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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精準健康佈局優劣勢：
過去 10 年累積的硬實力

醫療健康資訊

個人化醫療

行動醫療
行動醫療

1. AI 、大數據分析
2. 醫院管理系統
3. 電子病歷
4. 線上預約系統
5. 健保查詢 / 給付系統

1. 基因篩檢
2. AI、大數據分析
3. 癌症、疾病液態活體篩檢
4. 數位孿生平台 (Digital Twin)

1. 遠距醫療
2. 穿戴式 / 居家生物檢測裝置
3. 醫護提醒 APP
4. 智慧醫材 例：居家血液透析儀
5. 醫療物聯網

台灣醫療健康資訊發展 
台灣在國際上具備 ICT、半導體、精密機械製造的競爭優勢，10 年前醫療體系數位化的程度也比世界多國

先進許多。在物聯網、雲端、大數據、AI 剛起步的時期，台灣即著手將病歷和醫護設備電子化，使醫生能

在診間用電腦看診，迅速處理轉診、疾病篩檢等手續，且磁振造影、內視鏡攝影、腦波訊號圖、心電圖等

數據也上傳至雲端 1，大大省去雙方的時間成本。

另外，台灣各產業也注意到醫學數據潛藏的價值，掀起跨領域合作風潮，譬如雲象科技開發 AI 醫療影像分

析平台，協助病理玻片判讀等，或瀚源生醫開發陣列式奈米線場效電晶體診斷晶片，以利即時動態分析蛋

白質與核酸。 

精準健康在數據驅動的時代下，逐漸成為生醫領域的顯學，透過新科技的應用與分析，研發出不少療法

藥物，解決了過去無法應對的疾病。精準健康又是醫學與科技產業跨領域合作的產物，過去 10 年來早有

台灣製造業、資通訊（ICT）業者投身在地與國際市場開發，逐步將台灣推升為國際精準健康設備的代工

霸主。以下將介紹台灣早期已佈局的數位精準健康市場、優劣勢，並從過去經驗反觀台灣未來佈局的機會

所在。 

精準健康 3 大數位領域
台灣數位精準健康發展可分為使用大數據、AI 分析的醫療健康資訊（Health IT），使用 App、穿戴式裝置

的行動醫療 （mHealth），以及整合科技、醫療數據對症下藥的個人化醫療（personalized medicine）。這不

僅是全球生醫產業的投資趨勢，在台灣吸引了台達電、緯創、佳世達、鴻海、瑞昱等半導體廠跨界投資，

對即將步入超高齡社會的台灣來說，這 3 大領域更是迅速數位轉型的佈局關鍵。

數位精準健康金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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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個人化醫療優勢

