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勤業眾信生技醫療產業
生醫 x 人工智慧調查白皮書



勤業眾信生技醫療產業 2

目錄

AI於生醫的發展與應用趨勢

台灣生醫 x AI產業現況概覽
• 健康醫療照護產業定義

• 產業應用價值鏈

生醫 x AI產業企業布局與實務建議
資金篇

• 資金取得

• 租稅獎勵

• AI企業資料建置資本
化議題

營運篇

• 智財布局

• 上市取證

• 市場行銷

• 客戶服務

數位篇

• 數位轉型

• AI風險管理

• 個資保護

• 資安防護

結語

附錄——勤業眾信生技醫療產業服務範疇及團隊

01
02

04

03

特別感謝

序言



勤業眾信生技醫療產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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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生技醫療產業 4

正是台灣智慧生醫產業點火關鍵時刻 需各界攜手向前
序言

生技產業過去範圍只包含製藥與醫材，台灣的優勢並不明顯。近年
大數據與人工智慧拜資通訊技術進展之賜而異軍突起，應用領域幾
乎無所不包，而其中最引人注目者莫過於醫療與健康產業。原因一
是這新產業可以嘉惠人類健康福祉的巨大潛力，二是產業隱含的可
觀商機。基於台灣過去在電子資訊領域的優勢，頓時讓生醫與人工
智慧的結合在台灣變得格外令人期待。以我個人曾經擔任會長的生
技醫療產業策進會而言，最近一屆的會員和理監事陣容裡，電子資
訊界的企業家比例陡增，變得格外顯眼，也令人興奮。

其實我們可以觀察到，台灣醫療界對於人工智慧的態度近年有非常
大的轉變，由早先的保守遲疑變成今天的全力擁抱，而且不論在醫
院裡或在創業圈裡，進展也都不少。

但是這並不意味台灣未來這條路走下去就會是一條坦途，我們有一
些歷史包袱必須正視面對。首先就是醫療服務產業化的問題，過去
不論政府與民間對此都一直有爭論。政府對於醫療服務素來以管制
為主，醫院與診所組織是不能營利的；而醫學教育也常強調醫師濟
人救世的本分，好像如果談賺錢的企業經營就是偏離本道。但是生
技醫療一旦結合人工智慧，就超越了國家界線，有很好國際化的機
會。這時若侷限於過去的思維，就會斷送台灣躍升國際舞台的機會，
將來只有被國外產業入侵的份。

事實上從政府角度而言，管制與興利並非絕對互斥，端視政府能否構思
巧妙的政策設計。而醫學教育也有機會容納醫療服務產業創新的思維，
讓醫療服務有達到經濟規模與國際化的機會。換言之，企業家賺了錢一
樣可以做好事（企業社會責任），不是企業家就一定是唯利是圖。此外，
智慧醫療產業的成功，技術以外的環境因素也非常重要，舉凡鼓勵與管
制平衡的政策、資料運用規章（大數據運用與隱私保障）、資金籌措、
智財保護、醫護人員的創新誘因、國際市場與品牌行銷等等，都是挑戰。
這些都需要政府與民間、學界建立共識、攜手向前。

就是因為智慧生醫產業發展會仰賴如此眾多的環境因素，勤業眾信這次
所進行的生醫人工智慧調查，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也堪稱是國內首見
最完整而可信的調查，非常值得各界參考。在此智慧生醫產業正要點火
的關鍵時刻，調查結果對所有利害關係者應該有相當的啟發作用。很希
望這報告能夠引領國內相關的政府政策、研究與教育方向，促進跨領域
的對話，讓台灣生醫產業能夠一舉成為資通訊產業後另一個台灣的驕傲。
也很期待勤業眾信這報告只是未來整個系列的第一集，而報告系列會變
成協助台灣智慧生醫發展的指南針，與見證發展的珍貴歷史紀錄。

前行政院院長

財團法人善科教育基金會

張善政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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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醫藥產業的新機會：大數據與人工智慧
序言

自2020年初疫情爆發至今，從藥廠的疫苗研發至醫院的病床管理
等生技醫療產業的產業發展備受關注。

回顧近幾年在全球政府大舉推動智慧醫療發展之下，除了人類智
慧(HI)專業的醫療判斷，透過大數據資料庫與人工智慧(AI)的輔助，
藥廠可以有效地縮短新藥研發的週期，醫院也更有效因應疫情而
調整管理模式，皆顯示AI技術的應用已逐漸落地，為醫療產業所
帶來的潛力更是不容小覷。

往後AI技術也將持續在醫療照護產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漸漸
從”nice to have”轉變為”must have”，領導者更需要思考如何妥
善將AI技術商業化、如何培養相對應的人才、如何形塑人工智慧
在醫療照護產業的生態圈，以提升醫療照護產業的能量，朝向精
準健康、精準醫療的目標邁進。

以台灣的產業特性而言，台灣的資通訊產業發達，擁有許多
ICT技術與資源，再者，多年努力下來，醫療資訊數據庫資料
量雖然不大，但精準度以及品質都很優良，很適合發展AI於醫
療領域的應用，若相關的法令配套能夠實施，在市場上將會是
一大優勢。

本篇報告即歸納了台灣健康照護產業在人工智慧技術的應用，
並彙整了商業發展上的模式與課題，其中也不乏許多海外事例
可作為台灣發展醫療人工智慧的借鏡，協助大眾更了解人工智
慧在台灣生醫產業的發展全貌。

期許未來透過產官學的努力，台灣人工智慧發展得以更加蓬勃，
培育出AI技術友善的科研環境，強化產業的競爭力。

天主教輔仁大學 副校長

台灣人工智慧發展學會 理事長

謝邦昌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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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應用的商轉模式為引領生醫產業轉型革新的關鍵
序言

生醫產業當前正值革新與轉變的過程之中，醫療體系、企業與醫
事人員正尋求不同的新興科技與解決方案，以因應由醫療環境改
變、醫療資源分配、以及技術門檻問題為該產業所帶來的挑戰。

在眾多新興科技與解決方案中，勤業眾信觀察到人工智慧正逐漸
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且在生醫產業的各個領域都有優異的表
現及成功案例。在台灣，科技企業、醫療體系以及新創團隊們已
經逐漸了解生醫人工智慧的發展潛力，並著手於各自具備競爭優
勢的領域發展相關的技術與解決方案。

然而，人工智慧於生醫產業的應用領域眾多，不同的技術與演算
法之間亦有顯著的差異，如何找到正確的目標市場和經營模式，
將技術能量轉換成可供商業利用的產品和服務，是發展人工智慧
技術中極其重要的課題。

為了更加了解台灣生醫人工智慧企業的發展與商業模式，勤業
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整理了國際上生命科技產業與醫療照護
產業於人工智慧技術的投資與應用範疇，以供台灣業界之參考。

同時，針對台灣健康照護產業的人工智慧技術的快速發展，本
次研究報告與工研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合作，深入訪談
台灣多家表現優異的企業，並以三段五級為架構，統整出台灣
健康照護產業中人工智慧技術的發展現況、應用內容以及未來
可能的商業布局與策略，建立了更完整而全面的產業藍圖。

本次調查中，勤業眾信看到該產業的未來發展擁有許多機會，
只等待慧眼獨具的企業領導人掌握。我們迫不及待想與各位分
享這份生醫人工智慧產業研究的豐碩成果，希望能為各位先進
帶來不一樣的觀點與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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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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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以數據驅動的人工智慧技術，開拓醫療創新服務契機

數據的累積

資料的整合

資訊的應用
服務的開拓

不同感測技術整合，
配合相關載具設計，
藉此獲取相關的生理
數據累積及紀錄生活
的習慣。

藉由通訊技術將個人的
生理資訊、過往病例、
家族病史、基因解密、
生活型態等數據，以平
台系統儲存、紀錄、追
蹤的連結整合。

掌握數據、分析數據
及解讀數據，找出相
關的應用，並連結相
關的醫療照護應用。

以人工智慧進行文獻學
習、影像判讀、病例分
析，協助醫護人員疾病
診斷與治療的決策的輔
助工具，讓醫護人員能
更專注於專業領域的投
入，發展更具有價值的
服務。

穿戴式裝置
Wearable Devices

物聯網
IoT

大數據
Big Data

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AI奠基在數據收集累積與整合應用的基礎，隨著穿戴裝置、物聯網與大數據技術與應用發展越趨成熟，AI運用深度學習、機器學習等方法，
針對各產業的關鍵議題，發展越趨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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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在生命科技產業之應用範疇

2020年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
加速生命科技企業開始將AI科技應用於研發、
生產、供應鏈以及商業應用等不同的領域，並
理解到該技術所能帶來的效益。

截至目前為止，生命科技產業逐漸發掘AI應用
的潛力，而且大部分都應用於將既有流程自動
化上。然而，透過將AI科技與醫療及科學的知
識結合，企業將有更大的機會活用AI技術發展
出可獲利的商業模式，並為自己創造獨特的競
爭優勢。從辨識與驗證基因標的、設計全新化
合物、使供應鏈更智慧並更具回應性，到協助
產品的上市與行銷，AI科技於整個生命科技產
業中的不同面向都能以不同的應用產生價值。

展望未來，透過將AI技術從目前單點性的應用，
策略性的擴大部署至企業內的各個部門，同時
建立合適的治理架構、標準化資安管理流程及
法遵因應程序，生命科技企業有望從AI科技的
投資中獲得更大的回報與產出。

圖一、人工智慧於生命科技產業價值鏈中的應用

標的確認與驗證

數位資料整合

分子設計

病患分級

賦能技術與風險管理 (資訊安全、法令遵循及法務議題)

主動式品質管理

自動化批次放行

產能最佳化

韌性供應鏈

需求與供應預測

全通路客戶互動

整合用戶回饋並改善產品

強化與醫事人員間的互動

改善患者識能

資料來源：勤業眾信整理

研發 生產 供應鏈 商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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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技企業對AI科技的投資預期將持續增長

根據Deloitte市場調查，全球有超過6成的生命科技企業投資超過2,000萬美元於AI相關的計畫。有鑑於AI技術於開發新產品及智慧財產方面扮
演了關鍵的角色，預期企業針對用於研發領域的AI應用之投資在未來將加速成長。此外，隨著越來越多的企業領導人意識到數位轉型對企業
的未來發展具有關鍵性的作用， AI技術於產業價值鏈中其他領域的應用也預期會獲得更多的投資。

