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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投資者如何看待醫療產業的未來？

展望目前醫療照護產業的供應商、支付方、生命科學機構和相關的各方參與者，我們的目標皆致力於降低成本，並

期望能同時改善醫療照護品質。許多醫療照護產業的領導者開始重視病患的參與度和滿意度，以及先進技術的導
入，並將兩者視為未來發展策略中的重點；然而，在整合方面仍難免遇到不少挑戰和阻礙。台灣醫療照護業者在進
軍國際化醫療產業的過程中，擁有許多靈活、以消費者為中心、專注於科技的醫療科技新創企業，並利用新興且專
業的技術在市場上蓬勃發展。在未來，產業內的新興企業與既有企業是否會成為夥伴仍是未知數，不過這些新興企
業已陸續為未來的醫療照護產業提供了更多元且不可或缺的解決方案。

Deloitte 醫療照護服務團隊發現，創投業者、特定私募股權投資人，以及企業創投資金，目前正以有助於推動

未來醫療的產品、服務和解決方案作為投資標的。在此份報告當中，除了與 15 位醫療科技投資者深入訪談外，
Deloitte 也針對 Rock Health 數位醫療資金資料庫中的資料進行分析，並從中發現近年健康與照護服務的新創企業

獲得的投資大幅成長，對於能善用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和物聯網於自身產品和解決方案的新創企業，其所獲得的投
資也顯著增加。

除醫療照護產業的既有企業應盡力了解相關趨勢，以利規劃未來發展策略，醫療科技投資者和新創企業在持續開發
獨特產品和解決方案的同時，也應思考醫療照護產業的未來走向。因此，Deloitte 針對傳統創投和企業創投機構進

行趨勢分析，並結合台灣醫療產業議題與觀點，以期為醫療照護產業帶來了全新觀點，讓企業能從中獲得足以轉換
觀點的有益見解，協助產業邁向全新的醫療型態，解決傳統醫療照護模式所無法解決的問題。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生技醫療產業負責人

虞成全 會計師 Robert Yu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醫療照護產業負責人暨風險諮詢服務

溫紹群執行副總經理 Rick 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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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醫療照護市場
4

1

2021醫療照護產業展望

全球醫療照護產業的投資趨勢概覽
對新創企業而言，取得創投基金通常意味著自身的價

值主張與產業現況和未來相符，並以科技做為基石的

同時，創投的資金流向也可作為判斷未來市場表現和

業應注意以下事項：

值主張獲得認同、具有成長潛力，是一項重要的指標，

新興趨勢的指標。因此，Deloitte 針對傳統創投和企

業創投機構進行分析，以了解其針對未來醫療的投資
標的為何。此外，更與來自醫療照護和其他產業的創
投、企業創投機構，共計 15 位的主管進行訪談，並且

運用 Rock Health 數位醫療資金資料庫中 2011 年至
2019 年的資料，分析醫療科技新創企業的相關資金的
配置與流向。

創投常被認為傾向投資較新穎的複雜技術或未驗證產

品的新創企業，且專注於尋找新的獨角獸企業。然而，

醫療照護產業的創投於追求創新技術的同時，也十分
重視企業的長期發展性，並會深入調查該企業的價值
主張可能造成的影響。醫療產業的投資者傾向支持價

新創企業。此外，投資者也不斷強調相關醫療科技企
・ 提 升 照 護 品 質： 關 鍵 議 題 包 含 將 社 會 決 定 因 素
（social determinants）與醫療照護相結合、提高患

者參與度並鼓勵患者改變行為，以及改善患者體驗、
推廣遠端病患監控與提倡醫藥遵囑等等。

・ ��成�：改善醫療照護產業的臨床和運作工作流
程、針對現行體制中不順暢的流程與領域制訂專屬解

決方案、去除不必要的成本、將真實世界證據（RWE）
整合進入使用新興科技的解決方案中、改善臨床試驗
的病患招募與監管程序。

・ �大照���：虛擬照護服務和遠距醫療是參與訪
談者最常提到的兩項解決方案。

醫療科技的定義

「醫療科技」的含義正如其名，即是醫療照護和科技的結合。Deloitte 對醫療科技新創企業的投資分析是以

Rock Health 的資料為基礎，而 Rock Health 則著重於追蹤將科技視為產品或服務的企業。以科技作為驅動要素、
但產品和解決方案與科技無關的企業，則未列於其中。舉例而言，該資料庫中並未納入新創保險公司 Oscar
Health、醫療保險公司 Clover Health，以及醫療公司 One 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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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量化分析：以Rock Health的資料為基礎，針對醫療科技領域的創投交易案進行資料分析。將根據以下標準針對
新創企業進行分類：

・新創企業的目標／價值主張：以Deloitte對未來醫療產業商業模式的願景作為分類依據。
・差異化科技：讓新創企業從競爭者中脫穎而出的新興科技，包括
–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
–數位醫療設備
–基因組學和DNA測序
–物聯網（包括遠端監控、遠距醫療和穿戴式技術）
–非醫療用途的器材硬體

