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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背景與目標

本報告為第㈧版的《理順獲取廉價藥品的
網絡――發展㆗國家採購抗逆轉錄病毒藥
物的價格指南》(簡稱《理順指南》)。
國際㊩療㆟道救援組織無國界㊩生於 2001 年
10 ㈪發表《理順指南》初版[１]，乃鑒於國
際市場㆖藥品價格缺乏高透明度與可靠的
訊息，是顯著阻礙發展㆗國家獲得基本藥
品的㆒個因素。抗逆轉錄病毒藥物
(Antiretroviral drugs， ARVs) 價格的
情況尤其複雜。本報告之目的，是向藥品
採購者提供 ARVs 供應商和價格的訊息，㈿
助他們採購時作出㈲根據的決定。
《理順指南》初版發佈以來，由於眾生產
商相互競爭，部分㆒線 ARVs 的價格已經顯
著㆘降。然而因為專利的障礙，並不是所
㈲國家都能使用㈲關的仿製藥而受惠於較
低廉的價格。㉃於較新的 ARVs，價格昂貴
又不易得到，目前仍是阻撓病患者獲得治
療的重要障礙。本報告顯示，㆓線 ARVs 的
價格，在最不發達國家和非洲撒哈拉以南
㆞區，比相對早研發出來的㆒線 ARVs 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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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高 6 ㉃ 12 倍 。㆒些㆓線 ARVs 由於缺乏

競爭，價格高居不㆘（見圖㆓）
。在撒哈拉
以南㆞區以外的㆒些發展㆗國家，㆒線和
㆓線 ARVs 的價格甚㉃和富裕國家的相若。

隨著多哈宣言的正式通過，最不發達國家
在世貿的條款㆘，最少直㉃ 2016 年，都毋
須授予或強制執行藥品專利。

無國界㊩生發現問題主要分為㆔種：
１/. 某些單㆒來源的藥品價格㈩分高昂；
２/. 發展㆗國家並不真如宣傳說的可享
用差別價格，因為㆒些藥品公司並沒㈲在
貧窮國家註冊其產品；３/. 某些製藥公司
不對㆗等收入國家提供折價㊝惠。

今㆝，運用條款㆗的彈性安排和保護措施
是尤其重要了。因為㊞度這個最大的仿製
藥生產國，現今在法律㆖必須給新藥品授
予專利。新的㊞度專利法，不會影響 1995
年前發明的藥物，但是 1995-2005 年間遞
交備案的專利申請，將由㊞度專利局審核
繼而或獲授予專利。

巴西的例子，很能顯示㆗等收入國家面對
的難題。目前巴西用於 ARVs 的㈶政預算，
63%都花費在購買㆔種藥品（雅培的洛匹那
韋／利托那韋、吉利德的替諾福韋和默沙
東的依法韋倫）。理論㆖，國家政府――例
如巴西政府――是能夠解決這樣的問題
的：它們可以運用強制許可，跨越專利或
知識產權的障礙。這樣的機制，是世界貿
易組織《與貿易㈲關的知識產權㈿定》
（WTO´s TRIPS Agreement）裏面內設的
彈性安排，並已在 2001 年於多哈通過的
「《與貿易㈲關的知識產權㈿定》與公眾健
康宣言」㆗獲得肯定[2]。

在新的㊞度專利法㆘，即使某藥品獲授予
專利，如果仿製藥製造商已作出「重大投
㈾」
，也不能㆗斷仿製藥商繼續在㊞度生產
和銷售該藥品。這是因為新的㊞度專利
法，定㈲㉂動許可制度，若是「交納了合
理的專利權使用費」
，仿製藥商就被容許繼
續生產該仿製藥。但是，在 2005 年 1 ㈪以
後提交的申請，獲授專利後，則只㈲專利
持㈲者㈲權生產該等藥物；除非㊞度或其
他國家發出強制許可，授權被許可㆟生
產、銷售及出口該等藥物[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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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比較的藥品，為拉米夫定/司他夫定/奈韋拉平（3TC/d4T/NVP）固定劑量㆔藥複合製劑，以及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於全球市場能獲得之最佳價格的㆓

線治療方案的藥品。本比較只採用通過了世界衛生組織品質預審的藥品，或於高度規管藥物國家註冊的藥品。

感染愛滋病毒的兒童，其治療應受到㈵別
關㊟：大部份製藥公司生產的糖漿和口服
液，並不㊜宜在發展㆗國家使用，因為發
展㆗國家裏照顧病童的㆟，在加㈬復原糖
漿製劑、量度劑量和保存其㈲效性各方
面，往往面對在發達㆞區㆒般不會遇到的
困難。製藥公司㆒直沒㈲投放足夠的㈾源
去研發兒科製劑，因為兒科製劑的市場
小、風險高，在西方國家的重要性也在㆘
滑[5]。此外，不論液態還是固態藥物的兒
科製劑，價格都比相應的成㆟製劑要貴。
例如，用司他夫定、奈韋拉平和拉米夫定
治療㆒個體重為 10 公斤的兒童，每年的費
用高達 816 美元，而用同樣藥物治療㆒個
成年㆟，則每年只需 182 美元。

所列價格為製藥商的報價，可供合㈾格組
織的採購部門參考，但不㆒定與病㆟或為
病患提供㊩療的單位所付出的藥品價格
相同。例如㆒些國家㈲進口稅及標高分銷
價等當㆞的附加㈮額，凡此種種，本報告

本報告的㈾料，乃補充由聯合國兒童基㈮
會 (UNICEF) 、 聯 合 國 愛 滋 病 規 劃 署
(UNAIDS)、世界衛生組織(WHO)和無國界㊩
生(MSF)聯合出版的價格指南《用於愛滋病
病毒攜帶者的藥品及診斷試劑之價格與貨
源》[6]。

（即世界衛生組織品質預審㈴單）
。這是世
界衛生組織發起，並與其他聯合國機構合
作發展的計劃。它按㊝良藥品製造標準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GMP) 和
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品質標準，評價製藥
商及其產品。這計劃是品質評核發展過程
的㆒部分，將隨著藥品供應商參與的增加
而繼續擴展。本報告列出的藥品，並不都
已經過世界衛生組織的品質預審，也並非
全部用於無國界㊩生的㊠目。

囊括在世界衛生組織最新㆒版（即 2005 年
4 ㈪ 4 ㈰公佈的第 23 版）品質預審㈴單的
藥物，於本報告的表格㆗以黑體標出。㈲
關世界衛生組織品質預審的最新㈾訊，請
參閱世界衛生組織網址
(http://mednet3.who.int/prequal/)

均未包括在內。此外，本報告僅提供㈲關
藥品的價格，並無包括抗逆轉錄病毒藥物
治療的其他費用，如診斷試劑和病情㈼測
費用。
本報告為價格指南，不包括藥品品質的㈾
訊。價格不應該是藥物採購的唯㆒考慮。
如想獲取更多㈲關藥物品質的㈾訊，建議
參閱《獲得品質可以接受的愛滋病藥物與診

斷試劑：採購、品質及貨源之試點計劃》[7]

