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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雲端、物聯網、AI 等科技日新月異，全球醫療產業已開始與科技整合，

且在各國政府政策帶領下，朝向智慧化發展。臺灣醫療水準名列世界前茅，電子

與 ICT 產業具競爭優勢，應有發展智慧醫療產業的深厚基礎，更應積極投入。 

我們也看到，醫療技術提升及科技的發展，使傳統醫療模式逐漸演進為精準

醫療，主要透過傳統醫療模式，另搭配生物醫學檢測，並結合個人資料，藉由次

世代基因定序科技攤開每個人的基因圖譜，針對個人化的基因差異找到最適合的

治療方式。這樣的技術將不僅針對個人化疾病治療，在逆齡意識崛起下，也能跨

入醫美保養及保健市場來找出個人專屬的逆齡密碼，進而發展出個人化的保養、

保健方法。     

也因為科技發展日新月益，對傳統醫療體系帶來巨大改變，醫療服務也興起

智慧化風潮，智慧醫院已是必然趨勢，其所帶動的市場商機包括衛生管理系統、

藥物自動化系統、病患流程管理系統、資訊安全系統、物流追蹤系統與智能病房

系統等。 

而國際旅遊是目前全球最富生機的產業，同時是現代化國家整體發展的指標，

加上全世界關注焦點從活得久轉向活得健康且有品質，醫療結合觀光休閒，正在

全球蓬勃發展。雖然台灣醫療旅遊發展未跟上國際腳步，但隨著亞洲醫療旅遊的

蓬勃發展，相信以台灣高醫療品質及具競爭力之費用將具有很大的醫療旅遊潛力，

加上若與高科技醫療保健之服務結合，勢必能創造出台灣的醫療服務新價值。 

綜上所述，運用 ICT 結合醫療技術所創造之精準醫學、智慧醫材及智慧醫院

領域發展，有機會改寫傳統的醫療服務模式、治療方式及維持健康方式，而醫療

服務與旅遊的結合可創造新的國際服務模式，因此精準醫學、智慧醫材、智慧醫

院、醫療旅遊將成為台灣智慧醫療服務產業重要議題。本報告即分別以此四項重

要議題來探討其發展走向，並指出國內仍有哪些現實面的問題需面對及克服，以

期台灣在發展智慧醫療服務網絡下，透過醫療產業間或與其他服務產業互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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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醫療服務模式，提升台灣醫療服務產業價值，使每個人都能獲得高品質醫療照

護。 

另，本社也於 9 月間舉辦「生技醫療與智慧化醫療之產業趨勢與商機」，當

天由何美玥國策顧問親臨會場擔任致詞貴賓，上午由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

會張鴻仁理事長主持，中研院前院長翁啟惠院士與台大前校長楊泮池院士進行專

題演講，並安排焦點座談，由衛福部陳時中部長引言，學界翁院士、產業界台灣

生物產業發展協會李鍾熙理事長與逸達生技公司甘良生總經理及法人代表工研

院林啟萬所長等 4 位專家與談；下午在國衛院梁賡義院長及台經院張建一院長主

持下，安排 9 場次專題報告，邀請台灣頂尖研究機構之中研院劉扶東副院長、生

技中心吳忠勳執行長、中經院王健全副院長；醫學學術領域之中國醫藥大學蔡輔

仁副校長與前北醫大學副校長邱弘毅特聘教授；醫院體系的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

院陳瑞杰院長、長庚醫院賴旗俊副院長與台北榮民總醫院李偉強主任；及科技領

域的研華科技楊瑞祥技術長主講。18 位醫療產業專業領域重量級專家齊聚一堂，

聚焦生技醫療、醫療(服務)智慧化及醫療服務國際化等三大方向，共同為建構一

個完善之醫療產業發展體系而努力。研討會重點內容與建議並納入本專題報告中，

研討會專家簡報內容亦詳見本社網頁(www.ctci.org.tw)。 

本報告特別感謝台經院左峻德所長、金惠珍助研究員、黃靜淑助研究員，以

及撥冗參與會議之工研院生醫所林啟萬所長、台經院孫智麗所長、醫材公會全國

聯合會黃貞禮副理事長、私立醫療院所協會朱益宏理事長、員林基督教醫院李國

維院長、電電公會洪碧玉副主任、外貿協會張雅嬋組長與長庚醫院行政中心龔文

華總執行長等 8 位國內專業學養及經驗俱豐之專家學者提供建議，同時感謝其他

許多產官學研界專家接受研究團隊之訪談，提供相當有助益之資訊及看法，讓本

報告能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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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一、問題及目標 

高齡化造成醫療保健支出快速成長，是各國包括台灣關注的重要議題，且都

在積極尋求降低醫療費用的策略，因 ICT、IoT、AI 等科技日新月異，朝智慧醫

療服務產業深化發展成為解決問題之策略之一，並將帶來傳統醫療服務模式之改

變。本專題報告從全球醫療產業發展趨勢，來探討台灣醫療產業未來發展方向，

希冀找出台灣現階段發展醫療產業最適之策略建議，並提出政策建言。 

二、研究範圍及內容 

本專題報告以醫療產業發展為範圍，內容包括先進國家與台灣醫療產業發展

現況蒐集，分析國內外醫療產業發展趨勢與台灣醫療產業發展之定位與挑戰，鎖

定醫療器材、精準醫療、智慧醫院及國際醫療，從技術趨勢、市場銷售、產值，

以及產業價值鏈，客觀檢視產業發展及評估其競爭力，同時藉由專家意見調查等，

探討其現況及發展走向，指出台灣有哪些機會以及現實面待克服之問題，最後提

出醫療產業發展策略建議。 

三、研究結論 

新科技被視為能解決逐年高漲之醫療需求與支出問題的重要手段，並作為開

創智慧醫療之新契機。但醫療產業受法規嚴格管制，且醫療本身保守謹慎，即便

台灣已有強大技術與應用能力，仍應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轉型，使逐步達到智

慧化目標。 

隨著生醫技術的進步，醫療也正從通用性治療到個人化治療的典範轉移，「精

準醫療」因應而生，為醫療產業發展帶來新的轉變，目前世界各國皆投入大筆預

算進行相關研究與基礎建設，並以法規、國家計畫來促使精準醫療產業之發展及

推動。台灣在精準醫療產業創新價值鏈中皆有廠商及相關學研單位的布局，但多

中小企業，缺大型企業引領，力量零散，未構成網狀互聯的價值關係，需藉由跨

領域、跨產業的交流平台進行有效整合，讓大家的核心能力與競爭優勢得以整合

與發展。 

數位化是醫材產業轉型重要趨勢，並引導至「醫療 4.0」時代，從實體產品

轉變為以無形服務產生供給之差異化，創造醫材產業更高之附加價值，朝向以不

受時間、地點限制之服務提供為目標。主要醫材市場國為因應趨勢所需，不管在

法規或稅制上都鼓勵創新技術研發，並建立創新技術之相關標準，使企業有準則

可遵循。而台灣在創新醫材認定上，無評核依據，除業者無所適從外，也讓認證

之取得相當耗時，而數位醫材生命週期短，容易因此錯失商機。而醫材數位化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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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互聯式醫材能產生、蒐集、分析與傳輸健康數據或影像，與醫療服務提供者

連結，將數據傳輸到雲端，儲存於平台或內部服務器，形成 IoMT 生態系。醫材

是台灣醫療產業輸出強項，以替國際醫材大廠代工為主，生產產品種類多為居家

消費性中階醫材，以「me-too」及「me-better」產品為主要外銷力道，特點在於

產量大且價格低廉，欠缺高端產品技術，也因此造成台灣醫材進口值仍高於出口

值。台灣醫材產業應以”價值”來思考，並憑藉電子與資通訊優勢，建立 IoMT

生態系，相信是有機會發展出符合市場需求之「me-only」產品。 

醫院為提升醫療服務效率，逐步導入新科技，朝智慧化發展來因應及滿足時

代的需求。智慧醫院需仰賴 ICT 創造出具優化和自動化流程的環境，並透過 IoT

來改善現有照護流程，為病患導入醫療保健新功能，提供病患更好的照護體驗，

並達到醫院最佳之營運效率。台灣是亞洲地區最早投入智慧醫院發展的國家之一，

主要聚焦於病歷電子化與數位化、遠距醫療及資訊安全。台灣電子業透過與醫院

合作實績，逐漸建立台灣醫療產業輸出創新模式，但大多仍以改善醫療流程為主，

鮮少涉及醫療核心，主要是醫療之不確定性風險高。建議政府應鼓勵醫療機構與

異業廠商合作，並開辦及申請試點計劃，驗證科技導入及驗證制度之可行性及效

益，使醫院有信心逐步轉型，達到更優質醫療服務及提升運營效率之最終目的。 

醫療服務為內需型產業，但隨著人們開始主動追求更好的醫療及健康，而開

始發展「國際醫療服務」。從亞洲地區新加玻、印度、南韓及泰國成功國際醫療

發展經驗可知，其不僅有政府政策的強力支持，且藉由財團式發展，成功建立國

家醫療品牌形象及完善之轉介機制，以系統性方式拓展海外版圖。雖然台灣擁有

高水準且被世界認可的醫療照護體系，且政府與醫院推行國際醫療亦已有多年經

驗，但發展狀況仍遠不及泰國及印度，除了受到健保總額支付制度及醫院非營利

組織模式影響，使台灣醫院無法有多餘心力專注於國際醫療任務外，醫院點對點

之單打獨鬥模式，很難永續發展及帶動產業共同輸出。因此，以國家力量整合並

補足台灣國際醫療服務缺口之平台，是重要關鍵。 

四、改善對策及建言 

(一) 建置可反映全球產業發展趨勢及與國際接軌之規章 

1. 構思法規納入數位醫材管理機制 

全球醫材朝數位化發展，美國與歐盟因應此趨勢，除建立醫材專法外，也

針對數位醫材的性質，以風險為導向規畫管理方式。行政院會雖已於 2017 年

12 月 14 日通過「醫療器材管理法」草案，協助縮短醫材合規與進入市場之時

程，但該草案目前尚未通過，且數位醫材亦未納入該草案中，建議應參考國際

對醫材專法立法之經驗，進行法規增修，協助縮短創新數位醫材合規與進入市

場之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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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逐步放寬遠距醫療限制 

衛福部雖放寬遠距醫療之照護對象與模式，山地、離島及偏鄉地區得由醫

師以通訊方式詢問病情，但仍受限於醫師法第 11 條醫師需親自診察之規定，

只能醫師與醫師遠距醫療協助。建議政府應積極朝向開放地域限制以及讓醫師

可以和病患遠距面對面診察並開立處方，以發揮遠距醫療之實質功效，促進數

位醫材產業發展。   

3. 建立大數據使用管理機制，強化智慧醫療發展之基礎 

發展智慧醫療有二大條件：需有巨量醫療資料，及讓開發產品的商業機構

能與醫療機構共享資料。但因個資法限制，除非病人同意使用，醫院不能擅自

把數據資料拿去衍生運用。為能發展以大數據為基礎之智慧醫療，建議政府師

法如英、德、澳洲及日本等先進國家，於個資法規範資料使用者行為，並保障

資料被使用者之權益，如事後退出權，由政府擔保，建立讓民眾信任的機制。 

(二) 推動具規模之場域計畫作為發展智慧醫療的監理沙盒 

1. 結合研發法人及醫院能量，共建醫療新技術相關標準及審查機制 

醫療創新技術或產品的使用安全性及其確效，需面對跨機構、跨部會的協

調溝通及繁複的監管措施，從開發、審核到上市，需時冗長。建議政府推動醫

療沙盒機制，邀請技術研發之企業加入，結合法人之實驗室與教學醫院，以場

域驗證來進行評估，驗證創新醫療技術的品質，也藉此建立新醫材或治療模式

的審查機制、標準，並提升審查機制能力建構。 

2. 以公立醫院作為提供創新產品或服務之示範場域 

醫院為醫療需求者集中地，公立醫院是由政府單位所管理，也是受民眾信

任之場域。台灣創新產品要推向全球市場，應先被台灣市場所接受，成為向全

球展示的示範市場。建議政府運用相關醫院場域，讓受過政府認證及表揚的新

創醫材有被使用的機會，提供有需求之民眾有更多選擇，同時獲得醫院使用後

之反饋意見，進一步督促及鼓勵企業創新發展，作為拓展國際市場之基礎。 

(三) 推動精準醫療之友善研究環境 

1. 整合全台生醫資料庫 

台灣具備很多發展生醫所需之資料，除了健保資料外，其餘皆散落於各醫

院及學研單位。為達精準醫療之目標，建議政府應先將資料整合，建立全台生

醫資料庫平台，並依資料性質將平台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有

條件地開放學研單位及第三方研發企業，讓資料能安全且有效被運用，加速台

灣精準醫療的發展。 

2. 開放醫療檢測商業化發展 

基因檢測被視為精準醫療之基石，因此發展精準醫療，首要是基因檢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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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化，因此有必要朝向商業化，讓消費者接受，進而有更多人使用之正向循

環發展。發展過程中，因有營收可促進商品研發，並藉由收集數據修正產品，

產出更符合大眾需求之檢測工具，讓規模效益加大，進而普及化。後續除了幫

助藥廠篩選出符合個案需求之藥物，也能提供醫生最有效率之治療決策，更可

作為保險給付之基礎，隨著應用層面擴大，更能加速台灣精準醫療之發展。 

(四) 公私部門合作推動台灣醫療服務，以市場機制開拓國際市場 

1. 公私部門合力推動智慧醫院輸出 

以台灣的醫療優勢，透過醫院與電子業、醫材業者共同合作，打造台灣的

智慧醫院模式。惟智慧醫院輸出模式要成功，涉及當地土地取得與法規許可、

市場經營與資金投入等，建議應建立政府與民間企業共同推動台灣智慧醫院模

式輸出之發展機制，以特許權協議為基礎進行全程合作，保障國家與民營企業

各方之利益，縮短智慧醫院建設的週期，也讓醫院更有意願參與。 

2. 發展兼顧國內醫療服務品質且具競爭力之國際醫療服務 

台灣政府從 2007 年就已開始推展觀光醫療，曾一度積極推動國際醫療政

策，即便台灣醫療高品質已受到國際肯定，但與泰國、印度相比，成效顯然落

後。臺灣具規模之醫院多屬非營利組織，人力與物力皆受限之情況下，基本上

僅能透過政府專案計畫(缺乏長期總體策略)、人道救援/義診及當地相關組織提

出需求來建立合作關係。建議在兼顧國內醫療服務品質下，由政府與目標國家

建立台灣醫療形象及通路模式，允許台灣醫療機構營利/非營利多元經營模式，

擴大醫療服務對象，可增加醫療機構收益，補充健保資源不足、醫療技術不斷

提升且帶動醫療等相關產業發展，為國家、產業、民眾帶來三贏 。 

3. 成立「國際醫療整體服務運營公司」 

國際醫療雖已列入醫院評鑑項目，但醫院進行醫療服務之餘，很難有多餘

人力投入國際醫療的通路經營、人流引入、客戶禮賓服務等事務上，難以帶動

台灣國際醫療之發展。建議政府應參考國際之具體作法，成立國際醫療運營公

司(Facilitator)，採用公私營合作模式，由政府與民間企業共同投資成立，任務

為建立國家品牌形象，並承接國際醫療周邊服務，並作為病患與醫院間之溝通

橋梁，為國際醫療旅客提供最適切之來台就醫旅遊計畫，讓醫院能專注執行醫

療專業；此外也可作為國際醫療服務發展平台，透過公平分配利益原則及審查

機制，讓周邊服務相關廠商(金融、保險、住宿、旅遊等)能一起參與，吸引更

多有需求國際病患來台就醫，帶動台灣境內周邊經濟效益。 

 

財團法人中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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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隨著高齡化、慢性病人口快速增加，及醫療科技不斷進步，致使全球醫療保

健支出快速成長，已成為各國關注的重要議題。而台灣同樣也面臨低生育率與人

口急速老化，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2018 年 8 月發表的「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10

至 2065 年）」，排除國際淨遷徙，台灣人口將於 2019 年由自然增加轉為自然減少，

且 2026 年即會進入超高齡國家。加上少子化，工作人口將不增反減，其對台灣

社會的衝擊與影響是全面的，而最直接且龐大的壓力是國家財政負擔的加重。 

台灣全民健保自 1995 年開辦以來，大幅提升民眾就醫可近性，已不再像過

去容易出現因貧忌醫或因病而貧的現象，加上國內外知名人士對台灣健保體制歌

功頌德，使台灣民眾對健保制度有強烈之認同感；然而高齡少子化問題造成健保

收入難以增加、醫療費用逐年上漲以及醫療資源之浪費等，對台灣健保財務體系

而言，無疑是一大挑戰 

歐美國家一樣面對人口老化問題，其為控制醫療支出持續增加，積極尋求降

低醫療費用的策略，其中之一即是朝智慧醫療服務產業深化發展，期待透過科技

來解決。21 世紀科技發展已進入跨域應用、注重科技與研發以及生物技術精進的

時代，人類對健康的觀念已從疾病的治療，擴展到預防、預測，如基因檢測、導

入人工智慧的精準醫療、數位醫療。未來，這些不僅是主流趨勢，也將是全球醫

療產業的重點領域，帶來開創「智慧醫療」之新契機，進而發展出跨國且創新性

之醫療服務模式。 

儘管台灣具備世界一流的醫療服務與技術，且政府於 2016 年推出「五加二」

產業創新計劃，將醫療列為受關注的產業之一，但因為醫療產業與其他產業相較，

具有包括醫療行為本身存在不確定性且風險高、醫病關係資訊不對稱、健保介入、

政府高度管制及醫療提供者被定位為非營利機構等特點，不若一般產業能以一般

產業經濟理論來分析並擴大市場。近年精準醫療概念崛起，醫療器材企業及醫院

雖嗅得商機，開始朝向智慧化發展，但在創新科技導入過程中，面對許多挑戰，

間接降低台灣醫療服務朝向國際市場發展之可能。 

因此，找到適切的策略方向及具體作法使台灣醫療產業能「連結未來、連結

國際、連結在地」，讓醫療技術和產品輸出海外，將人流引入台灣，帶動台灣整

體經濟發展，目前為相當重要階段。本報告將從第二章檢視全球醫療產業發展趨

勢開始，分別於第三章~第六章逐步探討精準醫療、醫療器材、智慧醫院及國際

醫療等四領域之發展，其中第三章~第五章著重於醫療與科技整合發展所面臨的

挑戰及可能突破口，第六章則著重如何拓展國際醫療服務，將醫療服務轉為產值，

為台灣挹注新經濟能量。主要透過文獻分析與蒐集專家意見等方法，找出台灣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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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發展醫療產業最適之策略建議。文獻分析上，將重要資料收集及彙整分析，

依據領域，選擇推動經驗值得台灣借鏡之國家及企業，探討其政策、具體措施及

技術走向，再對台灣的技術、市場銷售及產值等進行整體分析；其次，採用專家

訪談或是座談會方式，綜整包括從各訪談專家對台灣醫療產業之現況、問題、挑

戰及其未來發展趨勢的看法及本社 60 週年社慶系列活動之「生技醫療與智慧化

醫療之產業趨勢與商機」研討會專家焦點座談重要論述；最後第七章與第八章提

出台灣醫療產業四領域發展之具體策略作法，提出政策建言，期盼台灣醫療產業

能於國際間佔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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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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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報告研討重點架構圖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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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全球醫療產業發展趨勢及現況 

醫療科技的進步使全球平均餘命增加，人口高齡化趨勢帶動慢性疾病盛行率

及醫療需求，而龐大醫療需求造成醫療支出節節攀升，加重全球各國財務負擔。

如何降低醫療成本、提高醫療品質，並使醫療保健服務能有效延伸，成為全球重

要議題。     

21 世紀的科技發展是跨領域應用，整合科技與注重創新研發的時代，醫療與

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的整合，為傳統的醫

療產業帶來革命性的改變，也被視為能解決現今醫療問題的重要解決手段。在科

技爆發的世代，對醫療產業將有怎樣巨大轉變，本章節將探討全球醫療產業之趨

勢發展與需因應之課題。 

一、 醫療產業範疇 

醫療保健產業，又稱為醫療產業或健康經濟，是該經濟體系內各種商品與服

務的總合，包含為病患所提供的預防、治療、復健、緩和等各種治療手段的商品

與服務。醫療保健產業是當前發展最快、規模最大的產業之一，也是構成一個國

家經濟體的重要組成成分。 

醫療產業的內涵，依據聯合國國際標準分類，分為醫院活動、醫療與牙科執

行活動與其他人類健康活動1；而依據全球產業分類標準與產業分類準則，進一步

將該產業區分為兩個主體： 

1. 醫療設備和服務─由提供醫療設備、醫療用品和醫療照護服務的公司和實體所

組成，例如醫院，家庭醫療保健提供者和療養院。 

2. 製藥、生物技術和相關的生命科學─包括生產生物技術、製藥和各種科學服務

的公司。 

簡言之，醫療產業範疇主要以製藥、醫療器材（簡稱醫材）及醫療保健服務

為三大領域，其中醫療保健服務業包括： 

1. 預防健康服務：成人健診、預防保健服務、健康食品； 

2. 國際化特色醫療：中醫、中藥及民俗療法行銷國際化； 

3. 醫療國際行銷：結合外交與媒體共同行銷國內強項及罕見疾病醫療技術； 

4. 醫療資訊科技：電子化病歷、遠距居家照護服務。 

                                                        
1
 其他人類健康活動涉及護士，助產士，物理治療師，科學或診斷實驗室，病理診所，住院醫療機構或其

他專職醫療專業的活動或在其監督下，例如，在驗光，水療，醫療按摩，瑜伽療法，音樂療法，職業療

法，言語療法，手足病，順勢療法，脊椎按摩療法，針灸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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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產業結構中存在專業的職能分工、緊密的上下游結構、多樣化的消費型

態以及複雜的相關法律規範，因此在全球人口結構改變帶動醫療需求下，醫療產

業已是目前全球最關注的產業之一。 

二、 全球醫療產業發展概況 

(一) 醫療保健服務業發展概況 

根據聯合國於《世界人口展望：2019 年修正版》的數據顯示，2018 年全

球 65 歲以上的人數首次超過 5 歲以下兒童，並預測 2050 年將有 97 億人口，其

中 65 歲以上的人口將是 5 歲以下兒童的兩倍多，且也將超過 15~24 歲青少年人

數，屆時全球每 6 人中就有一位年齡在 65 歲以上(16%)，全球高齡化趨勢帶動

疾病盛行率及醫療支出費用，直接影響全球醫療產業市場規模。由於全球醫療

保健服務業的市場規模，來自於人類對醫療的實際需求，故以保健醫療支出的

統計數字，作為醫療保健服務業的市場規模。 

根據經濟學人智庫 2018 年發佈資料顯示（圖 2-1），2017 年全球醫療保健

市場規模約 7.7 兆美元，預計於 2022 年將達到 10.1 兆美元，其複合成長率

(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CAGR)為 4.5%，代表全球醫療保健的市場需

求呈成長趨勢，而亞洲、非洲與中東地區的開發中國家成長趨勢最快，成為未

來關注的潛在發展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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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he 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t, Data Tool(2018)；Deloitte(2019) 

圖 2-1 2017-2022 全球醫療保健市場需求成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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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國家實驗研究院之政策研究指標資料庫指出，各國醫療支出占 GDP 比

例逐年增加（見圖 2-2），同時，各國人均醫療保健支出的差異也持續擴大， 

Deloitte 於《2018 全球健康保健展望-智慧醫療保健的發展》中指出，2021 年美

國醫療保健支出約 11,356 美元，巴基斯坦僅約 53 美元，顯示出醫療保健支出高

的國家其平均壽命較長且有較佳的生活品質。通常人均國內生產毛額的成長會

導致醫療保健支出增加，因此較富裕國家醫療保健支出占比也較高，但隨著開

發中國家經濟逐漸起飛，高齡化國家逐漸增加，使得全球醫療保健支出費用逐

年持續成長，其龐大的醫療需求將直接帶動醫療市場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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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s)，當期金額採當地貨幣計價。 
資料來源：OECD Health Data (2018)；衛生福利部(2018)；國家實驗研究院政策研究指標資料庫
(2018)，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整理繪製 

 

圖 2-2  歷年主要國家國民醫療保健支出占 GDP 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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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龐大醫療服務的需求下，醫療產業成為全球長期關注的產業。除了醫療

服務產業之外，製藥與醫材產業，在技術與產品不斷推陳出新影響下，全球呈

現持續成長趨勢。 

(二) 製藥產業發展概況 

全球藥品市場受原廠藥專利逾期之影響而下降，但新藥核准上市的數量持

續增加，將驅動全球藥品市場銷售的成長。依據 IQVIA 公司的統計，2018 年全

球藥品市場規模估計約為 1.2 兆美元，年增率約為 5.1%，預估 2019-2023 年全

球藥品市場CAGR為 3~6%，到 2023年規模將達到 1.51~1.54兆美元（見圖 2-3）。

其中，生物藥品自 2014 年以來，持續保持雙位數成長，2018 年市場規模約為

2,950 億美元；學名藥部份，2018 年市場規模估計為 3,202 億美元，但受到美國

學名藥採購方議價能力增加導致價格持續下降的影響，使學名藥市場成長趨緩，

年增率僅約 1.6%。 

 

從前三大藥品市場國來看（見表 2-1），美國為全球最大藥品市場且為大部

分新藥第一上市首選國，2018 年市場規模達 4,849 億美元，占全球藥品市場的

一半。由於政府對於藥費支出控制的相關政策持續推出，以及學名藥市場規模

的萎縮，預期未來 5 年美國市場規模的 CAGR 約為 4~7%，將低於 2014-2018

年的 7.2%；中國為全球第二大藥品市場，2018 年市場規模為 1,323 億美元，占

全球 11%，因諸多醫藥政策改革，產業為因應新政策進入重整階段，加上受到

醫保的帶量採購措施影響，預期未來 5 年的 CAGR 約為 3~6%，低於過往 7.6%

0

0.2

0.4

0.6

0.8

1

1.2

1.4

1.6

1.8

2016 2017 2018 2023(f)

兆美元 

資料來源：2019 生技產業白皮書 

圖 2-3  2016-2023 年全球藥品市場規模趨勢 

1.1 1.14 
1.2 

1.51-1.54 

2019-2023 年 

CAGR: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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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率表現；日本藥品市場規模全球第三，主要成長動能為占比高的高齡化人

口，然而在日本對藥價管制政策力道持續加強下，預期 2019-2023 年 CAGR 為

-3~0%。 

製藥本身是一項長期工作，從醫藥品原料製造、新藥開發、動物實驗、臨

床試驗、專利佈局、藥材加工及通路等，需龐大金錢與時間投入，且失敗風險

高，因此目前歐美大型製藥公司仍占主導地位（見表 2-2）。 

 

表 2-1  2018 年全球製藥主要藥品市場規模 

地區 
市場規模 

(十億美元) 

複合成長率 

(2019~2023) 

全球藥品市場 

銷售比率 

全球 1,200 3~6% 
 

美國 484.9 4~7% 51.2% 

中國 132.2 3~6% 11% 

日本 86.4 -3~0% 7.2% 

歐洲五國 177.5 1-4% 14.8% 

註：歐洲五國分別為德國、法國、義大利、英國及西班牙。 

資料來源：2019 醫藥產業年鑑；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整理 

 

表 2-2  2018 全球前十大製藥公司排名 

排名 公司 國家 銷售額(十億美元) 

1 Pfizer 美國 45.3 

2 Novartis 瑞士 43.5 

3 Roche 瑞士 44.6 

4 Merck & Co 美國 37.4 

5 Sanofi 法國 35.1 

6 Johnson & Johnson 美國 38.8 

7 GSK 英國 30.7 

8 AbbVie 美國 32.1 

9 Gilead Sciences 美國 21.7 

10 Amgen 美國 22.5 

資料來源：2019 生技產業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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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看似穩定發展的製藥產業，正遭逢制度與科技上帶來的顛覆性衝擊。

KPMG 的「製藥產業展望 2030」提出的二個重大變化分別是「降價壓力」與「從

治療走向預防」的轉變。 

1. 降價壓力 

長期以來醫療照護價值鏈一直是由製藥廠所主導，但隨著醫療照護需求增

加，預算有限，當前各國政府及藥品購買者除向製藥企業施壓，要求降低價格，

政府、保險公司與病患也都要求製藥企業訂價透明化。 

2. 從治療到預防、診斷、精準治癒 

受到許多新興科技發展之刺激，製藥產業需構思新發展方向，不再侷限於

病患的針對性治療，也需能預測病人罹患特定疾病或健康狀況的機率，從症狀

治療轉變為尋求預防或治癒。該轉變趨勢將驅動製藥業走向突破性新治療方式，

且將透過科技進步與增加病患對於資料的可取得性，達到醫療的客製化

(consumerization)，進而讓病人參與自身的疾病管理。 

為因應上述之顛覆性衝擊，製藥產業開始轉向創新領域，投入遺傳學與免

疫療法發展，以期達到可早期發現、確實診斷、精準治癒的目標。 

伴隨著製藥需朝創新技術突破之方向發展，其經營模式也將隨之改變。因

新藥開發成本愈來愈高，而新藥成功率與研發支出比例不對等，導致傳統由一

家大藥廠負責從研發到市場銷售的全產業鏈模式正在式微。但因新藥之發展仍

是製藥產業的核心，故近年來國際各大藥廠為能達到降低成本與提高研發效率，

已逐漸走向開放式創新經營模式，從研發階段即開始與外來者合作，此經營模

式讓當前的製藥產業開始孕育出許多專攻新藥開發的小型研發公司。新經營模

式形成大藥廠與產業鏈中不同公司間的互動網絡與合作關係，並從整合模式中

獲利（見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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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醫材產業發展概況 

根據 BMI (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 報告指出，隨著消費者對健康管

理的意識抬頭及醫療處置要求提高，加上電腦運算、數位化、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等新技術的跨領域整合，帶動全球醫材市場穩健成長。2018 年

全球醫材市場規模達 3,891 億美元，至 2021 年產值將成長至 4,625 億美元，其

CAGR 達 6.5%（見圖 2-5）。 

目前美國仍是全球第一大醫材市場，占全球市場之 42.1%，其次為德國、

日本及中國(見圖 2-6)，醫材市場發展易受到國家政策因素影響，如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上任後積極推動稅務改革方案，2020 年前決議廢除 2.3%醫材消費

稅，為整體醫材市場挹注更多動能，醫材大廠為掌握先機也逐步調整其資本配

置，投入更多研發資源或擴大產品組合，也帶動更活躍的產業併購發生；而中

國卻於2017年著手大力推行兩票制2和高值耗材重點產品集中採購規範的政策，

使得高值耗材價格最高下跌幅度達 99%，目前尚未見底，中國更於 2018 年 11

月起，集中採購措施更擴大至低值耗材和檢驗試劑，致使醫材產業將經歷更複

雜的醫療通路與研發廠商交互整併的過渡期，產業重整勢不可擋，也因此帶來

更多不確定性。 

                                                        
2
 即醫材生產商賣給經銷商開一次發票，經銷商賣到醫院再開一次發票，也就是流通領域的轉售次數不能

超過兩次。 

資料來源：抗癌免疫療法科學突破之啟示，金惠珍(2017) 

圖 2-4 製藥產業利害關係者之角色定位與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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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科技與服務模式改變對醫療產業的變革，也是最快反應在各國的

醫材政策，說明如下。 

資料來源：2019 醫療器材產業年鑑 

圖 2-5  2016-2021 年全球醫材市場規模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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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19 醫療器材產業年鑑 

圖 2-6  2018 年全球醫材市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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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國：美國 FDA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期望能將更符合

趨勢、創新技術發展和更客觀的產品性能評估方法導入醫療産品風險監管

中，2019 年將更新有關 510(k)、De Novo 途徑及完善 Pre-Cert Program 的監

管措施。 

2.歐盟：歐盟對其醫材新法 MDR（Medical Devices Regulation，醫材法規），

和 IVDR（In Vitro Diagnostic Medical Devices Regulation，體外診斷器材法

規）的詳細實行細節公告進展依舊緩慢，而 MDR 過渡期已過一半，2020

年 5 月將不再依照指令 MDD（Medical Device Directive，醫材指令）核發

證書。欲將產品於歐美上市的廠商，應隨時關注、因應法規變革，避免影

響產品上市時程。 

3.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Chin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CFDA)在改組為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National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MPA)後，推出一系列政策與規範，包含中國醫材新版

《分類目錄》（未納入體外診斷試劑）的正式實施、要求醫材産品質量之提

升，及針對「互聯網+」相關應用的醫材、服務及醫療機構逐步制定法規與

標準等，以期提升醫材品質、鼓勵技術創新，及推動中國醫材與國際接軌

並帶動市場成長。 

醫材產業會隨著全球趨勢脈動及需求而對其發展有直接性之影響，各國政

策需與時俱進，即時因應市場所需，讓企業有準則可遵守，進而把握商機，帶

動市場成長。 

三、 台灣醫療產業發展現況 

(一) 台灣醫療保健服務業發展趨概況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對「超高齡社會

(super-aged)」定義：老年人口占整體人口達 20%。觀察台灣人口老齡化狀況，

2018 年台灣高齡人口（65 歲以上人口）比例已超過 14%，正式邁入高齡（aged）

社會；國家發展委員會(簡稱國發會)推估，台灣將於 2026 年邁入「超高齡社會」，

且 2065 年台灣高齡人口比例將超過 4 成。台灣從高齡社會轉為「超高齡社會」，

預估將只耗費 8 年，遠快於日本（11 年）、美國（15 年）、法國（29 年）及英國

（51 年），而與韓國（7 年）、新加坡（7 年）預估時程相當（見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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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趨勢也反應在台灣國民醫療保健支出上。依據衛福部公佈資料顯示

（見圖 2-8），2017 年台灣國民醫療保健需求約(National Health Expenditure, NHE)

為台幣 1 兆 1,274 億元，較 2016 年增加 3.7%，增幅高於國內生產毛額(GDP)之年

增 1.9%，占 GDP 之比重約為 6.4%。 

台灣平均每人醫療保健支出為台幣 47,860 元，為能精確顯現各國經濟發展

與醫療保健支出之當期實力，將以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計算

後進行比較，此闡示各國購買相同物品所需支付之價格。與 OECD 各國相比，台

灣高於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等東歐國家及南韓、墨西哥與土耳其等 15 個國家，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 

圖 2-7 全球主要國家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2018) 

圖 2-8  台灣醫療保健需求成長趨勢 

https://www.moi.gov.tw/chi/chi_news/news_detail.aspx?type_code=02&sn=13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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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顯示出相較於其他先進國家，台灣醫療保健支出偏低（圖 2-9），其原因之一

為台灣個人醫療保健支出，大部份來自於健保，共 5,997億元，占 60.3% （圖 2-10）。

台灣面對逐年上漲的醫療成本及需求，健保的負擔將逐年加重，或可仰賴新技術

與科技來解決，或者藉由擴大醫療服務市場，挹注健保收入，進而帶動醫療服務

產業市場規模。 

圖 2-9  2017 年 OECD 會員國與台灣平均每人醫療保健支出及其 GDP 

 

附註：剔除盧森堡 Luxembourg、美國 United States 及愛爾蘭 Ireland 3 個國家，其估計回歸模式為
平均每人 CHE = 0.1326 × 平均每人 GDP－1778，R² = 0.8671。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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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2018) 

圖 2-10  台灣個人醫療保健支出的資金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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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灣製藥產業發展概況 

台灣製藥產業概分為西藥製劑、原料藥、中藥及生物製劑等領域，其營業

規模從 2014 年劇烈衰退，近幾年逐漸回升。2018 年台灣製藥產業營業額為台

幣 803 億元，與 2017 年相比似乎沒有太大波動（見圖 2-11）。目前以內銷為主，

且以健保藥品市場供應為主，數量約占 75%，因此，易受健保藥價調整政策影

響，加上廠商為因應 2015 年實施 PIC/S GMP 規範而進行產能調整，使成長幅

度受限。台灣製藥產業長期呈現貿易逆差，代表仍高度依賴進口，外加精準醫

療概念崛起與製藥成本愈來愈高下，需走向創新技術突破，因此經營模式也隨

之改變，不少製藥公司透過併購與策略聯盟等方式來因應，此可增添台灣製藥

產業之成長動力。 

台灣製藥產業領域主要分成新藥開發公司與製藥公司兩大類，其發展概況

說明如下： 

1. 製藥公司以原料藥及學名藥為核心。學名藥、挑戰 Paragraph IV 的學名藥、

以及改良新藥等，因在研發時程上較新藥快速，成為台灣主要學名藥廠之

標的。由於台灣健保持續推動藥價控制措施，利潤空間受限，因此積極拓

展外銷市場，期望降低對健保藥品市場依存度，但近年受到中國大陸及印

度等國低價競爭，加上下游製劑廠商之上市產品銷售不如預期，成為近年

原料藥營業額減少的關鍵因素。 

2. 新藥研發公司，其主要收入來源為授權金，根據勤業眾信《2017 年新藥研

發與併購白皮書》指出，台灣上市櫃/興櫃的生技製藥公司之授權（含 

license-in 與 license-out）案件，由 2012 年的 7 件逐年增加，2016 年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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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19 醫藥產業年鑑 

