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亞太生技投資論壇 會議摘要報導 

 

2017 亞太生技投資論壇今年為第四屆舉辦，已在 12/6 於台北 W Hotel 圓滿落幕。本

次論壇包含三大主軸 : 1. 趨勢專題演講與座談 2. 上市/非上市企業發表 3. 企業/創投媒合；共

舉辦 4 場專題演講，2 場座談會及 11 場企業發表，並促成了 24 家企業與創投商務對談媒合共

45 場；成功吸引來自各領域來賓共 568 位；生技領域包括製藥、醫療器材及健康服務領域參

與人數在 200 人以上，包括 70 多家公司製藥企業、20 多家醫材企業、15 家醫療健康服務企業；

金融與創投參與者近 200 人，分別來自 95 家金融投資企業；學研及政府機構參加人數為 50 多

人，共來自 40 個單位；其他產業的代表也將近 100 人參與。 

 
 

568 位來自各領域的與會來賓，以金

融含創投估 34%為最大比例，其次製

藥產業占比為 28%；政府機構如行政

院、經濟部、工研院、中研院、國衛院、

證交所、櫃買中心等估有 8%；其他產

業則包括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

精密工業、農業科技、海洋科技及工業

材料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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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剪影 
致詞貴賓 : 衛服部 

陳時中 部長 

致詞貴賓 : 金管會 

鄭貞茂 副主委 

致詞貴賓 : J.P. Morgan 

錢國維  

亞太區副主席暨台灣區總裁 



 

 

 

2017 年亞太生技投資論壇由鑽石生技投資主

辦，生策會協辦，今年邀請中國醫藥創新促進

會及香港生物科技醫藥創新協會作為支持單

位， J.P. Morgan 也首度來台分享生技產業趨

勢及國際資本運作經驗。 

專題演講及座談邀請台灣、中國大陸、香港及

美國共 29 位貴賓參與。 

  

 

 

 

 

 

 

 

 

 

 

 

 

 

 

 

 

 

 

 

開幕合影 : 左起: J.P. Morgan 亞太區副主席暨台灣區總裁 錢國維，香港生物科技醫藥創新協會 創會會長 盧毓琳， 中國

醫藥創新促進會 執行會長 宋瑞霖，鑽石生技投資 董事長 路孔明，衛服部 部長 陳時中，金管會 副主委 鄭貞茂，鑽石

生技投資 副董事長 李祖德，生策會 執行長 吳明發 

專題演講 : 全球生技資本市場趨勢 

J.P. Morgan 全球健康領域執行董事 John Whittaker 

專題演講 : 亞太地區生技產業趨勢 

J.P. Morgan 亞太區醫療保健投資銀行部 

聯席主管執行董事 吳軍 

座談會一 : 全球觀點看台灣生技產業投資機會 

左起: 鑽石生技投資 副總裁 黃彥臻，J.P. Morgan 亞太區醫療保健投資銀行部 聯席主管執行董事 吳軍， 

科技部 次長 蘇芳慶，鑽石生技投資 副董事長 李祖德，證期局 副局長 張振山， 

Johnson & Johnson 亞太創新中心 資深總監 夏明德，富邦金控創投 總經理 林昀谷 



 

 

