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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

面對疫情下快速變革的醫療照護產業 組織保有彈性與韌性為永續經營關鍵
發展快速的醫療科學、爆炸性成長的數位科技、越趨重要的健康醫療照護資料使用與分析、消費者賦權觀念逐漸崛

起，以及從疾病治療轉向預防與福祉的浪潮，種種因素的碰撞，加上 COVID-19 疫情的全面來襲，加速推動醫療照

護產業的改革與轉型。面對消費者偏好與行為的轉變、生命科學與醫療照護的整合、數位醫療照護技術的快速發展、
新的人才與醫療照護模式，以及臨床創新，還有因應疫情需快速適應的遠距工作、遠距醫療照護服務等新的人才與
醫療照護模式，加上醫療用品、人力及服務供應面存在的短缺問題，醫療照護組織需具備彈性與韌性，以永續經營
並迎接全新的挑戰。

勤業眾信長期關注醫療照護產業的發展，每年以年度趨勢議題探討醫療照護產業的動向。《2022 醫療照護產業

展 望》 以 健 康 平 等（Health equity）、 環 境、 社 會 與 治 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心理健康與福祉（Mental health & well-being）、融合數位轉型與醫療照護服務模式（Digital transformation &

health care delivery model convergence）、醫療科學的未來（Future of medical science）、重新建構公共衛生
（Public health reimagined）等六大議題，回顧全球醫療照護產業的現狀，進而提出關鍵議題與行動建議，並同
時收錄勤業眾信對臺灣本地市場的觀察，針對 ESG 和數位轉型兩大發燒趨勢議題彙整產業發展重點方向和提出策

略建議，期盼能幫助臺灣醫療照護產業業者掌握最新趨勢，並協助業者在未來醫療照護生態系的轉型浪潮中能屹立
不搖。

生技醫療產業負責人

虞成全 資深會計師 Robert Yu

醫療照護產業負責人

林彥良 資深執行副總經理 Max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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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醫療照護產業議題與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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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與展望
醫療照護產業令人引頸期盼的的重大轉變是否近在咫尺？史無前例的全球疫情、發展速度以倍數提升的醫療科學、
爆炸性成長的數位科技、資料使用與分析，以及消費者賦權觀念逐漸崛起，再搭上從疾病照護轉向預防與福祉的浪
潮，各種因素的碰撞形成了催化劑，推動醫療照護產業的臨床、財務與營運轉型。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於 2022 年滿兩週年，這場疫情也將持續主宰著醫療照護系統的焦點與資源：

• 截至 2021 年 12 月 14 日，全球 COVID-19 病例已超過 2.709 億，死亡人數達 531 萬人以上。研究顯示，特定的
種族、少數族群以及無法取得足夠醫療照護服務的邊緣化族群，其受到 COVID-19 的影響不成比例，讓健康平等
與健康表現方面久懸未決的問題紛紛浮上檯面。

• 疫苗接種率低下已成為許多國家控制疫情的阻力。全世界有超過一半的人口仍未接種第一劑 COVID-19 疫苗，而

低收入國家的接種率甚至低於 5%。即使是在已開發國家中，民眾對於疫苗的猶豫、排程規劃、交通方式與時間
彈性等相關問題，也阻礙了疫苗的接種。

• 世界衛生組織與其他救援組織皆已意識到全球人口的連動關係，因此呼籲世界前 20 大經濟體的領導人資助一項
234 億美元的計畫，以在接下來的一年內向貧窮國家提供 COVID-19 疫苗、試劑與藥物。

• 醫護人員在面對 COVID-19 時，承受著非常龐大的情緒、生理與職業壓力。美國有 55% 的一線醫護人員顯現出
職業倦怠（Burnout）的狀況，其中又以新鮮人的比例最高（69%）。醫療照護組織正在努力給予這些人員支持

並留住人才（尤其是針對臨床人員），促使醫療照護體系必須把焦點重新轉移回職場環境上。

• 疫情減少了非 COVID-19 相關醫療照護服務的使用與需求。病患選擇延後或放棄各式各樣的服務，包括急性疾病

的緊急治療、例行性檢查以及醫師建議的癌症篩檢等項目。倘若疾病未能及早介入治療、慢性病缺乏管理以及無
法診斷出疾病，長期來看，這將對健康造成非常嚴重的影響。

儘管 COVID-19 帶來了許多破壞，然而，這場疫情確實也為醫療照護產業提供了加速創新與重整的大好機會。

Deloitte 長期針對未來醫療照護產業 TM（Future of HealthTM）以及 2040 年醫療照護生態系統樣貌進行預測，現今
所發生的許多變化也實現了 Deloitte 的預言。不過，出乎預料的是，全球疫情會成為迅速啟動與加速變化的催化劑。

COVID-19 加速了許多固有與新興的醫療照護趨勢，包括消費者偏好與行為的轉變、生命科學與醫療照護的整合、
數位醫療照護技術的快速發展、新的人才與醫療照護模式，以及臨床創新。產業中的利害關係人以及消費者都必須
面對遠距工作、線上問診的陌生世界，以及醫療用品、人力及服務供應方面存在的短缺問題，與此同時，此產業正
在進行轉型以迎接全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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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護產業也正致力於提升職場環境並整頓工作的內容、方式與地點，也為不管是 COVID-19 或非 COVID-19 的

病患迅速擴大線上醫療照護服務，並加速建立新的合作關係以製造與採購需求迫切的疫苗、治療方法與產品。儘管

困難重重，越來越多人開始抱持著樂觀的態度，認為許多國家都更能與 COVID-19 抗衡。由於徹底消滅冠狀病毒的

機會不大，隨時都可能出現新的病毒與變種病毒，因此，專家認為 COVID-19 將流感化，意味著世界將長期與病毒
共存，不過也預期將更容易進行預測與管理。

2022 年，醫療照護產業的利害關係人應保持警戒、韌性與靈活度，才能應對流感化的 COVID-19、死亡案例與其

他傳染性疾病的高峰期與低谷期。

Deloitte 盼望這場疫情帶來的好處能夠及時成為催化劑，在全球醫療照護產業所面臨的六大緊迫議題上，啟動與加
速其所帶來的許多長期挑戰與機遇（圖 1）。本篇將回顧醫療照護產業的現狀、探討這六大議題，進而提出問題與

行動建議以向醫療照護產業新常態邁進。
圖 1. 醫療照護產業六大議題

心理健康與福祉

健康平等

環境、社會與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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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平等

將目標化為行動以促進健康平等
未來展望

醫療照護領導者與組織身為雇主、社群成員以及改革提倡者，已意識到自己有義務縮小醫療照護資源差距，而其最
關心的議題莫過於健康平等。然而，何謂健康平等、其重要性何在？健康平等其實便是實現所有人的健康福祉，包
括臨床、心理、社會、情感、生理與精神健康，這不僅會受到醫療照護產業的影響，更與社會、經濟與環境因素有

關。不幸的是，目前醫療照護體制的結構性缺陷已形成普遍化的資源差距與歧視，進而阻礙了部分族群實現健康福
祉的機會。儘管健康平等已並非新鮮事，不過這場疫情對早已面臨許多阻礙、健康狀況不盡理想的少數族群造成了
更深遠的影響，使得此議題越來越受關注。

關鍵重點

• 儘管各國或各地區健康不平等的具體因素各有不同，然而仍有不少共通之處，例如：公平取得醫療照護的權利、
文化傳統與價值觀、法規與政策，以及消費者的信任度等。

• 2021 年，Deloitte 成立健康平等研究所（Deloitte Health Equity Institutes），其宗旨在於透過社群合作與投資、
專業的資料與分析以及知識發展，創造公共利益。

• 在 COVID-19 的推波助瀾下，健康成為了政治的優先事項，健康平等也成為了重要議題之一，進而助長了健康平
等的相關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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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醫療照護領導者應
考量的問題或行動

醫療照護組織該採取何種措施以擬定健康平等策略，進而為所服務
的社區帶來影響並推動改革？
關鍵在於從健康平等的角度出發，才能推動消費者參與並促進社區健康（healthy community）。Deloitte 在近期

的研究中調查了醫療照護領導者對於健康平等的看法，結果顯示，許多人都認為團隊的多元並蓄與改善病患健康平
等結果間相輔相成。醫療照護組織可擬定將健康放在首位的策略以推動系統性改革，並推廣至組織、服務提供、社
區與生態系統等四個領域中。醫療照護組織可在上述四個領域中採取具體行動，以更有意義地促進健康平等（圖 2）。
圖 2. 促進健康平等的四個行動領域

組織

服務提供

社區

生態系統

跨領域的代表性行動

組織
收集與使用員工資料以設
計出公平的員工福利計畫

強制所有員工進行文化能力
（Cultural competency）
與隱性偏見（Implicit
bias）的培訓

服務提供
推動以價值為基礎的支付
模式並針對公平成果提供
獎勵
在研發與創造新產品及服
務時設計公平的機制

Source: Deloitte analysis and National Academy of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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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有策略地投資社區，善用
既有資產，以協助弭平資
源差距
與傳統競爭對手合作，在
相同的虛擬社區或地理社
區中擴大健康平等的影響

