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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藥委員會

在2016去年的白皮書中，為了持續改善台灣製藥業整體的環

境，製藥委員會向台灣政府誠心地提出了三項建議如下：

1.	持續建立及強化創新產品的智慧財產權保護，確保獎勵創

新的投資環境。

2.	加速新藥及新適應症之審查及健保給付，確保病患及早使

用創新藥品。

3.	注入更多資源於醫療照護及健保給付系統，以因應未來挑

戰並永續經營。

本委員會肯定政府相關部門在過去一年當中，成功地達成一

系列正面的改革：

1.	藥事法專利連結與資料專屬權相關法規修法條文，已在

2016年6月經立法院一讀通過。

2.	針對3A類四年內之新藥R-zone，2016年2月從3%	提高到5%

措施，鼓勵新藥盡快引進台灣。

3.	政府相關單位定期與產業界代表溝通，包括衛福部、食藥

署與健保署等，有助於意見交換與政策的推行。

但同一時問，製藥委員會認為整體產業依然有許多改善空

間。舉例來說，很遺憾政府尚未建立完整的專利機制，因為專利

連結與資料專屬權法規並沒有完成後續之法律程序。而新藥或新

適應症之審查時程，與食藥署制定目標有顯著之延宕，使著急需

新藥的病患無法及時獲得治療。新藥及新適應症需要的給付審查

時程也徧長、核准率偏低、與持續的給付價格偏低等都是主要問

題。除此之外，根據目前實施的藥費支出目標制，實際藥費支

出明顯大幅高出預算，造成藥價的劇烈調整，所以業界需要更透

明、可預期、且更合理的藥價管理機制，以免嚴重影響病患用藥

的權益。本製藥委員會會員公司在將新藥列入醫院的處方集時，

更面臨到利潤導向造成日益增加的折讓。以上所述之種種阻礙，

一直使得政府致力讓病患能夠盡早接受到創新藥品治療的美意大

打折扣。

因此，製藥委員會於2017年的白皮書中，再次提出三項重要

建議如下，懇切期望政府相關單位能夠一起合作並向前推動改革

計劃：

1.	完成專利連結與資料專屬權的立法程序，以強化對創新產

品的智慧財產權保護，確保獎勵創新的投資環境。

2.	加速新藥及新適應症之審查及健保給付，確保病患及早使

用創新藥品。

3.	維持一個可長可久的醫療制度。

最後，製藥委員會期待獲得政府正面回應，一起創造更良好

的產業環境。希望所有的關鍵利害關係人，包括政府、醫界與藥

界，能夠同心齊力為了病患的福祉而努力。我們提出下列建議以

確保台灣民眾能夠得到創新藥品，以擁有更健康的生活。

建議一: 完成專利連結與資料專屬權的立法程序，以強化對創新

產品的智慧財產權保護，確保獎勵創新的投資環境

營造台灣成為一個鼓勵並獎勵創新的投資環境，對於台灣進

一步參與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至關重要，同時也符合政府鼓

勵台灣本土生物科技公司研發新藥並展望國際市場的政策目標。

為達到此項目標，有賴持續強化智慧財產權的相關保護法規及制

度。製藥委員會感謝政府對達成專利連結與強化資料專屬權所

提出的承諾。藥事法修法條文已在2016年經立法院一讀通過，

但至今仍未有機會進入二讀，遑論共需經過三讀才能完成立法程

序。本委員會籲請衛生福利部將此列為最近會期之優先法案，以

縮小目前台灣現有法規與重要貿易協定間的主要差距:

(1)	尚未建立完整的專利連結機制；以及

(2)	資料專屬權之保護尚未擴及新成分新藥以外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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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藥委員會肯定食品藥物管理署於過去兩年在準備專利連結

與資料專屬權法規制定的跨部會整合及進展，期許在2017年能

完成後續之法律程序、建立完整的配套機制。

建議方案:

