寶齡富錦公司是一個多角化經營的藥品與化妝品公司，擁有較少的

新藥開發資源。寶齡富錦公司的董事會認為，NephoxilTM 腎臟新藥專案(專案

代碼：PBF1681)之產品開發與原本公司的藥妝產業性質不同。於 2003 年特

意獨立出來一家衍生公司寶瑞康生物公司，專門負責 Nephoxil 腎臟新藥專案

的研發事宜。寶瑞康公司的資本結構，由寶齡富錦佔約 70%的股份。嚴格來

說，從事 Nephoxil 腎臟新藥開發事業的寶瑞康公司專案團隊成員只有三人。 

這三人擁有豐富的新藥開發經驗，且擁有外部豐沛資源網絡與人脈。三

人的核心團隊主要與北美的專業廠商合作，建立一個有彈性並結合全球價值

鏈的開放式創新團隊。寶瑞康公司透過大量運用外部資源，特別是北美豐富

的醫療資源與研發資源，進行臨床前期、臨床第一期、臨床第二期的新藥開

發階段。在第二期臨床試驗後，以高額的價格技術移轉給美國 Keryex 藥廠而

獲取高額利潤。2012 年 12 月寶齡富錦公司因集團資源整合、組織調整及提

升經營效率的考量，宣布將寶瑞康子公司合併於寶齡富錦公司。 

 

二、個案選擇 

案例研究包括單案例研究和多案例研究。研究者可以透過多個案例的觀

察和對比，推演相類似的結論或者分析不同結果的原因，提高研究效度，增

加研究結果的普遍性和理論完整性 (Yin, 2003)。多案例研究中，研究者要對

案例進行案例內分析(Winthin-case Analysis)，即每一個案例及其主要研究的

主題都須為獨立的整體進行深入分析。案例分析能夠多方面的反應案例背

景，強調其研究的真實性、精確性和穩定性，能夠有效提高案例研究的效

度，增強研究結果的理論完整性和普遍性。本研究選擇二個案例，初步驗證

本論文的理論推論。本研究選取基亞生技公司、寶齡富錦公司為個案研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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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其理由有三：  

第一，由於本研究探討生技公司新藥開發流程中開放式創新實踐，因此

所選取的生技公司為在新藥開發中開放式創新實踐表現較為傑出的企業。本

研究之個案公司為政府界、創投界、學術界之生技醫藥領域專家所推薦。研

究者經訪談政府界、創投界、學術界之生技醫藥領域專家後，選取基亞生技

公司、寶齡富錦公司二家台灣生技公司為本研究之研究個案。個案選取須屏

除不相關因素之影響，這二家個案公司為台灣生技醫藥領域之領袖所一致推

薦之研究個案，分別代表開放式創新模式的二個類型。基亞生技公司擁有豐

富的內部研發資源，並搭配充沛的台灣醫療資源與國外資源進行新藥開發。

寶齡富錦公司新藥專案的內部團隊成員只有三人，卻可以運用充沛的北美資

源將臨床試驗交給北美臨床委外公司與美國得醫學中心執行。 

第二，本研究案例不僅僅需要有較好的開放式創新的實踐基礎，並且在

不同的案例之間開放式創新的實踐需表現出一定的差異化。考量欲建立或印

證之理論的可能性，個案選取應納入表現較為獨特之個案。本研究之個案公

司具技術移轉之經驗，具展示價值。本文所選取之二家公司中包括不同開放

式創新類型新藥開發公司，其企業所處之產業特色具備長時間持續的發明與

創新，故可從中蒐集大量證據，藉以探討與研究。由於此二家公司均歷經外

部的技術取得的技術開發階段，且二家公司都具將技術授權給國際大公司之

成功經驗，故其個案內容具代表性與豐富性，有助於了解新藥開發流程中不

同的開放式創新模式。 

第三，本研究在選取案例時需考慮案例研究資訊的可獲取度，確保研究

能夠獲得充分與可靠的資訊資料。本研究在設計個案選取數目方面，考量個

案比較應以「配對」行之。亦即環境相同、抑或發展背景相同之個案宜選取

至少兩個，並且需將其間之異同明確列出。因此本研究於相同背景內至少選

擇兩個個案，研究從國外技術引進、進行臨床試驗後再對外技術授權的基亞

生技公司與寶齡富錦公司。本研究分析，擁有豐富內部資源的基亞生技公司

運用其內部資源與外部資源從事新藥開發，擁有有限內部資源的寶齡富錦公

司運用大量外部資源從事新藥開發。探討內部研發資源豐沛的公司搭配哪種

類型的外部研發資源，與探討內部研發資源有限的公司搭配哪種類型的外部

研發資源，進而進行二個個案公司不同內外部資源的搜索獲取、分享轉移與

整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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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的資料來源分為次級資料與初級資料。當發現次級資料資訊與初

級資料資訊有偏差時，本研究的處理原則以初級資料和企業正式公開的資料

為優先，再有疑問時向個案公司進一步核實。 

第一，在次級資料蒐集方面。首先透過個案公司之公開說明書、簡報、

年報、新聞稿與網站，與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發展基金會之各公司簡報、年

報及財務報表，以及與個案企業相關之書籍、文獻、期刊、雜誌、新聞資

料、網際網路之報導，從中整理出兩個案公司自成立迄今所有攸關兩新藥開

發專案的重大事件，分別依照不同個案公司新藥開發專案之重大事件加以不

同年代排序整理。企業內部資料方面主要包括企業發展歷程與創新情況的相

關資料，並以網路資料搜索等多種管道對企業新藥專案發展的次級資料進行

搜集與整理。本研究持續進行次級資料之蒐集與更新，並以驗證本研究之推

論。 

第二，在初級資料收集方面。本研究針對個案企業重要經營者與高階管

理人員，共進行十六人次的訪談。除了個案企業外，本研究並訪談台灣生技

醫藥領域政府界、創投界、學術界重要專家，以確認本研究對於個案公司之

選擇，進而對本研究兩個台灣生技醫藥公司之新藥開發專案。本個案研究分

析以深度訪談作為研究推論與驗證的主要依據。研究團隊對企業內部主要相

關人員進行二到三小時的訪談，訪談對象包括各個案例企業的經營者與高階

管理人員，例如企業負責人或技術研發主管、事業部協理或經理等。在取得

受訪者的同意後，訪談有進行錄音並就所有訪談內容進行逐字稿整理，以利

研究者進行研究資料之分析與比對。訪談問題主要涉及企業發展歷程、發展

策略、組織結構、企業的創新模式、外部合作夥伴的選擇與合作模式等。對

訪談內容有疑問時，研究者會透過進一步的電訪來確認其訪談內容。本研究

訪談資料收集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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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訪談資料收集 

公司名稱 訪談對象 訪談時間 主要訪談內容 小時數 

董事長 2013/10/08 

2013/07/05 

2010/04/20 

該專案如何開始？如何引進外部資
源？有哪些內外部資源與人員參與？
內外部資源與人員如何合作與產生綜
效？合作廠商的選擇過程？如何技術
移轉與達成創新績效？ 

3 

2 

2 

副總經理(新藥
開發事業處) 

2013/06/24 

2009/04/28 

有哪些內外部資源與人員參與？內外
部資源與人員如何合作與產生綜效？ 

2 

2 

專案經理(新藥
開發事業處) 

2013/06/24 

2009/05/11 

有哪些內外部資源與人員參與？內外
部資源與人員如何合作與產生綜效？ 

2 

2 

基亞生技

公司 

經理(智財暨法

務處) 

2013/06/24 

 

有哪些內外部資源與人員參與？內外
部資源與人員如何合作與產生綜效？ 

2 

 

董事長 
2010/04/27 

 
 
 
 

該專案如何開始？如何引進外部資
源？有哪些內外部資源與人員參與？
內外部資源與人員如何合作與產生綜
效？合作廠商的選擇過程？如何技術
移轉與達成創新績效？ 

2 
 
 
 
 

執行長(寶瑞康

公司) 

2010/04/27 
 
 
 
 

該專案如何開始？如何引進外部資
源？有哪些內外部資源與人員參與？
內外部資源與人員如何合作與產生綜
效？合作廠商的選擇過程？如何技術
移轉與達成創新績效？ 

2 
 
 
 
 

執行副總經理 

(醫療事業部) 

2010/04/27 
 
 
 
 