生態系統
選擇供應商時將多元化納
入考量
透過明確的政策計畫擴大
健康平等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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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內容大致上說明了組織領導者擬定健康平等策略時可採取的措施，進而為組織所在的社區帶來改革與影響。
同樣重要的是，組織在內部促進健康平等時，也應將多元、平等與共融（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DE&I），
以及健康驅動因素（Drivers of Health, DOH）等概念相互結合。

第一階段：了解自身組織與市場。評估組織目前的健康平等與 DE&I 狀態，包括員工的觀點、感受、意見與經驗，

以了解其在社會、經濟與環境方面的需求。找出可為員工提升健康平等的潛在施力點（如住宅、糧食不足、收入等），
並評估組織的健康平等與 DE&I 的市場定位。匯集內部與公共資料整理出具洞察性的市場資訊，並與全國平均狀況
進行比對，進而了解組織內部健康資源差距所在。找出影響健康平等的潛在關鍵性因素（如人員、流程、技術等），
進一步發展出可促進健康平等的施力點，包括建構資料處理框架、匯報流程、介入措施與培訓課程等。

Deloitte健康解決方案中心與美國國家健康服務主管協會

（US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ealth Services Executives）

攜手合作，針對醫療照護勞動力中的DE&I措施現狀進行研究。
結果顯示，醫療照護領導者已意識到提高勞動力中DE&I可提
高醫療照護品質，並達成財務績效目標。解決種族歧視問題
與其他偏見可為組織帶來競爭優勢，也有助於吸引優秀的人
才並提升品牌與聲譽。而在臨床、非臨床或企業環境中，

多元共融的醫療照護勞動力也有助於提高信任度與同理心，
更能強化組織與病患及社區間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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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刻畫健康平等的願景。讓整個組織的領導階層與主要利害關係人參與討論，在過程中說明與描繪健康平

等的願景。重要的是，為提高實行的效果，務必與領導者分享相關工作的最新情況以儘早取得組織的共識。運用第
一階段所找到的施力點，再搭配領導階層刻劃的組織願景（即追求健康平等的期望與目的），以此作為訂立策略優
先順序之依據。

在 Deloitte 近期的一項調查中顯示，只有三分之一（31%）的受訪者表示，其組織擁有專門的領導者或團隊來負責

建立及開發將健康驅動因素（DOH）系統化地納入臨床醫療照護中。為達到有效統整健康驅動因素相關行動、健
康平等策略，以及組織策略目的，將有賴於建立責任制以及健康評等相關團隊，負責在組織內創造效率並進行監督。

第三階段：描繪未來藍圖。將第一、二階段的結果整合至整個組織的優先事項與策略中（包括短期與長期），以促

進組織內部與所在社區中的健康平等。進一步整理出商業企劃案（Business case），評估前述做法對財務、勞動
力與臨床將產生何種正面影響，藉此判斷是否值得執行此藍圖規畫。

在整個過程中，組織應以數據為依據：透過資料與科技了解何處該採取行動、確保取得成功，並擴大健康平等的成
效等。舉例來說，Deloitte 正在發展健康平等指數，並期待所有公司與政府在考量產品或服務對健康平等的影響時，

都能將該指數納入年度報告中。此概念是希望藉由公開揭露與審查來鼓勵組織負起責任，並解決其所造成的健康不
平等狀況。以最終的評估結果了解健康不平等的情況是否已改善的方法，也藉此了解健康平等計畫是否發揮作用。
健康平等不只是醫療照護組織應解決的問題，也成為這個時代最重要的議題之一。世界各地的企業開始意識到自身
所扮演的角色，此與各個組織開始評估並試圖減輕碳足跡相同，所有企業都紛紛以更系統化的方式關心起「健康平
等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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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社會與治理

醫療照護的脫碳行動：邁向淨零排放之路
未來展望

全球醫療照護活動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總排放量的 4%，已超越航空或運輸產業的排放量。產生此現象的主因

是醫療照護系統必須全天候運作，也須仰賴專業的醫療設備並大量使用空調與冷藏庫。多數醫院與照護機構的設計
並未考量能源效率。此外，全球暖化也會對人民的健康產生直接影響，並進一步為醫療照護系統帶來壓力。儘管氣
候變遷是全球健康所面臨的最大威脅，然而也同時是絕佳的機會，能夠藉此重新思考環境對社會健康決定因素的影
響。而產業領導者可以如何強化實踐與解決方案，來保護地球及人民的健康？這趟探索之旅就此展開。

關鍵重點

• 於美國每年與氣候變遷及污染相關的健康成本約為 8,200 億美元。

• 現在正是醫療照護領導者及其組織將「不傷害（do no harm）」原則延伸到環境中的最佳時機―評估、管理與

設定目標以減少產業的碳足跡，進而與氣候變遷抗衡。關於醫療照護系統的未來定位，英國、澳洲與巴西可為如
何打造出「更環保」的醫療照護系統提供範例：

英國：Freeman 醫院推出了線上訂餐系統，讓病患能夠提前 12 小時訂購餐點，此外院內也提供小份量食物，藉

由這些措施讓備餐變得更加準確並減少食物浪費。Freeman 醫院在處理髒碗盤時，更採用生物分解的方式代替
浸漬器（Macerators），此舉使得每年減少相當於三座奧運游泳池的用水量，並為醫院節省約 14,000 英鎊的能
源、水及垃圾掩埋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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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西部：以減少環境影響的方式打造平格利（Pingelly）與坎德丁（Cunderdin）兩間醫療中心。其設計特點

包括使用氣閘提升對於氣溫的控制和避免風洞，以及利用自然光、夾層玻璃窗與其他處理方式以減少熱傳導，加
上採用洗滌水處理系統、省水花園與環境美化來減少用水，並安裝太陽能板進行發電。這兩家新醫療中心都獲得
了澳洲綠色之星（Green Star）4 星認證。

巴西：非營利組織 Projeto Hospitais Saudáveis 致力於推動巴西的醫療照護產業轉型，期望在環境保護以及人力、

病患與普羅大眾的健康及福祉方面，能夠成為整個社會的榜樣。

• 氣候變遷的影響持續加劇，醫療照護領導者必須在組織的基礎架構、供應鏈與勞動力方面保持韌性，以抵禦洪水、
乾旱、火災與風暴等自然災害。

• 為了大幅降低人類未來的健康風險，領導者必須努力確保醫療照護服務有足夠的能力及專業，以應對因氣候變遷
而產生健康問題的病患（如呼吸系統、心血管疾病等）湧入機構之情況。

• 在加速低碳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每個公私立醫療照護機構都能發揮個別與集體作用。

• 了解氣候相關災害對醫護人員的潛在影響，為規劃與緩解未來風險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必須提高包括醫院行政人
員、臨床醫師及支援人員等醫護從業人員的意識並進行相關培訓。

• 減緩與順應氣候變遷為全世界提供了新的機會，藉此重塑醫療照護的基礎架構，並引進具備韌性與永續性的全新
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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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醫療照護領導者應
考量的問題或行動

環境、社會與治理所帶來的挑戰，不僅規模龐大且複雜度甚高。
醫療照護組織該從何著手、這趟旅程又會呈現何種樣貌？

減緩與順應氣候變遷可為全世界帶來新機會，以藉此重塑醫療照護基礎架構，並引進具備韌性與永續性的全新經營模
式。醫療照護組織針對氣候變遷的回應不該只是「附加」措施，反而應將其融入透明而全面的規劃與決策過程中。

為了踏上這趟旅程，產業領導者對於醫療照護產業、組織在其中的定位等方面，應拋開現有的框架以及先入為主的
觀念，並轉而評估組織在這個因低碳發展而有望重新分配的產業中所扮演的角色。
醫療照護組織應考量的行動如下：

展開商業企劃案，藉此展示減少醫療照護浪費與碳足跡帶來的經濟效益。醫療照護領導者在辨識與評估企業的進步

空間時，往往著重在資源的取得、品質及成本之上。現在，是時候考量在過程中納入第四個面向：環境永續。這並

不代表組織會永遠採取永續措施（有時價格更高昂），不過仍有其他方法能夠滿足多個重點領域的需求，從而達成
臨床、財務與環境等目標。
舉例如下：

• 醫療照護生態系統鼓勵健康的行為，如減少肉類的攝取或是以騎腳踏車代替開車，這些方式都能從消費者的角度
對氣候產生正面影響。

• 隨著微視干預（Micro-interventions）措施的建立，從一開始就預防疾病發展，進而減少對碳密集型醫療照護基
礎設施的需求。

• 個人化的健康建議可超越傳統醫療照護服務的框架，並提高醫療照護系統鎖定「熱點」的能力，進而帶來更大的
改變。

• 全民的健康水準獲得改善，便能降低相當的醫療照護之服務密集與碳密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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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在低碳的未來裡，從何創造價值。醫療照護低碳經濟的價值驅動因素包括減少使用、減少排放、再生、恢復與
修復，以及評估、驗證、揭露、估價與追蹤。具體行動包括：提高能源效率與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以實現淨零能源