表一、全球生命科技企業於2019年度在AI科技及相關專案的投資總額

5,000萬美元或以上

2,000萬至5,000萬美元之間

1,000萬至2,000萬美元之間

100萬至1,000萬美元之間

少於100萬美元

21%

41%

10%

1%

10%

總樣本數：148

資料來源：Deloitte State of AI Survey, 2019

62%

50%以上

的生命科技企業於2019年投資超

過2,000萬美元於AI相關的計畫

的生命科技企業認為其在下一個

年度對AI科技的投資金額還會繼

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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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技企業關注於改善現有產品與服務、擴增產品線、提升流程效率

28% 27% 26%
21% 20% 20%

16% 16% 15% 14%

40%

34%

43%

36% 34% 33%

40% 39% 39% 41%

問題：請選擇兩項您最希望從導入AI科技中取得的成果 問題：在貴公司過去導入AI科技的經驗中，貴公司於以下哪些領域的表現獲得顯著的改善

總樣本數：148／資料來源：Deloitte State of AI Survey, 2019

表二、生命科技企業導入AI科技調查

Deloitte 的全球調查顯示，生命科技企業前三大關注的議題分別為「改善既有產品與服務(28%)」、「創造新產品與服務(27%)」以及「強化
流程效率(26%)」，受訪的企業對於上述三者的關注程度相當接近。

儘管勤業眾信同意AI科技可以顯著的改善既有產品線並使流程更有效率，不過預期隨著生命科技企業已經開始將AI技術視為自身數位轉型
的核心，並更積極地採用不同用途的AI技術，AI科技在創造新產品與服務方面的應用市場在未來將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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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藥物研發應用—以藥物發現階段為例

AI 演算平台－Atomwise

資料來源: 環球生技月刊、Geneonline、勤業眾信整理

• Atomwise的AtomNet平台能根據蛋白質結構篩選出具有藥物潛力的化合物，
速度比人工篩選快一萬倍、比高通量篩選快一百倍，每天能篩選超過一千萬
種化合物，能有效縮短藥物研發週期到數月甚至數年。

• Atomwise積極與大型製藥公司合作，例如與Eli Lilly、中國浩森藥業、南韓生
技公司Bridge Biotherapeutics簽訂大型合作、建立夥伴關係，且開發自己具
有潛力的分子產品線。

AI 深度學習－AlphaFold

• DeepMind的AlphaFold 系統從資料庫中學習了數萬種蛋白質的 3D 結構，並
成功預測出新的蛋白質折疊結構，這項類神經網技術可望解密更多未知蛋白
的功能，大幅降低新藥研發時間。

• 深度學習軟體能夠分析、解讀大量資料，除了模擬藥物和疾病間的關係外，
還會合併現有藥物的特性，產生出新的分子結構，或許將有助於加快發現藥
物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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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藥物研發應用—以臨床試驗階段為例

資料來源: 勤業眾信整理

運用有效的生物數據結合AI
人工智慧，特別是深度學習
（DL）、機器學習（ML）和
自然語言處理（NLP）技術，
可以改善試驗設計、縮短臨
床試驗的週期時間、同時降
低臨床開發的成本和負擔。
近年大型生物製藥公司皆紛
紛針對AI及其應用進行投資
(圖二)。

而在臨床試驗所產生的成本
當中，患者招募是臨床試驗
的最大成本驅動因素。諾華
（Novartis）利用AI整合了來
自內部不同來源的臨床試驗
數據，以預測和控制臨床試
驗的病患招募的時間和成本。
諾華公司的報告指出，該方
法在先導試驗(pilot trial)中，
減少了 10-15%的患者註冊
時間。

試驗設計 前置準備 試驗期間 試驗結案

透過即時監控的過程，
評估試驗場域／機構表
現（例如：病患招募與
退出比率）

使用RWD評估為招募病
患所設計的試驗協議是
否可行

分析與解讀來自臨床試
驗紀錄及科研文獻的結
構化與非結構化資料

使用NLP及ML等AI技術挖
掘電子病歷(HER)及各式
公開資訊（例如：臨床
試驗資料庫或社群媒體
資料），以協助病患媒
合試驗機會

透過自動化方法起草與
臨床試驗研究人員及臨
床試驗機構的合作協議
與保密條款

透過即時監控的過程，
評估試驗場域／機構表
現（例如：病患招募與
退出比率）

分析疾病進程中產生的
數位生物標記，以及其
他與生活水準相關的健
康指標

跨平台的數據共享

使用NLP填寫試驗最終結
案報告的各個部分

使用ML技術清理資料

以AI技術進
行先進數據
分析

藉智慧化藥盒進行藥物
治療過程的電子化追蹤

透過雲端應用加速病患
招募並取得更具代表性
的樣本群體

透過線上同意流程
（eConsent）簡化並加
速病患的知情同意流程
（informed consent
process）

藉由使用智慧型手機提
出警告與提醒，提升病
患遵囑率

利用行動應
用程式、穿
戴性裝置與
物聯網蒐集
數據

追蹤病患的相關紀錄，
並在病患錯過回診時，
發出「未遵囑（non-
adherence）」的警告

圖二、 AI科技於臨床試驗中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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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在醫療照護領域之應用範疇

圖三、人工智慧於醫療照護領域中的應用(臨床/非臨床)

臨床應用 非臨床應用

流程改善 流程改善

風險管理 顧客體驗

• 新冠疫情症狀分析

• 加速發現臨床洞察的過程

• 智慧人力管理

－人力規劃與排程

－醫療任務發包管理(內部/外部)

• 經營管理任務自動化

• 加速與簡化經營洞見的發現

• 檢查及預防詐欺、浪費與濫
用(Fraud, Waste and Abuse)
的情形發生

• 用藥相關錯誤檢測 • 對話式人工智慧
(Conversational AI)

資料來源：勤業眾信整理

對於醫療照護產業來說，AI 驅動的解決方案已經
在醫療保險、藥品福利管理以及醫療照護機構產
生許多成功的使用案例，帶來降低成本、協助新
產品的開發、更好的客戶體驗等效益，與此同時
企業還能在短時間內回收投資 AI 科技產生的支出
並獲得營運上的回報。

跟其他所有產業相同，AI 科技被應用於醫療照護
產業中各種不同的階段。在健康預防方面，透過
健康數據分析可達到健康管理的效果；在診斷治
療方面，可協助醫生進行判讀、提高醫療效率；
在復健照護上，更提供多種方案幫助許多慢病、
復健的患者以及高齡的長照對象。

儘管 AI 技術在臨床方面的使用仍受到較多限制，
許多日常的非臨床流程則已經發展為成熟的 AI 應
用，例如提交與支付醫療保險給付。 AI 技術也能
應用於自動化繁瑣的管理工作，並從中取得洞見
以用於檢查及預防詐欺、浪費與濫用（Fraud,
Waste andAbuse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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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55.00%

35.00%

5.00%

42.90%
38.10%

19.00%
22.50%

30.00%

42.50%

5.00%

15.80% 15.80%

63.20%

5.30%10.00%
15.00%

75.00%

年收入2億5千萬至5億美元之間的企業

年收入5億至10億美元之間的企業

年收入10億至50億美元之間的企業

年收入50億美元至100億美元之間的企業

年收入超過100億美元的企業

醫療照護企業領導人看好針對AI科技的預期投資報酬

表三、全球醫療照護企業於2019年度在AI科技及相關專案的投資總額

總樣本數：120

資料來源：Deloitte State of AI Survey, 2019

75%
營收超過100億美元的醫療照護

企業於2019年投資超過5,000萬美

元於AI相關的計畫

73%
的醫療照護企業認為在下一個年

度對AI科技的投資金額還會繼續

成長

隨著醫護人員在疫情期間親身體驗到AI科技如何提升他們在診斷以及手術方面的技巧，醫護人員對於數位科技的態度已經變得更加開放。
在2019年度針對醫療照護企業於AI科技的投資總額調查中，受訪的企業領導人同意儘管速度不盡相同，但是醫療照護企業正在擴張對於AI
科技的投資。除此之外，多數的受訪者也認為自身針對AI科技投資的投資回收期，將會與他們預期的時間點相符。

少於100萬美元
100萬至
1,000萬美元之間

1,000萬至
2,000萬美元之間

2,000萬
至5,000萬美元之間

超過5,000萬美元年度投資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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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流程效率是醫療照護企業最主要的投資方向

34%

27% 26%

20% 20% 18% 17%
14% 14%

10%

43%

32%
36% 38% 38% 36%

32% 34% 32% 33%

問題：請選擇兩項您最希望從導入AI科技中取得的成果 問題：在貴公司過去導入AI科技的經驗中，貴公司於以下哪些領域的表現獲得顯著的改善

總樣本數：120／資料來源：Deloitte State of AI Survey, 2019

表四、醫療照護企業導入AI科技調查

對於醫療照護企業而言，AI具備提升管理流程效率的潛力，同時有望能提供每一位病患更快且更精準的診斷與治療方案，進而改善病患的
等待時間、再入院率、所需成本等營運指標。

當我們詢問醫療照護企業領導人他們最希望從導入AI科技中取得的成果時，「強化流程效率(34%)」是醫療照護企業領導人最關注的議題，
「改善既有產品與服務(27%)」及「降低成本(26%)」則緊隨其後。受訪的企業中，43%的醫療照護企業在強化流程效率方面取得顯著改善，
是上述三個面向的投資中截至目前為止最具成效者。



勤業眾信生技醫療產業 17

AI在Healthcare應用全球市場規模

資料來源： MarketsandMarkets；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剖析MarketsandMarkets的研究，2020年AI在Healthcare應用全球市場規模為48.7億美元，預估2026年可持續成長；AI在醫療保健中的主要
應用領域為患者數據和風險分析，約占2020年整體市場18.9%，其次依序為網路安全16.1%、住院治療和醫院管理10.9%、醫學影像和診斷
10.5%，以及生活方式管理和監測7.9%；此外，尚涵蓋虛擬助手、藥物開發、醫療輔助機器人、精準醫療、急診室和手術應用、穿戴裝置
和心理健康等應用。

Healthcare Assistance Robots, 4.8%

Mental Health, 1.5%
Emergency Room & Surgery, 2.0%

Research, 6.0%

Inpatient Care & Hospital Management , 10.9%

Wearables, 1.6%

Virtual Assistant, 8.8%

Lifestyle Management & Monitoring, 7.9%

Drug Discovery, 7.6%

Cybersecurity, 16.1% Patient Data & Risk Analysis, 18.9%

Medical Imaging & Diagnostics, 10.5%

Precision Medicine, 3.3%

2 1

4

3

$4.87 B USD

5



勤業眾信生技醫療產業 18

世界經濟論壇提出AI改變2030健康趨勢: 健康預防、醫療效率、最適照護

資料來源：World Economic Forum (2020)