該專案如何開始？如何引進外部資
源？有哪些內外部資源與人員參與？
內外部資源與人員如何合作與產生綜
效？合作廠商的選擇過程？如何技術
移轉與達成創新績效？ 

2 
 
 
 
 

副總經理 (行

銷企劃部) 

2010/04/27 
 
 
 
 

該專案如何開始？如何引進外部資
源？有哪些內外部資源與人員參與？
內外部資源與人員如何合作與產生綜
效？合作廠商的選擇過程？如何技術
移轉與達成創新績效？ 

2 
 
 
 
 

執行董事 
2011/05/11 

 
 

該專案如何引進外部資源？內外部資
源如何產生綜效？如何技術移轉與達
成創新績效？ 

2 
 
 

資深經理 
2013/07/05 

2009/05/26 

有哪些內外部資源與人員參與？內外
部資源與人員如何合作與產生綜效？ 

2 

寶齡富錦

公司 

專案經理 2013/07/05 
 

有哪些內外部資源與人員參與？內外
部資源與人員如何合作與產生綜效？ 

2 
 

總計 3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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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架構與資料分析 

本研究蒐集資料的方式搭配了開放式創新的流程與研究架構 (West & 

Bogers, 2013)，有關本研究的開放式創新流程，如圖 1 所示。過去文獻指

出，企業為了維持或者提升績效，不斷進行知識獲取、知識轉移、知識運用

的組織學習能力提升的過程 (DiBella et al., 1996)。而組織學習過程包括知識

獲取、知識分享及知識存儲三個階段 (Argote & Miron-Spektor, 2011)。本研

究把開放式創新能力，劃分為知識的搜索獲取能力、知識分享轉移能力和知

識整合運用能力三個分析要素。研究架構如圖 2 所示。 

知識搜索獲取能力：知識搜索為組織對內外部知識來源的種類、數量、

地理位置等情況進行搜尋、掃描與評估等活動。在知識搜索之後，知識獲取

為對外部知識源主體如供應商、客戶、競爭者、大學與研究機構等進行知識

擷取與連結的過程。 

知識分享轉移能力：知識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組織或個體之間進行分

享、轉移或傳播的能力。知識轉移能力包括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在組織內部

與跨組織間之知識轉移。 

知識整合運用能力：組織有效地結合從外部知識源所獲取的知識，並將

這些知識與組織內部先前知識良好的整合在一起，並有效運用到組織現有的

問題解決及創新過程。 

 

 

 

圖 1 開放式創新的流程 

本研究整理自 West & Boger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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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台灣生技公司新藥開發的開放式創新之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採用分析性歸納( Analytic Induction)的方法進行案例分析，並對現

有理論進行擴展與精煉。第一、本研究進行案例內研究，具體分析每一企業

的情況，案例內分析包含下列步驟：建立文本，對觀察、訪談等資料進行描

述與撰寫。根據已有理論基礎來對文本進行類別架構。資料的重組歸類，按

照邏輯關係以及相關主題審視上一步是否有不合宜之處或者是不合邏輯的地

方予以修正。進行初步發現的覆核(cross-checking)。描繪深層結構，整合所

有資料、脈絡以及理論推導，作為進一步研究的基礎  (Strauss & Corbin, 

1990)。第二、本研究進行案例間的比較研究，提煉和總結各案例間之相同與

相異的情況。 

隨著不同階段的資料蒐集，本研究採取縱斷面資料分析新藥開發流程。

隨著新資料的蒐集，不斷地修正個案分析焦點與引導下一階段的資料蒐集方

向，直至達到「理論飽和」為止。資料分析過程可以分為四階段：第一階

段：藥物探索階段，分析台灣生技公司新藥開發之創新來源。第二階段：臨

床前試驗與臨床試驗階段，分析台灣生技公司新藥開發之企業內外部資源與

開放式創新流程。第三階段：技術移轉階段，分析台灣生技公司新藥開發之

創新績效。第四階段：彙整前三階段的質性資料，並整合每個個案公司之企

業內外部資源與開放式創新流程，嘗試建立不同開放式創新類型對創新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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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的深層結構關係。 

 

 

 

肆肆肆肆、、、、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本研究分析基亞生技公司與寶齡富錦公司兩家公司之新藥開發專案。本

研究分析：(1)擁有豐富內部資源的基亞生技公司，如何運用其豐富的內部資

源與外部資源從事新藥開發？(2)擁有有限內部資源的寶齡富錦公司，如何運

用大量外部資源從事新藥開發？本研究針對各公司分為以下部分依序討論

之。第一階段：藥物探索階段，分析台灣生技公司新藥開發藥物開發階段之

創新來源。第二階段：臨床前試驗與臨床試驗階段，分析台灣生技公司的內

外部資源，與其新藥開發專案之開放式創新的流程與模式。第三階段：技術

移轉階段，分析台灣生技公司新藥開發專案之創新績效。第四階段：彙整前

三階段的分析資料，並整合每個個案公司之企業內外部資源與開放式創新流

程與模式，嘗試建立不同開放式創新類型對創新績效影響的深層結構關係。

本研究的研究結果呈現如下，前三階段分別依照兩個案例資料的新藥開發流

程分別分析，第四階段則將二個個案資料分析的研究結果進行彙整與比較分

析。 

 

一、基亞生技公司 PI-88抗肝癌新藥開發專案 

基亞生技公司的 PI-88 抗肝癌新藥開發專案之開放式創新的流程如下。

本研究依新藥開發的流程，即藥物探索階段、臨床前試驗與臨床試驗階段、

與技術移轉階段三階段，分別探討其開放式創新的模式與內外部資源的運

用。 

第一階段：藥物探索階段 

PI-88 專案是針對肝癌前期切除後的新藥開發專案，透過血管抑制增生

劑，對小腫瘤有抑制性，希望可以讓切除掉的腫瘤不再復發。亞洲的肝癌患

者佔了全球的百分之六十。在 PI-88 抗肝癌新藥專案開發之前，市面上並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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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直接治療肝癌的藥物，治療肝癌的方法主要是以化療及切除為主。然

而，在早期經過肝癌手術後一年的復發率卻高達五成。因此，在市場上病人

對肝癌治療有進一步突破的需求，加上基亞公司自身進步的技術，期望能給

肝癌一個完整的治療方式。特別是，基亞公司專注在肝癌手術切除後的治

療。 

藥物探索階段，主要來自於國際藥廠的技術授權之外部資源引進。PI-88

專案的原始專利為澳洲普基藥廠所擁有，主要目標為發展抗肝癌的新藥。基

亞生技公司的董事長透過他妹妹拿到澳洲普基藥廠抗肝癌新藥的計畫，而設

立基亞生技公司。2000 年澳洲普基藥廠以技術入股的方式進入基亞生技公

司，開發 PI-88 專案於亞洲區的新藥開發與臨床試驗。董事長說：「基亞公

司和澳洲普基公司原來是合作關係，雙方的資源不衝突，是合作的模式。而

基亞公司將自己定位為一家在臨床實驗上的公司。這個 PI-88 專案的開發，

亞洲人的疾病基亞公司來做，西方人的疾病澳洲普基公司來做，成功之後共

同分享這 PI88 的權力。基亞公司當時以五億元代價的公司股權，取得 PI-88

專案百分之十五的全球權力。」 

當時 PI-88 抗肝癌新藥專案，是世界上肝癌術後發展最快的藥物。澳洲

普基藥廠在與基亞公司合作之前，澳洲普基藥廠 PI-88 新藥專案已於西方國

家，主要是美國與澳洲，完成新藥物探索、動物實驗與第一期臨床試驗，並

於美國、澳洲等地進行第二期臨床試驗。由於台灣市場與亞洲市場本身即有

很大的需求，於是基亞公司利用原有的試驗去進行改良。因此基亞公司將 PI-

88 新藥專案購回後，就把適合西方人試驗改為適合東方人的試驗。董事長提

到： 

「美國醫院只要出現一個肝癌的病患，就會召集所有的主治醫師、住院

醫師以及實習醫師來觀摩臨床病例。但是相較之下，台灣肝癌的病例就

多很多了，在台大醫院專長於肝癌有關的醫師看多了肝癌的病患，只要

眼睛一瞄，就可以判斷病患是怎麼一回事了。」 

「在肝臟醫學的領域中，你只要是台灣的醫師，走進國際的肝臟醫學會

年會開會，你可以看到全世界的治療肝臟方面的醫師用景仰的眼神看著

你，就因為你的身分是台灣醫師。所以，在肝臟這個醫學領域中台灣醫

師的表現有多麼傑出。」 

台灣相較於其他國家在肝癌治療經驗的成熟度與優勢，可說是全世界治

療肝癌最強的國家之一，這也是基亞公司以肝癌新藥領域為發展主軸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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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基亞生技公司在產品開發上專注在肝臟疾病，定位自己成為亞洲肝臟疾