的目標；減少用水量與再利用、調查醫院及其他機構的永續標準、在新建築中納入能源效率的設計、採購永續且合
乎道德的材料與設備，以及在醫療照護模式中避免不必要或重複的試驗與治療方式。在低碳的未來裡，透過創造性
思考可挖掘出無限的價值來創造機會。

透過系統性思考應對氣候變遷問題。在加速低碳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所有公私立醫療照護機構都能發揮個別與集體

的作用。組織可從認識碳足跡的基礎知識開始，並找出可用於推動改革的主要施力點。系統性思考可協助領導者以

宏觀的角度看待組織的減碳計畫，並回應可帶來互相連結的關鍵機會之相關問題：（1）醫療照護系統如何投資在

地社區同時改善地球與人類的健康？（2）如何利用購買力與總營運預算（General operations budgets）來創造

對環境與健康有益的產品需求？（3）如何將線上醫療照護以及越來越發達的雲端、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能力等新
興科技與全新的商業模式相結合，以在醫療照護系統中創建更高的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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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與福祉

心理健康照護⸺正值推動進展的大好時機
未來展望

心理健康與行為健康疾病對全球經濟所造成的負擔龐大且複雜，然而，這些疾病尚未獲得充分的認識。幾十年
來，心理健康照護的資源向來不足，且世界上仍有許多地方將之污名化，並認為是非常可恥的事情。不過，在

COVID-19 爆發下，所造成的心理與行為健康問題在許多國家中受到政治與社會方面的關注。疫情所帶來的健康、
社會與財務方面等壓力，暴露出全球普遍缺乏及時、高品質與負擔得起的心理健康服務之窘境。那麼，人們該如何
面對上述問題？現在正是採取緊急行動的大好時機。

關鍵重點

• 現有的心理健康服務提供者、科技巨頭與顛覆性創新者除了獨立開發外，也與醫療照護提供者、保險公司、政府
及學術機構合作，以提供能解決各種心理健康狀況的數位解決方案。

• 預計在 2030 年前，全球每年的心理疾病成本將超過 6 兆美元。

• 隨著大眾意識提高、政治關注度上升以及雇主與政府參與度日益受重視，使得心理健康服務的取得以及健康平等
等議題備受矚目，對心理健康與福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

• 數位科技擁有足以讓心理與行為健康系統變得更易取得、負擔成本更低、可規模化且符合所需之巨大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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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醫療照護領導者應
考量的問題或行動

如何在組織內部與更廣大的社群中努力改善心理與行為健康及福祉？

大眾意識提高、政治關注度上升以及雇主參與度日益受重視（部分可歸因於疫情爆發以及對心理健康解決方案的需
求明顯增加），以上種種提供了心理健康和福祉相關議題前所未有的機會，心理健康服務的取得及健康平等議題的
重要性被強調且更加重視相關行動，進一步推動發展適當的心理與行為健康醫療照護系統與服務。正如生理疾病的

治療可藉由了解個人的微生物基因群組、生活中的個人壓力來源以進行個人化治療，心理健康計畫也同樣可以朝個
人化的方向發展，並透過健全的心理健康生態系統加以落實與支持。醫療照護組織於心理健康與福祉議題應考慮的
行動如下：

打造心理健康生態系統。心理健康是相當複雜的問題，有賴公私部門的各種利害關係人彼此合作。以心理健康為核
心，打造由政府、醫療照護機構或提供者，以及保險公司、各大企業、技術顛覆者、社群組織、學術機構與病患權
益團體組成的生態系統，藉此敞開合作行動、投資與倡議心理健康的大門，進而支持地方、國家、區域及全球的心
理健康運動。

鼓勵雇主積極面對員工的心理健康與福祉。雇主在支持員工的心理健康與福祉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對大型企業雇

主（特別是大型醫療照護計畫）而言，可從以下兩個領域著手改善：讓員工試行心理健康與福祉解決方案，並與正

在測試員工是否會因特定解決方案受益的組織分享相關資料。此外，雇主應必須避免僅過度關注白領與知識工作者
而犧牲其他員工健康。

提供治理架構以增加大眾對於數位心理健康解決方案的信任。顛覆性技術提供了數位健康與福祉足以克服面臨的挑

戰並創造突破性解決方案的機會，讓心理健康與福祉的改善幅度比以往更加大。不過，此種技術也會讓安全性、有

效性、公平性與永續性等道德問題浮上檯面，且現有的監管結構仍無法回應其中許多問題，使得利害關係人在隱私、
品質與安全方面面臨不少風險。利害關係人可善用相關資源（例如世界經濟論壇與 Deloitte 開發的全球治理工具

包）以開發、調整、測試與採用原則及標準，將數位心理健康工具無縫整合至醫療照護系統、工作場所、社區、產
品或服務中。

將心理健康的評估與介入整合至現有的醫療照護系統中。將心理健康服務整合至著重於身體健康的現有醫療照護組

織中（如初級照護與醫院），便能加深醫療照護文化對於心理健康的關注。預防及治療的方案與計畫可涵蓋病患的
所有健康狀況，而不是只將焦點放在身體健康的挑戰上，因為世界上沒有不受社會心理因素影響的身體健康問題，
也沒有不伴隨身體健康挑戰的社會心理問題。而透過整合便能提高消費者與服務提供者的醫療照護品質與滿意度，
也有助於減少心理健康所受到的歧視，更能降低不必要的醫療照護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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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數位轉型與醫療照護服務模式
迎接數位化醫療照護的到來
未來展望

全球醫療照護系統因 COVID-19 的爆發而苦苦掙扎，病患人數暴增、員工職業倦怠、勞動力短缺，再加上供應鏈中

斷、設備缺乏以及設施老舊，讓醫療照護服務模式面臨的壓力日漸上漲。加護病床、呼吸器與個人防護裝備數量不

足等基礎設施方面的限制也仍是一直存在的問題，且在疫情高峰期間更是如此。在這些挑戰下，數位轉型與醫療照

護服務模式的融合持續進行。疫情下的維持社交距離措施迫使服務提供者迅速轉向線上醫療照護，也使得雲端運算、

5G 電信、AI 以及可互通的資料與分析技術等先進科技越來越受到青睞，藉此應對現有的挑戰並重構對未來醫療照
護 TM（Future of HealthTM）的想像。

關鍵重點

• 要朝向以消費者為中心的「未來醫療照護 TM」之前景邁進，數位轉型是相當重要的其中一步。

• 數位科技與醫療照護服務融合模式持續進展的同時，也存在許多問題，包括資金與商業模式、重構醫療照護服務
所需的數位能力、涵蓋整個企業的變革管理，以及激勵員工接受數位科技等。

• 醫療照護產業對於雲端的投資與採用的程度持續上升。各個組織紛紛轉向雲端與相關技術，如平台即服務
（Platform as a Service, PaaS）、 基 礎 架 構 即 服 務（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IaaS） 與 軟 體 即 服 務
（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等，以改善營運、減少支出並淘汰實體資料中心。

• 數位科技有助於打造「無圍牆醫院（hospital without walls）」，可將住院醫療照護與社區醫療照護以及家庭醫
療照護等替代模式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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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醫療照護領導者應
考量的問題或行動

醫療照護系統可採取哪些「無悔之舉」，以支持數位轉型與醫療照
護服務模式的融合？

如果能在數位領域中放手一博，便能幫助醫療照護系統解決一連串的臨床與經營挑戰並挖掘機會，進而朝向「未來
醫療照護」的目標邁進。Deloitte 建議可採取三管齊下的方式進行：利用現有資源、透過購買或合作彌補所需，以

及將重複的流程自動化。舉例而言，醫療照護系統可先將訓練資料庫、測試環境與意外事故復原備份等非核心功能
移至雲端。如此一來便能熟悉此種轉變，並在累積一定經驗後將關鍵任務系統移至雲端。此外，醫療照護系統也應