AI將能藉由多元健康資料彙集與分析，發掘疾病發生模式建

模，協助治療與照護。

疾病風險建模

AI結合之健康照護系統將能預測個人疾病風險發生並提

供預防建議

健康預防預測

AI將能有效降低病患等候時間，並使得醫院及健康照護

系統效率提升

醫療改善效率

AI-powered predictive care

Networked hospitals, connected care

世界經濟論壇研究指出，AI將成為2030年改變健康醫療照護產業發展的關鍵推手，包含促進健康預防、提升醫療效率，或提供最適照護策
略等三構面；如能有效預測個人疾病風險發生並提供預防建議，有效達成健康預防預測之目標；在醫療改善效率上，可透過分析醫療流
程，以有效降低病患等候時間，而可提升醫院及健康照護系統效率；此外，也透過多元健康資料彙集與分析，發掘疾病發生模式而建模，
以協助擬定最佳治療與照護方案。

Better patient and staff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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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運用AI科技發展精準健康大產業

精準
檢測

精準
預防

精準
診斷

精準
治療

精準
照護

基因 環境 生活型態

數據整合

軟硬整合 服務加值

跨域創新

居家 醫院社區 機構

場域驗證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有鑑於此，台灣政府也於2020年BTC會議提出發展精準健康大產業的目標，達成精準檢測、精準預防、精準診斷、精準治療、精準照護的
願景，準確地預測、預防、診斷、治療與照護疾病；並將於2022年實施新的「生技醫藥及精準健康產業發展條例」，此條例新增數位醫療，
鼓勵廠商積極發展AI在健康醫療照護的應用機會，預期也將帶動台灣產業蓬勃發展。

健康管理 疾病預防

疾病診斷

疾病治療復健/癒合

照護管理 全齡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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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醫 x AI產業現況概覽
• 健康醫療照護產業定義
• 產業應用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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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醫療照護產業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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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工智慧在健康醫療照護產業之產業定義

保健(Health/Fitness)

目標：個人健康促進、自我健康管理

透過資通訊科技，進行行為或生活型態的改變，
促進健康意識，管理健康紀錄與醫療行為，進而
預防疾病的發生。

醫療(Medical)

目標：診斷疾病、控制病情、實施治療

聚焦提早診斷、疾病治療，透過數據的收集與分
析，改善工作流程、提升醫療效率、控制成本及
減少錯誤。

照護(Health Care)

目標：延緩失能、提高照護效益、減輕照護負擔

探索使用者需求，提升生活自主性，延緩失能進
程，並提供照護者更有效的解決方案，提高照護
效率，減輕照護負擔。

智慧醫療智慧健康 智慧照護

資訊收集\傳輸\儲存\分析雲端運算巨量資料物聯網人工智慧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 定義：應用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等資通訊技術，來達成提升醫療效率、改善服務流程、減少醫療支出、提高醫療服務品質，
以及為患者提供個人化服務之目標產業。

• 範疇：依據健康照護產業全人健康之三段五級的概念，分為健康預防、診斷治療與復健照護三大應用情境。

健康管理 疾病預防 疾病診斷 疾病治療 癒後/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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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工智慧在健康醫療照護之應用內涵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健康
預防

運動管理

飲食管理

透過多元數據AI分析建模，提供智慧復健方案服務，提升復健效率

睡眠/壓力管理

健康管理

智慧長照系統

慢病管理

復健管理

透過生理數據AI分析建模，提供慢病健康管理方案，提升疾病管理效率

透過運動數據分析建模，提供運動管理、體能管理等解決方案

透過營養、熱量數據分析建模，提供熱量、營養管理等解決方案

透過睡眠、壓力數據分析建模，提供睡眠、壓力管理等解決方案

透過多元數據分析建模，提供生活形態健康管理與健康風險評估方案

透過多元數據AI分析平台，提供居家安全、生活支援方案，提升照護效率生活支援

整合資通訊數據，優化長照管理系統、照護輔助決策系統，提升照護效率

人
工
智
慧
在
健
康
醫
療
照
護
的
應
用

診斷
治療

數位診斷

數位治療

導入AI技術，開發檢測醫材，以及醫療決策輔助之輔助診斷軟體與健康風險評估，提升診斷效率

導入AI技術，開發心理治療系統/APP、用藥管理決策系統、AR/VR治療系統，以提升治療效益

醫療資訊系統 導入AI技術，優化醫療行政流程與醫療決策管理流程，提升醫療效率。(包含次專科醫療管理系
統、醫療影像系統、衛生管理系統、藥物自動化系統、病患流程管理系統、物流追蹤系統、智慧
病房系統)

遠距醫療 導入AI技術，優化遠距醫療方案，提升醫療效率

復健
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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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對全球市場資料定義，健康管理其一是生活形態健康管理，不良的生活習慣可能造成疾病的發生，例如處於過多壓力下，可能造成生
產力下降或患病，透過AI改善或追蹤個人生活模式的變化，能進一步改善健康或預防疾病發生，會比患病後治療有效且更節省醫療資源。
根據Markets and Markets 報告，AI 用在lifestyle management and monitoring application領域，2026 年全球市場CAGR為43.8%。

• 二是健康風險評估方案，也就是全球市場提及目前市場最大的AI在病患資料與風險分析應用市場，透過建立預測模型來提早預警、降低罹
病風險。整合病史、人口統計、資料庫等數據，運用AI機器學習和自然語言處理等演算法來建立疾病預測模型，用於提供病患在重大疾病
與健康狀態的風險預測。尤其是運用基因組學預測分析來提供臨床醫師早期識別高危險群患者，並提供預防措施降低罹患疾病之風險。
此外，風險評估還可應用在醫療與保險費用預測，以提供未來醫療費用之預估管理。2020年病患資料與風險分析應用全球市場規模為9.2
億美元，預估2026年可成長至72.8億美元，2020-2026年之年複合成長率為41.1%。台灣有完整的醫療健保數據、資通訊與生醫產業發達，
加上民眾具備高度健康意識，在此領域具備發展潛力。

• 運動管理: 透過運動數據分析建模，提供運動管理、體能管理等解決方案
• 飲食管理: 透過營養、熱量數據分析建模，提供熱量、營養管理等解決方案
• 睡眠/壓力: 透過睡眠、壓力數據分析建模，提供睡眠、壓力管理等解決方案
• 健康管理: 透過多元數據分析建模，提供生活形態健康管理與健康風險評估方案

AI在健康管理之應用

聚焦在生活型態健康促進而達成預防效益，從運動、飲食、睡眠/壓力與健康管理的四大構面展開。
(1) 健康預防：透過建立預測模型提早預警並降低罹病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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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在解決醫療診斷與治療的痛點，依據醫療流程分為數位診斷與數位醫療，並納入可提升
醫療效率與服務效能之遠距醫療與醫療資訊系統，共分為四項子類別。

(2) 診斷治療：建立預測模型支持臨床以提升品質與效率

比對全球市場資料定義，本應用主要聚焦在應用AI 在住院照護與醫院管理扮演臨床支持角色，建立預測模型以提升醫療照護品質與改善行
政效率。AI在住院照護和醫院管理以發展臨床決策支持系統(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CDSS)為主，透過機器學習與AI演算法建立預
測模型，提升醫療照護品質與降低醫療支出；由於醫院組織複雜程度高、各診斷檢測設備昂貴且繁雜，對於緊急狀況需做出快速應對，透
過AI技術可協助改善醫院行政流程，提供實際後勤支援。2020年AI在Healthcare市場-住院照護與醫院管理應用全球市場規模為5.3億美元，
預估2026年可成長至49.3億美元，2020-2026年之年複合成長率為44.9%。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市場項目也有其他數項產品系統也在診斷治療應用範疇，包含AI在醫療診斷影像成長快速，是未來發展重點領域之一
，台灣廠商已經積極跨入此應用；其他如虛擬助手、藥物開發、醫療輔助機器人、精準醫療、急診室和手術應用、心理健康等應用，也歸
屬此應用，台灣也有部分廠商已經開始關注到此領域的機會。

• 數位診斷: 開發虛擬問診系統、輔助診斷軟體來提升診斷效率
• 數位治療: 用藥管理系統、AR/VR治療系統，以及開發心理疾病治療系統/APP，以提升治療效益
• 遠距醫療: 導入AI技術，優化遠距醫療方案
• 醫療資訊系統: 優化醫療流程、優化決策管理系統，提升醫療效率(包含次專科醫療管理系統、醫療影像系統、衛生管理系統、藥物自
動化系統、病患流程管理系統、物流追蹤系統、智慧病房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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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在病後或癒後的復健或照護方案，依據照護型態，可分為慢性病管理、復健服務與生活支援，以
提升醫療後端的照護效率，也同時納入智慧長照系統，透過資通訊系統支援以優化照護效率。

(3) 復健照護：透過多元數據建模與整合方案以提升效率

• 比對全球市場資料定義，目前尚未有一個完整類別歸屬於癒後的復健照護範疇，歸納原因應與此應用屬於醫療服務延伸至居家端的服務
類型，如復健管理、慢性病管理等，會與原來的醫療應用概念相近，會由相關醫院端或是原廠商提供原有服務之延伸，故無法直接切割
為復健照護領域之市場，市場與診斷治療領域重疊；此外，高齡族群醫院外之生活形態或健康狀況監測，也與上述醫療服務延伸或是生
活形態管理有關，因此市場也與健康預防領域重疊，故不另外列出。

• 此狀況也反映出復健照護領域真實狀況，由於病後狀況相對複雜，個人在生理、心理與生活形態都有很大的變化，需要在生理、心理、
生活形態面向上再提供多元數據的整合分析後，才能提供客製化整合式的解決方案，才能有效的達成照護效率；也由於照護情境延伸到
居家、機構或社區，因此針對照護提供者，也需要整體思考，如何運用即時數據分析來讓照護服務提供者能夠即時因應複雜的照護情
境，並據以提供最適切、有效的即時照護方案。目前台灣廠商多聚焦提供居家安全管理方案，以數據分析降低跌倒機率與提升照護
效率。

• 慢病管理: 透過生理數據分析建模，提供慢病健康管理方案，提升疾病管理效率
• 復健管理: 透過多元數據分析建模，提供智慧復健方案服務，提升復健效率
• 生活支援:透過多元數據分析平台，提供居家安全、生活支援方案，提升照護效率
• 智慧長照系統：整合資通訊數據，優化長照管理系統、照護輔助決策系統，提升照護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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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應用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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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在智慧健康醫療照護之應用產業價值鏈

保健(Health/Fitness) 醫療(Medical) 照護(Health Care)