病的標竿企業。目前肝癌治療在醫療上有需求，但現在還沒有辦法解決。基

亞公司的董事長本身具備醫生的背景，他希望能提供肝癌病患一個整體解決

的辦法。基亞公司董事長畢業台大醫學系，因此和台大醫院的教授有學長、

學弟的關係，在臺大醫院與醫學界有著充沛與深厚的醫療人脈與網絡。基亞

公司董事長透過其人脈網絡能力，召集台灣最重要的肝癌權威、專家與醫師

共同來討論，其中包括台大醫院與國家技術研究院的權威醫師及其他醫學中

心的醫師，共同決定與發展出適合東方人的 PI-88 專案臨床試驗的設計。 

在藥物探索階段，基亞公司幾乎都是依賴澳洲普基藥廠的外部資源。基

亞公司從事的抗肝癌新藥專案，基於三個原因其技術不太容易從台灣取得。

董事長分享： 

「第一，這個新藥專案需要有國際性的專利保護，申請的專利只有台灣

和美國是不夠的，只有這兩個專利對基亞來說沒有意義，因此專利的保

護要及於全球。第二，在新藥開發的流程上，要求十二到十八個月就要

到達提出核准進行中之試驗用新藥(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IND)的申

請，台灣在這樣的要求之下能夠提出的案子微乎其微。第三，要符合公

司的發展目標，公司的發展目標是做抗肝癌新藥，雙方的發展目標需要

一致才能達到合作的合適性。」 

也因為新藥開發在藥物探索階段的高門檻，以及還需要符合以上三個條

件，使得基亞公司在此階段需要充分與國際藥廠合作。 

第二階段：臨床前試驗與臨床試驗階段 

基亞公司的核心能力於在執行第一期與第二期的臨床試驗，雖然是做美

國 FDA 的臨床試驗，但病人的處理全部是在台灣，在此階段也有與國內的

臨床委外公司合作。關於臨床試驗前的階段，一般來說，基亞公司較少從事

非臨床試驗的部分，這部分通常會與國內進階生技公司或財團法人生技中心

或台大動物實驗中心一起合作。而第一期臨床試驗的進行，對於要能夠在台

灣進行新藥開發的生技公司非常重要。基亞 PI-88 新藥專案的第一期臨床試

驗，是與臺大醫院合作，這一期主要的臨床試驗目標是看藥物的安全性。因

為第二期臨床試驗需要看藥物的安全性與藥效，一般西方國家的臨床試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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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都在這一期。因為新藥開發的高門檻，澳洲普基藥廠的西方人臨床試驗失

敗產生問題，也因此由基亞公司執行東方人的臨床試驗。雙方各做各的臨床

試驗，最後一起利益共享。 

1. 臨床前試驗階段臨床前試驗階段臨床前試驗階段臨床前試驗階段 

當初基亞公司之所以要引進 PI-88 新藥專案，就是希望做亞洲人特有的

疾病。所以在執行第一期臨床試驗時，同時也進行肝癌的動物實驗。在臨床

前試驗階段，在內部資源的投入方面，基亞生技公司的研發處為負責執行動

物實驗的單位。基亞生技公司早期有動物藥理的實驗人員，所以某些部分的

實驗可以由自己來執行。 

在外部資源的投入方面，有些在該公司無法進行的實驗，他們就會委託

台灣大學的動物實驗房協助執行，基亞公司將這部分委託給台大的動物實驗

房，一起與台大動物房設計試驗計畫書。實驗結果指出，用在肝癌上的治療

效果不錯。從實驗結果可以看出，PI-88 新藥對於肝癌的治療效果。此階段基

亞公司研發處與台大動物實驗中心的合作，以達成內外部資源的整合運用。 

2.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期臨床試驗階段期臨床試驗階段期臨床試驗階段期臨床試驗階段 

就內部資源的投入來說，2001 年基亞公司董事長及臨床試驗處協理，親

自投入 PI-88 新藥專案的在國內第一期臨床試驗。在外部資源的連結方面，

由於美國 Omnicare 公司為澳洲普基藥廠在美國長期合作的對象，負責將臨床

資料送往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審查。因此，基亞公司在第一期臨床試驗上，

就配合美國 Omnicare 臨床委外公司來共同合作。該公司主要是幫助基亞生技

公司，進行嚴重不良藥物反應事件及不良藥物反應事件的通報。 

由於基亞公司董事長曾為台大醫院之主治醫師，在沿用澳洲普基藥廠過

去的臨床試驗資料，並與外國顧問討論後，決定於台大醫院進行第一期臨床

試驗。基亞公司邀請台大醫院肝癌權威醫師擔任臨床試驗主持人，並收 11 位

病人於台大醫院進行第一期臨床實驗。實驗結果顯示出，PI-88 新藥不會對病

人身體產生危害，符合第一期臨床試驗所要的目標。此階段的臨床試驗基亞

公司內部團隊與台大醫院的充分合作，以及在與美國的 FDA 連結上借重則

澳洲普基藥廠的美國合作夥伴 Omnicare 臨床委外公司。 

3. 第二期臨床試驗階段第二期臨床試驗階段第二期臨床試驗階段第二期臨床試驗階段 

就內部資源投入來看，基亞公司在第二期的臨床試驗的執行上，建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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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為首的研發團隊，其中還包括了一位新藥開發處長、一位專案經理以

及四位臨床研究員。雖然第一期臨床試驗順利通過，基亞公司還無法有效的

確認此藥是否具有療效。因此，其第二期的臨床試驗是針對有病的病人做測

試，一個好的臨床試驗設計就是一個關鍵活動。受訪者指出： 

「PI-88 新藥專案能有這麼好的臨床試驗設計，就是因為該公司的專案

團隊很了解該專案的產品的特性與肝癌這個疾病，透過董事長的人脈網

絡將國內肝癌的專家找來，共同討論發展出這個試驗，包括臺大醫院、

國家衛生研究院該領域的權威醫師與其他醫學中心的醫生的參與。」  

在外部資源方面，基亞公司與澳洲普基藥廠以策略聯盟的方式共同開發

此藥物，共同執行第二期的臨床試驗。澳洲普基藥廠提供藥品與派人稽核臨

床試驗，透過合作的方式來開發新藥物，以提高新藥物開發的成功機率，並

且降低風險。第二期臨床試驗共由六家台灣醫學中心負責執行，包括台大醫

院、長庚醫院、台中榮民總醫院、中國醫藥附屬醫院、成功大學附設醫院、

高雄榮民總醫院參與。雖然基亞公司是做美國 FDA 的臨床試驗，但病人的

處理全部是在台灣的醫學中心。最後，通過美國 FDA 第二期臨床試驗的審

核。 

同時，本次臨床試驗的進行，基亞公司也搭配二家臨床委外公司，為台

灣佳生公司與美國 Omnicare 公司。臨床委外公司會幫忙找尋臨床醫師，找尋

合適醫院，設計臨床試驗方案，規劃與協助臨床試驗執行，進行資料整理與

統計分析，與撰寫執行報告。美國 Omnicare 公司其工作只擔任美國 FDA 橋

梁，在藥物的副作用發生的時候向美國 FDA 報告。另外，有台灣佳捷公司

負責臨床試驗數據管理與檢體分析工作。 

由於臨床委外公司只做資料整理分析、統計分析與最後報告，其做事情

是依照工作任務來做沒有使命感。因此，基亞公司的臨床委外公司的成本相

對來的低。所以，基亞公司只讓臨床委外公司進行一半，因為基亞公司的醫

療人脈與連結比其他公司都要好。基亞公司的優勢，在於能夠自己主導從醫

院與醫師的整合，到臨床試驗方案的設計，到臨床試驗的執行之整個過程。 

基亞公司透過自身人脈網絡與連結外部資源的能力，結合全國優秀人才

共同開發出相當好的臨床試驗設計，加上其執行臨床試驗的核心能力，與包

括衛生署送件、監控臨床試驗等能力，使第二期臨床試驗能夠成功完成。基

亞生技公司是台灣第一個完成並且經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認可的第二期臨

床試驗之公司。同時，基亞公司亦成功地將臨床研究成果賣回給澳洲普基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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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讓基亞公司的實質收益豐收。 