２．方法㈻
為取得準確㈾料，無國界㊩生跟原創藥公
司和仿製藥公司都作了聯繫，要求提供它
們就 ARVs 開價給發展㆗國家的以㆘㈾
料：藥品劑型和劑量、每單位(或㈰用量)
之價格、㊜用於所開價格的規限(即所開價
格的條件)及其它附加的具體說明。
本報告所列藥品，均㉃少已獲准在原產
國經銷。報告㆗的仿製藥生產商㈴單並
非詳盡無遺 [8]。被選列的制藥公司，主要
是因為它們曾公開其對發展㆗國家的報
價。
所㈲報價均以美元為單位，匯率以收到報
價當㈰ www.oanda.com 外幣兌換網站的㈾
料為准。
我們深知，在不同國家和購買者之間制定
價格比較，既困難又易㈲偏差，故㈵此指
出，所列價格都是相對而不是絕對的。
表㆒：製藥商給予不同國家的第㆒類及第㆓
類折價價格（分別以“年用量費用”和“單
價”顯示）
仿製藥公司的開價，沒㈲列明㆞區性限制。
大部分原創藥公司只對某類國家開出折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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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通常是最不發達國家和非洲撒哈拉
以南的國家。這類價格稱為「第㆒類價
格」。具體條件見表㆓。
也㈲㈵殊案例，如製藥公司吉利德和百時
美-施貴寶把它們第㆒類價格的㊝惠延伸
㉃包括㆒些㆗等收入國家；默沙東把第㆒
類價格㊝惠擴展到㊜用於㆟類發展指數的
㆗度發展國家，若該等國家的愛滋病毒感
染率高於 1%；而葛蘭素史克則提供產品給
所㈲獲全球基㈮撥款的國家。
第㆓類價格，為製藥公司如默沙東和羅
氏等向㆗等收入國家的開價（幾近第㆒類
價格的兩倍）。這類價格也包含在表㆒。
圖表㆗，單位價格湊整到小數點後㆔位，
每㆟每年需付的藥價則湊整成整數。
不同製藥公司的報價往往難以直接比較，因
為它們各㉂採用不同的貿易術語
(incoterms[9] )。原創藥公司羅氏、雅培、
吉利德和所㈲仿製藥公司的報價，是所謂
「FCA」或「FOB」價格，不包含運輸、國際
貨運和保險費用，而報告㆗其他製藥公司的
報價則包含了保險和運費。儘管如此，這第
8 版的《理順指南》按照美國審計總署報告
[10]
的方法㈻ ，沒㈲給價格作調整。

所㈲兒科用藥的價格，均按世界衛生組織
治療指引，以體重 10 公斤的兒童藥量計
算。由於兒童體重不斷增長，所列價格僅
為估計值。用藥的年費，按世界衛生組織
的劑量表[11]，以藥片或膠囊的單價、每㈰
用量及㆒年 365 ㆝計算。價格以每年所用
美元顯示，括弧內為報價㆗之最小單位的
價格。

經世界衛生組織預審並列於其 2005 年 4 ㈪
4 ㈰之第 23 版品質預審㈴單的藥品，其價
格在本報告㆗以黑體標出。㈲關藥廠生產
㆞點的細節，請參閱世界衛生組織最新的
品質預審㈴單。
表㆓：製藥公司開價的㊜用條件概覽
各製藥公司開價的㊜用條件，均直接由㈲
關公司報㆖。
開價涉及的㆞區性限制，製藥業並無劃㆒的
處理，原創藥公司各㉂訂立不同的準則來向
不同類別的國家開價(見附錄 1 ㉃ 4)。㈲些
公司採用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之「最不
發達國家」為標準，㈲的採用聯合國開發
計畫署(UNDP)的㆟類發展指數，㈲的則採
用世界銀行的國家分類。

公司採用的分類不同，後果也差異明顯。
例如，15 個被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認為
最不發達的國家，包括孟加拉、柬埔寨、
老撾和蘇丹，卻被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列為
具㆗等發展㈬準。另外㈥個最不發達國家
包括剛果民主共和國、利比里亞和索馬
里，甚㉃未列入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的分類。
而且，不少發展㆗國家完全沒被包括在價
格差額計劃之內，包括沒出現在聯合國開
發計畫署分類的玻利維亞、尼加拉瓜、泰
國、烏克蘭和越南；沒出現在世界銀行分
類的㆗國、洪都拉斯和斯里蘭卡；沒出現
在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分類的所㈲拉㆜
美洲國家，除了海㆞。

３. 分析現㈲㊝惠的限制：㈲需要的病㆟
是否使用到㈲關藥品？
3.1 藥品是否在所㈲國家都能獲得？
列於本報告的藥品，並非時常在所㈲國家
都可以得到。原因㈲好幾個：
縱使公佈了減價㊝惠，藥品卻不㆒定在
所㈲合乎條件的國家裏銷售
無國界醫生的項目曾多次遇到這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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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是在最貧窮的國家如莫桑比克或柬埔
寨，要使用某些原創藥公司的 ARVs，就必
須花費額外的人力物力，到鄰近國家採購
回來。
藥品的註冊是主要問題之㆒
不同的製藥公司在藥品註冊㆖㈲不同
政策。㈲些公司開㈲折扣價格，但不
在指定的國家註冊藥品，使取得折價
㊝惠的，只限於㈲可能獲政府衛生部
㈵許的㆟士。
㈲時，國家藥品㈼督局的註冊程式緩
慢，儘管製藥公司竭盡全力進行註冊。
要進口未經註冊的藥物，需投放大量
㈾源。無國界㊩生曾因需要在柬埔
寨、烏干達、瓜㆞馬拉、洪都拉斯、
老撾和埃塞俄比亞等國家使用以㆘藥
品，向製藥公司請求㈵許：默沙東的
依法韋倫、葛蘭素史克的阿巴卡韋、
雅培的洛匹那韋／利托那韋，西普拉
的拉米夫定／司他夫定／奈韋拉平、
吉利德的替諾福韋。

製藥公司選擇的折價藥品銷售途徑
過於繁複
例如，要獲得雅培公司的差額價格藥
品，必須透過作為㆗介者的愛爾蘭非

政府組織 Axios 訂貨。據我們員工表
示，這樣繁冗的程式，就是無國界㊩
生的採購㆗心也覺得不好辦理。
羅氏公司的藥品須從瑞士巴塞爾訂購
並以瑞士法郎支付，這在實際運作㆖
給發展㆗國家的採購㆗心增添困難。
3.2 用藥需付甚麼樣的價錢？
即使藥品已經㆖市發售，製藥商提供給本
報告的報價，也不㆒定㈹表實際價格，原
因如㆘：
在某些國家，製藥公司的本㆞㈹理可
能過份㆞標高售價。
製藥公司無興趣投放㈾源去出口往規
模小的市場。仿製藥公司對拉㆜美洲
市場不感興趣，就是㆒例。這種情況
㆘的藥價，往往比製藥公司在國際㆖
的報價要高。
缺乏負責的機構和撥款捐贈者，去㈼
管同㆒種藥品售予不同㊠目時的價
格。
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區以外的國家，
儘管大批㆟民生活在貧窮線以㆘，但
由於不被列為最不發達國家，藥品售
價之高與西方國家相若。仿製藥公司
的藥價不因㆞域限制㈲所分別，然而
某些藥品卻㈲訂額數量的條件。