雲端

物聯網

60% 廠商增加數位化投資 46% 企業尋找異業合作對象

晶片製造

AI 數據分析

台灣行動醫療發展
另一方面，無線通訊穿戴式裝置也在過去 10 年從患者輔具數位化轉型，搭載電子元件推動行動醫療產

業的蓬勃發展，微控制器（MCU）、微機電系統（MEMS）、電源管理晶片（PMIC）等無線通訊元件廠

商也積極投資 2，攻佔市場潛力。此外，遠距醫療的概念也逐漸成熟，隨著無線通訊標準更新，運算

式鏡頭、CMOS 影像感測器以及 NFC、藍牙、Wi-Fi 等晶片製造品牌也投入製造研發，不只供給台灣

內需市場，也出口至全球，形塑醫療電子製造大國的國際形象。

而居家檢測、智慧醫材是台灣在行動醫療發展的成功項目，目前已形成一條產業鏈。舉凡獲緯創投資的

福寶科技研發外骨骼輔具、酷手科技研發肌肉訊號感測增加復健成效的解決方案都屬此類，優勢並非在

大型醫療設備的製造上。

台灣個人化醫療發展
個人化醫療方面，台灣仰賴數位醫療、行動醫療的進步也有不少企業投入資金，譬如開發醫療晶片進行

基因檢測的奎克生技，亞大基因催生基因定序的軟體應用，華碩、高醫及行動基因合作開發 AI 癌症精

準治療。大江生醫提出了「生物挖礦」來縮短生醫活性成分開發時程 3。台灣振興醫院與華碩 AICS 也

透過電子病歷與生物檢測追蹤，打造數位孿生平台，建立數位副本於治療時可模擬行動，觀測治療結

果 4；個人化醫療生態圈也因物聯網、雲端的進步逐漸擴大。

台灣數位精準健康市場隨著 AI 應用成熟、雲端與物聯網普及和 5G 時代到來出現龐大契機。過去，台灣

累積了諸多硬體製造與 ICT 系統開發實力，尤其在全球醫療面板、晶片、電子元件代工表現出眾。近年，

可看到台灣投入 AI 影像辨識、手術輔助系統、醫療物聯網、人機整合技術的數量與日俱增，國際展會也

從未缺席。

雖說軟硬體整合是台灣數位精準健康的契機所在，但台灣多以中小企業組成，Google、微軟、阿里巴巴，

抑或是台灣電子 5 哥、華碩、台灣大哥大的生醫佈局策略無法複製於大部分在地企業，且考量到資本與技

術門檻更是難上加難。在競爭飽和的生醫戰場下，台灣在既有優勢基礎上，還有哪些具國際發展潛力的市

場可以發展？

台灣生技產業營業額佔比
2019 年台灣生技產業的營業額中，健康福祉產業位居第一，約 1,944 億台幣佔 34.7% ，醫材產業以

30.2% 緊追在後，約 1,692 億台幣，且未來的年複合成長率也名列前茅 1。

健康福祉產業契機
有鑒於全球高齡化趨勢，人口老化對各國醫療體系造成負擔，必須採用數位化方案降低人力需求，因此健

康福祉產業不斷擴大。然而，過去穿戴式裝置、健康檢測產品缺乏連網設計無法採集數據，或因技術挑

戰無法有效分析。近年來，台灣相關廠商看見數位化程度落差，因此積極投入數位轉型，據經濟部調查，

60% 廠商將增加數位化投資，46% 企業正尋找異業合作的對象 1。

健康福祉產業應用
健康福祉產業因數位化增生多種服務樣態，舉凡心保公司的老人心理健康的數位平台，捨棄紙本問券，

改用智慧手環取得健康數據，經同意後提供給心理諮商師，協助疾病精準治療與預防；在這方面，智齡

科技推出 IoT 照護推車，可上傳健康資訊於雲端和即時預警 2；博鈞科技開發 AI 機器人協助老人陪伴與健

康量測。

另外，台灣數位精準健康的優勢不在美國、歐洲公司早已佔據的大型醫療設備製造市場，而是在居家照護

與長照應用中。所以台灣在開發健康福祉系統時可在既有的居家設備優勢上尋找附加價值增值方案，著重

思考傳統系統與輔具如何數位化，也善用數據思維對接當今主流系統與需求，藉此取得全球高齡化趨勢的

商機。

台灣數位精準健康挑戰
雖說台灣逐步佔領全球精準健康的硬體市場，但仍面臨了4 個挑戰。第一，物聯網讓數據蒐集效率更高，

但卻因 AI 人工智慧分析尚未成熟，大數據無法完全有效利用，使得跨領域價值無法最佳化。第二，個

人化醫療依賴數據的分析力、運算力和精準度，AI 知識尚未普及，人才更是稀缺，且建置成本高昂，並

非所有單位都可採用。第三，數據蒐集來源不明與雜質過多也會使數據本身無法使用，或得出結果精準

度有落差。第四，儘管台灣在硬體研發上獨步全球，但全球焦點逐漸轉向軟體技術，於是軟體研發人才

培育與技術研發起步慢的台灣，在軟體創新腳步上慢於美國、歐洲等國。

結語
直至今日，5G、邊緣運算、工業物聯網等技術出現，精準健康的定義刷新，而數據時代下，軟硬體整

合有望成為台灣數位精準健康的下個突破口。軟體創新若缺乏充足硬體支援仍無法達到 100% 效率，

唯有雙管齊下善用過去硬體代工優勢，創造軟硬體整合創新，才能更服貼新時代數位精準健康需求，找

到專屬台灣的利基市場。

台灣精準健康未來風口：
從既有優勢找出利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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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4；個人化醫療生態圈也因物聯網、雲端的進步逐漸擴大。

