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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新冠COVID-19疫情演變
與國家治理



科學在新冠COVID-19疫情的侷限與重要性

面對新興疫情，科學界的認知永遠是全新的且資訊有限，而必須在疫情爆發

後三至六個月才逐漸瞭解致病原COVID-19及其傳染特性，包括感染途徑、

重症及死亡比率。新冠疫情是全球(pandemics )的百年大疫, 感染數

(近 2億6000萬), 重症, 及死亡( 近550萬 ) 已不下於1918年西班牙流感。

過去兩年我們學到什麼 ( 總體經濟的三個面向 ) ? :

1. 西方國家誤判疫情，致醫療崩潰，死傷慘重，進行鎖國 , 經

濟重創。

2. 疫苗製造的神速行動及疫情演變 ( 解封及復甦 )。

3. 疫情常態生活後(2022-) 的藥物研發及全球產業發展。



防疫決策上的兩難-專業(防控)與政治(經濟)上的平衡

(A) 美國:川普總統與專家不同意見，但疫苗神速行動成了世紀典範。

(B) 巴西:總統不相信防疫專業, 正受到調查。

(C) 英國:科學防疫的典範(佛系防疫→科學防疫→與病毒共存) 。

(D) 台灣: NPI 疫苗 ( 防疫成功而輕忽疫苗的重要, 未來決策 ? )。

依兩年來的經驗，全球的防疫表現仍展現出不同的格局，

反映出政府治理、科技實力、國家資源、及執行效率。

防疫的金科玉律: 醫療體系足以因應疫情--住院率而

非病例數, 重症,及死亡是防疫是否鬆綁指標.



1、非藥物介入(NPI):
邊境管制、封城、口罩、社交距離,

不利經濟發展。

2、疫苗的開發及應用

完整兩劑覆蓋率(八成/九成/三劑, 台

灣 ? ); 警戒鬆綁，民生復甦。

3、藥物的早期使用(Merck/Pfizer) :

2022年與病毒共存，生活常態化。

防疫的成功(彭博)指數

三道防線的動態評估 ( 台灣: No. 2-47/31 ):



疫苗/藥物
——————

以色列

美國

英國

新加坡

北歐
( COVID-19受創

回復常態生活 )

新冠疫情所呈現的國家治理

NPI(non-pharmaceutic intervention )

——————

台灣

中國

( SARS受創國家

鎖國不利經濟發展

何時邊境解封 ? )

NPI 及疫苗皆差
——————

第三世界國家

( 自然感染50%以上,

?成為全球感染源, 不可

知的變數 )



Part 2:

緊急疫情下的世紀性
生 技 醫 藥 大 突 破



川普總統在2020年三月初出面主導美國生物醫學高級研究與

發展局(BRADA)(技術)及國際藥政主管機關聯盟(ICMRA)(法規) 

的應用及協調，並在初期投入五大藥廠180億美金(資金)。

2020年十二月起成功的製造出COVID-19疫苗，2021年底

Merck及 Pfizer 開發出小分子藥物，是全球生技醫藥界百年來

的最大突破，開啟未來生醫產業無限的可能( 技術及法規? ) 。

疫苗神速行動及新藥開發凸顯美國
在科技及生醫產業的領導地位



研發單位/廠商 疫苗平台

科興生物製品(Sinovac) 不活化病毒

武漢生物製品研究所(Wuhan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Products)

不活化病毒

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Beijing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Products)
不活化病毒

巴拉特生技(Bharat Biotech) 不活化病毒

牛津大學/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 腺病毒載體

康希諾生物(CanSino Biologics Inc.) 腺病毒載體

楊森製藥(Janssen Pharmaceuticals) 腺病毒載體

諾瓦瓦克斯醫藥(Novavax) 次單位疫苗

莫德納(Moderna)/美國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

(NIAID)

核糖核酸
(mRNA)

需-20°C運送

BioNTech/輝瑞大藥廠(Pfizer)
核糖核酸
(mRNA)

需-80°C運送

三葉草(Clover) 次單位疫苗

截至2021年已完成三期臨床的新冠疫苗及2022產值預估

國際疫苗大廠2022年
新冠疫苗產值預估(220億劑)

300億美金
(超過目前風濕抗體藥物兩倍)

150-200億美金

80億美金?

50億美金?

(? 未來的勝利者未定)

輝瑞

莫德納

嬌生

AZ

Novovax ?