圖 2-11  台灣製藥產業營業額成長趨勢 

新台幣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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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24 件。除了台灣在藥品研發活動漸趨熱絡外，因資本巿場開始關注生

技醫藥類股，讓資金動能推動臺灣生技製藥公司的授權交易活動增加，加

上新藥研發成果浮現，在授權巿場上水漲船高。另外，廠商為了持續拓展

巿場，透過授權交易將研發成果推進至國際巿場，更利於創造更多營收，

形成良性循環。目前台灣新藥開發公司有許多產品陸續進入第二及三期臨

床試驗，也已啟動國際授權或合作談判，其中以小分子藥為主軸，近五年

授權也以小分子藥為主。初步觀察，2017 年新藥開發案件持續增加，可預

見 2018 年因各公司新藥臨床試驗進度的推進，將帶來更多授權機會。 

3. 由於台灣健保持續推動藥價控制措施，利潤空間有限，因此台灣製藥產業

近年積極拓展外銷至歐美或東協等市場，或聚焦產品線差異化，如專科用

藥，因此近年銷售授權案件也持續增加。 

(三) 台灣醫材產業發展概況 

1. 產業規模 

醫材是台灣生醫產業發展最快速的產業，其主要範疇為診斷與監測、手術

與治療、輔助與彌補用、體外診斷、其他類及預防疾病與健康促進之設備及用

品等項目。2018 年台灣醫材營業額達 1,119 億元，與 2017 年相比成長 8.2%，

前十大出口產品比重從 2012 年 62%攀升至 2018 年 70%，其中以隱形眼鏡、失

能人士機動用車及其零件附件、血糖機及其試片等為台灣主要出口主力產品

(見圖 2-12)。 

台灣進口醫材產品除了較大宗的醫用耗材外，其他皆為台灣廠商技術與生

產能力不足之品項為主，如醫學插圖器、內視鏡、人工腎透析裝置等；另雷射

醫用組件進口大幅攀升，則與近年台灣廠商積極投入相關醫用品項研發有關，

而進口國仍以歐、美、日為主，其進口高度集中現象與台灣偏好國際廠牌及健

保給付有關。雖然台灣醫材進口值高於出口值，但台灣產品憑藉高性價比優勢

及積極尋找其他市場出口機會下，在國際市場上仍有不錯的成長潛力與發展契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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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業發展概況 

(1) 各國醫材法規之改變影響台灣市場佈局策略 

台灣醫材產業拓展外銷不遺餘力，然各國醫材產業管理法規不太相同，依

產品風險程度，於上市前視情況進行臨床試驗，以驗證安全性與有效性。

面對成熟市場如美國及歐盟，都因為醫材法規更新，導致醫材產品開發及

上市成本增加，也將影響台灣醫材業者的產品上市佈局。 

(2) 佈局亞太地區 

台灣醫材公司除了切入歐美主要市場外，快速崛起的中國也是佈局重點之

一。此外，近期在東協高齡商機崛起及政府新南向政策引導下，台灣公司

開始拓展東協市場，雖醫材產品上市需要符合當地法規規範，但台灣醫材

產品有申請歐美市場許可證的經驗，成為拓展東協市場之一大優勢。 

四、 醫療產業發展趨勢 

 2007 年時任中研院院長翁啟惠曾於「生技製藥產業在台灣的發展」專題報

告中大膽提出“三十年後，幾乎所有的公司都會與生技有關，不是以生技為主要

業務，就是生技的週邊產品，否則就是利用生物技術來支援或解決問題。”這段

話直接表明 21 世紀一定是生物科技的世紀。 

隱形眼鏡 

18% 

糖尿病試紙 

10% 

其他塑膠製實驗

室、衛生及醫療用

之物品 

9% 

其他如內外牙或獸

醫用儀器及用具之

零件及附件 

8% 
失能人士用車 

7% 

血糖計 

4% 

其他診斷或實驗用

有底襯之試劑及診

斷或實驗用之配製

試劑 

4% 

失能人士用車之零

件及附件 

4% 

其他導管、套管及

類似品 

4% 

其他內外牙或獸醫

用儀器及用具 

2% 

其他 

30% 

資料來源：2019 醫療器材產業年鑑 

圖 2-12  2018 年台灣前十大醫材出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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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全球面臨醫療支出持續高漲的考驗，占各國 GDP 比重持續增加，加上

醫療技術的進步讓人類的壽命增加，更顯出高齡疾病照護的急迫性，也因此各企

業積極導入 ICT技術，尋求更有效益的解決方案，驅動智慧健康醫療的發展契機。

醫材融合人工智慧，大數據或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進行數位化轉型

(digital transformation)成為當前發展趨勢。 

(一) 數位轉型 

全球醫療走向數位化，數位醫療 2017 年市場規模達 1,359 億美元，預估於

2020年達 2,333億美元，其中以無線醫療保健及行動醫療成長最快（見圖 2-13），

象徵不受時間及地點的限制下提供服務為其發展目標，故數位化轉型已成為全

球醫療產業重要發展方向。 

(二) 改變醫療保健服務模式-以病患為導向之服務 

由於醫療產業需取得各國政府法規許可，相較於其他產業（如零售業），醫

療保健產業的數位變革較為緩慢，但可預期醫療保健產業將逐漸發生轉變，在

傳統的醫療體系下，「服務提供者」、「服務付費者」、「產品製造者」三者的關係，

會隨著病患的思維逐漸彰顯與抬頭，慢慢轉為以「病患導向」思考之醫護體系

關係（如圖 2-14）。同時，數位科技的影響，病患更易取得相關的醫療保健資訊，

主要從「行動健康裝置的使用」與 「網路與社群的醫療知識與體驗傳播」兩個

層面取得，民眾藉由這兩項工具，更能瞭解自身身體的狀況 並能夠與網路的社

群產生互動討論，雖資訊有時不見得全然正確，但這種更加重視病人自主性思

維的醫療保健服務將成為不可逆的趨勢，從而改變民眾的就醫行為與決策。 



22 
 

 

資料來源：Deloitte (2019) 

圖 2-14  醫療保健服務模式轉型 

資料來源：Statista；MEDICA；工研院產科國際所整理(2019/1) 

圖 2-13  2017 年全球數位醫療市場規模及次領域占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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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跨界整合的智慧醫療 

生技醫療數位浪潮加上精準醫療(Precision Medicine)概念崛起並被充分應

用於醫療產業後，促使醫材、醫療服務、製藥及高科技業者走向跨界整合，且

國際間也面臨新舊醫材法規轉換期。 

數位轉型已是醫療產業發展趨勢，多數業者已投入資源開發商機，並在現

行法規架構下尋求獲利模式，因此業者在邁入數位化、智慧化的進程中，應以

產品生命週期為思考切入點，加強「策略規畫、軟體確效、安全與隱私保護、

委外與合作」等環節之數位轉型應對方式。 

1. 策略規畫：「智慧醫療」將是醫療保健產業未來十年的關鍵成長驅動力，

數位轉型是醫材業者在市場上的競爭利器，因此建議業者以「使用者為中

心」，運用「服務設計思考」(Service Design Thinking)的方法與理念，進行

醫材軟體開發、優化介面設計與設計應用程式(APP)，以打造出超出使用

者需求「五感體驗」(Five Senses)的創新產品與機會。 

2. 軟體確效：醫材與 IoT 結合後，軟體應用比重大幅提升。以往「軟體確效」

(Software Validation)主要著重在醫材軟體本身，但 2016 年發佈的新版 ISO 

13485 規定，用於製造、監視與測量之醫材軟體也須進行確效作業，須記

錄軟體驗證相關活動，作為產品上市審查之資料依據。建議業者應於設計

規畫、軟體開發和驗證測試各階段都進行驗證，以確保軟體能符合預期且

具備安全性，避免器材故障而對使用者造成傷害。 

3. 安全與隱私保護：APP 是行動醫療產品極重要的元件，若產品本身採用感

測器之 IoT 技術，則需加強注意惡意程式及個人資料侵害之威脅，以避免

開啟駭客攻擊大門。此外，生技醫療屬於法規高度監管之產業，企業應關

注產品預定申請上市地區之隱私法規動態，適時盤點個資之蒐集、處理與

利用的狀況，並搭配隱私之衝擊分析，確保不會有違法等情事。 

4. 委外與合作：展開數位化轉型時，勢必委外與新夥伴合作來導入新技術，

合作過程中的資料傳輸、存放，都可能會使用到 ICT 廠商的產品和解決方

案，因此無論是何種委外形式，必須清楚定義合作雙方的責任歸屬，方可

對營業秘密、隱私資料處理等資安控制、營運模式合規與營運能力持續性

等展開有效把關。 

五、 小結 

醫療與國家經濟成長息息相關，因此醫療產業是各國關注之重點產業，從全

球醫療服務趨勢觀察中可知，世界各國皆面臨醫療保健支出逐年上漲之財務負擔

問題，且隨著開發中國家經濟起飛，將加快全球高齡化趨勢，連帶提高慢性病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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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率，進而帶動全球醫療需求，而醫護人力不足、醫療資源分布不均及就醫可近

性問題，連帶使醫療照護品質跟著受到影響。為有效控制醫療支出，達到醫療有

效性，可透過新科技的導入，來提升醫療效率與醫療服務品質，開創智慧醫療新

契機，如醫師能透過 AI 輔助其醫療決策、減少錯誤；透過遠距醫療，解決醫療

資源不均之問題。精準醫療概念的崛起，促使科技與醫療跨界整合，也是能解決

現今及往後醫療問題的重要策略之一。 

但智慧醫療勢必對現行醫療體制、既有服務流程及民眾就醫習慣產生衝擊，

甚至對已實施之醫療保險制度、個資安全及醫療相關法規等都可能會面臨重大變

革。醫療本身不確定性高且與人息息相關，因此醫療產業較其他產業會受到法規

更嚴格之管制，即便在全球醫療智慧化趨勢及台灣在 ICT 已有強大技術與應用能

力都有可能使醫療產業發展受限，建議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智慧化轉型，使逐

步達到目標，如階段性進入醫療需求者生活中，擴大使用場域，影響及改變傳統

醫療保健行為，進而逐步調整法規，促使醫療型態轉型，似乎才是推動智慧醫療

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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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精準醫療發展 

由美國能源部和國家衛生研究院推動的人類基因組計畫(Human Genome 

Project)開啟了人類探究自身奧秘的大門，並邁出了破解人類遺傳密碼的第一步，

隨著後續生物醫學研究以及基因、蛋白質與代謝檢測的進步，醫療也正進行著從

一體適用之通用性治療(one size fits all)到個人化治療的典範轉移。 

  全球面臨人口老化、慢性病人口攀升以致各國醫療財政負擔加重的問題，許

多無效醫療及浪費醫療資源等問題開始被檢視及解決，也因此投入能提升醫療效

率與醫療服務品質之相關技術、研究與措施。隨著數位科技、基因檢測與定序技

術的快速進展下，精準醫療(Precision Medicine)已不再是夢想，將為生技醫療產

業帶來前所未有的轉變，各國都在政府政策帶領下，積極投入該領域，以期成為

市場的先行者。在精準醫療市場潛在商機的樂觀預期下，結合 AI 時代到來，如

何將數位科技與醫療技術整合，打造精準的醫療服務，朝向全面提供個人醫療的

目標邁進，將是各國於精準醫療領域能占有一席之地的關鍵。 

一、 精準醫療範疇 

精準醫療一詞最早是 1990 年代人類基因體計畫所進行之個人化醫療

(Personalized Medicine)的延伸，並於 2011 年 11 月由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提出，

其定義為基於個體間基因差異性、社會環境和生活型態等不同，藉由個人基因型

或基因表現及臨床資料資訊，選擇最適合個人使用之藥物、治療方法或預防方式，

達到藥品最大療效與最小的副作用，因此需要準確地了解疾病的發生與進展，藉

由有效且正確地探究疾病之因果，結合醫學的科學研究及跨領域科技，讓疾病的

預防與診療能更精準。 

在精準醫療的概念下，目前受到重視之癌症標靶治療及未來朝向的個人化醫

療都屬其範疇，而產業應用包含預測、診斷、治療及預後監控等四大塊，其技術

包含生物資訊、次世代定序、生物標記分析、伴隨式診斷及大數據等，其中大數

據應用技術對於疾病準確性具有重要影響力，其能降低醫療產業未來技術或應用

之缺口及提升醫療之效率。除此之外，伴隨式診斷(Companion diagnostics, CDx)

與治療亦被視為精準醫療發展之首要關鍵市場，其能輔助醫師診斷病患，提供醫

師治療產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資訊，使降低無效醫療的發生，達到正確治療，進

而降低醫療費用支出，同時也有助於藥品開發的時程縮短與成本降低，因此 2012

年起，美國 FDA 鼓勵新藥應與伴隨式診斷試劑進行共同研發（見圖 3-1），以用

於監測治療情況，並將 CDx 歸類為第三類醫材，是「個人化醫療」之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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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rost&Sullivan(2017) 

圖 3-2 精準醫療核心關鍵因素 

在精準醫療發展趨勢下，治療處方的開立更加重視由不同面向所進行之關鍵

因素及決策判斷，其可分為三大部分（見圖 3-2），分別為： 

1. 組學因子(Omics Factors)，包括生物標記、疾病亞型、臨床表現等； 

2. 臨床與遠端照護因子(Clinical and Remote Care Factors)，包括病患疾病史、

電子病歷、病患質性反饋、病患藥物遵循性等； 

3. 生活型態及外在因素(Lifestyle and Exogenous Factors)，包括所處環境、個人

喜好、生活型態、社經背景等。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6) 

圖 3-1  伴隨式診斷試劑與新藥共同研發之時間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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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三大因子之數據及資料進行收集，透過科技演算法，進行決策判斷並獲得

最適合個人之預防/治療/保健方式，使達到精準效果或降低相關風險產生。 

以癌症為例（圖 3-3），需透過臨床醫師及相關研究人員之團隊合作，並藉由

臨床數據分析找出合適且合理之治療方式，進行對症下藥，由於各種不同臨床分

析方式及準確度，都會影響醫師的決策與診斷，因此須要大量的數據蒐集及電腦

運算與判斷，使降低個別案例監測診斷誤差所造成的誤判風險，減少錯誤決策的

發生。而精準醫療的發展不僅是分子標靶治療，隨著人類基因體定序成本下降及

便利化、新檢測分析技術與大數據分析等跨領域技術之導入，帶動精準醫療發展，

其產業鏈中包含的企業除了藥品開發、醫用檢驗技術或診斷試劑廠商外，更有跨

領域的 ICT 廠商參與，顯示出醫療與科技的有效整合構成智慧醫療，才能達到精

準醫療境界。 

  

資料來源：Precision medicine driven by cancer systems biology, Filipp FV (2017) 

圖 3-3  精準醫療之基本組成及癌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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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精準醫療發展概況及態勢 

(一) 世界主要國家精準醫療相關政策 

開啟智慧醫療才能達到精準醫療的境界，精準醫療的概念已被世界各國所

認同並將其列為產業發展重點，希望能在醫學領域做為世界領先者。從美國前

總統歐巴馬於 2015 年 1 月宣稱，精準醫學將提供人們一個有史以來最可能出現

醫療突破的機會，並提議以 2.15 億美元推動「精準醫療啟動計畫」（Precision 

Medicine Initiative），整合遺傳和基因組的資訊，做為臨床治療出發點的一個行

動計畫，同時希望能夠為每一位病患提供適時、適量、適人的治療 (Right 

Treatment for the Right Person at Right Time and Every time)，其目的要在「疾病

治療」和「健康促進」做革命性的轉型改變，顛覆現今的醫療與健康照護之規

範和模式，並於隔年提出兩項與精準醫療相關之大型計劃─「癌症登月計畫」

(Cancer Moonshot Initiative)及「國家微生物組計劃」 (National Microbiome 

Initiative)，看得出歐巴馬想擘劃讓美國引領醫學之新時代。 

另一方面，英國早在 2013 年即已開始啟動為期 4 年之「十萬基因體計畫」

(Genomics England)，並於 2015 年 4 月宣布成立精準醫療推動中心，預計至 2021

年投入共 93 億美元進行整體精準醫療發展，是最早開始進行精準醫療的國家。

此外，法國、韓國及中國大陸也在美國宣稱精準醫療時代即將來臨的時刻，也

陸續啟動國家級基因體計畫，其中中國大陸於 2015 年 3 月召開首次精準醫療戰

略專家會議，並建置百萬人基因資料庫，且將精準醫療列入 2016 年啟動的「十

三五經濟規劃」重點產業範疇項目之一，以加快發展精準醫療；韓國也於 2015

年底提出「國民基因體計畫」(10,000 Genome Project)，預計 2019 年前完成韓國

人基因組圖譜及建立基因資料庫，期望能開發出新型基因試劑和診斷裝置，並

成立衍生公司進軍海外市場；而後法國於 2016 年 6 月宣布，將投資 6.7 億歐元

啟動「2025 法國基因體醫療計畫」(France Genomic Medicine 2025)，提高國家醫

療診斷及疾病預防能力（表 3-1）。綜上所述，世界主要國家皆看好未來精準醫

療的發展趨勢，希望能在此環節取得先機，成為能引領全球醫療革命的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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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各國之精準醫療政策推動 

國家 英國 美國 中國大陸 韓國 法國 

啟動

年份 
2013 2015 2015 2015 2016 

投入

經費 
約 98.23 億美金 共 17.35 億美金 約 89 億美金 約 2,500 萬美金 7.5 億美金 

 

 

 

 

 

 

 

 

相關 

政策 

1. 2013 年啟動「10 萬

基因體計畫」(5.23

億美金) 

 2018 年宣布擴展至 5

年內完成 500 萬人全

基因定序，使通過改

善疾病的診斷和預

防，加速成為基因組

醫療領域的全球先驅 

 截至 2018 年 10 月 1

日已完成 87,231 個全

基因定序 

2. 2015 年 4 月成立「精

準醫療推進器」, 93

億美金(2015-2021

年) 

 由英國國家創新局宣

布成立，並開始著手

1. 2015 年初提出「精準

醫療啟動計畫」(2.15

億美金) 

 研究資料庫建立並運

用於藥物開發(2 億)、

基因定序法規制定與

數據共享安全防護

(1,500 萬) 

 預計募集100萬人基因

資料，來協助治療癌症

與糖尿病等疾病，建立

起完整的基因資料

庫，以標準化步驟實行 

 精準醫療現已更名為

All of Us Research 

Program，其科技目標

中與智慧醫療的

mHealth 技術連結，使

1. 2015 年 3 月召開首次

精準醫療戰略專家會

議，將精準醫療納入

十三五科技發展規劃 

 未來 15 年投入約 89

億美金來實現願景

(1/3 中央財政支付，

2/3 企業和地方配套) 

2. 2016 年明確指出精準

醫療是優先啟動的重

點專項病症是進入執

行階段 

3. 奠定精準醫療大數據

基礎 

 建構百萬人以上的國

家大型基因資料庫和

重大疾病資料庫 

 建立生物醫學的大數

1. 2015 年 11 月宣布以

韓國蔚山國家科學技

術研究所為依託，展

開「萬人基因組計畫」 

 合作者包括括蔚山市

政府、大學與醫院等單

位 

 預計於 2019 年前完成

韓國人基因組圖譜、建

立基因資料庫，並投入

相關基因疾病的致病

研究 

 於 2018 年須具備能利

用萬人基因體分析數

據，使開發出新型基因

試劑和診斷裝置，未來

預計成立衍生公司，將

研究對象擴大至全韓

1. 2016 年 6 月宣布啟動

「2025 法國基因體醫

療計畫」 

 提高國家醫療診斷及

疾病預防能力，預計建

立 12 個基因定序平台

以及 2 所國家數據中

心 

 3 個目標： 

(1) 成為全球領先的基因

體醫療領先國家 

(2) 整合基因體醫療智患

者常規檢測流程 

(3) 打造國家基因體醫療

產業 

 初期聚焦癌症、糖尿病

及罕見疾病，於 2020

年後進一步延伸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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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各國之精準醫療政策推動 

國家 英國 美國 中國大陸 韓國 法國 

解決精準醫療產品的

瓶頸問題，如商業模

式、臨床試驗、資訊

整合與供給 

 2015 年 10 月 26 日宣

布成立 6 個精準醫療

卓越中心，建立國家

精準醫療網絡 

快速且全面性地收集

個體資訊，加速個人化

醫療發展 

2. 2016 年初提出「癌症

登月計畫」，募集 10

億美金 

 縮短預計 10年才能完

成的癌症相關預防、

診斷、治療和照護工

作期程 

 時任美國副總統拜登

指出，此計畫將與包

括台灣等七國合作，

共同進行癌症研究及

治療於 2017 年 10 月

與 11家國際藥廠簽訂

為期 5 年的合作計畫

(廠商需投入 5,500 萬

美金)，並與美國國家

衛生研究院共同合作

加速開發新癌症治療 

3. 2016 年 5 月提出「國

據共享平台 

4. 奠定中國人群典型疾

病產業標準化基礎 

 大規模研發生物標

誌、標靶、製劑的實

驗和分析技術 

 建設中國人典型疾病

的精準醫學臨床方案

的示範、應用和推廣

體系 

5. 破除精準醫療大規模

商業化關鍵瓶頸 

 推動精準治療藥物和

分子檢測技術產品進

入國家醫保目錄等政

策規劃 

國，並考慮由政府協助

進軍海外市場 

般疾病 

 預計於 2020 年前完成

23.5 萬個基因體定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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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各國之精準醫療政策推動 

國家 英國 美國 中國大陸 韓國 法國 

家微生物組計劃」，

共 5.2 億美金 

 1.2 億美金(政府投

資)+4 億美金(超過

100 所學校、企業和非

政府組織投資) 

 擴大推動科學家們對

微生物組學及其對人

類健康可能的影響進

行研究 

資料來源：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政觀點(2016)；台經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2017)；環球生技(2015、2016、2018)；台經月刊(2019)；財團法人台灣

經濟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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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精準醫療市場規模分析 

世界各國在精準醫療相關政策已如火如荼展開，可嗅出精準醫療市場的成

長指日可待。根據 BIS Research 的全球精準醫療市場研究報告顯示，2018 年全

球精準醫療市場規模為 788.5 億美元，隨著基因定序成本下降、伴同式診斷產品

增多、藥物基因體學能量提升、便利性增加，以及生物資訊和大數據分析等技

術演進，將推動精準醫療市場規模的快速成長，未來 2018~2028 年之 CAGR 將

達 10.64%，預估 2028 年市場規模達 2,167.5 億美元。另以區域別來看（圖 3-4），

北美仍是最大區域市場，其占精準醫療市場份額的 54.4%，預測 2026 年市場規

模達 643.2 億美元，其次為歐洲，占 27.7%，其 2017~2026 年 CAGR 為 12.53%，

亞洲則緊追在後，占 13.4%，其 2017~2026 年 CAGR 為 12.04%。 

 

 

資料來源：BIS Research(2019)；Frost&Sullivan(2017)；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繪製 

圖 3-4  全球精準醫療市場規模及其區域別市場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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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醫療於產業應用包含預測、診斷、治療及預後監控等四大塊，其市場

領域可分為診斷相關的伴隨式診斷(CDx)市場(25.8%)、分子診斷(MDx)市場

(16.8%)、生物標記(Biomarker)應用市場(16.0%)、藥物與治療相關的生物資訊相

關之標靶治療(Biobanking in Targeted Therapeutics)市場(19.7%)、藥物基因體學

(Pharmacoge-nomics)應用(15.0%)及其他應用市場（圖 3-5），其中占比最高之伴

隨式診斷市場於 2015 年全球的市場規模約 100 億美元，2020 年將達 187 億美元

（圖 3-6），2015~2020 年 CAGR 為 13.5%，高於精準醫療整體市場之 CAGR，

為精準醫療的主要應用次領域市場，顯示伴隨式診斷在精準醫療的應用上扮演

關鍵角色。 

 

資料來源：BIS Research；工研院 IEK(2016) 

圖 3-5  精準醫療應用次領域市場占比 

資料來源：BIS Research；工研院 IEK(2016) 

圖 3-6  伴隨式診斷應用市場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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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疾病應用範疇來看（圖 3-7），全球醫藥發展仍以癌症為主，癌症同時是

全球醫療花費比重最高之疾病，每年支出約 8,950 億美元，也因此精準醫療產

業也以癌症為主要研發重點(54.3%)；其次為傳染性疾病(15.9%)、心血管疾病

(13.9%)，以及中樞神經系統疾病(10.0%)。癌症仍將是精準醫療首要熱門開發

領域，其 2017年產值達 154億美元，且被預估 2017~2026年之CAGR為 10.4%。 

 

(三) 主要廠商動態發展 

根據台灣生物產業發展協會整理出精準醫療產業價值鏈（圖 3-8），精準醫

療涵蓋檢驗、診斷、治療到後續監測追蹤等四階段，不同階段皆有不同儀器設

備技術進行相關檢驗，而檢驗數據的數位化，將大量個案數據進行分析，可提

高檢驗與診斷的精確率，更可作為新藥、新醫材、新醫療技術的開發依據，解

決目前治療上的困境，進而帶動相關產業發展。以下分別就檢驗與診斷、治療、

監測照護相關之國際企業發展作進一步說明： 

資料來源：BIS Research；工研院 IEK(2016) 

圖 3-7  精準醫療疾病應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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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檢驗與診斷 

檢驗與診斷是基準醫療的基礎，也是目前主要市場發展重點。該領域發展，

創造諸多新創獨角獸公司，是國際大藥廠積極併購對象，以擴張其市場版圖，

為精準醫療發展最活絡的領域。  

(1) 創新市場領域開拓者 

該領域發展造就諸多新創獨角獸公司，包括在基因定序發展上的龍頭

Illumina 與切入分子診斷領域，占領液態切片市場的 Agena Bioscience，並產

生許多以新創商業模式提供解決方案的新企業，如 NantHealth 建立醫療 AI

平台，以其分子檢測技術優勢，整合精準醫療與大數據，提供病患最合適的

治療方案。 

Illumina 以全球基因市場龍頭地位，看出液態切片市場將快速成長，其

中產前檢測為其應用之最主要市場，因此於 2013 年收購非侵入性胎兒檢測公

司 Verinata Health，透過母體的血液檢查得知胎兒是否患有基因遺傳疾病，另

於 2016 年成立 Grail 公司，投入癌症液態切片的基因檢測業務，認為液態切

片將是分子診斷的聖杯，預估癌症液態切片市場規模可達 200~400 億美元。

另一方面在基因定序發展上，開發新一代腫瘤測序解決方案  TruSight®  

Tumor 170，致力於建立一套標準腫瘤變異譜分析方法，其能提供一套整個 

DNA 與 RNA 測序解決方案。而除了開發新產品外，並積極透過企作聯盟

策略，以穩居其基因定序的領導地位，包括與 Royal Philips 合作發展綜合性

資料來源：台灣生物產業發展協會(2017) 

圖 3-8  精準醫療產業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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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瘤基因組學解決方案，也與 IBM Watson Health 結盟，利用人工智慧簡化基

因體資料分析流程，並將其標準化，以節省分析耗費的時間，加快研發流程。 

NantHealth 是一家以精準醫療和健康大數據為主的健康科技公司，旨在

從家庭、診所、醫院，到保險等連成一個整體，來實現健康資訊共享，達到

最具效率之醫療模式。該公司開發的 CLINICTM 系统—醫療數據管理的雲端

平台，其使用的分子檢測手段稱為 GPS CancerTM，是針對基因組蛋白質譜

(genomic proteomic spectrometry)來判斷患者是否對某種癌症治療藥物有抗藥

性，通過資料收集並與平台內已有之資訊比對，協助醫師找出適合病患之治

療方式。除此之外，還建立 evitiTM 平台，其內建近 13,000 名 40 歲以上病患

檢驗結果及超過 2,500 種的癌症治療方案，並連接電子病歷系統，讓醫師將

病患情況及治療建議輸入電子病歷，病患可於線上查詢，並依據醫師建議治

療方針進行治療，不僅可作為癌症臨床診斷決策的支持，並能確保醫療相關

診斷及處方對病患的透明化。目前在美國已超過 75%的癌症治療使用 evitiTM

平台，隨著日後臨床數據累積，將更精確為病患找出最合適之治療方針，這

也是精準醫療與大數據的結合方式。 

(2) 國際大藥廠併購擴張策略 

伴隨式診斷是精準醫療高速成長的領域，其功能在於輔助醫生投藥前的

診斷，藉以判斷患者用藥的正確性，也因此成為國際藥廠在開發新藥時，傾

向與伴隨式診斷結合。為快速導入新技術，擴大市場版圖，國際大藥廠多採

取併購方式，如 Roche 即積極併購伴隨診斷技術廠，成為全球製藥與診斷領

域的領導者。   

Roche 於 2000 年已確立兩大核心業務:製藥(77%)、診斷(23%)，並於 2007

年朝向個人化醫療發展，目前是全球體外診斷市場排名第一之企業。 

Roche 從確立朝向個人化醫療發展後，開始擴張診斷領域事業，其中所

併購的 Foundation Medicine，其伴隨診斷技術 FoundationOne CDx，為首款獲

得美國 FDA 批准的廣譜伴隨診斷，能用於多種實體瘤的測試，可根據癌症病

患變異情況的不同，向醫生和病患推薦已獲美國FDA批准的靶向療法。此外，

它還能檢測病患的微衛星不穩定度(MSI)與腫瘤突變負擔(TMB)，幫助患者尋

找潛在的免疫療法方案；另取得 Flatiron Health 12.6%股權，該公司是一家領

先的腫瘤大數據技術服務公司，目前已收集全美超過 30%癌症病患資訊，遠

遠超過同類型公司。另外，Roche 於 2017 年底以斥資 17 億美元收購腫瘤藥

企業 Ignyta，主要專注於罕見腫瘤之精準治療藥物開發。顯見 Roche 積極佈

局癌症精準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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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治療 

在治療上，精準醫療主要是對癌症治療的突破，尤其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近年鼓勵全球藥廠善用真實世界證據(real world evidence, RWE)，指利用

醫療大數據得到比臨床試驗設計更貼近真實情況的數據，有利新藥驗證成本降

低，也成為國際大藥廠如 Pfizer、Eli Lilly 與 Merck 競相投入的領域，並採用

併購與策略聯盟手段，快速讓研究室技術走向市場化發展。 

2019 年 Pfizer 宣布美國 FDA 以電子病歷及藥物上市後於真實世界中男性

乳腺癌患者使用 lbrance 的數據，發現在男性和女性患者中表現出類似的安全

性，進而批准了癌症藥物 Ibrance 用於治療男性乳腺癌患者的申請。除此之外，

Pfizer 與癌症基因體檢測公司 Foundation Medicine 合作，結合美國 FDA 第一個

批准針對泛實體腫瘤的伴隨診斷 FoundationOne CDx，以發展全面的基因組分

析平台和分子訊息解決方案的伴隨診斷組合，將可加速 Pfizer 精準腫瘤療法的

開發及提高對病患治療品質。 

Eli Lilly and Company 於 2018 年以 16 億美元收購處於研發後期的腫瘤免

疫學公司 ARMO BioSciences，加速 Eli Lilly 細胞因子免疫療法布局，其旗艦

藥物 pegilodecakin 藉由刺激患者 CD8+T 細胞增值，以改善預後並延長癌症患

者生存期；2019 年再以 80 億美元收購癌症製藥公司 Loxo Oncology，旗下抗

癌新藥 larotrectinib 號稱對 17 種癌症有效，已在去年獲得美國 FDA 核准，將

以 Vitrakvi 品牌上市，同時也為 Eli Lilly 的創新腫瘤藥物組合，添加了一系列

有前景的次世代臨床免疫療法，強化癌症免疫療法與基因治療的實力。 

美國藥廠 Merck 2017 年的癌症新藥 Keytruda，獲美國 FDA 核准，帶來癌

症治療的創新突破。該重大突破點在於施予病患 keytruda 藥物後，於 15 種不

同癌症病人—帶有相同基因變異的 149 名病患中，有高達近 40%的病人腫瘤縮

小或消失，其中 78%的病人至少持續六個月，腫瘤受到控制，因此獲得 FDA

加速審查通過上市許可，keytruda 針對基因缺陷的新適應症獲准上市，打破了

傳統用藥規則，成為精準醫療上的大躍進。而 Merck 也與 Foundation Medicine

簽訂合作，為 keytruda 量身打造專屬腫瘤基因檢測，以加速精準醫療進行。 

3. 監測與照護 

AI 與精準醫療結合，造就科技廠跨入醫療領域發展。當前最佳應用是利

用遠端醫療平台提供監測與照護之問題解決。其中 AiCure 對服藥依從性問題

的解決與 IBM 的 Watson 健康雲的發展最具亮點。 

AiCure 其創新產品為透過 App（圖 3-9），利用移動技術和人臉辨識技術

來判斷病患是否按時服藥，以提高病患依從性，該項技術解決了千奇百怪病患

服藥依從性問題，也因此於 2014 年獲得美國國家藥癮研究所 100 萬美元資助，

用於提高戒毒所康復人員戒毒成功率。該公司產品成功吸引 Merck、Abbv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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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he 以及日本藥廠武田製藥(Takeda)等合作，同時也獲得醫院採用，用於輔

助高風險的病患（如口服抗凝血劑的心血管病患、C 肝治療、肺結核用藥監控

等）之群體健康管理，以改善治療效果、減低因用藥依從性差所導致病況不易

控制或復發後再入院治療之醫療浪費，進而達到精準醫療的中遠程治療監控效

果。 

IBM 於 2016 年 10 月與以色列 Teva 製藥公司開展為期三年的研究合作，未

來將與 Watson 健康雲結合。該項目建立在兩家公司間現有的聯盟上，將側重於

醫療保健的兩個關鍵領域：開發系統方法以便發現現有藥物的新用途，以及改善

慢性病的管理。使用 Teva 的治療技術和 Watson 的認知計算，協助醫生、病患和

使用者對慢性疾病如哮喘有更好地管理，可在追蹤過程中精準達到治療及照護效

果。 

(四) 全球精準醫療發展趨勢 

從全球主要國家啟動國家級精準醫療計畫可知，精準醫療已是醫界未來趨

勢，其發展基礎需要已知且正確之數據與資料的大量收集，才能藉由科技來尋

找出最佳個人化預防/保健/治療模式，達到有效醫療，然而精準的過程是耗時且

需高額資金的投入，因此獲得國家的支持是相當重要的，而且地方政府及產學

研機構的共同投入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如此才有機會於精準醫療領域取得領

先地位。 

精準醫療市場要快速成長，其發展基石為了解基因與疾病之間的關聯性，

資料來源：AiCure 官方網站 

圖 3-9  AiCure App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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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因定序大廠 Illumina 積極讓基因定序成本下降，以擴大基因定序檢測普

及率，也因其為「個人化醫療」的核心，美國 FDA 鼓勵新藥與伴隨式診斷試劑

能共同研發，因此不少國際大藥廠為能有效地開發新藥，並能於臨床試驗發揮

其最佳治療效果，已開始與基因檢測公司合作，讓開發中新藥能與伴隨式診斷

產品互相搭配發展，發揮加值效果。除此之外，治療的管理追蹤是國際藥廠提

出解決方案之重要一環，如 AiCure 研發出服藥依從性追蹤 App，以掌握病患服

用藥物情形，提高病患依從性，達到有效管理，更可作為新一代藥物開發及制

定個人化醫療方案的重要參考依據。 

    在數位科技、基因檢測與定序技術的快速進展下，精準醫療將為生醫產業

帶來前所未有的轉變，而有價值的生醫大數據將變得相當重要，其可有效結合

科技，提供以病患為中心的最佳治癒模式，再次呼應醫療與科技結合形成智慧

醫療後，更能推動全球精準醫療新世代的發展。 

三、 全球精準醫療發展之機會與挑戰 

(一) 精準醫療之成長機會 

精準醫療為醫療產業帶來全新風貌的革新。它是以病患為中心，運用 AI、

基因體學、生物資訊、IoT 等各種科技技術，使達到診斷精確化、醫療效果最大

化、降低副作用發生，以增進有效醫療行為，並延伸至遠距醫療、個人化醫療、

智慧監測等，產生各種新商機、新商業模式、新市場與新運用。 

1.開創最佳個人化醫療創新模式 

以往醫療慣用試誤(Trial and error)或一體適用(one size fits all)方式進行，

但根據 2016 年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的調查，醫療錯誤是美國死因的第三

名，除此之外，不同病人因出現相同病症，被歸為同一種疾病的以偏概全醫

療方式所帶來的不彰成效，開始形成大眾對“給病人對的療法及對的劑量”

之盼望越發強烈，漸漸發展出分層醫療(Stratified Medicine)，及以個人化醫療

為核心的精準醫療之創新醫療模式的新典範轉移（圖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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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rost&Sullivan(2017) 