第三階段：技術移轉階段 

2006 年基亞公司第二期臨床試驗完成後，該公司將 PI-88 藥物以十億元

的價格賣斷給澳洲普基藥廠。基亞公司全部的投入成本僅一億五千萬元，澳

洲普基藥廠以十億元買回，並撤銷五億元的特別股。基亞生技公司為台灣生

技產業的台積電，具備肝癌新藥的研發資源與能力。基亞公司透過澳洲普基

藥廠的技術引進 PI-88 抗肝癌新藥開發專案，並運用其豐沛的內部研發資

源，適當運用外部的資源進行臨床前期、臨床第一期、臨床第二期的新藥開

發。 

基亞生技公司運用公司內部資源與台大肝癌權威醫師的醫療團隊資源，

從事 PI-88 抗肝癌新藥的每一階段新藥開發。基亞生技公司靈活的運用國內

外的臨床委外公司與台灣的主要醫學中心，來執行每一階段新藥開發流程。

基亞生技公司在與澳洲普基藥廠的合作關係上，原本於第二期臨床試驗後賣

斷給澳洲普基藥廠後結束。但澳洲普基藥廠又在第三期臨床階段，以非常優

惠的協議技術移轉給基亞生技公司，共同進行第三期臨床試驗的合作開發。 

原本在第三期臨床試驗階段，澳洲普基藥廠委外給美國坤泰公司執行。

基於 PI-88 專案的專業性與第三期臨床試驗的規模太大，美國坤泰公司無法

處理做了半年就停止。坤泰公司於美國收受肝癌病人的速度過於緩慢與成本

昂貴，半年內收了十二位肝癌病人就已經花費一千萬美金成本，因此無法完

成。所以，澳洲普基藥廠又回頭與台灣基亞公司洽談共同合作開發，耗時兩

年最後達成的協議。這個協議中，基亞公司不需付給澳洲普基藥廠技術授權

的直接費用(Upfront payment)，只需要付權利金(Royalty)給澳洲普基藥廠。

2010 年基亞公司與澳洲普基藥廠簽訂一份正式合約，PI-88 新藥專案由基亞

公司再度取得新藥開發、製造、銷售與再授權的權利。2011 年 9 月起，由基

亞公司主導此 PI-88 抗肝癌新藥專案的第三期臨床試驗與新藥許可申請。 

基亞公司主導的 PI-88 新藥專案的第三期臨床試驗，在台灣、中國大

陸、韓國及香港四地共 25 個醫學中心執行。第三期臨床試驗主要在台灣執

行，由台大的權威醫師共同領導。台灣執行臨床試驗的九家醫學中心，包括

台大醫院、台中榮民總醫院、林口長庚醫院、台北榮民總醫院、中國醫藥大

學附設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高雄長庚醫院、成大醫院、義守大學附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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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第三期的臨床試驗對象台灣共 525 人，中國大陸地區為 75 人。基亞公司

已於 2013 年年底完成第三期臨床試驗，預計等到新藥開發成功之後，再分其

他部分利益給澳洲普基藥廠。基亞公司是國內少數公司，成功在第二期臨床

試驗後將產品出售給國際大藥廠獲利，更是少數公司能與國際大藥廠共同執

行新藥開發第三期臨床試驗。 

 

二、寶齡富錦公司 NephoxilTM腎臟新藥開發專案 

寶齡富錦公司的 NephoxilTM 腎臟新藥開發專案之開放式創新的流程如

下。本研究依新藥開發的流程，即藥物探索階段、臨床前試驗與臨床試驗階

段、與技術移轉階段三階段，分別探討其開放式創新的模式與內外部資源的

運用。 

第一階段：藥物探索階段 

在藥物的探索階段，創新的來源來自於外部資源的技術引進。2000 年美

國密西根大學發現，有一個簡單的化學物(compound) ，當時還不是一個藥

品，對於洗腎的功能有效，當時因為經費有限，所以只申請使用專利

(indication patent/ obligation patent)，連最基本的簡單化學物都沒有專利的保

護。腎臟病的病人，在日常生活中無法正常排出磷，當磷過多時會跟鈣結

合，甚至沉澱在心血管，造成心血管硬化，可能造成死亡。此藥物的功用就

是要與磷結合隨糞便排出，降低血液中磷酸鹽濃度，降低腎臟病的併發症，

降低死亡率，延長壽命。寶齡富錦公司會買下這個產品是經過執行董事(有豐

富的 FDA 及製藥業經驗)去做評估並覺得可以做，就把它購買下來。該公司

就想從頭開始做，一開始在工廠研發，遇到很多阻力。董事長說： 

「當時想說把它做成一個真正的藥，原料需要自己做，所以就在工廠花

時間做，至少做結構花了接近一兩年多，發現知識、環境與資源都不

足，所以沒辦法自己做。」 

「在台灣基礎的學術技術做得很紮實，唯一不足的地方在於商品化過程

的知識，尤其在專利保護的藥品產品方面的知識過於薄弱。」 

「台灣有很多的技術，人才更是多。但是，現在對公司經營的方向以及

要做什麼才能商品化方面還是很弱的。台灣在商品化跟經營這兩塊是非

常弱的，其實，商品化就是你要做產品開發，不是在做研究的開發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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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商品化的開發。」 

Nephoxil 腎臟新藥專案的開發，是從美國密西根大學許教授得到技轉授

權引進。不過，那只是個技術移轉專案的開端。許教授是一位發明者，仍然

在密西根大學教書，並沒有因此進入該公司。當時礙於經費限制，該專案無

法在密西根大學實驗室的環境下繼續商品化。由於許教授是董事長的高中化

學老師的弟弟，他透過友人與董事長聯繫，雙方洽談的結果，讓此新藥專案

露出成功合作的一絲曙光。2001 年美國密西根大學與寶齡富錦公司簽訂這個

技術移轉的協議。2003 開始由寶齡富錦公司的專案團隊的成員負責，嚴格說

來只有二到三人。 

在內部資源的投入方面，寶齡富錦公司最重要的部份是建立了一個專業

的開發團隊。事實上當初團隊人員相當精簡一共只有三人，由執行長擔任專

案經理，負責整個專案的規劃與資金控管。Nephoxil 專案團隊的核心人員主

要就是由執行長、事業發展部一人、臨床與法規部一人等三位所組成。但這

三位人員屬於負責執行的角色，底下還是會有各自支援的員工，有些是公司

內部人員，有些是外部新雇用的人。寶齡富錦公司開發新藥的策略就是強調

「委外」，希望將資金盡量放在產品而不是人員。董事長說： 

「當初的想法是，如果要自己發展新藥，那會花太多時間，不如借力使

力。第一，台灣方面不需要花太多的資金投入。第二，這是學校沒有要

繼續做的產品。第三，如我們真的能把臨床第二期做出來就能證明它安

全有效，就會引起很多大藥廠的注意，就可以藉由寶齡富錦公司將產品

開發成功作為台灣一個成功的故事。」 

寶齡富錦公司建立的專業團隊，需要處理規劃方案和設備的議題。團隊

成員具備結合價值鏈的能力，也知道需要什麼權的其他事業以及尋找什麼權

的合作夥伴來進行合作。董事長告訴我們： 

「三 P 是專案團隊最重要的核心能力，也就是人才(people)、規劃方案

(program)與設備(place/facility)。培養人才要有實際的規劃方案讓他們去

執行然後學到東西，我覺得我們的團隊，最快學到的是實際動手做的部

分(hands on)，比如說我們的管理是專利的資產組合(patent portfolio)，負

責管理的人並沒有受過專業的訓練，但能透過不斷的實作經驗，去學習

跟成長。」 

「設備是有沒有這個條件讓這個人跟這個規劃方案去處理，比如說我要

不要自己建一個實驗室，還是外包給臨床委外公司。找到對的公司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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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外包，同時也可以讓員工學習。所以，目前比較傾向找外面的專業廠