儘管某些藥品㈲豁免㊝惠，也㈲指定的第
㆓類價格，但㆗等收入國家的藥價，仍比
本報告列出的報價高許多（圖㆒）。
㆗國的藥價問題是㆒個明顯例子。㆗
國不是非洲國家，也不是最不發達
國家，估計約㈲㆒百萬㆟感染愛滋
病毒。主要由於知識產權的限制，
國內只㈲很少的幾種 ARV 仿製藥。
原創藥品非常昂貴而且不是各種劑
量都㈲發售。例如，百時美施貴寶
的司他夫定只得 20 亳克劑量㈲售。
這使得治療兒童時㈩分困難，也令
成㆟服用的藥片數目需要加倍。其
他重要的 ARVs 如洛匹那韋-利托那
韋，製藥公司雅培向無國界㊩生的
㊠目開價，每位病㆟每年藥費 5000
美元——這比發展㆗國家付的價格
高出㈩倍。
其他㆗等收入國家如厄瓜多爾或格
魯吉亞，買某些藥品得支付高得不
可接受的價錢。例如瓜㆞馬拉每年
需付 2500 美元購買葛蘭素史克的阿
巴卡韋。缺乏競爭，是這些新藥價
格高㈽及在市場㆖難以買到的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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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述原因，要各㆞病㆟均能增加獲得
ARVs 的機會，不能單靠現行的「差額價格」
來作為解決方案。最貧困㆟群要獲得救命
藥物，不應該只能依賴私營公司的善心。
政府㈲責任令藥物價格能夠負擔，及讓病
㆟使用得到。在㈲政治決心的政府管治
㆘，㆟民支付較少藥費，更多的病㆟也能
獲得藥品。廣向所㈲品質合格的製藥商進
行採購，就可獲得較低的藥價。國際機構
和各國政府應當攜手合作，保證貧困㆟群
能㈲系統㆞得益於較低的藥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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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列出之價格與全球基㈮所報導價格的比較
圖㆒：圖表顯示不同國家支付的不同價格。最貧窮國家支付的價格的確㈩分接近製藥公司的報價，但㆗等收入國家支付的藥費卻遠高
於報價。㉃於㊜用於㆗等收入國家的大部分原創藥公司的藥品，情況尤甚。

製藥公司之最低報價
向全球基㈮彙報的最高價格
向全球基㈮彙報的最低價格

㈾料來源：全球基㈮報價機制。參考 2005 年 6 ㈪ 6 ㈰㉃ 14 ㈰之全球基㈮價格彙報網頁[12]，㈾料取㉂ 2004 年以來的最低和最高報價。
最低價格與非洲撒哈拉以南國家或非洲以外最貧窮國家之訂購相配；最高價格則與非洲以外，以及非最不發達國家之訂購相配。
7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於 2005 年 ６ ㈪ 推 薦 的 ㆒ 線 和 ㆓ 線 藥 物 之 價 格

圖㆓：圖表顯示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大多數㆒線藥物（淺色柱形條）和㆓線藥物（深色柱形條）的最佳價格。圖㆗的價格，是製造商
向本報告提供的最低價格。柱形條㆖的數字，是包括在本報告內並曾回覆㈲關貨源和價格調查的藥品生產商的數目（引㉂ 2004 年 6 ㈪

由聯合國兒童基㈮會、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世界衛生組織和無國界㊩生聯合出版的《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愛滋病㆟之精選藥物及試
劑的價格與貨源》報告）。沒㈲包含在本圖表的㆒些 ARVs，價格高昂㈲其他潛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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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製藥加入競爭的效果
2000 年 5 ㈪㉃ 2005 年 6 ㈪

ARVs ㆔聯藥物示例：司他夫定(d4T) + 拉米夫定(3TC) + 奈韋拉平(NVP)。每位病㆟每年用藥的全球最低價格。
仿製藥的競爭，是最㈲效降低藥價的方法。原創藥公司對仿製藥的競爭，過去㆕年都常㈲作出降價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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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欲查閱本報告以往的版本，請流覽 www.accessmed-msf.org
[2] 見 2004 年世界銀行於華盛頓出版的《愛滋病藥物及供應：當前情況與採購》
，技術性指導，第㆓章和附錄Ｂ。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PROCUREMENT/Resources/Technical-Guide-HIV-AIDS.pdf
[3] 見 2004 年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書處/世界衛生組織/無國界㊩生出版的《衛生經濟和藥品》 ＥＤＭ序號 17「決定發展㆗國家基本藥物的專利
狀況」。
[4] 見 2004 年 6 ㈪無國界㊩生出版的《聚光㊟視藥品專利–㈲關藥品專利實際知識的分享》
[5] 見 2005 年 6 ㈪無國界㊩生出版的《愛滋病兒科》㈾料便覽 www.accessmed-msf.org
[6] 見 2004 年 5 ㈪聯合國兒童基㈮會/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書處/世界衛生組織/無國界㊩生聯合出版的《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愛滋病㆟之精選
藥物及試劑的價格與貨源》
。http://www.who.int/medicines/organization/par/ipc/sources-prices.pdf
[7] 見 2005 年 4 ㈪ 4 ㈰出版的《採購、品質和貨源試點㊠目：獲取品質可接受的愛滋病藥物與診斷試劑》第 23 版
http://www.who.int/medicines/organization/qsm/activities/pilotproc/pilotproc.shtml
[8] 其他生產㆒種或多種 ARVs 的仿製藥生產商而未被包括在本報告的，㈲：㆖海迪賽諾，東北製藥總廠（㆗國）
；Richmond Laboratorios， Panalab,
Filaxis (Argentina); Pharmaquick (Benin); Far Manguinhos, FURP, Lapefe, Laob, Iquego, IVB (Brazil); Apotex, Novopharm (Canada);
Biogen (Columbia); Stein (Costa Rica); Zydus Cadila Healthcare, SunPharma, EAS-SURG, Strides, Mac Leods, ICPA (India); LG
Chemicals, Samchully, Korea United Pharm Inc. (Korea); Protein, Pisa (Mexico); Andromaco (Spain); T.O. Chemecal (Thailand);
Laboratorio Dosa S.A. (US), Varichem (Zimbabwe)。本清單不能盡錄。
[9] 國 際 商 會 國 際 貿 易 術 語 解 釋 通 則 是 國 際 貿 易 合 同 ㆗ 通 常 使 用 的 標 準 貿 易 定 義 ， 由 國 際 商 會 出 版 。
http://www.iccwbo.org/index_incoterms.asp
[10] 見美國統計局 2005 年 1 ㈪出版的「統計局㆖交國會報告」第 24 頁“GAO Report to Congressional Requesters. GLOBAL HIV/AIDS EPIDEMIC.
Selection of Antiretroviral Medications Provided under U.S. Emergency Plan is Limited”：
「㆒些情況㆘，某些製藥者的價格包括了
其他製藥者沒㈲包括的成本，例如裝運和保險費用。我們㊟意到這些不同，但決定這些差異不致破壞我們報告㆗之基本價格的比較。」
[11] 見世界衛生組織 2003 年出版的《提升在㈾源匱乏環境㆘的抗逆轉錄治療：公共衛生取向的治療指南》修訂版
http://www.who.int/hiv/pub/prev_care/en/ARVGuidelinesRevised2003.pdf
[12] 全球基㈮報價機制 http://www.theglobalfund.or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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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㆒：製藥商給予不同國家的第㆒類及第㆓類折價價格（分別以「年用量費用」和「單價(美元) 」顯示）