主管訪談：Deloitte與來自傳統創投和企業創投的15位高階主管進行訪談，以藉此了解投資者對醫療科技投資
和未來走向的看法。訪談過程中，主要的討論項目包括投資的首要領域和新興領域、醫療科技新創企業面臨的
挑戰，以及新創企業在醫療照護產業中克敵致勝的必備核心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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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健康與照護服務新創企業所獲得的資
金，已經超越了資料及平台領域的企業

到了 2040 年，今日一般大眾所熟知的「醫療照護產業」
將走入歷史，被更加廣泛而全面的「健康產業」所取
代。勤業眾信預測，為了因應醫療照護產業、科技產

業和其他新興產業中利害關係人的需求，全新的業務
型態以及新的價值主張將會在這場變革中應運而生。
上述型態可能會落在以下三大類別中，而這些類別各
自獨立、卻又互相關聯：

・ �料�平�：在未來的醫療生態系中，隸屬此類別
的新型態企業將構成未來醫療的骨幹架構，提供有助
做出決策的見解與洞察。無論是消費者導向的醫療產
業或其他類別，都將以資料和平台作為發展基礎。

・ ���照�服務：本類別包括照護機構和醫療服務
網絡（包含虛擬及實體網路），為三個類別中最聚焦於

醫療照護本身的類別，並提供消費者導向的產品、照
護、健康福祉等服務。

・ ��照�協助者：中介機構、金融業者和監管者為

主要構成角色，這些組織將協助推動醫療照護產業的
實際運行。

本報告從 Rock Health 資料庫中提取 2011 年至 2019
年間數位醫療領域資金的相關資料，並將各企業的價

值主張按屬性歸類至上述三大類型。在分析過程中，

可發現資料及平台類的新創企業在過去獲得最多資金。
2018 年，該類型企業的募資情況出現停滯，而健康與
照護服務類新創企業所獲得的資金則快速成長。對於

後者的投資在 2011 年至 2017 年間穩定成長，並於隨
後的 2018 年間翻倍竄升，共獲得超過 40 億美元的投
資總額。雖然健康與照護服務企業在 2019 年所獲得的

募資金額略有減少，但其表現仍穩居資料及平台類的
新創企業之上（請見圖 1）。

圖1：近年來，健康與照護服務新創企業所獲得的資金，已超越了資料及平台領域的企業

健康照護協助者

創投基金投入金額：按價值主張區分（2011年至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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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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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照護協助者

單位:10億美金
$4.5
$4.0

$3.6

$3.5
$3.0

$2.8

$2.5
$2.0
$1.5
$0.9

$1.0
$0.5
$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資料來源：Rock Health數位醫療資金資料庫和Deloitte分析報告。

7

2021醫療照護產業展望

值得關注的新創企業

HeartFlow 是一間健康與照護服務的新創企業，目前致力於轉變臨床醫師在心血管疾病上的治療與診斷方式。

其所研發的檢測方法能以非侵入性的方式進入患者的冠狀動脈，藉此評估血管是否阻塞。相較之下，傳統診斷

方式所採用的侵入性檢查不僅會令患者感到疼痛，甚至具有一定的危險性。而這項檢測方法則在深度學習演算
法的協助之下，透過電腦斷層掃描取得大量的測量數據。雖然進行該檢測一次要價 1,450 美元，但 HeartFlow

聲稱，以此取代傳統作法可為未來省下 4,000 美元的支出。在美國，HeartFlow 服務的費用是由私人醫療保險
和聯邦醫療保險所支付；在英國，其國民健保署早在 2017 年便將 HeartFlow 的檢測方式引進國內 40 間以上
的醫院。1而 HeartFlow 在最近期的募資計畫中，一共獲得了 6,500 萬美元。2

Health Catalyst 這間新創公司成立於 2008 年，以資料及平台服務為主。其專利的資料倉儲產品「資料操作系統」

（Data Operating System）可整合不同系統的資料並上傳至單一的雲端平台，進而協助醫療照護機構進行決策。
此外，該系統也提供由人工智慧驅動的分析解決方案和相關服務。有了 Health Catalyst 所提供的資料與洞察，

目前已經協助超過 120 間醫療照護機構成功改善照護品質、縮短流程所需時間，並減少開銷支出。3舉例而言，

透 過 運 用 Health Catalyst 資 料 平 台 和 分 析 應 用 程 式， 某 地 區 的 醫 療 體 系 已 經 成 功 將 敗 血 症 的 死 亡 率 降 低
36.4%。而另一地區的醫療體系則運用病患歷史就醫紀錄建立預測模型，並在預測模型的協助下依照不同風險

調整用血方式，藉此避免不必要的輸血作業，進而成功減少了 1,740 萬美元的開銷。4 而 Health Catalyst 在
2019 年初的最後一輪募資中，總共募得 1 億美元的資金。5

2018年：醫療科技大放異彩的一年
根據 Rock Health 的研究顯示，醫療科技新創企業在 2018 年創下了無數的新紀錄。不僅有 380 間機構在該年

成功募得共 82 億美元的資金，每筆募資案的平均交易金額高達 2,160 萬美元。Livongo、Peloton 這兩間公司
的表現最為突出，於當年共募得 6 億 5,500 萬美元的資金，並最終於 2019 年達成首次公開發行（IPO）。正如
Rock Health 所表示：「如果要形容邁向 2020 年的趨勢的話，『穩健』一詞會比『收縮』來得更為貼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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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醫療的新興科技與技術創新
科技是驅動未來醫療產業的關鍵因子，然而，能否將