圖 3-10  醫療典範轉移發展 

2.精準醫療結合 AI 之發展商機 

精準醫療是現今醫療界朝向之目標，根據 World Bank、Deloitte 等機構表

示，2011~2017 年間全球精準醫療投資金額累積達 238 億美元。此外，2016 年

富比士公佈的「AI 新創公司 25 強」名單裡，有 3 家（Icarbonx 中國、CARMAT

法國、AiCure 美國）是醫療相關的 AI 新創公司，若從中依各領域別之各公司

募資金額累加起來，醫療類別可達到 2.2 億美元（圖 3-11）。另根據 VC Beat 

Research 研究，美國醫學影像圖片量年增率高達 63％、中國也達 30%，但影像

醫生僅成長 2.2％及 4.1%。因此，全球大型企業紛紛投入 AI 醫學影像領域，

投資金額為精準醫療中最高之領域別，占比達 31%，超越醫療機器人的 23%，

足以顯見 AI 應用於醫療領域所夾帶的巨大商機， AI 與醫療的結合具備高可

行性及需求性。 

科技導入讓醫療投資不再侷限於以治療為主的製藥和生技領域，可延伸擴

大為管理、預防、診斷、監測及輔助治療，再到照護的完整醫療生態鏈；也隨

著未來醫療需求逐年上漲，各大科技巨頭也競逐精準醫療市場，例如 Google、

Apple、微軟、亞馬遜、IBM、騰訊、阿里巴巴及鴻海等皆全面搶進(表 3-2)，

也將有其他科技廠商陸續加入此戰局，預料未來精準醫療將風起雲湧，商機不

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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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科技巨頭運用 AI 競逐精準醫療市場 

科技巨頭 計畫名稱 內容 

Google Google Fit 
利用手機感應、追蹤穿戴裝置和各種 app，整合所有健

康資料到單一平台。 

Apple 智慧健康醫療 

於 iOS 系統導入醫療軟體功能，並衍生供醫學研究的

數位醫療平台和個人照護開發平台，提供使用者(包含

病患、醫師及任何系統商)便捷之醫療平台。 

微軟 
健康管理平台 

Health Vault 

整合醫院、醫師、病人，已健康機器人等優化醫療流

程，協助醫療數位轉型。 

亞馬遜 
線上掛號平台 

ZocDoc 

跨國傳統醫療保險，直接媒合病患與適當醫生，提供

優良健保服務。 

IBM Watson 輔助醫療 以 AI、大數據，輔助癌症診斷治療。 

騰訊 微信智慧醫院 以手機微信平台，簡化就診流程。 

阿里巴巴 未來醫院 
建置阿里健康 app，並與 400 多家醫院合作，病患透過

支付保、天貓醫藥服務，進行就診、領藥。 

鴻海 M 次集團生醫艦隊 從基因定序、檢測到全方位健檢，建構健康互聯網。 

資料來源：第一金投信整理(2018/05) 

 

  

資料來源：最亮眼的 25 顆人工智慧新星，數位時代(2016) 

圖 3-11  2016 年富比士「AI 新創公司 25 強」領域別募資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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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精準醫療需克服之挑戰 

精準醫療涵蓋內容不只包括大數據分析和生物醫學資料整合，也涉及醫療

經濟學、社會倫理、教育和政治等各種考量。美國哈佛醫學院生物醫學資訊系

的 Isaac S. Konane 提出必須克服之十大任務。 

1. 聯繫(Linkage)：不同研究機構之研究計畫所產生相關資料庫，能用一套通用

醫療識別碼(Universal health identifier)來串連，但個體化健康訊息，如飲食、

運動、社會網絡、環境暴露等，皆無標準化可進行有效整合，使無法建構出

有效健康資料庫。 

2. 正確性(Accuracy)：雖各種科技資料有不同複雜層面，但其正確性是最易被

解決的一塊。 

3. 逐漸模糊的界線(Blurred boundaries)：在 AI 精準醫療領域中，一定會碰到臨

床照護和研究，或不同領域導入之界線難以釐清狀態，因此必須開發一套資

料確認的機制。 

4. 群眾支持(Popular support)：要能夠得到群眾歡迎，首先要確保資料分享和資

料整合時的隱私權維護。 

5. 推廣到更廣泛的組學資料(Omics writ large)：除了整合各種分子層次之組學

資料，因需結合個體生活習慣及環境暴露因素等，才能有效達到精確效果，

然而這需要獲得群眾支持及相關單位合作，才能有完整且即時之資料投入。 

6. 隨時更新(Perpetual updating)：資料挹注的過程必須更靈活，審理互相衝突的

資料也要夠即時，建議國家建立類似國家標準科技局來負責該任務。 

7. 運算能力(Computation)：能在照護端提供電腦輔助的即時決策支援。然而目

前各大醫療機構之系統皆自主發展，不易整合，此外除了病患組學資料外，

還須結合病患個人健康相關資料，也須依賴電腦運算系統進行整合。 

8. 可負擔性(Affordability) ：「精準診斷」和「標靶治療」的成本若能大幅下降，

讓政府有能力支持且大眾能夠負擔，才能實踐精準醫療，而這也是存有很多

爭議的重要問題。 

9. 代表性(Representation)：精準醫療資料必須有足夠代表性，才能避免統計學

上的錯誤診斷和治療。 

10. 教育(Education)：以病患為中心之導向下，醫療相關人員，病患、社會大

眾、疾病支持團體、醫療政策推動者皆須接受精準醫療教育，了解其意義

及重要性；然而這也是實踐精準醫療最困難之挑戰之一。 

四、 台灣精準醫療發展現況 

世界各國皆視精準醫療為國家戰略，紛紛提出國家型計畫，台灣早在 2012

年開始進行精準醫療相關計畫，生技產業諮議委員會議 (Bio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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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 BTC)於 2015 年再次建議政府應投入精準醫療領域。以下將從政策面

了解台灣推展精準醫療概況、研發能量以及投入精準醫療之主要廠商，以明白台

灣在全球精準醫療市場中可能的發展優勢與機會。 

(一) 台灣精準醫療之相關計畫與政策 

1. 台灣人體生物資料庫(Taiwan Biobank) 

因 2000 年美國總統柯林頓和英國首相布萊爾透過衛星連線，向全世界宣

布「人類基因定序已完成草圖」，促使中研院於 2003 年成立基因體中心，開始

提出建立人體生物資料庫的構想，並依據總統府於 2010 年 2 月 3 日公布之「人

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依法向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申請成立「台灣人體生

物資料庫」，歷經近 10 年，終於在 2012 年正式成立。 

Taiwan Biobank 從社區民眾開始，預計收集 30 萬筆人體生物資料，其中

20 萬名 30-70 歲健康民眾，10 萬名為特殊疾病病患，希望藉由自願參與民眾

之健康資料，進行長期追蹤與觀察，建立屬於台灣本土生物資料庫。過去台灣

常承襲西方發展出來的準則及藥物作為治療標準，有了 Taiwan Biobank 後，可

供台灣相關研究單位申請，探討專屬台灣之健康標準，並進一步分析出最適合

台灣之治療或預防方式，最終達到改善台灣健康之目標。 

從 2012 年開始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前，Taiwan Biobank 已完成募集 11 萬

4,601 名志願者，其中約 2 萬 2,500 人完成第一階段追蹤，並成功保存逾 273

萬管不同型態的人體生物檢體，此外也對志願參與者之生物檢體進行全基因體

序列定序，也確實找到一些漢裔人種特有之基因變異序列，可望能夠藉此深入

探索這些基因變異與疾病發生之背後關聯性，以作為台灣特有疾病相關治療發

展之基礎。 

2.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新增精準醫療、基因治療及細胞治療 

    為促進台灣生技產業發展能朝向前瞻性與高值化的產品發展，於 2017 年 1

月 18 日總統令公布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 3 條修正案，放寬高風險醫材及

新增新興生技醫藥產品為該條例之獎勵對象。經濟部亦於 2017 年 6 月 20 日公

告經行政院指定屬「新興生技醫藥產品」之「精準醫療產品」、「基因治療產品」、

「細胞治療產品」、「paragraph IV 藥品」等 4 項產品及其審定要件，鼓勵台灣

業者投入、新技術新產品開發，期望能搶得先機，加速產業發展。 

3. 亞太生醫矽谷精準醫療旗艦計畫 

於 2017 年初由衛生福利部與科技部共同推動「亞太生醫矽谷精準醫療旗

艦計畫」，旨在運用精準醫療及學習型醫療照護系統之概念，建立台灣發展生

技與醫療照護產業之基礎。 

該計畫聚焦於癌症、兒童疾病、心臟代謝疾病以及婦幼醫學研究，藉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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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與產業共同合作，預計於 4 年計畫結束前成立創業投資公司，透過政府投入

資源的支持，達到基因體分析服務(genomic analysis service)、基因檢測套組 

(genetic test panels)，以及健康照護傳遞系統(healthcare delivery systems)等可

長期經營並且持續開發的精準醫療商業模式。 

4. 國家生技院區與竹北生醫園區共同打造台灣精準醫療產業聚落       

行政院提出之「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中，就以「生醫產業創新推動方案」

來作為發展精準醫學之利基，目前經濟部技術處以精準醫療創新技術與平台建

置來協助台灣生技業者搶攻全球精準醫療市場，而生技中心與工研院分別於國

家生技研究園區與竹北生醫園區進行新藥與基因檢測的創新研發，打造台灣精

準醫療產業聚落，加速台灣生技製藥產業發展，創造產值。經濟部依據「完整

生態系-營造蓬勃生技產業環境」政策及 2016 年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建議，

配合行政院提出之「5+2 產業創新方案」，特別提出整合型「癌症精準治療」

(Precision Oncology)旗艦計畫，期待將台灣打造成獨具特色之「亞太地區癌症

醫療中心」。 

(二) 台灣精準醫療研發能量盤點 

1. 具備生醫大數據-健保資料庫、Taiwan Biobank 

台灣優質的醫療服務及健保已獲得全球高度肯定，尤其目前全民健保納保

率達到 99%以上，使健保資料庫成為最具代表性實證資料，其蘊藏豐富學術價

值，至 2015 年底，已經在 656 種世界知名期刊中發表超過 3,000 篇論文，而且

刊登期刊影響指數愈來愈高，其資料公信力已經獲得國際學術界肯定，被視為

可傲稱全世界的醫療大數據，更是台灣在 AI 時代，發展精準醫療的重要資產。 

除此之外，於 2012 年開始執行之 Taiwan Biobank 已具有十多萬筆個案之

資訊及其檢體，可透過與健保資料庫之串接，作為台灣精準醫療產學研界可利

用之重要資源。 

2. 與國際合作接軌 

(1) 中研院：擁有世界領先的蛋白體技術及生物資訊平台，並承接政府委託建

置 Taiwan Biobank，具長期追蹤、完備資料等豐厚經驗，基於此項優勢，

與美國癌症研究所(NCI)簽下「癌症蛋白質體學合作備忘錄」。因台灣具

備獨一無二之健保系統，及亞洲好發癌症有其獨特的臨床表徵和致癌機制，

有別於西方族群，具亞洲市場潛力，故受邀參與國際癌症登月計畫，並與

台灣大學組隊參加（另一團隊為長庚大學暨醫院），為台灣精準醫療研究

與國際社群聯絡之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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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家衛生研究院：身為「亞太生醫矽谷精準醫療旗艦計畫」之主要負責單

位，持續推動與美國、日本之國際性生物醫學合作計畫，透過此國際合作

關係來奠定精準醫療產業之基礎。 

3. 優異的臨床試驗能力及環境 

根據台灣食藥署統計（圖 3-12），至 2017 年台灣臨床實驗審查件數達 298

件，其中多國多中心案件數占所有申請案 72%，且持續成長，使台灣在多國多

中心臨床試驗之能量與經驗充足。除此之外，科技部推動「台灣特定疾病臨床

實驗合作聯盟專案計畫」，主要針對台灣常見疾病領域，整合國內各醫學中心

及研究機構之相關臨床專家學者和臨床試驗資源，建立「台灣特定疾病臨床試

驗合作聯盟」專業團隊，優化台灣藥品與醫材之臨床試驗環境，進而使台灣成

為亞太地區卓越臨床試驗中心，目前也與澳洲最大 CRO 諾佛葛生技顧問公司

(Novotech)簽訂合作備忘錄，以爭取更多國際臨床試驗於台灣進行。 

台灣醫療水準受國際肯定，即便跨國藥廠將研發中心設於中國，但會將臨

床研發中心設在台灣，如 GSK、Novartis、Pfizer 都和台大醫院合作建立了臨

床研發中心，跨國 CRO 包括 Covance、Quintiles、PPD、PAREXEL、 Clinical 

pace，以及幾乎所有日系 CRO 機構，包括 EPS、A2 Healthcare、CMIC、Intellim、

Linical 都已經在台設立分支據點，並與醫院簽約強化合作關係。顯示出台灣臨

床試驗能力及環境受到世界各國肯定及重視。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藥品組整理與繪製(2018) 

圖 3-12 歷年台灣臨床試驗審查申請案件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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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受肯定的電子與 ICT 實力 

台灣電子產業發展至今已有 40 年，已成為半導體設計與製造重要地區，

不僅上、中、下游產業鏈整合完整，更首創專業分工模式，打造出晶圓、IC 封

測代工業，以打群架、技術領先的模式，帶動全世界積體電路產業蓬勃發展，

2017 年台灣半導體產業鏈結構的產業架構中，其總產值達 810 億美元，僅次於

美國、韓國，全球排名第三，其中以晶圓代工領域占全球排名第一，已於全球

電子產業鏈中站穩其關鍵性地位，並具備強勁代工實力。 

精準醫療趨勢中最常談到，根據人體基因檢測及定序發展其適合之治療方

式，而這些基因檢測及定序的晶片，超過半數以上是在台灣生產，從中可知，

台灣所擁有完整的 ICT 產業鏈，是發展精準醫療最大優勢。 

綜上述可知，台灣已具備發展精準醫療研發及技術發能量，其能量隨著政

府相關精準醫療旗艦計畫而漸漸聚集，雖計畫於 2017 年才正式展開，但若能

成功進行合作串聯，預期能使台灣精準醫療產業成長茁壯。 

 

(三) 台灣精準醫療廠商盤點 

精準醫療中用於疾病檢測之分子檢測產品為台灣廠商擅長之項目，並且投

入相關產品的開發與佈局。從經濟部技術處出版之《台灣健康照護之科技應用

策略：精準醫療篇》及工業局出版之《2018 生技產業白皮書》中可發現，台灣

於精準醫療領域的確仍以檢驗及診斷服務的企業為主，且多有一定成果，例如

已經掌握 DNA 定序技術及多項相關專利的體學生物科技、藉由 HLA(Human 

精準醫療 

電子與ICT實
力 

健保 

資料庫 

臨床試驗能力

及環境 

與國際合作接
軌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繪製(2019) 

圖 3-13 台灣發展精準醫療具備之實力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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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kocyte Antigen)高分辨基因分型試劑已取得中國大陸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

(CNDA)之上市許可證的德必碁生技、運用核心技術已開發多種腸炎(腹瀉)體外

診斷試劑且有機會成為全球第三家通過此類 FDA 多元檢測公司的瑞磁生技、長

期投注癌症檢測的基龍米克斯（世基）、CellMax（合度精密生物科技）以及奎

克生技光電等，此外還有致力於臨床病理應用市場的亞諾法、和美國新藥開發

公司 Ignyta 合作的行動基因、與 Illumina 及藥廠 Roche 進行合作提供一條龍非

侵入性產前檢測(NIPS)服務的智慧基因、跨領域的麗寶生醫及以保健起家的大江

生醫，皆參與精準醫療這場戰局。 

美國 FDA 鼓勵新藥與伴隨式診斷試劑進行共同研發，也因可用於監測治療

情況，因此台灣老牌藥廠健喬與 CellMax 策略聯盟，使更快速開拓癌症治療領

域，並提高癌症存活率。此外，台灣不少藥廠也致力於癌症新藥開發，如投入

頭頸癌領域的智擎生技製藥和杏國、投入乳癌的浩鼎、生華科及杏國以及與日

本 Oncolys 合作針對肝癌、黑色素細胞癌及食道癌的基亞，其他疾病像是現階段

備受關心的 C 型肝炎藥物，則有太景、生控、景凱、藥華藥、中天等公司已具

利基性，顯示出台灣有多家藥廠具備研發能量，也積極搶攻精準醫療商機。 

許多 ICT 廠商跨入醫療領域，會藉由與醫院合作透過硬體如醫材及軟體如

APP，獲得病患接受治療後之真實反應，達到有效監測與照護效果，如華碩健康

的 OmniCare 使監控之糖尿病及氣喘病患能有效被追蹤以及緯創的智能血液透

析解決方案能輔助臨床人員做出正確決策，另外台灣電信業者(如中華電信、遠

傳)也跨入該領域，建立健康雲並與各大醫院合作，讓病患能上傳數據，達到追

蹤監控效果。 

從上述可知，台灣不管是從檢驗、診斷、治療到監測服務等皆有相應廠商，

意味著台灣在精準醫療價值鏈中每個環節皆有發展基礎，但其能量分散，缺乏

環環相扣的連接性，無法像國際藥廠如 Merck 或 Rocho 具備精準醫療每個環節

的能量，這同時也是台灣各產業正在思考及想要突破的困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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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精準醫療產業鏈看台灣目前之定位、發展優勢及挑戰 

(一) 台灣精準醫療發展目前之定位 

精準醫療產業價值鏈涵蓋檢驗、診斷、治療到監測服務四階段，其於實際

運作上可分為研發端、預防端、治療端與服務端，從這四端的相互連結形成精

準醫療產業創新價值鏈（圖 3-15）。 

1. 研發端：主要以靶向創新藥、細胞技術、醫材和新型疫苗的自主創新與成

果轉化，銜接前端醫學和後端醫療，為精準醫療提供技術和醫藥用品支持。 

2. 預防端：基因檢測與免疫診斷的結合，作為客製化治療/預防方式之基礎。 

3. 治療端：醫療機構利用研發技術和預防端的檢測與診斷數據，提供最適病

患之治療/預防模式。 

4. 服務端：結合能提供第三方檢測、認證、冷鏈倉儲及運輸服務的第三方專

業服務機構，與能針對精準醫療相關中小型產業進行資金補助、投資等金

融單位，以及以學校、醫院和研究機構為基礎所提供相關醫學教育和培訓，

是達到精準醫療過程中相當重要的一環。 

檢驗服務 診斷服務 治療服務 監測服務 

體學生技、德必碁生技、瑞磁生技、基龍米克斯

（世基）、CellMax、奎克生技光電、亞諾法、行

動基因、慧智基因、麗寶生醫、大江生醫等 

健喬、智擎生技製藥、杏

國、浩鼎、生華科、基亞、

太景、生控、景凱、藥華

藥、中天等 

華碩健康、緯創、

中華電信、遠傳等 

資料來源：台灣健康照護之科技應用策略：精準醫療篇(2016)；2018 生技產業白皮書；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整理 

圖 3-14  台灣精準醫療相關廠商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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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精準醫療產業創新價值鏈來看台灣現況，可發現台灣不少中小企業皆已

參與其中，從研發端來看，有健喬、智擎生技製藥、浩鼎、太景、景凱等公司

進行藥物開發；台寶生醫、尖端醫等進行細胞技術相關研發；從事基因檢測/免

疫診斷研發之廠商如德必碁、基龍米克斯、安盛生科及亞諾法等公司，為使精

確監測病患，進行創新體外診斷醫材的研發；國光生技、基亞/高端疫苗、學研

單位等進行疫苗開發，為台灣精準醫療提供技術和研發成果支持。 

從預防端來看，台灣目前已有不少基因檢測企業如體學生技、基龍米克斯、

奎克生技光電等，以及能提供免疫診斷的德必碁、亞諾法、行動基因及麗寶生

醫等，可藉由檢測及診斷結果作為治療和預防方式制定之基礎；而治療端部分，

台灣具備良好的醫療環境及水準，全球前 200 大醫院中，台灣占了 14 家，僅次

於美國及德國，排名全球第三，亞州第一，同時臨床試驗環境優良，可作為亞

洲臨床試驗及後續追蹤之最佳場域，達到精準治療與保健；服務端部分，台灣

的基亞生技、普生、瑞磁、工研院或國衛院等能提供第三方專業檢測服務，中

華航空、全日物流的高品質冷鏈運輸服務可確保醫藥品及相關檢測試劑運輸環

境，達到品質有效。投資公司紛紛針對精準醫療項目進行相關投資規劃，如中

華開發、上騰生技顧問、上智生技創投及台杉投資等，提供及扶持有潛力之生

技產業資金服務，使其達到永續經營並穩健發展。除此之外，台灣研究單位如

中研院、國衛院、工研院、醫藥品查驗中心、各大醫院及醫學學會，如癌症醫

資料來源：上海東灘投資管理顧問公司(2017/11) 

圖 3-15  精準醫療產業創新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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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精準醫療學會、精準醫療及分子檢測產業協會等皆進行相關計畫及課程，

以培養及提升精準醫療人才之實力。 

國際看中台灣具備精準醫療研發、治療及服務能力，因此也與台灣各學研

單位及相關公司合作，如中研院/台大及長庚參與之美國登月計畫、北醫與 IBM 

Watson 的合作，用於病患診斷及臨床研究、工研院與 Merck 攜手合作來培養台

灣精準醫療人才，另基因檢測使用之半導體晶片做 DNA 定序，晶片開發和生產

皆為台廠半導體業者，如晶相光、昇陽半、台積電，代表台灣在精準醫療產業

鏈上佔有重要角色。  

台灣於精準醫療產業創新價值鏈中皆有廠商及相關學研單位的佈局，然而

各單位皆為自主開發，呈現是點狀分佈（圖 3-16），並未構成網狀互聯的價值網

關係，顯示台灣在精準醫療發展仍處於早期階段。 

 

(二) 台灣精準醫療產業發展之優勢 

台灣目前在基因檢測及免疫診斷上已有發展基礎，再加上美國 FDA 提出新

藥開發須結合「伴隨式診斷」之建議，因此台灣藥廠可與體外診斷公司建立合

作關係，使能有效進行新藥開發，另也可效法全球伴隨式診斷廠商建立研發平

台，並鎖定特定類別疾病應用，另外液體切片檢體與多標的檢測已成為精準醫

療下一波趨勢，可依此趨勢進一步研發。 

台灣已有廠商憑藉光電與半導體技術加入次世代基因定序產業供應鏈中，

資料來源：上海東灘投資管理顧問公司(2017/11)；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整理 

圖 3-16  台灣精準醫療點狀分佈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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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機會發展自有品牌，與有研發含量之學研單位合作，在市場應用及需求

下，開發有利基之產品，使有機會開拓新市場應用，並推進國際市場。 

綜觀台灣精準醫療企業，大多屬中小型新創公司，其已具備高研發能量，

備受國際關注，再加上台灣臨床診療與醫學研究水準在全球名列前茅，且健保

涵蓋率 99.8%的單一保險制度，其健保資料庫用於進行精準醫療有效性評估具有

先天獨厚的條件，再再顯示出台灣已具備發展精準醫療之利基。 

政府近幾年也大力推動生技產業，其中以「生醫產業創新推動方案」來作

為發展精準醫學之利基，並建立國家生技研究園區與竹北生醫園區來打造精準

醫療產業聚落，於 2017 開始執行「癌症精準治療」(Precision Oncology)旗艦計

畫，欲打造台灣成為獨具特色之「亞太地區癌症醫療中心」。 

目前台灣在進行精準醫療發展上具備多方優勢，雖發展仍晚於其他國家，

但若透過政府及民間力量，進行資源有效整合，並進行上中下游產業有效串接

並建構出精準醫療產業融合創新鏈，再加上國際良好合作關係，使台灣精準醫

療產品及服務能推廣國際，相信能發揮其經濟效益。 

(三) 台灣精準醫療產業發展之挑戰 

精準醫療技術涵蓋「檢測」、「診斷」、「治療」與「監測」，其各有相關產業

與商機，尤其於「檢測」需經由全基因體定序，然而全基因體總和高達 33 億個

鹼基對，且隨著不同個體有不同表現形態，因此需要建置規模大而多元的人體

資料庫以及 AI 系統，使能快速準確進行基因定序。然而台灣對於生物資料庫管

理條例中僅明訂管理辦法，缺乏後續基因研究結果與應用之管控，且台灣個資

法保護嚴謹，因此目前健保資料庫仍不開放產業進行商業應用，顯示出台灣在

這方面的保守態度，使精準醫療在發展上受到限制。 

醫療產業是受到法規嚴格管理，也可能限制精準醫療產業發展，目前台灣

受限於《醫事法》，不容許民間機構進行營利性質之醫事檢驗及銷售服務，反觀

中國於 2014 年已政策性開放第三方檢驗機構，並立即超過 200 家專門做診斷服

務及能銜接醫療系統的公司誕生，已形成「獨立醫學檢驗」產業，大力推進中

國精準醫療發展。台灣若不彈性修法，可能阻斷台灣龐大的檢測與診斷軟體服

務商機。除此之外，新藥開發結合「伴隨式診斷」是必然趨勢，不少藥商與基

因檢測公司合作，有效發展個人化治療模式。而台灣健保目前仍無法將精準醫

療的基因檢測納入給付範圍，在於不少創新診斷工具其樣本數據及真實反應仍

需再更嚴謹地評估，顯示出仍有很大的空間有待政府與民間的互相溝通與討

論。 

在世界各國漸漸發展出具特色之精準醫療產業，如英國以癌症和罕見疾病為

主，法國以糖尿病、癌症及罕見疾病為主，另外中國已於 2011 年慢慢形成精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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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生態系，然而台灣目前學研單位及產業間皆各自為政，雖在各領域間皆有

相關單位布局，但力量零散，尤其是數據資料庫跨單位整合將決定精準醫療發

展，因此思考如何有效整合及挑對具台灣特色之精準醫療議題，是台灣亟需思

考之課題。 

目前政府雖已開始建立精準醫療產業聚落及推動整合型精準醫療計畫，產

官學研也積極投入精準醫療領域，然而精準醫療將使醫療行為及其生態產生轉

變，產業與產業間的界線變得模糊，也將影響目前政府政策、醫療制度及健保

給付制度。因此如何藉由跨領域、跨產業的交流平台，讓大家的核心能力與競

爭優勢得以整合與發展，是台灣發展精準醫療必須面對的新商業模式以及可以

致勝之關鍵。 

六、 小結 

全球皆積極投入精準醫療市場，其複合成長率膨脹，被預期商機無限，然而

精準醫療需要國家支持才能實踐及達到目標，目前世界各國皆投入大筆預算進行

相關研究，進行相關基礎建設，並以法規、國家計畫來促使精準醫療產業之發展

及推動；雖然台灣在近兩三年才真正積極推動精準醫療相關政策，如產業聚落、

精準醫療整合型旗艦計畫及「精準醫療分子檢測實驗室」的正式上路，另外台灣

生物人體資料庫的持續推行，但已顯示台灣政府對精準醫療之重視。 

雖然是台灣政府重視之產業，然而卻因種種因素，如內需市場小、資源不足、

法規限制等，讓精準醫療發展上屢屢受到限制，而台灣雖已具備發展精準醫療之

基礎，包含大數據資料庫、臨床試驗環境及能力、醫療水準、與國際間良好的關

係、亞洲重要樞紐、電子與 ICT 技術能力等，然而在臨床研究與應用上仍沒有明

確的成果，主要在於醫療為保守產業，當研究成果推向臨床應用時，將面臨諸多

挑戰，也因此美國開始鼓勵產業運用真實世界數據來作為評估核准上市之產品的

重要補充資料，但台灣在健保資料庫尚未開放至產業運用，意味著台灣在有關大

數據資料庫上的管理仍欠缺有效的管理法規，無法在遵法且安全下，進行資料庫

開放，也因此限制住精準醫療產業發展。 

除此之外，台灣醫療產業長期呈現獨立自主作業情況，缺乏整合，使得產業

與醫療機構系統間的銜接不夠緊密，所幸台灣在精準醫療產業上已奠定一定基礎，

雖仍處於零散狀態，但若掌握住台灣獨具之優勢，整合精準醫療相關企業，相信

能精準找到最有揮灑空間的醫療新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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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醫療器材產業發展 

醫材是台灣生技產業發展最快速之領域，屬於跨領域的整合技術產業，近幾

年 ICT 的發展非常快速，使得嵌入式系統、IoT、大數據資料逐漸成熟，以及全

球對於工業 4.0、AI 的重視，都將改變醫材之創新革命，其未來龐大的市場與帶

來之商機同時也吸引許多異業廠商跨入醫材領域的發展，競爭狀況激烈。雖然醫

材市場龐大，但醫療產業在各國都有嚴格的法規監管，加上各國醫療或保險體系

的差異，讓醫材產業在邁向國際化時，遭遇的阻礙比科技業還來得更大。因此本

章將分析全球與台灣醫材發展現況以及剖析台灣於全球醫材產業鏈之定位，針對

全球進入智慧快速發展時代，醫材在互聯網中發展之趨勢與挑戰，以了解需面對

及待解決之問題。 

一、 醫療器材範疇 

醫材產業是一個產品種類多樣、範疇廣泛的產業，具有「少量多樣」的特性，

因此產品分類較為複雜，各國定義也分歧。但基本上，醫材可以是一種儀器、裝

置、器械、材料、植入物、體外檢驗試劑或其它物件，包含任一元件、零件或附

件與軟體，其操作不限於單獨使用或合併使用，達成疾病的診斷、預防、監視、

減緩、治療或治癒，或是功能的輔助、彌補等目的。 

全球醫材定義與法規並未有相同的法源依據，通常以該國擅長領域進行分類，

以利市場分析。國際知名市場調查公司 BMI(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依領域

別區分為醫用耗材類(Consumables)、診斷影像類(Dianostic Imaging)、牙科類

(Dental products)、骨科與植入物(Orthopaedic and Prosthetic)、輔助器具(Patient aids)

及其他類醫材(Others)等六大項。 

台灣依據 2018 年醫療器材產業年鑑裡的定義，以功能為主，用途、構造為

輔，共分為診斷與監測用醫材、手術與治療用醫材、輔助與彌補用醫材、體外診

斷用器材、以及非屬上述器材之其他類醫材等五大類，其範疇架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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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醫療器材產業發展趨勢觀察 

(一) 主要國家牽動醫材市場之相關議題與政策 

觀察全球醫材市場發展概況，世界最大醫材市場且為大部分企業上市首選

者為美國及歐洲，其相關醫材認證受到諸多國家承認並轉植入法規中，並被全

世界視為黃金標準，因此取得歐盟及美國合格認證是醫材業者打入國際市場必

經之過程，所以歐盟及美國境內所發生之相關議題及政策必定備受關注。此外，

因亞太區域逐步高齡化之現象，已被視為最值得開發的潛力市場，其中日本及

中國更被視為帶動整個亞洲醫材市場的重點觀察國家。 

各國相關議題與政策對醫材市場發展之影響整理如表 4-1，以美國為例，自

川普上任後，為改善美國經商環境並使製造業回流，及解決美國醫療支出需求

成長、高齡人口攀升問題，雖廢止原歐巴馬政府醫保制度，但積極推動稅務改

革方案，並對醫療進行優惠利多政策，如簡化醫材法規審查規定、免繳 2.3%醫

材稅及延後實施高成本醫保 40%消費稅等措施，為美國整體醫材市場挹注更多

動能；此外，美國自歐巴馬時代發佈《21 世紀法案》(21st Century Cures Act)後，

奠定了數位醫療法規發展的基礎，於 2017 年 7 月提出「數位醫療創新行動方案

(Digital Health Innovation Action Plan)」，有效推動數位健康技術，並於同年 9 月

邀請企業共襄盛舉，啟動「認證前軟體試驗」(Pre-Cert for Software Pilot)計畫，

逐步建立標準，並加速數位醫材之上市。 

  

資料來源： 2019 醫療器材產業年鑑 

圖 4-1  台灣醫材產業範疇 



55 
 

表 4-1 各國家牽動醫材市場之相關議題與政策 

國家 相關議題/政策 

美國 

1. 川普就任美國總統 

2. 廢止原歐巴馬政府醫保制度 

3. 對企業採取友善稅務改制 

4. 對醫療研究的開放 

5. 鬆綁與加速醫材法規審查規定 

6. 2019 年底前免徵 2.3%醫材裝置稅 

7. 延後至 2022 年實施高成本醫療照護 40%消費稅 

8. 2017 年 7 月提出「數位醫療創新行動方案(Digital Health Innovation Action 

Plan)」，並於同年 9 月啟動「認證前軟體試驗」(Pre-Cert for Software Pilot)計畫，

邀請企業共襄盛舉，有效加速數位健康技術及制定其相關標準 

歐洲 

1. 歐洲央行延長實施貨幣寬鬆政策 

2. 提出「數位醫療行動計畫 2012-2020」，將著重於隱私保護及可穿戴式設備相關

規範 

3. 歐盟委員會歷經 5 年醫材法規(Medical Devices Regulation, MDR)及體外診斷醫材

(In Vitro Diagnostic Medical Devices Regulation, IVDR)法規之修訂後，於 2017/5/25

正式生效  

4. 英國脫歐風險 

5. 美國總統川普實行保護主義的經濟政策 

6. 歐洲國家老年人口所占比重高於世界其他地區 

日本 

1. 針對加薪與投資於創新性技術領域之企業法人，實際稅率下調至 20％ 

2. 持續實施貨幣寬鬆政策 

3. 全世界高齡化程度第 2，亞洲第 1，已成為重大社會問題 

中國 

1. 中國製造 2025 政策-2020 年醫院使用設備 50%須為中國製造，2025 年須達到 70% 

2. 進口產品無法申請醫療健保給付 

3. 依《十三五規劃》的發展目標下，由國家層級來推動高性能醫材發展 

4. 2017 年實施高值耗材集中採購規範，2018 年擴大至低值耗材及檢驗試劑，醫材

價格受到衝擊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8/6)；TrendForce Bio(2017)；中國製造 2025(2015)；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整理 

歐盟為因應數位化轉型的來襲，於 2012 年提出「數位醫療行動計畫

2012-2020」，著重於資料傳輸之隱私保護及可穿戴式設備相關規範的變更，並於

2017 年 5 月 25 日開始，歐盟醫材新法(MDR 及 IVDR)生效，於 2020 年 MDR

全面取代醫材指令 (Medical Device Directive, MDD)及主動植入式醫材指令

(Active Implantable Medical Device Directive, AIMD)，到 2024 年 MDD 及 AIMD

認證證書將失效，此新法比過往法規有更嚴格規範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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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亞太地區主要醫材市場的日本，也為了提升市場消費力，持續進行貨

幣寬鬆政策，並仿效美國稅制改革方式，針對加薪與投資具創新性技術領域之

企業法人的實際稅率下調至 20%，使提高企業競爭力。高齡人口比例過高及人

口減少、勞動力衰減已在日本引發重大社會問題並影響經濟發展，除了制定完

善社福制度外，運用新技術於醫療保健產業，不僅能解決高齡造成之問題，也

能帶動日本整體醫材產業之發展；而身為亞太區主力市場之一的中國大陸，於

2015 年推出《中國製造 2025》政策，推動 2025 年醫院內須有 70%醫療設備為

中國製造，進口產品將無法申請醫保給付，另為達到《十三五規劃》之目標，

開始發展高性能醫材，但值得注意是，2017 年開始分階段實施醫療耗材集中採

購，其中高值耗材價格下跌幅度最高達 99%，預期這波價格衝擊將影響中國大

陸醫材市場及產業。 

(二) 全球醫材市場規模分析 

受全球高齡化趨勢影響，整體醫材趨勢呈穩健成長。2019 醫材產業年鑑指

出，2018 年全球醫材市場規模為 3,891 億美元，預測至 2021 年將成長至 4,625

億美元，其 CAGR 約 6.5%，意味著在不受任何國家政策影響前提下，呈持續成

長趨勢。 

2018 全球醫材市場仍以美洲為主（圖 4-2），占全球市場 47.5%；其次為西

歐地區，占全球市場 25%；亞太地區占全球市場 21%；中歐與東歐占 4.0%；中

東與非洲占 2.5%。整體而言，未來市場占比仍將維持，美洲、西歐、亞太仍是

前三大市場。 

資料來源：2019 醫療器材產業年鑑 

圖 4-2  2018 年全球醫材主要區域市場規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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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各國表現，2018 年全球前五大醫材市場依序為美、德、日、中及法等

（圖 4-3）。美洲地區以美國為主，主要原因為美國醫材領導廠商引領全球產業

發展，以及美國醫療保險體系穩定，相對於其他國家有較強的支撐力。在供需

兩大趨力推動下，市場仍將穩定成長，穩居全球最大單一市場國；德國為歐洲

主要的經濟體與市場，在經濟相對較佳且高齡需求與對醫療品質的期待，帶動

德國醫材市場持續成長，並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單一市場國；亞太地區

醫材市場仍以日本為主，作為全球第一個進入超高齡社會的主要國家，自 2000

年即開始實施介護保險制度以強化醫療照護資源的使用，其制度影響產業，使

得日本佔亞洲市場 4 成；中國大陸高速經濟成長，也躍升為全球第四大醫療市

場，吸引國際廠商佈局。 

以醫材類別來看（圖 4-4），2018 年診斷影像產品約占 23.8%，雖比 2017 微

幅減少 0.2%，但仍是最大的單一類品項；其次是醫用耗材產品(16.2%)、輔助器

具(12.7%)、骨科與植入物(11.7%)及牙科產品(7.5%)，皆較 2017年微幅增加 0.1%，

預計 2019 年其產品銷售比例變動不大。 

資料來源：2019 醫療器材產業年鑑 

圖 4-3  各國於全球醫材市場之市占比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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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國家近年來對醫療需求不斷增加，已積極投入基礎醫療建設，其中菲

