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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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tech companies can add value by uprooting low-value
care
Deloitte Consulting LLP, Principal, MedTech Practice Leader / Glenn
Snyder

現今許多醫療照護產業之利益相關者皆致力於提升照護品質並降低成本，本
文指出如何運用醫療科技設備來減少低價值照護…

Consumers want connected medical devices, but demand
for digital experts could put further strains on the talent
pool for medtech
Deloitte Monitor, Managing Director / Pedro Arboleda

醫療科技公司除了與具有技術優勢的新創公司競爭外，亦面臨了不同產業積
極尋求頂尖技術人才的威脅，其可採用何種策略以延攬人才加入？

Turbo charge your drug development: How pharma
companies should use emerging technologies
Deloitte UK Centre for Health Solutions, Research Manager /
Francesca Properzi

製藥產業的研發管理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銷售價格降低及研發成本增加
造成投資報酬率隨之減少，企業可採用哪些新技術以改善此困境？

Avoiding a flat line when it comes to risk in health care
Deloitte & Touche LLP, Principal / John Condrad

隨著硬體及軟體技術的進步，醫療照護產業需意識到其潛在的法遵、隱私和
資安風險，同時亦應了解如何因應以確保產品的安全性和品質…

財稅議題
中美貿易戰下企業須了解之規定及因應對策
面對中美貿易戰所衍生之衝擊及不確定性，建議企業盤點產品是否被納入加
徵關稅清單外，也應先了解商品原產地原則及企業本身供應鏈成本結構…

《中國稅務與商務諮詢》BEPS 時代，集團價值鏈重組之稅務案例
剖析
近年許多跨國集團為符合移轉訂價規範及降低稅務風險，遂進行營運交易流
程改造，而若該價值鏈重組未符合某目的或要件，可能被認定為避稅行為…

創業心法
創業時代－新創公司股權分配新面向(上)
為避免創業團隊有了資金就沒經營權，可設立「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無面額股、多種特別股、限制轉讓和股東間表決權拘束契約來穩固經營權…

創業時代－新創公司股權分配新面向(下)
107 年 8 月甫通過公司法修正案，其中公司法第 157 條修法後允許非公開
發行公司可發行多種特別股類型，亦可使創業團隊做更彈性的股權分配…

風險管理議題
提升企業人才資本反應力的秘密武器
跨國企業在面臨多國、多語系、多時區、勞動法規更新、各式資料分析與管
理報表之要求下，建議透過新一代人資系統來提升人力資源反應力…

財務長的挑戰：淺談企業匯率風險管理
企業透過外匯避險來控制外匯風險，時有成效不彰之結果。建議評估外匯避
險對於公司獲利的影響程度，再考量是否需委託外部諮詢或建立資訊平台…

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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蒞臨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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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 Loke Wai Chiong 博士，以及勤業眾信醫療照護負責
人，分別介紹東協及台灣近年數位醫療發展趨勢；此外，亦將安排業界及官方代
表分享寶貴之實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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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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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