健康預防 診斷治療 復健照護

健康管理
(含檢測)

運動
管理

穿
戴
裝
置

健
身
器
材

運動分
析系統

體
能
管
理
服
務

運
動
管
理
服
務

睡眠/壓力
管理

壓力
檢測
產品

睡
眠
科
技
產
品

壓力
分析
系統

睡眠
分析
系統

壓力
管理
服務

睡眠
管理
服務

穿
戴
裝
置

醫
療
器
材

健康
管理
平台

健康管理
服務

飲食
管理

飲食分析
系統

熱
量
管
理
服
務

營
養
管
理
服
務

熱量監
測裝置

健康
風險
評估

慢病
管理

醫療
器材
裝置

慢管雲
端平台
系統

慢病
管理
服務

復健
管理

復
健
裝
置

醫療
器材

復健管理
服務

復健服務
系統

智慧長照
系統

智慧長照管
理系統

科技輔具
產品

智慧長照管
理服務

檢
測
產
品

生活
支援

生活支援
產品

生活支援服
務

服務
整合
平台

居家
安全
平台

健康管理 疾病預防 疾病診斷 疾病治療 癒後/復健

輔助
診斷
軟體

醫療
器材/

檢測
產品

疾病
診斷
服務

數位
診斷

治療數據管
理與治療決
策服務

生心
理治
療產
品與
軟體

用藥
管理
決策
與系
統

醫療
器材/

基因
檢測

數位
治療

醫療器
材裝置

線上診
斷軟體

遠距病
患監測
管理

遠距
醫療

資訊收集
裝置

醫療資訊
管理
系統

醫療流程
決策優化

醫療資訊
系統

器材裝置

系統平台

服務應用

依據次產業應用範疇，以器材、平台和服務等三類別區分，展開應用產業價值鏈。工研院產科國際所依據以上應用範疇與技術內涵和價
值鏈分析，盤點台灣相關廠商。納入之廠商需與AI技術導入相關，不論是產品處於研發中期或是已商業化，或是AI應用處於早期或成
熟，若公司已宣布跨入AI應用之發展並已有產品雛形，則皆納入名單中。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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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預防領域之應用內容
健康預防類的廠商，以健康管理類別廠商數最多，而單點鎖定運動管理、飲食管理或睡眠管理等廠商
雖少，但都具發展特色。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透過運動數據分析建模，提供運動管理、體能管理等解決方案運動管理

透過營養、熱量數據分析建模，提供熱量、營養管理等解決方案飲食管理

健康管理 透過多元數據分析建模，提供生活形態健康管理與健康風險評估方案

透過睡眠、壓力數據分析建模，提供睡眠、壓力管理等解決方案

睡眠/
壓力
管理

健康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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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健康預防應用——運動管理

Key activities

透過運用個人或群體的運動數據，例如動作數據，結合AI演算
法進行分析並建立預測模型，廠商可以依此提供運動管理、
體能管理、客製化訓練課程等解決方案。目前台灣已有至少
三家企業於該領域發展，透過各自獨特的AI演算法提供後端動
作分析並提供適切的運動建議回饋。

應用場景

• 運動風險檢測、建議及規劃

• 體能狀態監測與評估

• 針對運動動作進行姿勢標準程度評估、潛在風險識別

• 運動、訓練課程規劃與推薦

未來發展與願景

• 結合健身房、運動中心等場域，提供消費者完整的
運動體驗

• 結合影音等不同的媒體形式發展社群平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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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健康預防應用——飲食管理

Key activities

以飲食管理而言，透過鏈結外部食品資料庫、廠商商品資料
庫，AI演算法可建立食品營養、熱量資訊的分析模型，據此提
供客製化的飲食控制、營養分析與建議、熱量管理等服務。

應用場景 未來發展與願景

• 根據個人的生理數據提供客製化飲食建議

• 依食品適合食用程度進行分級

• 協助照護團隊持續追蹤客戶的營養與熱量攝取狀況，
協助團隊持續改善用戶健康狀況或預防疾病發生

• 結合營養師與衛教團隊，根據用戶資訊提供個人化衛
教建議

• 發展完整的食品資訊資料庫，可結合消費通路或其他
企業，建立獨特的行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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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健康預防應用——睡眠管理

Key activities

睡眠不足不只會影響人的生活品質及安全，像是容易於白天
感到嗜睡或疲勞，還有可能會導致不同的疾病，例如精神健
康的問題。透過物聯網裝置結合AI技術分析，能夠提供精準的
睡眠指標以協助睡眠診斷與改善的評估。

應用場景 未來發展與願景

• 協助睡眠診斷與治療，針對特定睡眠指標進行分
析與評估

• 睡眠時段的腦波即時追蹤與分析

• 結合神經回饋訓練功能，幫助使用者調整大腦活動以
改善失眠、入睡延遲、睡眠品質

• 結合記憶訓練功能，預防記憶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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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健康預防應用——健康管理

Key activities

健康管理類的廠商透過前端數據整合與分析，提供生活形態
管理相關建議。其一是運用健檢數據系統或資料庫加值，發
展健康風險評估系統，以提供早期預防之效；其二是運用健
康管理系統收集各式數據來提供生活形態之健康管理服務。

應用場景 未來發展與願景

• 運用個人健檢數據或由其他來源收集之客戶健康數
據，分析用戶慢性疾病/病症的罹病風險及變化趨勢

• 搭配物聯網裝置收集病患的生活型態資訊，經演算
法分析後，為用戶規劃最適個人健康促進與健康管
理方案

• 發展為訂閱制模式的生理健康或生活安全解決方案
提供者

• 藉由既有分析服務持續提升消費者的黏著度，帶動
後端產品或其他服務的銷售機會

• 運用產品與服務建立之客戶群與資料庫，發展B2B商
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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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治療領域之應用內容

診斷治療類的廠商，以醫療資訊系統類別廠商數最多，和資通訊業者核心能力應用有關，也引導相關業者積極投入，而數位診斷是新進廠
商積極投入的領域，以醫院痛點切入，開發具備醫療決策輔助角色的輔助診斷與虛擬問診軟體，協助提升醫護效率；國內數位治療領域則
多以用藥決策系統為主；此外，遠距醫療與醫療資訊管理系統皆是用於優化醫療服務流程而應運而生的系統，提升醫療服務品質與改善醫
病關係。

導入AI技術，開發檢測醫材，以及醫療決策輔助之輔助診斷軟體與疾病風險評估，提升
診斷效率

數位
診斷

導入AI技術，開發心理治療系統/APP、用藥管理決策系統、AR/VR治療系統，以提升治療
效益

數位
治療

醫療資
訊系統

導入AI技術，優化醫療行政流程與醫療決策管理流程，提升醫療效率。(包含次專科醫療
管理系統、醫療影像系統、衛生管理系統、藥物自動化系統、病患流程管理系統、物流
追蹤系統、智慧病房系統)

導入AI技術，優化遠距醫療方案，提升醫療效率
遠距
醫療

診斷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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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診斷治療應用——數位診斷

Key activities

數位診斷為透過導入AI技術，開發檢測醫材，以及醫療決策輔
助之虛擬問診、輔助診斷軟體與疾病風險評估，提升診斷效
率或建議合適的疾病管理策略。國內廠商也因應數位診斷需
求，發展各式醫材檢測器材。目前已經廣泛應用於醫療診斷
影像判讀、心肺疾病診斷、腦部健康評估等領域。

應用場景 未來發展與願景

• 提升各式醫材的診斷品質與操作便利性，例如結合AI
技術的數位聽診器

• 超音波影像判讀、放射科影像判讀、數位病理診斷

• 疾病風險的輔助評估，腦部病變風險、血液透析異常
事件等

• 為其他企業與服務單位提供跨國風險評估服務，也可
進一步授權他國使用，以收取授權金模式獲利

• 持續擴增自身資料庫，以發展全球領先的AI產品，或
也可轉為Data Bank以提供現成資料集模式獲利

• 以分析軟體綁定硬體，帶動硬體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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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診斷治療應用——數位治療

Key activities

數位醫療的應用內涵為導入AI技術、開發心理治療系統/APP、
用藥管理決策系統、AR/VR治療系統，以提升治療效益。上述
應用中，目前台灣廠商主要聚焦於投入用藥管理決策系統發
展，用於協助藥品用藥安全，或聚焦在精準醫療的用藥決策
之用。

應用場景 未來發展與願景

• 分析醫師開立的處方籤，即時偵測不適當處方，
優化用藥決策支援流程

• 分析使用者的基因資訊並建議適當的治療方案

• 結合聊天機器人等介面協助心理治療活動

• 與保險業者合作，降低業者用於支付客戶療程與醫藥
費用的支出

• 與數位診斷或提供其他功能服務的醫療單位/企業合
作，提供更全面的治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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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診斷治療應用——遠距醫療

Key activities

透過導入AI技術，優化遠距醫療方案，提升醫療效率。為使遠
距醫療有效達成分流與提升效率之目標，目前台灣廠商已經
發展醫療助理系統，主要是透過語音或文字輸入，模擬醫師
診斷或諮詢流程，提供建議，以提升醫療服務效率。

應用場景 未來發展與願景

• 即時分析患者回傳的圖片、文字、語音等訊息，即
時判斷可能疾病，並建議看診科別及醫師，達成分
流與提升效率的目標

• 全球遠距醫療市場在新冠疫情刺激下顯著成長，且在
大眾預期未來類似流行病危機恐不定期發生的心態
下，該成長或將成為長期趨勢，相關廠商可把握時勢
發展長期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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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診斷治療應用——醫療資訊系統

Key activities

導入AI技術，優化醫療行政流程與醫療決策管理流程，提升
醫療效率，包含醫療語音管理系統、次專科醫療管理系統、
醫療影像系統、衛生管理系統、藥物自動化系統、病患流程
管理系統、物流追蹤系統、智慧病房系統，以及支援技術發
展的AI運算平台系統。

應用場景 未來發展與願景

• 改善醫院行政流程，提供實際後勤支援，以縮短流程
所需時間，改善照護品質

• 運用平時醫療活動所累積的資料庫，透過機器學習與
AI演算法建立預測模型，可避免非必需的資源，進而
減少開銷支出

• 發展統一架構的資料庫格式、AI模型訓練、開發與應
用介面，供更多元且廣泛的醫療客戶使用

• 與數位診斷類應用相似，醫療資訊系統類應用也可用
軟體綁定硬體的模式，帶動硬體產品的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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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健照護領域之應用內容