Part 3: 

台灣在新冠疫情下的疫苗及藥物

因應政策及檢討



台灣過去三十年的五個大疫情及疫苗政策

腸病毒71 (1998),SARS (2003), H1N1新型流感(2009), 登

革熱(2014,2015), COVID-19 (2019-)每個疫情都學到一些

經驗及改善防疫措施, 尤以SARS 之後. 但對生醫產業,尤其疫

苗的發展政策著力相對有限。

此次COVID-19後政府對國產疫苗提出研發獎勵、預採購制

度、及EUA授權，是一個好的開始，但仍與美國相差六個月，

且無三期臨床試驗的支援。



我們無法預料新興傳染病何時來襲，應以國安長期備

戰的心態面對，平常監測及整備 ( 國安疫苗 )，採取應

有的公衛策略並超前部署。

台灣的新冠疫苗國家政策 :

國產(2020年3月)及國外( 2020年6月)

疫苗採購平行進行

美國在台設立疫情監測中心

面臨中國疫區，非WHO會員國;

台灣在防疫及疫苗發展的政策及挑戰



歐美 台灣

研發(技術平台) 美國NIH、英國牛津大學、國

際大藥廠、生技公司(BARDA)

中央研究院、國家衛生研究院、

產業界

法規指引 ICMRA(2020年3月) 食藥署(2020年7月)

主導開發者 總統、總理、WHO、NGO 衛福部/行政院副院長/疾管署

資金 先期投入(多家，>180億美元；
WHO，100億美元)

行政院特別預算兩度追加(補
助國內四家機構，累計21.1億
元台幣；國外採購115.5億元)

聯盟 美、俄、COVAX(CEPI/GAVI

/WHO)、全球九大藥廠

廠商獨立開發

臨床試驗第二期 13支(含第一、二期) 2支

臨床試驗第三期 11支 0支(免疫橋接一支)

緊急使用授權 2020年12月(完成第三期) 2021年七月(完成第二期)

未來規劃 2021年底110億劑 (80%) 60-80%人口

台灣在新冠疫苗的政策與歐美的比較
--未來如何改善 ? 

台灣在新冠疫苗採購政策上
四個階段及檢討:

1. 2020 年3-7月:以國產及國外採
購平行進行;初期防疫的成功輕
忽疫苗的重要性及缺高層決策;

2. 2020年8月: 國外採購—預算缺
靈活度; 採購缺授權彈性;

3. 2021年3-7月 : 國外贈與及國產

4. 2021年8-12月: 民間捐贈及政府
採購進口; 規劃2022疫苗及藥物



從國際新冠疫苗開發反思台灣國產疫苗生技產業

2020/
03-04

美國前總統川普宣
布「神速行動」
計畫開發、製造、
分銷新冠疫苗

莫德納
Phase III

莫德納 美EUA
BNT 英EUA
BNT WHO EUL

2021/02-06

2021 WHO EUL
緊急使用清單

02/16 英國AZ
03/13 美國嬌生
04/30 美國莫德納
05/07 中國國藥
06/01 中國科興

2022/
06-07

美FDA EUA終止
EUA Termination……

2020/

06

開始疫苗國產
及國際採購平
行規劃

高端
06/10 Phase II解盲
07/19 衛福部EUA

尚未完成Phase III
若2022完成
是否具國際競爭力?

科學專業

資金、法規

產業鏈完整性

產業國際競爭力

國際市場(買方)機制調控

高端/NIH
合作

立法院
預算通過

Phase 1
高端/聯亞/國光

2020/

07
2020/

09
2020/

12

2021/02
高端/聯
亞二期
2021/03-04
首批疫苗到貨
民眾自費施打

2021/05-06
公費疫苗
施打開始

2021/
06-07



1. 美國神速行動的啟示: 由學術界,法規, 產業鏈 ,資金及人才啟動公私

( PPP ) 一條龍的主導及獎勵機制 .

2. 台灣無疫情: 無法執行三期臨床試驗, 需政府( WHO )或民間的共同參與.

3. 國際競爭: 2022年國際上至少將有八家獲認證疫苗，缺競爭優勢。

4. 國際大廠合作授權或代工: 生技廠規模太小, 須政府主導及民間投資。

5. 台灣人口只夠扶植一至二家廠國安疫苗( 如流感疫苗; ? 新冠疫苗 )。

6. 產業鏈不完整難一條龍開發, 未來應涵蓋疫苗新技術及製劑的開發 ( ? )。

在主客觀因素下如何定位國家疫苗( 藥物 )政策



Part 4: 

疫情後的防疫及政經政策因應



科學人2021年11月

2021-2022年冬天的流感疫情將影響
COVID-19的防疫及經濟復甦



影響2022年後防疫及政經的幾個因素

1. 新疫情都必須持續三年以上，當自然感染或疫苗達到兩劑八成/三劑，

且輕症者有治療藥物, 疫情才能獲得控制 ( 與病毒共存 )。

2. 新冠疫情持續並與流感重疊

3. 春節的邊境管制及人流

4. 檢疫隔離及醫療能量

2022疫情後的防疫策略 ( 清零 ? 流感化 ? 邊境解封 ? )---

避免防疫功虧一匱,如經濟及民眾可以忍受的話, 

2022年3月解封最合適



感 謝 聆 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