台灣數位精準健康市場隨著 AI 應用成熟、雲端與物聯網普及和 5G 時代到來出現龐大契機。過去，台灣

累積了諸多硬體製造與 ICT 系統開發實力，尤其在全球醫療面板、晶片、電子元件代工表現出眾。近年，

可看到台灣投入 AI 影像辨識、手術輔助系統、醫療物聯網、人機整合技術的數量與日俱增，國際展會也

從未缺席。

雖說軟硬體整合是台灣數位精準健康的契機所在，但台灣多以中小企業組成，Google、微軟、阿里巴巴，

抑或是台灣電子 5 哥、華碩、台灣大哥大的生醫佈局策略無法複製於大部分在地企業，且考量到資本與技

術門檻更是難上加難。在競爭飽和的生醫戰場下，台灣在既有優勢基礎上，還有哪些具國際發展潛力的市

場可以發展？

台灣生技產業營業額佔比
2019 年台灣生技產業的營業額中，健康福祉產業位居第一，約 1,944 億台幣佔 34.7% ，醫材產業以

30.2% 緊追在後，約 1,692 億台幣，且未來的年複合成長率也名列前茅 1。

健康福祉產業契機
有鑒於全球高齡化趨勢，人口老化對各國醫療體系造成負擔，必須採用數位化方案降低人力需求，因此健

康福祉產業不斷擴大。然而，過去穿戴式裝置、健康檢測產品缺乏連網設計無法採集數據，或因技術挑

戰無法有效分析。近年來，台灣相關廠商看見數位化程度落差，因此積極投入數位轉型，據經濟部調查，

60% 廠商將增加數位化投資，46% 企業正尋找異業合作的對象 1。

健康福祉產業應用
健康福祉產業因數位化增生多種服務樣態，舉凡心保公司的老人心理健康的數位平台，捨棄紙本問券，

改用智慧手環取得健康數據，經同意後提供給心理諮商師，協助疾病精準治療與預防；在這方面，智齡

科技推出 IoT 照護推車，可上傳健康資訊於雲端和即時預警 2；博鈞科技開發 AI 機器人協助老人陪伴與健

康量測。

另外，台灣數位精準健康的優勢不在美國、歐洲公司早已佔據的大型醫療設備製造市場，而是在居家照護

與長照應用中。所以台灣在開發健康福祉系統時可在既有的居家設備優勢上尋找附加價值增值方案，著重

思考傳統系統與輔具如何數位化，也善用數據思維對接當今主流系統與需求，藉此取得全球高齡化趨勢的

商機。

台灣數位精準健康挑戰
雖說台灣逐步佔領全球精準健康的硬體市場，但仍面臨了4 個挑戰。第一，物聯網讓數據蒐集效率更高，

但卻因 AI 人工智慧分析尚未成熟，大數據無法完全有效利用，使得跨領域價值無法最佳化。第二，個

人化醫療依賴數據的分析力、運算力和精準度，AI 知識尚未普及，人才更是稀缺，且建置成本高昂，並

非所有單位都可採用。第三，數據蒐集來源不明與雜質過多也會使數據本身無法使用，或得出結果精準

度有落差。第四，儘管台灣在硬體研發上獨步全球，但全球焦點逐漸轉向軟體技術，於是軟體研發人才

培育與技術研發起步慢的台灣，在軟體創新腳步上慢於美國、歐洲等國。

結語
直至今日，5G、邊緣運算、工業物聯網等技術出現，精準健康的定義刷新，而數據時代下，軟硬體整

合有望成為台灣數位精準健康的下個突破口。軟體創新若缺乏充足硬體支援仍無法達到 100% 效率，

唯有雙管齊下善用過去硬體代工優勢，創造軟硬體整合創新，才能更服貼新時代數位精準健康需求，找

到專屬台灣的利基市場。

台灣精準健康未來風口：
從既有優勢找出利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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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深化數位精準健康 Pros & Cons

聚焦世界 3 大經濟體，
台灣深化全球精準健康佈局
台灣數位精準健康橫跨多種產業，其中不乏半導體、面板、ICT 大廠投資，透過軟硬體整合將數位化思維導入
醫護場域，創造遠端智慧照護新模式，也緩解台灣醫護體系財務重擔、過勞等現狀。

國際化趨勢下，各國進入全球市場競爭，找尋相互合作的方案。過去數年，台灣憑藉在無線通訊晶片、光電、
視訊面板、積體電路等技術優勢，成為世界數位精準健康的主要供應商之一。放眼未來，以美國、日本、中
國為例，台灣如何深入數位醫療大國供應鏈，擴張產業規模，更找到新時代合作的契機？

美國市場機會
遠距醫療是美國生醫產業成長最快的領域之一，估計市場規模將在 2027 年提升至 258 億美元，主要競爭廠
商有西門子醫療、Teladoc Health、American Well、美敦力等 1。然而，美國由於腹地廣大難以密集部署醫
療系統，使城鄉的醫護資源差距高；且遠距醫療系統多用於醫院智慧化的建置 2。

台灣接軌美國供應鏈策略

台灣要接軌美國精準健康供應鏈，不能只針對硬體或軟體開發，因為與美國比拼軟體開發贏不了，唯有硬中帶
軟才是上策，好比整合軟硬體的 AIoT 系統、穿戴式裝置、智慧醫材即具有莫大市場潛力。

在美國城鄉差距高與智慧醫院數量成長的局勢下，台灣可著重研發體積小且功能高的輕量級居家或輔助設備；
如此一來可避開開發大型醫療設備常見開發時間長、資金投入高的挑戰，還可利用高性價比的優勢進入美國智
慧醫院的診間與醫護資源缺乏的場域。

譬如捷格科技的 AI 遠距防疫平台已有美國、日本代理商期望導入在地遠距監測與防疫體系；宇心生醫的世界
首個醫療級居家用最小、最輕的 12 導程心電圖儀 3；還有聿信醫療可辨別肺病、氣喘發作與否的智慧聽診器，
以及慧誠智醫的 AI 智慧藥櫃都有進入美國診間的潛力。

此外，台灣可與在地廠商合作，藉由整合對方系統達到產品在地化，也免去在美國增加軟體應用規模的前置
作業，提升成功率。

中國市場機會
作為全球腹地與人口最龐大的國家之一，中國內需市場吸引了全球生醫企業的目光，而雖然台灣與中國同為醫
材競爭關係，但仍可善用智慧醫院軟硬體整合經驗與智慧醫材的利基市場，打入中國市場。