律賓、越南及印尼之診斷影像類產品占比皆高於全球平均占比(23.8%)，可見其

市場之需求較強勁（見圖 4-5）。在高齡化需求不斷湧現下，輔具、牙科、骨科

及植入物等醫材產品重要性也將會提高，顯示出新興國家的需求將影響醫材市

場的走向。 

圖 4-5  2017 年醫材產品市場比例概況-全球、東協新興國家 

(三) 國際主要醫材廠商動態發展 

全球醫材市場產業銷售占比中，前十大知名醫療設備公司約占 40%（見表

4-2），隨著全球 IoT 發展及醫療數位化轉型，目前知名醫材廠商也以此方向積極

佈局中。國際醫材產業基本上是由大廠主導，因此觀察重點國際醫材廠商之佈

資料來源：2019 醫療器材產業年鑑 

圖 4-4  全球醫材市場產品別銷售比例分析 

資料來源：BMI(2018)；工研院 IEK(2018)；Qualtech Consulting Corporation(2017)；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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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即可掌握全球醫材發展動向。以下將分析國際醫材五大廠商的策略佈局。 

表 4-2  2018 年營收前 10 大之廠商 

排名 公司 國家 營收(十億美元) 市占比(%) 

1 Medtronic 美國 29.95 5.81 

2 Johnson & Johnson 美國 27 5.24 

3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美國 24.36 4.73 

4 Philips Healthcare 荷蘭 20.7 4.02 

5 GE Healthcare 美國 19.78 3.84 

6 Fresenius Medical Care 德國 18.92 3.67 

7 Abbott 美國 18.86 3.66 

8 Becton Dickinson 美國 15.98 3.1 

9 Cardinal Healthcare 美國 15.58 3.02 

10 Siemens Healthinners 德國 15.36 2.98 

參考來源：Medicaldevice-network.com(2019) 

1.Medtronic 採用聯合策略進行市場佈局 

身為目前全球先進醫材領導廠商的 Medtronic，年營收為 299.5 億美元，

業務包括心血管產品、微創治療、修復治療及糖尿病等四大事業群。Medtronic

善用併購與策略聯盟方式進行跨領域市場佈局─2015 年併購柯惠醫療

(Covidien)，加深與醫院之間的關係；2016 年與 IBM 形成策略合作夥伴，合力

開發 Sugar.IQ™，提前預測用戶發生低血糖之可能性，並於 2017 年與醫療保險

公司 Aetna 簽訂以療效為前提之協議，評估糖尿病患者改用 Medtronic 胰島素

幫浦後之狀況，以價值導向作為保險給付之參考；與 Mercy Health System 旗下

Mercy Technology Services 合作，藉由臨床數據資料，了解醫材安全性及其治

療結果，以利修正醫材技術，也與遠程醫療服務商 American well 合作，藉由

視訊方式達到病患與醫護人員雙向溝通之服務；於 2018 年收購以色列 Mazor 

Robotics，提供一套整合脊椎手術之解決方案。從其併購與異業合作發展策略

來看，除了強化數位醫療與遠程醫療佈局外，也積極建立與醫院的合作關係，

並朝向糖尿病等疾病的全方位系統發展。 

2. Johnson & Johnson 積極開拓醫療 IoT 領域 

Johnson & Johnson 以醫材及診斷事業之營收比重最高，旗下企業包括骨科

生醫材料(DePuy)、一般外科手術器材(Ethicon)、肥胖及整形外科手術器材

(Ethicon Endo-Surgery)、血糖監測儀(Lifescan)、臨床試驗用儀器(Ortho-Clinical 

Diagnostics)、隱形眼鏡(Vistakon、ACUVUE)以及心血管疾病用醫材(Cordi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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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積極進行醫療機器人佈局，於 2015 年與 Google 合作，研發機器人輔助

手術平台；另為提升醫療人員手術服務品質，於 2017 年收購德國手術規劃軟

體開發公司 Surgical Process Institute(SPI)；更於 2019 年再收購外科手術機器人

公司 Auris Health，繼續強化醫療機器人項目。在智慧醫療趨勢下，於 2017 年

與 Qualcomm 合作 2net 平台，針對旗下血糖監測儀(Lifescan)所監測之病患進行

數據收集及雲端存取服務，並於 2019 年宣布與 Apple 在穿戴式裝置上展開合

作。 

3. Philips Healthcare 增強醫學影像技術，擴大智慧醫療版圖 

以生產燈泡起家的荷蘭公司 Philips，於 2014 年開始全力投入健康醫療事

業，占 Philips 全球銷售總收入的 42％。欲徹底改變成為醫療設備製造商的

Philips，積極透過併購方式達到擴張目標。於 2017 年收購美國微創手術醫療設

備製造商 Spectranetics Corp，其能產出圖像來引導治療裝置進行心血管疾病的

治療；同年收購美國醫療裝置公司 Electrical Geodesics, Inc.，其腦波圖軟體、

硬體及擷取感測器的產品組合，將與 Philips 現有影像科技及資訊設備進行整合，

提供神經病變治療方式之解決方案；此外，於 2019 年收購 Carestream Health

醫療資訊系統(HCIS)，此系統可為眾多醫療單位提供影像 IT 解決方案，能實

現有效的病患護理。另也與中國騰訊公司達成戰略合作，共同推進電子陰道鏡

AI 輔助診斷系統的研發。綜上所述，足見 Philips 除了積極增強醫學影像實力

外，也持續擴大智慧醫療領域。 

4. GE Healthcare 投入可攜式與影像醫學領域發展 

原為 General Electric(GE)集團下的事業單位，為更順應高端醫療器械發展

潮流，GE Healthcare 於 2018 年成為獨立實體公司。隨著智慧化便攜型醫材趨

勢，GE Healthcare 於 2017 年推出結合觸控螢幕的可攜式超音波設備，因更具

靈活性，未來將可取代固定式超音波，並與以色列 DiA 合作，整合其自動影像

分析技術，利於救護人員快速獲得病患診斷結果；另為取得 Monica Healthcare

的胎兒監控科技，於同年宣布收購該公司。GE Healthcare 為改進影像診斷相關

問題，與 NVIDIA 合作推出 Revolution Frontier CT 平台，以提升患者診斷速度

和準確性；與英特爾(Intel)在芝加哥設立實驗室，利用 Xeon Scalable 平台，加

速影像領域之解決方案，以達到數據即時分析、效能提高之功能，進而提高放

射科工作人員之工作效率。 

5. Siemens 佈局 AI 醫療影像診斷發展 

德國 Siemens 為電子和自動化公司，其中醫療業務集團為獨立運營，於

2016 年改為 Healthinners 品牌，其業務分為影像、診斷及先進臨床治療，其中

影像業務占最大宗，占整體營收 60%，其次為診斷業務(29%)。Siemens 的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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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 平台，其核心是一套 AI 技術的影像解決方案 Syngo.via，可應用於設

備上，提供相關解決方案，讓醫療機構於檢查中可獲得輔助性檢查判讀，並與

IBM 聯手合作，提供病患健康管理解決方案，是一項有價值之醫療服務。

Siemens 為加強診斷事業部，於 2018 年 1 月，收購 Fast Track Diagnostics，並

與半導體公司 NVIDIA 攜手研發，除將逼真 3D 技術帶進醫院進行診斷服務，

更進一步運用 AI 技術增強影像品質及傳輸速度，使病患能得到完整的身體報

告。除此之外，Siemens 為拓展醫療事業版圖，以每股 26~31 歐元首次在法蘭

克福市場公開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IPO)，這可能是 2018 年歐洲最大 IPO

案。 

(四) 全球醫材產業未來發展趨勢 

受到包括美國川普就任、歐洲德法荷大選、中美貿易戰及脫歐協議等影響，

經濟成長持續趨緩；但在逐年高漲的醫療需求及新興國家經濟崛起，全球醫材

市場仍呈穩健成長。然而因為面臨醫療諸多待解決問題及日新月異的創新科技，

使主要醫材市場國不僅對企業放寬相關政策，鼓勵創新技術研發，並提出戰略

級數位醫療行動方針，為創新技術建立相關標準，除加速且確保各方權益，也

直接呼應全球醫療數位化轉型已成為全球醫療產業重要之發展方向。 

數位化轉型將醫材產業導引至「醫療 4.0」時代，透過數位化過程達到智慧

化境界。綜觀國際五家醫材廠商可知，主要以醫院大型設備為主，並積極進行

智慧醫療佈局，大多採併購或策略合作模式來補足數位醫療之缺口，從硬體升

級、建立平台、數據收集模式到保險給付等，為客戶提供一系列解決方案，使

從實體產品產生價值導向轉變為以無形服務產生供給之差異化，創造醫材產業

更高之附加價值，以利快速提升跨領域發展能力，並建立及維持產業之優勢，

朝向以不受時間、地點限制之服務提供為目標，也因此造就以下全球醫材產業

重要發展趨勢。 

1. 數位化轉型造就醫材 IoT 生態系產生 

人口高齡化，伴隨一人患有多種共病症，致使醫療照護日益昂貴，全球醫

療保健支出預計每年增長 4.5%，從 2017 年的 7.7 兆美元，預計於 2022 年將達

10.1 兆美元。在降低成本、提升照護品質與成效，以及幫助保健產業轉型成價

值導向的服務(value-based care, VBC)等面向上，醫療科技(Medtech)產業扮演了

關鍵的角色。 

傳統醫材生態圈是由醫材設備業者、驗證機構、主管機關、保險與支付者、

消費者或病患，以及醫療服務提供者所組成，在嚴謹的法規監管機制下，進入

者相對有限，且與其他產業的相關性較小。然而在互聯網及數位科技的發展下，

各項個人保健用之軟體開發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醫材公司也開始嘗試將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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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連結數位科技及行動裝置，藉以強化慢性病，如糖尿病或心血管疾病患者的

個人健康管理。隨著互聯式醫材的增加，促成了 IoMT 的崛起，這些互聯式醫

材能產生、蒐集、分析與傳輸健康數據或影像，與醫療服務提供者連結，將數

據傳輸到雲端，儲存於平台或內部服務器，形成 IoMT 生態系（圖 4-6），此也

是目前國內外諸多醫材或跨域之科技廠商所積極建構的目標。 

 

 

 

 

2. 互聯式醫材市場具爆發性成長 

AI 的興起，尤其是機器學習，推動了 IoMT 發展，互聯式醫材數量日益

增加，加上智慧型手機的普及，預計將推動市場進一步成長。依據市場研究公

司 MarketsandMarkets 將互聯式醫材分為固定式醫材、植入性醫材與可穿戴式

外用醫材三個類別（見表 4-3），於 2017 年其市場規模達 149 億美元，預計於

2022 年將成長至 522 億美元（見圖 4-7），其 CAGR 達 28.5%，呈爆發性成長。 

  

醫療器材供
應商 

系統與軟體 

供應商 

系統整合者與服
務供應商 

服務對象 

原始器材製造
商 

互聯性供應
商 

資料來源：Deloitte(2018) 

圖 4-6  醫療物聯網(IoMT)生態系 



63 
 

表 4-3  互聯式醫材類別 

類別 品項 特性 

固定式醫材 包括X光與乳房攝影器材、

電腦斷層(CT)與核磁共振

(MRI)掃描儀、超音波儀、用

以測量生理參數的核子成像

器材、體外診斷器材（IVD） 

資金成本相對高的科技器

材，能以無線方式傳送影像給

臨床人員，通常由醫院、診

所、診斷中心所採用，將影像

合併到患者的電子病歷 

植入性醫材 包括髖關節置換、心律調節

器、監測和治療心臟病的去

顫器、神經刺激器、膀胱刺

激器，以及多種處理不同訊

號的感測器 

需持續監測的病患通常會接

受植入性醫材，並於手術或治

療後以植入或插孔的方式進

入，使留在體內 

可穿戴式外用 

醫材 

包括用於監測糖尿病的胰島

素泵、皮膚貼片、心律去顫

器，以及其他有利於臨床人

員監測數據之器材，像是智

慧型手錶和活動追蹤記錄器 

用在住院期間和住院後監測

病患，以及對患有慢性病或衰

弱症狀的病患進行持續監

測。僅用於健身追蹤或自我監

測的器材不在此類。 

資料來源：Deloitte(2018)；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整理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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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式醫療器材 

植入性醫療器材 

可穿戴式外用醫療器材 

Total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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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eloitte(2018) 

圖 4-7  互聯式醫材市場成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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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台灣醫療器材產業發展趨勢觀察 

(一) 台灣醫材產業市場分析 

1. 台灣醫材產業產值   

依據 2019 醫療器材產業年鑑中指出，2018 年台灣醫材產業營業額達新台

幣 1,119 億元，較 2017 年新台幣 1,034 億元，成長 8.2%，2015~2019 年 CAGR

為 6.37%（圖 4-8）。台灣醫材產業貢獻台灣千億經濟產值，長久以來都是台灣

優勢主力產業。 

2.出口市場分析 

台灣醫材分類方式與國際上慣用分類方式不同，其五大類醫材中一直維

持進出口力道的「其他第 9018 節所屬貨品之零件及附件」及「其他第 9018 節

所屬貨品」為內科、外科、牙科或獸醫用儀器及用具，包括心電圖、其他電氣

醫療器具及治療用具等，其功能涵蓋診斷與監測用、手術與治療用。為利於明

瞭台灣進出口醫材之主要功能類別及其占比，進一步依前十大進出口醫材產品

分成診斷與監測用/手術與治療用、輔助與彌補用醫材、體外診斷用器材、以及

非屬上述器材之其他類醫材四大類，從中了解台灣醫材的強項及不足之處。 

回顧台灣歷年醫材進出口值(見圖 4-9)，仍呈持續成長趨勢，顯示台灣對

醫材產品的需求市場穩定。依據經濟部對 2018 年台灣醫材進出口統計分析，

台灣醫材以外銷為主，於 2018 年直接外銷約占 60%，進口市場則以台灣不參

與製造的醫療設備與用品為大宗，約占 80.9%。 

CAGR: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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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19 醫療器材產業年鑑 

圖 4-8  2015~2019 台灣醫材產業營業額趨勢 

CAGR: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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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區域來看，台灣前 5 大出口國分別為美國、日本、中國大陸、德國、英

國（表 4-4），而 5 國出口總值超過 60%以上，為台灣醫材主要出口國家。進口

區域主要以歐、美、日為主，其中前 5 大進口國為美、德、日、中國大陸及愛

爾蘭（表 4-5），占總進口值約 70%，顯示台灣進口國來源集中度高，與台灣偏

好國際廠商品牌、健保制度有關，在健保給付未有大幅度變動，以及台灣製造

品項仍有限下，進口國變化不致太大。 

表 4-4  2016~2018 台灣前十大醫材出口國家   單位：百萬新台幣 

排名 
2016 2017 2018 

出口地區 出口值 比率 出口地區 出口值 比率 出口地區 出口值 比率 

1 美國 15,832 26% 美國 15,730 26% 美國 17,095 25% 

2 日本 9,701 16% 日本 10,120 17% 日本 11,171 16% 

3 中國大陸 5,680 9% 中國大陸 6,309 10% 中國大陸 7,579 11% 

4 德國 3,775 6% 德國 3,522 6% 德國 3,416 5% 

5 英國 2,826 5% 英國 2,602 4% 英國 2,678 4% 

6 荷蘭 1,537 3% 荷蘭 1,613 3% 荷蘭 2,258 3% 

7 義大利 1,185 2% 義大利 1,335 2% 義大利 1,495 2% 

8 香港 1,093 2% 澳大利亞 1,191 2% 香港 1,175 2% 

9 澳大利亞 1,081 2% 香港 1,073 2% 新加坡 1,174 2% 

10 土耳其 880 1% 比利時 958 2% 南韓 1,173 2% 

  其他 - 28% 其他 - 27% 其他 - 28% 

資料來源：2019 醫療器材產業年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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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19 醫療器材產業年鑑 

圖 4-9  台灣歷年醫材進出口值 



66 
 

表 4-5  2016~2018 台灣前十大醫材進口國家    單位：百萬新台幣 

從出口產品來看（表 4-6），2018 年整體醫材出口值為新台幣 686 億元，

較 2017 年成長約 10.7%，前十大出口產品占醫材總出口比重為 70%，仍持續

帶動台灣產品出口成長動能，其中三個品項呈現成長趨勢：隱型眼鏡自 2014

年開始，成為台灣第一大出口品項，且至 2017 年仍維持強勁成長力道；血糖

試片於 2017 年取代「其他塑膠製實驗室、衛生及醫療用之物品」成為排名第

二大產品，較 2016 年成長 5.6%；排名第十大的「其他導管、套管及類似品」

較 2016 年微幅成長。顯示長期銷售型的醫用耗材將是未來重要的出口產品。 

以台灣十大醫材出口產品之分類領域占比來看（圖 4-10），可發現輔助與

彌補用醫材占 41%，主要是受到隱形眼鏡、失能人士用車成長力道影響，意味

著輔助與彌補用醫材對於台灣外銷出口能力仍占有很大推動力。 

  

排名 
2016 2017 2018 

進口地區 進口值 比率 進口地區 進口值 比率 進口地區 進口值 比率 

1 美國 23,922 34% 美國 23,868 33% 美國 25,066 32% 

2 日本 8,102 11% 日本 9,084 13% 德國 8,257 11% 

3 德國 7,980 11% 德國 7,683 11% 日本 7,875 10% 

4 中國大陸 6,165 9% 中國大陸 6,244 9% 中國大陸 7,463 10% 

5 愛爾蘭 3,970 6% 愛爾蘭 3,967 5% 愛爾蘭 4,054 5% 

6 瑞士 2,262 3% 瑞士 2,329 3% 瑞士 2,583 3% 

7 英國 1,882 3% 新加坡 1,974 3% 新加坡 2,143 3% 

8 新加坡 1,704 2% 英國 1,690 2% 英國 2,046 3% 

9 泰國 1,694 2% 南韓 1,591 2% 南韓 1,882 2% 

10 法國 1,565 2% 法國 1,589 2% 墨西哥 1,548 2% 

 
其他 - 17% 其他 - 17% 其他 - 19% 

資料來源：2019 醫療器材產業年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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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台灣醫材前十大出口產品          單位：百萬新台幣 

排名 
2016 2017 2018 

出口產品 出口值 比率 分類 出口產品 出口值 比率 分類 出口產品 出口值 比率 分類 

1 隱形眼鏡 9,250 15% 

輔助

與彌

補用 

隱形眼鏡 10,900 18% 
輔助與

彌補用 
隱形眼鏡 12,611 18% 

輔助

與彌

補用 

2 

其他塑膠

製實驗

室、衛生及

醫療用之

物品 

6,360 10% 
其他

類 

糖尿病試

紙，切成

一定尺寸 

6,339 10% 其他類 

糖尿病試

紙，切成一

定尺寸 

6,889 10% 
其他

類 

3 

糖尿病試

紙，切成一

定尺寸 

6,002 10% 

體外

診斷

用 

其他塑膠

製實驗

室、衛生

及醫療用

之物品 

6,105 10% 
體外診

斷用 

其他塑膠

製實驗

室、衛生及

醫療用之

物品 

6,368 9% 

體外

診斷

用 

4 

其他第

9018 節所

屬貨品之

零件及附

件 

5,466 9% 

診斷

與監

測用/

手術

與治

療用 

其他第

9018 節所

屬貨品之

零件及附

件 

5,227 8% 

診斷與

監測用/

手術與

治療用 

其他第

9018 節所

屬貨品之

零件及附

件 

5,751 8% 

診斷

與監

測用/

手術

與治

療用 

5 

失能人士

用車，機動

者 

4,307 7% 

輔助

與彌

補用 

失能人士

用車，機

動者 

4,581 7% 
輔助與

彌補用 

失能人士

用車，機動

者 

4,681 7% 

輔助

與彌

補用 

6 血糖計 2,812 5% 

體外

診斷

用 

血糖計 2,426 4% 
體外診

斷用 
血糖計 2,921 4% 

體外

診斷

用 

7 

其他診斷

或實驗用

有底襯之

試劑及診

斷或實驗

用之配製

試劑，不論

是否有底

襯，不包括

2,700 4% 

體外

診斷

用 

其他診斷

或實驗用

有底襯之

試劑及診

斷或實驗

用之配製

試劑，不

論是否有

底襯，不

2,415 4% 
體外診

斷用 

其他診斷

或實驗用

有底襯之

試劑及診

斷或實驗

用之配製

試劑，不論

是否有底

襯，不包括

2,617 4% 

體外

診斷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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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2016 2017 2018 

出口產品 出口值 比率 分類 出口產品 出口值 比率 分類 出口產品 出口值 比率 分類 

第 3002 節

或第 3006

節所列者 

包括第

3002 節或

第3006節

所列者 

第 3002 節

或第 3006

節所列者 

8 

失能人士

用車之零

件及附件 

2,270 4% 

輔助

與彌

補用 

失能人士

用車之零

件及附件 

2,356 4% 
輔助與

彌補用 

失能人士

用車之零

件及附件 

2,522 4% 

輔助

與彌

補用 

9 

其他導

管、套管及

類似品 

2,156 4% 
其他

類 

其他導

管、套管

及類似品 

2,194 4% 其他類 

其他導

管、套管及

類似品 

2,520 4% 
其他

類 

10 

其他第

9018 節所

屬貨品 

1,348 2% 

診斷

與監

測用/

手術

與治

療用 

其他第

9018 節所

屬貨品 

1,504 2% 

診斷與

監測用/

手術與

治療用 

其他第

9018 節所

屬貨品 

1,690 2% 

診斷

與監

測用/

手術

與治

療用 

合計  42,671 70%   44,047 71%   48,570 70%  

註： 

1.第 9018 節為內科、外科、牙科或獸醫用儀器及用具，包括醫學插圖器、其他電氣醫療器具及測定視力儀等。 

2.第 9021 節為整形用具，包括拐杖、外科手術帶；夾護板及其他接骨用具；人造身體各部分替代品：助聽器

及其他配帶用具或植入體內供彌補缺陷或殘廢用之其他用具。 

3.第 3002 節為已調製動物血液供治療、預防疾病或診斷用；抗毒血清和其他血液分離部分及改質免疫產品等，

不論是否以生物技術方法取得者；疫苗、毒素、微生物培養體(酵母除外)和類似品。 

4.第 3006 節為醫藥用品。 

5.其他第 9018 節所屬貨品涵蓋診斷與監測用及手術與治療用，故本報告歸為同一類。 

資料來源：2019 醫療器材產業年鑑；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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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進口市場分析 

從進口產品來看（表 4-7），2018 年整體醫材進口值為 773 億新台幣，較

2017 年成長 6.6%。進一步觀察 2018 年前十大進口醫材產品，大多集中於診斷

與監測/手術與治療用為主，其占前十大進口醫材分類比例超過 65% （圖 4-11），

顯示此類產品台灣目前技術與生產能量尚有不足，多仰賴進口為主。值得注意

的是 2016、2017 年排名第六大的其他人工腎（透析）裝置，在 2018 年未進入

前十大進口品項，主要與海關碼分拆有關，加上台灣企業也積極投入，逐漸具

備製產能力，未來將有發揮進口替代效應的潛力，顯示出台灣洗腎醫材需求逐

漸獲得滿足。 

  

診斷與監測

用/手術與治

療用 

15% 

輔助與彌補

用 

41% 

體外診斷用 

25% 

其他類 

19% 

資料來源：2019 醫療器材產業年鑑；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繪製 

圖 4-10  2018 台灣前十大醫材出口產品分類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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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台灣醫材前十大進口產品         單位：百萬新台幣 

排名 
2016 2017 2018 

進口產品 進口值 比率 分類 進口產品 進口值 比率 分類 進口產品 進口值 比率 分類 

1 
其他第9018

節所屬貨品 
11,054 15% 

診斷與

監測用/

手術與

治療用 

其他第

9018節所

屬貨品 

11,969 17% 

診斷與

監測用/

手術與

治療用 

其他第

9018節所

屬貨品 

12,460 16% 

診斷與監

測用/手

術與治療

用 

2 

其他診斷或

實驗用有底

襯之試劑及

診斷或實驗

用之配製試

劑，不論是否

有底襯，不包

括第3002節

或第3006節

所列者 

5,689 8% 
體外診

斷用 

其他診斷

或實驗用

有底襯之

試劑及診

斷或實驗

用之配製

試劑，不論

是否有底

襯，不包括

第3002節

或第3006

節所列者 

5,873 8% 
體外診

斷用 

雷射，雷射

二極體除

外 

5,873 9% 

診斷與監

測用/手

術與治療

用 

3 
雷射，雷射二

極體除外 
4,801 7% 

診斷與

監測用/

手術與

治療用 

雷射，雷射

二極體除

外 

5,128 7% 

診斷與

監測用/

手術與

治療用 

其他診斷

或實驗用

有底襯之

試劑及診

斷或實驗

用之配製

試劑，不論

是否有底

襯，不包括

第3002節

或第3006

節所列者 

6,145 8% 
體外診斷

用 

4 

其他第9018

節所屬貨品

之零件及附

件 

3,515 5% 

診斷與

監測用/

手術與

治療用 

其他第

9018節所

屬貨品之

零件及附

件 

4,316 6% 

診斷與

監測用/

手術與

治療用 

其他導

管、套管及

類似品 

4,174 5% 其他類 

5 
其他導管、套

管及類似品 
3,342 5% 其他類 

其他導

管、套管及
3,573 5% 其他類 

其他第

9018節所
3,648 5% 

診斷與監

測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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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2016 2017 2018 

進口產品 進口值 比率 分類 進口產品 進口值 比率 分類 進口產品 進口值 比率 分類 

類似品 屬貨品之

零件及附

件 

術與治療

用 

6 
其他人工腎

(透析)裝置 
2,898 4% 

診斷與

監測用/

手術與

治療用 

其他人工

腎(透析)裝

置 

2,412 3% 

診斷與

監測用/

手術與

治療用 

其他理療

按摩器具 
2,803 4% 

診斷與監

測用/手

術與治療

用 

7 
其他理療按

摩器具 
2,295 3% 

診斷與

監測用/

手術與

治療用 

其他理療

按摩器具 
2,380 3% 

診斷與

監測用/

手術與

治療用 

隱形眼鏡 2,575 3% 
輔助與彌

補用 

8 隱形眼鏡 2,113 3% 
輔助與

彌補用 
隱形眼鏡 2,253 3% 

輔助與

彌補用 

其他第

9021節所

屬之貨品 

1,981 3% 

診斷與監

測用/手

術與治療

用 

9 

人工骨頭、骨

球、骨板、骨

釘、螺絲、骨

水泥 

1,726 2% 
輔助與

彌補用 

人工骨

頭、骨球、

骨板、骨

釘、螺絲、

骨水泥 

1,698 2% 
輔助與

彌補用 

人工骨

頭、骨球、

骨板、骨

釘、螺絲、

骨水泥 

1,293 2% 
輔助與彌

補用 

10 

其他第9021

節所屬之貨

品 

1,724 2% 

診斷與

監測用/

手術與

治療用 

其他第

9021節所

屬之貨品 

1,674 2% 

診斷與

監測用/

手術與

治療用 

其他內

科、外科或

獸醫用X

射線器具 

1,159 2% 

診斷與監

測用/手

術與治療

用 

合計  39,157 54%   41,276 56%   42,111 57%  

註： 

1. 第 9018 節為內科、外科、牙科或獸醫用儀器及用具，包括醫學插圖器、其他電氣醫療器具及測定視力儀。 

2. 第 9021 節為整形用具，包括柺杖、外科手術帶；夾護板及其他接骨用具；人造身體各部分替代品：助聽

器及其他配帶用具或植入體內供彌補缺陷或殘廢用之其他用具。 

3. 第 3002 節為已調製動物血液供治療、預防疾病或診斷用；抗毒血清和其他血液分離部分及改質免疫產品

等，不論是否以生物技術方法取得者；疫苗、毒素、微生物培養體(酵母除外)和類似品。 

4. 第 3006 節為醫藥用品。 

5. 其他第 9018 節所屬貨品涵蓋診斷與監測用及手術與治療用，故本報告歸為同一類。 

資料來源：2018 生技產業白皮書；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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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2018 台灣前十大醫材進口產品分類比例 

(二) 台灣醫材相關廠商動態發展 

台灣醫材產業當前發展概況，依據「2019醫療器材產業年鑑」報告（表 4-8），

至 2018 年底統計，醫材廠商家數共 1,128 家，從業人數約 43,850 人，企業平均

毛利約 36.5%，研發占營業比重約 3.9%，生產產品種類以中階醫材為主（大多

屬於醫材認證之第一類與第二類產品）。從市場需求分析可知，台灣出口主要以

輔助與彌補用醫材為主，其特色多趨向居家消費性中低階醫材，似乎也呼應台

灣的中小企業發展型態。 

  

診斷與監測

用/手術與治

療用 

66% 

輔助與彌補

用 

9% 

體外診斷用 

15% 

其他類 

10% 

資料來源：2019 醫療器材產業年鑑；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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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台灣醫材產業概況 

製造登記廠

商數 
1,128 家(統計至 2018/12/31） 從業人員數 約 43,850 人 

平均毛利率 約 36.5%* 
研發占營業額

比重 
約 3.9%* 

現況 

1. 原物料取得非產業關鍵點 

2. 產品部份零組件以外購為主 

3. 其餘一般組件多能在台灣自

給自主 

客戶 

台灣廠商多以為國際廠

商，ODM 代工為主，客

戶多為歐美日等廠商。 

產業集中度 

全球前三大： 

血壓計與電動代步車/電動輪椅

產品 

海外投資 

1. 上市廠商在海外布局

占 80%以上 

2. 多數廠商在海外設廠

投資 

3. 中小型公司在海外布

局，多是以成立辦事處

或委託代理商的方式 

註：*根據已上市櫃廠商公開資料為計算基礎 

資料來源：2019 醫療器材產業年鑑 

台灣醫材廠商中，成長最佳者包括以醫用導管、心導管等耗材產品為主的

邦特、太醫；以隱形眼鏡為主的精華、金可；以手術器械產品為主的鐿鈦，以

及以代工居家生理監測產品為主的泰博，由此顯示出台灣醫材廠商在各領域產

品皆有擅長之處。 

台灣具備電子業、資通訊業競爭優勢，隨著醫療需求增加，使近幾年電子、

資通訊等相關異業廠商積極跨入健康保健領域，如大立光利用光電優勢，開發

醫療級偵測睡眠心電儀，解決現代人睡眠品質問題；台達電投資數位 X 光機的

環瑞醫及全球第二大視網膜斷層掃描儀製造商 Optovue，還自行研發製造全新微

型電腦斷層掃描儀DELPet-μCT，可於實驗活體上立即得到高影像品質之成像，

利於基礎醫學研究、新藥開發與轉譯醫學等應用，也是台灣首家可生產醫療級

應用 X 光高壓電源供應器廠；光寶推出 skyla®  Hi 天亮® 糖化血色素定點照護分

析儀，僅用指尖微量血就能快速得到檢驗之輕量型設備，適用於中小型醫療院

所；仁寶的檢驗血糖、膽固醇、尿酸三合一產品，可進行糖尿病之遠距照護；

除生產產品外，華碩以「數據平台+智慧醫材」目的，推出「OmniCare 智慧醫

材共享平台」，邀請 8 家智慧醫材廠商-百略醫學（血壓計及體溫計）、安盛生科

（血糖計、排卵系統）、新創廠商米安科技（脈診儀器）、超像科技（超音波）、

泰博科技（血糖機）、動心醫電（穿戴式醫材）、達楷生醫（心電圖儀）及台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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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血氧監測裝置）加入，該平台具備遠距照護、建置醫療大數據及精準醫

療之三大特色，打造台灣醫療物聯網(Internet of Medical Things, IoMT)生態圈。

從前述可知，台灣廠商開始採用 IoT 技術來實現數位化轉型，顯示智慧醫療也

是台灣醫材相關廠商發展之重點。 

四、 全球醫療器材產業鏈看台灣定位與未來發展 

(一) 醫材產業鏈 

綜觀醫材產業鏈（見圖 4-12），上游為醫材之各類材料及零件供應商，其涉

及範疇相當廣泛，包括 IC、電子零組件、金屬蓋/扣、支架、檔板、天線彈片、

外殼、感測器、生物材料、紡織材料、塑/橡膠原料、紙類、瓷類等；中游為醫

材製造商，因涵蓋範圍廣泛，大致可分為應用於醫療檢測與監護器材（如血壓

計、體溫計、耳溫槍）、光學醫材（如光學鏡片、隱形眼鏡）、醫療耗材（如導

管、試片、注射器）、特殊性醫療材料、牙科、眼科與骨科醫療器具、人體植入

物、衛生用品、健身器材等，其研發產品需經過販售地區之政府衛生機關核可

才能進入當地下游市場；下游產業為醫材之代理銷售及通路商，銷售對象包括

醫院、診所、藥房，其銷售對象與產品功能屬性密切相關，醫療耗材以醫院、

藥房為主要銷售對象，而專業醫療設備則以醫院、診所為主，居家護理用之體

溫計、血壓計等則以藥房為主要銷售通路。 

 

資料來源：產業價值鏈資訊平台 

圖 4-12  全球醫材產業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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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灣醫材產業目前發展之定位 

從全球醫材產業供應鏈來看台灣醫材發展現況，可知台灣醫材廠商多為 300

人以下中小企業，且以 OEM/ODM 為主，中低階醫材為主要出口產品，以生產

製造為主要營運活動，其中台灣醫材成長主要動能來自於居家消費型產品，像

是血糖儀及其試片、血壓計、隱形眼鏡及代步車等產品，台灣生產技術成熟且

品質高，使能協助國外大廠代工及自創品牌銷售，並於全球佔有一定的地位。 

醫材可分三個層級「me-too」（市場已有的產品）、「me-better」（比現有產

品更好）及「me-only」（市場獨家的產品），另以現行台灣醫材廠商之運營模式，

也可歸納為三種商業模式，一是做代工，例如鐿鈦、泰博；二是以研發為主，

再賣給大廠或授權，如益安生醫；三是自創品牌，直接打通路，如常廣或上銀，

也有不少廠商過去以代工為主，再漸漸打出自有品牌，並以代工與品牌並進，

如隱形眼鏡雙雄精華光學、金可。然而，若以醫材產業鏈角度而言（見圖 4-13），

台灣大多仍處於中游協助國際廠商進行設備及產品製造階段，並以「me-too」和

少量的「me-better」產品作為台灣醫材出口動能。 

 

上游 
零組件支援廠商 

中游 
產品研發與製造 

下游 
產品銷售 

電子零組件、 

塑化材料、 

五金零件 

醫療設備 

研發設計 

醫療設備 

製造 

醫療器材 

代理銷售 

及通路 

台灣於全球醫材產業鏈位置 

資料來源：產業價值鏈資訊平台；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繪製 

圖 4-13 目前台灣於全球醫材產業鏈及層級之定位 

me-
only 

me-
better 

me-too 

台灣主要醫

材出口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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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5/11/12) 

圖 4-14  醫材產業生態鏈 

(三) 台灣醫材產業未來發展 

1. 進入以“價值”來思考的階段 

高齡化帶動醫療健康照護需求不斷擴大，醫材結合電子、資通訊產業已

成為顯學，眾多異業廠商基於自身優勢，積極切入醫材領域，但台灣仍偏重

硬體導向思維，以投入設備端開發生產為主，仍缺乏具規模的服務營運平台

商，無法有效串聯前後端生態鏈，於既有服務上增加其價值。雖台灣不少異

業廠商跨入醫材產業，也期望轉型並突破傳統模式，然而在以“使用者”為

中心的服務趨勢及國際醫材廠商積極佈局智慧服務相比，台灣顯得突破性不

足（見圖 4-14）。 

 

2.持續提升技術、系統整合及研發具潛力之醫材 

經 IEK 盤點台灣醫材廠商能量後，依應用領域及產值將醫材分為優勢醫

材及利基醫材兩大群組，從圖 4-15 可知，優勢醫材包括台灣出口為主的輔助

器材、體外診斷、醫用耗材及眼科產品，在已成熟的市場下，需透過技術加

值與新產品開發，才能維持及擴大出口；成長期之利基醫材包括微創手術、

牙科產品、骨科產品、醫學影像等中高階醫材，透過將利基產品進行系統整

合，使提高在國際上的競爭力。除此之外，研發高產值成長潛力醫材，如智

慧健康穿戴裝置及補足產業供應鏈缺口之利基產品等，目前尚在萌芽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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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材
產
業
能
量 

資料來源：工研院 (2018/05)；2018 生技產業白皮書 

圖 4-15  醫材產品群組劃分及其推動策略 

五、 台灣醫療器材產業發展之機會與挑戰 

(一) 台灣醫材產業發展的機會 

1. 台灣醫材具備優勢發展之要素 

檢視台灣於全球醫材產業鏈的目前定位後，了解台灣具代工優勢。隨著

鄰近新興市場崛起，各國政府對民眾醫療開始重視，進而進行醫療體制各項

改革政策，此意味著醫療需求攀升，醫材產業發展潛力大，成為國際廠商關

注的重點，但因為新興市場對醫材產品價格敏感，因此開始朝向低成本、低

耗能、操作簡易、高精確度、高可靠度方向發展，其中因為中國大陸為世界

第二大經濟體，國際大廠也因此於中國設立研發中心，就近採購相關零組件

及進行製造，而西化較深的台灣成為扮演東西方間橋樑角色，且簽訂 ECFA

之後，台灣產品行銷到大陸可以免關稅，加上沒有語言隔閡，吸引外國企業

在台設立兩岸總部，藉由台灣優勢佈局中國市場。 

台灣舉世聞名的醫療水準、臨床試驗能力及其醫療照護系統受到國際認

可，查驗登記相關制度及規範與歐美國家相近，可作為中國大陸廠商之產品

欲於歐美市場審查或上市的加速利器，也可成為各國打入亞太市場前之重要

臨床試驗場域之一。 

在變化莫測的世局，台灣憑著高性價比的產出、具備醫材上中游相關技

術含量基礎及與國際間長期合作所建立起的信賴度，足以成為補足醫材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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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醫材產業
機會及優勢 