復健照護類的廠商，導入AI發展生活支援之居家安全系統廠商為最多，廠商應用各種檢測技術原理，運用AI建立模型來分析高齡者跌倒或
嬰兒睡眠概況，以提供較佳的照護建議。雖然慢病管理、智慧長照系統的現有投入廠商多，但目前尚未導入AI分析而作為後續擬定慢病策
略分析之用。智慧長照系統雖然已有很多廠商投入，但應用AI分析整合數據提供後端照護服務參考之用的進階分析廠商尚無。

透過生理數據AI分析建模，提供慢病健康管理方案，提升疾病管理效率
慢病
管理

透過多元數據AI分析建模，提供智慧復健方案服務，提升復健效率
復健
管理

智慧長
照系統 整合資通訊數據，優化長照管理系統、照護輔助決策系統，提升照護效率

透過多元數據AI分析平台，提供居家安全、生活支援方案，提升照護效率
生活
支援

復健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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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復健照護應用——慢病管理

Key activities

透過生理數據AI分析建模，提供慢病健康管理方案，提升疾病
管理效率。為了建立足量的資料庫供分析，部分廠商會與醫
學中心、診所、藥局合作，以取得可使用的相關生理數據。

應用場景 未來發展與願景

• 整合醫療院所、居家生理監測、其他健康照護服務機
構之數據，幫助醫生即時掌握個人健康狀態

• 提供使用者個人健康分析結果，並持續提供個人化的
保健建議

• 除了醫療院所之外，可串聯其他醫療服務的參與者，
例如藥局、居家照護、營養保健業者等等，建立資料
整合的健康管理平台

• 運用服務所累積的醫療資料，進行大數據分析並發展
B2B服務，例如協助業者預測使用者相關醫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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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復健照護應用——復健管理

Key activities

透過多元數據AI分析建模，提供智慧復健方案服務，提升復健
效率。隨著全球各先進國家逐漸邁入高齡化社會，老年人口
將持續成長，將成為相關應用的主要成長動力。

應用場景 未來發展與願景

• 協助關節疾病患者於家中的自主復健

• 收集患者復健數據，協助治療師持續優化與改善療程

• 協助偏鄉長照、復健據點、治療師，以遠距運動訓練
服務改善長者健康

• 拓展運動員訓練市場

• 開發遊戲化復健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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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復健照護應用——生活支援

Key activities

透過多元數據AI分析平台，提供居家安全、生活支援方案，提
升照護效率，此類產品廠商應用各種檢測技術原理，運用AI建
立模型來分析高齡者跌倒或嬰兒睡眠概況，以提供較佳的照
護建議。

應用場景 未來發展與願景

• 防跌倒監測裝置

• 生理異常警報、翻身提醒、睡眠品質分析、巡
視通知等長者照護輔助

• 嬰兒安全監測，如口鼻異物覆蓋、翻身、進入
危險區域、發燒等潛在危險監測與警示

• 持續發展新的應用場域，例如：病房、公共浴
廁、安養照護、家中高風險區域等

• 發展軟體訂閱制商業模式，為使用者／業者提供
多元化生活或生理數據的整合評估運算，作為擬
定生理健康或生活安全解決方案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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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復健照護應用——智慧長照系統

Key activities

整合資通訊數據，應用AI技術優化長照管理系統、照護輔助決
策系統，提升照護效率。目前台灣智慧長照系統已有很多廠
商投入，但應用AI分析整合數據的能力大都仍處在發展中狀態，
因此尚無法產生供後端照護服務參考之用的進階分析。

應用場景 未來發展與願景

• 整合不同照護應用數據，分析後回饋照護體系行
政流程，改善效率、後勤支援、照護品質

• 向下整合各項醫療照護應用與服務，提供長照業
者更完整的解決方案

• 運用本身提供服務所累積的洞見與資料庫，協助
其他業者開發各式長照應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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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 x AI產業企業布局與實務建議
資金篇
• 資金取得
• 租稅獎勵
• AI企業資料建置資本化

議題

營運篇
• 智財布局
• 上市取證
• 市場行銷
• 客戶服務

數位篇
• 數位轉型
• AI風險管理
• 個資保護
• 資安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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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篇

• 資金取得

• 租稅獎勵

• AI企業資料建置資本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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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 x AI企業資金取得與合作策略

跨產業應用之人工智慧平台公司:

• 若本身即以人工智慧平台工具為獲
利產品的公司，其投入醫療照護領
域之目的是在建立應用示範模式。

• 資金取得多以其他產品銷售獲利而
再投入研發運用，募資需求不高，
尋求策略伙伴合作開發指標應用案
例，才是該類公司發展重點策略。

集團跨入健康醫療照護應用產業:

• 母集團投入資金與人才，以期待轉
投資公司能快速擴展業務，提升新
事業的營收成長動能。

• 多透過和醫療單位使用者共創來開
發新產品，然AI創新產品的市場接
受度，仍待提升。

• 此類廠商積極布局新領域，也會透
過內部創新創業和策略投資的方
式，取得集團所需新事業布局之核
心技術能量。

新創公司跨入AI健康醫療照護應用產業:

• 與傳統硬體廠商特性不同，以軟體
開發為主，公司主要資產是員工、
支出主要是薪資，不會優先投資廠
房和資本設備，因此有可能影響公
司的估值。

• 因應發展進程而有不同的資金需求
，然而台灣募資環境有條件限制，
也會思考往國外取得資金和尋求合
適的策略合作伙伴。

資金取得對公司各時期的經營皆有重要影響，因應公司結構特性不同，其資金取得需求與路徑也不盡相同。台灣投入人工智慧在健康醫療
照護應用發展之廠商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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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 x AI企業資金取得與合作策略(續)

形塑新評價模式

協助新創團隊

取得資金

法規輔導加速

產業發展

由於AI在健康醫療照護產業應用之發展歷程較短，以傳統製造業的模式來作為估值依據，無法反應
實際狀況，依據AI產業特性，數位為王，擁有數據才是企業最有價值之處，建議估值鑑價能夠考量
產業特性而因應，故以企業擁有的數據量、營運模式和產品效益，來做無形資產鑑價之用。

依照目前台灣IPO規範，一般事業股票上市基本條件為市值需新台幣60億元、營收需大於30億元。
2021Q3開板的創新板對於第二類(生技公司)的掛牌市值條件則為30億元，對於新創團隊而言條件較
嚴格，資金取得不易。建議可參考國際標竿廠商分析作為對標之用，提供價值與價格參考，以真實
反應出台灣相關廠商的潛力價值，以免台灣廠商因為在台估值不高，而紛紛至日本、香港或美國市
場募資，也會降低台灣產業的競爭力。

台灣政府為扶植生醫產業，也將於2022年推出新版的生技醫藥及精準健康產業發展條例。訪談多家廠
商後，廠商皆表示對於此新法將納入數位醫療或相關申請方式與租稅優惠皆不清楚，因此希望能在
2022年條例上路前後，提供相關資訊與輔導申請，以加速投資人投資廠商並取得合適的優惠補助。

因應AI技術之廠商特性，以企業擁有的數據量、營運模式和產品效益，來做無形資產鑑價之用，協助新創團隊取得資金以加速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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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掌握生醫 x AI產業的租稅獎勵

設備投資
抵減

研發及人培支
出投資抵減

實質投資未分
配盈餘減除

員工獎酬入股
緩課

技術入股
緩課

天使投資人免
稅優惠

法人股東投資
抵減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

產業創新條例

生技醫藥及精準健康產業發展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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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掌握生醫 x AI產業的租稅獎勵(續)

優惠內容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 產業創新條例
生技醫藥及精準健康產業發展條例

經濟部預告修正草案(註)

設備投資抵減
X

針對智慧機械及5G產業之全新軟硬體技術之
購置，提供下列優惠二擇一：

A. 支出金額 5% 抵減當年度營所稅；

B. 支出金額 3% 抵減當年度起三年內營所稅

修正草案新增本項獎勵
投資於生產製造所使用之全新機械、設備或系統，全
年投資金額達1,000萬元以上、10億元以下，提供下
列優惠二擇一：
A. 抵減當年度應納營所稅（抵減率5%）
B. 抵減當年度起三年內應納營所稅（抵減率3%）
每年度最高抵減稅額以應納稅額30％為限，與其他租
稅優惠合併計算以50%為限

研發及人培支出
投資抵減

• 研發支出提供下列優惠二擇一：

A.支出金額 15% ，抵減當年度營所稅；

B. 支出金額 10% ，抵減當年度起三年內營所稅

• 人培支出不適用；但產創針對全職研發人員參與教育訓練之費用
可視為研發支出

• 研發及人培支出金額 35% ，自有應納營利所稅額
之年度起五年內抵減營所稅

• 修正草案:
1. 將抵減率降為25%；CDMO生技醫藥公司不適用
2. 取消人培支出之適用，惟專職研發人員參與教育
訓練之費用可視為研發支出

實質投資未分配
盈餘減除

X
以未分配盈餘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
用之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可列為計
算所得稅法§66-9未分配盈餘減除項目

X

註：生技醫藥及精準健康產業發展條例修正草案將數位醫療納入獎勵範圍，所稱數位醫療指以巨量資料、雲端運算、人工智慧、深度機器學習技術應用於健康醫療照護領域，且用於提
升疾病之預防、診斷及治療，並經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定之創新性產品或技術。但屬人工智慧或機器學習技術之醫療器材軟體，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定。惟本
修正案尚須由行政院送請立法院審議通過後自111.01.01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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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掌握生醫 x AI產業的租稅獎勵(續)

優惠內容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 產業創新條例
生技醫藥及精準健康產業發展條例

經濟部預告修正草案(註)

員工獎酬入股
緩課

X

於轉讓持股時依轉讓價課稅(時價500萬元內股
票)；
如持股且提供服務滿2年，於轉讓時依取得價或
轉讓價孰低課稅

• 自高階專業人員獎酬、技術入股、認股權憑
證取得之股票，於轉讓持股時依轉讓價課稅；

• 修正草案新增:
− 取得之上述股票，持股滿2年且繼續於公
司任職或提供公司之技術應用相關服務，
於轉讓時依取得價或轉讓價孰低課稅技術入股緩課

中小企業/個人： 入
股於非屬上市櫃/興櫃
公司，於轉讓時依轉
讓價課稅

國內個人/公司/有限合夥之技術投資人，於轉讓
時依轉讓價課稅；
如國內個人技術投資人持股且提供服務滿2年，
於轉讓技術股時依取得價或轉讓價孰低課稅

天使投資人免稅
優惠

X
個人以現金投資高風險新創事業(同一公司達100
萬元/年)，且持股達2年，就投資金額50%於所得
額減除，惟每年得減除金額以300萬元為限

修正草案新增本項獎勵
個人以現金投資於未上/市櫃生技醫藥公司(同
一公司達100萬元/年)且持股達3年，就投資金
額50%，於兩年內自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
減除以新臺幣500萬元為限。