中國的優勢也是劣勢，人口與國土廣大使醫療資源難以分配，另外還得應付人口老化、醫院擁擠等挑戰。中國
政府積極推動智慧醫院升級，利用自動化增加醫療體系的承載力，此外也促進與 ICT 業者的跨領域合作，開發
新興醫療服務。

醫材產業契機
除了健康福祉市場，醫材也佔了台灣生技營業額很大的比例。台灣醫材過往多為低階代工，數位化潛力
不高，也得與印度、中國等低價格出口國競爭 3。不過憑藉長年耕耘的 ICT 與製造業基礎，台灣凝聚了
進軍高階、智慧化醫材製造的實力。

從台灣前 10 大出口醫材來看，內視鏡、測定目力儀、心臟血管用具、其他電氣醫療器具等內外牙科 
儀器、血糖計、失能人士用車零件、經皮電刺激器等理療按摩器具皆擁有數位轉型的特性 1。

醫材產業應用
譬如搭配台灣 AI 影像辨識平台，開發出植入式電刺激器與方向性電極等腦神經外科創新醫材，或看準
遠距醫療趨勢，聚焦相關醫材供應鏈輸出；例如達楷生醫科技的拇指式心電圖機應用、台灣安麗莎的穿
戴式生理訊號監測系統、昌泰科醫的心血管 AI 量測儀。此外，血糖計是台灣的主要出口醫材之一，具
數位化市場開發潛力，譬如臺灣安晟信與智抗糖合作設計數位血糖監管 App，讓血糖計紀錄一鍵上傳
手機，也可紀錄用戶血壓、體重等數據，作為日後拓展個人化醫療的基礎。

台灣具數位化潛力之出口醫材

內外科儀器 
例：內視鏡、測定目力儀、

其他電氣醫療器具
失能人士用車零件 血糖計

理療按摩器
例：經皮電刺激器

另外，台灣還能善用物聯網優勢打造醫療物聯網（IoMT）生態圈，例如威強電、悅康科技分別整合醫
院傳統設備與物聯網系統，打造無線通訊、臨床資訊統整服務，或慧誠智醫的智慧生理量測站。而與數
位醫療供應鏈高度相關的診斷試劑排名台灣醫材出口第 6，也可與國際自動化診斷系統搭配使用。

總結以上，由於全球慢性病人口增加，體外診斷系統需求提升，台灣低階醫材也無法再靠價格與中國與
印度市場競爭，因此台灣必須盡快找出 AI、機器學習導入醫材的策略，或投入高階影像醫材、個人化精
準醫材製造市場，佈局高附加價值醫材系統，在激烈的生醫產業中找出合作契機。

結語
台灣除了既有的市場優勢，若能找到醫材與健康福祉設備、系統數位化的利基市場，即可替代國內主要
進口產品，取得在地市場商機，也可降低台灣對海外市場的依賴度，增加進軍國際資本。然而，需注
意的是，台灣缺乏印度、中國的龐大內需市場，無法長期只仰賴在地市場，勢必得走進國際市場，藉由
台灣既有的軟硬體整合與 ICT 解決方案優勢，拓展精準健康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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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醫材智慧化

2. 集中功能高、體積小居家照護設備

3. 接軌主流數據平台

4. 與在地醫院協作

1. 開發時間長、成本高的大型醫療設備研發

2. 延遲數位轉型計畫

3. 使用傳統製造思維進行設備開發

4. 只關注台灣醫療需求

Pros

Cons

1. 遠距醫療趨勢

2. 醫療資源不均

1. AIoT 醫院系統

2. 遠距醫療設計

3. 診間智慧醫材

機會

台灣
切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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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也可紀錄用戶血壓、體重等數據，作為日後拓展個人化醫療的基礎。

台灣具數位化潛力之出口醫材

內外科儀器 
例：內視鏡、測定目力儀、

其他電氣醫療器具
失能人士用車零件 血糖計

理療按摩器
例：經皮電刺激器

另外，台灣還能善用物聯網優勢打造醫療物聯網（IoMT）生態圈，例如威強電、悅康科技分別整合醫
院傳統設備與物聯網系統，打造無線通訊、臨床資訊統整服務，或慧誠智醫的智慧生理量測站。而與數
位醫療供應鏈高度相關的診斷試劑排名台灣醫材出口第 6，也可與國際自動化診斷系統搭配使用。

總結以上，由於全球慢性病人口增加，體外診斷系統需求提升，台灣低階醫材也無法再靠價格與中國與
印度市場競爭，因此台灣必須盡快找出 AI、機器學習導入醫材的策略，或投入高階影像醫材、個人化精
準醫材製造市場，佈局高附加價值醫材系統，在激烈的生醫產業中找出合作契機。