規模的臨床驗證、反應更加積極的監管制度和根本性

夠持續發展的商業模式，才是醫療科技新創企業的致

降）等因素，讓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技術備受投資者

差異化科技與合適的價值主張相結合，並藉此打造能
勝關鍵。

Deloitte 透過調查發現，差異化科技等新興技術雖有
助翻轉商業模式，但至 2019 年為止，僅有一半左右的
組織（52%）將其作為產品或服務的基礎。而在運用

差異化科技的新創企業中，又以能善用人工智慧、機
器學習和物聯網者，在 2019 年募得最高的資金總額

的技術變革（如運算能力呈倍數增長且成本也隨之下
青睞。

在醫療產業資金出現成倍增長的同時，有部分專家認

為只不過是暫時性的一頭熱。其中，由於演算法的決
策方式對一般大眾而言仍然難以理解，故也有部分投
資者對於關於演算法所產生的「黑箱」問題感到擔憂。

（請見圖 2）。相關專家表示，先導計畫的成果、較大

圖2：在運用差異化科技的新創企業中，善用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和物聯網者近年來募得最多資金
創投基金投入金額：按差異化科技區分（2011年至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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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包括遠端監控、遠距醫療和穿戴式技術）
數位醫療器材

非醫療用途的器材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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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Rock Health數位醫療資金資料庫和Deloitte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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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關注的新創企業

Butterfly Network 將普及超音波科技視為其主要目標。對現今的醫療診斷和健康狀況監控而言，超音波科技可

說是不可或缺的一部份。然而，標準的超音波設備十分笨重且昂貴，有時甚至難以操作。該品牌的主打產品
「Butterfly IQ」手持儀器與智慧型手機大小相近，並以單一半導體晶片取代傳統的壓電晶體。這項產品的起價

低於 2,000 美元，較過去其他類似的手持超音波產品便宜了八成。7該公司希望藉由容易操作且更易於取得的超
音波成像技術，讓醫師能夠即時了解病患的身體狀況，而毋需藉助風險較高、可能造成延誤的輻射成像技術。

Butterfly Network 也早已突破美國本土市場並進軍歐洲、亞洲和非洲，希望讓「無法應用影像技術的全球三分
之二人口」能夠以合理的價格取用該技術。”8

Ginger.io 成立於 2011 年，致力於透過科技協助美國公民處理心理健康和行為健康等相關問題。在美國，約有
50% 的人會在人生中的某個階段患上憂鬱症等心理疾病或失調問題。9該企業的應用程式透過即時互動或虛擬預
約的方式，讓使用者能以視訊或文字訊息聯繫健康顧問，藉此獲得情緒照護和諮商服務。Ginger.io 的人工智慧
演算法可從使用者的手機收集資料，藉此分析對方的行為與心理狀態間的交互作用。後續，應用程式會根據資
料和獲得的洞察打造個人化的照護計畫，並著重於必要的行為改變以養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據該企業表示，
12 週內便有 72% 的會員已在憂鬱症症狀方面出現具臨床意義的顯著進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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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新創企業和投資者的特殊挑戰
醫療照護產業對於產品價值和金流方面，與其他多數
產業可說是截然不同，因為即使醫療價值可以藉由醫
療行為傳遞給消費者，金錢在醫療照護產業中仍難以

在病患與醫師間直接流動。就零售業而言，消費者是
直接以金錢向零售商購買產品；即使是規範與醫療照
護產業同樣嚴格的銀行業，與消費者之間仍有一定的
金錢往來，然而，在醫療照護產業中，截然不同的金

流模式成為新創企業所必須面對的一大挑戰。就消費

者和醫療照護體系之間的問題，某位專家曾指出：「新
創機構必須設法同時兼顧兩者」。

Rock Health 的分析報告為企業指出了該產業的問題所

在。在 2010 年至 2019 年間成立的新創企業中，僅有

9% 獲得併購或進行首次公開發行（IPO，請見圖 3）。
而在這九年間，唯有資料與平台領域的新創企業有較
高的存活率。

圖3：2010年後成立的新創企業中，只有9%獲得併購或進行IPO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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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5
400

200

0

252

105

86

2010年以前

2010-2019年
達成IPO/ M&A

資料來源：Rock Health數位醫療資金資料庫和Deloitte分析報告。

未達成IPO/ M&A

2019年：IPO盛行的一年
醫療科技企業 IPO 在歷經了三年的乾旱期後，終於在 2019 年迎向曙光。該年以五次 IPO 破了歷年紀錄，分別
由 Livongo、Health Catalyst、Change Healthcare、Phreesia 和 Peloton 等企業提出。11上述企業共募得超過

27 億美元的現金，合計估值更高達 180 億美元。12其估值之高，證明了這類企業的致勝關鍵在於其價值主張，
無論是資料及平台（Change Healthcare、Health Catalyst）、健康與照護服務（Livongo、Peloton）或健康照