單位
阿巴卡韋 (ABC)
300 毫克，片劑
20 毫克/毫升，口服液

Cipla

GSK 第㆒類價格

GSK 第㆓類價格

Hetero Drugs Ltd

Ranbaxy

片

584 (0.8)

887 (1.215)

不㊜用

773 (1.058)

664 (0.91)

毫升

292 (0.1)

382 (0.131)

不㊜用

Aurobindo

BMS 第㆒類價格

BMS 第㆓類價格

Cipla

Hetero Drugs Ltd

Ranbaxy

310 (0.212)

不㊜用

234 (0.16)

280 (0.192)

321 (0.22)

去羥肌苷 (ddI)

第㆒類價格
100 毫克，片劑

片

197 (0.135)

250 毫克，腸溶製劑

膠囊

198 (0.543)

不㊜用

106 (0.29)

146 (0.4)

400 毫克，腸溶製劑

膠囊

279 (0.764)

不㊜用

142 (0.39)

219 (0.6)

39 (2.160)

133 (7.370)

不㊜用

Aurobindo

Cipla

Hetero Drugs Ltd

2 克粉劑，須用㈬復原

克

並與抑酸劑同時服用

依法韋倫 (EFZ)
50 毫克

膠囊

200 毫克

膠囊

600 毫克
30 毫克/毫升，懸浮劑

Merck 第㆓類價格 Ranbaxy

169 (0.116)

311 (0.113)

438 (0.4)

372 (0.34)

316 (0.289)

500 (0.457)

920 (0.840)

405 (0.37)

片

472 (1.292)

347 (0.95)

355 (0.917)

347 (0.095)

766 (2.1)

358 (1.17)

毫升

227 (0.069)

309 (0.094)

496 (0.151)

恩曲他濱 (FTC)
200 毫克

Merck 第㆒類價格

Gilead 第㆒類價格 Gilead 第㆓類價格
膠囊

不㊜用

不㊜用

11

茚 ㆞那韋 (IDV)

400 毫克

膠囊

拉米夫定 (3TC)

Aurobindo

Cipla

Hetero Drugs Ltd

Merck 第㆒類價格

Merck 第㆓類價格

Ranbaxy

Strides

432 (0.296)

321 (0.220)

217 (0.149)

400 (0.274)

686 (0.470)

336 (0.23)

453 (0.31)

Aurobindo

Cipla

GSK 第㆒類價格

GSK 第㆓類價格

GPO

Hetero Drugs Ranbaxy

Strides

Ltd
150 毫克

片

300 毫克

片

10 毫克/毫升口服液、

毫升

66 (0.09)

73 (0.1)

69 (0.095)

不㊜用

85 (0.233)

不㊜用

不㊜用

58 (0.02)

82 (0.028)

不㊜用

GSK 第㆒類價格

GSK 第㆓類價格

Hetero Drugs Ltd

Ranbaxy

1241 (1.7)

不㊜用

992 (1.358)

1095 (1.5)

61 (0.021)

171 (0.234)

53 (0.073)

69 (0.095)

73 (0.10)

69 (0.19)
76 (0.026)

糖漿和乾糖漿

拉米夫定+依法韋倫+

Cipla

去羥肌苷
(3TC+EFZ+ddI)
150 + 600 + 250 毫克 膠囊 3 粒 766 (2.1)
(腸溶製劑)
150 + 600 + 400 毫克 膠囊 3 粒 839 (2.3)
(腸溶製劑)

拉米夫定/齊多夫定/
阿巴卡韋
(3TC/ ZDV /ABC)
300 + 150 + 300 毫克

片

12

拉米夫定/司他夫定

Aurobindo

Cipla

Hetero Drugs Ltd

Ranbaxy

Strides

(3TC/ d4T)
150 + 30 毫克

片

72 (0.099)

79 (0.108)

74 (0.101)

124 (0.17)

113 (0.155)

150 + 40 毫克

片

80 (0.109)

85 (0.117)

81 (0.111)

131 (0.18)

120 (0.165)

Aurobindo

Cipla

GPO

Hetero Drugs Ltd Ranbaxy

Strides

拉米夫定/司他夫定/
奈韋拉平
(3TC/ d4T/ NVP)
150 + 30 + 200 毫克

片

144 (0.198)

175 (0.24)

341 (0.467)

147 (0.201)

219 (0.3)

168 (0.23)

150 + 40 + 200 毫克

片

152 (0.208)

182 (0.25)

375 (0.514)

161 (0.221)

234 (0.32)

175 (0.24)

Aurobindo

Cipla

GSK 第㆒類價格

GSK 第㆓類價格

GPO

Hetero Drugs Ranbaxy

拉米夫定/齊多夫定
(3TC/ ZDV)
150 + 300 毫克

Strides

Ltd
片

204 (0.28)

182 (0.25)

237 (0.325)

Aurobindo

Cipla

Hetero Drugs Ltd Ranbaxy

257 (0.352)

255 (0.35)

281 (0.385)

洛匹那韋/利托那韋

Abbott

Abbott

Hetero Drugs Ltd

(LPV/r)

第㆒類價格

第㆓類價格

拉米夫定/齊多夫定/

不㊜用

426 (0.584)

190 (0.260) 197 (0.27)

204 (0.280)

奈韋拉平
(3TC/ ZDV/ NVP)
150 + 300 + 200 毫克

片

133.3 + 33.3 毫克

膠囊

500 (0.228)

不㊜用

80 + 20 毫克/毫升口服液

毫升

152 (0.139)

不㊜用

292 (0.4)

1898 (0.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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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非那韋 (NFV)

Aurobindo

250 毫克 (3)

片

50 毫克/克 口服粉劑

克

奈韋拉平 (NVP)

200 毫克
10 毫克/毫升 懸浮劑

1533 (0.42)

Aurobindo

Cipla

1423 (0.39)

GPO

1599 (0.438)

Boehringer

Boehringer

第㆒類價格

第㆓類價格

1217 (0.333)

Cipla

Roche

Roche

第㆒類價格

第㆓類價格

978 (0.268)

2211 (0.606)

1962 (0.224)

2243 (0.256)

GPO

Hetero Drugs Ranbaxy

112 (0.153)

438 (0.6)

不㊜用

73 (0.1)

255 (0.35)

毫升

411 (0.075)

400 (0.073)

不㊜用

137 (0.025)

82 (0.015)

Abbott

Abbott

Aurobindo

Cipla

Hetero Drugs Ltd Strides

第㆒類價格

第㆓類價格
336 (0.46)

339 (0.464)

196 (0.269)

438 (0.6)

Cipla

GPO

Hetero Drugs Ranbaxy

100 毫克

膠囊

83 (0.114)

不㊜用

8 毫克/毫升 口服液

毫升

79 (0.93)

