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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工作 

  
做決定的能力，會大大

影響工作的成效，因此

一進入職場，你就得練

出分辨事情輕重緩急的

功力。 

 

 生物科技業

基因密碼＝財富密碼 

生物科技新回合大戰生物科技新回合大戰生物科技新回合大戰生物科技新回合大戰，，，，開打開打開打開打！！！！

▲生物科技就像天方夜譚的寶藏，

解開基因密碼就等於找到打開寶藏

大門的鑰匙(照片提供：生技時代)

2000年人類基因圖譜初步完成後，基因研究縮短

疾病與醫療之間的距離，也決定產業獲利的速

度。戰場就在基因，生技就是武器，且看生物科

技如何改寫全球競爭態勢。

撰文 / 張志誠

       對生物科技產業來說，2003年是非常值得紀念的一年，因為今年

剛好是1953年華生（James D. Watson）與克里克（Francis H. C. Crick）

證明，人類去氧核糖核酸（DNA）為雙股螺旋，此一重大發現的50週

年紀念，同時也是柯恩（Dr. Stanley N. Cohen）與伯雅（Herber Boyer）

在1973年透過6項實驗，完成基因工程技術的30週年紀念；若再加上

1985年問世的聚合酵素連鎖反應（PCR），就構成現代生物科技的三大

支柱。 

  經過半個世紀無數科學家投入生物科技的研究，上個世紀最後10

年啟動的人類基因圖譜計畫，在2000年6月正式宣布初步完成，由美英

共同發表30億個鹼基的鑑定結果而達到顛峰。不過故事並未就此結

束，因為人類23對染色體、30億個DNA內包含的3、4萬個人類基因，

對生物科技的研究人員來說，要解開這些基因體的秘密，是另一個艱

鉅挑戰的開始。但不容否認的，人類基因定序的完成，的確開啟了生

命科學的新時代。 

啟動第三次產業革命 

  當解開基因之謎與治療疾病畫上等號之後，全世界掀起了一股生

物科技研發與投資生技產業的狂熱，不僅各國政府投入大筆預算，同

時也制定各種投資獎勵條例。生物科技的應用範圍非常廣泛，除了醫

藥之外，包括醫學檢驗、生技服務、農業、食品、畜牧、環保等，都

是生物科技著墨之處，衍生的商機無窮。根據Earnst & Young年度全球

生技產業報告顯示，2002年全球生物科技上市公司的總營業額為414億

美元，平均年成長率為11％，商機極為龐大。 

  「生物科技並不是20世紀才有的技術！」國科會生物發展處處長

魏耀揮說，像是釀酒或是發酵方式來烘培麵包，就是生物科技的一

種。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開始利用顯微鏡來觀察微生物，並利用微

生物來幫助人類製造各種食品，現在更深入一層，進步到細胞組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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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使得生物科技各種應用大放異彩，成為繼工業革命和資訊科技