護協助者（Phreesia）。然而，要達到如此出色的成績，企業勢必得花費不少時間，進行 IPO 的五間企業中有
四間都成立於 2010 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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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Deloitte《2019 年醫療照護產業 CEO 觀點研究》

（2019 Health Care CEO Perspectives Study）顯示，
隨著科技逐漸融入人們的生活、工作和文化中，許多

一流的醫療照護企業紛紛開始規劃投資基金，以因應
未來可能的任何變化。不過，Rock Health 的分析結
果卻指出，傳統創投對醫療科技的投資每年持續增加，
但企業創投的參與比例自 2015 年以來卻未見明顯成長
（請見圖 4）。

圖4：自2015年以來，企業創投基金對於醫療照護產業的
參與未見明顯成長
參與創投的投資者：按資金類型區分（2011年至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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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作為來自醫療產業之外的新進勢力，科技類企
業創投機構近來正在尋找為醫療照護產業帶來變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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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投資者的參與度因其所關注的領域不同而有所差

異。舉例而言，醫療照護企業的投資機構會以健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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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Rock Health數位醫療資金資料庫和Deloitte分析報告。

機會，並且對於資料及平台和健康與照護服務兩個領
域的新創企業都挹注了等量的資金。（請見下方的「新
勢力：不僅改變企業，而是顛覆整個醫療照護產業」）

新勢力：不僅改變企業，而是顛覆整個醫療照護產業

過去 15 年來，Google、Amazon 和 Apple 13等科技業龍頭都曾嘗試進軍醫療照護產業。部分企業起初雖有所斬
獲，但後續卻紛紛發現該產業固有的複雜性（如運作方式和法律規範等等）讓根本性的改革難以實現。

根據 Deloitte《2019 年醫療照護產業領袖調查》指出，有 57% 的主管對於傳統企業和新進企業間的競爭感到
十分擔憂。由於提倡變革者往往較為靈活、有效率、以顧客和解決方案為導向，其價值主張確實較能應對醫療

照護產業的資源浪費問題。不過，許多專家也在訪談中表示，既有企業在變革中的參與也是新進企業的成功關

鍵之一。創新企業應與大型的既有企業合作，建立夥伴關係，讓其價值主張能與原有的正規醫療照護專業相輔
相成，進而為這塊產業帶來改革。

不過，Deloitte《2019 年醫療照護產業 CEO 觀點研究》中有許多 CEO 則提出了不同看法。儘管多數人皆認同

醫療照護產業革新的時機已經到來，且新進企業確實具有達成變革的技術實力和資金支援；但也有人認為新進
企業無法真正提供完整且複雜的醫院照護服務，因此並不會構成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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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關注的新創企業

BlueCross BlueShield Venture Partners（簡稱 BCBSVP）是 BlueCross BlueShield Association 旗下的企業創

投 機 構， 主 要 投 資 於 與 BlueCross BlueShield 策 略 理 念 相 近 的 新 興 企 業。BlueCross BlueShield Venture
Partners 透過三項不同的投資基金向主攻醫療科技領域的企業進行投資，目前已有 33 間新創夥伴參與其中，
總共挹注了超過 5.75 億美元。14 而 BCBSVP 現行所投資的 33 個新創夥伴包含：
・AbleTo：該企業旨在透過虛擬的行為醫療平台擴大醫療照護的服務範圍。

・Lumiata：為一人工智慧醫療照護平台，致力於推動合理的照護服務價格並提高照護品質。

・Physera：該平台透過應用程式，為患有骨骼肌肉傷病的對象提供遠端醫療照護療程，並減少不必要的照護
介入以降低治療成本。15

BCBSVP 的經營之道著重於建立長期的策略夥伴關係，期望在提高利潤和銷量之餘鼓勵整個產業實踐創新。

默克環球醫療創新基金（Merck Global Health Innovation Fund）為默克集團旗下的企業創投機構，針對擁有

經實證可行的科技或商業模式的企業進行跨國投資，並以提升獲利和鼓勵創造價值作為宗旨。醫療科技的企業
和平台始終是該基金的投資重點，目前已執行超過 40 件數位醫療投資案，並向長青基金挹注了 5 億美元。16
其主要投資的四大領域為療程規劃、照護管理、臨床試驗電子化、醫療分析與人工智慧。而該基金的投資對象
包括下列目前活躍中的企業：

・Livongo：利用連網裝置和數位化指引擴大醫療照護的服務範圍。

・Preventice Solutions：致力於打造遠端照護科技和相關服務，藉此降低照護成本並提高治療成效。
・Arcadia：提供與資料分析及運用相關的技術與服務，以藉此提升照護品質。

默克環球醫療創新基金的投資標的主要為擁有經常性收入、能快速獲利，以及追求成長資本（growth capital）
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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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科技業者於未來醫療照護產業
的成功關鍵
在眾多新創企業爭奪醫療科技市場大餅之時，競爭激
烈程度逐年攀升。目前此市場的投資趨勢仍保持穩定