著眼於日常流程的自動化，例如進行電子病歷紀錄系統測試，進而在將來展開具有成本效益的規模化行動。值得考
慮的無悔之舉如下：

投資打造 5G 基礎架構，擴及偏遠地區：採用並廣設 5G 基礎架構可讓服務取得更可靠且及時，對於偏鄉居民
而言更是如此。可考慮設立以 5G 及邊緣運算為核心的獨立組織（獨立於主要業務的控制範圍以及資金分配流
程之外），以測試、應用與發展 5G 與邊緣運算的能力。
聯絡中心移至雲端：將傳統客服中心運作從舊技術層移至雲端進行，可藉此提高顧客參與度並簡化解決問題的
流程。過去傳統的醫療照護系統與健康計畫客服中心常使組織受到限制，而難以提供高效且具成本效益的醫療
照護，也降低了留住病患與成員的能力。而將聯絡中心轉移到雲端上可打造出安全且合法的單一聯絡中心。此
中心除了擁有 AI 聊天機器人以及自動化功能外，也能搭配整合式生態系統，從而讓顧客體驗再進化。
打造無圍牆服務系統：從住院就診轉向更多的門診與數位化管理可改變提供醫療照護的方式。醫療照護系統如
果無法整合醫院內外的病患之醫療照護服務，則可能會導致服務中斷，在時間、設備與資源的運用上也較缺乏
效率。以主動式 AI 技術打造出數位控制整合平台，便能將病患的資料最佳化並提高臨床醫師與資源的效率，進
而使醫療照護服務打破物理限制。
強化共用性與連通性。選擇可互通而有未來性的數位解決方案，推動跨傳統（機構）與非傳統（攜帶式、零售）
資料來源的收集、彙整與串聯，為醫療照護系統賦予其所需的能力與韌性，以在正確的時間與地點提供服務。
擴大合作的概念。建立產業內與跨產業的合作關係與聯盟，有望能獲得單一組織可能缺乏的專業知識、資料、
能力、經驗、投資與規模。無論是公立或私立，任何醫療照護系統都無法擁有完整的數位轉型工具組合。而科
技業巨頭雖然擁有工具，卻缺乏對醫療照護產業的深入認識。將合作的概念擴大至傳統醫療照護生態系統之外，
納入顛覆性的新創公司、超大型科技企業，以及私募股權或創投公司，如此一來便能節省成本、提高經營效率、
改善醫療照護服務的取得與負擔成本，並強化資料安全與網路控制，甚至可取得臨床創新以改善群體健康之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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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科學的未來
快速變革與進化
未來展望

醫療照護生態系統正在見證數位醫療照護產品、實證軟體與硬體產品前所未有的成長。以更豐富的科學發現為基礎、
經轉型的臨床試驗結構、數位藥物與其他醫療照護創新技術／服務正大幅推動不同疾病的診斷與治療方式。各組織

紛紛開始藉由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技術與行為研究所提供的可互通資料和平台取得具洞察性資訊，並進一
步以此形塑與消費者間的互動。然而，科學發現、開發與商業化的成本相當高昂，尤其對於個人化醫療照護而言更
是如此。在醫療照護技術的創新效益與控制醫療照護支出的實務面間，醫療照護領導者勢必得設法取得平衡。

關鍵重點

• 公私部門的大量投資與研究正在推動醫療科學的進步，為大眾帶來創新的同時，也對醫學的預測性、預防性、個
人化與參與度方面皆有所提升。

• 醫療照護組織紛紛部署資料分析、AI、虛擬醫療照護與其他技術，將醫療照護推向更加個人化、可即時醫療照護
介入，以及可提供行為推力（Behavioral nudges）的未來。

• 從久經考驗的方法到 mRNA 等全新技術，COVID-19 疫苗開發人員正透過各式各樣的技術以預防重病、住院與死
亡案例。

• 新免疫療法、數位醫療照護產品與個人化醫療照護的高研發成本是值得關注的重點之一，如此的高成本也讓許多
具發展前景的創新超出中產階級與貧窮階級所能負擔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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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mRNA疫苗與治療的可能性

從久經考驗的方法到全新技術，疫苗開發人員正在透過各種技術對抗COVID-19並預防重病、住院以及相關死亡案

例。在美國，獲得緊急使用授權的第一支疫苗是市場首見的合成信使核糖核酸（messenger RNA, mRNA）疫苗，
讓RNA就此成為家喻戶曉的名詞。

於此補充一點背景知識：DNA（去氧核糖核酸）與RNA（核糖核酸）是自然界裡的兩種核酸，也是人類細胞中攜
帶遺傳訊息的主要載體。DNA是大型的雙股螺旋分子，負責存儲人體細胞製造蛋白質所需的遺傳密碼，而這些核
酸中的密碼又會經過中間信使mRNA之手轉譯為蛋白質。在轉譯的過程中，mRNA會將帶有DNA訊息的蛋白質編

碼從細胞核運輸到細胞質，並活化細胞機制以合成功能齊全的蛋白質。1990年代的科學研究發現，遺傳訊息可透
過mRNA合成分子進行轉譯，最終合成編碼上的蛋白質。RNA技術可運用於：

• 替代治療：透過 mRNA 協助具有基因或蛋白質缺陷的病患製造蛋白質，或提供治療性蛋白質。
• 疫苗：透過擁有特定抗原編碼的 mRNA 引發保護性免疫。

• 細胞治療：抽取出病患的 mRNA 並在體外改變細胞的表現或功能，再將經過編輯的細胞輸回病患體內。
目前來說，大多數的mRNA治療都用於對抗COVID-19等疾病，或開發個人化的癌症疫苗。許多進行中的研究也都

在探索mRNA技術可否作為蛋白質替代療法，特別是針對罕見疾病，例如凝血障礙的血友病等。截至2021年2月，
已有超過520項臨床試驗展開了mRNA治療的測試，所涉領域遍及20多種疾病類別，相關投資金額也大幅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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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醫療照護領導者應
考量的問題或行動

科學創新如何幫助利害關係人控制醫療照護成本，同時改善整體
的公共衛生？
醫療科學的創新持續打造與重塑醫療照護產業，不僅將重點轉移到預防與福祉上，以及將醫療照護移至醫療機
構之外，更將消費者置於醫療照護的核心。如今，數位醫療照護產品也開始改變健康研究與醫療照護模式，而

COVID-19 的爆發更加速了此過程。然而，科學發現、開發與商業化的成本依然十分高昂，在個人化醫療照護方面
更是如此。

面對每年持續增加的醫療照護成本，醫療照護領導者可透過以下行動，在醫療照護技術創新的廣大效益與控制醫療
照護支出的實務面之間取得平衡。

順應消費者的崛起。越來越多消費者要求醫療照護服務提供資料與工具，使其能夠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做出明智

的健康決定，並採取適當的預防與治療措施。智慧型手機、自我檢測與個人化健康資料正在推動醫療科學的民主化，
並將更多的權力與責任轉移至消費者手中。如今，DNA、微生物、血糖、運動與睡眠模式等皆能自行檢測，相關

資料也可透過新興技術和不斷更新的醫療科學所組成的良性循環中被加以理解、延伸與使用。舉例而言，數位醫療
照護產品提供了足以影響病患依從性與結果的機會，也能更深入了解病患的疾病預防或治療經驗，並產出與病患相

關的真實資料。越來越多的生技製藥公司、大型科技公司與數位醫療新創公司紛紛推出創新的數位醫療照護產品，
讓病患能夠更有效地掌握自己的健康狀況。

讓被賦權的消費者能更容易親身體驗醫療照護的創新是採用新興技術的重要推力。Ochsner Health 的 O Bar 提供

互動式醫療照護技術，幫助消費者輕鬆管理自己的健康與福祉，目前 O Bar 在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的醫療機構中隨

處可見（也有手機版本）。O Bar 的全職醫療照護專家可協助消費者選擇與設定參與 Ochsner 計畫所需的數位產

品或應用程式，以數位醫療計畫為例，病患能在家管理高血壓或第二型糖尿病，並同時與專屬的醫療照護團隊保持

聯繫。O Bar 並販售各種醫師推薦的產品，例如運動追蹤器、無線血壓監測器以及體重計。此外，還能夠與 iPad®
bar 搭配，讓病患能夠試用 100 多款經過 Ochsner 審核的健康應用程式，其中程式類別擴及健康、營養、健身、
糖尿病、女性健康、戒菸等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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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醫療照護系統創新中心。長期以來，生技製藥產業都將創新中心用於推動醫療科學的進步，也期盼這些進步將
成為未來的收入來源。如今，醫療照護系統紛紛群起效仿。愛爾蘭在科克大學（University College Cork）中設立

了第一個健康創新中心，旨在加速醫療照護的創新與商業化、改善病患的治療結果，並為愛爾蘭創造就業機會與出
口，現已成為愛爾蘭各地臨床醫師、學者、創新者與企業家的合作夥伴。美國密西根州底特律的亨利福特創新研究
所（Henry Ford Innovation Institute）則為亨利福特醫療照護系統創新者提供了一連串關於智慧資產的資源與計

畫，包括科技機會評估、原型工程服務、可提供業務或合作機會的研討會、用於開發特定醫療照護產品的計畫，以
及在轉譯醫學與創業領域方面的廣大教育機會。亨利福特創新研究所是獨立的科學研究與教育機構，在營運方面靈
活且快速。其經營理念非常簡單：透過創新改善醫療照護與病患體驗。

探索聯合募資與發展模式。企業正在嘗試各種商業與經營模式，以減少開發、取得法規核准與將醫療科學商業化

所需的大量費用和時間。舉例來說，製藥公司開始與科技公司、顧問公司以及數位醫療照護新創公司合作，以取
得打造數位醫療照護產品的專業知識。在生技製藥公司中，擁有數位能力的內部團隊會評估技術環境，以找出最能
符合需求的潛在合作夥伴。而合作關係的建立可能是為了取得擁有特定目標的專有技術平台，舉例而言，BMS 與