商合作。有時候你自己建立很多的專業的時候，其實把自己拉的很窄。

太專業，反而只能做某一方面的產品。」 

寶齡富錦公司的 Nephoxil 新藥專案目標是鎖定在全球市場。 

第二階段：臨床前試驗與臨床階段 

寶齡富錦的營運模式主要是建立專業的專案管理制度，而非單純將臨床

試驗「委外」。臨床試驗的進行主要是由寶齡富錦自己來帶領，臨床委外公

司只是該公司聘請的左右手，幫忙專案的執行。臨床委外公司包含執行製造

的布局，大部分在美加地區做。此外，臨床委外公司也執行臨床的布局，除

了在台灣的新光醫院外，其他都是在美國。寶齡富錦公司這個新藥開發專案

當初選擇先在美國執行臨床試驗，主要的考量就是這個新藥專案是台灣衛生

署藥政處不敢核定的，所以就先送美國 FDA 審核，等美國 FDA 通過了試驗

中新藥(IND)的核定之後，再回來台灣做進一步的開發，他們認為這權的程序

是比較適當的。新藥開發的過程是動態的，當初在那樣的情況下最好的模式

是先在美國做產品開發然後再回來台灣做產品開發。 

當初許教授是以醫師身份申請試驗中新藥，為了符合美國藥品食品管理

局的要求，那時候寶齡富錦公司透過美國密西根大學得到藥物授權後，決定

要提升藥品的等級以符合藥用等級。該公司專案負責的人員透過網絡並結合

自己的經驗，尋找與評估各藥廠是否符合製造此種藥的能力。最後，該公司

選擇以「委外」的方式來進行，希望加速新藥開發。寶齡富錦公司不是一開

始就馬上投入藥物品質的改善，而是先透過委外的廠商做專利分析，評估此

藥物是否能擁有專利保護，如果擁有專利保護，那麼就會進一步決定藥物是

藉由何種方式來產製(包括：如採用合成？或純化的方式)。最後，透過專利

分析與初步藥物製的程測試，該公司決定使用合成的方式來製造藥物。此

外，該公司之所以積極委外，也是希望將來在國際市場上各方面都能符合醫

藥業的各種品質規範：實驗室方面優良實驗室操作規範(Good Laboratory 

Practice)；生產製造有關的良好作業規範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GMP)；以及與臨床規範有關的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Good Clinical Practice, 

GCP)。 

寶齡富錦公司的策略考量重點為臨床委外公司都有各自擅長的領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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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臨床委外公司專門做學名藥，有些臨床委外公司專門做臨床的第一期、第

二期或第三期的試驗。寶齡富錦公司會先考量這家臨床委外公司是不是在該

藥物領域有所專長，然後再看看他們有沒有興趣合作，以及他們是否能提供

最好的團隊。目前寶齡富錦在第一期與第二期的臨床試驗執行上主要是由美

國 Global Max 公司負責，在第三期的臨床試驗執行上則由 PRA International

公司負責。寶齡富錦公司其實不完全限定在與 Global Max 公司與 PRA 

International 公司這兩家臨床委外公司合作。例如，臨床前試驗的委外公司有

日本和美國公司，有一些安全性試驗則歐洲的公司做的比較好。寶齡富錦公

司會以預算是否符合、合作夥伴是不是用最好的團隊、是不是在乎該公司的

這個專案等考量，來決定合作夥伴的對象。當時寶齡富錦公司詳細評估了自

身在藥物上的研發能力，並且有效地搭配與臨床委外公司的合作，因此，能

夠成功地執行從密西根大學所授權而來的 Nephoxil 新藥開發專案，在第二期

臨床試驗之後也成功地技術授權出去。 

1. 臨床前試驗階段臨床前試驗階段臨床前試驗階段臨床前試驗階段 

寶齡在此階段的新藥開發仰賴外部資源的引進，在藥物探索與非臨床試

驗上是從美國密西根大學的許教授那邊曲得到授權。接著，許教授開始整理

有關動物試驗的資料，以便 Nephoxil 新藥專案能夠順利進行臨床前試驗，與

下一階段的人體臨床試驗。董事長提到： 

「寶齡富錦公司借助外部合作夥伴的力量，完成化學分析和製程開發。

第一，這些受託的公司都已經通過優良臨床試驗規範，第二，美國法規

對他們審核上有信心，第三，選擇加拿大的原因是因為其品管系統與美

國相同，而且加拿大的科學家比較穩定，選擇加拿大公司也比較省

錢。」 

在外部合作夥伴的引進方面，寶齡富錦公司將 Nephoxil 新藥專案委託給

四家臨床製造公司，進行臨床前試驗階段的藥物生產，包含加拿大的 BRI 公

司、BioVectra 公司、Ropack 公司及美國的 PharmPro 公司。四家委外的臨床

製造公司在開發過程中，分別進行藥物分析、藥物合成、藥物製造及藥物組

裝，並且四家公司不斷地互相合作。寶齡富錦公司負責監督這四家臨床製造

公司。寶齡富錦團隊在專案初期，幾乎是只有團隊成員三人參與。由執行

長、事業開發部專案經理、臨床開發與法規部專案經理共三人，親自監督並

且品質控管這四間北美的臨床製造公司。這四家臨床製造公司在此階段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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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新發現，其成果都是屬於寶齡富錦公司的。 

2. 第一期臨床試驗階段第一期臨床試驗階段第一期臨床試驗階段第一期臨床試驗階段 

寶齡在這個階段的新藥開發上，為先引進外部資源，之後再加以整合運

用。在美國進行的 Nephoxil 新藥專案臨床試驗第一期，是委託美國

GlobalMax 臨床委外公司來協助，當時許教授是用醫師的身分申請，也因為

經費的限制，儘管 Nephoxil 新藥專案在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的核准進行中之

試驗用新藥(IND)的臨床試驗審查中通過，也僅能運用到臨床試驗研究，不能

商品化。後來寶齡富錦公司給予許教授大力的協助，且備妥所有資料，並委

託美國 PRA International 臨床委外公司負責試驗中新藥(IND)的申請，在不斷

的補送資料以及與美國 FDA 溝通下。歷時一年半，終於使試驗中新藥(IND)

申請順利通過，直接進入第二期臨床試驗。 

3. 第二期臨床試驗階段第二期臨床試驗階段第二期臨床試驗階段第二期臨床試驗階段 

當寶齡富錦決定要執行此 Nephoxil 新藥專案後，即開始搜尋與評估合適

的臨床委外公司。有關臨床試驗計畫的設計，寶齡富錦公司的策略是與臨床

委外公司合作開發。該公司內部的人員會與臨床委外公司共同討論臨床試驗

計畫的設計，尤其是因為這個藥物與當地的飲食有很大的關係，因此，在設

計臨床試驗計畫的時候，該公司內部人員必須與當地的臨床委外公司去做溝

通與討論，如何去修改這些細微的東西，但是又不影響統計數據。主要臨床

試驗計畫撰寫，還是交由臨床委外公司裡面的臨床醫師。此專案第二期臨床

試驗的地點是在美國與台灣兩地，所以，該公司必須與當地臨床委外公司合

作來挑選適合與優秀的醫院與醫師。基本上，寶齡富錦公司主要是讓臨床委

外公司來執行這方面的作業。不過，該公司也會因地區的不同而在決策的主

導性上有所不同。例如，在台灣，寶齡富錦公司的主導性就比較強，可以決

定要選那些醫院。反之，如果是在美國的話，該公司在決策(包括策略夥伴與

通路端的選擇)上，就會以臨床委外公司的意見為主。 

在 Nephoxil 第一期到第三期的臨床試驗，美國 Global Max 公司都是被

委託的對象，該公司主要的核心領域是協助生技製藥公司把快要到期的專利

藥產品線之專屬權加以延長。此外，該公司也有執行過類似的腎臟藥品臨床

試驗，對於腎臟病相關之臨床試驗有豐富的經驗，與相關的醫療院所與醫師

有綿密的合作網絡，此外，也因為它位於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附近，還擁有

地理上的優勢，該公司在在第二期臨床試驗的執行上，除了擔任寶齡富錦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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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DA 的窗口之外，也協助尋找及評估合適的美國醫學中心。最後，此