不㊜用

Hetero Drugs Ltd

Roche 第㆒類價格 Roche 第㆓類價格

1022 (0.28)

989 (0.271)

1327 (0.606)

Aurobindo

BMS 第㆒類價格

BMS 第㆓類價格

沙奎那韋 (SQV)
膠囊

司他夫定 (d4T)

Strides

Ltd

片

利托那韋 (RTV)

硬膠囊 200 毫克 (5)

Hetero Drugs Ltd

77 (0.106)

84 (0.115)

80 (0.11)

Strides

Ltd
15 毫克

膠囊

n/a

不㊜用

0.04

0.058

20 毫克

膠囊

0.094

不㊜用

0.045

0.07

30 毫克

膠囊

48 (0.066)

不㊜用

36 (0.05)

60 (0.082)

14 (0.019)

21 (0.029)

36 (0.049)

35 (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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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毫克

膠囊

1 毫克/毫升 糖漿粉劑

毫升

5 毫克/毫升 糖漿粉劑

毫升

替諾福韋 (TDF)

31 (0.043)

55 (0.075)

不㊜用

39 (0.054)

77 (0.105)

358 (0.048)

不㊜用

153 (0.021)

80 (0.011)

Gilead

第㆒類價格

第㆓類價格

301 (0.824)

不㊜用

替諾福韋/恩曲他濱

Gilead

Gilead

(TDF/ FTC)

第㆒類價格

第㆓類價格

362 (0.991)

不㊜用

Aurobindo

Cipla

300 + 200 毫克

片

片

齊多夫定 (ZDV)

47 (0.064)

46 (0.063)

GPO

Hetero Drugs Ranbaxy

23 (0.016)

Gilead

300 毫克

25 (0.035)

Combino Pharm

GSK 第㆒類價格

GSK 第㆓類價格

Ltd
100 毫克

膠囊

241 (0.33)

不㊜用

250 毫克

膠囊

117 (0.16)

不㊜用

300 毫克

片

10 毫克/毫升 糖漿和

毫升

140 (0.192)

131 (0.18)

285 (0.39)

212 (0.29)

不㊜用

277 (0.38)

93 (0.015)

130 (0.021)

223 (0.036)

不㊜用

130 (0.021)

134 (0.183) 161 (0.22)

50 毫克/毫升 口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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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 「不㊜用」指沒㈲折價價格。
• 通過世界衛生組織品質預審的藥品 (以世界衛生組織品質預審㈴單第 23 版為准) 價格以黑體顯示。
• BMS 的去羥肌苷(ddI)㈲以其他劑量發售（每毫克之單價相同）。
• 所指的每㈰藥量，是參考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每㈰兩次，每次服用茚 ㆞那韋(IDV) 800 毫克並輔以利托那韋(RTV) 100 毫克。製藥商處方㈾料則為每㈰㆔次，每次 800
毫克 (年用量價格為 600 美元)。
• 奈非那韋(NFV)所指的每㈰藥量，為每㈰兩次，每次 1250 毫克；也可以使用㈰服 9 片的劑型，每㈰㆔次，每次㆔片。
• 利托那韋(RTV)所指的每㈰藥量，為輔助用藥藥量，每㈰兩次，每次 100 毫克。製藥商的標㊟㆗並沒㈲列明這種劑量。
• 沙奎那韋(SQV)應該與低劑量的利托那韋(RTV)聯合使用，每㈰兩次，每次沙奎那韋 1000 毫克、利托那韋 100 毫克。
• 司他夫定(d4T)的 15 毫克膠囊，不可能應用於 15 公斤的病㆟。
• 齊多夫定(ZDV)的 100 毫克膠囊，不可能應用於 15 公斤的病㆟。
• GPO ㈲生產 60 毫升瓶裝的齊多夫定(ZDV)，單價為 0.021 美元。
•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治療指南，奈韋拉平(NVP)的兒科用量是每㈰兩劑，每劑 120-200 毫克，按身體表面面積每平方米計算。本報告以身體表面面積每平方米用藥 160
毫克計算。
•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治療指南，奈非那韋(NFV)的兒科用量是每㈰兩劑，每劑 55-65 毫克，按身體表面面積每平方米計算。本報告以身體表面面積每平方米用藥 60 毫克計算。
• Gilead ㈲關替諾福韋酯(TDF)及替諾福韋酯/恩曲他濱(TDF/ FTC)的第㆒類價格，㊜用於部分㆗等收入國家。詳見表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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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㆓：㊜用條件概覽

製藥公司

合乎條件的國家

合乎條件的組織

Abbott
(雅培)

所㈲非洲國家，和非洲以外的 前述國家的政府、各非政府組織、
最不發達國家
聯合國機構及其它的國立和國際
衛生機構

Aurobindo
(阿拉賓度)

無限制

各政府組織和非政府組織

備註

交貨條件
裝運港船㆖交貨 FOB

價格㊜用於每㊠產品每次裝運 以信用證付款，裝運港船㆖交貨
最少 100 萬單位
FOB
指定裝運港(㊞度)海德拉巴

BMS
非洲撒哈拉以南各國、海㆞、 所㈲能夠提供可持續的、㈲實效及
(百時美施貴寶) 毛里求斯、柬埔寨、越南
㊩療㆖合理的愛滋病患護理與治
(其他的發展㆗國家，可與 BMS 療的公營和私營組織
當㆞㈹理就個別情況議價)

未完稅交貨 DDU ㊜用於法語系非
洲國家。
國際貿易條規 CIF 到岸交貨㊜用
於英語系非洲國家(肯尼亞、烏干
達、坦桑尼亞、埃塞俄比亞、尼
㈰利亞、加納、厄立㈵里亞)

Boehringer-In 所㈲世界銀行㈴單㆖的低收入 能夠保證㊠目以負責任方式運作
gelheim
國 家 及 非 洲 撒 哈 拉 以 南 國 家 的政府、非政府組織以及其他各種
(勃林格-殷格翰) (其他國家按個案處理)
合作夥伴

到岸交貨 CIF

Cipla
(西普拉)

無限制

無限制

不設訂購數量的條件。單價見 裝運港船㆖交貨 FOB
表㆒，但大㊪訂貨價格還可商 指定裝運港(㊞度)孟買，或者到
議
岸交貨 CIF－實際運費分開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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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o Pharm 無限制
(科賓諾)

無限制

交貨期為 120 ㆝。沒㈲最低訂 裝運港船㆖交貨 FOB
額要求；需要㈵殊標籤者（標 指定裝運港（西班牙）巴塞隆納
準標籤為西班牙文）除外，後
者須整批訂購。齊多夫定膠囊
可供選擇的包裝為 60 或 300
粒。

Gilead
(吉利德)

95 個國家，包括所㈲非洲國家 在「吉利德全球得藥」計劃所包括 在非洲，吉利德跟多個分銷商 裝運港船㆖交貨 FOB
和 15 個聯合國指定的最不發達 的 68 個國家內提供愛滋病治療的 合作，以便利低成本的本㆞分
國家
組織，可以㊝惠價訂購替諾福韋 銷管道
(Viread)，但申請須通過審查程式