Voluntis 攜手合作，期望透過後者的 Theraxium Oncology 平台提供可協助癌症病患自行管理症狀的數位癌症療法。

法國 Sanofi 與歷史悠久的心理健康數位治療公司 Happify Health 合作，共同建立協助多發性硬化症病患控制焦慮

與憂鬱狀況的數位治療方法。預期未來科技公司依然會是生技製藥產業非常重要的合作夥伴，以及醫療科學產品的
專業知識與創新想法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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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建構公共衛生
為公共衛生打造具備韌性的未來
未來展望

雖然疫情揭穿了公共衛生系統目前的脆弱面，使得公共衛生人員承受著難以克服的壓力，然而事實卻也證明，這場
疫情也成為了能夠重構公共衛生未來的催化劑。COVID-19 讓各國政府與利害關係人意識到公共衛生系統的固有挑

戰，以及為大幅改善健康結果而所需採取的行動。

毫無疑問，重新建構這陷入泥淖、處處受限的公共衛生系統，使其蛻變為以人為本、具包容性且能夠抵禦未來衝擊

的系統為當務之急。重新建構公共衛生的未來有賴公私立醫療照護提供者建立新的夥伴關係、為社區健康提供新的
投資來源，也有賴市場新進者帶來不同的技術與專業知識，以及在公共衛生數位化方面取得重大進展。這個挑戰非
常艱鉅，然而所帶來的機會也同樣巨大。

關鍵重點

• 公共衛生系統在整個服務生態系統中持續面臨臨床、財務及技術方面的挑戰，並在疫情期間越演越烈。

• COVID-19 讓大眾日漸意識到投資於群體健康的必要性。關鍵在於強化目前跨領域、機構與組織的合作模式並建
立新的合作模式，以協助改善醫療照護的基礎架構問題。

• 無論是特定的應用程式或甚至到整個智慧城市，各種數位科技在全球公共衛生系統危機下的轉型方面扮演著非常
重要的角色。

• 醫療照護系統必須對外尋求投資，並以提倡社區預防與健康為共同目標⸺讓強調疾病治療的傳統模式產生蛻變。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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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醫療照護領導者應
考量的問題或行動

COVID-19 疫情使得大眾開始關注相關議題，政府也有意提供財務上
的支援，使得能夠應對長期存在的公共衛生議題的獨特機會就此降
臨。那麼，利害關係人該如何利用目前的趨勢，重新建構未來的公
共衛生環境？

公共衛生系統在整個服務生態系統中持續面臨臨床、財務及技術方面的挑戰，並在疫情期間越演越烈。服務供給不足
和對弱勢者及家庭的支持不平等也帶來了影響。毫無疑問，重新建構這個陷入泥淖且處處受限的公共衛生系統，使其
蛻變為以人為本、具包容性且能夠抵禦未來衝擊的系統為當務之急。透過以下步驟，組織便能邁向更永續的未來：

強化目前或建立新的跨領域、機構與組織的合作模式。公共衛生系統應與私人及非營利組織密切合作，不過公共衛

生機構並不需要成為整個生態系統中改善健康結果的行動核心。公共衛生領導者可擔任召集人的角色，與生態系統
中的合作夥伴建立新的和培養剛萌芽關係，進而改善流程與創新，並強化公部門與機構之間的合作基礎。

明確傳達共同的價值主張。透過對公共衛生各領域的投資，以及對公共衛生措施進行適時且透明的評估與衡量，創
造出共同價值主張。公共衛生議題的對話為釐清共同價值的基礎，藉由各社群共同規劃與構思產生共同管理的責任
並強化信任。公共衛生領導者可將公共衛生相關的商業投資企劃案量化，以及讓社群成員從一開始便參與公共衛生
決策，同時以打擊國安威脅的方式用來對抗錯誤與誤導的資訊，並以商業部門為借鏡採用有效的溝通策略，以達到
明確傳達共同的價值主張。

將募資及獎勵措施與預防、健康促進與福祉相結合。公共衛生募資模式應包含簡化目前政府的支持政策、展開私

募股權投資、進行社會影響投資、設立公共衛生信託與社區發展金融機構（Community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DFI），以及對環境、社會與治理進行投資。公共衛生領導者可先串連現有的或未被利用的資金來源、
獎勵提供者及保險公司來對健康預防進行投資，以及利用新一代金融投資模式來促進健康。

跨部門即時分享資料。公共衛生數據系統應能夠在跨部門間即時分享資料，進而讓公共衛生數據集形成橫跨公共
衛生議題的縱向數據。各國中央政府也應統一訂定架構與資料標準，再轉交各地區或行政區的資料管理單位監督傳統、

非傳統以及自陳式的資料。公共衛生領導者可加入持續成長的數據網絡，透過自動化的技術來即時的分享資料、
串連現有的研究工具和擴大現有資源的可觸及範圍。

讓未來的公共衛生環境以健康平等為中心。為落實健康平等，必須縮小機會的不平等、讓公平成為公共衛生目標的
核心，並在公共衛生計畫的源頭納入健康平等的措施，同時將多元、平等與共融注入勞動力的各個面向。公共衛生

領導者無法以單打獨鬥的方式解決平等的問題，不過，可以朝以下幾個方向努力：喚醒社群中的合作夥伴並帶領全
體一同改革、在募資與國家準則中納入健康平等的指標，以及鼓勵社群呼籲政府將公平財政政策視為公共衛生當務
之急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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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醫療照護產業議題與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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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企業永續經營的關鍵DNA
勤業眾信永續發展服務團隊 風險諮詢部門 / 陸孝立副總經理
若提到近年大量出現在金融、商管文章的關鍵字，應當 ESG 莫屬。ESG（環境、社會、治理）首次出現於 2004 年

聯合國發佈的「Who Cares Wins」報告中，內容闡述了企業重視 ESG 對其長期財務表現的影響，並提出以 ESG

作為評估企業經營指標的建議。而聯合國分別在 2000 年和 2015 年通過「千禧年發展目標（MDGs）」和「永續

發展目標（SDGs）（圖 3）」，並於聯合國氣候峰會簽訂「巴黎氣候協定」，一連串國際倡議行動逐漸提升 ESG

的關注度。永續會計準則委員會（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SASB）的成立（圖 4），更突顯
ESG 表現對於企業長期績效和價值的重要性，逐漸成為企業與國際對接的重要語言。

圖 3. The UN's SDGs are interdependent, with business playing a critical role in realizing them

Source: Adapted from 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re, "Contributions to Agenda 2030," accessed April 1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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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ESG - What is ESG?

Source: SASB Materiality Map

然而，ESG 為何突然變成市場上的主流話題？第一、主管機關和投資人開始意識到財務報告無法充分反應企業的
經營現況。以台灣來說，不論是之前食品安全、廢棄物管理或是公司治理等事件，都造成投資人大量損失以及主管
機關管理上的壓力，但上述議題都無法在財務報告中完整呈現，而 ESG 正好能補充這一塊的不足；其次、在新興

風險的威脅下，企業經營面對來自各層面的挑戰，從早期數位化過程的資訊安全風險、國際持續關注的人權風險，
到近幾年被高度重視的氣候變遷風險（圖 5），有別於過往企業相對較重視的市場、業務、財務等風險，一個完整

的 ESG 風險管理架構是迫切而且必要的存在；第三、則是市場的改變。除了聯合國和全球品牌大廠的推動和倡導，

市場對於 ESG 的重視度不斷提昇，消費者不再只是購買商品或服務，更是尋求一種認同感，以往購買行為主要是

在價格、品質、服務等條件中選擇，現在更關切企業是否有優良的 ESG 管理以及盡到社會公民的責任。所以在上

述的條件下，我們看到今日不論是主管機關、投資機構或是消費市場，大家都在談論 ESG，並且視 ESG 管理為企
業永續經營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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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ESG - Why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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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重點趨勢

如同前述，ESG 涵蓋範圍廣闊且不斷的有新的議題推出，對於一般大眾或是企業來說，到底應該關注哪些重點？
我們可以拆解成三個面向進行探討：

E：環境面⸺氣候變遷下的碳和水管理
在 ESG 三大面向中，又屬環境面的氣候變遷對企業的衝擊最為顯著。自工業革命以來，

人類文明高度發展帶來了便利的生活，但也對地球造成了相當程度的危害。世界經濟論

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於 2021 年發布的報告中指出，未來最可能發生的

風險中，「極端氣候風險」已經連續五年蟬聯第一。實體氣候風險，如乾旱、洪水、森
林大火等，嚴重衝擊人類生活及企業營運；氣候變遷同時會帶來轉型面的風險，如法規
變動、市場改變、新技術需求等、亦會對企業未來持續營運帶來衝擊及變數。

而在氣候變遷治理中，最重要的議題就是溫室氣體 / 碳的管理。延續 2015 年的法國巴黎

協定，世界各國政府自 2019 年起紛紛提出碳中和（Net Zero）承諾，致力於 2050 年前

E

將人類活動排放至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淨值降至零。在 2021 年 4 月 22 日召開的領袖氣候
峰會上，各國也進一步提出碳中和的具體路徑，多國承諾在 2030 年要達成溫室氣體排放
減半的目標，並開始研擬相關法令以及要求。未來 30 年的環境議題，將圍繞在「去碳」