1.	建立簡易、明確、永續的專利連結施行細則

(A)	 參考美國作法，登錄專利號碼而非請求項，以避免食

品藥物管理署面臨認定與審核之紛爭。

(B)	 落實專利保護，原開發廠專利到期後才核發學名藥許

可證與核准給付價格。

2.	擴大資料專屬權適用範圍，除了新適應症，也包含新劑型

與新使用途徑；對生物製劑給予12年的資料專屬權保護。

3.	透過行政院與立法院的積極溝通協調，在2017年完成專利

連結與資		料專屬權的立法程序，以強化對創新產品的智慧

財產權保護。

建議二: 加速新藥及新適應症之審查及健保給付，確保病患及早

使用創新藥品

創新藥品的引進及使用乃是促進民眾健康的最重要因素之

一，同時也是政府部門最值得投資的醫療支出項目。從一項

跨國生物製藥投資環境的報告中發現	 (BCI,	 Biopharmaceutical	

Competitiveness	 &	 Investment	 )，製藥投資環境優良的國家(從智

財保護到創新藥物可近性)，其在其他政策領域的經濟發展及競

爭性也較優越。可見製藥產業的投資環境之良窈可做為國家整體

經濟發展的指標。

然而根據近期統計，新藥或新適應症之審查時程相較於過去

三年雖有些微改善，但仍有進步的空間。根據資料顯示，2016

年食品藥物管理署處理新成分及生物製劑新藥查驗登記之天數達

400天，且達成目標值360天的核准比例僅有43.3%。而處理新適

應症查驗登記所需天數190天，然核准比例僅為44.7%。儘管相

較於過去三年其審查天數有些微加速，但仍有相當大的空間可以

同時加快審查時間以及提高核准的比例。製藥委員會擔心此新藥

及新適應症核准時間的延宕若無持續改善將嚴重影響病患用藥的

權益，特別是危及生命的藥品。

此外，新藥或新適應症之健保給付審查時程有顯著之延宕。

二代健保上路後，新的給付審查系統施行四年來，呈現新藥及新

適應症核准率偏低、無預警的審查進度延遲、持續的給付價格偏

低等問題。目前新藥給付審查時程平均429天，明顯較一代健保

時程更長，尤其癌症新藥審查耗時更久，平均長達782天，不但

沒有改善的跡象，而且每況愈下。製藥委員會強烈盼望衛福部/

健保署增加新藥預算金額，如此一來加速新藥引進台灣，以幫助

病患臨床上未被滿足的需求。

建議方案: 

1. 改善並加速新藥和新適應症藥品查驗登記的時程：無論是新

藥或新適應症，都能夠以更有效率的流程和執行方式來加速

審查。期待2017年能夠達成食品藥物管理署所訂下的審查目

標，360天內完成新藥、180天內完成新適應症的審查。同

時製藥委員會也建議將核准比例由現行約40%提高到90%。

另外，委員會建議政府跟製藥業界應積極合作建立新藥審查

流程每個環節步驟的合理時程，除了能夠協助雙方達到各個

階段的時間管控點的目標，也提供所有利益相關人一個透明

監督的平台。我們呼籲食品藥物管理署與醫藥產業業者討論

可能的改善方案並且能夠在雙方的共識下設定審核過程的主

要里程碑，一起達到審查期程。

2. 期許核定之適應症內容能與歐美一致：多數新藥或新適應症

查驗登記案在食品藥物管理署審查中，歐美會相繼核准，

若非特殊亞洲地域性疾病或人種差異考量，直接沿用歐美已

核定之適應症內容應無不妥之處。對於一些食品藥物管理署

核定之適應症被限制縮小範圍，而與歐美核定內容不同的案

子，除了適應症之核准延遲或導致有些病患無法使用，亦

可能對其他亞洲市場產生負面影響。限縮適應症可能使原廠

對於投資臺灣參與臨床試驗及提早於台灣呈送查驗登記的意

願大幅降低，且使病患用藥權益受損。若非特殊人種差異考

量，我們期待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定之適應症能與歐美一致。

3. 增加新藥預算:期程建議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短期) 運用現有結餘款項投注新藥/新適應症納入健保給付

的預算：製藥委員會建議健保署多項節流措施所節餘的經

費，可使用在創新新藥的給付。此部分可增加新藥預算之可

能財源如下:

1)	 每年根據藥費支出目標(DET)所進行之藥價調整結餘款

應優先用於新藥/新適應症擴增給付。如2016年根據藥

費支出目標所調降之藥價金額達57.1億元，應確實挹

注在新藥/新適應症納入健保給付。

2)	 價量協議之廠商回饋金額應用於新藥/新適應症給付。

因新藥或新適應症進入健保給付系統而簽訂之價量協

商，其還款之本質本應屬政府健保藥品支出費用「減

項」，因此，其還款總額應每年定期結算後回歸新藥

預算使用。例如，每年藥品支出平均約新台幣1600

億，2016年價量協議還款總計15億，則政府於2016年

藥品淨支出應為1585億元，而非原聲稱之1600億。此

結餘款項來自新藥或新適應症，因此，理應挹注原新

藥預算之支應。

 (中期) 改變政策思維進行資源重分配：目前的健保從感冒到

重症治療皆在其涵蓋的服務範圍內，然而資源有限，主管機

關應改變思維使其成為保大不保小的保險制度。如指示用藥

退出健保不予給付，或思考推動部分負擔，都可增加新藥預

算之財源。

	 (長期) 量出為入，新藥預算編列應與次年的新藥給付規劃連

動：為使新藥預算編列充足讓所需之病人皆能及時獲得治

療，建議健保署應量出為入，精算隔年可能納入健保之新藥

給付金額，讓新藥預算編列與實際被給付之新藥具實質收支

連動，即不會有因顧慮健保財務衝擊而延遲或拒絕給付之困

境。

4. 通過應用「給付管理合約」，確保台灣患者能夠加速獲得創

新的新藥

	 新藥給付時希望物有所值，衍生必須因應的挑戰是如何適切

地評估新藥所帶來的臨床益處，並同時考量國家整體的負

擔能力。這些挑戰有賴產業界與政府共同合作以找到方法來

管理新藥的引入，以降低對價格、負擔能力、及臨床不確定

性的擔憂。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有效的方法是應用「給付管

理合約」。這是付費者在面對新藥給付時，考量本身負擔能

力及新藥臨床益處後，仍無法順利決定，因此必需就新藥的

特性與新藥供應商做協調，在彼此的協議下所簽訂的給付合

約。因為是本於彼此互信的基礎上所達成的雙邊合約，給付

管理合約是一種保密協定，協議的條款基本上都不應該公開

討論或報告。

	 對許多臨床需求尚未被滿足，疾病治療上有迫切性的病患而

言，他們接受療效更佳的創新藥物治療實有其迫切性，而政

府懸而不決的決策模式會導致病患無法及時接受新藥治療，

因此新藥給付應該要有更多元的模式，以平衡財務衝擊與新

藥臨床價值，並以確保病人能及時接受創新藥物的治療為首

要目標。而「給付管理合約」的應用確實可以解決這樣的困

境，其主要的好處包括以下幾點：1)	能夠降低給付新藥的不

WP_2017.indd   96 2017/5/23   6:30:06 PM



WP
JUNE 2017  •  TAIWAN WHITE PAPER WP 97

2
0

1
7

 台
灣

白
皮

書
產
業
優
先
議
題

確定性、確認新藥的有效性和成本效益;	 2)	讓病患接受創新

療法的治療;	3)	增加決定新藥給付的靈活性;	4)	不同的方案

可以解決不同的需求;	5)	更好地控制預算;	6)	提高成本效益;	