居於亞
太地區
優勢 

具備零
組件支
援廠商 

深厚研
發能力 

臨床試
驗能力
及環境 

長期代工
經驗及合
作信賴度 

強勁電
子與ICT

實力 

圖 4-16 台灣醫材產業機會與優勢要素 

鏈缺口及國際大廠合作之最佳夥伴，然而為提升其競爭力，除應掌握使用者

需求，並結合跨領域技術發展關鍵技術，使達到控制生產成本，並發展高附

加價值之產品外，也應善用台灣電子及 ICT 強項，發展創新服務模式並串聯

前後端生態鏈，延伸價值鏈，提供產品解決方案，並加強產品推廣與服務行

銷能力，增加產品曝光度及說服力，在醫療保守的環境下，與中下游廠商建

立通路合作機會，以利帶動產品拓銷，增加台灣於醫材產業之優勢。(圖 4-16) 

 

2. 台灣具備數位化醫材之高研發能量 

從台灣醫材申請美國 FDA 之產品中發現，近年來以體外診斷取證數量最

高（見圖 4-17），在 2017 年新增獲證產品中，有部分產品在功能規格上朝向

智慧化功能，代表在 ICT 技術發展快速及其趨勢下，智慧健康相關之其他類

醫材於未來將有逐年增加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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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電子業、ICT 產業競爭優勢的台灣，近幾年相關廠商積極跨入健康照

護領域，如大立光、台達電、仁寶及華碩等，而比起大國生產大型醫院儀器，

台灣出口醫材優勢顯示出台灣具「小而美」特色，其「me- better」（比現有產

品更好）特性受到全球歡迎，然而出口國高度集中，易受到當地政策影響，

加上產品都有替換潮，若跟不上，易被淘汰；隨著全球醫療高支出的考驗，

提高預防監測、促進健康與增加醫療效益已成為大勢所趨，從醫療提供者為

中心開始移轉為以病患為核心導向下，小型、便攜且互聯性智慧醫材成為發

展趨勢之一，從近年台灣廠商積極取得美國 FDA 醫材認證現況及其類別，皆

依照全球趨勢脈動發展。從被視為全球醫材趨勢風向指標展會 MEDICA 於

2017 年參展中，台灣參展數量擠進前 10 名，且多集中於電子醫材與醫療科技

類別（圖 4-18），顯示出台灣具備電子製造與設計的強項。 

資料來源：工研院(2018/05)；2018 生技白皮書 

圖 4-17 台灣醫材申請美國 FDA 通過現況-依產品類型分類 

體外診斷醫材 

21% 

骨科醫材 

11% 

醫用耗材 

9% 

牙科醫材 

8% 
輔助器材 

7% 

眼科醫材 

6% 

微創手術醫材 

6% 

醫學影像 

1% 

其他類醫材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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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MEDICA 官方網站；TrendForce 整理 

圖 4-18  2017 MEDICA 台灣廠商參展數量及主要產品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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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可知，台灣已具備醫材研發能量，且隨著醫療數位化及醫材走

向便攜性之趨勢，台灣廠商陸續研發及推出相應產品，如元健大和發展雲端

助聽器，解決助聽器需往返聽力中心調適的交通不便性，賦予使用者調整助

聽器之權利；另外美盛醫電發展顛覆傳統之血壓計，利用感測裝置及便攜特

性，讓使用者可隨時監測血壓狀態，並結合心血管基本監測功能，以利醫師

於第一時間做最佳判斷。 

3. 與台灣優勢之 ICT 產業整合的轉型策略 

台灣產業在醫材產業鏈上、中游已有很好搭配性（見圖 4-19），具備可發

展出提高整體附加價值之產品，並能開發超越目前技術水準之關鍵材料、零

組件或設備，進而帶動產業上中下游，補足產業價值鏈缺口之含量。但為迎

接未來醫材 IoT 走向以使用者為導向之發展趨勢，應善用台灣電子及 ICT 強

項，達到串聯前後端生態鏈並提供產品解決方案，結合工程、產品、知識、

服務及技術加值等，為使用者打造整體系統解決方案，提供整廠整案之開發，

以及找出核心市場，開發新興服務或產品，使發展出具市場先導示範性的

「me-only」產品/技術（圖 4-19）。 

圖 4-19  台灣於醫材產業鏈之發展方向及其定位 

上游 
零組件支援廠商 

中游 
產品研發與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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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銷售 

電子零組件、 
塑化材料、 
五金零件 

醫療設備 
研發設計 

醫療設備 
製造 

醫療器材 
代理銷售 
及通路 

me-only 

me-better 

me-too 

台灣目前

主要醫材

出口層級 

既有產業+研發能力+長期代工 

發展優化產品、 

整體解決方案、新

興產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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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台灣醫材產業轉型發展之挑戰 

1. 台灣從「me-too」定位轉型之迫切性 

台灣醫材出口以中低階醫材為主，從醫用耗材之導管、醫用紗布、醫用

手套與棉花，到隨著台灣豐富的代工經驗及 ICT 技術，開始往居家化醫材產

品發展，如體外診斷器材之血糖監測產品、血壓計、隱形眼鏡及行動輔具等，

看得出隨著時間具優勢產品也有變化；相較於國際醫材廠皆以醫療機構所需

大型檢查、診斷或治療之高價設備為主，台灣出口大宗產品主要以居家消費

型醫材為主，其特點在於產量大且價格較為低廉，也因此原因使台灣醫材進

口值仍大於出口值。但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新興國家製造能力崛起及各大國

際科技廠也紛紛進攻醫材領域下，台灣應進入以”價值”來思考的階段。醫材是

涉及眾多領域的交叉技術產業，其發展狀況代表該國的科學技術發展及其整

合能力，但台灣大多處於醫材產業鏈中游，且以中低階產品為主，缺乏「me-only」

的利基產品，若不積極轉型，勢必影響台灣競爭力。 

2. 跨領域整合的挑戰 

大規模建立IoMT，需要與病患、醫療服務提供者、支付者、製藥廠，以

及其他醫療科技相關之製造業者建立密切的合作。醫療科技正致力於打造

IoMT，從中獲得價值並讓醫療服務模式轉型，但該創新發展模式，也正顛覆

傳統醫材產業的既定型態，從製造、法規、技術人才上都面臨全新的局面，需

以創新思維來面對。 

(1) IoMT 的安全問題 

IoMT 使醫材能蒐集和共享病患數據，隨著互聯性日益增加，使系統內潛在

的安全漏洞也大幅提高，讓資訊變得更容易遭受駭客攻擊，並且損害個人

隱私，這些是醫材業者需面對網路安全的挑戰。有鑑於影響互聯式醫材的

潛在安全問題，在管理和利用互聯式醫材生成的數據上，所有利益相關者

都需要採取更主動和協作的方法，來發現和解決安全性問題。 

(2) 醫材法規的變革 

隨著醫材變得越來越複雜和創新，大多數國家的法規都未能跟上科學和技

術發展的步伐，而數位科技使用的增加，加劇了這個情形。歐盟、加拿大

和美國的新法規正在同時實施，將影響所有希望在這些地區發展業務的企

業，特別是歐洲已經全面頒布新的法規，將在未來五年內發生重大變化。

台灣醫材以出口為大宗，相關醫材業者在遵法上必須因應變革而採取相應

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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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數位人才與技能的需求 

企業在面對 IoMT 生態系的法規變化和維持財務永續之緊迫性及壓力下，

為確保新器材能獲得市場准入，對於從研發到市場的管理，也產生了新技

能和能力的需求。如果醫療科技業者要保持競爭力，就必須要優先發展新

的數位策略，包括具備純熟的數位技能，以及擁有創意和科學背景的各領

域人才。要獲得這方面的人才，必須要有更豐富的招募資源以及留住人才

的策略，包括與各種現有的新興參與者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尤其是學術界、

工程業者、具數據優勢之科技業者，以及創新的新創公司。 

六、 小結 

目前全球醫材除了法規相關認證規定外，並未被統一要求進行明確之醫材產

品次領域分類，而全球醫材市場銷售占比第一名為其他類醫材(28.1%)，其包括手

術燈、消毒器等，其次為診斷影像產品(23.8%)；而台灣醫材出口比例最高為輔助

與彌補用醫材(41%)，其次為體外診斷用(25%)，兩類於台灣前 10 大醫材產品中

占有 7 項，且多屬中低階居家消費型醫材產品。然而，進口台灣的醫材產品中，

仍以診斷監測用、手術與治療用為大宗(66%)，其多為國際醫材大廠多年耕耘並

寡佔的領域，也因該項產品附加價值高，使台灣醫材進口值一直大於出口值。雖

然台灣沒有如強國大廠有高資金與人力基礎進行併購或開發診斷影像儀器之特

質，但輔助與彌補用儀器、醫材關鍵零件及附件卻能讓台灣於全球保有領先地位，

故應強力發揮於該領域既有之優勢，並補足醫材產業鏈之關鍵缺口，優化已具有

優勢之產品，使維持並提升台灣於世界醫材之競爭力。 

雖台灣缺乏全球醫材領導廠商，但因台灣產業聚落類型多元，透過上、下游

眾多中小企業供應鏈相輔相成、合作無間的連結，能以少量多樣、品質優良、供

貨快速、靈活應變及成本管理受到國際大廠、著名品牌的青睞與信賴，已成為台

灣創新力與生產力的驅動來源，也是拓展國際市場競爭力的主要動能。醫材是涉

及眾多領域之交叉技術產業，也是主要帶動台灣醫療產業外銷出口之能量，隨著

智慧醫療之發展趨勢，已影響醫院須朝數位化轉型，肯定為傳統醫材產業帶來變

革，迎來數位醫材生態圈，故許多高科技業者相繼投入醫療電子與智慧健康領域，

意味者醫材商在生產製造「me-too」及「me-better」產品，同時也應進行技術創

新優化，而台灣可善用半導體和精密機械等科技產業聚落，透過上下游產業鏈整

合，掌握以使用者需求為導向的創新服務，以及高端人才互補交流，使達到技術

創新、醫材數位化，甚至發展「me-only」產品，除了可穩定維持台灣醫材於全球

代工地位外，並從既有醫療體系和價值鏈中找到切入點而發展出創新的「me-only」

產品，於市場洗禮和淬鍊下，讓台灣醫材成為經濟成長重要支柱，進而有機會發

展出台灣獨角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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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科技翻轉醫療生態系，並直接促使醫材生態圈轉型，創新解決方案已成

為醫材廠商提供之系列性服務，但卻也伴隨網路安全與軟體設計漏洞而產生使用

上的風險，因此各國在智慧醫療法規上，紛紛祭出相關風險規範及說明，使提高

醫材的安全及使用效能，未來醫材業者不僅須注意醫材發展之互聯網安全問題、

產品上市前之各國法規變化及培養高靈敏度之數位人才，以確保能應對數位醫療

迅速發展之多變化環境。然而台灣政府雖積極使台灣成為亞太生醫重鎮，但在建

構新型態醫療體系和遠距居家照護之可行性評估上，除現行台灣醫材法規無法跟

上全球趨勢脈動，尤其是需要評估資安及隱私權之相關法規，此外也欠缺能增加

使用者與市場對智慧化產品、系統、服務信心之試驗場域。數位化與智慧化醫材

發展若沒有完善之法規可循，將使醫材業者無所適從，此更顯示出台灣法規的更

新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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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智慧醫院發展 

數位化轉型已是全球醫療產業發展趨勢，其轉型最快反應於醫材產業，並使

其發展出具互聯性之醫材或創新產品，其應用場域大多以醫院為主。醫院是醫療

實現的場域，一直以來是醫生與護理人員處理醫療照護工作的最前線，也是處理

病患從日常慢性病到緊急情況與危及生命等所有事情之場所。隨著科技進步、城

市興起與社會型態轉變，民眾對醫療之需求亦跟著改變，加上醫護人力之不足，

迫使醫院為提升醫療服務效率，也逐步導入新科技，朝向智慧化發展來因應及滿

足時代的需求。 

醫院智慧化發展，IoT 提供重要的驅動力，因此院內硬體設備需具有數位化

及互聯之功能，再藉由 ICT、IoT、雲計算與 AI 等科技，將過去從單一功能或單

一系統轉變為須連結並串接不同部門、不同系統、不同模組間之資訊與服務流程，

加上醫療服務模式已逐漸朝向以「病患」為核心的服務模式，勢必擴大醫療服務

範疇，進而帶動相關智慧醫療服務發展商機。 

一、 智慧醫院範疇 

歐盟網路與資訊安全局(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ENISA)曾表示智慧醫院(Smart Hospitals)是透過先進的 ICT 技術來提供

最佳及有效的照護方式，並藉由取得內外部專業知識，進一步優化手術/診斷過程，

達到降低醫療錯誤發生和節省醫療成本之目標。因此智慧醫院須仰賴 ICT 技術，

創造出具優化和自動化流程的環境，並透過 IoT 來改善現有照護流程，為病患導

入醫療保健新功能。而醫院要能智慧化，主要的關鍵在於提供並使用有意義的互

聯系統和設備，達到整體智慧化功能。以下為智慧醫院之六大目標（圖 5-1）： 

1. 改善診斷/手術能力及過程：ICT 不僅可實現新的治療方式，高端的軟體解決

方案可使醫院能利用病患數據協助診斷或找出最佳治療方案並進行改善，而

使用者被允許具備調整管理流程之權利。 

2. 連續性的病患照護流程：有效的醫療照護和病患服務流程可降低等候時間及

住院天數，並減少醫療錯誤發生及浪費，提升病患和醫療機構工作人員的滿

意度，為醫院帶來極大效益。因此需要仰賴 ICT 來進行辨識、分析和解決問

題。 

3. 遠程醫療：醫療體系中，引入 IoT 設備的關鍵目標為打破醫院這道牆，可不

受地區限制提供遠距醫療服務。藉由可植入、可穿戴或其他移動設備來實時

監測病患生理體徵，並透過網路回送資料，以利醫院了解並提供適當遠距治

療，發揮遠距照護功能。如此，醫院將僅收治必要的病患，達到有效管理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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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本及改善病患被照護的體驗。 

4. 強化病患安全性：正確使用具互聯網功能之醫療設備，以準確收集病患生命

體徵、藥物攝入狀況等訊息，藉由有效連結及互通，使能提供立即性警訊，

增加病患之安全。 

5. 網路恢復能力：智慧醫院仰賴 ICT 技術，需做到面對突發意外，亦能具備預

警效果及相應之措施，以確保 ICT 軟硬體提供連續性及可用性的服務。 

6. 具可信性：應選擇值得被信賴且擁有良好名聲、具 ICT 能力之廠商進入醫院

場域，以達到照護服務之連續性、病患對藥物之遵從性以及保護病患的安全

與隱私等，建立值得被信賴的智慧醫院。 

 

 

從智慧醫院欲達成的目標來看，可進一步了解，智慧醫院有別於過去只強調

單一功能的智慧型醫材及照護流程，而是將醫院想像成一個整合場域，必須串接

眾多與醫療及照護相關的智慧系統模組，同時智慧醫院也必須兼顧運算軟體與硬

體設備，並將其運用在與醫院運作相關的作業流程中。調研機構 Frost & Sullivans

對智慧醫院的定義為藉由互聯性、雲端化及數位化的網路架構下，進行優化、重

新設計或建立新的臨床路徑、管理系統、基礎建設等，提供更有價值的服務，帶

給病患更好的照護體驗，達到最佳營運效率（圖 5-2）。 

 

資料來源：ENISA(2016) 

圖 5-1  智慧醫院六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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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醫院最主要的三項功能為： 

1. 在智慧醫院內，所有的設備都必須透過網路或雲端系統進行鏈結，形成一套

完整的自動化系統，使行政管理流程與後勤人員的管理更加順暢，最終期望

能夠提升醫院整體的營運效率； 

2. 智慧醫院必須能夠提供明確的解決方案，以協助醫護人員有效率地執行醫療

工作，讓治療與照護流程更加流暢與迅速，進而提升照護品質與減少醫護人

力的負擔； 

3. 智慧醫院內智慧病房的設計必須是強調友善的照護環境，期望提供病患最佳

的照護品質。 

醫院智慧化發展，目的在解決醫院管理、醫護及病患的問題，但也同時受到

政策、經濟、社會與技術等驅動因素的影響。在當前智慧醫療還未有一個明確定

義之際，智慧醫院雖充滿了產業商機，卻也在相關驅動因素未明確化前，對於「智

慧」投資如何形成「智慧醫院」，仍是充斥著多元的論述。而智慧醫院的發展，

臨床路徑 

智慧醫院 

優化/重新設計/重新建構 

管理系統 基礎建設 

數位化、網路連結之基礎建設、互聯性之設備 

提供過去所沒有的價值、服務或觀點 

達到最佳之病患照護體驗及營運效率 

The ‘Smart Component’ 

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s(2017/11);工研院 ISTI(2018/09) 

圖 5-2 智慧醫院的價值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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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需要有對未來需求場景的描述，當智慧醫療從治病走向健康概念，國際大廠江

森自控(Johnson Control)所建構的未來智慧醫院藍圖，則是打造具備支持「健康」

生命的特質，構成完整的系統化架構（圖 5-3）。 

 

 

 

 

資料來源：Johnson Controls (2019) 

圖 5-3  智慧醫院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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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廠商研華科技也提出以雲端科技建構新一代醫療服務體系，提供以病人

為中心的智慧醫院解決方案（見圖 5-4），是醫院先導入智能化、自動化設備，再

以此基礎建構醫院智慧化。 

由此可知，從智慧醫院的目標與功能來看，智慧醫院的落實需要透過策略性

規畫，而要達到真正智慧醫院，數位化只是第一步，需將重點放在運營效率、臨

床卓越和以病患為中心，以發揮醫院智慧化之意義。 

二、 全球智慧醫院發展概況及態勢 

(一) 主要國家之智慧醫院相關議題與政策 

由於發展智慧醫療可增進醫療的可近性、有效性及降低醫療成本，因此被

世界各國視為醫療產業戰略項目之一。醫院在面對醫療需求與醫療支出之增加，

以及面對科技促使醫療體制改變，已迫使醫療體制不得不進行數位變革，因此

各國也逐步推出相應的政策及行動計劃，其說明如下。 

1.美國 

智慧醫院的基礎是發展電子健康紀錄(EHR)，美國在這部份的發展為全球

翹楚。小布希總統於 2004 年宣告，要在接下來 10 年內廣泛使用電子病歷紀錄，

並以電子病歷紀錄為基礎，進行一系列策略發展，藉由科技達到改善醫療照護、

資料來源：研華科技 

圖 5-4  智能醫院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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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健康及降低醫療照護支出的目標；歐巴馬總統在 2009 年簽署的美國復甦

與重新投資法案中，電子病歷系統的推廣是重要部分。法案的核心和亮點是對

醫生是否「有意義地使用」(Meaningful use)電子病歷系統給予財政激勵或懲罰。

自 2011 年開始，美國政府推出激勵計劃和懲罰措施，大力推進全國範圍的病

歷電子化，讓電子病歷的使用在全美國快速普及化。重要措施包括： 

(1) 2011 年開始，若醫生連續 5 年都能證明有意義地使用電子病歷，則可以

獲得最高 4.4 萬美元的獎勵。 

(2) 2015 年開始， 若醫生不能有意義地使用電子病歷，則每年於美國老年

醫保與救助醫保的核銷中，扣除 1%-5%的核銷金額作為罰款。  

為讓電子病歷平台上的資訊可互通，美國健康 IT 協調辦公室 (Office of 

the National Coordinator for Health IT)在 2015 年成立「互通性標準諮詢委員會」

(Interoperability Standards Advisory) 來討論和推動電子病歷的標準和規範。該

委員會於 2015、2016 和 2017 年逐年發表所推薦系統間之互通性標準和實施細

則，並呼籲推廣使用。 

在使用電子病歷時，必須重視且嚴格遵守相關的法律與法規，包括依據美

國聯邦及各州的隱私法(Privacy Laws)，由美國衛生與人類服務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HS)制定有關病患安全和保護個人

穩私的聯邦健康保險之攜帶和責任法規 (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HIPAA)。 HIPAA 法規為醫護人員設定了一套保護患者隱私

的標準措施，若違背 HIPAA 標準或隱私法，泄露病患隱私者會受到嚴厲的懲

處；若惡意的違規 HIPAA，除了高額賠償外，還會面臨刑事之牢獄之災。 

2.歐盟 

歐盟也是全球智慧醫療的重點發展區域之一。歐盟最早在 2004 年實施第

一套智慧醫療行動計畫，首先要求會員國發展國家或區域的智慧醫療路徑圖

(roadmap)，建立醫療服務提供者所使用軟體間之相容性標準，並推動電子病歷

的使用。此外，透過身份辨識碼建立一套用於歐盟醫療保險卡(European Health 

Insurance Card)的身份辨識系統。 

歐盟對於智慧醫院規範，著重於智慧醫院之 ICT 應用是以風險評估為基礎。

ENISA於 2016年 11月提出醫院導入智慧互聯網技術所因應之資訊安全之研究

建議，聚焦於相關威脅與弱點、分析網路攻擊情節，同時建立使用準則供醫院

遵守。由於遠端病患照護之需求，將迫使醫院轉型，運用智慧解決機制之際，

仍須考量安全防護問題，且醫院可能成為下一階段網路攻擊之目標，在醫院導

入智慧聯網元件的同時，將增加攻擊媒介之機率，使醫院面對網路攻擊將更加

脆弱，因此提出以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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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醫療照護機構應提供特定資訊安全防護，要求智慧聯網元件符合最佳安全

措施。 

(2) 智慧醫院應確認醫院內之物件及如何進行網路連結，並根據所得到的資料

採取相應措施。 

(3) 設備製造商應將安全防護納入現有資安系統，並在設計系統與服務之初，

即邀請提供醫療服務的機構參與。 

3.日本 

日本安倍政府於 2018 年宣佈，未來 5 年內預計投入超過 1 億美元，結合

政企，以文部科學省、經濟産業省和厚生勞動省為中心，招募有意加入參與實

驗之企業和醫院，在 2022 財政年度末須建立 10 家人工智慧(AI)示範醫院，帶

動智慧醫療設備研發動能，同時可解決醫療資源不均的問題。 

截至 2016 年底，日本的醫生人數創歷史新高，達 31.9 萬人，年增 2.7%，

但卻高度集中於某些領域，以致醫療資源分布不均，而 AI 醫院可以解決醫療

保健方面的結構性挑戰，包括某些地區長期缺乏醫生和護士以及醫療費用上漲

等問題。未來發展將包括利用 AI 技術自動記錄病歷、核磁共振檢查(MRI)和內

視鏡影像診斷、血液、DNA 檢查及選擇最佳治療方案等。以 AI 技術來克服不

斷膨脹的醫療費、醫護人員短缺以及慢性病醫療等結構問題，同時希望藉 AI

技術推動相關研發，促進醫療器械的出口，進而提高日本醫療産業的國際競爭

力。 

4.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為鼓勵智慧醫院建設，國務院公佈一系列政策，以加強資訊化、

數位化、智慧化建設的方式來為病患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 

(1) 2013 年國務院公佈《關於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初步提出智

慧醫療的目標和要求，其內容提到將推進健康服務資訊化。 

(2) 2015 年國務院公佈《全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規劃綱要(2015-2020 年)》，明

確智慧醫療的技術路徑，其內容提到要加強資訊資源配置。 

(3) 2015 年國務院公佈《關於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提出以

互聯網+醫療為特徵的智慧醫療具體行動綱領。 

(4) 2016年國務院公佈《關於促進和規範健康醫療大資料應用發展的指導意見》，

部署通過“互聯網＋健康醫療”探索服務新模式、培育發展新業態。公布

內容指出，要堅持以人為本、創新驅動、規範有序、安全可控，開放融合、

共建共用的原則，以保障全體人民健康為出發點，大力推動政府健康醫療

資訊系統和公眾健康醫療資料互聯融合、開放共用，積極營造促進健康醫

療大資料安全規範及創新應用的發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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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7 年國務院公佈《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劃》，推廣應用人工智慧治療

新模式新手段，探索智慧醫院建設。該內容指出，發展便捷高效的智慧服

務，其中包括智慧醫療。 

(6) 2018 年根據《「健康中國 2030」規劃綱要》和《國務院關於積極推進「互

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就促進「互聯網+醫療健康」提出之意見中，鼓

勵醫療機構運用互聯網等資訊技術拓展醫療服務空間和內容。 

從美國、歐盟、日本及中國大陸相關政策中不難發現，隨著數位健康時代

的來臨，各國積極推動相關政策與規劃，並以軟硬體整合、以病人為中心出發，

醫院也為順應趨勢及政策發展，逐漸轉型為智慧醫院，此與國際調研機構

Frost&Sullivans 所預測至 2030 年傳統醫院將不再存在相呼應。 

(二) 市場規模分析 

為達到有效運營管理、找出最佳臨床路徑及提供有效照護，需有效整合軟

體、硬體及服務，因此智慧醫院為兼顧硬體設備、軟體運算及服務提供的整合

場域。根據 Allied Market Research 的全球智慧醫院市場研究報告指出，2017 年

智慧醫院市場規模為 169.25 億美元，並被預測至 2025 年智慧醫院市場規模將達

587.77 億美元，其 2018~2023 年複合成長率有 17.3%，呈快速成長（圖 5-5）。 

 

智慧化導入醫院已成必然趨勢，也預測至 2030 年，傳統醫院會完全消失，

因此帶動市場商機。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科技產業資訊室

分析，國際上發展智慧醫療有 5 大發展主軸，分別為遠距醫療(tele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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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Allied Market Research(2018) 

圖 5-5  全球智慧醫院市場規模及其區域別市場份額 

CAGR：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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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機器人(robotics)、IoT 和穿戴式裝置(IoT and wearables)、區塊鏈(blockchain)，

世界各國都以此為基礎發展更多新應用。根據國際產業顧問公司 Frost & Sullivan

報告，智慧醫院商機在 IoT 中排名第 2，僅次於工業 IoT，到了 2025 年，市場

規模將來到 1,600 億美元，醫療數據的資料分析與雲端運算的商機就超過 380

億美元，若再結合 AI 與認知運算技術，預估在 2025 年可為醫療保健產業節省

超過 1,500 億美元。因此，由智慧醫院帶動的新市場商機包含資料分析、雲端運

算以及遠距病患監控、衛生管理系統、藥物自動化系統、病患流程管理系統、

通訊安全系統、物流追蹤系統與智能病房系統等，預計約 545 億美元的市場規

模（見圖 5-6）。 

 

(三) 國際智慧醫院發展案例 

目前全球新建醫院皆以建造智慧醫院為前提來進行規畫與設計，而傳統醫

院也根據自身所需，逐步導入智慧化。以下針對國際間發展智慧醫院案例來進

行介紹，以了解目前全球智慧醫院之發展現況。 

1.美國紐約大學蘭恭健康中心 

葛洛斯曼(Robert Grossman)醫師在 2007 年成為蘭恭中心執行長與紐約大

資料分析 

150 億美金 

雲端計算 

230 億美金 

遠端病患監控 

50 億美金 

衛生管理

系統 

20 億美金 

藥物自動化

系統 

30 億美金 

病人服務流程 

解決方案 

10 億美金 

通訊安全

系統 

5 億美金 

物流追蹤

系統 

40 億美金 

智慧病房

系統 

10 億美金 

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s(2017/12)；工研院 IEK(2018)  

圖 5-6  全球智慧醫院帶動的市場商機-2025 年被預測之市場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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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醫學院院長時，推動的第一項重大行動方案，就是整併該校各個獨立的資訊

系統，建立醫院和醫學院共用的單一資料倉儲(data warehouse)，可以根據外部

基準來評估這套系統的品質，並支持行政管理和診療工作流程的變革，其評估

結果的資訊讓部門主管與行政主管更願意挑戰既有規範，並設計、實施改善方

案。於 2016 年，獲得多項全國品質大獎，並且名列《美國新聞及世界報導》

全美十大傑出醫院，不僅達到品質目標，也提升財務績效。 

2.加拿大 Humber River 醫院 

位於加拿大多倫多地區，自 2012 年推動醫院的數位轉型計畫，目前朝打

造「最受信賴醫療照護環境」的目標前進，全院將資訊顯示、行動裝置連接、

自動倉儲運輸與病患自主醫療資訊的提供等主要系統完成整合，並新設戰情資

訊中心，使醫院內部運作事件轉換成明顯易懂的圖表資訊展示系統，利用智慧

型儀表板設計，掌握關鍵事件的追蹤與管理，已經成為該醫院完成下一階段目

標的重要基石，未來將整合行動照護裝置進入社區醫療體系，並整合到資訊中

心，擴大醫院的照護範圍，打造健康社區。 

3.美國緬因州聖若瑟醫院 (St. Joseph Hospital) 

美國緬因州是最早實現州內醫院資訊互通的地方，其醫療資訊交互平台

(Healthcare Information Exchange, HIE)連接了緬因州將近 130 萬居民，這使得

加入 HIE 系統的醫療機構，可以相互提供和運用大數據。而聖若瑟醫院是州內

第一個能夠即時進行大數據分析的醫療機構，其特色是減少病患疾病復發率，

且遠低於美國其他州復發率，尤其是急診室病患之疾病復發率更降低 15%，此

不僅達到有效治療，更降低醫院醫療成本。 

(四) 全球智慧醫院發展之趨勢 

在高齡趨勢下，未來醫院的照護需求將越複雜與繁重，且醫護人力不足迫

使醫院朝向智慧化發展，以解決院內面臨到之問題。而目前全球對於智慧醫院

尚無統一定義，整體而言，智慧醫院需仰賴 ICT 技術創造出具優化和自動化流

程的環境，並透過 IoT 技術來改善現有照護流程，為病患導入醫療保健新功能，

使提供更有價值的服務，帶給病患更好的照護體驗，達到最佳之營運效率。 

大多醫院導入數位化、智慧化前的第一步皆從「電子病歷紀錄」切入，提

高疾病管理及工作效率，外加「IoMT 醫材的運用」，可透過雲端計算、數據分

析及 AI 之結果，隨時修正院內管理模式、臨床路徑及服務提供方式，兩者被視

為醫學數據產生之重要來源。且根據醫院之需求進行模組化解決方案，降低人

工作業、節省醫護資源的浪費與提升操作的正確性(這也是目前最多廠商投入的

一塊)，以及醫院建築的智慧化導入，使用感測器自動監測院內及建築物體周遭

環境，甚至進行預測性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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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醫院是兼顧硬體設備、軟體運算及服務提供的整合場域，為能達到有效

運營管理、找出最佳臨床路徑及提供有效照護，除了醫院端，還需要設備廠商、

資訊廠商、系統整合廠商或建築室內設計廠商共同討論及合作，其相應之資訊及

設備導入，也需參考國際標準規範，使更能發揮智慧醫院效果。 

三、 台灣智慧醫院發展現況 

台灣是亞洲地區最早投入推動智慧醫療政策之國家之一，過去政府推動智慧

醫療的主要方向包括「推動電子病歷及醫療影像傳輸」、「醫院安全關懷 RFID 計

畫」、「推動遠距健康照護」、「健康資料庫加值應用」等四大部分。而台灣的健保

制度，使各種須申報的醫療資料整合上有一定的基礎。衛生福利部近年積極推動

建構中小型規模的醫療院所成為「智慧醫院」，是目前台灣在智慧醫療發展上最

有成效的部份。 

2017 年政府提出的新南向政策，其中「醫衛合作與產業鏈發展計畫」為五

大旗艦計畫之一，並作為醫療產業開拓東南亞市場之政策。2018 年衛福部提出「一

國一中心策略」，期透過台灣醫療優良軟實力，將台灣在 ICT 產業累積堅強紮實

的基礎，整合醫材與醫療優勢，並藉知名的全民健保制度，成功地複製台灣在醫

院場域上的實證經驗，作為複製及整廠輸出之基礎，進而拓展至海外市場。 

(一) 台灣智慧醫院相關政策發展進程 

近年來，政府從政策上推動智慧醫院發展的具體行動如下： 

1.病歷電子化與數位化 

政府相關單位在電子病歷以及數位化後的病歷流通上做了許多努力，從

2010年辦理「加速醫療院所實施電子病歷系統計畫」，並於2013年續辦「電子

病歷互通應用補助計畫」，計畫期間內於《電子簽章法》以及《醫療法》第69

條上做出許多革新，也訂定了相關行政規則，如《醫療機構電子病歷製作及管

理辦法》，試圖以一個標準化的程序來結合各醫院的醫療資訊系統(HIS)、簽章

系統以及電子病歷系統，並進行遠端異地備份的動作。另外，政府也推動「健

康存摺」，由醫療院所每日上傳資料到健保署，並進行每月一次的費用申報。

健保署可以進行個人歸戶，民眾就可以憑自然人憑證到健保署網站下載過去一

年的就醫資料。 

2.遠距醫療 

台灣自2009年以來極力推廣智慧醫療以及遠距照護，但根據《醫師法》第

11條規定，醫師親自診察仍舊被視為是醫病治療的首要法則，因此沒有明確的

法規來界定遠距醫療的執行範圍以及合法性，讓遠距醫療或是非親自診察並進

行開藥處方治療的領域還是處在模糊的灰色地帶。而也因為這樣的法規制度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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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讓我國的遠距照護不得涉及線上開立處方箋，對醫師遠距醫療執行的實質意

義不大。 

3.資訊安全 

台灣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將個人醫療、健康資訊或病例資訊列為敏感性

個資的範圍，原則上如未經過當事人同意，不得蒐集以及使用。由於當個人醫

療資訊透過現在的ICT技術上傳到雲端平台進行管理時，亦即個人健康資料交

付予服務平台業者所管理，資料擁有人就無法及時追蹤自己的健康醫療資訊被

利用的方式以及資料開放的隱私問題。 

(二) 台灣智慧醫院相關解決方案及產品之發展現況 

台灣目前智慧醫院發展狀況，以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以

下簡稱醫策會）辦理之醫療品質獎(HQIC)競賽最具有指標性，依據醫策會統計，

於 2013~2018 年舉辦的智慧醫療競賽中，共有 22 家醫院參與，其中以醫學中心

為大宗（約占七成），累績 466 件產品專案。整體而言，以行政管理領域、住院

服務領域及門急診服務領域應用比例較高；而教學研究、社區健康（含長照）

及環境管理之專案投入比例則逐年增加（圖 5-7），以下根據各應用領域進行簡

要介紹： 

1. 行政管理領域 

主要發展目標為效率管理及減少浪費，如智慧計畫預算平台，其整合電子

公文簽核系統、會計系統、儀器設備管理系統、履歷系統等，並做到管控、比

對及預估各項專案計畫預算，提供醫院經營者資訊，以利做出後續決策；或醫

療儀器保養維護行動智慧化系統，以品管圈概念逐步導入，並應用行動裝置開

發巡檢作業系統，提升醫療儀器管理品質並消除浪費；亦或醫院雲端智慧決策

支援系統，從財務、品質、人力資源、總務及庶務到臨床排班等進行系統化有

效管理，提升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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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院服務領域 

主要目標為簡化工作流程、增進團隊溝通功能，因此從護理照護、自動化

配藥、智慧病房的建置、手術室排程等，都是醫院投入的重點。如全院智能化

無縫接軌之住院醫療照護系統，除了在護理站設立電子白板，醫護人員可同時

透過手機連結取得病人臨床資訊，減少護理交班時間，而醫師查房使用行動電

子化病歷系統達到行動醫療，讓醫療小組能不受時空限制討論病歷，並可透過

條碼盤點設備去向，整合全院醫療儀器使用現況。開刀房也運用電子白板隨時

監控每台刀動態，精實開刀房效率，達到工作流程簡化、提升作業效率、促進

照護品質。 

3.門急診服務領域 

病患流量大的門急診，主要發展重點是優化服務流程，而智慧門診系統已

成為各大醫院導入智慧化過程中，優先採用之智慧科技，除了自動掛號、叫號

及排號外，也進階至針對病人病情主動即時提供衛教資訊，達到疾病管理效果；

給藥作業上從調劑、審核、發藥、導入條碼至病安辨識系統，並結合藥歷雲端，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行政管理 46.0% 55.6% 56.6% 18.1% 24.6% 25.7%

住院服務 26.0% 13.9% 6.6% 22.9% 13.1% 16.2%

社區健康(含長照) 4.0% 2.8% 3.9% 8.4% 4.9% 12.2%

門急診服務 19.0% 20.8% 18.4% 25.3% 23.0% 14.9%

教學研究 4.0% 6.9% 14.5% 19.3% 19.7% 18.9%

環境管理 1.0% 0.0% 0.0% 6.0% 14.8% 12.2%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醫策會(2018/10) 