法人股東投資
抵減

X X

現金投資生醫公司且持股達3年，就投資金額
20%自有應納營所稅之年度起五年內抵減營所
稅額，每年抵減金額不超過當年度應納營所稅
稅額50%

註：生技醫藥及精準健康產業發展條例修正草案將數位醫療納入獎勵範圍，所稱數位醫療指以巨量資料、雲端運算、人工智慧、深度機器學習技術應用於健康醫療照護領域，且用於提
升疾病之預防、診斷及治療，並經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定之創新性產品或技術。但屬人工智慧或機器學習技術之醫療器材軟體，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定。惟本
修正案尚須由行政院送請立法院審議通過後自111.01.01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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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 x AI企業資料建置資本化議題討論

自行發展之無形資產

已達技術可行性 已達可供使用狀態

研究階段
(費用化)

發展階段
(資本化)

存貨、費用
(停止資本化)

無形資產定義

研究階段：

研究支出無法證明存在將產生很有可能之未來經濟效益之無形資產。因此，

該支出應於發生時認列為費用

發展階段：

若為發展支出，且符合IAS 38.57之認列條件，則應增加所取得之進行中研究

或發展計畫之帳面金額

資料來源：勤業眾信整理

技術
可行性

意圖完成

有能力使用
或出售

未來經濟
效益

可完成此
項發展

可靠
衡量

發展階段無
形資產認列

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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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 x AI企業資料建置資本化議題討論(續)

同業公司

• Schrodinger-AI藥物發現

• Sensyne Health-病患臨床
數據分析

• MaxQ-醫學影像平台

• Globus Medical-機器人手
術輔助

同業分析：外國生醫 x AI公司資本化規模及認列時點分析

資本化項目

• 軟體開發

• 專利權

• 營業秘密

• 醫療器材執照

資本化政策時點

• 技術可行性評估

• 未來經濟效益評估

• 發展階段時點辨認

• 成本歸屬分類及可靠衡量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保留一切權利 53

營運篇

• 智財布局

• 上市取證

• 市場行銷

• 客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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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醫 x AI產品技術/服務之智財布局規劃

需推動新的智財布局思維與學習AI創新智財布局策略

智財布局一直以來為評估公司價值的關鍵要素之一，不僅常與評定公司是否具備產業競爭力有關，也常作為公司技術攻防之工具，因此
為公司資產評估或鑑價之參考依據，也是申請政府計畫必備之KPI或關鍵指標。

• 過往產業大多以申請專利為主，但對AI產業而言，通
常廠商智財布局是以營業秘密為主，也有廠商將核心
技術申請專利，或是以AI技術搭配資料庫，或AI整合
軟硬體的方式申請專利；一來是許多廠商對於AI如何
申請專利並不熟悉，因此尚未著手規劃專利布局；二
來是許多廠商認為申請專利後等同公開演算法，反而
易被其他公司用於迴避專利之用，因此大多廠商會認
為專利申請價值低，所以會以營業秘密為主。

• 也有許多廠商反應，由於對於AI如何申請專利並不瞭
解，希望有機會可以瞭解專利申請作法，也才能真正
去評估AI智財布局的最有效作法，也才有利於企業與
產業的長期布局。此外，廠商也認為可以形塑一個新
的鑑價模式，因為AI產業的價值在於擁有的資料數目
、創新的營運模式和AI產品的使用效益，應該要改變
無形資產鑑價與創價的模式，才會有利於AI產業的發
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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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智財出發——生技醫療業者該如何保護AI技術？

生醫產業中人工智慧技術的智財概觀

保護客體的
可專利性

• AI技術申請專利時須滿足專利的要件，例如：
導入AI是否落入診斷方法而不予專利？

• 在不同國家或地區，產品或服務的提供者可
能相異，所需的智財保護策略亦有可能不同。

掌握先機的
智財布局

• 基於對產業生態的認識規劃所欲保護
的創新技術內容，並依循技術發展的
路徑動態調整。

• 審慎評估並布局所欲主張智財權的市
場或地區，選擇適合主張的類型。

產業遵循的
技術協定

• 確認AI技術或醫療方法等所應依循的
技術標準或產業標準協定。

• 可善用合規工具，完成合規工作。

執行確實的
風險排查

• 投入AI技術開發前，應迴避設計，避免落
入他人專利權範圍的侵權風險。

• 考量在不同國家或地區、產品或服務所使
用的商業模式，確實排除專利或商標等智
財風險。

• 做好智財盡職調查IP DD，建立信任且運作順
利的合作模式。

• 基於該合作模式，明確規範權利義務關係，
以降低授權風險。

• 針對AI技術的開發期程等機密資訊應保密，
並以適當方式保存及保護。

機密資訊的
保護措施

生技醫療是人工智慧的應用場域之一，隨著技術落地將帶
來潛在商機，競爭者增加，如何保護研發成果，避免智財
風險更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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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醫療產業——智慧財產權的抉擇：專利權或營業秘密？

• 大量來自品質控制、性能檢測、

臨床評估流程或軟體驗證等數

據及文件。

• 即便符合申請要件，例如製程

或配方等，因易被還原或為競

爭者使用，故不宜公開，因此

可以考慮以營業秘密來保護。

• 因應疫情，部分廠商採取有條

件的開放授權，出現新的智財

協作模式。

資料來源: 勤業眾信整理

選擇專利或營業秘密保護類型的考量因素

產品生命週期長短
• 導入AI技術的產品或服務的生命週期，需與專利保護期間及
審查時間綜合考量，以把握該技術的商業價值。

• 競者廠商可能利用還原工程技術，推知保護客體的技術內容。

• 還原成功機率低且還原期間可能大於專利保護期間，可能選
擇採取專利權之保護。

競者還原的難易度

• 決策者對於智財制度及內部智財管理計畫的了解及重視程度
或經驗，可能影響選擇的保護型態。管理決策者的態度

• 估取得專利的機率大小。

• 若專利核准後，舉發/無效成立的機率大小？
核准專利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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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AI的生醫產業——智財布局首重營業秘密

秘密性

他人難以得知的資訊。可以概分為「商業性」及「技術性」營業秘密」。

經濟性

合理保密措施

重點：企業必須採取合理的保密措施，使人了解企業有將該資訊當成機密加以保護的
意思。

司法見解：應做分類分級及授權、以正常方式無法輕易探知、不須滴水不漏。

保護的資訊必須是因具備秘密性而使企業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

從營業秘密的要件看企業可採取的保護措施

如何認定為營業
秘密？

原則

建置營業秘密管
理系統

工具 措施

文件分級

使用者權限等

生醫產業導入AI技術的開發過程中，隨著智財意識的提升及智財策略的
確實執行，企業面臨智財風險時更能保護研發成果。

秘密性

經濟性 合理保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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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醫 x AI產品技術/服務之上市取證布局規劃

• 主要是以健康促進和預防為目的，可分
為生活形態健康管理和健康風險評估管
理兩大類，希望透過流病學統計分析瞭
解風險，藉以客製化擬定降低健康風險
的健康促進策略。

• 由於不是以疾病診斷治療為目的，因此
不屬於醫療器材規範範疇，相關產品與
系統大多不需取得當地衛福部的醫材法
規上市許可。目前台灣此類型廠商尚未
有取證相關規劃，但健康風險評估廠商積
極透過加入其他資料庫來強化風險評估準
確性與朝向疾病適應症風險評估努力，以
提升產品系統之附加價值並朝向與醫院
通路發展與合作。

• 主要和達成醫療目的的診斷和治療有關，其
安全性、有效性都需要受到嚴謹的驗證和
規範，如醫療器材/檢測產品、用於協助醫
師診斷疾病的輔助診斷軟體、生心理治療
產品與軟體等，屬於醫療器材規範範疇，
相關產品與系統多屬於必須需取得當地衛
福部的醫材法規上市許可。

• 由於軟體和硬體特性不同，規範也應因產
品特性而異，因此美國與台灣皆特別針對
SaMD(software as medical device)制訂合宜
的上市取證途徑，除了之前以醫材軟體CAD
模式取證之外，廠商可積極瞭解與規劃
SaMD 取證。

• 因應醫療照護目的而有不同的規範，若
屬於標榜與醫療行為有關，如輔助科技和
復健科技等產品或系統，較歸屬於復健治
療等類別，需要納入醫療器材規範，台灣
廠商也已經申請通過。

• 若為慢性病管理，量測之醫材上傳生理
數據並予以分析管理，由於僅屬於追蹤
瞭解生理健康樣態，不涉及直接治療之
一環，此類數據管理產品與系統尚不納
入醫材範疇中。此外，不涉及醫療行為，
較重於長者生活支援的生活支援平系統與
長照管理系統平台，並不需要取證。

依據三段五級之健康階段和應用目的而有不同的上市法規規範如下。

健康預防應用的AI產品與系統1 醫療診斷應用的AI產品與系統2 復健照護應用的AI產品與系統3

台灣食品藥物管理署為促進AI科技快速導入人工智慧醫療器材應用，配合醫療器材管理法於2021年5月正式實施，特成立智慧醫材專案辦
公室，為人工智慧醫療器材產品開發提供單一窗口、一站式的創新諮詢服務，以協助廠商加速取證與上市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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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醫 x AI產品技術/服務之市場行銷布局規劃

以檢測和疾病風險評估系統為例

以健康或慢性病管理App為例

以醫療輔助決策系統產品為例

透過多元化生活或生理數據的整合評
估運算，以作為後續服務業者，協助
使用者擬定生理健康或生活安全解決
方案的參考，採取與客戶簽訂一年一
簽的維護合約，也有業者發展以軟體
訂閱制模式銷售產品的策略。

需要展現為醫師解決哪些痛點與需求，
以提升醫師或醫院採購與使用意願。

此類醫療輔助決策產品多將分析軟體
綁訂在硬體設備上搭配銷售，達成以
軟體帶動硬體銷售的目標。

以智慧管理系統平台為例

此AI軟體可以提供為其他企業或服務單
位跨國風險評估之服務，也可進一步以
授權他國使用的模式，方便串連在地服
務單位，以收取授權金模式獲利。

雖然App下載並不需要支付費用，但會
藉由App與原有醫療專業服務連結的模
式，來提升消費者的黏著度，並以專業
分析提供後續建議，帶動後端產品或服
務的銷售機會。