（雖然在 2018-2019 年間略為下跌），而新創企業應
在推出產品及服務前，事先考量下列三大要點：

・正確的價值主張：參與訪談的其中一位專家表示：「有

許多企業正試圖打入醫療照護產業，但其實醫療照護
產業也正在踏入科技業。事實上，醫療照護產業本身
仍會持續發展，而科技則會成為臨床上的輔助。」

・適當的衡量標準：為評估產品和服務的投資報酬率，

投資者皆希望能夠找出適當的衡量標準。然而，投資

者多半希望一至兩年內就能開始獲利，這對小型的新
創企業而言可說是相當困難。

・合適的人才：參與訪談的多位專家不約而同地強調，
醫療科技新創企業不應僅將目光集中在吸收專業技術

人才（如工程師或人工智慧專家）；目前的培訓課程
已足以因應此類型的人力需求。反之，擁有銷售經驗、

領袖風範等「軟實力」的領導人才，才是人力市場中
不可多得的資源。

「新創企業必須體認到，醫療需求不是一般人日常

生活中最重視的課題。很少人會一早起床便想著：
『預防糖尿病是我現在最煩惱的事』。人們更在乎
自己今天有多忙、壓力有多大。」

──醫療科技投資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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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新創企業在打造產品及解決方案時，也應將以下關
鍵問題納入考量：

・如何整合？產品與服務雖應整合進既有的工作流程

中，但改變臨床醫師的習慣卻並非易事。許多專家也
提到，在與電子病歷業者合作或進行整合時，新創企
業往往也會遭遇不少阻礙。

・由誰支付？即使新創企業已找到適合的價值主張能

讓產品投入市場，但仍會需要本地的銷售團隊協助進

行推廣。其中一名專家解釋，許多處於早期創業階段
的企業仍不夠了解供應商和支付方的差異。此外，由
於美國醫療保險的運作模式以資方為主，使得該國的
給付策略更為複雜。

・何時支付？銷售週期通常歷時較長。舉例而言，支

付方通常會事先安排好年度計畫，導致新創企業需等
上數年才能收到投資款項。

・如何改變行為？無論是以患者或臨床醫師作為目標

對象，企業都須具備強而有力的價值主張才能成功吸
引消費者。

・法規層面的阻礙為何？舉例而言，設備類型的解決

方案可能會面臨較為冗長的法規認證申請流程。而因
為此類申請過於複雜又容易失敗，部分投資者甚至會
避免投資這類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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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醫療科技的新創企業假如能在早期階段便與企
業創投合作，將可掌握以下優勢：

・收集意見：企業創投能為新創企業提供意見或扮演

顧問的角色，讓新創企業能得到有關產品或服務的回
饋，並持續進行研發測試。

・取得資源：企業創投能為新創企業引薦合適的資源

開發相關技術、產品和服務內容，而以上種種都可能
對未來的醫療產業造成重要影響。此外，在持續開發
獨特產品與解決方案的同時，醫療科技投資者和新創
企業也應思考醫療照護產業的未來走向。全新的醫療
型態需要許多新形態企業和解決方案的參與，以解決
傳統醫療照護模式所無法解決的問題。

（如人脈），助其轉換角度以理解當前的難題。

・不求快速：與傳統創投相比之下，企業創投通常較

不以投資報酬率為主要目標。反之，與新創企業共同
開發新的解決方案、為業界帶來改變，才是這類機構
的優先選擇。

然而，根據參與訪談的專家所述，企業創投行事較守
舊、視野較侷限，以致新創企業可能無法擁有太多變
化空間。因此，以市場需求作為企業願景的新創企業，
應避免在早期募資階段中接觸企業創投。

作為生命科學領域和醫療照護領域的企業，假如有組
織所提出的產品及解決方案與自身的策略目標相近，
則可考慮與其建立緊密合作。

・在構思初期提供協助：可在新創企業開始推廣自己

的產品／服務之前，即進行合作，以協助其掌握正確
的價值主張。

・提供監管方面的專業知識：進入醫療照護領域勢必

會遇到法律規範方面的難題，此時即可協助新創業者
了解相關知識。

・針對企業發展、產品開發和創新打造專屬團隊：領

導者應著眼於打造有助策略性投資的團隊。此外，對
於新創企業的產品和服務應如何整合進既有的商業模

式和流程，也應另外建立專責團隊協助評估，以適時
調整投資策略。

在規劃未來策略前，醫療照護產業的既有企業應將相
關趨勢納入考量。醫療科技的新創企業目前正致力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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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醫療產業議題與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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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健康關鍵議題－醫療資料的整
合與應用
勤業眾信電信、媒體及娛樂產業負責人暨醫療照護產業負責人 溫紹群 執行副總經理