（Decarbonization）這個關鍵字上，不分國家、產業、企業、甚至個人，都必須重視並
且做出貢獻。

除了碳的議題外，水資源也是身處台灣的企業不得不關注的 ESG 議題，尤其近幾年缺水

的問題更是讓台灣企業有切身之痛。台灣被多個境外評比機構認定為高度水資源風險的
國家，未來更極端或是更頻繁發生的氣候現象，如暴雨、缺水可能更趨常態化。從企業
的角度，如何打造能因應如此不穩定降雨和水資源供應的韌性企業，就是能在競爭對手
中脫穎而出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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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社會面⸺勞動人權盡職治理以及員工照護
在社會面向，強調企業營運需要受到不同內外群體的支持，因此企業需要妥善經營利害

關係人關係，包含供應鏈上下游、員工、客戶及社區，才能確保經營的穩定和持續。
以消費性產業為例，如 2020 年美國跨國零售百貨公司 TJX 的股東要求改變高階薪資，

因其 CEO 的薪資是員工薪資中位數的 1,600 倍，遠高於競爭對手沃爾瑪（1,188 倍）
及梅西百貨（806 倍），股東認為高階與員工的薪資差距會對團隊合作、整體士氣及

工作效率造成負面影響，由上述例子就可知道，社會面向的管理是一個非常微妙的學
問，一個錯誤決定影響的不只是企業形象，甚至更會影響到員工的向心力和利害關係
人對公司的認同與合作意願。

近年社會面向的焦點都放在勞動人權的提昇，企業對於建立多樣包容的勞動關係，以及
有利員工福祉的勞動條件及環境責無旁貸。以蘋果供應鏈為例，供應商若未重視勞動

人權，將可能於供應商名單中除名，2020 年底台灣的企業遭蘋果暫停新業務合作就是
最好的例子。因此企業應儘早進行人權的盡職調查與治理，不應以滿足法令法規為目

標，而是向國際標竿企業看齊，打造具未來性和國際化的組織。另外，因應 Covid-19

疫情的狀況，員工身心健康的維護和照顧也為企業應關注的重點，針對後疫情時代，
去實體化和企業轉型的風潮下，提前進行勞動力規劃和轉型布局，以免在疫情後因為
勞動問題，遭受二次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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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治理面⸺董事會的職能與風險治理
作為企業營運的核心，公司治理的強化與優化一向都是最受關注的焦點。2020
年由金管會公佈的「公司治理 3.0- 永續發展藍圖」中我們可以了解，董事會應

扮演公司治理中關鍵的角色，除了直接監督 ESG 的風險管理組織、提昇企業永

續價值外，主管機關也要求要針對董事會績效進行內外部評估，藉此促進董事會
的效能。

從組織的角度出發，專職公司治理主管與功能性委員會機制皆有助於提升董事會

職能，我們也觀察到，許多企業將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CSR 委員會）提升至
董事會下轄功能性委員會之層級，直接向董事會定期報告永續發展策略及執行進

度；另外，因應從「企業社會責任」到「企業永續發展」的典範轉移，也有越來

越多的企業將「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升級為「永續發展委員會」或「ESG 委

員會」，甚至向上設置專責的永續長 (Chief Sustainability Officer, CSO)，領導

組織建立全觀性的 ESG 治理結構，並客觀協調治理團隊的討論，以確保決策維
持互補及平衡。

G

此外，在整體政策及管理系統面向，除了制定上位的公司治理守則、道德行為

準則，許多企業為因應證交所修訂「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連結 ISO

37001 反賄賂管理系統國際標準，更開始積極導入 ISO 37001，以建立完整的
誠信經營政策、管理計畫、行動措施、組織人員及審查程序，由上而下落實誠信
經營原則，增強企業營運與公司治理體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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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浪潮下的企業因應之道
整體認知的提昇

ESG 要落實，首重整體的認知提昇，讓 ESG 變成企業的 DNA。勤業眾信永續發展諮詢團隊觀察，台灣企業推動

永續治理這幾年下來，ESG 表現優劣與整體認知有非常大的關聯，上到董事會、下到各單位的執行人員，沒有人

可以置身於外，唯有將 ESG 融入到日常營運而非視為額外的工作項目，才有可能真正的落實與推動。目前台灣企
業仍有大部分的認知有待提昇，經營管理層和執行人員往往沒有意識到或是不了解該如何將 ESG 與工作實務結合，

因此造成內部組織疊床架屋和資源的浪費。故企業推動 ESG 的第一步，就是建立全體的認知，掌握企業所處營運

據點和產業應該關注的 ESG 議題，告知全體同仁企業在這些議題上的態度和目標，並且透過教育訓練、各階層
ESG 績效設定等手段，來強化認知進而提昇在 ESG 關鍵議題上的表現。

從上而下的治理

ESG 推動的第二步，便是有系統、有組織的整合推動，時至今日很多企業的 ESG 推動還是落在環安衛、行政或是
企劃等單一部門，此作法往往會導致推動的力道不足或是僅偏重在特定面向上的管理，而如同本文前面所述，ESG

牽涉的範圍很廣，需要不同專業的員工共同參與，才能確保其完整性和落實程度。因此企業應由總經理或董事會領

導，組成跨部門的 ESG/ 永續委員會，定期針對企業內部 ESG 的推動進行滾動式檢討，同時監控外部環境的變化，
不僅只是為了撰寫報告書而成立，而是共同解決企業關鍵 ESG 議題，才能確保 ESG 的落實程度以及完整性。

風險治理的強化

隨著氣候變遷加劇、全球政經局勢的變動，現在的企業面臨許多過去從未見的新興風險，企業是否具備靈活地處理
未知、多變且無法預測情況的能力？「韌性」是企業存續的關鍵。永續思維將刺激現代企業風險管理的優化與升級，

唯有將 ESG 因子與風險情境納入評估，並透過內稽、內控流程重新梳理與融合，方能持續鍛鍊企業韌性以因應未

知的挑戰。

同樣的，也可發現機構投資人將 ESG 指標納入其資產配置、投資組合決策中，以確保在新興風險的衝擊下仍能保
持長期獲利；金融機構進行企業授信貸款審核時，除了傳統的授信 5P 評估原則外，亦開始將 ESG 指標納入評估，

包含評估申貸企業在氣候變遷、勞動人權等議題的管理作為，藉此評估其是否存在潛在的 ESG 風險、未來是否可

能影響企業營運。因此，如果企業無法展現積極的 ESG 作為與風險管理，未來將難以在金融市場中取得必要的營
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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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量化的績效與管理推動

近年永續目標的實現，也強調透過各項指標的量化，加以評估、改善與追蹤。我們可以看到近期全球各大經濟體針
對碳排放陸續制定碳政策，例如：歐盟研擬中的邊境碳稅制度將依產品碳足跡對進口商品進行課稅；台灣減碳政策
也針對碳議題，預計提出徵收碳費或碳稅的措施。由碳排放量轉化而成的碳風險財務衝擊，將大幅提高營運成本，

是企業需積極管理的重點。因此企業內部碳定價制度也逐為國際推崇，使用碳為單位制定出跨部門共同的評估基準，
以衡量經濟活動的機會成本，繼而達成整體減碳目標。

另外在供應鏈全球化的狀況下，溝通、資訊透明是回應客戶及市場的關鍵要素，而當價值鏈中各企業的永續績效

透明度增加，也能為企業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帶來更強的競爭優勢。因此我們可以看見有越來越多企業將 ESG 評

鑑結果納入選商考量，淘汰 ESG 績效無法符合企業永續目標的供應商；同時，開始要求供應商必須配合推動各項

ESG 行動，並將績效透明化管理。在國際趨勢下，將 ESG 績效管理延伸至價值鏈夥伴追求共同提昇，才能真正落
實 ESG，並為最終的產品或服務創造永續的競爭力。
對外溝通與揭露

金管會為因應國際永續趨勢，在《公司治理 3.0⸺永續發展藍圖》不斷加強管束力道，首先擴大列管對象，要求
資本額逾 50 億元上市櫃公司及化工食品、金融等特定產業皆須發行永續報告書，更預計於 2023 年下修門檻至 20
億元；其次強化氣候治理，要求企業於編制 2022 年永續報告書時，需導入 TCFD（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與 SASB 準則，系統性管理氣候相關的財務衝擊。再者提升揭露品質，其要求符合規定之
上市櫃公司編製 2021 年永續報告書應取得第三方驗證，敦促企業重視揭露內容的正確性，以避免誤導利害關係人

對企業的期待或引發漂綠（Green Washing）爭議。舉 SASB 為例，「Health Care」被列為涵蓋的 11 項產業別之

一，包括生物科技、製藥、藥品零售、醫療保健服務、醫療設備等次產業，根據各次產業的機會及風險，將臨床試
驗受試者安全性、藥品可及性、醫療廢棄物和危險材料管理、病患隱私保護等對產業財務具重大影響的指標列入，
有效揭露永續資訊。