專案的第二期臨床試驗，在美國共有五個醫學中心做為臨床試驗中心，台灣

則是選在新光醫院做為亞洲臨床執行的地點。 

寶齡富錦公司委託美國 PRA International 公司的台灣公司，來進行台灣

臨床實驗的執行與統計的分析。PRA International 公司在亞太臨床服務的經

驗相當多，同時也有團隊能支持台灣的臨床試驗。其團隊擁有幾項優勢，第

一統計能力很強；第二有做過類似的產品；第三在台灣能獨立作業。基於以

上三點，寶齡富錦認為很符合其需求，因此，就選擇 PRA International 台灣

公司，做為台灣區的臨床執行與統計分析團隊。 

第三階段：技術移轉階段 

當初寶齡富錦公司以一億美元的價值，將 Nephoxil 腎臟新藥專案技術授

權給美國 Keryx 藥廠。其實該公司當初也覺技術授權是個很好的處理方式，

因為在未來還有很多空間，若一開始不賣出根本走不下去。而相對於整體研

發投入而言，該公司當時認為一億美元的報酬已經相當高。但令人玩味的

是，美國 Keryx 藥廠將此 Nephoxil 新藥專案加值再包裝之後，再以一百億美

元技術授權給日本菸草公司，取得日本地區的授權。相較之下，美國 Keryx

藥廠是個更懂得獲利的商人，這也是國際大藥廠才有的行銷包裝能力。寶齡

富錦公司也從 Keryx 藥廠授權給日本菸草公司的交易中，獲得某部分比例的

授權金收益。 

由於在第二期臨床試驗結束後就展開技術授權，因此藥品沒有賣斷。寶

齡富錦公司交由技術授權的國際大藥廠，執行第三期的開發臨床試驗。第三

期臨床試驗借重臨床委外公司其當地有能力的團隊公司去研發，他們也有專

門的通路端與策略性合作夥伴。事實上，台灣、美國、日本同步做第三期的

臨床試驗，分別於台灣、美國、日本超過 40 家臨床中心執行。日本廠商幫助

寶齡富錦在日本拿到認證，出售之後也會回饋回台灣。比較不同的是，這種

經銷商必須在當地投入繼續開發，必須靠自己的力量拿到藥證。關於完成新

藥開發與藥品上市，董事長分享： 

「第一，要幫台灣做一個成功的例子，這個產品比較單純。第二，洗腎

病人死亡原因並沒有解決，主要是要幫助他們，價格比較便宜，產品很

快可以進入市場。第三，從市場面來看，目前台灣健保預算排名第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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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洗腎，事實上台灣市場並不小，因為這是國人的病，腎病的成長率

與發生率是亞洲第一的，是亞洲很需要的商品。」 

目前 Nephoxil 腎臟新藥專案的團隊成員有五個人，負責監管、溝通、控

制專案。而也考慮不需要臨床製造的委外公司合作了，想把整個新藥開發流

程搬來台灣，因為已經夠成熟，同時基於成本的考量，因為未來比較大的市

場在亞太地區，若在亞洲有一個生產線來講，物流運籌比較便宜。寶齡富錦

公司委託 PRA International 台灣公司負責台灣臨床試驗執行與數據統計分

析。寶齡富錦公司委託美國 PRA International 公司負責試驗中新藥(IND)申請

與法規部分，並擔任寶齡富錦公司與美國 FDA 的溝通橋樑。 PRA 

International 公司有台灣公司的團隊能支持台灣的臨床試驗，在亞太臨床服務

的經驗相當多。由 PRA International 台灣公司管理在台灣北中南三個醫學中

心執行，分別是台北新光醫院、台中榮總醫院，與全國規模最大的洗腎中心

的高雄長庚醫院。Nephoxil 新藥專案已在 2012 年完成全球第三期臨床試驗。 

寶齡富錦美國授權夥伴 Keryx 藥廠，於 2014 年 9 月通過美國 FDA 新藥

上市許可，美國產品名稱「Zerenex」。依雙方的授權合約條款，寶齡富錦公

司獲得 Keryx 藥廠支付的里程金，於 2014 年 12 月正式銷售後，寶齡富錦公

司獲得美國的銷售權利金。寶齡富錦日本授權夥伴日本菸草公司及其子公司

Torii 藥廠於 2014 年 1 月取得日本新藥上市許可，日本產品名稱為

「Riona」，於 2014 年 5 月正式銷售後，寶齡富錦公司獲得日本的銷售權利

金。2014 年在日本銷售 7 個月的時間，營業額約近台幣四千萬元。2015 年 1

月寶齡富錦公司已授權的 Nephoxil 腎臟新藥取得台灣食藥署(TFDA)的藥證。 

由於寶齡富錦為學名藥廠，故缺乏新藥開發經驗，且僅擁有三億元台幣

的資本額。Nephoxil 腎臟新藥透過策略型「委外」開發模式，歷經 12 年的研

發，研發費用約為 2.9 億元，低於平均的 3 至 10 億元。對於多角化經營藥妝

品的寶齡富錦公司，擁有非常有限的新藥開發的內部資源。引進 Nephoxil 新

藥開發專案，作為寶齡富錦公司的一個新事業，而且是與既有事業部門不同

需要高研發資源的新事業。初期寶齡富錦公司用以從事 Nephoxil 新藥開發事

業的內部團隊成員只有三人，這三人具備非常豐富的新藥開發經驗且擁有豐

沛的北美資源與網絡。寶齡富錦公司 Nephoxil 新藥開發的三位團隊成員，需

透過大量運用外部資源網絡，來進行臨床前期、臨床第一期、臨床第二期的

新藥開發階段。三位團隊成員並能連結國際大藥廠的通路平台，得以在第二

期臨床試驗後，先以高額的價格技術移轉給美國 Keryx 藥廠，而獲取高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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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 

寶齡富錦公司開發出台灣第一個化學新藥 Nephoxil，並成功授權美、日

廠商，因而獲得授權金。藥物法規為屬地主義，寶齡富錦將 Nephoxil 透過技

術授權，藉由其他地區的合作夥伴共研發，故可獲取授權金與銷售里程碑金

之收入。目前，授權夥伴為美國 Keryx 與日本菸草公司子公司 Torri 藥廠，

歐洲的授權部分由美國 Keryx 藥廠處理尚未公開。除了技術授權的授權金與

里程金收入，寶齡富錦擁有 Nephoxil 全球原料供應權利，以及 52 國、29 個

專利權，專利期限至 2024 年。因此，授權廠商仍需向寶齡富錦購買 Nephoxil

的原料，形成雙向授權，擁有兩個獲利來源。寶齡富錦公司以技術授權方式

形成台、美、日之策略合作模式，預估未來全球市場獲利為 12 億美元以上。

若美國市場銷售順利，寶齡於單一美國市場即可望每年收取超過新台幣 10 億

元權利金。寶齡富錦公司僅建立三到五個成員的專案團隊，運用其專案管理

的能力有效地整合與運用外部資源，開發出台灣第一個新藥，並獲得新藥開

發有效的高額報酬，可以說是台灣產業界開放式創新的新典範。 

第四階段：彙整二個個案資料之研究結果 

本研究的第四階段在於彙整二個個案之前三階段的資料，並整合每個個

案公司之企業內外部資源與開放式創新流程與模式，嘗試建立不同開放式創

新類型對創新績效影響的深層結構關係。彙整結果如表 2 與表 3 所示。 

 

表 2：台灣生技公司新藥開發之開放式創新模式比較分析 

新藥專案名稱 
基亞生技公司 

PI-88 抗肝癌新藥 

寶齡富錦公司 

NephoxilTM腎臟新藥 

新藥專案目標 抑制肝癌細胞血管增生。  有效降低血中磷酸鹽的濃度。  

公司成立年份 1999 年  1976 年 

公司經營者背景 具醫學博士，曾任台大醫院

與慈濟醫院主治醫生。 

擔任寶齡富錦公司董事長逾 30

年。 

公司營運範疇 以 PI-88 抗肝癌專案成立之

專注治療肝癌領域的生技公

司。  

多角化經營的學名藥場，包括醫

藥、藥妝、營養保健、醫療器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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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授權引進 澳洲普基藥廠 (2000 年) 美國密西根大學 (2001 年) 

對外技術授權 澳洲普基藥廠 (2007 年) 美國 Keryx 藥廠 (2006 年) 

