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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生醫電子報 - Bio Current 

點亮您的生醫視野 

 

本季報告精選 

 

 

2020 生醫合作交易白皮書 

本年度勤業眾信參考科睿唯安的交易資料庫，針對生醫產業的合作交易進行

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從交易數量來看，全球生醫產業的合作交易以授權交

易為最大宗。不過，如果從交易金額觀察，則併購交易在交易總額的占比則

https://www2.deloitte.com/tw/tc/pages/life-sciences-and-healthcare/articles/rp200730-2020-ls-white-paper.html
http://www2.deloitte.com/tw/tc.html
http://www2.deloitte.com/tw/tc.html


 

超過了一半以上。兩相比較之下，顯見授權交易與併購交易，在單筆交易金

額上仍有相當的差距。此外，不管是授權交易或是併購交易，跨國生醫企業

都是鉅額交易的主要玩家，凸顯出這些產業巨擘對於生技產業的影響力。而

在獲取的標的上，尖端科技仍然是生醫企業在進行授權或併購交易時所關注

的重點，此點與往年的趨勢一致… 

 

生醫產業觀點 

 

 

 

 

2020 生命科技產業展望 2020 醫療照護產業展望 

 

 

 

 

藥物開發產業鏈與 AI 應用 新冠肺炎對生技醫療產業的影響 

 

本季影音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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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線上稅務論壇】場次四：未來產業鏈佈局之

新策略思考 

COVID-19 正在迅速改變企業的運作方式，並深刻挑戰企業既有的產業鏈布

局。勤業眾信長期服務各產業跨國企業，從豐富的服務經驗之中，歸納出企

業在後疫情時代產業鏈布局與相關稅務策略的規劃要點： 

 

 企業應以集團的角度思考關於企業人流及金流構面和因應未來產業鏈

佈局的新策略，配合地區的市場風險、客戶需求等，動態調整集團移

轉訂價政策 

 無論投資的地區為台灣、東南亞或歐美，每一個投資策略都需審慎評

估投資的實質內容與數量，以達成動態調整的目標 

 如為避免疫情後的供應斷鏈及因應客戶需求，考慮廣設地區發貨倉

庫，則企業需注意因此行為所產生的潛在常設機構風險 

       

更多線上論壇影音歡迎至 Deloitte Taiwan 頻道閱覽 
 

生醫產業新趨勢 

 

【專家觀點】新興科技對精準醫療的決策會帶來影響嗎？ 

溫紹群 醫療照護產業負責人, Deloitte 台灣 

所謂的「精準醫療」，是以數據為基礎，跳脫過去「嘗試與錯誤（trial and error）」

的診療模式，進行完整而全面的分析，進而選擇出更適合個人的藥物、治療方法與

預防方式。在「精準醫療」的架構之中，醫療產業將與數位科技匯流，AI、大數據

與其他新興科技，將是醫療機構與醫生可以善用的優秀工具… 

 

【專家觀點】加速產品研發的 2 大利器：AI 應用、數位轉型 

虞成全 生技醫療產業負責人, Deloitte 台灣 

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正席捲全球，影響遍及超過 180 個國家。為了有效遏止

傳染病擴散，數位科技在這次疫情中成為各國強化防疫的有效工具。透過導入 AI

與 RWD 等新興科技，加速新藥與疫苗開發速度與效率。此外，在可見的未來，受

新冠疫情影響，生醫產業業者也需要透過數位轉型來改善商業模式並提升醫療量

能… 

 

【專家觀點】智慧醫療驅動的 4 個創新方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65dKWOV288&t=1236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65dKWOV288&t=1236s
https://www.youtube.com/user/twmediadeloitte
https://fc.bnext.com.tw/precision-medicine-new-technology/
https://fc.bnext.com.tw/biomedicine-product-development-2-supports/
https://fc.bnext.com.tw/smart-health-care-deep2/


 

溫紹群 醫療照護產業負責人, Deloitte 台灣 

以往，病患通常僅在生病或受傷時才會尋求醫療照護體系的治療與協助，然而，現

今的醫療照護產業正面臨著巨變，產業焦點從過往的「介入疾病發展」轉換成「注

重預防與健康」。透過醫療科技的演進，病患有機會透過各種物聯網與穿戴式裝

置，擁有更多個人健康數據，同時也讓「高度互通的資料」透過「開放和安全的平

台」，促進「個人化」、「以消費者為導向的醫療照護」… 

 