結語
台灣除了既有的市場優勢，若能找到醫材與健康福祉設備、系統數位化的利基市場，即可替代國內主要
進口產品，取得在地市場商機，也可降低台灣對海外市場的依賴度，增加進軍國際資本。然而，需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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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醫材智慧化

2. 集中功能高、體積小居家照護設備

3. 接軌主流數據平台

4. 與在地醫院協作

1. 開發時間長、成本高的大型醫療設備研發

2. 延遲數位轉型計畫

3. 使用傳統製造思維進行設備開發

4. 只關注台灣醫療需求

Pros

Cons

1. 遠距醫療趨勢

2. 醫療資源不均

1. AIoT 醫院系統

2. 遠距醫療設計

3. 診間智慧醫材

機會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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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面：綜觀銷售、採購、存貨、無形資產及內部控制五大
面向
數位科技結合生技醫療邁向精準健康世代已是全球的趨勢。當科技產業要跨入完全不同領域的生醫產業時，

要將科技思維加入生醫的元素去融合思考運用，在財務會計管理的面向，也將會有新的課題要學習。 

售價與成本
科技業獲利的驅動因子多是力求少樣多量的生產方式以達到經濟規模並降低單位成本，但當結合生醫發展

的過程中，高度客製化、少量多樣方能迎合精準健康產業市場所需。因此，售價的訂定、成本與存貨的管理，

成為科技業跨界轉型必需思考的課題。

授權與收入（以生醫為觀點）
科技與生醫的結合，需要雙方技術與

資源的投入及整合。在賣方（即授權

方）技術授權、移轉專利權、將數據

與資料商品化出售或分階段授權使用

時，即產生收入認列等相關問題，從

財務會計管理的角度來著眼，就要針

對不同層面來通盤考量。

採購與投資（以科技業為觀點）
科技業跨足生醫業是期望運用目前既

有的技術與研發動能延伸至生醫領域，

在硬體方面，利用現有設備產能作最

有效率之應用則是科技業者首要達成

的目標。此外，投資新廠房、採購新

設備或與異業結盟等，就會有須符合

內部控制流程及法規遵循等應注意的

事項。

無形資產與鑑價
在軟體（即技術）方面，除自行研發的專門技術外，無論是科技導入生醫的 Know-how、抑或生醫引用

科技的技能，均可能會有外購智慧財產的問題。而不論是取得專利、收購團隊或併購其他公司，都會涉

及無形資產之認列與衡量及公司或技術鑑價等相關議題。

內部控制與製程 
科技業跨領域轉型導致營運模式及製造流程的改變，從標準化量產的生產流程及內部控制制度配合生醫營

運及製程需有所調整。客製化的導向將導致資源配置會以研發設計為主；生產流程及內部控制制度的改造

能否結合現有 ERP 系統，也是科技業跨入生醫業應進一步思考的課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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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接軌中國供應鏈契機

台灣已有不少智慧醫院的軟硬體整合經驗，且因兩岸文化、語言相近，所以能更有效的協助中國在地醫院數位

轉型，譬如導入醫揚科技的不斷電行動醫護平台、永磐科技的 Miko Drip 點滴監測系統等，擴大台灣生醫企業

在中國的市場。

除此之外，台灣應轉往高附加價值的智慧醫材製造，不只降低與中國在低階醫材的價格競爭，也善用中國缺乏

替代性產品且國民較信賴進口產品的現況，分食精準健康市場 4。

日本市場機會
日本人口超高齡化，是全球平均年齡最老的人口 5，同時也面臨醫療資源分佈不均，治療費用提升等迫切問題。

日本醫療獨步全球，也以精密儀器製造與軟硬體整合服務稱著，擁有類似優勢的台灣除了已存在的 AI 系統與

物聯網優勢外，可聚焦在居家長照系統開發上。

台灣接軌日本供應鏈契機

日本因人口老化迅速出現的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問題，使日本有龐大的醫護與預防需求，且由於高齡

族群大多行動不便，所以台灣擅長的居家長照系統將派上用場，讓家中形同醫院診所。舉凡台灣醫材出口大宗

的血糖計、高齡輔具可納入生物檢測、App 提醒用藥、人體意外感測等智慧化設計，導入日本居家醫護場域，

提升市占率與品牌知名度。

結語
精準健康是一個高度仰賴跨領域合作的產業，一個解決方案的落地往往需要多國企業合作來完善，而這代表了

跨國商機的潛力無窮。美國、日本、中國是 3 個精準健康產業迅速成長的焦點國家，若台灣要深化該市場佈局，

勢必得先了解台灣精準健康資源與技術優勢，思考如何聰明支援國際供應鏈的不足，再開發新興產品吸引跨國

合作。如此一來，台灣將能順暢的擴大國際市場，並掌握利基領域的話語權與合作機會。

財務會計管理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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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口、腹地龐大
2. 醫療資源不均
3. 智慧醫院建置
4. 中國人偏好海外製造產品
5. 高階醫材缺乏替代性產品