核心團隊能力 經營者具備深厚醫學背景，具有

醫療專業能力與號召力。 

經營者國內醫療資源人脈雄厚，

能籌組國內一流的醫療團隊。 

專案團隊成員三人都具備深厚的

新藥開發經驗。 

專案團隊三人的產品開發經驗涵

蓋全球專利新藥與學名藥。 

開放式創新模式 公司專注抗肝癌新藥相關領域。 

公司團隊的核心能力為肝癌治療

的相關領域。 

由基亞公司與台大醫院的權威醫

師共同領導臨床試驗的進行。 

由台灣的醫學中心主要執行臨床

試驗。 

公司的核心能力為結合外部資源

開發藥物，不做內部研發。 

由具腎臟藥物開發經驗的美國臨

床委外公司主導臨床試驗。 

由美國的醫學中心主要執行臨床

試驗。 

成功授權給國際藥廠。 

國內合作夥伴 6 家台灣醫學中心、 

1 家台灣臨床委外公司、 

1 家台灣臨床試驗協調運籌公司、 

台大動物實驗中心。 

1 家台灣醫學中心 

國外合作夥伴 澳洲普基藥廠、 

1 家美國臨床委外公司。 

美國密西根大學、 

3 家加拿大臨床製造公司、 

1 家美國臨床製造公司、 

2 家美國臨床委外公司、 

5 家美國醫學中心、 

美國 Keryx 藥廠。 

技術移轉效益 將藥物以十億元賣斷給澳洲普基

藥廠。 

將藥物以一億美元授權給美國

Keryx 藥廠。 

藥品成功上市後收取技術授權里

程金與權利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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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台灣生技公司新藥開發之開放式創新分析流程比較分析 

新藥開發

流程 

開放式創新

流程 

基亞生技公司 

PI-88 抗肝癌新藥 

寶齡富錦公司 

NephoxilTM腎臟新藥 

藥物探索

階段 

知識搜索獲

取 

外部資源： 

澳洲普基藥廠技術引進。 

外部資源： 

美國密西根大學技術引進。 

臨床前試

驗階段 

知識分享轉

移 

知識整合運

用 

內部資源： 

基亞公司研發處。 

外部資源： 

台大動物實驗中心。 

內部資源： 

總經理、事業發展部 1 人、

臨床法規部 1 人。 

外部資源： 

美國密西根大學許教授、 

3 家加拿大臨床製造公司、 

1 家美國臨床製造公司。 

第一期臨

床試驗階

段 

知識分享轉

移 

知識整合運

用 

內部資源： 

總經理、臨床試驗處協理、2

位臨床研究員。 

外部資源： 

台大醫院、 

1 家美國臨床委外公司。 

內部資源： 

總經理、事業發展部 1 人、

臨床法規部 1 人。 

外部資源： 

1 家美國臨床委外公司。 

第二期臨

床試驗階

段 

知識分享轉

移 

知識整合運

用 

內部資源： 

總經理、新藥開發處處長、1 位

專案經理、4 位臨床研究員。 

外部資源： 

6 家台灣醫學中心、 

1 家台灣臨床委外公司、 

1 家美國臨床委外公司。 

內部資源： 

總經理、事業發展部 1 人、

臨床法規部 1 人。 

外部資源： 

5 家美國醫學中心、 

1 家台灣醫學中心、 

2 家美國臨床委外公司。 

技術授權

/賣出 

創新績效 將藥物賣斷給澳洲普基藥廠，

獲利十億元。 

澳洲普基藥廠與基亞公司共同

進行第三期臨床試驗的合作開

發。 

基亞公司不需支付技術授權的

直接費用，只需支付權利金。 

技術授權給美國 Keryx 藥

廠，獲利一億美元。 

美國 Keryx 技術授權給日本

菸草公司，獲得部分權利

金。 

台灣第一個成功開發的新

藥，成功於日本、美國、台

灣上市。 

獲得日本與美國之技術授權

里程金與銷售權利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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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一、理論意涵 

在新藥開發方面，台灣生技公司逐步學習並開始擁有執行臨床前期、第

一期、第二期臨床試驗的資源與能力，而國際大藥廠則進一步擁有執行第三

期大型臨床試驗、申請藥品上市與經營藥品行銷通路等能力。一般來說，生

技公司需要擁有強大的資金、人才與技術。此外，其內外部資源運用和創新

模式的整合，對於新藥開發與技術授權的成功，也都是很關鍵的部分。台灣

的生技公司在新藥開發上，必須同時整合開放式創新模式與運用企業內外部

資源，以達成資源有效運用與整合的綜效，進而獲致競爭優勢。本研究提供

三個理論意涵如下。 

第一，對開放式創新理論的貢獻。本研究呼應 Chesbrough (2003) 的開放

式創新觀點，當企業發展新技術時可以基於特定的商業模式，將企業內外所

有的新創意與資源集成起來創造價值。整合企業內部資源、外部資源與商業

模式，開放式創新將顯著提高整個企業的創新能力與獲利能力。本研究探討

具備豐厚內部資源的基亞生技公司，如何以自身豐厚的內部研發資源與能

力，並結合適當的外部資源，如豐沛的台灣醫學中心、台灣臨床委外公司與

國際大藥廠，使 PI-88 抗肝癌新藥可望成為全球第一個成功開發上市的抗肝

癌新藥。相對的，寶齡富錦公司在 Nephoxil 的腎臟新藥開發上只有三人的專

案團隊，也能在運用大量的外部資源，如北美臨床委外公司、北美臨床製造

公司、美國醫院與國際大藥廠，成功完成了腎臟新藥的臨床前與臨床試驗，

並成功在第二期臨床試驗階段後技術授權給國際大藥廠。本研究呼應

Lichtenthaler & Lichtenthaler (2009) 與 Granstrand et al. (1997) 的觀點，認為

所有創新能力都是動態的能力，企業需要根據內部和外部的環境與資源動態

變化，強化企業外部之資源與內部之資源整合，以產生創新的綜效(Synergy)

與關鍵互補性。本研究基亞生技公司與寶齡富錦公司的新藥開發，正因應此

一開放式創新的概念，有效地將企業內部資源、外部資源進行整合運用以提

升創新與技轉績效。 

第二，對技術移轉理論的貢獻。本研究呼應 Debackere & Veugelers 

(2005)，大學或企業之技術移轉主要偏重在技術及知識的交換。生技產品研

發期程長、投資資本高、產品上市審查嚴格，許多製藥公司在進入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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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時，將技術移轉給專業臨床委外公司從事臨床試驗，降低臨床試驗成本

與加速新藥上市流程。相較於企業透過內部自行研發，技術移轉可加速研發

速度與擴大時間效益。生技醫藥公司透過技術移轉可快速取得對方技術與快

速進入國外市場。本研究分析二個臺灣新藥開發之技轉案例，提供了新藥開

發方面，臺灣生技公司透過技術移轉為國際藥廠進行臨床前試驗與臨床試

驗，再將臨床試驗的結果技術授權或賣給國際藥廠的獲利模式。本研究提供

臺灣生技公司以技轉加速企業之內外部資源的搜索獲取與整合運用，以提升

臺灣生技公司在全球醫藥產業之競爭優勢。本研究呼應 Easterby-Smith et al. 

(2008) 之組織間技術移轉的研究，技術提供者藉由適當的技術移轉管道將技

術移轉至技術接受者，技術接受者則藉由吸收消化與改良創新使公司提升營

運績效。 

第三，對生技公司於新藥開發專案管理的貢獻。生技產業中的新藥研發

工程浩大，從藥品研發到生產上市的時間往往要歷經十年以上的時間，每一

次臨床試驗所須投入資金龐大，這些成本往往是中小企業或新創生技公司或

藥廠所無法長期承擔。技術研發能力較強的中小型生技公司，與量產與行銷

經驗豐富的國際大藥廠策略聯盟或技術移轉出去，可先為公司挹入資金，並

達成雙方公司的最大利益。新藥開發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投入與大量資金的投

入，擁有新藥研發能力的中小型或新創的生技公司，在製藥開發能力或技術

平台上即使有較好的研發能力與臨床試驗能力，中小型的生技公司受限於資

金與資源的限制，需要做好專案管理並與國際大廠合作才得以成功。本研究

呼應 Biedenbach & Muller (2012) 之生技醫藥專案的資產組合管理，選擇對的

專案與有效率的資源管理相當重要。在新藥專案開發期間，生技公司與法規

機構及國際大藥廠有長期的互動，公司努力利用內部與外部的知識與資源，

將創新轉換成重要產品的商品化 (Biedenbach & Muller, 2012)。 

 

二、實務意涵 

由於新藥開發的整個流程的資金投入相當龐大，台灣從事新藥開發的生

技公司，一般無法完成整個新藥開發的流程而至產品上市。但台灣從事新藥

開發的生技公司，確實在全球新藥開發的價值鏈中扮演了一些重要的角色。

在藥物開發階段，只有少數的公司如台醫生技公司採取自行研發，大部分公

司在藥物開發階段從國外大學或藥廠技術授權引進技術。但在進行新藥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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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臨床試驗後，少數能對外授權出去的生技公司才能獲利。台灣生技公司因

