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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政府於民國八十四年三月實施全民健康保險以來，由於民眾醫療的需

求，高科技醫療儀器的引進，人口結構老化增加長期醫療照護需求，醫

療費用之增加使得政府的財政日益加重，為了填補健保局的赤字，隨之

而來健保政策不斷的改進、修正，以解決俗稱的藥價黑洞問題；藥價基

準調降政策施行後，使得整個市場利潤下降，然而醫療費用支出仍舊逐



年的攀高，遂合理門診量、總額支付制度陸續上路，因而整個台灣藥品

市場經營面臨極大的考驗。於九十三年四月所公佈實施的醫院自主管

理，更是把整個製藥業所面臨的衝擊推到前所未有的至高點，因此，製

藥業的生態環境、市場結構，客戶、供應商之互動關係將產生極大的改

變。 有鑑於此，本研究以個案公司為研究對象，於此動盪、多變環境及

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研擬出具競爭優勢的經營策略，目的期望能透過對

個案公司的分析，提供跨國製藥廠商在台灣的經營策略之參考。 整個研

究架構大致分為四個階段，首先進行組織內外在分析，以界定存在於外

在環境中的機會與威脅，以及該產業關鍵成功因素，並瞭解個案公司所

具備之優劣勢，然後根據以上分析歸納出該公司所面臨的問題，接著擬

定可行的策略方案，找出該公司的整體策略，以及策略方向，並且在策

略方向之下進行營運策略建議。  

摘要

(英) 

Since the government introduced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in March 1995, 

people’s demand for medical services, the introduction of high-tech medical 

instrument, the increase in demand of the long-term medical care caused by the 

aging demographic structure and the growth of medical treatment expense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government’s mounting financial burdens. In order to balance 

the financial deficit, the health insurance policies thereafter have constantly been 

aimed at improving and making right the so-called medicine black hole issue.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duction of the medicine price standards, the 

entire market has witnessed the fall in profits while the medical treatment expenses 

have increased on annual basis. The later introduction of the rational quantity of 

outpatient services and the total amount payment system poses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management of Taiwan’s overall medicine market. Moreover, the hospital 

self-management promulgated and implemented in April 2004 has brought about 

the greatest impacts to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Due to this,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market structure and interactions with customer as well as suppliers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will see huge change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individual company as research subject in view of formulating 

management strategies of competitive edge in this versatile and ever-changing 

environment featured with fierce competition. The research objective is intended to 

provide multi-national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with references for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 Taiwan through the analyses conducted on individual cases. The 

research structure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hases. First i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analysis on organizations so as to establish the external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as 

well as the key elements of success in the particular industry. By way of this,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individual company can be ascertained. Problems 

faced by the company are then identified by way of the above analyses, which is 

followed by the formulation of feasible strategies. Once the overall strategies and 

strategic directions of the company are in place, recommendations of operation 

strategies are made under the strategic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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