1. 複製台灣智慧醫院成功案例
2. 文化、語言優勢
3. 結合在地廠商開發新興醫療服務
4. 轉開發高階智慧醫材，進行中國輸出

1. 人口超高齡化

2. 慢性病預防、治療需求高

3. 遠距長照需求高

1. 台灣血糖計、高齡輔具數位化

2. 居家智慧醫材設計

3. 深化生物檢測技術

機會

台灣
切角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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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面：綜觀銷售、採購、存貨、無形資產及內部控制五大
面向
數位科技結合生技醫療邁向精準健康世代已是全球的趨勢。當科技產業要跨入完全不同領域的生醫產業時，

要將科技思維加入生醫的元素去融合思考運用，在財務會計管理的面向，也將會有新的課題要學習。 

售價與成本
科技業獲利的驅動因子多是力求少樣多量的生產方式以達到經濟規模並降低單位成本，但當結合生醫發展

的過程中，高度客製化、少量多樣方能迎合精準健康產業市場所需。因此，售價的訂定、成本與存貨的管理，

成為科技業跨界轉型必需思考的課題。

授權與收入（以生醫為觀點）
科技與生醫的結合，需要雙方技術與

資源的投入及整合。在賣方（即授權

方）技術授權、移轉專利權、將數據

與資料商品化出售或分階段授權使用

時，即產生收入認列等相關問題，從

財務會計管理的角度來著眼，就要針

對不同層面來通盤考量。

採購與投資（以科技業為觀點）
科技業跨足生醫業是期望運用目前既

有的技術與研發動能延伸至生醫領域，

在硬體方面，利用現有設備產能作最

有效率之應用則是科技業者首要達成

的目標。此外，投資新廠房、採購新

設備或與異業結盟等，就會有須符合

內部控制流程及法規遵循等應注意的

事項。

無形資產與鑑價
在軟體（即技術）方面，除自行研發的專門技術外，無論是科技導入生醫的 Know-how、抑或生醫引用

科技的技能，均可能會有外購智慧財產的問題。而不論是取得專利、收購團隊或併購其他公司，都會涉

及無形資產之認列與衡量及公司或技術鑑價等相關議題。

內部控制與製程 
科技業跨領域轉型導致營運模式及製造流程的改變，從標準化量產的生產流程及內部控制制度配合生醫營

運及製程需有所調整。客製化的導向將導致資源配置會以研發設計為主；生產流程及內部控制制度的改造

能否結合現有 ERP 系統，也是科技業跨入生醫業應進一步思考的課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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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已有不少智慧醫院的軟硬體整合經驗，且因兩岸文化、語言相近，所以能更有效的協助中國在地醫院數位

轉型，譬如導入醫揚科技的不斷電行動醫護平台、永磐科技的 Miko Drip 點滴監測系統等，擴大台灣生醫企業

在中國的市場。

除此之外，台灣應轉往高附加價值的智慧醫材製造，不只降低與中國在低階醫材的價格競爭，也善用中國缺乏

替代性產品且國民較信賴進口產品的現況，分食精準健康市場 4。

日本市場機會
日本人口超高齡化，是全球平均年齡最老的人口 5，同時也面臨醫療資源分佈不均，治療費用提升等迫切問題。

日本醫療獨步全球，也以精密儀器製造與軟硬體整合服務稱著，擁有類似優勢的台灣除了已存在的 AI 系統與

物聯網優勢外，可聚焦在居家長照系統開發上。

台灣接軌日本供應鏈契機

日本因人口老化迅速出現的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問題，使日本有龐大的醫護與預防需求，且由於高齡

族群大多行動不便，所以台灣擅長的居家長照系統將派上用場，讓家中形同醫院診所。舉凡台灣醫材出口大宗

的血糖計、高齡輔具可納入生物檢測、App 提醒用藥、人體意外感測等智慧化設計，導入日本居家醫護場域，

提升市占率與品牌知名度。

結語
精準健康是一個高度仰賴跨領域合作的產業，一個解決方案的落地往往需要多國企業合作來完善，而這代表了

跨國商機的潛力無窮。美國、日本、中國是 3 個精準健康產業迅速成長的焦點國家，若台灣要深化該市場佈局，

勢必得先了解台灣精準健康資源與技術優勢，思考如何聰明支援國際供應鏈的不足，再開發新興產品吸引跨國

合作。如此一來，台灣將能順暢的擴大國際市場，並掌握利基領域的話語權與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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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面：掌握精準、數位醫療的法規優勢
而在產業政策與法規遵循上，「精準醫療」與「數位醫療」更是台灣優勢，相關產業發展條例或法規亦