圖 5-7  2013~2018 年醫策會智慧醫療競賽之產品專案領域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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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病人重複用藥及其藥物交互作用之風險；此外，於急診服務作業上採用現

場管理系統與電子紙床頭卡，協助急診醫護人員快速掌握病人病情與急診現場

即時狀態，藉此加速急診作業流程及改善病人的就醫感受。 

4.社區健康(含長照)領域 

主要發展在離開醫院後的疾病管理與照護的連續性，如醫院建置長期照護

資訊系統，使護理之家資訊直接與醫院病歷串接，搭起資訊橋梁，達到與前端

醫療及後端照護模式的無縫接軌，實現以人為本的醫療理念；除了與長照整合

的智慧化系統外，也有醫院利用 AI 雲端運算進行非都會區心房顫動篩檢，使

非都會地區能進行早期診斷與預防，避免疾病之發生；或利用遠距心臟監測儀

器「護心卡」，將心電圖傳給個案管理師，即可獲得專業醫師的診斷及建議，

縮短醫病距離。 

5.教學研究領域 

主要為跨平台、設備及資料庫數據之收集整合，例如整合全院病歷、醫療

設備及檢體等數據，建置大數據資料庫平台，作為研究、病安、品質、醫管等

用途；或全院病歷利用 VR 虛擬實境，建置多重外傷病人急救或手術室擬真訓

練，以達到教學及訓練效果。 

6.環境管理領域 

主要在藉由智慧科技進行電氣、電信、給排水、空調、防災、防盜及輸送

等監控與節能，如牙科診間管制的輕軌運輸系統，可確保髒污器械避免經過人

潮眾多途徑，同時不會與乾淨器械運輸途徑重疊，此不僅降低交叉感染機率，

也省下清洗和運送器械所花費時間；或導入科技管理消防、水電、照明及空調

等系統設備，搭配圖控系統與各式控制器，監測能源使用。 

綜上所述，台灣醫院在解決繁瑣之行政管理、門急診及住院等第一線臨床

照護服務管理上有急迫性需求，藉由智慧科技導入，能減輕醫院工作人員負擔，

提升病人照護品質；隨著時間推移，也漸漸應用於教學、環境管理及社區健康

（長照）等領域。而智慧化的部份，台灣醫院目前正逐步建置數位化導入，每

家醫院依照自身需求不同，各自努力發展，也因此衍生出多項智慧醫療解決方

案或產品。台灣醫策會為整合這些項目，建置「台灣智慧醫療創新整合平台」，

讓國內外人士能透過此平台，搜尋適合的智慧醫院解決方案或產品，並匯集台

灣醫療機構，組成多元智慧醫療應用場域網絡示範點(Demo Site)，輔以實體場

域，展示智慧醫療方案實際應用情形，期透過平台促進醫療與資通訊產業更多

的共同合作，也能對國外醫院或廠商展示台灣先進之醫療科技。 

(三) 台灣電子業大廠跨入智慧醫院發展領域 

醫療保健產業具有高毛利（平均約 30%）、高附加價值及需求強勁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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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目前相關監管法規尚未完全明朗，但已吸引國際 ICT 科技大廠投入，而台

灣電子業領域大廠也大舉跨領域進入醫療科技產業發展，發展概況如表 5-1。 

表 5-1  台灣電子業廠跨域智慧醫院之技術與發展概況 

企業 發展重點 智慧醫院發展概況 

華碩 轉投資醫揚(Onyx)科技，攻入

行動醫療設備、輔具及智慧醫

院系統 

 與楊梅怡仁醫院合作智慧醫院專案導

入美國智慧醫院概念。 

 美國北肯薩斯市立醫院導入醫揚自主

研發的智慧行動醫護平台，可即時透

過院內私有雲安全存取 EHR 來查閱

病歷、記錄病患用藥情況，大幅改善

護理效率。護理推車上的電腦可協助

護理人員管控藥品，達到 100%的用藥

正確。 

宏碁 以雲端服務將醫療的範疇擴

大至智慧照護、醫療產品以及

個人健康管理，達到預防、診

斷、治療與追蹤的全面性健康

管理服務 

 彰化基督教醫院(簡稱彰基)導入宏碁

智慧健康平台 aBeing Wellness，為慢

性病患者提供長期追蹤管理的雲端照

護服務，受照顧者可使用血壓計、血

糖機與智慧穿戴等量測裝置，檢測自

己的生理量測數值，持續記錄並觀察

監測。 

明基 藉由與母公司友達集團的事

業垂直整合，跨入醫療事業、

智慧解決方案，布局專業醫療

設備、個人健康照護和醫療服

務等三大領域 

 自建南京明基醫院、蘇州明基醫院 

 2016 年明基醫院導入 IQOR 一體化手

術室解決方案，整合影像、設備、訊

息和工作流程 

 為台大醫院打造智慧門診系統 

 為成大醫院打造急診室及 ICU病房之

智慧醫療系統，包括智慧急診的現場

管理系統及 ICU病房電子紙床頭卡測

試。 

 員林基督教醫院導入全台第一個醫院

運作之運送服務機器人-阿寶(Orber) 

廣達 與麻省理工學院(MIT)合作，

聚焦智慧醫療領域，發展醫療

AI，多元布局於智慧健康、智

慧醫療及遠距照護等領域 

 與緯創合作，為榮總醫院打造智慧病

歷與醫療決策系統等至少 7 項智慧醫

院專案 

緯創 為多元投資與跨領域合作進

行佈局，成立緯創生技、緯創

 打造恩主公醫院智能醫院，建立呼

吸、麻醉等專科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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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 發展重點 智慧醫院發展概況 

醫學及緯謙科技等子公司，策

略投資多家海內外的醫療相

關應用公司，包括醫療資訊之

馬雅資訊，與動力式人工外骨

骼醫材相關的福寶科技、加拿

大的 Bionik 與 B-temia 等。智

慧醫療的相關應用領域，橫跨

醫學檢測、預防醫學、生物統

計學等範疇。 

 與馬偕醫院、敏盛醫院共同打造與訓

練人工智慧技術 

 與高雄市立小港醫院打造智慧血液透

析病房、規劃未來小港醫院興建新醫

學大樓時導入智能醫院系統 

研華 醫療領域有超過 10 年的實證

經驗，如今在全球醫療電腦市

場已居龍頭地位，提供定點照

護 (point-of-care)運算解決方

案，整合手術室、智慧病房、

閉合迴路之醫療管理、以及遠

距醫療應用。 

 台灣超過 37 間大型醫院，均採用研華

的智慧醫院解決方案，研華智慧病房

於台灣的市占率超過 4 成，包括榮

總、彰基均有導入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整理（2019/8） 

台灣目前主要是藉著與醫院磨合，推出客製化系統的方式發展智慧醫院。

目前台灣智慧醫院發展仍然以透過科技與服務整合來強化醫院功能為主，主要

應用於減輕醫護人員工作負擔及醫院成本，藉由IoT技術改善資訊化流程，也將

數據可視化，並根據醫院需求，提供適合的模組化解決方案，包含醫療照護、

設備管理與環控及建築等週邊設施，以減輕第一線工作人員壓力。以上是台灣

資通訊電子廠商能運用自身優勢給予之最佳解決方式。 

(四) 台灣智慧醫院現行輸出模式 

台灣發展智慧醫院多採取醫生與科技大廠合作，並藉由台灣經驗輸出海外，

目前已知輸出模式共有二種，分別為彰基泰國輸出模式及約書亞國際醫療服務

平台。 

1.彰基泰國輸出模式 

以員林基督教醫院(簡稱員基)作為智慧醫院示範場域，結合廠商進行服務

系統設計，以慧誠智醫和佳世達共同打造智慧醫療服務系統設計為例，共同開

發醫療運輸機器人，作為手術房運輸之用。 

而彰化基督教醫院配合政府新南向任務，鎖定泰國高端醫院，並進行多次

的拜訪與互相交流。彰基利用本身既有的龐大醫療資源，協助泰國當地醫院，

建立智慧醫院與規劃專科醫療，利用台灣醫療優勢，以醫療服務帶領企業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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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市場。 

2.約書亞國際醫療服務平台 

運作機制為透過雲端照護平台，東南亞的國際病患可以透過網路平台預約

看診，台灣的照護團隊依照個案需求，幫忙安排專人接送、機票、住宿、手術

預約等一條龍服務。手術後回國的後續照護，可繼續由台灣的照護團隊接手，

定期上傳生理數據，追蹤術後恢復狀況，甚至進一步轉介到胡志明醫科大學的

台灣國際門診就近檢查，由兩邊醫師線上會診討論，達到最高等級的照護服

務。 

該服務整合了台灣各專科醫師，透過雲端遠距平台，直接面向各國的高階

醫療需求，團隊內的專科醫師們依舊花最多時間在台灣照顧一般民眾，但可以

利用優異的臨床技術吸引海外病患來台自費就診，以醫療為核心帶出交通、住

宿、餐飲、旅遊的周邊經濟效益，是一個多贏的整合醫療服務模式。 

(五) 台灣智慧醫院發展趨勢 

1.電子業大廠跨入醫療領域產業發展 

從醫策會舉辦智慧醫療競賽、科技大廠智慧醫院技術發展，與台灣智慧醫

院輸出模式的案例可知，醫院導入智慧化主要應用於行政管理、門急診及住院

等領域，能簡化工作流程及有效管理，降低醫院多餘成本支出。因政策驅動，

台灣醫院很早開始發展電子病歷及醫療資訊系統，礙於病人個資的嚴格保密要

求，使台灣醫院在這一塊多半以自行開發為主，由外部廠商支援，因此醫院通

常自行開發作業系統軟體與平台時，會在硬體廠商產品導入之後，再由醫院內

部 IT部門撰寫軟體服務，因此投入的硬體廠商必須要有開放的資訊通訊標準，

以連結各種不同的系統與設備，也有醫院選擇與像是研華或佳世達共同開發或

直接導入客製化解決方案，大多資通訊電子廠商只能從週邊系統導入。 

2.智慧醫院場域計畫仍未達去中心化的精準醫療目標 

在智慧醫院發展上，主要是由科技大廠與醫院合作的場域磨合來發展系統。

但目前仍著重於醫院流程改善，鮮少涉及醫療核心。智慧醫院的最終目標是打

造一個去中心化、以病人為中心的精準醫療服務，但目前的發展仍然以透過科

技與服務整合強化醫院功能為主，僅能達到流程自動化，減少醫護人員負擔，

仍未達到智慧醫院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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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台灣醫療產業輸出的創新模式 

從彰基智慧醫院與約書亞國際醫療服務平台二種模式，都是利用台灣優質

的醫療資源的競爭力，既能照顧台灣民眾的健康又能創造醫療創新營運模式，

讓智慧醫院概念可輸出國外。 

四、 台灣智慧醫院發展之機會與挑戰 

(一) 台灣智慧醫院發展之優勢與機會 

IoT 與 AI 將影響台灣醫療產業，其中智慧醫院被視為結合科技、醫學及醫

護人員長處之整合型實驗場域，其結合智慧化+服務化情境，讓服務過程留下珍

貴痕跡，而行政院院長蘇貞昌於 2019 年行政院會中表示，「數位化」已是未來

產業發展常態，資通訊系統整合隨著智慧化趨勢更顯重要。   

根據國際電信聯合會(ITU)發布 2017 年全球資通訊發展指數(IDI)評比，台

灣在全球 176 個國家（地區）中，排名 14 名，其中台灣在 ICT 接取指數，全球

排名第 3。台灣在全球 ICT 產業扮演舉足輕重的關鍵角色，並且有排名全球第

二的顯示器產業，以及為高科技半導體建廠的豐富經驗，具備系統整合能力，

加上不少半導體及資通訊廠商投入開發、製造互聯性醫療設備，使台灣已具備

建構智慧醫院的能力，而 IC 設計、半導體、資通訊，這些關鍵技術甚至已被視

為醫療健康革新的關鍵。 

台灣優質的醫療服務及健保已獲得全球高度肯定，從 2002 年英國經濟學人

雜誌「世界健康排行榜」將台灣名列全球第二；到 2005 年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曼

認為臺灣成功經驗值得美國參考學習；2014 年 The Richest 更將台灣的醫療照護

評比為世界第一，到今年被 CEOWORLD 雜誌評比擁有最佳醫療保健系統的國

家，足以顯見台灣之醫療在全球占重要地位。 

醫院從電子病歷導入開始，已成為擁有龐大數據的資訊化場域，但需面對

資料遭竊等資安問題，在美國即有 1/4 的資安受害者是醫療業，意味著醫療已成

為駭客攻擊的重要目標之一，而台灣已開始啟動醫療資安計畫，並於 2019 年 1

月元旦資通安全法（簡稱資安法）上路後，要求建立資安聯防機制，透過情資

共享，來抵禦外來威脅，以補足醫療機構自我防護基礎，為能說服醫療機構參

與，應從衛福部開始做好資料治理，才能發展人工智慧(AI)應用，從中央做起，

將大大拉動醫院往智慧醫院邁進。 

於 2018 年台灣醫療科技展中，立法蘇嘉全院長表示：〝由於台灣健保制度、

醫療技術、醫療科技等發展世界聞名，因此適合以醫院為中心，結合資訊、醫

療器材、生醫……等周邊產業，一同來向世界展示台灣的醫療實力。〞顯示出

台灣政府對醫療產業的重視，並也重新檢討「醫療法」、「藥事法」、「科學技術

基本法」及「醫療器材管理法」，使各界擁有更寬闊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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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來看，沒有智慧化功能的傳統醫院將會被病患及市場淘汰。而台灣擁

有 ICT 產業、醫療服務優勢以及政府的資安行動和支持，顯示出台灣智慧醫院

的發展優勢，從彰基泰國輸出模式和約書亞國際醫療服務平台中可看出企業與

醫院之間的合作，尤其是彰基泰國輸出模式，是藉由自身醫院作為創新科技導

入之試點場域，說服鄰近市場，再搭配政府新南向政策，輸出海外，為台灣創

造新產業及經濟價值。 

(二) 台灣智慧醫院發展的挑戰 

智慧醫院屬創新發展，而創新發展過程中，法規的角色不可忽略外，資安

的維護也顯得重要，雖然台灣具備發展智慧醫院之優勢與機會，但在發展過程

中也存在下列困境。 

1.資安問題 

許多醫院發展智慧醫院，首要面臨資安困境，先是資安人力不足，且醫院

也有大小不一、分科精細、人員組成多樣化之特性，加上醫療儀器也面臨種類

繁多、設置分散且管理制度不一致之現象，皆是醫院需面對的考驗。資安問題

通常優先考量醫療程序，對醫療儀器及資訊系統則以可用性大於機密性來看待。

2019 年初資安法雖已上路，但目前實施狀況不得而知。 

2.資訊不對稱的溝通問題 

醫療與資訊各自專業程度高，獲得訊息是不對稱的，且無深度溝通的共同

語言。發展智慧醫療資訊系統，需要醫療人才與科技人才的結合，然而這二者

有著不太相同的人格特質，前者習慣和病人溝通，後者習慣和機器對談，大部

分的情況下，兩者要深度溝通有困難，加上對很多科技相關產業而言，科技是

King（國王），但對醫療產業，科技只是 Key（關鍵），不能由科技來主導。台

灣大多醫療機構封閉，易使雙方溝通僵持不下，致使台灣醫療機構要轉型為智

慧醫院仍有一大段路要走，真的要高端的資訊人員和醫療人員合作，才能呈現

好的成果。 

3.數位醫療法規限制問題 

台灣數位醫療法規雖有轉變，但仍處於評估階段。台灣政府考慮數位化轉

型已成為不可逆的趨勢，衛福部於 2018 年同步進行數位醫療相關醫材先期研

究，並從各國數位醫療及智慧科技醫材管理發展趨勢，評估政策研擬的發展方

向，而 IoT、AI 等科技是數位醫療領域的關鍵，但牽涉數位醫療的主角：「個

人資料」，將因台灣個資法，造成數位醫療應用的限制，雖有考慮制定「醫療

資訊專法」，但牽涉跨區域、跨組織的資訊傳送，以及後續處理的隱私權與去

識別化要求，致使現況難以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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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技導入醫院的高建置成本問題 

醫療機構導入科技之相關建置，花費成本高，使醫療機構卻步。對於醫師

而言，使用 IT 技術應用最關鍵的疑慮在於，需花費相對高的成本，以及對報

酬的不確定性。台灣的醫療體制受到高度管制，包括健保總額支付制度，讓不

少醫院在控制營運成本上已費盡心思，對於導入科技所可能需花費之鉅額成本，

將限制台灣醫療機構轉型之速度。 

智慧醫院的發展，還是要以“人”為主體，科技只是關鍵，而醫療資訊化

可讓醫療團隊能夠投注更多時間在病患身上，而不是花更多時間在電腦上，然

而面對智慧醫院這樣創新產業，充滿許多不確定性，若要吸引醫療機構轉型，

建議政府應鼓勵醫療機構與異業廠商合作，並開辦及申請試點計劃，驗證科技

導入及驗證制度之可行性及效益，使醫院逐步轉型，達到更優質之醫護及達到

提升運營效率之目的。 

五、 小結 

未來醫院的照護需求將隨著全球高齡化趨勢而逐漸增加，接踵而來的醫療問

題迫使醫院開始導入科技，來因應挑戰及滿足需求。雖目前全球對於智慧醫院尚

無統一定義，整體而言，智慧醫院需仰賴 ICT 技術創造出具優化和自動化流程的

環境，並透過 IoT 技術來改善現有照護流程，使具運營效率、臨床卓越和以病患

為中心的服務等目標，而這些皆須經過縝密的規劃，進行策略性導入。 

智慧醫院是兼顧軟硬體及服務之整合型場域，須透過關鍵技術之應用互相加

值，從電子病歷紀錄、IoMT 醫材的運用、客製化的模組化智慧醫院解決方案、

智慧建築及相關認證標準等，可為醫院找出最有效之管理模式及臨床路徑，進行

有效之改善策略，提供安全舒適環境及增進醫護病良好關係。 

台灣醫療體制在高度管制下，使民眾能享有高性價比的醫療資源，而台灣醫

院在早期即已導入智慧醫療相關科技，尤其是電子病歷的落實，使醫院踏入資訊

化，也利於健保署掌控及追蹤，但隨著醫療需求增加，病人就醫量的提升，健保

的壓力，也讓醫院承受很大壓力，致使不少醫院欲導入科技，以減輕醫院負擔，

但目前台灣科技廠商皆以改善醫院工作流程及資訊化為主，甚少牽涉醫療核心。

醫療機構導入科技未如想像中快速，即便台灣擁有先進的 ICT 技術及遠近馳名的

醫療服務，面對兩者合作，除了受到既有法規、醫療體制與資金綑綁問題，對資

通訊廠商而言，醫院是個封閉體系；對醫療業而言，科技業不懂需承擔病患任何

可能死亡風險的壓力，因此對深信 evidence-based 的醫學界而言，若沒有證據顯

示能為醫院帶來正面效益，將難以在人力不足及資金緊縮的現況下，積極導入科

技，使醫院轉型。 

因此，建議在面對數位化轉型與資源共享的時代，可藉由場域驗證機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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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普遍導入各家醫療機構前，能有相關驗證結果及其成本與規格等資訊供參，

讓醫院及業者有標準能依循並找出最適合各家需求之解決模式，而政府也可透過

此機制模擬，建立新的制度或調整既有制度，使台灣能建構出屬於台灣特色之智

慧醫院，使醫院效益極大化，並將經驗分享及應用至國際，為台灣創下另一個里

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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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國際醫療服務發展模式 

過去醫療服務大多只能在當地進行，無法互通與交換；然而隨全球化影響，

網際網路出現，世界變成相互關聯的共同體，資通科技的進步，知識的易取得與

普及性，打破國與國之間的藩籬與距離障礙，因此過去被視為無法透過貿易交換

的醫療服務，也隨著人們開始主動追求更好的醫療及健康，而使醫療服務在觀光

產業中形成特殊市場，並將與健康相關的旅遊稱為國際醫療或醫療旅遊或醫療觀

光。 

台灣發展國際醫療始於 2007 年，當時將「醫療服務國際化旗艦計畫」列為

「2015 經濟發展願景第一階段 3 年衝刺計畫」並組成「醫療服務國際化專案管理

中心」；前總統馬英九於 2009 年在「當前總體經濟情勢及因應對策會議」中，

將觀光產業與醫療照護並列為六大新興產業之一，並將國際醫療朝向產業化發展。

台灣具備先進的醫療技術、優質的醫護團隊及豐富的觀光環境，且受國際間公認，

然而，國際醫療推行多年仍比不上亞洲地區的韓國、泰國及新加坡。為探究原因，

本報告將從全球國際醫療服務發展現況到國際病患需求分析，以及亞洲地區（含

台灣）國際醫療概況，進而找出為何未能將「醫療服務」轉換「產值」的可能原

因，以及台灣在亞洲醫療觀光競爭國裡已出現標竿國家之情況下（如韓國、泰國、

印度及新加坡等），將如何在國際醫療佔有一席之地? 

一、 國際醫療產業範疇 

目前台灣政府多使用「國際醫療」或「醫療服務國際化」等名詞進行政策論

述。Carrera 和 Bridges 嘗試將保健旅遊(Health tourism)和醫療旅遊 (Medical 

Tourism)加以定義，認為保健旅遊是「有計畫的到自己生活環境以外的地方旅遊，

尋求維持、恢復或促進個人身心的幸福」；而醫療旅遊是「有計畫的到提供健康

照護的國家，透過醫療介入而促進或恢復個人健康。」世界旅遊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WTO)也有類似的定義，醫療旅遊是指以醫療護理、疾病與健康、康

復與修養為主題的旅遊服務。 

    醫療旅遊產業含括「健康照護產業」及「觀光產業」，從圖 6-1 可知，醫療旅

遊牽涉的範圍廣泛，從醫療服務的提供，如醫院服務、一般醫療、特殊醫療、牙

科、醫美、長期照護、專業醫療人員之訓練課程等，到觀光服務所包含旅遊、飯

店、運輸、電資通訊、導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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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國際醫療服務範圍甚廣，其根據醫療目的訴求的不同，可分為三

大類，如表 6-1： 

表 6-1  醫療旅遊類型分類 

類型 特色 費用 時程 市場目標及其案例 

休閒觀光 

服務型 

以休閒、旅遊、觀光為主，

保健醫療為輔，在旅遊過程

中，安排診療、保健、紓壓、

美容等活動。 

低 短、中 

1. 目標鎖定不需過多事前

評估和術後照顧的國際

旅客。 

2. 健康檢查、SPA 水療、

整脊按摩等。 

特色醫療型 

依醫院之強項提供特定醫療

行為，形成特有專業醫療服

務。 

中 中、長 
1.韓國整型手術、泰國變性

手術、台灣肝臟移植手術 

長期治療型 
主要是大型疾病的治療，並

提供長期照護環境來休養。 
高 長 

1. 需長期治療的重大疾病

患者 

2. 以具備先進醫療技術及

優質醫療服務的國家為

主，如全球知名的美國梅

約診所。 

資料來源：黃美純(2007)；葉慈薇(2013) 

資料來源：WTO(2005);我國醫療觀光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2013) 

圖 6-1  醫療旅遊產業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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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知，醫療旅遊產業的成功，必須將醫療產業及觀光產業異業結合，以

產生最佳效益，並形成一種全球新興服務產業市場。 

二、 全球國際醫療服務發展現況 

(一) 全球市場規模 

根據世界觀光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UNWTO)統計，2018 年全球

國際旅客達 13.26 億人次，其旅遊收入達 1.34 兆美元，已占全球 GDP 的 10.4%，

每 10 份工作中就有一份來自旅遊業，其創造 3.1 億個工作機會。隨著人口高齡

化與疾病治療需求增加，也帶動醫療旅遊產業市場規模，據 Global Healthcare 

Resources 於 2017 年發佈的一份報告中（圖 6-2），經 Medical Tourism Association

計算並預估醫療旅遊產值，目前達 1,000 億美元，預期未來 10 年產值每年成長

率將達 25%，到 2025 年將擴增至 3 兆美元，且全球人口中有 3~4%會以醫療保

健為主要的出國目的。 

 

 

 

 

 

 

 

 

 

 

從國際醫療旅遊者海外就醫地來看，世界各洲皆有國家因具備某些醫療強

項且有好的表現而受到認可，並提供國際醫療服務（見表 6-2）。從麥肯錫公司

於”Mapping the market for medical travel”調研報告中顯示（圖 6-3），有 1/3 以上

的北美、歐洲、中東、非洲及大洋洲國際醫療旅遊者會前往亞洲接受服務，尤

其大洋洲有 99%會以亞洲地區的國家作為醫療旅遊地之首選，而亞洲地區的國

際醫療旅遊者有 93%也會選擇亞洲其他國家接受服務，因此亞洲被視為全球醫

療旅遊最為盛行的地區，每年約有 1/3 國際病患前往就醫。 

  

資料來源：Medical Tourism Association(2016); Global Healthcare Resources(2017) 

圖 6-2  全球國際醫療市場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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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全球醫療旅遊地點 

亞洲/中東 美洲 歐洲 非洲 其他 

中國 阿根廷 比利時 南非 澳洲 

印度†
 巴西 捷克 突尼西亞 巴貝多 

以色列†
 加拿大 德國   古巴 

約旦 哥倫比亞 匈牙利   牙買加 

馬來西亞†
 哥斯大黎加†

 義大利     

新加坡†
 厄瓜多 拉脫維亞     

南韓†
 墨西哥†

 立陶宛     

泰國† 美國 波蘭   

菲律賓   葡萄牙     

台灣†
   羅馬尼亞     

土耳其†
   俄羅斯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西班牙     

†被 Patients Beyond Borders 評為世界前十大最佳醫療旅遊目的地。 

資料來源：MedGenMed(2007)；Iordache Carmen and Ciochina Iuliana(2014)；Patients Beyond 

Borders(2019) 

 

 

 

 

 

 

 

 

 

 

 

 

 

 

 

 

世界知名醫療旅遊出版商 Patients Beyond Borders 於官方網站中指出，全球

資料來源：McKinsey analysis(2008) 

圖 6-3  國際醫療旅客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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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大最佳醫療旅遊目的地為哥斯大黎加、印度、以色列、馬來西亞、墨西哥、

新加坡、南韓、台灣、泰國及土耳其，但根據 Medical Tourism Association 於 2017

年發佈以醫療環境、醫療設備服務品質及醫療產業發展等指標進行評分的醫療

旅遊指數(Medical Tourism Index, MTI)排名中（圖 6-4），新加坡僅次於加拿大、

英國、以色列，排名第四，是亞洲地區醫療旅遊首屈一指的目的地，其次依序

為印度（全球第五）、南韓（全球第 8）、日本（全球第 12）、泰國（全球第 18）

及菲律賓（全球第 19），而台灣被評比為全球第 20，明顯落後於亞洲其他國家。 

 

  

資料來源：Medical Tourism Association (2017) 

圖 6-4  世界各國醫療旅遊指數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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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病患需求分析 

Patients Beyond Borders 於報告書中指出，國際醫療旅客最常見的醫療需求

為美容和整形手術、牙科治療、心血管治療、骨科、癌症、生殖、減重及健康

檢查，並尋求替代療法。而根據麥肯錫公司調研報告中指出（圖 6-5），大部分

國際醫療旅客會以能提供最先進的醫療技術、優質的醫療服務及能快速的接受

治療為主要考量，便宜的醫療費用反而不是最主要考慮重點。另外，根據 Brandon 

and Michael 的研究指出，吸引美國民眾至國外醫療旅遊之主要因素為：收費合

理且有較佳的醫療品質、醫療機構具有國際認證及醫療的安全性。 

在國際醫療機構選擇部分，Medical Tourism Magazine 曾指出國際醫療旅客

有五大考量因素，分別為該醫療機構具國際醫療品質認證、具備豐富且良好的

醫療經驗、飛航距離短、有共同語言及禁得起比較的考驗。 

而 International Medical Travel Journal(IMTJ)綜整國際病患赴海外就醫考量

因素，包括共同語言和文化、當地氣候及景點、價格、國家形象、風險和評價、

距離和基礎建設等，從圖 6-6 中可知，每個層面皆是影響國際醫療旅客前往海外

之重要影響因子，是一個複雜的決策過程。 

 

 

 

 

 

資料來源：McKinsey analysis (2008) 

圖 6-5  國際醫療旅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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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國醫療旅遊發展現況 

醫療旅遊所興起的風潮在全球醫療照護產業與觀光休閒產業裡已醞釀出一

種新型態的商業機會，藉由此發展所引進的不只是入境旅客的觀光市場，更是

能提升整體醫療資源使用率及創造國家醫療產業的新商機，已被世界各國政府

視為振興經濟的有效方法之一，尤其亞洲是醫療旅遊最盛行的區域，如果台灣

欲發展更具競爭力之國際醫療，應先了解亞洲發展醫療旅遊已具成效之國家：

新加坡、印度、南韓及泰國，以下將針對這四個國家進行介紹。 

1. 新加坡醫療旅遊現況 

新加坡因地理優勢，是亞洲重要的金融、服務和航運中心之一，且多元文

化種族社會，使大多數之新加坡人通曉至少兩種語言，國際化程度佳，加上醫

療與觀光資源相對於周邊國家豐富，因此新加坡醫療旅遊產業呈現高度發展，

尤其以簡單、迅速及方便為主要訴求，重視病人隱私之一大特色，每年吸引超

過 35 萬有醫療需求的海外遊客慕名而來。根據澳洲投資市場研究機構 Urbis

預測，新加坡醫療旅遊市場每年持續以 8.3%增長，在 2018 年收益達到 17 億

星元（約 12.3 億美金）。 

新加坡政府以發展成為「亞洲的醫療服務樞紐」(Asia’s Leading Medical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Medical Travel Journal(2012) 

圖 6-6  吸引國際醫療旅客赴海外就醫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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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為目標，於衛生部轄下設立一跨部門機構的組織-新加坡國際醫療小組，

其編制大約 15 人，其中約 3-4 人具醫療背景，其經營模式為結合觀光行程，

吸引鄰國患者前往就醫，並獲得經濟發展局、企業發展局、旅遊局及觀光醫療

產業相關業者共同支持及合作，來推動國際醫療旅遊。其推動之相關計畫與政

策概述如下： 

(1) 2003 年推動「保健旅遊計畫」，開始以完整且分級的健康照護服務醫療體

系吸引國外旅客來新加坡進行醫療旅遊，讓旅客充分享受「健康假期」，

並逐漸出現成效。 

(2) 2004 年由房地產委員會協會(AMCIS)推出「醫療旅遊寄宿計畫(MediStay)」，

提供相關便利的行程規劃與程序，提高外國人接受醫療服務。 

(3) 在鄰近國家也積極發展國際醫療的當下，2007 年推動以吸引金字塔頂端

客層為目標，如中東地區的頂端客戶，結合豪華私人醫院的「紅毯計畫」。 

(4) 新加坡醫療機構同步積極提升醫療技術與申請國際標準認證，確保高水準

的醫療服務品質，根據美國醫療機構評審聯合委員會(Joint Commission on 

Accreditation of Healthcare Organization, JCI)統計，新加坡 35 家各級醫療

機構中，共有 23 家獲得 JCI 國際認證，顯示醫療服務達到國際水準。 

(5) 政府單位與觀光產業合作，推出一系列便捷措施，如簽證、班機協助、機

場接送、銀行服務、視訊聯繫、翻譯人員、特殊飲食需求、豪華救護車支

援、住宿與轉診，提高外國人進行旅遊意願。 

新加坡在國際醫療推展上不僅與世界知名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附設醫院

合作，透過建立國際醫療平台和舉辦國際性的醫療旅遊研討會，並聘請麥肯錫

公司負責行銷新加坡的醫療旅遊，為新加坡打開知名度。雖面臨鄰近國家，如

泰國、馬來西亞之醫療品質愈來愈完善且提供成本較低廉的醫療旅遊服務，新

加坡仍憑藉先進的醫療技術、醫院的環境整潔、設備齊全、手術費用低於歐美

國家、低犯罪率的安全感及其維持高透明度的醫療保健系統和服務品質，獲取

國際病患信賴。 

新加坡國際醫療成功案例為百匯醫療集團(Parkway Holiday Limited)，該醫

療集團發展約有 30 年歷史，其開創「私人診所+酒店管理」模式，是地產轉型

醫療機構的先行者，目前為亞洲規模最大的醫療保健集團之一，願景為「成為

以價值為基礎之全球整合性醫療照護之領導者」。 搭配新加坡政府於 2003 年

積極推動國際醫療，將集團定位為「Integrated Healthcare」，並在醫療資源相對

較少的國家，如馬來西亞、印度和汶萊成立海外連鎖醫院，從公共衛生三段五

級的預防到醫療照護皆能提供相應之醫療服務。通過國際品質認證如 IOS 各項

標準、JCI 國際認證，以高品質醫療環境吸引國際旅客，並於 Parkway 醫院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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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覆蓋的區域，共設立 44 個醫療轉介中心，使國際病患於任何時間、任何轉

介中心所提出之醫療相關詢問，新加坡總部可於 24 小時內回覆，若情況較嚴

重者，於 48 小時內安排前往新加坡就醫，同時辦妥機票及飯店住宿安排。於

Parkway 醫療體系裡，醫生和醫院屬合作夥伴，這些擁有獨立執業的醫生可於

百匯旗下醫院租用面積不等的房間開辦自己的私人診所，所有專業門診、手術

收入歸醫生所有，同時醫生可共享醫院提供的先進檢測及化驗設備、護理以及

病房服務等，這些收入則歸醫院所有。 

2. 印度醫療旅遊現況 

印度早期受到英國殖民地背景的影響，國際化程度非常普及，在語言、文

化與習慣溝通上占相當優勢，目前印度是英國人進行醫療旅遊的熱門景點。印

度從 90 年代中期經濟自由化後，其醫療相關產業快速成長，讓印度最好的醫

療機構達到與歐美相同的醫療水準，並帶動印度醫療旅遊市場發展快速。根據

印度官方統計，外國旅客前往印度接受醫療服務人數每年成長 23-25%，而印

度每年從外國病患收益的凈利潤達到 30億美元，目前印度共 34家醫院獲得 JCI

國際認證。 

1991年印度總理拉奧開始進行市場經濟改革，為提升印度基礎醫療水準，

透過各項政策吸引外資對印度醫院進行投資，除擴展私立醫院規模、技術和醫

療設備，並加入印度的醫療保險市場。此外，印度政府也積極向歐美國家推廣”

委外醫療”，接受歐美醫師轉介病患前往印度就醫，為建立印度醫療旅遊品牌，

成立「國家醫學與健康旅遊促進委員會」，由政府帶頭行銷全世界，並提出一

系列政策，包括初次醫療簽證即可取得最長一年的期限，隨後可視醫療所需繼

續申請延長，並提供無障礙入境，簡化跨境貨幣交易，此外，將醫療旅遊視為

出口服務業，若私人醫院治療外國病患即可享有較低進口稅率，以及發行機票

優惠券等政策。 

印度國際醫療最成功的案例屬阿波羅集團(Apollo Group)，為印度最大的

醫療機構，成立於 1983 年，是一家綜合醫療服務提供者，也是印度首家通過

JCI 認證的醫院，擁有 54 間醫院，占印度醫療服務市場總額的 50%以上，主要

向英國、非洲、中東及南亞等地區病患提供醫療服務，另為擴大醫療旅遊業務

範圍，除了與相關旅行社合作提供套裝服務，包括搭配瑜珈、靜坐、運動，或

完成治療後還可參訪印度古蹟外，阿波羅集團積極朝「醫療外包」模式，與美

國保險公司接洽和提供 24 小時線上服務，並開始和英國進行遠距醫療服務。

而除了提供西方醫學外，印度傳統醫學阿育吠陀(Ayurveda)被歐美社會重視與

接受，並成為印度發展醫療旅遊重要項目。 

3. 南韓醫療旅遊現況 

從 2000 年開始，韓劇與韓流在世界大範圍流行，而南韓掌握現代人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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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文化的心態，將當地文化產業推廣單位輔以置入式行銷，加上南韓整型普

及率及整形醫生密度為世界第一，這些交互影響也順勢帶動周邊產業。依據韓

國官方資料報告指出，在韓國進行醫療旅遊其醫療與觀光所花費金額約為1:9，

代表國外旅客花 1 塊錢去接受醫學整容，還會花 9 塊錢在吃住及娛樂上，帶動

周邊觀光收入，其所形成之南韓美容產業鏈，成功讓南韓整型與醫美形象置入

全球人腦中。此外，南韓擁有先進的醫療技術和配套服務，因此來韓國接受內

科治療、身體檢查、癌症治療及器官移植的病患也大幅成長。根據韓國保健產

業振興院(KHIDI)統計，國際醫療旅客從 2009 年的 60,000 人成長到 2016 年

364,000 人，且收益達 8,606 億韓元（約 7.06 億美金），其中約 2.35 億美元收入

用於整形手術與皮膚治療。 

南韓政府於 2007 年 3 月起，由政府與觀光公社共同協助 33 家醫療院所成

立「韓國國際醫療服務協會」，主要負責向國際社會宣傳韓國醫療服務項目，

並於 2009 年 5 月發佈 7 大重點計畫及 13 項一般計畫來推動醫療旅遊，投入大

筆預算進行國際宣傳，落實跨部會整合推動，同時也運用政府力量，架設利於

外國人查詢之醫療旅遊網，達到推廣之效（圖 6-7）。此外，南韓政府每年也投

入 10 億美元來吸引國際醫療旅客，成功將南韓打造成全球品牌，打開韓國醫

療知名度。 

 