革命後的第三次革命。 

生物科技發燒點1－生技製藥 

  當人類基因體計畫在2000年階段性完成之後，當年全球投入生技

產業的資金，創下314億美元的巔峰紀錄。然而隨著全球景氣的衰退，

在接下來的兩年中，生技產業陷入一片泥淖。儘管如此，在2002年美

國那斯達克生技類股指數跌到歷史低點時，仍有不少創投業者和對生

技產業有著高度期望的人摩拳擦掌，準備投入第二回合的競賽。 

  根據Earnst & Young年度全球生技產業報告，以及Burrill & Company 

2003年生技產業回顧與展望報告，生技產業已經走出過去3年的低潮。

「讓投資者對生技產業重新燃起信心，最重要的還是生技製藥，」一

位生技製藥業者這麼說。 

  舉例來說，美國老牌的生技製藥公司Genetech，今年5月底宣布新

研發的結腸癌新藥Avastin，在臨床三期實驗時和化療一起使用，能有

效延長病患5個月的壽命，消息傳來，Genetech當天股價立刻暴漲

45％。美國商業週刊預估Avastin新藥每年將能夠為Genetech帶進10億美

元的營收，以專利期限20年來計算，Genetech由於Avastin的研發成功，

將可創造出200億美元的獲利。 

新藥研發標的激增 

  由於生技製藥這塊市場大餅實在太誘人，因此不僅新興的生技公

司，就連許多藥品專利權即將到期的傳統製藥大廠，為了保有市場占

有率，也紛紛投入生技製藥的研發。Burrill & Company執行長伯瑞爾

（Steven Burrill）預估，由於新藥物技術的突破，個人化的醫藥及癌症

用藥，將成為全球生技製藥的市場主流。 

  德盛全球生技大壩基金經理人傅子平認為，自從2000年基因圖譜

公布後，過去難以根治的疾病出現一線曙光，他也預期新藥研發標的

將從420種激增至9,600種。目前就有369種生技藥物正在臨床實驗階

段，其中癌症及愛滋病用藥分別占40％及13％，可見未來生技製藥具

有強大的爆發力。 

生物科技發燒點2－生物資訊 

  談到生物科技的發展，就不能不提到20世紀的最後10年，由美國

國家衛生院（NIH）及英國衛爾康基金會（Wellcome Trust）所主導的

人類基因體計畫（Human Genome Project）。原本預定在2005年完成30

億個DNA的序列解讀工作，結果半路卻殺出由美國科學家凡特（Craig 

Venter）在1998年成立的賽雷拉公司（Celera Genomics）出面競爭，兩

雄相爭讓人體基因草圖初稿在2000年6月完成，比預定時間表整整提早

5年。 

  在1987年首創「Bioinformatics」（生物資訊學）一詞，引導全球生

技專家從事資訊與人類基因圖譜跨領域整合研究，被尊稱為「世界生

物資訊之父」的林華安博士指出，生物資訊可說是基因研究的基礎。

其特色是藉助資訊科技，來蒐集、整理與分析基因資料庫，「如果沒

有電腦設備的話，恐怕還看不到人類基因體計畫完成的一天！」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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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資訊的工程師這麼說。 

  這是因為，人類基因體計畫的任務，是要對大量的人類染色體

DNA進行定序，由於在短短幾年內，產生大量的生物序列資料，好在

有電腦設備以及分析生物序列的生物運算法與應用軟體，才能加快基

因定序的速度。 

打開生命之書的鑰匙 

  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產業技術資訊服務推廣計畫管理師朱兆文說，

科學家們經常形容基因定序的完成，就像是找到一把能夠打開生命之

書的鑰匙，然而打開書後才發現完全看不懂天書的內容。唯有解開基

因、蛋白質與疾病間的關係，才能利用這些生物資訊，開發出各種新

產品，因此也造就了生物資訊產業的興起。 

  「生物資訊學將是21世紀生命科學領域最有力的工具，」台灣工

業銀行研究所課長鄭清棋說，在人類基因體計畫初步完成後的幾年

內，生物資訊依舊是推動生技產業的動力來源，因為許多的基因與蛋

白質功能研究，都需要生物資訊的協助。不過生物資訊產業的獲利模

式，卻隨著賽雷拉由生物資訊公司轉型到生技製藥，而使得生物資訊

業原本設想的獲利模式蒙上一層陰影，這也是相關業者必須嚴肅面對

的問題。 

生物科技發燒點3－生物晶片 

  人類在19世紀末發明內燃機之後，一直要等到亨利福特發展出汽

車生產線，大量生產福特T型車之後，才正式引爆汽車工業的革命。而

生物晶片具有同時大量檢測、快速分析、而且準確度高的特性，同樣

也打破過去研究人員只能利用試管進行實驗，耗費數十年的光陰，只

能研究單一基因的研究模式。 

  「生物晶片有三個最明顯的優點，第一是降低成本，第二是速度

加快，第三是資訊完整，」曾任工研院生物晶片計畫負責人，目前是

華聯生技公司總經理的邱創汎說。隨著基因與疾病之間的關聯，出現

愈來愈多資訊，透過生物晶片來篩檢特定的基因，也就成為最常用的

工具。 

基因晶片居於主流 

  生物晶片是個概稱，可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包含基因晶片、蛋

白質晶片，及其他生物感測功能在內的「感測晶片」，最主要是在晶

片中儲存許多資訊，用以進行檢測的微陣列晶片（microarray chip）；

另一種則是包含檢體前處理晶片與實驗室晶片的「處理晶片」，這是

一種可以自動進行樣品前處理的微流體晶片（microfluidic chip）。 

  在市場方面，目前各研究機構普遍傾向審慎樂觀。根據開發工銀

的研究報告，生物晶片的全球產值將由2001年的10.3億美元成長至2004

年的33億美元，年成長率超過200％。而Business Communication公司的

調查則顯示，微陣列晶片占了生物晶片總體市場的8成，其中基因晶片

仍將是生物晶片的主流，未來5年的年複合成長率（CAGR）高達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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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高昂阻礙普及化 

  不過生物晶片距離普及化，可能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微晶生

物科技公司總經理曾驥孟認為，不像資訊產業已經達到規格標準化，

生物晶片通常都是訂製，無法像DRAM一樣大量生產，因此成本一直

降不下來，一片還是要100～150美元，這對許多小型生技公司來說，

是一筆很大的負擔，因此生物晶片大多僅供生技公司做為內部實驗篩

選用，無法打開臨床實驗市場，這也阻礙了生物晶片的市場發展。曾

驥孟笑著說，在生物晶片公司還無法獲利之際，倒是生物晶片製造設

備的公司先撈了一票。 

生物科技發燒點4－現代中草藥 

  在過去，中草藥由於成分複雜，療效也很難量化，因此一直無法

被西方醫學界所接受，始終被視為「民俗療法」或「另類療法」的一

支。直到海峽兩岸不斷努力推動中草藥的科學化，以西方醫學界所能

接受的實驗數據，來證明中草藥的功效，現在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也開始承認由中草藥所萃取的藥物了。 