而綜觀 ESG 揭露表現卓越之企業，除了皆符合 GRI（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指南外，近年更重視永續精神對
企業營運的指導及實質貢獻（例如產品開發、新市場拓展等）。另外，因外資壓力或國際客戶要求，企業自願出版
報告書已逐漸成為主流，國際上也有越來越多企業進一步出版 ESG 亮點摘要（ESG Summary）、多語永續官網專

區，重點呈現經營績效與永續策略的連結。對利害關係人而言，非財務資訊揭露無疑是除了財務數字外，更加深入

了解企業前景的途徑，因此 ESG 不僅是合規需求，企業應盡快跳脫單純揭露現有資訊思維，藉由永續的視角檢視
企業韌性、掌握風險與機會、與營運方向互助指引，同時與利害關係人作更好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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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護產業邁向 ESG 永續發展之路

全球疫情、極端氣候事件、變動的全球政經情勢持續對企業永續經營帶來莫大的衝擊，而在此多變且富有挑戰性的
環境下，企業應積極落實 ESG 的推動、強化風險管理，及早因應永續轉型，為未來業務尋找新的機會。

勤業眾信永續發展諮詢團隊表示，跨國企業基於國際客戶要求及同業競爭壓力，不斷拔高市場標準，有助於帶動台
灣永續思潮；而相比於大型企業，台灣有許多優質的中小企業，在 ESG 面向需要各界更多關注與輔助，才能在國

際供應鏈與全球競爭。因此，市場對 ESG 解決方案的需求大幅增加，除帶動再生能源、循環經濟等產業機會外，
預計能刺激為永續賦能的新創企業崛起，形成商業社會中的另一股推動永續的能量，有助於永續生態圈的建立與正
向發展。

而在主管機關的大力推動下，上市櫃公司氣候相關非財務性揭露的「量」近年整齊提升，企業永續相關數據整合應

用，假以時日便是作為促進產業發展的重要依據；更重要的是，從過往的 EPS 到現今的 ESG，不論是主管機關、
投資人或是其他利害關係人，不再只關心企業財務資訊，更要求企業透明揭露非財務面向的 ESG 績效，以評估企

業韌性及永續治理能力。未來如何真正將 ESG 融入管理實務與發展策略，以及企業個性化的呈現與溝通，則是下
一步亟需努力的方向。又如台灣已有許多企業加入 RE100 倡議，公開承諾 2020 年至 2050 年達成使用 100% 再生
能源，國際上已有許多醫療院所和生技醫藥大廠加入，承諾除使用再生能源外，並提供員工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
達到內外兼具永續發展，亦是台灣醫療照護體系可以參考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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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氣候變遷，加上近年疫情影響，ESG 議題在國際生技醫療產業也越來越受重視。以近期國際關注的碳管理為
例，根據健康無害組織（Health Care Without Harm）的報告指出，由於醫療照護系統須全天的運作，且仰賴醫
療設備和大量使空調和冷藏庫，醫療照護產業的碳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 4.4%，如果醫療照護產業是一個國家，
將為地球上第五大碳排放國，碳排放量非常可觀。在淨零碳的趨勢下，2021 年健康無害組織與聯合國 COP25 氣

候行動高階倡議代表 Gonzalo Muñoz 宣布第一批加入淨零碳排運動（Race to Zero Campaign）的醫療院所，包
含了近 40 個專業醫事組織，代表全球來自 18 個國家／區域的 3,000 多個醫療院所，公開承諾 2050 年達到淨零

排放，為醫事組織首度加入淨零碳排運動的行列。此外，國際上如 AstraZeneca、Johnson & Johnson 和 Novartis

等多家生技醫藥大廠加入 RE100 倡議，公開承諾 2020 年至 2050 年達成使用 100% 再生能源，除承諾使用再生能

源外，並提供員工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達到內外兼具永續發展，亦是台灣醫療照護體系業者可以參考的目標。
在台灣，主管機關為提高生技醫藥企業對 ESG 的意識，於 2021 年通過修法的《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增訂

生技醫藥公司最近三年若因嚴重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規範，將無法申請並應停止及追回租

稅優惠。另一方面，醫療照護體系面對逐漸增加的醫療照護成本，加上疫情肆虐，造成醫護人員過勞、資源短缺更
嚴重的情形，以及氣候變遷對人民健康產生直接影響，也進一步為醫療照護系統帶來更多壓力。面臨種種挑戰下，
醫療照護產業的領導者需思考如何在組織架構、永續供應鏈和勞動力方面保持韌性，藉由數位化與數據的力量，以
更全面的視角、更有彈性的模式、更快的速度來向醫療照護產業新常態邁進。

綜觀上述，永續將重新改寫企業營運與風險管理，成為市場全新的運行法則，企業在評估 ESG 風險的同時，可同

步將其視為機會，尋求將 ESG 融入現有的商業模式、策略、產品和服務，專注於利用永續轉型提升企業價值。企
業的經營不再是僅為了股東利益，而是為了所有利害關係人創造長期價值，朝向企業永續經營的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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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護產業該如何掌握
後疫情時代數位轉型的趨勢？
勤業眾信數位轉型服務團隊 溫紹群 資深執行副總暨團隊負責人 / 許梅君 副總經理 / 王彥翔 經理

根據勤業眾信全球醫療照護趨勢觀點報告指出，到了 2040 年，現今大眾所熟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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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疾病不會完全根除，但透過科學、數據及技術，醫護人員將能夠更

早地識別、主動關懷並更好地了解病患狀態，從而幫助消費者更有效地維持他們的身心健康。尤其 COVID-19 已延

續近兩年的時間，儘管其帶來許多破壞性影響，卻也為醫療照護提供了加速創新和重塑架構的機會。是以未來醫療
照護之趨勢將專注於健康活動，並由醫療照護產業、科技產業和其他新興產業中利害關係人進行管理與優化。

隨著醫療照護產業的催化與 COVID-19 疫情延燒，台灣數位健康產業發展勢在必行。勤業眾信預估未來台灣數位健
康將著重以下數個面向去發展：

1. 優化醫療服務品質，完善醫療生態圈

2. 瞄準遠距醫療與智慧醫療，建構健康大數據平台
3. 引領醫療產業資訊基礎架構現代化

4. 參照國際醫療個資規範，落實資料治理

此四大構面將促成台灣相關產業之商業利基建立，同時結合台灣數位健康技術的發展，積極推行智慧與遠距醫療之
應用。

優化醫療服務品質，完善醫療生態圈

隨疫情的影響與新興科技的快速發展，數位轉型逐漸成為醫療照護產業變革的主要驅動力，而其中台灣也正面臨此
一轉變。台灣的醫療實力長期位居世界排名的前段班，根據 2021 年的全球資料庫《Numbeo》醫療健保指數更是

排名世界第一，然而在亮麗的表現下，也面臨著臨健保支出不斷提升及人口老化等經營挑戰。基於此挑戰，近年來
也可以看到許多醫療機構大步向前，開始善用新科技來推動醫療生態圈，從新科技加速創新應用拓展長期未被重視
的預防醫學，進而透過多樣服務滿足消費者未被滿足的健康需求，並且形成更好的體驗，也幫助醫療機構提升服務
和營運的品質。

聚焦醫療生態圈，圍繞醫療服務的提供，開始走向多樣領域的整合，包含健康、金融、醫材、社區照護等，推動慢
性病的長期數據追蹤、遠距醫療的實行、社區照護及醫療。其中，包含應用大數據分析、人工智慧等新科技，不但

能輔助醫生在診斷和治療的決策，也能夠透過數據讓病患更加理解自身的健康狀況，例如美國 K Health 就是遠距
醫療的新創獨角獸，在 2021 年共計募得新台幣 36 億元，其服務運用聊天功能，整合使用者的病史、年齡和性別

等數據，分析後提供個人化的初步醫療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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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金融服務的整合也是重要趨勢之一，醫療服務開始提供多樣的支付選擇，並能整合保單理賠流程，在兼顧客

戶隱私權益的情況下，大幅減少作業時間和人力成本，如 2010 年申根國家便開始要求旅行須投保申根保險，其醫
療費用是直接由保險公司委託海外救援公司直接給付歐洲當地醫院或醫生，減輕旅遊意外的醫療費用負擔，也能有
效保障申根國家的醫療能量。儘管受限於法規保護、整體產業的數位化現況及第三方管理等挑戰，目前台灣在醫療
生態圈的發展上仍存在諸多限制，但從全球醫療產業的發展歷程及台灣本地相關監管機構和醫療機構發展的步伐來
看，我們也可以預見醫療生態圈的發展基礎正逐步成形。

台灣的醫療機構在技術面的實力卓然，現今在數位轉型的時代下，如何基於過去醫療技術的成就，結合科技延伸發展
醫療生態圈，仍須仰賴長期持續的投入，包含從組織面的權力和責任賦予，能力面提升對數位科技的專精和應用，以
及基礎設施面對新興科技的支持等，並在推動過程中，持續滾動檢討發展策略，以期能透過持續的小步快跑，逐步
型塑醫療生態圈的新樣貌，並且不斷創新醫療客戶體驗。