各類產品的市場行銷(營運模式)模式雖不盡相同，但皆需要聚焦在產品系統所能展現的真實效益，並需與原有產業生態系串接，帶動多贏，
才有可能獲得客戶青睞採用，帶來獲利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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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醫 x AI產品技術/服務之市場行銷布局規劃(續)

透過剖析產業鏈與生態關係人的方式，找到各式可能付費對象而
創造營收，例如:

• 我是誰(企業定位)？

• 我有什麼(核心優勢)？

• 我和別人的差異在哪(關鍵特色)？

• 和別人的需求是否有一致性(貼近市場) ？

[案例] AI智慧平台廠商以示範案展現技術可行性與效益之優勢

AI智慧平台廠商多以與合作廠商或醫療院所合作示範案例來布局，並非以銷售解決方案為獲利來源，而是以示範案例來測試技術可
行性與優勢點，藉以啟發並帶動各家業者採用AI智慧平台，而達到多應用AI智慧平台系統的目標，進而提升系統的銷售量。

• 保險業者需要數據作為給付與否之依據

• 後端服務廠商需要數據作為擬定個人健康策略之依據

• 醫療院所院長與醫護人員需要數據瞭解導入後之服務效益以作
為評估採購與否之依據

需規劃適合的營運模式創價，以企業角度、系統性思考:

生醫x AI企業可透過合作示範案展現技術可行性與效益，以及藉剖析產業鏈與生態關係人找到可能之付費對象來創造營收，最重要是規劃
適合的營運模式，創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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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醫 x AI產品技術/服務之客戶服務布局規劃

客戶為醫療院所之廠商

• 大多會思考如何和醫療院所串聯合
作，協助醫生訓練AI模型，產生AI演
算法，以開發具臨床實證需求之產
品系統，以達成多贏；如透過與醫
師合作發表論文的模式，一來可以
順利收集相關數據，二來可以透過
醫師發表驗證成效，論文並可作為
推廣宣傳產品與系統的工具之一；
有些業者也透過協助醫院在內部處
理資料與合作研發之模式，先免費
提供醫療院所產品系統，但採取後
續收取系統維護費之方式獲利。

客戶若為一般消費者

• 因非專業使用者，產品系統設計介面
便相對重要，不僅需要針對不同消費
者擬定不同付費專案之外，其對於售
後服務和遇到問題的即時協助重視度
相當高，因此建議廠商也需為跨國消
費者提供相關售後服務，不論是委外
或自聘客服人員，以提升企業形象與
提升消費者滿意度。

以平台架構整合各家產品提
供整體服務之業者

• 具備整合多元服務的優勢，因此不
論是為客戶整合已有系統之數據，
或是為客戶整合

AI產業的獲利模式在於用數據分析創價，廠商無不積極思考產品／系統所能帶給客戶的效益，期望藉以帶動產品系統的銷售機會。企業除
了專注於本身產品／系統之效益和售後服務之外，也需要思考能夠帶給客戶的附加價值為何，不僅是客戶服務的一環，也是提升客戶使用
意願的最佳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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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篇

• 數位轉型

• AI風險管理

• 個資保護

• 資安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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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數位轉型思考AI在健康醫療照護應用

定義

價值主張

探勘

商業價值

快速

部署測試

規模或

終止
數位化發展

1
明確定義價值主張

首先，組織必須要先清

楚自己的價值主張究竟

為何，並且水平且垂直

的溝通價值主張，讓組

織上下都能理解並認同

2
商業分析，探勘價值

3
快速部署，頻繁測試

4
Scaling & Killing

5
進一步的驅動數位發展

在整個過程中，持續進行變革管理、培養數位文化、能力建立、數據生態系統管理

數位轉型主要意涵在於透過以顧客價值和體驗為核心，導入數位科技，且在營運流程、價值主張與數位文化等面向徹底轉型，成為一個不
斷更新、持續轉型的組織。

數位轉型是一個以顧客

的價值與體驗為核心發

展的過程，所以在清楚

價值主張後，企業要從

商業流程當中挖掘出這

些能夠創造價值的環

節點

快速且敏捷的部署不同

的轉型項目，並且持續

性的追蹤其成效，測試

不同的發展，並優化既

有流程與專案的運營

規模化明確達到KPI的項

目，以創造金流，並且

結束持續達不到預期績

效的項目。同時將資源

轉移到發展更好，且成

長更快的項目中

持續循環上述的階段，

並且隨著組織變得越來

越敏捷，數位成熟度逐

漸提升。開始驅動更多

的數位發展，轉型以科

技為基礎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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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轉型策略的關鍵要素(一)

形塑一個以客戶需求為主並勇於設計驗證的組織文化

• 組織與文化決定組織內部成員行為模式，包含溝通、動機、獎懲與決策形成等面向。

• 大多數廠商研究開發皆已經以客戶臨床需求為中心來設計產品與收集數據資料，並開發AI工具並進一步提供整合型方案來解決客戶需
求，主要是因為AI應用發展牽涉到需要跟客戶或使用者溝通並收集數據，因此有許多內部或外部溝通、分享與合作的機會，而能夠鏈
結企業核心能力，以終端需求出發研發產品，以貼近市場；形塑一個以客戶/用戶為中心的設計思維(Human-centered design, HCD )的組
織文化，並能勇於實驗與測試創新解決方案，透過持續不斷的相互溝通、掌握需求、方案設計、實驗測試，以能研發出更接地氣的市
場方案，並加速企業數位轉型。

• 有廠商已經在企業內部導入以人為本、科技為用的系統化思維來研發智慧長照方案，公司組織文化認為讓客戶滿意是企業最重要的事
；也有廠商也表示，公司從考量客戶需求角度，以照顧父母之痛點研發產品，透過場域測試修正產品，並透過數位工具連結平台，即
時回應客戶需求，成功關鍵在於營造一個具同理心、理解包容的企業文化，才能研發出打動人心的產品。

組織與文化 人才與能力 科技與工具 數據生態管理 數位策略執行

面對AI在健康醫療照護產業的發展趨勢，以數位轉型策略考量企業之組織與文化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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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轉型策略的關鍵要素(二)

組織與文化 人才與能力 科技與工具 數據生態管理 數位策略執行

培養企業人才擁有同理心與軟硬實力兼備的跨域整合能力

• 企業人才與能力可分為兩種，一種是硬實力，包含雲端技術、數據分析等人才，可以處理、治理與分析各式數據，以及連結數據與
營運模式的能力；另一種是軟實力，包含同理心、團隊合作、溝通能力與領導能力，才得以具備瞭解客戶需求的同理心與洞察力，
並得以因應環境或政策變化而具備高適應力與高學習力。

• 廠商表示，台灣已經培養許多資通訊人才，但在數據分析是較大的技術鴻溝，這些數據分析人才，需要具備跨域能力，才能夠瞭解
需求後，知道如何收集合適的數據、如何進一步分析數據，並與營運模式鏈結，跨域人才是台灣產業缺乏痛點，且人才也需要同時
具備高同理心而能掌握客戶需求，並能後端營運模式設計串接，以達成獲利目標。

• 廠商也表示，新創公司難以目前薪資和產業條件吸引人才投入，公司尤其缺乏會開規格的多面向整合的跨域人才，常會開發出不符
市場需求之產品，未來企業人才培養更需從軟實力培養著手，有同理心、洞察力，才能夠掌握客戶需求，設計出貼近市場的產品。

• 有些廠商已運用跨國人才與跨國伙伴分工機制，完成數據分析、研發產品與服務客戶目標

面對AI在健康醫療照護產業的發展趨勢，以數位轉型策略考量企業之人才與能力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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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轉型策略的關鍵要素(三)

組織與文化 人才與能力 科技與工具 數據生態管理 數位策略執行

廠商運用核心技術能力發展數位化研發製造與行銷方案

• 科技與工具是企業數位轉型的能力，企業導入科技應用在不同階段與情境，包含公司內外部的行政流程、營運模式等構面上，並藉以驅
動營運模式的更新與轉變，形塑新商業模式。

• 不同型態的公司有不同的科技與工具策略，有些本身即具備AI智慧工具技術，有些核心技術來自集團內部，或有些新創公司來自招募合
適研發人才導入技術，這些科技能力與工具皆能取得並應用在該公司的產品研發和業務拓展上。

• 智慧平台廠商在研發過程中，已經導入AI達成供應鏈數位化管理的目標。

• 應用解決方案廠商積極運用技術獨特性，如同樣用於跌倒偵測，有些廠商使用影像、有些廠商使用毫米波、有些廠商採用壓力感測器，
這些技術皆是因應以人為本之使用情境而生，藉以發展出獨特的解決方案，以技術優先與獨特性來布局利基市場。

• 除了布局研發活動的技術與工具之外，也有廠商積極建立營運戰情室，透過隨時追蹤營收、各國銷售金額與客戶服務等重要資訊，即時
追蹤客戶回饋與建議，優化營運模式。

面對AI在健康醫療照護產業的發展趨勢，以數位轉型策略考量企業之科技與工具至關重要。



勤業眾信生技醫療產業 67

數位轉型策略的關鍵要素(四)

組織與文化 人才與能力 科技與工具 數據生態管理 數位策略執行

企業保持領先的關鍵能力在於數據生態管理

• AI產業的成功關鍵因素在於數據管理，包含數據取得(正確性、高品質與高整合)、數據架構(雲端基礎建設)、數據治理(數據長期維運的架
構與流程設計)與數據應用(營運模式)，數據生態管理最重要的關鍵在於數據的有效性、真實性與完整度，透過數據管理系統統一數據資
料的格式，藉以有利於將數據應用於分析、報告與決策應用上。

• 各家廠商因應數據治理之議題，也提出不同的因應作法，如數據是關鍵，布局亞洲人種特有資料庫，將具競爭特色；如和醫療單位合作
收集數據，以確保數據品質；如資料存放在國網中心或台灣的電信公司機房或是協助架設私有雲等；也因應資料管理與保管之議題，屬
於臨床醫療資料皆由醫療院所保管或留存原始數據於醫院的雲端環境，並確保雲端平台符合各項規範，且廠商僅能取得去個資的數據或
影像作為後端建模之用；為確認符合資安規範，廠商也需出具「原始掃描碼」與「弱點掃描」報告，說明無資安風險。

• 除前端資料保存與管理之外，也有廠商也分析收集行銷數據，整合營收銷售額、客戶服務等數據，透過分析結果判讀，以利於擬定後端
行銷策略。

• 此外，因應國際市場之擴展需求，也需符合國際個資或資安相關標準規範，如歐洲GDPR。

面對AI在健康醫療照護產業的發展趨勢，以數位轉型策略考量企業之數據生態管理制度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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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轉型策略的關鍵要素(五)