上午場座談會<全球觀點看台灣生技產業投資機會>，與談人來自資本市場、投資金控、

國際大藥廠與政府監管單位。由技術、市場、資金、產業環境等各面向討論台灣生技產業投

資機會。座談主持人-鑽石生技投資副董事長 李祖德，拋出台灣應更開放大型壽險基金投入

生物科技投資的議題，證期局副局長 張振山則回應將研擬相關執行面規劃，並藉由上市條件

多元化、鼓勵大型基金投資、加強公司治理藍圖以及積極招商來打造台灣生技產業聚落並吸

引國外企業來台落地。科技部次長 蘇芳慶指出台灣已有 2-300 個新藥在做臨床試驗、未來

與台灣優勢產業結合的 Health IT 、AI medicine、以及 Medtech 的硬體實力，都是機會與

方向；摩根大通 (J.P. Morgan) 亞太區醫療保健投資銀行部聯席主管執行董事吳軍則表示台

灣具備開放型資本市場，有基礎及實力吸引到更多好公司，除 IPO 路徑之外，應加強國際間

的併購與合作；美國強生集團 (Johnson & Johnson) 亞太創新中心總監 夏明德 帶來目前

大陸生技產業 VIC Plus 的商業模式，結合 Venture, IP, CRO 及外在資源，快速增大市場價值； 

富邦金控創投總經理林昀谷表示仍將由金控體系積極投入醫療健康投資。鑽石生技投資副總

裁黃彥臻則分享鑽石生技的國際成功投資案例，與未來的投資方向。 

 

  

 

 

 

 

 

 

 

 

 

 

專題演講 : 台灣生技政策與產業機會 

衛福部食藥署署長 吳秀梅 

專題演講 : 大陸醫藥創新政策改革 

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 執行會長 宋瑞霖 

座談會二 : 兩岸三地生技發展趨勢及合作契機 

左起: 鑽石生技投資 董事長 路孔明，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 執行會長 宋瑞霖，中國工程院 院士 丁健， 

香港生物科技醫藥創新協會 創會會長 盧毓琳，杏輝製藥 董事長 李志文，亞盛醫藥 董事長 楊大俊 

 



 

 

下午場座談會<兩岸三地生技發展趨勢及合作機會>， 集結兩岸三地的代表，由大陸市

場、香港資金、台灣技術與人才，討論合作、進軍國際的策略。座談會主持人-香港生物科技

醫藥創新協會創會主席，盧毓琳指出香港的優點為資金容易進出、資本乾淨及透明、且資本

市場歡迎各國公司到香港掛牌； 鑽石生技投資董事長 路孔明點出了目前台灣市場太小的困

境，就算有 13 個新藥在台上市，但銷售金額不超過一千萬美金，造成醫界、創投難再繼續

支持生技新藥，因此台灣必須要與大型藥廠合作，眼光放在其他 99.6%的國際市場，尤其大

陸生技產業改革速度快，加上香港龐大的資金，應能結合台灣新藥項目，共同開發國際市場；

中國工程院院士丁健則分享了大陸對生技產業創新的鼓勵政策，將研發目標制訂於一般大眾

用得起且國際受矚目的新藥；杏輝製藥董事長 李志文由 17 年前開始在大陸交易新藥項目的

經驗開頭，認為兩岸三地的合作現在是最好的時機；亞聖醫藥董事長 楊大俊說明大陸生技產

業目前正處於歷史上最佳的戰略位置，過去 20 多年在美的生技華人，如今都陸續回到大陸，

有了國際藥廠的營運、研發經驗及關鍵技術的基礎，加上資金、政策、市場的支持，大陸生

技產業生態系將有長期、長遠的創新發展。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執行會長 宋瑞霖點出大陸政

策改革的重點及產業開放的態度，認為兩岸三地能做的不是只有單一項目，而是未來全面性

的合作發展。 

 

    

 

 

 

上市/非上市企業發表共邀請 11家大陸及台灣的新藥及醫材公司來進行企業發表分享最

近研發進展及營運策略。參與企業發表的公司有醣基生醫、亞盛醫藥、合一生技、三鼎生技、

永生生技、原創生醫、逸達生技、聯合骨科、欣耀生醫、貝達藥業 (中國 A 股上市)、亞獅康 

(新加坡來台上櫃)、及綠葉製藥集團 (港股上市)。企業發表場次的聽眾九成以上來自金融業

與創投。媒合場次共促成 45 場商務對談。 

 

企業發表 : 永生生技 

王嘉宗 董事長 

企業發表 : 醣基生醫 

林南宏 執行副總 

企業發表 : 亞獅康 

Carl Firth 創辦人兼執行長 

企業媒合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