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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生醫電子報 - Bio Current 

點亮您的生醫視野 

 

產業專欄 

創新及經營 

Winning the patient-centric race  

Deloitte Consulting LLP, Principal / Chris Zant 

以患者為中心的醫療照護正快速發展，這種方式可以為患者的需求提供有效

的服務，然而，要達成最終目標「改善治療結果」則需把握以下關鍵原則… 

The five Cs of disruption 

Deloitte & Touche LLP, Partner / Pete Micca 

隨著私募股權和風險資本等資金流入，使得新創事業獲得立足點，而現有企

業應該更了解當今市場塑造醫療科技未來的五大要素，以維持競爭力… 

Portfolio optimization could help medtech navigate a 

perfect storm  

Deloitte Consulting LLP, Principal / Mark Fedro 

許多醫療科技公司的產品組合廣泛且複雜，不僅難以有效管理，亦可能會限

制其利潤率以及投資和創新能力，公司應如何重新制定適當的產品組合？ 

Disruptive potential of genomics could prompt life 

sciences companies to accelerate deal-making 

Deloitte Consulting LLP, US M&A consultative services leader / Susan 

Dettmar 

基因組數據可透過分析轉化為有效的診斷和治療資訊，這種潛力正促使生物

製藥和基因組學公司之間建立交易或聯盟的合作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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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稅議題 

台灣：公司法修正未來稅務應因應的課題 

公司法修正案已於 107年 8月 1日經總統公布，本次修正影響層面甚鉅，

未來必將面臨諸多因應而生的稅務課題… 

中國大陸：台商企業如何面對社會保險費落實徵繳時代的來臨 

中國大陸於今年 7月公佈了國稅地稅徵管體制改革方案，面對即將自明年開

始的高合規遵循要求，建議企業審慎評估因應措施，做好風險管理工作… 

創業心法 

如何評估公司價值－常見的估值方法 

新創公司募資過程中除了提出商業模式未來發展性外，最終要和投資人談判

的就是募資金額及釋出之股權，此時就涉及公司估值之問題… 

公司法修正友善新創特別股議題探討 

基於新創事業長期因籌資及經營權穩固的困擾，本次公司法修正關於新創事

業特別股約定條件，大幅賦予新創事業與投資人談判的彈性空間… 

 

投資議題 

以股作價出資的法律限制  (請見通訊 p.27) 

我國公司或外國公司因投資、併購等因素持有其他公司股票或股權，而欲以

股作價出資，再投資其他我國公司時，則須注意相關的法律限制… 

中國大陸：擴大企業盈餘再投資優惠 

隨著中美貿易戰的開打引發雙方不斷升溫的緊張局勢，中國政府為鼓勵外國

投資者來華投資，於今年 9月發布擴大境外投資者投資優惠的新政策… 

 

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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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消費暨農業生技產業論壇】 

展望食農產業的新視野 

現今台灣各地皆盼能結合創新的經營方式，以翻轉農業所面臨的挑戰。然而，如

循環農業此類新型態商業模式，因資金面銜接不易，以及新創團隊缺乏適切的資

源，而難以發展茁壯。此論壇將由生技公司、櫃買中心代表及勤業眾信農業與農

業科技負責人，一同探討國內食農產業的最新趨勢，並分享如何邁向國際化、募

資及財務規劃等議題。 

 型式：研討會  

 日期：2018 年 11 月 22 日 (四) 

 時間：13:30-16:30 

 地點：高雄展覽館 304A會議室 

【點此報名】 

 

【亞太生技投資論壇】 

新藥與國際資本媒合平台 

由鑽石生技投資主辦，勤業眾信、生策會及台新銀行協辦的「亞太生技投資論

壇」，本次關注議題包括「如何打造生技獨角獸企業」及「生技企業運用資本市

場加速國際化」，並有企業發表/商務媒合等平台。勤業眾信更特邀 Deloitte 日

本生命科技與醫療照護財務諮詢專家分享「亞太區生技資本市場競合與發展」。 

 型式：演講/生技企業發表/媒合平台 

 日期：2018 年 11 月 28 日 (三) 

 時間：08:30-17:00 

 地點：W hotel 8F 風尚廳 

【詳細內容及報名可洽論壇網址】 

 

【勤業眾信數位 X 醫療照護創新論壇】 

從東南亞發展看台灣商機 

勤業眾信長期關注數位與醫療照護創新議題，本次藉 2018 台灣醫療科技展匯集

各界菁英齊聚一堂之際，舉辦「勤業眾信數位 X醫療照護創新論壇」。本論壇

特邀 Deloitte東南亞醫療照護負責人來台分享新加坡的數位醫療照護最新趨

勢，並邀請相關產業專家分享台灣數位醫療跨入東協市場的機會與挑戰。 

 型式：研討會  

 日期：2018 年 11 月 29 日 (四) 

 時間：14:00-17:00 

 地點：南港展覽館 402AB 會議室 

【點此報名】 

https://twap.deloitte.com.tw/NS/RegSeminar.aspx#/Reg/cfa0860e83a4c3a763a7e62d825349f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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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醫療產業專區 
 

勤業眾信生技醫療產業團隊整合跨國資源，順應產

業脈動，幫助您為面臨的問題找到最合適的解決方

案，提供具競爭力的優質服務。 即刻前往了解! 

勤業眾信生醫電子報 Bio Current於每月 20號為

您帶來 Deloitte 全球生技醫療產業專家觀點，前期

內容 請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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