�療�構

�險�司

�療器材

�療生��
�位支付

社�照�

人工智�

大���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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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準遠距醫療與智慧醫療，建構健康大數據平台

為創造醫療生態圈的永續發展，以及支撐未來遠距醫療與智慧醫療的發展趨勢，行政院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
（Bio Taiwan Committee, BTC）於 2021 年 9 月提出完善生態系、建構健康數據基盤、推動跨域／防疫科技創新、

強化國際鏈結等四大面向，在醫療大數據平台也持續推行人體生物資料整合與建置健康大數據平台，導入商業運用

模式，兼顧個資保護和產業發展，加速醫療數位變革，除扶植智慧醫療關鍵技術，並提出加強疫病產品開發及建立

委託研發及生產代工（CDMO）國際平台，從過往「治療」疾病延伸到前端「預防醫療」，由「實驗驅動」轉移至
「數據驅動」的應用場景。同年，衛生福利部也啟動「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計畫，建構健康大數據系統及資料分
享互惠平台，強化生技醫藥研究與產業，推動智慧醫療以提升國際競爭力。

在確保遵守法律規定與保護患者隱私的前提下，醫病間透過視訊鏡頭進行線上遠距會診，但過程中仍有隔閡感，

且在病患生理數據的取得上，也往往不甚完善，未來也可透過元宇宙中的應用場景，醫病以「虛擬人像」結合 IOT

穿戴裝置，零時差的互動即可掌握各項生理數據，更能改善臨床的協作方式。

未來健康醫療場景，將各種歷史與即時數據以結構化的方式儲存於醫療大數據平台，藉由數據驅動的方式進行臨床
治療與臨床研究，透過數據分析可以更精準地掌握病患發病資料、提供個人化診斷、透過實時監測、風險預測、及
時干預，可大幅提升診療品質及運營效率，不僅能推動遠距醫療與精準醫療，降低醫療照護的成本，更能協助遠距
醫療看診之即時數據分析，以數據臨床應用的場景持續促進醫療及健康產業的發展。

引領醫療產業資訊基礎架構現代化

過時的 IT 架構成了活化數據與拓展醫療生態圈的挑戰，因此整體產業對於 IT 雲端化的迫切性也逐漸上升，衛生福

利部於 2021 年新增 4 條電子病例上雲條文推動產業走向雲端化。勤業眾信認為，醫療機構在符合法規的前提下，
需要考量的面向有雲策略的規劃、雲遷移過程中的轉變、還有雲遷移後的第三方管理。

在雲策略上，醫療機構有法規上的限制，例如，數據的物理存放位置在哪裡？在美國，對於雲服務商之要求，相較

於數據物理儲存位置，更關注適當的延遲與響應能力。台灣近期也預告了電子病歷上雲草案，其中的一個關鍵是開
放醫療機構在遵守法律規範的前提下使用雲端服務，且資料的物理儲存位置必須在境內。這一限制導致同時採用公
有雲與私有雲『混合雲』的策略成為醫療機構最理想的 IT 基礎設施環境。Deloitte Global 趨勢報告中同時也表示，

混合雲架構所帶來的關鍵優勢，將會引領健康醫療產業基礎建設現代化的趨勢：

1. 靈活的基礎架構：維持公有雲的高可擴充性的同時，保留企業對於核心系統或數據的高掌握度。透過公有雲強
大的運算資源，可以更妥善的運用醫療產業多元的資料。

2. 一致的使用體驗：隨著混合雲的導入，為降低維運與人才培育的門檻，企業尋求一致的管理與維運平台來同時
管理私有雲與公有雲上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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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規／資安與數據運用的平衡：企業可以選擇將含有個資的系統與服務部署於私有雲中，以落實個資的保護，
也可將資料妥善地去識別化後透過加密的線路於公有雲中做進一步的分析與應用。

雲策略的充分規劃，是降低雲遷移過程中的風險與不確定因素的關鍵步驟。除了上述的部署策略，不同的遷移路

徑對企業也會造成不同的影響。在搬遷前期就應仔細的盤查企業內部的系統與 IT 資源的使用狀況，根據系統的
複雜性與未來的業務發展需求，遵循業界常見的評估方式將系統與伺服器大致歸納出六種不同的搬遷路徑（6Rs:

Rehosting、Replatforming、Repurchasing、Refactoring、Retire and Retain），方能做出相對應的準備，例如
採購或淘汰硬體資源、雲端人才培育、或未來雲端維運藍圖等。簡而言之，雲遷移不僅是 IT 系統的部署的方式改
變，還有財務結構的改變、人才的改變、以及流程與管理的改變等。這些挑戰是需要在雲遷移前期的謹慎評估與規
劃的。

混合雲架構亦伴隨著多方服務供應商的管理議題，除了醫療照護機構自有機房建設的私有雲外，亦有使用雲服務商

所提供之公有雲服務，在責任共擔原則（Shared Responsibility Model）下，若未能與雲服務商合約內載明彼此之
權利義務，如資訊安全、服務水準與支援響應時間、災害復原與遷移等責任劃分清楚，將讓企業暴露在不穩定的風

險中。國內主管機關新增的電子病歷上雲服務條文中，亦包含了醫療機構採用公有雲服務時，須建立資料移轉回委
託機構或其他雲端服務業者之機制，以及雲端業者須配合醫療機構或主管機關之資安查核。醫療機構或許可以借鏡
參考其他高度監管產業之查核方法（如金融機構），於合約中載明相關查核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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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國際醫療個資規範，落實資料治理

在探討智慧醫療中數據收集與應用的議題同時，隱私權的議題也將被高度檢視及探討。台灣目前的《個人資料保護

法（個資法）》於 2012 年實施的背景已與現今新興科技時代大相逕庭，但在依然使用此個資法的情況下，醫療數

據的應用與新興科技的導入將可能陷入瓶頸。因此在新興科技快速演進的狀態下，該如何兼顧推進未來醫療的發展
與保護個人的隱私權利？

放眼國際對於保護隱私權及實現新興科技發展的思維邏輯，台灣或可參考歐盟於 2018 年所實施的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以下簡稱 GDPR），考量 AI 及資料應用的發展與未來性，GDPR 在制定階段便將人工智慧
應用納入考量中，GDPR 中的「目的明確」與「使用限制」都是要求資料在蒐集及應用的層面中只使用「絕對必要」
的資料。在 AI 及數據應用的發展過程中，有可能因為應用的範疇及目的不明而大幅超出原先所設定的資料蒐集範

圍。因此，如何具體定義「正確的使用目的與範疇」並考量後續的兼容擴充性便顯得至關重要。因此 GDPR 雖然

規範的極度嚴謹，但取得醫療資料的前提是有取得病患的同意，雖然增加了一些程序，但資料安全與隱私的保障所
帶來的益處，不僅能夠保障病患的基本權利，也能提升資料使用上的正當性，並同步保障了新興科技於醫療應用範
疇的未來發展。

除了保障病患的權益外，資料所帶來的經濟價值亦會因為醫療生態系的成熟而有明顯成長，在過去常說的健康為我
們最大資產這種抽象的概念，在生態系與資料經濟的發生後亦可能將健康狀態換算成明確的金融價值。如同越來越
多的醫療機構與保險業者合作，如具「外溢效果」的健康管理保險商品，不僅給予傷病補償，還能反過來鼓勵被保

險人自主維持身體健康，降低罹病風險。針對整合健康數據的商業型保險，資料的取用及保護應在協助被保險人的
權益以及協助業者聚焦服務需求的兩個面向進行規劃。

因此在資料蒐集與個人隱私間必須取得平衡的未來，完善的資料治理機制對於醫療體系及機構來說將成為取得民眾

信任的關鍵項目。透過有效的資料監管方式，進一步監督資料的應用範疇及內部管理的效率。明訂醫療健康數據的
擁有者、管理者、保管者與使用者並定義出合理的使用範圍以及決策與仲裁流程。最終資料治理將會定義資料本身
對於未來醫療體系所衍生之價值，並可讓相關組織依資料分析結果決策未來醫療研究領域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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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健康產業最終的目的是要提升人們的健康力求全人全健康生命週期的照護。而 COVID-19 與人口結構的變化加劇了

醫療外的服務需求，例如疾病預防、健康監測、養生保健、照護關懷等。過時且破碎化的服務在體驗上已越來越無

法滿足人們的需求。如今隨著行動裝置與穿戴裝置的普及，人們的健康數據不斷累積，透過商業模式、科技應用與
跨業合作讓醫療機構得以更全面地了解個體的健康歷程，提供更完整的服務體驗。加上近期醫療監管單位逐步放寬
醫療機構對於健康資料的應用範疇並引領產業建構完善的醫療生態圈，未來將考驗相關醫療照顧機構與生態圈參與
企業是否有足夠的彈性與韌性同時滿足民眾對於體驗與隱私的需求。因此勤業眾信認為生態圈建構、大數據應用、
混合雲架構、考量法規與建構資料治理機制，將是醫療照護產業發展的核心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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