智慧醫療趨勢與願景

AI 的不斷創新，越來越多的場景可以準確地利用醫學

通常只有在生病或受傷時才會尋求醫療照護體系的治

了重大變化，也為醫療領域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

未來，醫療照護的樣貌將與過去大為不同。以往，病患

療與協 助，然而在各項 科 技演 進的此刻，醫療照護 產

業即將面臨巨變，而根據 OECD 統計全球人均壽命將
增 加 5.5 年 至 80.5 歲，因 應 此 發 展 趨 勢人 口 健 康 管

理 (population health management) 的 潛 在 市 場

將不斷成長：預計 2025 年人口健康管理的市場將達到
503.5 億美元規模，其中遠距醫療 (telehealth use) 應

用比例不斷提升，截至 2018 年時已有 65% 的遠端醫
療行為可透過行動裝置操作，更有高達 80% 的醫生已

透過智慧型手機與醫療應用程式提供醫療服務，而醫

療科技相關的市場銷售狀況預計將成長 5.1%，在 2022
年將達到 529.8 億美金，因此我們預期未來的醫療照
護將不再僅以疾病治療為主，透過科技與資料的輔助，
得以將更多資源投注在維持健康和預防疾病。

資料將如何引領醫療照護趨勢

若談到醫療界在數位時代來臨後，轉變最大的莫過於
對資料的重視愈來愈明確，也因此精準醫療亦成為數

據應用下的熱門議題，如通過可穿戴設備、基因檢測
等技術獲取的數據，可以預測癌症、白血病等重大疾

病，亦可為用戶提供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借助於線

數據進行分析和預測。人們尋求醫療保健的方式發生

而在數據的輔助下，醫療行為也會更趨向於個人化，
從過往「看醫生」的模式逐漸轉變為「被醫生看着」，

穿戴式裝置協助可協助我們 24 小時蒐集並檢視自身的
狀況，這樣的數據蒐集模式具備成本低，效率高，幾

乎人人可用的特性。而全世界醫療創業領域也開始出
現許多基於數據應用，做疾病預防方面的高科技產品，
如 Anmol Madan 和其團隊創立專注研究通過手機的

數據分析，預測手機主疾病發生的公司。他們針對實
驗參與者的手機進行超過三十二萬個小時的數據收集

及分析後，可達成針對這些使用手機的數據進行建模，

來預測感冒、精神疾病等等。如：當人抑鬱時，通常
能在與人交流中看出其變化，並藉由日常的手機使用
行為就能夠捕捉這些變化。測試結果指出能夠正確判
斷 60% 至 90% 人們日常的生理症狀和呼吸情況，同

時把這些變化發通知給機主本人，未來還能發送給朋

友或家人。未來的資料應用更有可能如下圖所示，透
過多樣跨場域的資料蒐集提供更為精準且有效的預防
醫療及精準醫療行為

上諮詢、遠程醫療和其他技術連接各級醫院，可以優
化醫療資源的分配，有助實現分級診斷和治療。藉由

基因測序和圖像識別等技術進行數據挖掘，可以縮短
臨床驗證周期，提高新藥研發的效率，數據在醫療領
域正在產生越來越大的應用價值，在技術層面：通過

對數據的分析和挖掘以及大量的即時監控，可以有效
支持醫療衛生管理系統的建設；在業務層面：數據可

以為醫生提供臨床決策輔助，為藥物研發提供患者行
為分析的統計。隨着醫學數據的發展以及分析方法和

17

2021醫療照護產業展望

資料將有效實踐智慧醫院的想像與未來

在資料逐漸成為智慧醫療的核心外，台灣還擁有良好的
醫療體系與技術、完整的健保資料庫數據與處於領先
地位的 ICT 產業，將是智慧醫療發展上的一大助力，而

在資料與智慧醫療的發展願景下，智慧醫院也勢必成為
未來智慧醫療的終極實現場域之一，智慧醫院的發展將
從過去強調單一功能的智慧型醫療器材應用外，改為將
醫院打造為一個醫療與智慧應用的整合場域，藉由串接

眾多與醫療及業務流程相關的智慧系統模組，並將其運

用在與醫院運作相關的作業流程中。有效提升醫護人
員執行醫療工作的效率，進而提升照護品質與減少醫護

人力的負擔；對於病人來說除了能降低醫療錯誤的發生，
也可得到較佳的就醫體驗；對醫院管理而言，則是可以
有效降低醫療資源的浪費，提升醫院的獲利空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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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全 球 智慧 化 應 用領 先 的 醫 院 均 在不 斷提 升各項自
動 化 水 準。如 美 國 第 一 家 全 數 位 化 醫 院，多 倫 多 的

Humber River Hospital 利用資料、物聯網、自動化設

備、AI 運營管理系統等，讓將近 80% 的後台作業自動

化，大幅縮減藥品發放及臨床檢驗時間，提升工作人員
效率，而過去醫院常因缺乏充足整合的結構化數據，進

而造成難以挖掘數據價值，但智慧醫院可通過院內的

數據整合平台及數據中心來驅動分析模型。在確保收集

數據都需遵守法律規定並保護患者隱私的前提下。醫

院基於大量結構化數據進行分析，通過實時監測、風險

預測、及時干預，可大幅提升診療質量及運營效率。未
來智慧醫院的想像勢必會如下圖來打造智慧醫院生態

系：在醫療服務體系逐漸完善的過程中，智慧醫院管理
團隊應關注高價值服務，形成差異化競爭力，並藉此提
升醫院及其醫療服務的價值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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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智慧化所衍生的資安與隱私挑戰