The changing role of physicians: From knowledge brokers to empathetic 
healers 

By Neal Batra, principal and Kulleni Gebreyes, M.D., principal, Deloitte Consulting LLP 

勤業眾信相信，醫師的角色將會轉變，從今天的門診服務與藥物處方提供者，轉變

為教育工作者、資料研究者、信息學專家、數位工程顧問與軟體工程師，或是投入

於複雜疾病或傷害的綜合性護理。此外，有一些醫師則會成為 B2B 顧問，為在第一

線治療患者的醫師提供建議。負責執行手術的醫師在未來依然存在，但我們希望，

透過機器人技術的輔助，需要的手術醫師總數將會減少，同時藉由發展基因與分子

治療，侵入性手術的需求也將隨之減少… 

 

In a post-pandemic world, health plans should focus on care and 
utilization management 

By Mike Van Den Eynde, managing director, and Ebben Smith, M.D., managing director, Deloitte 
Consulting LLP 

在過去的幾個月中，醫療保險業者依賴醫護管理（CM）和利用率管理（UM），協助

其保戶度過疫情大流行的每個階段。 透過使用遠距醫療技術及其他資源，部分醫療

保險業者已經對疫情的重症患者及 COVID-19 的高風險感染者提供協助。在過去，醫

護管理的做法往往相當傳統(例如：透過護士依序給每位保戶打電話)，另一方面，利

用率管理的流程往往效率相當低落。在疫情的挑戰中，許多健康保險商改變了利用

率管理辦法和回饋規則，以協助保戶以更輕的負擔取得 COVID-19 的檢測與治療。這

些舉措常常需處理一些營運上的挑戰，包括一些人為的解決方案，才能使醫療保險

的員工快速回應其保戶的需求… 

                    
 

企業經營觀點 

 

法律議題 

COVID-19 外國因應新冠肺炎疫情之法律措施 

2020 年肆虐全球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COVID-19 進入後疫情時代，各國陸續開

放邊界及復工。因應封城、人員管制或禁止出口等重大經濟衝擊，各國除對業

者提供財務支援或稅額減免優惠外，也修正員工出勤、調整契約義務、放寬個

人資料蒐集等措施。Deloitte Legal 於今年 7 月 24 日發布 Deloitte Legal COVID-19 

Hub，彙整全球 60 多國重要防疫法律措施，包括勞工法、公司法(主管機關申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blog/health-care-blog/2020/the-changing-role-of-physicians-from-knowledge-brokers-to-empathetic-healers.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blog/health-care-blog/2020/the-changing-role-of-physicians-from-knowledge-brokers-to-empathetic-healers.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blog/health-care-blog/2020/in-a-post-pandemic-world.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blog/health-care-blog/2020/in-a-post-pandemic-world.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tw/tc/pages/legal/articles/countries-covid19-legal-measures.html


 

報及資金匯出)、契約義務(不可抗力和情事變更條款)、個資隱私權等，並摘要

德國、英國、中國大陸及台灣措施… 

 

財稅議題 

新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全方位解析與企業因應之道 

OECD 為防杜無形資產之避稅行為，提出「無形資產產生之利潤應合理歸屬至

對其價值有貢獻的個體」之目標，並於 2015 年發布 BEPS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 行動計畫 8 - 10，提供各國立法之參考。

我國因應移轉訂價發展趨勢，參酌 BEPS 指引建議並配合實務需求，於民國一○

九年八月十八日發佈移轉訂價查準修正條文草案，計畫對現有移轉訂價稅制作

全面性補充性增修，期許對無形資產之移轉訂價建立更合理的評估標準… 

 

流程管理 

數據驅動．預測未來：智慧流程優化系列（一）流程探勘如何協助企業渡

過疫情衝擊 

後疫情時期，儘管各國政府努力研擬並進行紓困方案，但在疫情尚未明朗且短

期內疫苗還無法上市的雙重壓力之下，企業如何自救振作，是目前刻不容緩的

重要議題。勤業眾信針對企業於後疫情時代的流程管理提出以下建議： 

一、 盤點既有資源，做好營運資金風險管理計畫 

二、 加快數位轉型，力求智慧製造 

三、 重新規劃業務及供應鏈布局 

四、 確保員工健康，強化招聘流程，降低人才短缺對營運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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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每季季初為您帶來

Deloitte 全球生技醫療產業專家觀點，前期內容 請點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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