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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亮您的生醫視野 

 

產業專欄 

 

2020年度產業報告 

2020 年生命科技產業展望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升溫，各國紛紛投入資源加速新藥

開發，生技產業的新興技術也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勤業

眾信觀察，在 RWD 數據、AI 技術加持之下，快速開發新

藥的能力已逐漸提升，同時，各國的生技產業相關法規與

政策環境的修正，也縮短了藥品上市的審核時間。 

 

https://www2.deloitte.com/tw/tc/pages/life-sciences-and-healthcare/articles/2020-LifeSciences-Outlook.html
http://www2.deloitte.com/tw/tc.html


2020 醫療照護產業展望 

由高度互通的資料與開放、安全的平台所促成的數位轉

型，將推動醫療照護產業的跳躍性發展。在未來，醫療

照護的重點很可能著重在維持健康，而非因應疾病，相

關產業價值鏈也將應運而生。 
 

2019 年生技製藥合作交易白皮書 

勤業眾信生技醫療產業團隊與科睿唯安 (Clarivate 

Analytics) 共同合作，探討近年生技製藥合作交易模

式，並研究人工智慧對於新藥研發所帶來的影響及案

例。 
 

 

 

管理議題 

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 成立虛擬企業營運總部刻不容緩 

2020 年初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肆虐，全球企業因供應鏈中斷而作業停

擺的狀況層出不窮。許多企業雖然緊急提出應變措施，但礙於內部資源有限，

在傳統線下作業模式或是遠端連線辦公，仍難以恢復原有工作效率。此一危機

凸顯了行動化管理及異地辦公的重要性，企業若能突破對硬體環境之依賴，將

ERP 系統及相關作業流程透過雲端服務平台運作，當遠端辦公需求發生時，便

能夠彈性調配系統資源，無須擔心遠端連線壓力及流量過載問題… 

 

服務機器人 2020 年邁入兩位數成長 輔助新冠肺炎防疫風險管理 

近來，人工智慧與 5G 網路的發展成為全球熱門議題，帶動了跨產業的投資與

關注。個別科技不再彼此孤立，5G、AI、IoT 等技術較以往更加相互串聯與依

賴，不久的將來可望整合運用在工廠、醫院、港口、自駕車等場域，在產業中

發揮極大的影響和價值。而此篇文章將談到的主角 - 專業服務機器人，更是在

5G 及 AI 技術邁入成熟的時代下，即將在市場上迅速起飛的新興產品… 

 

財稅議題 

受控外國公司（CFC）法令對台商回台上市櫃公司（KY 公司）之影響 

立法院在 2019 年 7 月 3 日三讀通過「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草

案時，通過附帶決議，要求境外資金匯回專法施行期滿後 1 年內報請行政院核

定施行日期，希望藉由鼓勵台商匯回資金投資台灣之契機，配套規劃 CFC 制度

未來之施行日期，兼顧經濟發展及使反避稅制度順利上路，符合國際潮流… 

https://www2.deloitte.com/tw/tc/pages/life-sciences-and-healthcare/articles/2020-Healthcare-Outlook.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tw/Documents/life-sciences-health-care/2019-LSHC-whitepaper.pdf
https://www2.deloitte.com/tw/tc/pages/audit/articles/virtual-corporate-headquarters.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tw/tc/pages/technology-media-and-telecommunications/articles/professional-service-robots.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tw/tc/pages/tax/articles/202004-china-tax-1.html


 

創新及經營 

Could the response to COVID-19 change how the world responds 
to future outbreaks? 

by Neal Batra, principal, David Betts, principal, Deloitte Consulting LLP and 
Sarah Thomas,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Health Solutions, Deloitte 
Services LP 

當 20 年後我們回首這段疫情時，我們也許會發現這是美國和其他國家改變應

對潛在公衛危機方式的轉折點，同時也是顛覆性技術加速推廣的起點。現有的

公共衛生體系通常是相當被動的，然而從今天起的 20 年後，我們將可以預期

看到一個更加敏捷、數據驅動且主動出擊的照護系統，且消費者將取代醫療機

構成為公衛體系的中心… 

 
COVID-19 is prompting Medtech to adapt to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 

by Glenn Snyder, principal, MedTech Practice leader, and Bill Murray, specialist 
executive, MedTech Practice, Deloitte Consulting LLP 

公衛體系為了對抗新冠肺炎疫情所產生的迫切需求，已經吸引了許多醫療科技

公司的目光。包含呼吸器、手術口罩、快篩模組以及其他許多供不應求的醫療

用品，都有廠商投入生產。跨領域的合作聯盟正在建立，包含釀酒廠、化妝品

製造商、甚至咖啡烘焙廠都積極投入生產急救人員用的洗手液。雖然現在還不

清楚未來景氣會以多快的速度復甦，但我們正努力幫助我們的醫療科技客戶了

解各種可能對其業務產生重大影響的連鎖反應。以下是我們認為醫療科技企業

可以如何應對這次疫情的重大衝擊，進而復甦並蓬勃發展… 

 

As M&A activity and divestitures continue, life sciences 
companies shouldn’t overlook product transfers 

By Laks Pernenkil, Ph.D., principal and Matt Heim, senior manager, Life 
Sciences, Deloitte LLP  

試著想像在管理層沒有規畫適當的產品轉讓策略之下，進行一筆高達 500 億美

元的生命科技企業併購交易，可能出現的後果將是：病患的藥物供應被迫中

斷，且數百萬美元的預期外庫存被迫銷毀。通常，當藥物或療法的所有權發生

變化時，就會觸發產品轉移。這涵蓋了收購公司將需要接管的所有流程，包括

在一個或多個市場中的行銷活動和產品分銷。交易完成後，涉及產品轉讓的組

織必須確定要由哪個實體負責產品的商業化與分銷…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blog/health-care-blog/2020/could-the-response-to-covid-19.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blog/health-care-blog/2020/could-the-response-to-covid-19.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blog/health-care-blog/2020/covid-19-prompting-medtech.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blog/health-care-blog/2020/covid-19-prompting-medtech.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blog/health-care-blog/2020/ma-activities-diversities-continue.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blog/health-care-blog/2020/ma-activities-diversities-continue.html


活動預告 

 

Trends in digital technology 

paving the way to the future of 

health 

隨著生命科技和醫療照護公司朝著「未來健康」的方向發展，新科技的使用

似乎已是不可避免的。許多組織已經設立了創投部門，以評估新的投資可能

性和潛在的成長機會。講座的參與者將從課程中了解企業將如何重新定義自

己的新商業模式，同時探索自身可以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以在「未來健

康」中取得成功。 

型式：網路生醫講座 Dbriefs  

日期：2020 年 5 月 13 日 (三) 

時間：01:00 開始 (GMT +8) 

【點此報名】 

 更多網路講座訊息請連結至 Dbriefs Webcasts 查詢 

 歷史講座請至 Dbriefs Library 查詢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pages/dbriefs-webcasts/events/may/2020/dbriefs-trends-in-digital-technology-paving-the-way-to-the-future-of-health.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pages/dbriefs-webcasts/events/may/2020/dbriefs-trends-in-digital-technology-paving-the-way-to-the-future-of-health.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pages/dbriefs-webcasts/events/may/2020/dbriefs-trends-in-digital-technology-paving-the-way-to-the-future-of-health.html
https://my.deloitte.com/?site=us_en&pl=en-US&pc=US&pi=dbs&eventid=2203067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pages/dbriefs-webcasts/series/industries/health-sciences.html#archive
http://www2.deloitte.com/global/en/pages/about-deloitte/articles/dbriefs-webcasts-libra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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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