傳統複方中藥難打進歐美 

  「過去消費者習慣將免去煎藥麻煩的濃縮中藥稱為『科學中

藥』，其實濃縮中藥只是現代中草藥的其中一項而已，」勝昌製藥公

司技術部副總經理李威著博士說。中藥幾乎都是多種藥材混合的複方

藥，而西醫則是以單一成分為主的單方藥，即使西方醫學界或製藥廠

投入中草藥研究開發，也還是以單方藥劑為主。 

  這是東西方醫藥界不同的治療哲學所導致的結果，也因此在市面

上儘管可以看到許多歐美藥廠所生產的，由銀杏或紫杉醇所萃取的藥

品，卻鮮少在歐美市場的貨架上，看到「六味地黃丸」等傳統複方中

藥。 

FDA新規範帶來曙光 

  不過隨著中草藥逐漸被西醫界接受，傳統複方中草藥將有機會打

入國際市場。李威著說，美國FDA於2000年公布的「植物性藥品規範

草案」，就是中草藥打入全球市場的一大契機。 

  有鑑於傳統中草藥的人體試驗歷史悠久，有些藥方已有千百年的

使用經驗，在安全性方面的疑慮較小，因此FDA這項規範草案規定，

開發植物性新藥時，可跳過臨床前的安全評估和臨床第一期試驗，直

接申請進入二、三期臨床有效性試驗。若經試驗證明有確切療效，再

視情況補充臨床前試驗，即可申請新藥上市許可。 

  究竟中草藥的市場有多大呢？德國知名植物與草藥研究機構

PhytoPharm Consulting的研究報告顯示，2002年包含食品與藥品在內，

全球中草藥市場高達230億美元，其中銀杏萃取物就有20億美元，抗乳

癌的紫杉醇萃取物也有13億美元的規模，而且每年還以10％的速度成

長。 

  「台灣發展中草藥絕對有市場利基！」國科會生物科學發展處處

長魏耀揮說，雖然經濟部的中草藥產業技術發展5年計畫，準備要投入

50億元來推動國內新興中草藥產業及傳統中藥產業轉型。不過魏耀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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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台灣中藥業者還是要自力自強，提高草藥原料的品質穩定性，

並培養國際行銷人才，或是與國際公司合作，才有站上國際舞台的機

會。 

生物科技發燒點5－農業生技 

  談起農業，總是給人傳統、落伍、無利可圖的印象，不過在眾多

農漁牧產品中，花卉產業卻是最有機會成為高附加價值、高利潤的產

業。提到荷蘭，最常聯想到的就是鬱金香，荷蘭以農立國，一直到現

在，地小人稠的荷蘭，卻能將鬱金香的品種培育推到極致，並且以強

大的國際行銷實力和完整的運籌通路，將鬱金香推廣到全世界，為荷

蘭賺進大筆外匯。 

  不過別以為歐洲人只懂鬱金香，現在包括德國、荷蘭等歐洲國

家，已經將花卉品種的培育目標，鎖定台灣的花卉強項——蝴蝶蘭。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教授陳加忠，回憶他在兩年