7) 改善決策所面臨的困境。

「給付管理合約」特別適用於在一般給付模式下，例如價量

協議或限制嚴格的給付規範後，仍無法順利納入給付，但又

有高度臨床需求的疾病。台灣政府就解決創新藥物給付的困

境而言，應建立屬於台灣的「給付管理合約」機制。這是一

項緊迫的任務，製藥委員會建議台灣政府應盡速與所有相關

團體合作（新藥供應商，醫療服務提供者，病人）建立屬於

台灣的「給付管理合約」機制並完成相關法令的修訂，以確

保台灣病人可以及早接受創新藥物的治療。

醫療科技日新月異且其對人類最大的貢獻在於健康促進，我

們建議主管機關應以病人為中心思考如何制定跟上科技發展腳步

的解決對策。尤其是突破性的創新藥品，能夠為久候且高治療需

求的病人創造出更好的治療效果，應該建立優先審核程序，以便

加速審查流程及及早納入健保給付。

建議三: 維持一個可長可久的醫療制度

台灣的醫療體系除了需要更多的資源投入，另外也需要一個

穩定透明的藥價管理機制，以期提供病患更完整的醫療服務。製

藥委員會感謝健保署在過去一年當中與製藥產業保持開放的對

話，並回應產業界的建議，在價格調整機制上逐步縮小雙方期待

的差距。我們呼籲台灣政府與業界繼續保持溝通，以開放的心胸

尋求透明、可預期、且更合理的藥價管理機制。以藥費支出目標

制為例，第二階段藥費支出目標試辦計畫已於2016年完成，應

將其正式列入實施細則以達更透明、更公平以及更符合預期性的

目標。就有關基期值之重新訂定、無專利單源性藥物之R-Zone設

定以及過專利期1~5年內調整金額和價量協議所繳回金額是否從

超出目標值扣除，均有待公平合理的解決方法。

改革健保支付制度，降低醫療院所對藥價差利潤的依賴。在

目前的制度下，我們的會員公司在將新藥列入醫院的藥品處方集

(formulary	 listing)時，都面臨到被要求給予日益增加的折讓。此

舉使的有些病人無法使用到需求的新藥，即使該藥已經納入健

保給付。因為醫師只能從醫院的處方集中選擇藥品給病人，所以

對許多醫師而言，如何維護專業自主以選擇對病人最適當的藥品

已經成為一項挑戰。製藥委員會期待衛生福利部與健保署改革現

行給付制度，使得醫療院所逐步降低對藥價差利潤長期以來的依

賴。這將有助於病人取得需要的藥品，也可以維持更穩定的藥品

供應制度。

建議方案:

1. 以病人照護為中心，加速新藥引進醫院。新藥引進台灣的流

程，除了向政府申請藥證及健保給付之外，尚須將新藥列入

各醫療院所的藥品處方集，醫師才能開立處方給病患。從申

請藥證到病人可以使用到新藥，往往已經超過五到六年的時

間。目前醫院進藥時普遍採取品項”一進一出”的潛規則，

意即必須剔除一個現有藥品才能新增一個藥品。這項做法影

響病患用藥的權益，有時候具數種劑量的新藥只能進一至兩

個品項，病人不一定能取得最適合需要的劑量或劑型。製藥

委員會呼籲台灣政府應從法規面介入，引導醫院採取具彈性

的藥品管理政策，提升藥品的可近性並保障病人用藥權益，

建立一個讓醫院管理者、醫師、藥師的用藥考量都以病人為

中心的環境。同時呼籲台灣政府平等對待進口與國產藥品，

同時將兩者納入醫院評鑑之指標。

2. 更合理藥價調整機制。目前藥費支出目標訂定是依據2012年

實際藥費支出作為基期值再乘上總額成長率，此舉未來將造

成藥費支出目標不敷需求而形成大幅藥價調整，建議修正為

以前一年度實際藥費支出作為基期值再乘上總額成長率作為

當年度藥費支出目標訂定依據。此外，每年藥物調整時，過

專利期1~5年之藥品其調整金額和價量協議所繳回金額應從

超出藥費支出目標值扣除，以避免藥品支付價遭重複調整。

本委員會建議基於對智慧財產權的尊重以及病人權益的提

升，應針對不同屬性藥品給予不同R-Zone保護。

1)資料專屬權或在藥物監視期內的產品:	因此期間內不會有

學名藥，如果因為可能顯著的藥價調整導致該品項無法

在台灣上市，將犧牲病人接受新藥治療的可近性，所以

在此期間內之藥物應比照新藥給予15%的R-Zone	保護。

2)單源性藥品:	雖然其主成分已過專利期因未於台灣登記專

利，但是因為市場上僅有其單一來源且沒有學名藥可以

替代。如果這類藥品因為顯著的藥價調整而離開台灣市

場，將會衝擊病人使用該藥品的可近性。製藥委員會建

議應給予12.5%的R-Zone保護。

3)新藥上市4年內無專利藥品但已有學名藥上市者:	因病人

需求引進者應給予10%的R-Zone保護以增進廠商引進意

願並確保病人治療品質。其餘依目前定義之3A品項建議

給予5%的R-Zone保護。

3. 醫療體制的改革。我們建議政府積極進行支付制度的改革，

合理調整醫療服務支付標準，反映實際臨床醫療成本，給予

醫療診察足夠的專業報酬，輔以配套，使醫院有誘因建立適

當的醫護人力，同時讓醫院不需要再透過藥價差的利潤來維

持營運，讓藥品市場更加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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