特別將精準健康及數位醫療加入。  

精準醫療與再生醫療  
依據 BIS Research 研究顯示，全球精準醫學市場將以 11.13% 的複合年增長率成長。衛生福利部則於

107 年首先修正「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特管辦法）中的「細胞治療」

專節，開放自體免疫細胞、自體脂肪幹細胞、自體骨髓間質幹細胞、自體纖維母細胞及自體軟骨細胞

等六類個人化細胞治療技術；而再生醫療技術配合再生製劑條例後，對於細胞基因治療於個人化醫療上，

將進入一個新紀元。  而後續更已將精準醫療中的實驗室發展檢測服務（LDTs）正式納入規範，受惠產

業包含許多精準檢測公司，業務範圍則主要分為預防醫學或癌病基因檢測，或是著重於母胎醫學及產

程檢驗等等。

數位醫療與遠距醫療
而隨著物聯網、雲端技術及人工智慧（AI）的發展，數位醫療服務的需求不斷增長，而 5G 技術則促使

遠距醫療更加蓬勃。研發代工廠也希望搶占智慧醫療商機。例如廣達、華碩、英業達、緯創、仁寶都積

極以自行研發或與醫療機構策略聯盟來發展，而「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則是國內的 Bio-ICT 產業

整合與政策發展的重要推手。 

至於「數位醫療」在法規範的整併更新上，首先在「遠距醫療」的法規鬆綁上，已逐步擴大對「醫師親

自看診」的法規解釋；另對於「醫療大數據」在產業的整合利用上，無論健康資料的收集、儲存、傳輸

或利用等階段，皆則須注意「個人資料保護」或是歐盟 GDPR 的規範，至於我國政府則已從基因體族

群研究、生物資料庫管理、臨床數據建檔分析、到資料庫整合平台的建立與數據加值利用，都依據整體
政策而建立法律規範。

稅務面：重點租稅優惠條例
有關租稅優惠部分，對生醫產業獎勵，除適用一般產業外，還可以關注即將自明年（2022 年）延長施

行的『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草案（原『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是否有更優惠之獎勵，該草案除

擴大新劑型藥品、再生醫療、精準醫療、數位醫療及其他策略生技醫藥產品等適用產業範圍，另日前國

家發展委員會也擬議將生技代工業（CDMO）納入該草案適用範圍；此外，政府對於新創企業也量身訂

作有關租稅優惠措施，以鼓勵創新創業。以下彙整可資評估適用之各項租稅優惠工具供讀者參考。 

隨著併購風潮再起，而併購包括合併、收購及分割，除了商業策略考量外，各種併購方式的租稅效果也不

盡相同，茲就對個人股東課稅之影響舉例說明如下：  

最後，如有跨國技術合作案件，應再留意國際租稅之課題，特別是投資架構之股利收入及資本利得、技術

授權或轉讓與技術服務提供收付價款之所得稅扣繳或營業稅零稅率適用等，如何善用租稅協定及國內法

提供之各項租稅優惠措施，建議交易雙方在協議過程中宜洽詢專業意見，以做好完整的稅務管理、達到

最適的租稅效益。

新創企業適用之租稅優惠

產業創新條例及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之租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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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創新條例 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

獎勵員工股份基礎給付之股票得申請緩課

有限合夥創投透視課稅

各年度盈餘再投資得免徵未分配盈餘所得稅

智慧機械及 5G 支出 5%/3% 可抵減應納稅額

研究與發展支出 15%/10% 可抵減應納稅額

以智慧財權產出資取得股票得申請緩課

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股票得申請緩課

專職研發人員人才培訓支出 30% 可抵減應納稅額

法人股東投資金額 20% 可抵減應納稅額

個人股東投資金額 50% 可抵減綜合所得總額

以技術出資取得股票得申請緩課

研究與發展支出 30% 可抵減應納稅額
2 個條例間的類似條款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

消滅公司個人股東取得之合併對價

超過其全體股東之出資額部分，應

視為股利所得，按累進最高 40% 

或單一 28% 稅率課徵個人綜合所

得稅。

被收購公司個人股東出售之股份，如已印製

股票者，屬證券交易所得，倘非屬設立未滿 

5 年之國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應納入個

人基本所得額計算，扣除 670 萬免稅額後，

按 20% 計徵基本稅額；倘屬設立未滿 5 年

之國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免納所得稅。

• 個人交易經核定之國內高
風險新創事業公司股票，
且交易時該公司設立未滿
5 年。

• 證券交易所得免納入個人
基本所得額計算。

產業創新條例

• 個人以現金投資未滿 2 年
之高風險新創事業達 100
萬元並持有該公司新發行
股份達 2 年，投資金額之
50% 可自綜合所得總額
中減除。

• 每年減除金額以 300 萬元
為限。

企業併購法（草案）

• 被併購之新創公司自設立
登記日至決議併購日未滿
5 年，且未公開發行。

• 個人股東取得合併對價超
過其出資額之股利所得，
得選擇 5 年緩課。

併購方式

對個人股東

所得稅的

影響

合併 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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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面：掌握精準、數位醫療的法規優勢
而在產業政策與法規遵循上，「精準醫療」與「數位醫療」更是台灣優勢，相關產業發展條例或法規亦