南韓國際醫療成功案例為原辰整形外科診所(Won Jin Aesthetic Clinic)及我

利德脊柱醫院(Wooridul Spine Hospital)。原辰整形外科診所位於首爾鬧區，是

資料來源：2012 台灣醫療服務國際化韓國考察團；葉慈薇(2013) 

圖 6-7  韓國國際醫療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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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稱韓國最大規模的整形醫院，其不光是整形外科部門，還包括皮膚科、內科、

牙科、男女性私密手術，提供顧客一站式的服務，並擁有數十位具多國語言能

力的諮詢師，能提供多種語言服務，而每年約有 3 萬名國際旅客至該院接受服

務，其中以中國大陸、蒙古、印尼等地的客戶為主；我立德脊柱專科醫院

(Wooridul Spine Hospital)以微創手術進行脊椎治療聞名，是韓國第一家獲得 JCI

認證的專科醫院，該院醫師有超過 90%為神經外科，於韓國共有 10 個分院及

在中國上海、印尼雅加達、杜拜及土耳其伊斯坦堡設立海外分院，其中位於韓

國之其中一個分院設在金浦機場，是全韓國唯一設置於機場內的醫院，具發展

國際醫療優越的位置，於 2011 年至該院接受手術病患中，有 1/4 來自海外，以

中國大陸及日本為最多，於 2017 年被美國醫療旅遊雜誌評為全球前十大最佳

醫療旅遊目的地的醫院之一。我立德脊柱專科醫院為提升服務國際病患品質，

簡化服務流程，成立國際病患中心，提供英、中、日、法、俄、阿拉伯及蒙古

等七種語言服務，為了提供跨國界治療服務，更推動線上即時視訊診療，並與

多家知名保險業者如 MetLife、Allianz、IMG、CIFNA、MSH 等結盟。 

4. 泰國醫療旅遊現況 

泰國開始發展醫療旅遊可追溯至 1970 年代，以專精變性手術聞名，加上

泰國社會觀念開放、性工作及表演有法律保障，無明文禁止變性手術，因此吸

引許多有需求之外國旅客前往泰國接受變性手術，加上泰國觀光資源豐富，因

此常被視為醫療旅遊市場的領導者。但真正讓泰國政府發展國際醫療，是在經

歷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許多泰國醫院面臨嚴重經營危機，不得不力求轉型，

並採取爭取國際病人的政策，因此開始積極開拓醫療旅遊產業，與銀行、保險

公司、旅行業及航空公司等異業結盟，提供患者結合醫療的旅遊套裝行程。 

泰國政府於 2004 年由公共衛生部主導，推動泰國成為「亞洲醫療中心」

的相關計畫，主要聚焦於發展醫療服務、保健服務以及泰國草藥產品等 3 項

醫療服務領域。醫療服務以整形外科、心臟疾病、美容手術、牙科、腸胃疾病

為主；保健服務則以健康溫泉水療、傳統泰式按摩以及 long-stay 醫療健康服務

作為推廣重點，同時，為取信遊客，藉由立法及執行醫療品質管理法，嚴格要

求提供醫療服務或保健服務機構之安全、衛生、服務品質的提升，以獲得國際

遊客的信任，並以曼谷、清邁、普吉島及蘇美島等地區作為發展重點地區。而

在 2010-2014 年在醫療方面的 5 年計畫，相較於前期(2004~2008)以提供病患

醫療服務為主軸的計畫，轉變為更加注重健康療養，提供更多元的服務，並藉

由舉辦 Thailand Medical Hub Expo 2012，針對潛在客戶或需加強雙邊貿易之國

家/區域，如挪威、美國加州…等，安排數場國際洽談與商業配對活動。此外，

泰國政府積極以「走出泰國將泰式 SPA 概念推銷海外市場」之行銷策略，在海

外設立據點，使建立泰國與 SPA 間的強烈連結，再加上受國際媒體及海外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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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正面評價，成功讓泰國成為世界級的醫療保健集散中心。 

根據泰國衛生部提供最新數據，2015 年醫療旅遊產值高達 45.16 億美元，

年增長率 18%，每年有超過 300 萬人到泰國接受醫療服務，其主要旅客最多以

日本、美國、英國、中東及澳洲為主。促使醫院積極藉由通過 JCI 國際認證，

讓自己更加邁向國際化，目前共 67 家醫院獲得 JCI 國際認證。泰國成功主要

原因在於能以歐美 1/10-1/5 的醫療費用，顧客卻可享受到頂級醫術及五星級飯

店服務。根據 Guntawongwan Ramos, Rey-Maquieira and Kaosa-ard 研究指出，

泰國醫療旅遊優勢為高品質的醫療服務、友善關懷、低廉價格及泰國的觀光魅

力，但在醫護人員短缺、政治不確定性、及缺乏精通日本與中東語言之醫護人

員的部分則相對弱勢。 

泰國國際醫療的成功案例為康民醫院(Bumrungrad Hospital)，位於泰國曼

谷市中心，是亞洲第一家獲 JCI 國際認證的醫院，提供世界頂級醫療技術、先

進醫療設備、國際認證的專家團隊及人性化服務，而旅客可用低廉價格享受世

界第一的服務，因此每年吸引超過 52 萬名，來自 190 個國家/地區的國際醫療

旅客來此就診，院內病患約 50%為外籍病患，以癌症及心臟病治療為主，其中

以中東、印度及美國病患為主，甚至被美國權威媒體 Newsweek 評為全球十大

醫療聖地。康民醫院不僅提供便捷的一站式醫療服務，也會依病患需求提供飲

食、娛樂及語言等相應服務，為吸引國際醫療旅客，於海外設有 12 個辦事處，

除轉介病患，並與泰國最大的旅遊業者及國泰航空異業結盟，代訂旅館（含機

場接送服務）、提供各種療程套裝費用估算。另也與泰航合作，為國際醫療旅

客提供醫療檢查和觀光服務。 

(四) 全球國際醫療服務發展分析 

未來全球將約有 20 億人口會以醫療保健為主要出國目的，且每年產值增長

率將達 25%，若醫療旅遊發展的好，將帶動周邊產業，為國家帶來龐大經濟效

益，其中又以亞洲地區為全球醫療旅遊最盛行的地區，從新加坡、印度、南韓

及泰國成功之醫療旅遊發展經驗可知，其特色如下： 

1. 背後有政府強力的支持，使能與其他國家競爭 

2. 能提供低成本及高品質的服務 

3. 先從地緣及文化相近國家開始推廣 

4. 取得醫療品質 JCI 國際認證 

5. 以套裝行程收費且價格透明 

6. 建立標準化服務之價值鏈 

7. 與醫療保險公司、旅遊業等異業合作 

8. 建立轉介平台或設立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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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成功案例中可發現，大多屬私人醫院且為公司化發展，因此相較公立醫

院會更有提升品質及擴大版圖的野心。但因醫療旅遊之費用及風險相對較高，

易促使國際旅客主動收集醫療旅遊相關資訊，再將取得資訊處理、分析，進行

最後決定，因此為能獲得國際醫療旅客之信任感並符合其需求，必須提供好的

醫療與服務品質，建立口碑，吸引更多國際醫療旅客前往。 

從南韓和泰國例子中可知，成功將觀光和醫療有效結合，並建立深植人心

的國家品牌形象，是驅動國際旅客前往的重要因素，此除了呼應 IMTJ 報告中指

出，吸引國際醫療病患前往就醫的七大因素（文化、環境、價格、國家形象、

風險及評價、距離和設施）外，顯示行銷策略亦是增強國家醫療旅遊能見度的

重要手段。 

三、 台灣國際醫療服務發展現況 

(一) 台灣國際市場規模 

1. 台灣國際醫療市場產值 

依據 2019 年衛福部公佈資料（圖 6-8），近年來，國際醫療服務人次與產

值逐年成長，2018 年達約 41.4 萬人次，帶來新台幣 171 億元以上之產值。來

台患者以門診最多，健檢次之。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2019) 

圖 6-8  2008~2018 年國際醫療服務人次與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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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服務患者的國籍來分析，亞洲是主要服務的市場，其中仍以中國大陸為

主，但 2018 年主要服務人數的成長，主要來自東南亞國家來台就醫人數的增

加。 

再從服務項目來看（表 6-3），以健檢為大宗，其次為婦產科及內科，依據

衛福部最新統計數據來看，內外科、精神科、耳鼻喉科、復健科、放射腫瘤科、

神經外科、整形外科、牙科、心臟外科、麻醉科、檢驗科、生殖醫學及基因醫

學等，都創下歷年來最高診治占比，其中內外科、整形外科、心臟外科及生殖

醫學之門診與住診比率都同時提高，這些皆顯示出台灣醫療的特殊性優勢。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2019) 

表 6-3  2015~2018 年歷年國際醫療服務就診科別分佈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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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灣國際醫療服務政策發展進程 

台灣優質的醫療服務及健保制度已獲全球高度肯定（見表 6-4），且國家地

理頻道、紐約時報、時代雜誌及 CNN 等國際媒體曾專題介紹台灣醫療成就。

台灣是亞洲第一個推行每 3 年進行醫院評鑑制度的國家，且負責辦理醫院評鑑

的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不僅於 2006 年 9 月獲得「國際健康

照護品質協會」認證，成為亞洲第 1 個、全球第 8 個通過國際評鑑計劃的醫院

評鑑機構，證明台灣整體醫療服務品質及技術和歐美等先進國家並駕齊驅。 

表 6-4  台灣醫療的國際評比與肯定 

年代 國際評比/肯定 

2000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世界健康排行榜」台灣名列全球第 2 

2005 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曼認為臺灣成功經驗值得美國參考學習 

2007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世界競爭力評比」，臺灣醫療保健基礎建設列全世界

第 13，共有 55 個國家受評 

2014 The Richest 更將臺灣評比為國際第一名的醫療照護 

2016 
全球最大旅外人士網站 InterNations 公佈最佳旅居地排行榜，台灣奪得全

球第一 

2019 CEOWORLD Magazine 指出，台灣是世界上醫療保健制度最好的國家 

資料來源：我國醫療產業南向政策重點國家服務輸出之商業模式研究(2018)；CEOWORLD 

Magazine(2019) 

政府認知到醫療旅遊產業的發展潛力，於 2005 年開始陸續推出醫療旅遊相

關政策，從衛生署（現為衛生福利部）推動保健旅遊計畫，並於 2006 年 11 月

首次公布保健旅遊示範區-署立屏東醫院恆春分院，到行政院經建會與衛生署於

2007 年將「醫療服務國際化旗艦計畫」列為「2015 經濟發展願景第一階段三年

衝刺計畫」，2009 年提出健康照護升值白金方案行動計畫-醫療服務國際化旗艦

計畫(2009-2012)，將國際醫療服務產業列為六大新興產業之一，並於 2010 年 6

月經行政院核定後，持續以建立醫療服務國際化平台之方式，結合產官學界之

相關資源及醫療服務網絡，帶動我國醫療服務產業進步。但受到 2016 年大陸緊

縮政策影響，來台就醫人次銳減，政府開始轉向東南亞市場，蔡英文總統於 2017

年 4 月 20 日針對「新南向政策」政策提出五大旗艦計畫，其中包含醫療衛生合

作及產業鏈發展，而國際醫療任務為 Inbound，因此新南向是台灣國際醫療重點

推廣市場，並於 2018 年開始執行醫衛新南向計畫內容之一的「一國一中心」計

畫（表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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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台灣國際醫療推展政策進程 

年代 政策 

1995 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實施 

1999 醫策會建立一套管理認證系統，開始國際醫療品質指標計畫。 

2005-2006 

衛生署推動保健旅遊計畫，以「觀光為主、保健為輔」為發展方針，補助衛

生署屏東醫院恆春分院辦立「保健旅遊計畫」。 

-規劃海外行銷及與海外跨國保險公司進行策略聯盟 

2007 

「醫療服務國際化旗艦計畫」列為「2015 經濟發展願景第 1 階段 3 年衝刺計

畫」，並組成「醫療服務國際化專案管理中心」。 

• 20 家區域級以上醫院：規劃設置國際醫療服務專區 

• 觀光局及新聞局：負責國際間的文宣推廣活動 

• 外貿協會：聯絡海外之合作機構 

• 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與提出報告 

2009 

健康照護升值白金方案行動計畫-醫療服務國際化旗艦計畫(2009-2012) 

-明訂積極推動國際醫療服務的政策，利用醫療技術賺取外匯，讓外國人到台

灣觀光並進行健檢、洗腎或是醫療手術等。 

2010 

行政院於 6 月核定「台灣醫療服務國際化行動計畫」，持續推動醫療服務國

際化平台建立之方式，推動以衛生福利部為首的政府機關、醫療機構及民間

業者間的合作，著手於「特殊醫療」與「觀光醫療」之發展。 

• 特殊醫療：初期以活體肝臟移植（不涉及國內器官捐贈）、顱顏重建手術、

心血管治療、人工生殖技術、關節置換手術等「五大強項」醫療服務實績

進行行銷，作為我國高科技、高技術性之醫療服務宣傳目標 

• 觀光醫療：積極串聯旅遊、醫療院所，輔助旅遊業者開發養生、健檢、醫

美行程，使國際旅客能於接受醫療服務同時，也享受臺灣優質觀光環境 

2016 
蔡英文總統召集「對外經貿戰略會談」，並於會中通過「新南向政策」政策

綱領。 

2017 

1. 蔡英文總統於 4/20 針對新南向政策提出五大旗艦計畫，其中包含醫療衛

生合作及產業鏈發展，而醫衛及產業鏈結任務為 Outbound，國際醫療產

業則為 Inbound。  

2. 取消非健保特約院所的收費，以及非健保身分外籍人士到健保特約院所的

收費，不得超過健保價 2 倍的規定。 

2018 

衛生福利部啟動「一國一中心」計畫，初期以印尼(台大)、印度(成大)、越南

(榮總陽明)、泰國(彰基)、菲律賓(花蓮慈濟)與馬來西亞(彰濱秀傳)為第一波

執行對象，整體經費投入約 3,000 萬元。 

資料來源：醫療服務國際化旗艦計畫(2008)；國際醫療工作小組(2018)；衛生福利部(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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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台灣國際醫療服務之服務型態與表現 

台灣主要進行的國際醫療服務模式，共可分為義診與人道救援、國際人士

來台就醫、國外醫事人才培訓與建立海外醫療據點或分院四種（見表 6-6）： 

表 6-6  台灣進行國際醫療服務主要模式 

服務模式 參與對象 案例 

義診/人道救援 

• 台灣醫院 

• 社福團體/基金會 

• 外交部、僑委會 

• 彰基於印度清奈與社企合作服務偏遠

村落 

• 高雄醫學大學附屬醫院和印尼安汶 Dr 

Haulussy general hospital 合作進行外

科醫療及義診服務 

• 羅慧夫基金會唇額裂手術義診 

國際醫療人流引入

(目前主要以台商/

華僑為主) 

• 台灣醫院 

• 當地華僑/台商 

• 華文相關協會 

• 高醫透過越南當地工業園區診所之台

籍醫師牽線轉介，引入當地人流 

• 北醫由印尼西爪哇華文教育協調機構

(華協)牽線，於華協大樓設立「北醫

印尼聯絡中心」，提供印尼國際病患

相關服務 

管理訓練 /人才培

訓等服務輸出 

• 兩國醫院 

• 外貿協會 

• 胡志明市醫藥大學醫事與管理人員至

彰基與台中榮總訓練與交流(台中榮

總針對腎臟移植) 

設立海外醫療據點 

• 台灣醫院 

• 當地財團/企業/學術

單位 

• 長庚與廈門海滄公用事業發展有限公

司共同投資興建廈門長庚紀念醫院 

• 長庚與北京清華大學合作設立北京清

華長庚紀念醫院 

• 彰基協助越南台商震興集團興建綜合

醫院 

• 慈濟與印尼在地華僑財團共同捐資於

雅加達興建印尼首家骨髓移植手術醫

院 

資料來源：建立跨國醫療聯盟至新南向市場之醫療產業化、國際化計畫(2018) 

從台灣 4 種國際醫療服務模式進行其能量盤點研析如下： 

1. 多家組織具備國際醫療支援之能力 

台灣從 1963年第一次派出 6名軍醫赴利比亞協助該國改進醫療技術及軍醫

組織，開啟台灣醫療援助新頁，而外交部於 1996 年成立之財團法人國際合作

發展基金會（簡稱國合會，ICDF），除以定點式的長期醫療援助外，也派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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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性強、積極性高的「行動醫療團」，來執行國際醫療衛生計畫，此時台灣的

衛生醫療技術與管理品質大幅提升。為促使台灣民間醫療機構投入援外工作，

於 2006 年與 37 間醫院簽屬「國際衛生醫療合作策略聯盟」，讓台灣醫事人員

走向國際，也為台灣醫療服務於世界上發揮價值。 

除此之外，由民間自願發起的台灣路竹會及羅慧夫基金會，不僅提供義診

服務，也將知識帶到當地，並邀請缺乏醫療資源國家之相關科別醫師來台受訓，

落實讓當地人治療當地人的願景。從表 6-7 中可知，台灣不少國際醫療服務組

織透過各種形式，將台灣技術與服務於當地落實，不僅能幫助當地，也能建立

台灣醫療品牌形象，打響知名度。  

表 6-7 台灣義診與人道救援情形 

資料來源：建立跨國醫療聯盟至新南向市場之醫療產業化、國際化計畫(2018)；國合會官網；路竹會官網 



125 
 

2. 具備發展特色醫療之服務優勢 

根據國際醫療管理工作小組統計，台灣國際醫療病患來台就醫科別，2015

年有高達 49,200 人次前往健檢中心(20.1%)，其次為主要門診科別如婦產科

30,685 人次(12.5%)、內科 25,828 人次(10.6%)、家醫科 19,058 人次(7.8%)。 

除提供各項基礎醫療服務外，也有部分國際醫療病患至台灣選擇特殊醫療

服務，2015 年有 3,758 人次國際病患於中醫科就醫，3,000 人次於醫學美容科

就醫，2,867 人次於復健科就醫，而針對手術及重大疾病相關科別，有 1,319

人次於血液腫瘤科就醫，1,110人次於放射診斷科，905人次於生殖醫學科就醫，

775 人次於放射腫瘤科就醫，566 人次於心臟外科就醫。台灣特色醫療於專業

領域上頗具盛名（見表 6-8），加上各家醫院各有醫療強項，因此具備發展特色

醫療服務的優勢。 

表 6-8  台灣具代表性醫療及其事蹟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際醫療管理工作小組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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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端醫療技術吸引各國醫事人才來台培訓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 2014-2016 年海外醫護人員來台進修數據（各醫院向

衛生福利部登記之數據），每年平均約近 500 位醫護人員來台進修，其最多國

家來自於蒙古（177 位），其次為泰國（126 位）、印度（122），「一國一中心」

計畫之目標國家越南為第四名（95 位），印尼為第五名（68 位），而馬來西亞

為第九名（64 位），整體新南向國家近 3 年來共有 456 位醫事人員來台進修。

而在眾多訓練課程中，有超過 400位醫護人員於整形外科受訓，其次為婦產科、

心血管及一般外科（圖 6-10）。 

衛生福利部設有台灣國際醫療衛生人員訓練中心 (Taiwan International 

Health Training Center, TIHTC)，自 2002 年以來已培訓近 1,500 位來自 62 個國

家醫事人員，除了提供各種基礎訓練課程外，台灣亦有許多培訓中心已具國際

能量，如秀傳醫療體系與法國微創訓練中心(IRCAD)，打造亞洲第一個微創手

術訓練中心，並自 2008-2016 年間已培訓國內外約 5,926 位外科醫生。 

台灣各醫學中心各自透過其領先全球的專科醫療能量，提供各種特色醫療

之訓練課程，如台北榮總陳適安副院長帶領的心臟電燒手術團隊，被國際公認

為全球心導管電燒手術之領導者，於全球 30 間醫學中心進行示範手術教學；

亞東醫院邱冠明副院長帶領的內視鏡擷取血管訓練中心，自 2012 年來已有近

300 名醫事人員於亞東醫院接受微創心臟手術(Minimally Invasive Cardiac 

Surgery, MICS)培訓，主要來自於中國、蒙古、越南、北韓、印尼、日本、馬

來西亞等 22 個國家之醫生；而高雄長庚醫院由亞洲第一位完成肝臟移植手術

之陳肇隆教授帶領肝臟移植中心，擁有全球領先的肝臟移植存活率臨床數據，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際醫療管理工作小組官網 

圖 6-11 台灣具代表性醫療及其事蹟 

資料來源：建立跨國醫療聯盟至新南向市場之醫療產業化、國際化計畫(2018) 

圖 6-10  各國醫護人員來台進修情形(201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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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成為法國 Henri Bismuth 肝膽外科學院亞洲四個訓練中心之一，提供各國醫

生代訓課程。 

4. 國際醫院認證之獲得 

台灣自 1978 年起開始建立國家性的醫療體系評鑑機制，為全球第四個，

亞洲第一個建立評鑑制度的國家。大多數醫學中心和區域醫院均通過源自於美

國系統的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Joint Commission of Taiwan, JCT)認證。

台灣通過美國 JCI 國際醫院評鑑 (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Hospital 

Accreditation)之醫療機構，共計 18 家，其中彰基、長庚及慈濟醫院發揮其醫務

管理能力，協助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國家規劃新醫院之醫療行政與服務流程整備

等，將醫務管理實務經驗輸出海外。 

5. 醫療器材援助平台計畫(Global Medical Instruments Support & Service 

Program, GMISS) 

此為衛生福利部配合政府政策進行援助未開發國家之計畫，募徵台灣各醫

療院所通報之汰舊醫療器材，藉由制定器材捐贈之標準作業程序，定期調查、

整理、彙整分析並蒐集汰舊但仍堪用之醫療器材，以迅速提供完整的台灣資料

給援外醫療團隊及衛福部作參考，配合政策決定援助對象，確保受援國得到所

需，並將各醫療院所提供之資源達到最大之運用與效益，同時也建立國家良好

形象。2017 年完成海地、吉里巴斯、布吉納法索、宏都拉斯、蒙古等五國 517

件醫材捐贈。 

(四) 台灣國際醫療服務現況分析 

綜上所述，台灣醫療服務端國際化已推展多年，目前多由醫院和當地醫事

機構或研究單位以點對點方式進行佈局，仰賴醫事單位各自所掌握之人脈，進

而吸引國際病患前往台灣醫院就醫，較難形成永續發展模式或帶動產業共同輸

出。受限於醫院相關法規限制與對當地市場之不熟悉，雖然台灣醫療機構在醫

療服務水準與特色醫療之臨床實績上已具國際競爭優勢，但目前輸出方式較為

被動，多由當地合作夥伴透過人脈聯繫並展開合作。 

台灣醫療服務推動單位多，且具備國際醫療服務發展潛能，目前台灣國際

醫療發展之主責單位為衛福部，雖衛福部已取消非健保身分收費之天花板條約，

也建置國際醫療服務平台，來扮演國際醫療人流引入與產品／服務輸出支援之

角色，但似乎未看出有發揮實質效果，主要原因是只仰賴台灣醫療機構及民間

組織透過專案計畫，去拓展及執行國際醫療服務，這種發散式力量似乎很難讓

台灣國際醫療服務像亞洲其他國家-新加坡、泰國和南韓這麼有效且廣泛的推廣，

顯示出台灣在國際醫療服務上，不管是政府或民間仍有很多可著力改善之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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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全球國際醫療服務看台灣發展機會與挑戰 

(一) 國際跨海醫療服務對象之聚焦 

醫療非消費性產品，病患會選擇跨海就醫勢必看中海外醫院的先進技術、

較高品質及能提供快速服務。其中，能流暢的溝通是醫病關係中最重要的環節，

目前至台灣接受國際醫療服務旅客主體為中國大陸，主因除了台灣醫療品質佳、

地理位置接近外，共同語言佔有很大因素。根據世界華人經濟論壇報告中指出，

目前華人人口約為 14.2 億，占世界總人口的 19%，而全球海外華人已達 6,000

多萬，分佈在世界 198 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又以東南亞佔全球海外華人主體約 7

成，以印尼、泰國及馬來西亞華人最多。 

從圖 6-11 中可知，全球華人前 10 大國中，東南亞國家已占其中 7 個名次，

而目前東協六國（印尼、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菲律賓）七成人口

不到 40 歲，中產階級快速增加，消費能力大，貢獻東協 95%之 GDP，預計至

2025 年醫療支出將從 2016 年的 4.2 億美元增加至 7.4 億美元，未來勢必也面臨

老年人口快速成長，有高度醫療服務及醫療系統建置之需求，潛在市場大。目

前東協 6 國前五大死因以慢性疾病為主，如癌症、心臟病、中風等（見表 6-9），

與台灣前五大死因接近，這無疑是台灣醫療強項，台灣推動國際醫療可將東協

六國列為主要服務對象。 

 

  

資料來源：World Economic Forum(2016) 

圖 6-11  全球華人前 10 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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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  東協 6 國常見疾病 

國家 台灣 印尼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新加坡 泰國 越南 

年份 2018 2016 2017 2018 2017 2018 2017 

前五大 

死因 

癌症 中風 
缺血性 

心臟病 

缺血性 

心臟病 
癌症 癌症 中風 

心臟疾病 
缺血性 

心臟病 

下呼吸道 

感染 
中風 肺炎 

心血管 

疾病 

(包含中風) 

缺血性 

心臟病 

肺炎 糖尿病 中風 
下呼吸道

感染 

缺血性 

心臟病 

非傳染性 

疾病 
肺癌 

腦血管 

疾病 

下呼吸道

感染 
交通事故 

慢性 

腎臟病 

心血管疾病 

(包含中風) 

肌肉骨骼 

疾病 

慢性阻塞

性 

肺疾病 

糖尿病 肺結核 阿茲海默症 肺結核 事故傷害 

糖尿病/泌

尿/血液/內

分泌 

阿茲海默

症 

資料來源：CDC.gov (2019)；IHME(2019)；衛生福利部(2019) 

此外，根據外貿協會綜整東協 6 國主要海外就醫現況（表 6-10），發現以地

理位置及醫療技術先進的新加坡為主要海外就醫國，而就醫疾病別，以癌症、

心臟疾病及器官移植為主。從越南例子中可發現，因醫療需求增加，當地公立

醫院無法負荷，民眾為獲得更好且快速的醫療技術及服務，愈來愈多人願意花

錢前往海外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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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0  東協 6 國海外就醫現況 

國家 
總人口 

(千萬) 

每年出國 

就醫人數 
主要海外就醫國 主要就醫疾病別 備註 

印尼 26.4 60 萬 
• 新加坡 

• 馬來西亞 

外科手術、 

心臟檢查 

70%有錢人出國

就醫 

菲律賓 10.49 0.5 萬 
新加坡、南韓、 

歐美 
器官移植、癌症   

馬來西亞 3.2 10 萬 

• 南韓 

• 新加坡、印度、

大陸、 

• 泰國 

• 美容醫學 

• 器官移植 

• 變性手術 

  

新加坡 0.56 n/a n/a n/a n/a 

泰國 6.9 未揭露 大陸 癌症   

越南 9.55 4 萬 

• 南韓、馬來西亞 

• 泰國 

• 新加坡 

• 美容醫學 

• 膀胱手術 

• 外科手術、癌症 

越南公立醫院無

法負荷醫療需求

量，有錢人更願意

去海外就醫 

資料來源：Vietnamese patients spend big for overseas treatment due to better bedside manners(2016)；

台灣國際醫療近況(2019)； 

依台灣交通部觀光局最新資料顯示（圖 6-12），東協六國中，馬來西亞、印

尼、菲律賓來台就醫的人數逐年增加，而美洲、大洋洲及歐洲地區雖因地理位

置遠及語言和文化差異大，來台就醫人數相比亞洲地區少，但也有逐年增加趨

勢，顯示出台灣醫療漸被看到。主要國際醫療服務對象仍以亞洲地區及華人為

主，若有效搭配政府新南向政策，把握住東南亞市場，勢必有機會大幅增加國

際醫療服務人次，也能擴大台灣整體產業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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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灣國際醫療服務之優勢與機會 

台灣在肝腎移植、顱顏手術、心血管外科、人工生殖及關節置換手術等重

症領域，都位居全球領導地位，近年從世界各地來台接受醫療服務或健康檢查

之國際醫療旅客有逐年增加現象，整體而言，台灣醫療擁有以下六大優勢。 

1. 高品質且具國際水準—台灣醫學系是由一群被公認為台灣最聰明的人所聚

集而成，只有最優秀的學生才能讀醫學系，加上須接受廣泛、專業且嚴格的

全英文醫學教育訓練，包含 4 年基礎醫學課程、2 年分科醫學課程、1 年實

習醫師訓練後，通過醫師資格考試取得醫師證照，並再經過 3~4 年專科訓練

及正規考試，取得專科醫師執照。最後，還需完成自己研究並發表論文才能

成為主治醫生，因此一位主治醫師的養成平均需花費 12-13 年時間，這漫長

且嚴格的醫學教育造就台灣高品質與高水準的醫師團隊。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年報(2019)；財團法人台經院整理 

圖 6-12  東南亞地區來台就醫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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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費合理—醫療費用較歐、美、日等國家低：台灣醫療機構提供最新穎醫療

科技與設備及受過完整訓練的專業人員，然而手術費用卻是相對合理；大致

上來說，臺灣的手術費用僅僅是美國和英國的 1/5，甚至低於新加坡和泰國，

其合理價格可降低國際醫療旅客財務上的負擔（表 6-11）。 

 

表 6-11 台灣手術費用與其他國家之比較       單位：美元 

手術費用 美國 英國 新加坡 泰國 台灣 

肝臟移植 300,000 N/A 160,000 N/A 88,000 

冠狀動脈繞道術 123,000 45,000 17,200 15,000 9,700 

髖關節置換術 40,364 27,000 13,900 17,000 5,900 

心臟瓣膜置換術 170,000 30,815 27,500 25,000 30,000 

資料來源：Medical Tourism.com；The Feasibility of Developing Medical Tourism in 

Taiwan(2011) 

 

3. 高科技設備與技術—台灣醫療機構使用最先進的醫療儀器和設備，且智慧醫

院起步比歐美國家早，根據衛福部 2014 年統計，台灣擁有 43 台正子攝影設

備(PET)、200 台核磁共振(MRI)及 357 台斷層掃描(CT)，2015 年更引進首座

醫用粒子治療設備，提供全面性的照護與預防。另外，台灣的醫院可透過無

線網路(WiMAX Technology)的監控系統提供病患即時服務，在居家照顧方面

亦提供 24 小時的健康管理，透過 RFID 可追蹤病患用藥安全和病患的身份

辨認，給予病患更多的安全保障。 

4. 視病猶親的親切服務—台灣醫生的醫療服務細緻入微，病情、病理及治療方

法等都會向患者及家屬解釋得相當清楚，且專業分工明確，除了由醫生、護

士等組成一個醫療服務團隊做診斷和治療外，還有很多醫院工作人員，比如

主任助理、病房助理、財務助理、志願者等，都緊密合作，提供第一線臨床

服務，絕不會讓患者及家屬無所適從，為整體治療提供了強大的保障系統。 

5. 完整專科服務—從健康檢查、預防、診斷、到疾病治療，融合中醫及西醫的

醫療網絡，以最先進的醫療儀器為病患量身訂做各式各樣的健康檢查，提供

更多樣的醫療服務。 

6. 專業團隊—台灣醫療機構提供充足且專業的醫療團隊來服務病患。據衛生福

利部至 2014 年之統計，每一萬人擁有 26.56 個醫師及 68.91 張病床。美國

商業週刊第 947 期報導，臺灣的活體肝臟移植五年存活率最高，為 93.5%，

比日本高出 12%，比美國更高出 33%。台灣不僅具備先進醫學儀器，更重要

的是擁有專業醫療團隊提供高品質且貼心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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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海外就醫逐漸形成風氣以及東南亞國家之醫療需求增加，台灣不少醫

院積極導入國際醫療品質認證，並提升醫療作業與管理，使與國際接軌。台灣

政府已准許醫院能針對國際旅客進行行銷，並消除非健保身分之外國籍患者醫

療費用天花板限制，使醫院在國際醫療服務宣傳上能有所發揮，加上政府新南

向政策的使力，及海外華人醫療市場龐大，讓台灣醫療服務對象有機會擴大至

國際醫療旅客，不僅可增加醫院收益，也能增進醫療整體產業之效益。 

(三) 台灣國際醫療服務之困境與挑戰 

台灣醫療服務國際化雖逐漸有推動成果，但與新加坡、泰國相比，其在國

際醫療服務人次仍較少，近年大陸對台緊縮政策下，來台就醫人次減少，已促

使政府積極將目標市場移轉至東南亞，但台灣在國際醫療服務上仍有以下的障

礙。 

1. 對外宣傳不足 

台灣醫療服務雖受肯定，但因缺乏國外媒體報導或宣傳，未建立醫療服務

品牌，導致東南亞民眾未能清楚了解台灣醫療服務之高品質水準，且目前主要

宣傳對象仍以華人市場為主，未擴大對象。 

2. 轉介機制不夠完善 

台灣雖持續藉由人才訓練及交流與海外醫療院所維持關係，並藉由曾來台

受訓之外籍醫師進行轉介，或是當地華人團體、保險機構有需求時主動向醫院

尋求合作，但因未建立完整轉介模式，加上醫院內部多屬被動，轉介效益不大，

喪失宣傳台灣醫療服務的機會。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際醫療管理工作小組(2016) 

圖 6-13 台灣醫療六大優勢 



134 
 

3. 缺乏外語支援 

相較於新加坡、泰國、韓國等國家，台灣醫療環境外語相對缺乏，也未針

對新南向目標國家提供完整外語支援服務，主因是國際醫療旅客數量未達到能

說服醫院聘請外語人才，導致海外旅客來台意願降低。 

4. 申請簽證繁瑣 

台灣對於國際醫療旅客服務友善程度仍顯不足，如各種簽證申請與展延手

續繁瑣且分散於各部會。另大陸來台就醫程序繁瑣冗長，主要與大陸政府嚴格

管控當地人民出國原因，限制大陸來台就醫人數有關。此外，海外簽證申請問

題也與台灣是否能在當地設立辦事處有關，部份東南亞國家來台灣接受醫療，

需先在泰國辦事處辦理簽證，其不便性自然影響來台就醫意願。 

5. 政府「一國一中心」計畫標案制缺乏永續經營思維 

國際醫療已納入醫院評鑑項目，目前台灣醫學中心多利用自有優勢與資源，

配合政策需求執行國際醫療任務。政府目前以一國一中心方式推動國際醫療，

但採招標且一年一標制度，對於得標醫院於目標國家所建立之關係可能中斷。

政府政策方向目前是受到醫院認可，但實際執行面仍缺乏長期總體策略思維。  

6. 無法建立台灣優勢醫療形象 

目前國際醫療病患來台就醫主要科別以健康檢查占最大比例，而從台灣國

際醫療資訊網上針對醫院特色服務介紹中，多以關節置換手術、生殖醫學、心

血管手術為主打服務，其在行銷宣傳上，不論在台灣各家醫院或與其他國家競

爭上尚未看出優勢差異，是難以吸引國際醫療旅客人流引入的重要關鍵。 

7. 醫療排擠意識問題 

推動國際醫療之挑戰之一是民眾就醫資源遭排擠的問題。台灣國際醫療執

掌單位為衛生福利部，民眾視其首要任務為照顧台灣民眾的健康，而非推動商

業性質的國際醫療服務，外加醫療五大皆空、醫護人力不足及健保虧損新聞下，

推動上需避免造成台灣民眾反彈聲浪，方能使國際醫療政策徹底發揮功效。 

8. 服務無法帶動產業能見度 

台灣醫療衛生在國際專業領域已有相當的能見度，但台灣醫院對提供國際

醫療服務的經驗仍停留在提供零星個案之國際人士醫療服務，尚不足以謂為

「產業」，且台灣醫院為非營利組織，若欲拓展海外市場，多只能以合資或以

成立管理顧問公司形式進入市場，但因單打獨鬥，缺乏整合，且管理服務模式

易被複製，難以建立長久穩定合作。 

五、 小結 

亞洲地區被視為全球醫療旅遊最盛行的區域，能帶動國家周遭產業，進而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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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龐大經濟效益。從新加坡、印度、南韓及泰國醫療旅遊發展特色來看，不僅提