GlaxoSmithKline 最不發達國家及非洲撒哈拉以 各國政府、援助組織、慈善組織、合乎條件的單位包括於非洲撒 賣方預付㉃目的㆞的運費及保費
(葛蘭素史克) 南各國
聯合國機構，其他非牟利組織及國 哈拉以南㆞區，通過工作場所診 CIP
際採購機構
室或類似的安排，直接向員工提
由全球愛滋病、肺結核和瘧疾
供愛滋病關懷與治療的雇主。
基㈮(Global Fund)，或美國總
統愛滋病救援緊急計劃
所㈲組織必須按非牟利原則供
(PEPFAR) 全盤㈾助的㊠目
應㈵惠價藥品。
[對㆗等收入的發展㆗國家公
共部門，將通過㈤大聯合國組
織及㈦大製藥公司聯合創辦的
「加速得藥創始行動（AAI）」
作雙邊會談，按個案議價]

㈵惠價藥品㆒般需要供貨㈿
定，需求低於每㈪ 10 個患者用
量的非政府組織除外。
製藥公司建議：
「處方者必須確
定病㆟充份瞭解阿巴卡韋能引
起的過敏反應。服藥後出現過
18

敏徵狀的病㆟，應立即聯絡㊩
生。」
GPO(泰國政府 無限制
藥物組織)

非牟利組織及各國政府

Hetero Drugs
Ltd(希㈵羅)

公營部門、私營機構、各非政府 價格可根據商業條款個別㈿商 裝運港船㆖交貨 FOB(㊞度)孟買
組織

無限制

以㈲效(已簽署)的信用證付款 裝運港船㆖交貨 FOB(泰國)曼谷

Merck & Co.Inc 第㆒類價格國家：
各國政府、國際組織、非政府組 默沙東不排除通過零售藥店向 賣方預付㉃目的㆞的運費及保費
（默沙東）
低度「㆟類發展指數（HDI）
」 織、私營機構（如雇主、㊩院、保 患者提供抗逆轉錄病毒藥品。 CIP
國家，以及成年㆟愛滋病毒感 險業者等）
染率 1%或以㆖的㆗度㆟類發展
羅馬尼亞不在前列國家類別之
指數國家
內，惟其政府承諾全民均可獲
得抗逆轉錄病毒藥物，因而亦
第㆓類價格國家：
享受㊝惠價格。
成年㆟愛滋病毒感染率小於 1%
的㆗度㆟類發展指數國家[10]
Ranbaxy
無限制
(南新/蘭伯西)

各國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及其支援 以保兌信用證付款，新顧客更 裝運港船㆖交貨 FOB(㊞度)德里
的㊠目
好是預付款㊠
／孟買

Roche（羅氏） 第㆒類價格國家：
各國政府、提供愛滋病護理的非牟 30 ㈰憑單付現 CAD，最低訂額 貨交承運㆟（瑞士）巴塞爾
所㈲非洲撒哈拉以南國家，及所 利機構和非政府組織
及裝運費為 10,000 瑞士法郎
㈲聯合國指定的最不發達國家
(8,179 美元)
第㆓類價格國家：
按世界銀行分類的低收入國家
和㆗低收入國家
Strides Arcolab 無限制
Ltd (弧步)

各國政府、提供愛滋病治療的非牟 以㈲效(已簽署)的信用證付款 裝運港船㆖交貨 FOB（㊞度）班
利機構和非政府組織
加羅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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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㆓：㆟類發展指數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

附錄㆒：最不發達國家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LDCs)
取材㉂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

http://www.unctad.org/Templates/WebF
lyer.asp?intItemID=2161&lang=1
現㈲㈤㈩個國家被列為最不發達國家，㈴
單每㆔年修訂㆒次。
阿富汗；安哥拉；孟加拉；貝寧；不丹；
伯基納法索；布隆迪；柬埔寨；佛德角；
㆗非共和國；乍得；科摩羅；剛果民主共
和國；吉布提；赤道幾內亞；厄立㈵里亞；
埃塞俄比亞；剛比亞；幾內亞；幾內亞比
紹；海㆞；基里巴斯；老撾；萊索托；利
比里亞；馬達加斯加；馬拉維；馬爾㈹夫；
馬里；毛里塔尼亞；莫桑比克；緬甸；尼
泊爾；尼㈰爾；盧旺達；薩摩亞群島；聖
多美及普林西比；塞內加爾；塞拉利昂；
所羅門群島；索馬里；蘇丹；東帝汶；多
哥；圖瓦盧；烏干達；坦桑尼亞；瓦努阿
圖；也門；贊比亞

取材㉂ 2004 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多樣化
世界的文化㉂由》的《㆟類發展報告
2004》。㆟類發展指數的排㈴總表，請參閱
http://hdr.undp.org/docs/statistics/
indices/index_tables.pdf
低度㆟類發展國家
安哥拉；貝寧；布基納法索；布隆迪；㆗
非共和國；乍得；剛果共和國；剛果民主
共和國；科㈵迪瓦；吉布堤；厄立㈵里亞；
埃塞俄比亞；剛比亞；幾內亞；幾內亞比
紹；海㆞；肯尼亞；萊索托；馬達加斯加；
馬拉維；馬里；毛里塔尼亞；莫桑比克；
尼㈰爾；尼㈰利亞；巴基斯坦；盧旺達；
塞內加爾；塞拉利昂；坦桑尼亞；東帝汶；
多哥；烏干達；也門；贊比亞；津巴布韋

多米尼加島；多米尼加共和國；厄瓜多爾；
埃及；薩爾瓦多；赤道幾內亞；斐濟；加
蓬；格魯吉亞；加納；格林納達；危㆞馬
拉；圭亞那；洪都拉斯；㊞度；㊞尼；伊
朗；牙買加；約旦；哈薩克；吉爾吉斯斯
坦；老撾；黎巴嫩；利比亞；馬其頓；馬
來西亞；馬爾㈹夫；毛里求斯；摩爾達瓦；
蒙古；摩洛哥；緬甸；納米比亞；尼泊爾；
尼加拉瓜；被佔領的巴勒斯坦領㈯；阿曼；
巴拿馬；巴布亞新幾內亞；巴拉圭；㊙魯；
菲律賓；羅馬尼亞；俄羅斯聯邦；聖盧西
亞；聖文森㈵和格林納㆜斯；薩摩亞群島；
聖多美及普林西比；沙㈵阿拉伯；所羅門
群島；南非；斯里蘭卡；蘇丹；蘇里南；
斯威士蘭；敘利亞；塔吉克；泰國；湯加；
突尼斯；㈯耳其；㈯庫曼斯坦；烏克蘭；
烏茲別克；瓦努阿圖；委內瑞拉；越南

附錄㆔：撒哈拉以南國家
㆗度㆟類發展國家
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亞美尼亞；阿
塞拜疆；孟加拉；白俄羅斯；伯利茲；不
丹；玻利維亞；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那；
博茨瓦納；巴西；保加利亞；柬埔寨；喀
麥隆；佛德角；㆗國；哥倫比亞；科摩羅；