德風險。為蓬勃智慧醫療的應用開展，須確保多方利

器與先進的應用工具，進行身體數據的資訊蒐集與管

工作流程，明確權責單位、審核機制與治理政策，使

基於前述趨勢，行動醫療與遠端照護透過智慧型感測
理，將資料回傳到醫療的中央資料庫。更能利用遠端
視訊設備、醫療監測、遠距監測介面來觀察病人情況，

並針對醫療流程管理進行改善。資訊安全與隱私保護
於醫療服務智慧化的轉型扮演重要的角色，關鍵重點

益關係人參與制定人工智慧的使用範圍、人員組織與

組織能夠持續進行創新，同時降低技術帶來的風險。
最後，必需告知患者人工智慧如何使用他們的醫療數
據來制定醫療策略，並解釋該決策原因。

如下：

醫療照護產業轉型競速台灣或有機會大鳴大放

訊，應提升醫療提供者與相關人員保護病歷隱私之基

資料庫（Taiwan Bio Bank），建置「國家級人體生物

1. 隱私資料保護：電子病歷涉及病患最私密的醫療資

本觀念，其可能因工作常接觸到病人隱私，若無法落
實病歷隱私保護，將可能在不經意之情況下，侵犯或
洩漏病患醫療資訊資料。

2. 資訊安全防護：智慧醫療服務利用資訊科技提升病

歷資料存取的即時性以及安全性，讓醫護流程更有效
率；但唯有導入適當的資訊安全技術，落實資訊安全
管理醫療產業才能徹底轉型，開啟智慧醫療新時代。

3. 跨界應用與整合：從源頭主動管理用戶健康，以可

穿戴設備等智能醫療硬體等為入口，利用大數據定製

保險服務，將健康險升級為健康管理服務。未來若健
康保險資料庫、全民健保資料庫以及保戶透過穿戴裝
置所建立的健康資料庫加以整合，對智慧醫療與保險
科技 (InsurTech) 整合應用創造無限的可能性。

4. 法令法規遵循：智慧醫療會受到醫療法、醫師法、

個資法、人體研究法、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電

子簽章法、檔案法 HIPPA、電子病歷要點等法規所規
範，正如全世界各種穿戴式醫療裝置，都面臨到當地

台灣除了在智慧醫療上有著令人樂觀的未來外，行政
院也進一步協調衛福部及國衛院，整合現有人體生物
資料庫整合平台」，為台灣精準醫療發展立下新的里
程碑。期許可加速疾病研究與新藥研發，並吸引國外
藥廠投資台灣，提升台灣醫療照護品質與水準和推進
生技醫療產業的應用。

醫療照護產業正在面臨轉型，如何將醫療場域數位化、

又如何透過科技將以往「介入疾病發展」轉換成「注
重預防與健康」，需要創新、洞察與有效的行動方案，

方能創造出「高度互通的資料」與「開放和安全的平
台」並打造出「以消費者為導向的醫療照護」環境。
而無論是人工智慧 AI、區塊鏈、雲端服務，均需要大

量的數據資料可供使用、找尋洞見與展開研發。台灣
坐擁如同寶山般的健保資料庫與高度發展的資通訊產

業，擁有相對優勢，惟目前囿於法規限制，尚無法大

刀闊斧地展開各界合作與研究，仍須仰賴政府近一步

鬆綁個資使用規範，且對資料使用有完整的定義與管
制，使各項研究得以快速開展，助力台灣智慧醫療照
護產業的蓬勃發展。

醫療管理機構與相關醫療法規的限制，只能以標示非
醫療器材且不可強調療效。

在 隨 著 智 慧 醫 療 中 應 用 人 工 智 慧 技 術 逐 漸 普 及， 在
Deloitte 的調查中，有三分之一的企業高管認為道德

風險會是發展人工智慧最重要的顧慮，人工智能的預
測偏見與應用領域上，可能直接涉及醫療過程中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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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醫療新創業者的機會與挑戰
勤業眾信 新創事業服務團隊負責人 張鼎聲 會計師

台灣新創發展環境觀察

即為一成功的轉型案例，該公司原以製作穿戴式裝置

創公司在過去四五年的處境略為吃力，台經院 FINDIT

硬求軟」，專注開發監測運動員生理狀態軟體及演算

隨著台灣生技醫療產業近幾年的市場變動，台灣醫療新
統計，2015 年台灣健康醫療整體新創企業獲投件數 36

件，總金額 191 百萬美元，然而 2019 年雖件數增漲至
53 件，總獲投金額卻下降至 103 百萬美元，顯示每筆
案件的獲投金額不如以往。

台灣的醫療新創公司多處在早期階段，尚無法透 過顯
著的營收成果達到較高市場 估值，又依據生技醫療產

業的特性，研發階段的產品與技術較難完整呈現出無
形資產的價值，故投資人在評估是否投資標的時，通常

看重新創公司的出場模式，其中新創最常見的出場模式
即為 IPO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或併購。受限 於國

際能見度與市場成熟度，台灣醫療新創公司被大型國
際藥廠併購的成功案例並不算多，近年台灣生醫新創公

司多採取 IPO 方式出場，但是當資本市場處 於不甚明
朗之時，IPO 的出場方式也容易受到投資人再三檢視，
可能使得募資的難度增加。而今年因為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爆發，抗疫需求使得生技醫療領域成為全
球投資熱點，然而台灣醫療新創公司是否因而獲得較多
市場資源，仍有待觀察。

