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8 月 05 日  第 1575 次例會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鳴鐘開會。 

 聯誼呂仁團 Kenny： 

歡迎主講者西德化學藥品股份有限公司總

經理元立昇先生(板橋南區社社友 Alex)、嘉

寶產後護理之家執行長魏汗青先生、板橋東

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張以柔、秘書周忠

志、許紫萱、張祐禎、童建銘、曾慶華、謝

瑋倫、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歡唱自選曲「感謝你的愛」、「我是男子漢」。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張以柔致詞： 

本次回母社是要提供扶青團八月份活動月

報、七月份收支報表給各位 Uncle，請各位

Uncle 多多指教。 

 秘書江基清 P.P.AL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召開八月份理事會，敬請全

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下週六，八月十二日(星期六)中午例

會，例會地點改至：都匯中心(新北市

板橋區中山路二段 443 巷 77 號 14 樓)。 

 社友吳晉福 Dental 介紹主講者： 

姓名：元立昇先生 

學歷：世新大學企研所碩士、文化大學國企 

系、世新大學公共傳播系 

曾任：友華生技醫藥(股)公司業務經理、永 

和生有限公司負責人、台北市西藥代 

理商業同業公會常務理事、中華民國 

藥發展協會理事暨健保政策委員會 

副主委、台北市西藥經管會會長 

現任：西德有機化學藥品(股)公司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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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應該〝藥〞知道的事 

 

 

 

 

 

 

 

 

 

 