組織與文化 人才與能力 科技與工具 數據生態管理 數位策略執行

從明確定義價值主張、探勘商業價值、快速部署測試

• 剖析台灣各廠商的數位轉型策略作法，多數廠商已經掌握數位轉型的特色，例如:

− 需從掌握客戶需求著手，透過需求剖析與核心能力掌握，能發展出具備明確定義與價值主張的產品系統

− 依據解決方案來設計規劃營運服務模式，透過商業分析來探勘技術產品方案之價值

− 將研發成果快速布建在應用場域，頻繁測試以瞭解可行性

− 依據測試結果擬定後續推動策略，依據 KPI成效決定後續採規模化推動或中止研發(scaling & killing)

− 台灣廠商對數位轉型策略更為瞭解後，即從瞭解使用者需求出發，應用本身關鍵核心技術發展適切的解決方案，如有廠商針對員

工健檢紅字提出健康管理與風險評估方案，具備提前預警的產業價值；進一步思考是否具備商業價值。如是B2B模式或是B2B2C的

營運模式，評估商業市場價值；此外，廠商也積極透過測試來驗證效益目標。

面對AI在健康醫療照護產業的發展趨勢，以數位轉型策略考量企業之數位策略執行作法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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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合適的AI風險管理與評估架構

安全擴展AI應用的數位風險管理策略方針

數位風險管理架構

商業目標

降低
成本

提高生
產力

改善
洞見

增加可
擴展性

提高員工
滿意度

改善
品質

改善客
戶體驗

改善
法遵

提高
利潤

成功的自動化計畫包含的關鍵要素

管理層
的支持

重要利益相關
人士的支持

有效設定
優先目標

受控制的
發展過程

主動治理
透明化與
溝通

擴張自動化
規模的能力

自動化的風險

營運、組織、法規、財務、策略、科技與資安、AI風險

如何有效控管風險並擴大自動化規模

組織參與

使員工參與自
動化機會識別
和協作的程序

和方法

規劃與校準

有效地識別、
評估、確定優
先順序、校準
自動化機會的
方法論與流程

方針與標準

對自動化技術
的開發、管理
和風險緩解的

期望

治理與監督 控制與程序 策略主張

管理自動化環
境的組織結構、
委員會以及相
關角色與職能

管理第一道
(操作和風險
管理)和第二
道(風險監督)
防線的流程

推動自動化增
強勞動力的策
略、溝通、參
與及培訓

卓越中心

提供自動化環境有關策略、治理、與管理功能的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勤業眾信整理

隨著生醫企業的AI投資與AI應用變得更加廣泛，生醫企業
必須建立應對資安威脅與AI演算法偏差所衍生風險的策
略架構，且該策略架構還必須同時滿足保護病患隱私及
其他法遵的需求。

對於生醫企業來說，演算法風險來自於病患診斷與治療
資料的多變性、資料本身的偏誤、以及傳統的IT風險。針
對上述風險，生醫企業可以透過建立內控制度並實際測
試，以驗證由外部廠商提供的AI演算法是否潛藏偏誤。
此外，由於AI演算法會隨著新資料的不斷加入而自我學
習與演進，因此企業也必須時時監控演算法狀態的變化，
並在必要時重新測試，以確保變動保持於可接受的範圍
之內。

最後，為了確保生醫企業能夠藉由導入AI科技的作為實
踐其商業目標，企業也應該關注如何取得組織內部重要
利益關係人的支持、如何保護病患資料免於資安威脅、
確定AI演算結果的責任歸屬、使演算法運用病患資料的
過程保持透明等面向，並作出積極回應，這些作為將可
協助企業更加順利的定義與建立AI風險的管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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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醫 x AI產品技術/服務之個資保護

• 台灣廠商在收集與分析影像或個人資料時，即會規劃與思考符合個資法規範的相關作法。而產品運用時多採取以使用地點場所規定作法，
遵循醫院所擬定的個資取得規範。例如:

− 廠商會依據使用目的取得資料提供者同意，以簽署資料使用同意書的方式來合法取得資料。

− 資料若涉及醫療相關資料時，由於規定醫療資料需存放在醫療院所，因此廠商也會透過與診所醫院合作簽署同意書，讓資料來源合法
化。

− 影像或個人資料也會依據規定存放在醫療單位內部的模式以保護個人資訊，而廠商僅取得去識別化的醫療影像或個人資料來作進階的
資料分析與產品開發。

− 開發非屬於醫療資訊的健康App供使用者下載使用時，透過App取得使用者同意授權與運用相關資料，以勾選方式取得使用者簽署個資
揭露同意書或個人資料保護聲明書。

− 部分廠商遵循國際規範，如歐洲GDPR個人資料保護法基本規範。不論是個人影像或個人資料的取用、保存，皆思考與遵循個資法規範
，開發過程中，也都有資料管控機制，以存取權限限制使用者，規範能看到分析報告的成員，以避免資料外流，並確保資料安全性。

− 少數廠商已瞭解並符合資訊安全ISO 27001規範，從數據存取、資料傳送等面向，保護重要數據與研發成果不致外洩。

• 由於台灣產品或系統廠商除了台灣市場之外，外銷將是提升公司成長動能的重要布局，建議廠商能提早瞭解國外市場使用情境與個資法的
規範，以避免未來國外市場推廣受限。

訪談台灣廠商發現，大多依循既有產業經驗，或是採取將來使用端的個資規定為主

AI在健康醫療照護產業應用時，由於牽涉到資料收集、傳輸與分析，個資法和資訊安全為受關注的兩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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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台灣廠商發現，廠商依據過往的原產業經驗，遵循一般性的資安規範

台灣生醫 x AI產品技術/服務之資安防護

• 台灣從事AI產品與系統開發之廠商的資安概念，多來自原產業慣常作法與醫療院所要求廠商需提供相關資安檢測報告，常見作法如下:

− 資料存取地點多採取將雲端備份存放在國內電信公司機房或國網中心的模式，以提高資料存放安全性。

− 若有藍芽傳輸數據，需符合藍芽加密協定，再者也會採取資安檢測方式來確保安全性，包含對產品進行「原始碼掃描」與「弱點掃
描」，以維護產品本身程式碼的資訊安全。

• 目前各家醫院的資安要求也不一，常需依照各家醫療院所需求以串接系統及符合各家資安要求。然而，因應台灣政府推動精準大健康
的數據平台，未來跨院所收集資料的頻次將持續增加，加上台灣AI應用之產業資料取得需求攀升，建議政府能擬定醫療資料資安規範
降低個別差異，以達到跨院所資料收集需求、加速產業發展。

• 因應未來國際市場的推動，建議台灣廠商除了能主動提早準備相關資安檢測報告，以因應市場使用端的需求。此外，也可參考CTIA 
(美國無線通訊互聯網協會)資安認證的作法，來因應國際市場的資安認證需求。

考量未來國際布局，建議企業積極瞭解並遵循國外標準與規範，以利後續外銷；此外，建議政府透過擬定醫療資料相關資安規範來降低個
別差異，加速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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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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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AI在健康醫療照護產業發展趨勢與建議

建立健全的治理
框架與領導技能

• 以數位轉型策略考量，形塑一個以客戶/用戶為中心的設計思維之組織文化

• 培養能整合公司經營、擬訂商業模式、懂技術與銷售策略的跨域人才

• 產業運用核心技術能力發展數位化研發製造與行銷方案

建全未來法規的
適應性和韌性

• 隨著AI 導入節省人力負擔，醫院及相關評鑑制度可因應科技進步進行調整

• 因AI方案尚未列入健保給付範圍，需考量運用AI方案時的商模與收費模式

• 關注法規變化並加以了解應用，以避免風險、加速發展

妥善利用技術成
果與合作關係

• 隨著技術落地將帶來潛在商機，如何保護研發成果，避免智財風險更顯重要

• 技術鑑價時，建議依AI產業特性並參考國際標竿廠商之價值與價格，以真實反應出台灣相關廠商的潛力價值

• 擴展合作關係以創造未來價值時，應考慮利用每個合作夥伴的優勢，並確定合作目標

• 為開發整合性的解決方案，資料建立時應考量標準化及資訊格式化

• 因應國際市場之擴展與數位化轉型需求，企業需符合國際個資或資安相關標準規範

• 病歷與健康資料的所有權意識抬頭，須思考如何妥善運用臨床數據資料以提高廠商研發之意願

專注於服務與資
料管理

綜觀台灣AI在健康醫療照護產業發展狀況、國際趨勢和本次訪談內容，勤業眾信整理出四大發展關鍵與建議，以利產業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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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勤業眾信生技醫療產業服務範疇及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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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生醫客戶的發展階段與事業策略，提供客製化的整合式服務
勤業眾信生技醫療產業服務範疇

3
大服務主軸

4
大產業焦點

5
大專業領域

財會與稅務諮詢
串聯生醫創投網絡，協助企業規劃合適的財務及稅務方案

授權與併購諮詢
釐清潛在風險、並提供智財與其他法務諮詢，建立雙贏合
作交易

醫療數位化諮詢
協助客戶規劃數位方案，提高營運效率，確保隱私及資訊
安全

生技製藥 醫療器材

醫療照護 農業生技

審計服務 財務諮詢

風險諮詢

稅務與法務諮詢

管理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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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生技醫療產業團隊
聯絡我們

|虞成全資深會計師 Robert Yu  
生技醫療產業負責人
royu@deloitte.com.tw

|許瑞軒資深會計師 Stephen Hsu
農業生技產業南區負責人
stehsu@deloitte.com.tw

|溫紹群資深執行副總經理 Rick Wen
風險諮詢服務
rickswen@deloitte.com.tw

|熊誦梅資深律師 Sungmei Hsiung
法律諮詢服務
sungmei@deloitte.com.tw

|陳重成資深會計師 JungCheng Chen
農業生技產業北區負責人
junchen@deloitte.com.tw

|辜卓洋協理 Brandon Ku
管理顧問服務
bkudrow@deloitte.com.tw

|陳惠明資深會計師 Thomas Chen
稅務服務
thomaschen@deloitte.com.tw

|潘家涓資深執行副總經理 Maggie Pan
生命科技產業負責人暨財務顧問服務
mpan@deloitte.com.tw

|林彥良資深執行副總經理 Max Lin
醫療照護產業負責人
maxylin@deloitte.com.tw

|陳盈蓁合夥律師 Ingrid Chen
法律諮詢服務
ingridchen@deloitte.com.tw

|陳怡蓁 Gingin Chen
生技醫療產業專案經理
gingchen@deloitte.com.tw

|鄭淑芬資深副總經理 Candy Cheng
風險諮詢服務
candycheng@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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