前到德國及荷蘭進行學術訪問時，發現漢諾威大學的園藝系和農工

系，已經開始進行蝴蝶蘭的栽培與培苗生產研究；而在漢諾威街道兩

側的住家，蝴蝶蘭也逐漸取代其他花卉，成為窗台的主要盆景。在荷

蘭的國際花展（International Flower Shower）與設施設備展（NTV 

Show）中，更到處可見蘭花的蹤跡，顯見歐洲的園藝界，已經將焦點

轉移到蘭花培育。 

列入國家重點發展計畫 

  蘭花千變萬化的優美花型，以及開花期長的優點，逐漸受到西方

國家的喜愛。台灣過去在蘭花的栽培與品種開發上，累積了豐富的經

驗。看準台灣在蘭花栽培與育種的優勢，農委會已將花卉產業列為未

來6年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內，其中又以蘭花為重點發展項目，預期至

2007年，台灣花卉產業年產值可望超越200億元。 

  目前國內包括台糖公司、台灣花卉生技公司、金車生物科技中

心，都積極利用生物技術發展花卉產業，以基本生物技術進行組織培

養、病毒檢定、保鮮劑開發，或以基因工程改變花色、控制開花時

間、增加抗病蟲害能力。 

  「雖然透過生物技術來改良蘭花，是台灣極有潛力的農業生技目

標，不過蘭花的品種栽培，卻是需要極大耐心的產業，」金車生物科

技中心研究室課長林耀川說。蘭花的品種改良，除了在顏色、香氣、

花型、開花時間等外觀下功夫之外，透過分子生物技術培育出比上一

代更能抵抗病蟲害、減少化學農藥使用、以及更能適應不同天候的品

種，也是花卉產業積極引進生物技術的著眼點。 

  林耀川說，從前蘭花栽培不易，有些品種甚至叫價上百萬。不過

20多年來，藉助各種栽培轉殖技術，蘭花已經逐漸普及，近年拜分子

生物技術之賜，更使研究人員可修改蝴蝶蘭的基因組成，如今不但一

年四季都能買到價廉物美的蝴蝶蘭，也讓台灣獨有的蝴蝶蘭漂洋過

海，以優雅的姿態成為西方家庭的新寵。 

全球生技產業再現活力 

  如果參加去年在多倫多舉辦的全球生技產業組織年會（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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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一定對會場瀰漫的悲觀氣氛印象深刻，在恐怖攻擊、美伊戰

爭、全球熊市的陰霾下，「整個年會就像是一場生物科技的葬禮似

的，」一位參加BIO 2002的投信業者這麼形容。 

  今年在美國首府華盛頓特區舉辦的BIO 2003，一掃去年的陰霾，

那斯達克生技製藥股指數，今年上半年大漲將近35％，而美國食品藥

物管理局在麥克連博士（Dr. Mark McClellan）接任之後，讓新藥審議

政策更加明確，也使得生技產業再度找到展現活力的舞台。 

  隨著電子資訊、網路、通訊等產業邁入成熟階段，在投資者的眼

中，生物科技成為新的淘金希望所寄。目前全球生技製藥市場規模約

200億美元，預期2005年將增加到300億美元。由於目前有超過100種利

用蛋白質技術研發的新藥品，已經進入臨床實驗第二期與第三期的最

後階段，其中至少有40種產品將在2005年前上市銷售，一旦這些利用

生物科技研製的新藥上市後，廠商的利潤將非常驚人。 

台灣生技業者炒短線？ 

  台灣小國寡民，卻在全球半導體產業中，創造不凡佳績；同樣

地，在21世紀的生物科技競賽中，台灣也不應該缺席。「生物科技的

產業結構複雜、分工細密、研發時間長、相對風險高，但成功後的利

潤也高，台灣投入生技產業，一定要有破釜沉舟的心理準備，」工研

院副院長李鍾熙說。 

  由生技中心前執行長、現任清大生物科技研究所教授張子文，所

主導開發的抗氣喘及過敏新藥Xolair，已經完成臨床實驗，並在今年5

月通過美國FDA專家委員會的審查，預計新藥品上市後，每年可創造7

～8億美元的收益。不過新藥風光上市的背後，卻是長達15年的漫長艱

辛研究。「只見歡笑收割，未見揮汗播種，是台灣發展生物科技的盲

點所在，」魏耀揮憂心忡忡地說。 

  魏耀輝表示，未來生物科技以基因為基礎，誰能解開哪個基因之

謎，就等於握有打開藏寶箱的鑰匙。但是台灣生技公司背負投資回收

的壓力，往往無法將大量資金與人才投資在基礎研究計畫上，而是轉

向製造或代工，長此以往，對台灣生技產業的發展將是極大的傷害。 

  另外在市場方面，雖然世界各國都加入了WTO，卻設立許多非關

稅障礙，來保護國內市場，台灣生技公司要能通過輸入國的輸入許可

才算數。而且在生技研發上，處處都是專利地雷，但台灣熟悉智慧財

產權和專利制度的生技法規人才，卻是嚴重不足。 

生技園區氾濫成災 

  台灣投入生物科技的資源，不僅無法和歐美國家相提並論，更令

人憂心的是，資源未能有效整合，「只要看看最近冒出多少個生技園

區的案子，就知道問題的嚴重性！」魏耀揮含蓄地說。台灣獨特的選

票文化，從中央到地方都紛紛搶設園區，拼施政績效，光是中央政府

規劃的，就有南港軟體園區生技館等6個生技園區；而經濟部工業局開

發或管轄的，則有五股等4個工業區規劃了生技醫藥專區；另外在地方

政府方面，包括台南縣等5個縣市也規劃了生技園區。如果再加上民間

計畫籌設的生技園區，總數更為可觀。這麼多生技園區散落在台灣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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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勢必在功能與資源上造成重疊性的浪費。 

  魏耀揮認為，各生技園區必須有自己的特色，才能存活下來，唯

有發揮在地的資源優勢，例如南部以農業生技為主，北部朝生技研

發、製藥發展，中部強化花卉育種栽培的特色，各司其職，以合作代

替競爭，才會有機會走出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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