西德有機化學藥品(股)公司總經理 元立昇先生 

藥的起源與演進  

德國人施圖拉從植物罌粟中分離和提煉了嗎

啡，標誌著現代藥物的產生定性定量   

藥品的（法律）定義  

WHO：凡是能夠預防、減輕或消除病狀之發作，

以恢復正常生理機能或增強體內某種機能，或用

以協助病狀之診斷之物質。  

中國藥品管理法第一百零二條關於藥品的定

義：是指用於預防、治療、診斷人的疾病，有目

的地調節人的生理機能並規定有適應症或者功

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質  

我國藥事法第六條：本法所稱藥品，係指左列

各款之一之原料藥及製劑：  

1.載於中華藥典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之

其他各國藥典、公定之國家處方集，或各該補充

典籍之藥品。  

2.未載於前款，但使用於診斷、治療、減輕或預

防人類疾病之藥品。  

3.其他足以影響人類身體結構及生理機能之藥

品。  

4.用以配製前三款所列之藥品。  

藥 = 毒！？ 會不會用，真的差很大！ 

（ex. 肉毒桿菌、砒霜 vs 止痛藥.....）  

〝藥〞怎麼吃才對？  

注意藥品的名稱、藥袋或仿單警語及有效期限等

標示留意服藥後身體的是否發生異常反應、副作

用等，並立即告知處方醫師或藥師。  

千萬要聽從醫師、藥師的指示按時、按量服

藥，切勿自行停藥或增加藥量。 

千萬不要購買與服用來路不明的「藥」。  

千萬不要用茶、咖啡、果汁、牛奶、酒等來服

藥，最好用溫開水來服藥。 

學名藥是什麼？  

依據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定義，學名藥係指與國內已核准之藥品具同

成分、同劑型、同劑量、同療效之製劑。意謂學

名藥與原廠藥具有相同之有效成分、劑型、劑量

及療效 (ADME 生體相等性 BA/BE)。 

健保對醫療的衝擊-制度的錯誤  

錯誤模式--保險變福利  

福利-多多益善→資源耗盡 

保險-量入為出→永續經營 

健保 20 年，醫療支出增 3500 億 

藥價黑洞”愈補愈大洞！ 

◎產業 SWOT 分析 

Strength 優勢  

1.醫療服務品質高。  

2.產業較不受景氣影響。  

3.新藥附加價值高，回收期長。  

4.實施 PIC/S GMP 後製藥品質提升。  

Weakness 劣勢 

1.上中下游產業欠缺整合。  

2.廠商規模小，研發創新能力不足，欠缺 新藥

開發能力。 

3.國產藥品少量多樣，設備利用率低，難以達到

經濟規模，單位成本高。  

4.廠商家數多，產品同質性高，價格競爭，毛利

率偏低。  

5.實施 PIC/S GMP 後成本提高。 

6.廠商對國際市場資訊與醫藥法規掌握能力不

足。  



7.藥品國際貿易及行銷人才不足。  

Opportunity 機會 

1.政府對生技新藥產業的支持。  

2.人口高齡化，市場潛力大。  

3.全球學名藥需求提升。  

4.藥品委外代工之趨勢日增。  

Threat 威脅 

1.台灣市場規模小。  

2.健保藥價給付低不利市場成長。  

3.健保藥價調降不利於學名藥市場。  

4.病人習慣到大醫院就醫，國產學名藥市占率

低。  

5.加入WTO後藥品免關稅，進口藥品市占率提高。  

6.藥政法規有利於外商；加入 PIC/S 後，外國藥

品更容易進入我國市場。  

7.醫師偏好使用原廠藥品。  

8.先進國家專利技術保護周密。  

台灣藥廠該何去何從？ 

1.關廠歇業、轉手。（從 GMP、cGMP 到 PIC/s GMP）  

2.轉型生產保健食品、醫美保養品、人用清潔品

等。 

3.外銷（東南亞、中南美）。  

4.取得國際認證（FDA、厚生勞働省...）爭取國

際代工機會或開發歐美日等學名藥外銷市場。  

5.第二類新藥開發（新劑型 ex.長效緩釋、新複

方、新適應症等）。  

6.大分子生物相似藥的開（Biosimilar）。  

7.新成分新藥開發，階段性授權金、權利金收入。  

開發新藥是機會？風險？  

技術與法規門檻高。 

產品市場大、週期長、獲利高。  

平均藥物開發成功率約萬分之一。  

開發時間平均 18~25 年。  

平均研發經費 12~15 億美元。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有事先離席，委由副

社長洪敏捷 P.P.ENT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

贈元總經理小社旗、紀念品，感謝其精彩

演說。 

 糾察 P.P.Cathay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入。 

 副社長洪敏捷 P.P.ENT 鳴鐘閉會。 

八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8月 5日(星期六)14:3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羅致政 

四、記錄：江基清 

五、出席：江基清、徐明偉、程文金、洪敏捷 

           李水日、劉炳宏、黃伯堯、張正鳴 

陳嘉偉、羅致政、林振哲、李榮鏗 

劉炳華、黃文龍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七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九月份行事曆 

        09/02 第 1579 次例會，「淺談台灣觀光 

飯店產業」美商仙妮蕾德集團董事長特 

別助理廖杰森先生。 

        09/09 第 1580 次例會，「常見運動傷害」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院長鄭舜平先生。 

        09/16 第 1581 次例會，「大稻埕國際藝 

術節」大稻埕國際藝術節發起人周奕成 

先生。 

        09/23 第 1582 次例會，為「慶祝中秋節 

晚會暨爐邊會暨頒發金榜題名」故延至 

九月二十四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 

分假板橋凱撒飯店一樓舉行。 

        09/30 第 1583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社區服務- 

第四屆自殺防治宣導音樂晚會 
時間：9月 6日(星期三)18:30-21:00 

地點：新北市政府多功能集會堂 



本週節目 

八月十二日 

第 1576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陳嘉偉 Junior 

主  講  者：律師 柯宗賢先生 

講      題：怎樣叫做姦?妨害性自主罪簡介 

【例會地點】：都匯中心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443巷 77號 14樓) 

 

下週節目 

八月十九日 

第 1577 次例會 

【板橋扶輪社蒞臨訪問】 

節目介紹人：張富逸 P.P.Eric 

主  講  者：前國科會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局長 顏宗明先生 

講      題：淺談科學園區對地方經濟發展的 

貢獻 

 

敬祝 生日快樂! 

張富逸前社長夫人(69.08.15) 

 

第 31 屆內輪會 

時  間：8月 15 日(星期二)中午 12:00 

地  點：板橋凱撒飯店 1樓宴會樓 1廳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8號) 

邀請人：陳亮吟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6年 08月 05日   第 1575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28 名 

缺席人數：                       6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11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88%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rchi、Leo、Taylor、Tetsu、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6月 08月 05日   第 1575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206,000
AL 1,000 Masa 1,000
Bright 2,000 Master 2,000
Cathay 1,000 Obama 1,000
Dental 3,000 Otoko 1,000
ENT 1,000 Polo 1,000
Eric 1,000 Roberta 1,000
George 2,000 Shige 1,000
Hero 2,000 Sky 2,000
James 1,000 Smile 1,000
Jason 1,000 Stock 3,000
Justice 1,000 Sun-Rise 1,000
Kenny 1,000 Tea 3,000
Land 1,000 Wood 1,000
Life 1,000 元立昇 3,000
小計：     $41,000 總計：     $247,000

 
扶青團 承上期：   $24,000
George 2,000 Master 1,000
小計：      $3,000 總計：      $27,0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93,900

AL 7,700 Sun-Rise 5,200

Obama 5,200 Tiger 5,200

小計：      $23,300 總計：     $217,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