不會走完新藥開發的全部流程，唯有將技術對外授權出去才能獲得利潤，這

利潤往往不僅能支持公司繼續營運下去，甚至是獲取原本投入的好幾倍利

潤。本研究提供三個實務意涵，如下： 

第一，本研究提供台灣生技公司，以開放式創新從事新藥開發並成功技

術移轉的參考模式。台灣生技公司的技術來源，大多源自於國外的大學或藥

廠。先從國外大學或藥廠授權引進技術之後，再透過生技公司自身的研發能

力研發，並在執行臨床試驗第二期後授權出去。如基亞生技公司從澳洲普基

公司技術授權引進後，在執行完臨床試驗第二期後將產品賣給澳洲普基公

司，澳洲普基公司後來回來找台灣基亞生技公司共同進行臨床試驗第三期的

合作開發。而寶齡富錦公司則是從美國密西根大學授權引進技術，在執行完

臨床試驗第二期後將產品技術授權給美國 Keryx 藥廠。 

事實上，台灣生技公司目前最缺乏的是行銷能力。若台灣生技公司只有

好的產品，但缺乏適度包裝與行銷的能力，因而找不到合適的買主或產品行

銷的管道，則還是無法獲利。生技公司將技術授權出去獲得利潤，為延續公

司營運的重要資金來源。若台灣生技廠商能以相當高的價格，將其從事新藥

開發臨床試驗第二期後的產品，技術授權或賣給國際製藥公司而獲利，則已

是相當成功的模式。一般只有國際大藥廠有能力完成整個新藥開發的流程，

因完成整個新藥開發流程所需的創新研發與資金投入為相當浩大的工程。台

灣生技公司與藥廠在資金與研發能力的實力，並無可能走完整個新藥開發流

程並上市。台灣生技公司若能在臨床試驗的某個階段後技術授權出去獲利，

售出價格可能為公司成立時所投入的資金的一百倍，這是本研究提供給台灣

從事新藥開發的生技公司，成功獲利的參考模式。 

第二，本研究提供台灣生技公司與國際大藥廠之開放式創新合作模式。

國際大藥廠有能力根據目前醫藥產業的技術趨勢與疾病死因的排行，來進行

新藥的開發。國際大藥廠進行新藥開發時，一般將技術授權給外部中小型生

技公司進行臨床前試驗與臨床試驗開發，以獲得技術移轉金與授權金。常見

台灣生技廠商在藥物開發階段，由知名美國大學或國際大藥廠技術授權引進

技術(License-in)，並在新藥開發的第一期或第二期臨床試驗結束後技術授權

出去(License-out)給知名國際大藥廠，由國際大藥廠進行第三期臨床試驗與產

品上市。台灣生技公司與國際知名廠商合作，一方面顯示台灣生技公司在執

行新藥開發的臨床試驗能力已達相當的水準，另一方面藉由技術授權給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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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藥廠而獲取利潤。 

第三，本研究提供台灣生技公司新藥開發專案之利基市場與全球市場之

布局。生技公司一旦開發新藥並成功技術授權出去，所獲得的技術移轉金與

權利金的報酬都相當可觀。因各公司內部研發能力及資金等的優勢不同，會

採取不同的內外部資源運用策略與市場布局。台灣生技公司目標都是藉由技

術授權出去獲取收益，並開拓合作對象所處的地區市場，甚至是全球市場。

以市場布局來看，基亞生技公司與寶齡富錦公司的新藥開發專案皆為針對地

域性利基市場的疾病，例如基亞公司針對亞洲地區的肝病、寶齡富錦公司針

對亞洲地區的腎病。 

在公司營運的策略布局上，基亞生技公司比較偏重當地市場策略，其合

作的對象多為台灣的醫學中心或台灣的生技廠商。台灣有許多豐沛的醫療資

源與優秀的生醫研發人才，基亞生技公司能夠運用豐沛的內部資源與利基優

勢，結合台灣豐沛的醫學中心資源與生醫研發人才來從事臨床試驗。寶齡富

錦公司則是選擇加拿大和美國的醫學中心與合作廠商。對於全球化和當地化

兩種不同的合作夥伴策略布局，由於國內廠商的價格多半比國外廠商便宜，

成本可能為當地化策略主要考量的原因之一。就藥品未來的市場布局，若選

擇國外的合作廠商打入國際市場就比較容易，例如藥品先取得先進國家的藥

品許可證，進入開發中國家的市場時，當地政府或是消費者的接受度都比較

高。而全球化的布局未必可取得全球的市場，需要有強大的產品優勢才能在

競爭激烈的全球市場中勝出。如寶齡富錦公司 Nephoxil 腎臟新藥，由台美日

三方企業共同合作，成功於全球各主要市場日本、美國、台灣上市。 

 

三、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以分析生技公司從事新藥開發的案例強化開放式創新理論，但亦

需顧及研究不足之處，以下大致將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歸納為三點。第

一，未來的研究可納入更多的案例或納入不同產業類別的案例。本研究最大

研究限制為理論的一般化(Generalization)。因為本研究採用二個個案的質性

研究，故所得到的研究發現，並不適合直接一般化到其他情境中。質性研究

方法是藉由探索性研究，進行長時間的縱斷面歷程分析來進行理論的建構，

以利更全面地提出理論的推導與富有深度見解的貢獻。因此，建議未來的研

究納入更多的案例或納入不同產業類別的案例，使理論的一般化與外推性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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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完整，以供未來學者對此類議題進一步的探討與分析。 

第二，本研究發現不同的開放式創新模式與創新績效的關聯性，應可作

為新藥開發開放式創新研究的未來研究繼續探索的方向。本研究探討二種類

型的新藥開發模式，其一為基亞生技公司，為擁有豐富的內部資源的公司運

用其內部資源與外部資源從事新藥開發；其二為寶齡富錦公司為擁有有限的

內部資源的公司，其專案團隊成員只有三人，運用大量外部資源從事新藥開

發。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參考本研究所採取的開放式創新觀點之研究脈

絡，進行不同類型開放式創新模式個案探討，以累積對開放式創新與創新績

效的知識。 

第三，建議未來的研究納入更豐富的理論視野，來探討台灣生技公司新

藥開發的開放式創新模式與流程。一個網絡中的關鍵人物與關鍵機構都在開

放式創新模式新藥開發之流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建議未來的研究可結合

社會網絡理論和信任關係，來分析這個研究議題。為什麼外部資源的取得主

要來自這些人或這些公司與機構？是因為這些重要資源引進者的個人特質所

帶來的作用？如重要資源引進者具有美國的求學歷程與美國的工作經歷。或

是因為這些重要資源引進者，在網絡中特殊的位置？如重要資源引進者為兩

個不同網絡的連結橋。或是因為這些重要資源引進者，身處機構在整個社會

網絡的位置與聲譽？這些因素是否可降低新藥開發之跨國合作中雙方的信任

與不確定性？未來研究可將開放式創新與社會網絡理論結合，將大大增加對

理論貢獻的潛力。 

 

 

 

陸陸陸陸、、、、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研究提供開放式創新的新典範，台灣生技公司以開放式創新的模式來

從事新藥開發流程。藉由開放式創新的觀點，探討台灣生技公司如何運用企

業的內部資源與企業的外部資源，產生內外部資源上的整合與綜效。本研究

說明二種開放式創新類型的新藥開發模式，第一類為基亞生技公司擁有大量

且豐沛內部資源，運用其強大的內部資源與結合外部資源從事新藥開發。第

二類為寶齡富錦公司擁有較少且非常有限的內部資源，運用非常大量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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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從事新藥開發。本研究說明在新藥開發方面，開放式創新模式有利於企

業內部資源與外部資源的分享移轉與整合運用。 

台灣生技公司與國際大藥廠可達成資源上的互補。本研究說明台灣生技

公司如何透開放式創新的模式，與國際大藥廠在新藥開發上分工合作與利益

共享，台灣生技公司專注於臨床前試驗與臨床試驗的前期，國際大藥廠專注

於臨床試驗的後期與藥品上市。本研究說明藉由開放式創新模式的運用，台

灣生技公司因執行臨床試驗與技術移轉給國際大藥廠而獲利，國際大藥廠因

臨床試驗發包給台灣生技公司而大大降低執行臨床試驗的成本並因藥品成功

上市而大大獲利。台灣生技公司與國際大藥廠、國內外醫學中心、國內外臨

床委外公司，彼此共創互利雙贏的開放式創新之新藥開發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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