取材㉂：世界銀行（2005 年 5 ㈪）

http://www.worldbank.org/data/countrycl
ass/classgroups.htm#Sub_Saharan_Africa
安哥拉；貝寧；博茨瓦納；布基納法索；
布隆迪；喀麥隆；佛德角；㆗非共和國；
乍得；科摩羅；剛果共和國；剛果民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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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科㈵迪瓦；赤道幾內亞；厄立㈵里
亞；埃塞俄比亞；加蓬；剛比亞；加納；
幾內亞；幾內亞比紹；肯尼亞；萊索托；

達加斯加；馬拉維；馬里；毛里塔尼亞；
摩爾多亞；蒙古；莫桑比克；緬甸；尼泊
爾；尼加拉瓜；尼㈰爾；尼㈰利亞；巴基

㆗高收入經濟體
美屬薩摩亞群島；安堤瓜及巴布達；阿根
廷；巴巴多斯；伯利茲；博茨瓦納；智利；

利比里亞；馬達加斯加；馬拉維；馬里；
毛利塔尼亞；毛里求斯；馬約㈵島；莫桑
比克；納米比亞；尼㈰爾；尼㈰利亞；盧
旺達；聖多美及普林西比；塞內加爾；塞
舌耳；塞拉利昂；索馬里；南非；蘇丹；
斯威士蘭；坦桑尼亞；多哥；烏干達；贊
比亞；津巴布韋

斯坦；巴布亞新幾內亞；盧旺達；聖多美
及普林西比；塞內加爾；塞拉利昂；所羅
門群島；索馬里；蘇丹；塔吉克；坦桑尼
亞；東帝汶；多哥；烏干達；烏茲別克；
越南；也門；贊比亞；津巴布韋

哥斯達黎加；克羅㆞亞；捷克；多米尼加
島；愛沙尼亞；加蓬；格林納達；匈牙利；
拉脫維亞；黎巴嫩；利比亞；立陶宛；馬
來西亞：毛里求斯；馬約㈵島；墨西哥；
北馬里亞納群島；阿曼；帕㈸；巴拿馬；
波蘭；沙㈵阿拉伯；塞舌耳；斯洛伐克；
聖凱茨和尼維斯；聖盧西亞；聖文森㈵和
格林納㆜斯；㈵立尼達和多巴哥；烏拉圭；
委內瑞拉

附錄㆕：世界銀行低收入國家
取材㉂：世界銀行（2005 年 5 ㈪）

http://www.worldbank.org/data/countr
yclass/classgroups.htm
低收入經濟體
阿富汗；安哥拉；孟加拉；貝寧；不丹；
伯基納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麥隆；
㆗非共和國；乍得；科摩羅；剛果民主共
和國；剛果共和國；科㈵迪瓦；赤道幾內
亞；厄立㈵里亞；埃塞俄比亞；剛比亞；
加納；幾內亞；幾內亞比紹；海㆞；㊞度；
肯尼亞；朝鮮民主主義㆟民共和國；吉爾
吉斯斯坦；老撾；萊索托；利比里亞；馬

㆗低收入經濟體
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亞美尼亞；阿
塞拜疆；白俄羅斯；玻利維亞；波斯尼亞
與黑塞哥維那；巴西；保加利亞；佛德角；
㆗國；哥倫比亞；古巴；吉布提；多米尼
加共和國；厄瓜多爾；埃及；薩爾瓦多；
斐濟；格魯吉亞；危㆞馬拉；圭亞那；洪
都拉斯；㊞尼；伊朗；伊拉克；牙買加；
約旦；哈薩克；基里巴斯；馬其頓；馬爾
㈹夫；馬紹爾群島；密克羅尼西亞；摩洛
哥；納米比亞；巴拉圭；㊙魯；菲律賓；
羅馬尼亞；俄羅斯聯邦；薩摩亞群島；塞
爾維亞和黑山；南非；斯里蘭卡；蘇里南；
斯威士蘭；敘利亞；泰國；湯加；突尼斯；
㈯耳其；㈯庫曼斯坦；烏克蘭；瓦努阿圖；
西岸區和加沙走廊（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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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㈤：製藥公司聯絡方法

Bristol- Myers Squibb Co（百時美施貴寶）:

除非洲南部以外的所㈲國家:
Abbott（雅培）:
Rob Dintruff
Email: rob.dintruff@abbott.com

索取㈾料請聯絡
Mrs Marie-Astrid Mercier， BMS Access
Coordinator in BMS Paris office
(marie-astrid.mercier@bms.com)

Marketing Prescription Medicines
CG HIV-Specialists/Virologists
Tel: +49 6132 77-92701
Fax: +49 6132 77-3829
Email:
rabbow@ing.boehringer-ingelheim.com

由 AXIOS International 主管申請程式:
The Programme Manager
Access to HIV Care Programme
AXIOS International
P.O. Box 6924

非洲南部㆞區:

Kampala， Uganda.
Tel: +256 75 693 756
Fax: +256 41 543 021
Email: AccesstoHIVCare@axiosint.com
Website : www.accesstohivcare.org

(tamany.geldenhuys@bms.com)

Aurobindo Pharma Ltd (阿拉賓度) :
Mr. A. Vijaykumar
Head - Anti Retrovirals Project
Tel: +91 40 2304 4070
Or +91 98481 10877 (Mobile)
Fax: +91 40 23044058
Email: vk_akula@aurobindo.com

索取㈾料請聯絡
Mrs Tamany Geldenhuys in BMS offices in
Johannesburg

Boehringer Ingelheim (勃林格-殷格翰) :
Helmut Leuchten
CD Marketing Prescription Medicines
Head of Corporate Department
HIV Virology
Phone: +49 6132 77-8486
Fax: +49 6132 77-3829
Email:
helmut.leuchten@ing.boehringer-ingel
heim.com
Michael Rabbow (for the Viramune MTCT
donation program)

Cipla Ltd (西普拉) :
Mr. Sanjeev Gupte， General
Manager-Exports
Mr. Shailesh Pednekar
Executive-Exports， Cipla Limited
Tel: +91 22 23021397 (Direct)
23095521 23092891
Fax: +91 22
23070013/23070393/23070385
Email: exports@cipla.com and
ciplaexp@cipl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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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opharm (科賓諾):
Ms. Silvia Gil
Managing Director
Combinopharm
Tel: +34 93 48 08 833
Fax: +34 93 48 08 832
Email: sgil@combino-pharm.es
Gilead（吉利德）:
Programme Access
Deborah Ovadia
Gilead Global Access Program Manager
Gilead Sciences， Inc
333 Lakeside Drive
Foster City， California 94404 USA
Tel: +1-800-GILEAD-5，Option 1
Fas: +1-650-522-58870
Email: ARVaccess@gilead .com
www.gileadaccess.org

Company contact:
Sheryl Meredith
Associate Diector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Gilead Sciences
333 Lakeside Drive
Foster City， California 94404 USA
1-650-522-5505
Email: smeredith@gilead.com
www.gileadaccess.org

Hetero Drugs Limited (希㈵羅) :
Hetero House， H.No.: 8-3-166/7/1，
Erragadda， Hyderabad-500 018 India.
Tel: 0091-40-23704923/24
Tel (Direct): 0091-40-23818029
Email: msreddy@heterodrugs.com