AI智慧醫療風潮爆發- 台灣醫療新創業者的發
展機會

隨著醫療與科技結合，發展個人化健康管理、新型態

的醫療照護模式、疾病預防與早期診斷皆成為未來醫
療發展重心，消費者對於醫療科技及個人健康管理的
重視帶動了穿戴式裝置的市場，並藉由穿戴式裝置的

及體能預警系統出發，後續瞄準運動產業市場，「捨

法，透過即時監控達到最有效的體力分配，透過既有
軟硬整合優勢，強化軟體關鍵技術、連結台灣市場需
求，開啟新型商業模式。

而台灣發展智慧醫療的一大優勢在於具備醫療服務與

資通訊軟體的人才與技術，並擁有完善的健保體系，

讓醫療新創企業有機會取得足夠的醫療數據作為基礎，

得以發展許多 AI 創新的技術，進行完整而全面的分析，
協助醫生或檢驗人員更精準的診斷與治療。我們也樂
見許多新創企業已成功與多家醫院合作，以雲象科技
為例，成立之初為提供數位病理玻片的雲端解決方案，
近年跨界整合開發醫療影像 AI 開發平台，合作遍及各

大醫學中心，如長庚醫院、臺大醫院、國泰醫院、臺
北榮民總醫院、三軍總醫院等，甚至是擴及至國外的
醫學中心。

值得提醒的是，在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的疫情期
間，許多生醫新創公司也試圖搭上議題趨勢，發展遠
距醫療服務或是防疫相關產品。筆者認為新創企業仍

需以自身利基優勢，思考其延伸或轉型策略，切勿一
味迎合議題走勢與風潮，方能逐步完善商業布局。以
發展遠距醫療的商業模式來說，相較於許多國家幅員

廣大，許多非居住於城市區域的民眾就醫不便，台灣
的醫療資源較為普及，且相關的法規制度尚未大幅開

放。故建議欲發展遠距醫療技術的新創團隊，推出產
品與服務前應先考慮市場需求與應用場景的突破口。

普及以收集臨床試驗數據，進而應用於醫療保健情境，

及早接軌國際市場-海外發展的策略規劃

為醫療新創企業帶來前所未有的商機。例如博晶醫電

給付與醫療保險的金額並不高，醫療新創公司想要取

進行某些疾病的早期診斷或預測，智慧醫療的發展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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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穩健的獲利，還是需要有走向國際的眼光。產品與

用急於擴張規模，針對核心產品與技術進行優化與驗

於台灣的醫療新創公司而言，可以結合台灣既有的醫

才是緩稱王的上上之策。

服務要往國際市場發展，固然需要很高的成本，但對
療數據、產品研發技術以及高性價比的製造優勢，作

出完善的產品概念性驗證(POC)，進而辨識出可獲利
的商業模式或是出場機制，再進而往國際市場發展擴
張。同時，新創公司應提早為國際化做準備，並盤點

規模化後需要有的資源，例如: 於產品設計階段時，應
尋求國際型關鍵意見領袖(KOL) 的建議，以利開發出符
合國際市場需求的商品，同時提早建立海外人脈。再

證，厚植公司專業與營運能力，等待最佳的出場機會
綜合以上論述，台灣智慧醫療領域擁有豐沛的醫療臨
床數據和優秀的技術開發人才，皆為發展醫療新創的

養分，期許新創公司能妥善運用資源，於多元應用場
域及海外市場中作出彈性調整，方能讓新創解決方案
擁有實質落地的服務通路。

者，因生醫技術與產品取得海外許可證的成本較高，
故產品上市前可先行測試市場，了解醫生及使用者的
習慣進而改善產品，後再提出醫療器材許可申請，以
確保產品上市後可滿足市場需求、穩固銷售，也應考
慮與大型國際通路協作，拓展販售版圖。

結語

相較於其他產業，醫療應用領域潛力高，但同時進入
門檻也較高，對正在進行募資的新創企業來說，善用
「 高 築 牆， 廣 積 糧， 緩 稱 王 」 之 策， 可 作 為 拓 展 事

業、永續經營的心法。高築牆是指新創公司應洞察市
場風向，思考自己的戰略地位，建立別人無法進入的
市場獨特性，以提高公司的競爭強度和獲利能力，同
時也可讓投資人眼睛一亮，增加其投資的意願。另根

據 經 濟 部 中 小 企 業 處 統 計 分 析， 我 國 新 創 企 業 平 均
存活率第 1 年為 89.55%，至第 5 年的平均存活率為
57.43%，故廣積糧即成為永續經營的重要關鍵，除了

進行募資活動增加收入之外，也需注意減少企業費用
支出，例如將研發費用集中使用於核心適應症 / 核心產

品之開發，創業初期也可縮減不必要的廣告行銷費用，
並定期檢視和預測資金消耗率 (Burn rate) 以穩定現金
流，達到確實的現金流管理。最後，公司草創初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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