特別將精準健康及數位醫療加入。  

精準醫療與再生醫療  
依據 BIS Research 研究顯示，全球精準醫學市場將以 11.13% 的複合年增長率成長。衛生福利部則於

107 年首先修正「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特管辦法）中的「細胞治療」

專節，開放自體免疫細胞、自體脂肪幹細胞、自體骨髓間質幹細胞、自體纖維母細胞及自體軟骨細胞

等六類個人化細胞治療技術；而再生醫療技術配合再生製劑條例後，對於細胞基因治療於個人化醫療上，

將進入一個新紀元。  而後續更已將精準醫療中的實驗室發展檢測服務（LDTs）正式納入規範，受惠產

業包含許多精準檢測公司，業務範圍則主要分為預防醫學或癌病基因檢測，或是著重於母胎醫學及產

程檢驗等等。

數位醫療與遠距醫療
而隨著物聯網、雲端技術及人工智慧（AI）的發展，數位醫療服務的需求不斷增長，而 5G 技術則促使

遠距醫療更加蓬勃。研發代工廠也希望搶占智慧醫療商機。例如廣達、華碩、英業達、緯創、仁寶都積

極以自行研發或與醫療機構策略聯盟來發展，而「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則是國內的 Bio-ICT 產業

整合與政策發展的重要推手。 

至於「數位醫療」在法規範的整併更新上，首先在「遠距醫療」的法規鬆綁上，已逐步擴大對「醫師親

自看診」的法規解釋；另對於「醫療大數據」在產業的整合利用上，無論健康資料的收集、儲存、傳輸

或利用等階段，皆則須注意「個人資料保護」或是歐盟 GDPR 的規範，至於我國政府則已從基因體族

群研究、生物資料庫管理、臨床數據建檔分析、到資料庫整合平台的建立與數據加值利用，都依據整體
政策而建立法律規範。

稅務面：重點租稅優惠條例
有關租稅優惠部分，對生醫產業獎勵，除適用一般產業外，還可以關注即將自明年（2022 年）延長施

行的『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草案（原『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是否有更優惠之獎勵，該草案除

擴大新劑型藥品、再生醫療、精準醫療、數位醫療及其他策略生技醫藥產品等適用產業範圍，另日前國

家發展委員會也擬議將生技代工業（CDMO）納入該草案適用範圍；此外，政府對於新創企業也量身訂

作有關租稅優惠措施，以鼓勵創新創業。以下彙整可資評估適用之各項租稅優惠工具供讀者參考。 

隨著併購風潮再起，而併購包括合併、收購及分割，除了商業策略考量外，各種併購方式的租稅效果也不

盡相同，茲就對個人股東課稅之影響舉例說明如下：  

最後，如有跨國技術合作案件，應再留意國際租稅之課題，特別是投資架構之股利收入及資本利得、技術

授權或轉讓與技術服務提供收付價款之所得稅扣繳或營業稅零稅率適用等，如何善用租稅協定及國內法

提供之各項租稅優惠措施，建議交易雙方在協議過程中宜洽詢專業意見，以做好完整的稅務管理、達到

最適的租稅效益。

新創企業適用之租稅優惠

產業創新條例及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之租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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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創新條例 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

獎勵員工股份基礎給付之股票得申請緩課

有限合夥創投透視課稅

各年度盈餘再投資得免徵未分配盈餘所得稅

智慧機械及 5G 支出 5%/3% 可抵減應納稅額

研究與發展支出 15%/10% 可抵減應納稅額

以智慧財權產出資取得股票得申請緩課

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股票得申請緩課

專職研發人員人才培訓支出 30% 可抵減應納稅額

法人股東投資金額 20% 可抵減應納稅額

個人股東投資金額 50% 可抵減綜合所得總額

以技術出資取得股票得申請緩課

研究與發展支出 30% 可抵減應納稅額
2 個條例間的類似條款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

消滅公司個人股東取得之合併對價

超過其全體股東之出資額部分，應

視為股利所得，按累進最高 40% 

或單一 28% 稅率課徵個人綜合所

得稅。

被收購公司個人股東出售之股份，如已印製

股票者，屬證券交易所得，倘非屬設立未滿 

5 年之國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應納入個

人基本所得額計算，扣除 670 萬免稅額後，

按 20% 計徵基本稅額；倘屬設立未滿 5 年

之國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免納所得稅。

• 個人交易經核定之國內高
風險新創事業公司股票，
且交易時該公司設立未滿
5 年。

• 證券交易所得免納入個人
基本所得額計算。

產業創新條例

• 個人以現金投資未滿 2 年
之高風險新創事業達 100
萬元並持有該公司新發行
股份達 2 年，投資金額之
50% 可自綜合所得總額
中減除。

• 每年減除金額以 300 萬元
為限。

企業併購法（草案）

• 被併購之新創公司自設立
登記日至決議併購日未滿
5 年，且未公開發行。

• 個人股東取得合併對價超
過其出資額之股利所得，
得選擇 5 年緩課。

併購方式

對個人股東

所得稅的

影響

合併 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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