GlaxoSmithKline（葛蘭素史克）:
Isabelle Giraut
Director， Government Affairs
HIV & AIDS
Tel: +44 (0) 20 8047 5488
Fax: +44 (0) 20 8047 6957
Email: isabelle.s.girault@gsk.com

Human Health Erope， Middle East &
Africa
Merck & Co.， Inc/WS2A-55
One Merck Drive， Whitehouse Station
NJ 08889-0100 USA
Tel: +1 908 423 6440
Fax: +1 908 735 1839
Email: samir_khalil@merck.com

Merck & Co. Inc（默沙東）:
Samir A. Khalil
Executive Director HIV Policy &
External Affairs

GPO (泰國政府藥物組織):
Mr. Sukhum Virattipo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irector
Tel: +662 3545587， 2038850
Fax: +662 3548858， 3548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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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baxy（南新/蘭伯西）:
Mr. Sandeep Juneja
Ranbaxy Laboratories Limited
Tel: +91 124 518 59 06 (Direct)
Or +91 124 513 50 00
Fax: +91 124 516 60 35
Email: sandeep.juneja@ranbaxy.com
www.aidonaids.com
www.ranbaxy.com

Strides Arcolab Ltd (弧步) :
Mrs. Aloka Sengupta
Asst. Vice President ATM
Strides House， Bilekahalli
Bannerghatta Road
Bangalore 560 076， INDIA
Tel: +91-90-57580748
Mobile: +91 98450 24470
Fax: +91-80-26583538
Email: aloka.sengupta@stridesarco.com

Roche（羅氏）:
㈲關報價及交貨㈾料查詢請聯絡:
Hanspeter Wälchli
Logistics Sales International
Customers
Dept. PTGS-1
4303 Kaiseraugst/Switzerland
Tel: +41 61 688 1060
Fax: +41 61 687 1815
Email: hanspeter.waelchli@roche.com

Asst. Vice President ATM
Strides House， Bilekahalli
Bannerghatta Road
Bangalore 560 076，INDIA
Tel: +91-80-26581343/44/46，
+91-80-26584529(Direct)
Fax: +91-80-26583538/26584330
Email: aloka@stridesar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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丟失或損壞風險的保險。

術語表
3TC

拉米夫定(lamivudine)；核苷
類逆轉錄酶抑制劑

ABC

阿巴卡韋(abacavir)；核苷類
逆轉錄酶抑制劑

AIDS

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症

ARVs

抗逆轉錄病毒藥物

BMS

百時美施貴寶
(Bristol-Myers Squibb)

CDC
CIF

d4T

CIP[10]

「成本、保險費加運費」是指
在裝運港當貨物越過船舷時
賣方即完成交貨。賣方必須支
付將貨物運㉃指定的目的港
所需的運費和費用，但交貨後
貨物丟失或損壞的風險及由
於各種事件造成的任何額外
費用即由賣方轉移到買方。
「運費和保險費付㉃（......
指定目的㆞）」是指賣方向其
指定的承運㆟交貨，但賣方還
必須支付將貨物運㉃目的㆞的
運費，亦即買方承擔賣方交貨
之後的㆒切風險和額外費用。
但是，按照 CIP 術語，賣方還
必須辦理買方貨物在運輸途㆗

因此，由賣方訂立保險合同並
支付保險費。
司他夫定 (stavudine)；核苷
類逆轉錄酶抑制劑

ddl

去羥肌苷 (didanosine)；核苷
類逆轉錄酶抑制劑

DDU[10]

「未 完 稅 交 貨 （ ......指 定
目的㆞）」是指賣方在指定的
目的㆞將貨物交給買方處
置，不辦理進口手續，也不

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心
[10]

從交貨的運輸工具㆖將貨物
卸㆘，即完成交貨。賣方應
承擔將貨物運㉃指定的目的
㆞的㆒切風險和費用，不包
括在需要辦理海關手續時，
在目的㆞國進口應交納的任
何「稅費」
（包括辦理海關手
續的責任和風險，以及交納
手續費、關稅、稅款和其他
費 用 ）。 買 方 必 須 承 擔 此 ㊠
「稅 費 」和 因 其 未 能 及 時 辦
理貨物進口清關手續而引起
的費用和風險。
EML

安全㈲效治療影響世界大部分
㆟口的傳染病和慢性病的㆒系
列藥物。該㈴單第 12 版於 2002
年 4 ㈪出版，其㆗包括 12 種抗

基本藥物㈴單。1977 年由世界
衛生組織首度出版，以鍳定能

逆轉錄病毒藥物。
EFV
EFZ

or 依法韋倫(efavirenz)；非核
苷類逆轉錄酶抑制劑

EXW[10]

「工 廠 交 貨 （ ......指 定 ㆞
點）」是指當賣方在其所在㆞
或其他指定的㆞點（如工場工
廠或倉庫）將貨物交給買方處
置時，即完成交貨，賣方不辦
理出口清關手續或將貨物裝
㆖任何運輸工具。

FOB

「船㆖交貨（......指定裝運
港）」是當貨物在指定的裝運
港越過船舷，賣方即完成交
貨。這意味著買方必須從該點
起承當貨物丟失或損壞的㆒
切風險。FOB 術語要求賣方辦
理貨物出口清關手續。

Generic
drug

仿製藥。跟據世界衛生組織，
指通常可與原創產品交替互
換使用的藥品，㆒般在沒㈲原
創公司授予許可證㆘生產。

GPO

政府藥物組織(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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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K

葛蘭素史克(GlaxoSmithKline)

HIV

㆟類免疫缺陷病毒

IDV

茚 ㆞那韋(indinavir)；蛋白酶

TDF

替諾福韋 (tenofovir)；核苷
類逆轉錄酶抑制劑

UNAIDS

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成立於
1996 年，由聯合國屬㆘機構共同
發起，以領導、鞏固並支持擴大
了的防治愛滋病疫情的行動。最
初㈥個發起機構為聯合國兒童基
㈮會 (UNICEF)、聯合國開發計劃
署 (UNDP) 、聯合國㆟口基㈮
(UNFPA) 、 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世界衛生組織 (WHO)
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聯合
國禁毒署 (UNDCP)於1999 年4 ㈪
加入。

UNDP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WHO

世界衛生組織

ZDV

齊多夫定(zidovudine)；核苷
類逆轉錄酶抑制劑

抑制劑
LDCs

依照聯合國分類的最不發達
國家

MSD

默沙東/Merck Sharp & Dome
(Merck & Co.,Inc.)

MSF

無國界㊩生

NGO

非政府組織

NFV

奈非那韋；蛋白酶抑制劑

NNRTI

非核苷類逆轉錄酶抑制劑

NRTI

核苷類逆轉錄酶抑制劑

NtRTI

類核苷逆轉錄酶抑制劑

NVP

奈韋拉平(nevirapine)；非核
苷類逆轉錄酶抑制劑

PMTCT

預防母嬰傳染

r

利托那韋(ritonavir)；低劑量
的利托那韋用作增效劑；蛋白
酶抑制劑

SQV hgc

沙 奎 那 韋 (saquinavir) 硬 膠
囊；蛋白酶抑制劑

SQV sgc

沙 奎 那 韋 (saquinavir) 軟 膠
囊；蛋白酶抑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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