供先進技術、快速且優質的服務，加上政府在背後提供強而有力的支持，成功建

立國家醫療品牌形象及完善之轉介機制，給予國際醫療旅客便捷且安心的服務流

程，吸引海外旅客前往就醫，而公司化發展可促使醫療機構有系統地拓展海外版

圖，並擴大服務範圍，進而建立其該國醫療旅遊成功形象。 

台灣具規模之醫院多屬非營利組織，在無法公司化發展下，基本上僅能透過

政府專案計畫、人道救援/義診及當地相關組織提出需求來建立合作關係，即便台

灣醫療高品質已受到國際肯定，但點對點、單打獨鬥方式，意味者力量分散不夠

集中，使難以永續發展或帶動產業共同輸出。台灣政府雖然從 2007 年就已開始

提出計畫推展觀光醫療，並設立醫療旅遊專區，但顯然沒有帶起周邊產業；而國

際醫療主責單位衛生福利部在 2007 年成立國際醫療管理工作小組，與各部會合

作共同推展國際醫療服務，也一度積極推動國際醫療政策，包括於 2010~2015 年

間吸引不少大陸人士來台就醫，直至 2016 年兩岸關係緊繃，讓台灣政府意識到

不能持續仰賴大陸，而轉往東南亞發展。 

雖然台灣政府已消除國際醫療旅遊服務定價天花板限制，及准許醫院對非本

國籍且不具健保身分者行銷，但醫院光是應付健保支付制度已疲於奔命，加上國

際醫療旅客的語言不同、簽證問題及相關服務提供等，皆需建立完善服務流程，

才能給予最佳體驗。目前因尚未看到政府給予相應支持，尚未建立台灣醫療品牌

形象，難以吸引國際醫療旅客來台就醫。 

因此，除了政府需建立更完善對內及對外資源平台外，行銷宣傳的曝光度也

需被重視。建議能與目標國家建立合作關係，不僅能解決當地醫療需求，也能建

立台灣醫療形象及通路模式，進而帶動及擴大台灣整體產業經濟效益，將國際醫

療旅客帶入，也將醫療相關知識及其相關產品輸出海外，建立台灣特有醫療產業

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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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台灣醫療產業發展策略 

2019 年生技產業諮議委員會議(Bio Taiwan Committee, BTC) 指出，台灣佈局

生醫產業已具備相關健康照護系統全球第一、醫療水準亞洲第一、創新能力亞洲

第一、資訊硬體製造能力全球第一、總體經濟穩定度全球第一與生活品質全球第

一之利基發展基礎，眾人皆預期生醫產業將接續電子業成為下一個台灣輝煌產業。

但現實上，30 年前即由被尊稱為科技教父的李國鼎先生，在推動電子產業時，也

同步推動生醫產業，然而台灣面對 21 世紀最具潛力的生技產業(有全球龐大的市

場規模與潛在之商機)，卻徒具優良醫療服務品質美譽，在這 30 年來，台灣的生

技醫療產業對台灣產業發展沒有重大貢獻。面對當前醫療走向轉型，迎來創新發

展之新機會下，政府需面對國際環境的快速變化，為當前台灣發展的限制解套，

才有機會將台灣生醫發展的利基轉為產業發展機會。 

本章將綜整第三至六章台灣醫療產業四大議題-精準醫療、醫療器材、智慧

醫院及國際醫療等相關研究報告及資料，並透過與 15 位專家個別訪談及中技社

舉辦「生技醫療與智慧化醫療之產業趨勢與商機」研討會之焦點座談與談專家重

要論點，針對台灣醫療產業目前面臨之問題，提出其發展策略方向及因應措施。 

一、 台灣醫療產業之問題分析 

經過本報告對台灣醫療產業初步研究及專家訪談，經整理後，分別從總體環

境、法規制度、資金及應用等四層面，進行全面性分析並提出現存之問題。 

(一) 總體環境層面 

1. 醫療成本增加：全球高齡化趨勢，連帶提高慢性病盛行率並帶動全球醫療需

求，但同時世界各國皆面臨醫療保健支出逐年上漲之財務負擔問題，台灣將

於 2026 年邁入「超高齡社會」，面對逐年上漲的醫療成本及需求，其健保的

負擔也逐年加重，為控制支出，將縮減給付，影響醫療產業之獲利空間，不

利產業發展。 

2. 數位化轉型面臨跨域整合的挑戰：21 世紀科技發展朝向跨域應用，在互聯

網及數位科技的發展下，醫療科技被視為能解決現今醫療問題之關鍵角色，

並致力於打造 IoMT，從中獲得價值讓醫療服務模式轉型，此創新發展模式

將顛覆傳統醫療產業既定型態，對製造、法規、技術、人才等都面臨全新局

面及挑戰，如 IoMT 安全問題、全球醫材法規的變革、數位人才與技能的迫

切需求等。 

3. 技術變革的阻礙：面對醫療存在不確定性的風險，且在堅守嚴謹及安全之前

提下，為民眾健康把關是政府的重要任務，因此受法規嚴格之管制，且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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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政府法規許可，是所有醫療產業必經之路，如此，才能於當地進行生產、

製造、銷售及後端服務提供等。囿於醫療法規無法立即依市場需求與時俱進，

因此醫療的數位變革比起其他產業將更加緩慢。 

4. 市場困難性：國際知名醫療大廠如 Roche、Merck、Medtronic、

Johnson&Johnson、GE 及 Siemens 等皆於全球市場佈局多年，面對趨勢所需，

皆採併購模式來擴大市場版圖，因此即便台灣廠商具創新研發能力，除非加

入國際供應鏈，否則難以打入醫療市場，此外，取得法規認證所需的時間長

及環境變化快速，更限縮台灣廠商於醫療領域之生存空間。 

(二) 法規制度層面 

1. 缺乏總體政策規劃思維：醫療是各國重要議題，牽動國家經濟命脈，因此世

界各國皆以國家級計畫推動醫療發展，如蒐集人體基因資料並建立資料庫、

電子病歷普及化及其有意義的使用、醫院軟體標準建立等，需經過策略性規

畫並逐漸形成醫療生態系，是一項長遠項目。回顧台灣在醫療產業發展上，

從精準醫療、醫療器材、智慧醫院到國際醫療皆不難發現台灣所具備之優勢，

但大多呈現各業者自行努力的點狀分布，雖政府政策方向力求整合及異業合

作，實際上卻因政府標案之限制及立即要求成效等因素，面臨計畫不易延續

的困境，以致難以落實政策原預期效益。 

2. 健保制度影響：台灣醫院受到健保總額支付制度影響，獲利空間被壓縮，因

此影響醫院對新科技投資之進度。 

3. 法令對新科技應用的限制：新醫療科技雖能節省人力並引起產業化效益，但

受到醫療相關法令限制，如醫事法仍不容許民間機構進行營利性質之醫事檢

驗及銷售服務，以及目前醫院仍需符合法令所要求之人力配置等，產業化效

益不大。 

4. 個資法對資訊整合的限制：病患資料皆分散至各家醫院系統，政府採取整合

措施，仍需透過醫療機構取得病人之授權，增加醫院人力之工作負擔。 

5. 審查制度限制研發創新：政府鼓勵研發新創技術，但因 TFDA 目前仍缺乏相

關審查經驗之人才及新創技術評核標準，仍以參考歐美法規為主，使台灣廠

商須先到國外取得認證，才有利於台灣取得認證，其審查制度與政府鼓勵呈

矛盾狀態，似乎也間接不鼓勵發展創新商品。 

6. 中央與地方政策不一致：目前雖已放寬醫院可對非本國籍民眾進行醫療行銷，

並取消自費項目收費金額之天花板限制，但因地方政府較保守及同業間削價

競爭的問題，放寬效果不大。 

7. 醫療新技術仍未有定價策略：創新醫療技術將面對定價策略及可能發生的排

擠效應。以台灣已開放的細胞療法為例，該政策雖給予病患新治療選擇，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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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屬客製化治療模式，成本高昂，若納入健保，對健康保健資源會造成嚴重

排擠效應。因此面對精準醫療概念崛起，創新治療模式將逐漸湧現，如何制

定能被接受的定價策略，是台灣政府在醫療相關政策上會面臨的重要難題之

一。 

(三) 資金層面 

1. 創投缺乏對新創生醫的評估方式：創投對新創生醫發展缺乏技術風險評估能

力，使新創生醫業者不易募得資金，難以延伸至應用及跨域發展，對生醫企

業不友善。 

2. 投資偏向短期性：生醫產業研發風險高且時程長，雖高報酬但也高風險。但

台灣資金相對喜好投資如 ICT 可快速回收的產業。在如此保守投資氛圍下，

難以使生醫產業有足夠資金維持下去。 

3. 投資資金分散：台灣醫療欲朝向國際化發展，卻缺乏政府主導的大型資金投

入，只由醫院之個案方式投入資金，資源分散，難以達到規模化發展。 

(四) 應用層面 

1. 精準醫療創新產業缺乏市場出海口：生醫市場多由國際大企業所掌控，台灣

雖於精準醫療價值鏈中皆有相關單位的布局，囿於台灣本身市場小且投入技

術發展的企業規模也較小，難以與國際市場接軌，並進行全球佈局。缺乏市

場拉力，將阻礙台灣精準醫療商品化的發展速度。 

2. 傳統醫材廠商無法貿然投入數位轉型：傳統醫材業者明瞭醫療數位化、物聯

網已是趨勢，但因各國數位法規及相關標準多處建置階段，包括台灣仍在研

議階段，因此無法真正投入大量生產及拓展應用市場，對於數位轉型發展持

保留態度。 

3. 台灣智慧醫院模式複製應用具困難度：智慧醫院可創造之價值，往往與醫院

經營者、使用者的期望息息相關，而台灣醫院系統多採自主發展，造成各家

智慧醫院模式皆不一致，加上台灣未建立醫院系統相關準則供醫院遵守，模

式複製具困難性，不易輸出海外。 

4. 不易涉入醫療核心：台灣科技廠大舉跨入醫療領域，並與醫院有合作實績，

但大多僅牽涉周邊醫療系統，如智慧病房、智慧門急診、慢性病照護平台等，

偏向優化醫院工作流程為主，鮮少涉及醫療核心，離智慧醫院以病患為中心

之目標仍有一段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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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台灣現行醫療產業之問題分析簡表 

面向 問題 

總體環境層面 

･ 全球高齡化使醫療成本增加 

･ 數位化轉型面臨跨域整合的挑戰 

･ 技術變革的阻礙 

･ 台灣各界面臨市場困難性 

法規制度層面 

･ 缺乏總體政策規劃思維 

･ 健保制度影響醫院對新科技之投資 

･ 現行法令對新科技應用的限制 

･ 個資法對資訊整合的限制 

･ 既有審查制度限制研發創新 

･ 中央與地方政策不一致 

･ 醫療新技術仍未有定價策略 

資金層面 

･ 創投缺乏對新創生醫的評估方式 

･ 投資偏向短期性 

･ 投資資金分散 

應用層面 

･ 精準醫療創新產業缺乏市場出海口 

･ 傳統醫材廠商無法貿然投入數位轉型 

･ 台灣智慧醫院模式複製應用具困難度 

･ 不易涉入醫療核心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整理(2019) 

二、 市場發展策略與產業因應措施 

全球醫療正走向數位化並進一步朝向智慧化發展，顯示出科技能解決全球面

臨之醫療問題，而以台灣強勁 ICT 實力及世界首屈一指的醫療服務能力，若採醫

療結合 ICT 產業合作的強強聯合，應該有機會於全球醫療產業佔有一席之地。政

府於 2016 年推出「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生物醫學是其中之一，不難發現醫

療是台灣政府所關注產業之一，且希望將台灣產業從傳統代工模式，轉向高附加

價值發展且提供以服務與解決方案為導向的商業模式，並以創新為首要重點。然

而台灣在發展醫療創新過程中面臨健保制度及醫療相關法規限制，雖保障民眾就

醫權利，卻侷限住醫療產業的發展，如何從中取得平衡點是相當重要之課題，因

此本節依據前文之問題分析，分別針對精準醫療、醫療器材、智慧醫院及國際醫

療提出具體之策略方向及因應措施，作為政府政策建言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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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精準醫療 

全球醫療產業皆朝精準醫療概念前進，是各國積極投入之項目，期盼能成

為新一代醫療龍頭，而台灣也積極推動精準醫療相關政策，但精準醫療生態系

龐大，可藉由台灣已具備之精準醫療研發能量，建立台灣研發生態系，並與國

際市場進行良好搭配，以有效切入國際市場；但台灣目前面臨法規限制及資源

分散問題，使精準醫療發展受到侷限。以下列出具體發展方向及因應措施，以

幫助台灣精準醫療之發展能更加有效拓展。 

1. 健保卡作為個人移動式資料庫 

讓健康數據掌控權回歸個人，以民眾健保卡作為可攜式個人資料庫，不僅

免去醫院重複取得病人授權之行政問題，也能節省國家收集醫療資料之冗長過

程。 

2. 整合全台生醫資料庫 

全台共 106 個人體資料庫，外加健保資料庫及各醫院病人資料，顯示出台

灣具備很多資料含量，卻過於分散，建議以此基礎進行有效整合，建立台灣生

醫資料庫平台，並依資安相關法規，視資料庫性質給予適度開放，以利各界利

用，加速且有效發展醫療新技術。 

3. 建立大數據使用管理機制  

精準醫療需透過智慧醫療才能達成，而智慧醫療須由數據來驅動，但數據

又牽涉到個資風險，彼此環環相扣。目前台灣個資法強調蒐集前須徵得同意，

然很多隱私風險要等到資料被使用後才會具體化，事前同意會使得資料擁有者

產生很安全的錯覺。許多國家是透過專法來更加強調資料擁有者(病患)的事後

退出權，並強化對資料使用者的行為義務要求。英國在歐盟「一般個資保護規

則」（GDPR）實施後，去(2018)年公醫系統（NHS）設立退出機制（opt-out 

programme），病患可決定自己資料不被利用；德國 2015 年通過《加強健保電

子資料流通與使用法》，建立認證制度及嚴格加密要求，讓病人有權知悉使用

情形及刪除；澳洲類似我國健保署「健康存摺」的系統 My Health Record，可

讓民眾在線上決定自己哪些資料要給哪些機構看，開放讓商業機構得以利用這

些資料進行開發；日本於 2017 年的《次世代醫療基盤法》，規定若充分通知病

人並提供退出機制，而病人未作退出表示，就推定同意研究。建議台灣需建立

大數據管理機制，除強調病患事後退出權，也強化對資料使用者之行為規範及

需履行之義務，並藉由政府擔保資料不外流，使民眾放心參與。 

4. 開放民間企業發展第三方獨立醫學檢驗機構 

美國有諸多健康診斷服務商提供系統軟體，快速分析基因數據，進而配對

FDA 許可藥物，甚至能去比較各保險公司給付方案，提供醫生最有效率之治療



142 
 

決策，而中國也已政策性開放第三方檢驗機構，形成「獨立醫學檢驗」產業，

大力推進中國精準醫療發展，但台灣目前受限於《醫事法》，不容許民間機構

進行營利性質之醫事檢測及相關銷售服務，建議彈性修法，以免阻斷了台灣龐

大的檢測與診斷軟體服務商機。 

5. 共建創新生醫技術之評核標準及定價策略 

民間第三方非營利單位的檢驗有時具備更高的敏感度與效率，如能結合技

術研發法人之實驗室（如中科院、國研院、工研院等）與教學醫院（如台大、

榮總），以實驗場域方式為創新生醫技術的品質進行驗證並比對國際標準，可

作為台灣 FDA 新創生醫技術評核之依據及定價策略，有助於新創科技服務進

入台灣市場，並以此作為商業跳板。 

(二) 醫療器材 

台灣醫材出口產品多屬中低階居家消費型，面對醫療數位化轉型，醫材生

態圈須優化技術以走向高附加價值，且以服務與解決方案為導向的商業模式邁

進。政府雖鼓勵台灣傳統醫材商及跨域廠商能從既有醫療體系和價值鏈中找到

切入點而發展出創新的「me-only」產品，但面對台灣缺乏相關領導廠商及數位

化趨勢與現行審查制度不符期待下，使台灣創新數位化醫材發展窒礙難行，因

此提出以下具體之發展策略，以加速台灣數位醫材之發展。 

1.仿效美國 FDA 認證前試驗計畫 

為鼓勵醫材數位化創新，可仿效美國 FDA 認證前軟體試驗(Pre-Cert for 

Software Pilot)計畫模式，選擇已研發出新醫療科技或設備之科技廠、藥廠、醫

材廠或其他生技業者加入計畫，讓這些業者享有產品優先上市權力，也藉此針

對創新醫材建立審查機制，可加深審查人員信心以及讓業者有依據可循，利於

台灣創新醫材之發展。 

2.開放公立醫院為使用場域 

醫院為醫療需求者集中地，公立醫院是由政府單位所管理，也是受民眾信

任之場域，藉由開放此場域讓受過政府認證之新創醫材有被介紹的機會，不僅

讓有需求之民眾有更多選擇，同時透過民眾之反饋來獲得醫院支持，進一步督

促及鼓勵企業創新發展，作為拓展國際市場之基礎。 

3.建立數位醫材專法或專章 

除仿效美國及歐盟數位醫材法規來建立相關標準外，需啟動台灣場域驗證

計畫，針對能解決醫療問題之創新醫療技術/產品進行相關風險及情境分析等臨

床評價，從應用或風險導向為前提來進行試行，進而建立高效且可顧及風險之

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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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培育及廣納數位人才 

隨著物聯網時代到來，醫療面臨數位變革，醫材產業也須有高水準之數位

技能、數據分析和機器學習能力，以及受過良好教育和反應靈敏的員工。擁有

數學、統計或資訊工程學歷或訓練，以及具備資料探勘(data mining)與資料視

覺化(data visualization)經驗者，都是炙手可熱的人才。建議將數位相關課程納

入勞動部職前訓練課程及學校選修課程，鼓勵失業勞工、在職人士及學生進修，

並放寬「海外人才歸國橋接方案」規定及辦理「產業人才海外網絡鏈結暨延攬

計畫」，以有效招攬及因應未來數位人才之需求。 

(三) 智慧醫院 

智慧醫院可創造具優化和自動化流程的環境，改善現有照護流程，為病患

導入醫療保健新功能，以降低醫療錯誤發生和節省醫療成本。台灣是亞洲最早

發展智慧醫院的國家之一，但健保總額支付制度，讓不少醫院在控制營運成本

上已費盡心思，而導入科技可能需花費鉅額成本但無法確認是否安全、有效，

使得大多醫院導入速度緩慢。隨著鄰近日本積極建設 AI 智慧醫院及中國已公布

智慧醫院相關政策情況下，其智慧醫院發展恐超越台灣。雖大多台灣醫院對科

技有較高接受度也願意與科技廠合作，但無奈受限於現行法規及資金捆綁，使

台灣智慧醫院發展過程艱辛，以下列出台灣推動智慧醫院之具體發展方向及因

應措施，期盼能加速其發展。 

1. 透過國家級場域計畫作為台灣智慧醫院系統標準之制定基礎 

由政府主導發展醫院數位化系統建置計畫，透過自願參與之醫院、醫院硬

體廠商、軟體廠商、系統整合廠商及研發法人機構之間合作，藉由合作過程中

找出醫院系統相關標準，確保其安全性及有效性，為台灣智慧醫院奠下法規基

礎，讓醫院及企業有標準可循，利於進一步發展智慧化，更能將此經驗輸出至

海外市場。 

2. 發揮國防科技能量協助發展台灣智慧醫院 

仿效先進國家透過國防科技協助發展民生產業模式，將國防技術本身具備

軟硬體系統整合之含量，補足台灣醫院及企業於智慧醫療相關之技術缺口，如

數位化、自動化技術、IoT、機器人、AI 等；此外，根據政府 5+2 產業創新計

畫，國防產業被賦予國家資訊安全任務，因此國防可與衛福部、醫院、相關法

人及企業共同合作來解決醫院之資安困境。 

3. 放寬遠距醫療法規 

遠距醫療能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下提供醫療服務，縮短就醫時間。台灣遠

距醫療於明年（2020 年）開始將適用於偏鄉及離島地區且納入健保給付範圍，

但仍受限於醫師法，僅限於醫師與醫師遠距醫療協助，期望未來能逐步放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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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間，甚至醫病或護病間，真正解決距離及資源有限的問題。 

4. 鼓勵民間資本投入智慧醫院輸出 

政府與民間企業共同推動台灣智慧醫院模式之輸出，以特許權協議為基礎

進行全程合作，以醫院為核心，使政府、醫院和企業共同對項目運行的整個時

程負責，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執行項目建設，並同時保障國家與民間企業各方之

利益，不僅能有機會縮短項目建設的時程，也讓醫院更有意願參與。 

(四) 國際醫療 

從泰國、新加坡、南韓及印度之標竿醫療集團例子中不難發現皆為公司化

經營運作，與台灣醫院運營模式不同，台灣法規限制醫療財團法人在海外投資

及設立醫療據點，且各國之醫療服務法規和制度都不同，因此台灣醫療機構直

接落地當地市場之障礙大且成功性低，以下列出能增加台灣在國際醫療服務推

動之具體發展方向及因應措施。 

1. 成立「國際醫療整體服務運營公司」 

參考國際上發展國際醫療之具體作法，成立國際醫療運營公司(Facilitator)，

採用公私營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由政府與民間企業共同投

資成立，承接國際醫療周邊服務，並於公司內設置如國際醫療病患協調師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Coordinator)的角色，作為病患與醫院間主要溝通人員，

為國際醫療病患提供最適切之來台就醫旅遊計畫，讓國際醫療旅客及陪同家屬

於服務過程中所有需求皆能獲得滿足，也能確實讓醫師了解病患痛點，有效診

治，建立良好醫病關係。該角色須與國際醫療病患、醫院、醫師及相關周邊人

員有密切及信任關係，讓醫院能專注執行醫療專業，此外也能作為國際醫療服

務發展平台，透過公平分配利益原則及審查機制，讓周邊服務相關廠商能共同

參與，進而吸引更多有需求之國際病患來台就醫，帶動台灣境內相關產業之經

濟發展。 

2. 與當地政府、企業和保險公司合作，建立完善人流引入服務 

與目標國家之地方政府或大企業合作，以義診模式建立品牌、行銷推廣、

建構通路等，並與當地保險公司合作，建立轉介及給付機制，引進有需求病人

到台灣治療，提升整體服務流程之效率及滿意度。 

3. 政府資源整合，協助國際醫療行銷 

泰國、南韓及新加坡成功發展國際醫療服務模式，皆有一共同點，均結合

觀光資源進行國際醫療行銷，如新加坡成立專責部門負責廣告行銷，南韓更是

利用韓劇建立醫美品牌形象，推播至全世界，因此建議觀光局能在旅遊宣傳上

行銷國際醫療，讓各國外駐點或附屬機構協助發放醫療宣傳品或播放短片，強

化國際旅客對台灣醫療服務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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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台灣優質醫療服務與健保獲得全球肯定。當全球醫療朝向精準醫療發展，進

行典範轉移之際，科技業開始跨入醫療產業，智慧醫療成為全球科技巨擘搶進的

夢幻商機。而台灣擁有完整電子供應鏈，具有科技與醫療的優勢，有機會佈局生

醫產業發展；但另一方面，台灣正面臨著健保支出破兆的沈重負擔，若要維持健

保費不調漲但仍繼續享有醫療服務的美名，亟需改變醫療服務公共化的現況，尋

找快速產業化發展之良方，靠經濟動力驅動，來創造社會永續發展的動能。  

  本報告針對推動台灣醫療產業發展，評估其潛在機會與面臨的挑戰及可能的

因應策略，再以台灣醫療產業四大主軸─精準醫療、醫療器材、智慧醫院及國際

醫療等進行深度剖析，盤點全球與台灣的發展概況以及未來發展趨勢，進而找出

台灣之產業定位與發展方向，最後綜整產業專家意見，提出因應策略，在此謹彙

整本報告之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本報告從第二章「全球醫療產業發展趨勢及現況」中發現，世界各國都在想

辦法因應逐年高漲的醫療需求及其支出，而新科技的導入被視為能解決問題的重

要手段及作為開創智慧醫療之新契機。但發展智慧醫療勢必對現行醫療體制、既

有服務流程及民眾就醫習慣產生衝擊，甚至於制度及法規都將面臨重大變革。醫

療產業受法規嚴格管制，即便台灣已有強大技術與應用能力，在醫療本身仍需保

守謹慎前提下，應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轉型，使逐步達到智慧化目標，如階段

性進入醫療需求者之生活當中，使其影響及改變傳統醫療保健服務方式，進而影

響法規，促使醫療型態轉型，應是推動智慧醫療較有效之方式。 

於第三章「精準醫療發展」中指出，隨著生醫研究及其技術的進步，醫療也

正從通用性治療到個人化治療的典範轉移，因此精準醫療為醫療產業發展帶來新

的轉變，被預期商機無限，其市場呈快速成長。然而精準醫療需要國家支持才能

實踐及達到目標，目前世界各國皆投入大筆預算進行相關研究，進行相關基礎建

設，並以法規、國家計畫來促使精準醫療產業之發展及推動。台灣也在近兩三年

開始積極推動精準醫療相關政策，在精準醫療的「檢測」、「診斷」 、「治療」與

「監測」的產業鏈中皆有廠商及相關學研單位的布局，然而各單位皆為自主開發，

呈現點狀分布，未構成「研發」、「預防」、「治療」、「服務」四端實際運作網狀互

聯的價值關係，力量零散。台灣具有精準醫療發展之技術優勢，在這場全球精準

醫療賽局中，台灣致勝關鍵首要之務在政府與民間合作，建立跨領域、跨產業的

協同創新平台。為能加速跨域整合，一方面加速資料庫跨單位整合，以發展提供

研發基礎之「技術推力」(technology push)，另一方面需鬆綁相關醫療法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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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醫學檢驗產業，以發展市場拉力(demand pull)，在該平台上透過技術推力與

市場拉力，讓產官學研的核心能力與競爭優勢得以整合與發展，找出台灣發展精

準醫療的新商業模式。 

數位化最快反應於第四章所探討之「醫療器材產業發展」，其為目前全球醫

材產業重要發展趨勢，並將該產業導引至「醫療 4.0」時代，從過往實體產品提

供價值轉變為以無形服務產生供給之差異化，創造醫材產業更高之附加價值，朝

向以不受時間、地點限制之服務提供為目標。主要醫材市場國為因應趨勢所需，

提出戰略級數位醫療行動方針，建立創新技術相關標準，使企業有準則可遵循，

其不管在法規或稅制上都鼓勵創新技術研發。醫材數位化發展將促成互聯式醫材

爆發性成長及醫材 IoT 生態系(IoMT)產生，互聯式醫材能產生、蒐集、分析與傳

輸健康數據或影像，與相關人、事、物進行串接，將 IoMT 成為可能。而台灣於

醫材產業鏈中，因欠缺高端產品技術，生產產品種類以居家消費性中階醫材為主，

因產品品質佳，具備代工優勢，但只以「me-too」及「me-better」產品為主要外

銷力道，其特點在於產量大且價格低廉，是造成台灣醫材進口值仍高於出口值之

原因。台灣因具備電子業、資通訊業競爭優勢，隨著醫療需求增加，近幾年電子、

資通訊等相關異業廠商積極跨入健康保健領域，應進入以”價值”來思考的階段，

並憑藉具有的優勢，建立 IoMT 生態系，相信是有機會發展出符合市場需求之

「me-only」產品，提升競爭力。然而數位醫材發展若沒有完善法規可依循，將使

醫材業者無所適從，錯失商機，台灣現階段醫材法規的更新迫在眉睫。 

第五章探討「智慧醫院發展」，IoT 為其重要的驅動力，因醫療多屬內需市場，

因此智慧醫院多與在地連結。整體而言，智慧醫院需仰賴 ICT 創造出具優化和自

動化流程的環境，並透過 IoT來改善現有照護流程，為病患導入醫療保健新功能，

提供更有價值的服務，帶給病患更好的照護體驗，並達到醫院最佳之營運效率，

同時帶動不少市場新商機。台灣是亞洲地區最早投入智慧醫院發展的國家之一，

主要聚焦於病歷電子化與數位化、遠距醫療及資訊安全，台灣醫院普遍已完成院

內電子化及數位化，大多偏向優化流程為主，目前正積極達到資訊化，以期能做

到自動化，最終達到智慧化目標。高齡化趨勢，醫療需求將不斷增加，已吸引台

灣電子業大廠投入醫療科技產業發展，並透過與醫院合作實績，逐漸建立台灣醫

療產業輸出創新模式，但大多仍以改善醫療流程為主，鮮少涉及醫療核心，加上

智慧醫院屬創新領域，充滿許多不確定性，若要吸引醫療機構朝智慧化轉型，建

議政府應鼓勵醫療機構與異業廠商合作，並開辦及申請試點計劃，驗證科技導入

及驗證制度之可行性及效益，使醫院有信心逐步轉型，達到更優質醫療服務及提

升運營效率之最終目的。 

第六章「國際醫療服務發展模式」在於如何將醫療服務和觀光服務有效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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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家帶來最高經濟效益。從亞洲地區新加坡、印度、南韓及泰國成功國際醫療

發展經驗可知，其不僅有政府政策的強力支持，且藉由財團式發展，成功建立國

家醫療品牌形象及完善之轉介機制，以系統性方式拓展海外版圖，將服務擴大。

而台灣主要國際醫療旅客來源仍以中國大陸為大宗，因為容易受到兩岸政治關係

影響，目前政府將焦點放於東南亞市場，也因此帶動東南亞醫療旅客人數開始增

加。雖台灣有被世界認可的醫療照護體系及高水準醫療服務，且政府與醫院推行

國際醫療亦已有多年經驗，但發展狀況仍遠不及泰國及印度，除了受到健保總額

支付制度及醫院非營利組織模式影響，使台灣醫院無法有多餘心力專注於國際醫

療任務外，醫院點對點之單打獨鬥模式，很難永續發展及帶動產業共同輸出。因

此，以國家力量整合台灣優勢，並補足台灣國際醫療服務缺口之平台，是重要關

鍵。 

二、 建議 

(一) 建置可反映全球產業發展趨勢及與國際接軌之規章 

1. 構思法規納入數位醫材管理機制 

數位化趨勢及物聯網時代來臨，互聯性醫材將日增月益。台灣擁有資通訊

優勢，企業在創新醫材上表現優異，但因台灣醫材受藥事法規範，在創新醫材

認定上，因無評核依據，企業一般需先取得美國與歐盟認證後，才可能加速取

得台灣的醫材認證。面對全球數位化醫材發展趨勢，目前美國與歐盟皆因應此

趨勢，除了建立醫材專法外，也針對數位醫材的性質，以風險為導向來規畫管

理方式。行政院會雖已於 2017 年 12 月 14 日通過「醫療器材管理法」草案，

協助縮短創醫材合規與進入市場之時程，但該草案目前尚未通過，且數位醫材

亦未納入該草案中，建議政府應參考國際對醫材專法立法之經驗，進行法規增

修。 

2. 逐步放寬遠距醫療限制 

遠距醫療突破地理限制，讓醫療場域從醫院延伸到家庭，甚至可讓海內外

醫護機構與人員對病患進行診斷、治療與溝通合作，病患家屬可得到即時回應

與支援。衛生福利部已於 2018 年 5 月 11 日公告「通訊診察治療辦法」，放寬

遠距醫療之照護對象與模式，山地、離島及偏鄉地區得由醫師以通訊方式詢問

病情，但仍受限於醫師法第 11 條醫師需親自診察之規定，只能醫師與醫師遠

距醫療協助。為能加速遠距醫療發展，建議政府應積極朝向開放地域及對象限

制，讓醫師可以隔空對病患看診並開立處方，以發揮遠距醫療之實質功效，進

而促成數位醫材商業化發展。   

3. 建立大數據使用管理機制，強化智慧醫療發展之基礎 

發展智慧醫療有二大條件：需有巨量醫療資料（會跟不特定資料庫進行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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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及讓開發產品的商業機構能與醫療機構共享資料。但因個資法限制，除

非病人同意使用，醫院不能擅自把數據資料拿去衍生運用。為能發展以大數據

為基礎之智慧醫療，建議政府師法如英、德、澳洲及日本等先進國家，於個資

法規範資料使用者行為，並保障資料被使用者之權益，如事後退出權，由政府

擔保，建立讓民眾信任的機制。 

(二) 推動具規模之場域計畫作為發展智慧醫療的監理沙盒 

1. 仿效美國 FDA 認證前試驗計畫，並結合研發法人及醫院能量，共建醫療新

技術相關標準及審查機制 

醫療與科技之結合使創新的醫療模式推陳出新，舊有的監管模式便成為智

慧醫療發展的阻礙。醫療創新技術或產品的使用安全性及其確效，需面對跨機

構、跨部會的協調溝通及繁複的監管措施，可能從開發、審核到上市，即需經

歷一段漫長的流程及時間，因此，國際間先進國家開始試圖以監理沙盒機制，

減少產業發展新創技術時所面臨既有法規的限制，協助智慧醫療產業發展。建

議政府推動醫療沙盒機制，在沙盒實驗下，結合產官學研力量，邀請研發新技

術之企業加入，結合法人之實驗室與教學醫院，以實驗場域方式為創新醫療技

術或產品的品質進行驗證並比對國際標準，也藉此試驗建立新醫材或治療模式

的審查機制及標準，並提升審查機制能力建構，利於台灣新醫療技術之發展。 

2. 以公立醫院作為提供創新產品或服務之示範場域 

醫院為醫療需求者集中地，公立醫院是由政府單位所管理，也是受民眾信

任之場域。台灣創新產品要推向全球市場，應先被台灣市場所接受，成為向全

球展示的示範市場。建議政府運用相關醫院場域，讓受過政府認證及表揚的新

創醫材有被使用的機會，提供有需求之民眾有更多選擇，同時獲得醫院使用後

之反饋意見，進一步督促及鼓勵企業創新發展，作為拓展國際市場之基礎。 

(三) 推動精準醫療之友善研究環境 

1. 整合全台生醫資料庫 

台灣具備很多發展生醫所需之資料含量，包括健保資料庫、各醫院病患資

料及全台 106 個人體資料庫，除了醫療院所為申報而有的健保資料庫外，其餘

資料皆散落於各醫院及學研單位。為達精準醫療之目標，建議政府應先針對散

落各方之資料進行整合，建立全台生醫資料庫平台，並依資料性質將平台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有條件地分別開放學研單位及第三方研

發商，讓資料能安全且有效被運用，加速台灣智慧醫療發展，達到精準醫療的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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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放醫療檢測商業化發展 

基因檢測被視為精準醫療之基石，因此發展精準醫療，首要是基因檢測能

普及化，因此有必要朝向商業化，讓消費者接受，進而有更多人使用之正向循

環發展。發展過程中，因有營收可促進商品研發，並藉由收集數據修正產品，

產出更符合大眾需求之檢測工具，讓規模效益加大，進而普及化。後續除了幫

助藥廠篩選出符合個案需求之藥物，也能提供醫生最有效率之治療決策，更可

作為保險給付之基礎，隨著應用層面擴大，更能加速台灣精準醫療之發展。 

(四) 公私部門合作推動台灣醫療服務相關項目，以市場機制開拓國際市場 

1. 公私部門合力推動智慧醫院輸出 

以台灣的醫療優勢，透過醫院與電子業、醫材業者共同合作，可以打造台

灣的智慧醫院模式，如於國外打造智慧醫院，並導入台灣優勢之醫療服務模式。

惟智慧醫院國外輸出模式的成功，涉及土地取得、當地法規許可、市場經營、

資金投入等，建議應建立政府與民間企業共同推動台灣智慧醫院模式輸出之發

展機制，以特許權協議為基礎進行全程合作，保障國家與民營企業各方之利益，

不僅能有機會縮短智慧醫院建設的週期，也讓醫院更有意願參與。 

2. 發展兼顧國內醫療服務品質且具競爭力之國際醫療服務 

台灣政府從 2007 年就已開始推展觀光醫療，曾一度積極推動國際醫療政

策，即便台灣醫療高品質已受到國際肯定，但與泰國、印度相比，成效顯然落

後。臺灣具規模之醫院多屬非營利組織，人力與物力皆受限之情況下，基本上

僅能透過政府專案計畫(缺乏長期總體策略)、人道救援/義診及當地相關組織提

出需求來建立合作關係。建議在兼顧國內醫療服務品質下，由政府與目標國家

建立台灣醫療形象及通路模式，允許台灣醫療機構營利/非營利多元經營模式，

擴大醫療服務對象，可增加醫療機構收益，補充健保資源不足、醫療技術不斷

提升且帶動醫療等相關產業發展，為國家、產業、民眾帶來三贏 。 

3. 成立「國際醫療整體服務運營公司」 

台灣推動國際醫療已久，但成效不彰。目前國際醫療已列入醫院評鑑項目，

各家醫院多自主經營發展，雖政府目前以標案方式推動一國一中心，醫院即使

得標，但經費不多(一家 800 萬)，在進行醫療服務之餘，也很難有多餘人力投

入國際醫療的通路經營、人流引入、客戶禮賓服務等事務上，無法帶動台灣國

際醫療之發展。建議政府應參考國際上發展國際醫療國家之具體作法，成立國

際醫療運營公司(Facilitator)，採用公私營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由政府與民間企業共同投資成立，任務為建立國家品牌形象，並承接國

際醫療周邊服務，作為病患與醫院間之溝通橋梁，為國際醫療旅客提供最適切

之來台就醫旅遊計畫，讓醫院能專注執行醫療專業；此外也可作為國際醫療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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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發展平台，透過公平分配利益原則及審查機制，讓周邊服務相關廠商(金融、

保險、住宿、旅遊等)能一起參與，建立完善之人流引入所需的所有服務，進

而吸引更多有需求國際病患來台就醫，帶動台灣境內周邊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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