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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生醫電子報 - Bio Current
點亮您的生醫視野

生醫電子報改版通知
敬愛的勤業眾信客戶
勤業眾信長期關注生技醫療產業脈動，並每個月以電子報的形式，彙整最新的產業
資訊與趨勢供客戶參考，協助客戶及早理解產業趨勢，掌握先機。從今年 6 月開
始，「勤業眾信生醫電子報 - Bio Current」將改以季報的形式發行，以提供客
戶更完整，且更加符合台灣市場需求的內容。未來勤業眾信將持續與客戶一同努力，
期盼能為台灣生技醫療產業的發展盡一份心力，帶來正面的影響。
勤業眾信生技醫療產業團隊 敬上

產業專欄
2020 年度產業報告
藥物開發產業鏈與 AI 應用
隨著醫學知識的匯流、真實世界證據（RWE）的指數
增長、以及 IT 環境的進步，臨床試驗轉型的契機已
經出現。將上述的條件與 AI 技術相搭配，生物製藥
公司就有機會提高臨床試驗的生產力、改善患者體
驗、同時快速做出管理決策。面對臨床試驗未來的轉
型與發展，勤業眾信歸納出業者在導入 AI 技術之
前，必須評估的五大課題。

新冠肺炎對生技醫療產業的影響
面對疫情考驗，台灣的防疫作為備受國際肯定，除了
產官學密切合作，在藥物、疫苗、快篩技術研發上嶄
露頭角；更組織了跨部會團隊，針對應變措施、法規
制度、產業鏈布局進行超前部署。未來，生技醫療產
業將發展出新的技術與工作模式，帶動台灣產業的轉
型與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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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實世界數據（RW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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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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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治療疾
病，相關產業價值鏈也將應運而生。

管理議題
COVID-19 對台灣產業發展趨勢之影響
從 2019 年 11 月起，COVID-19 疫情在短短數月，已蔓延全球 120 多個國家和地
區，至今尚未受到控制，各國紛紛採取撤僑、禁航、關閉邊界等措施，在台灣則史
無前例地將全世界的旅遊警示燈都列為「紅色」，可見疫情傳播速度讓全世界國家
或地區不得不採取一項全球大隔離的行動，進而造成全球經濟嚴重衝擊。各產業的
經濟損失已難以估計，通過挑戰倖存下來的企業，必須要意識到未來的產業發展趨
勢已經與幾個月前的預想遠遠不同…

透過策略釐清（SA）及企業價值地圖（EVM）激勵企業轉型
在數位破壞(Digital Disruption)的浪潮下，企業組織必須朝著敏捷、具洞見、並且
高度協作三個方向轉型，以便能繼續在瞬息萬變的經營環境下乘風破浪地前進。但
企業該如何朝此目標轉型？首要之務便是要先釐清公司的數位化轉型目標與策略。
本文將介紹勤業眾信協助企業最常使用的方法論及工具，並透過實務案例分享，了
解如何發展有價值之策略及策略方針，使企業從上到下皆能朝著一致的方向凝聚能
量努力，強化企業體質並有效轉型…

財稅議題
無形資產之核心價值如何確認與分配？
隨著時代變遷，往往隱藏在財務報表背後的無形資產才是企業的真正價值。無形資
產樣態很多，非僅限於財務會計科目的無形資產，凡是無形的、具特殊性與排他
性，且可應用於商業活動，並可為企業帶來未來現金流量的資產，均可謂為無形資
產。就以市場熱絡的 APP 軟體為例，不管是軟體著作權、創新概念、員工士氣、商
業秘密或商標權等，皆可定義為無形資產…

創新及經營
Virtual sales could be here to stay ... is medtech ready?
By Jay Zhu, managing director; Robert Maul, senior manager; and Erich
Sachse, senior manager, Deloitte Consulting LLP

曾經，醫療科技的銷售仰賴業務人員與醫療機構的面對面交流。在該商業模型中，
現場銷售人員直接與醫院和醫療機構的關鍵決策者交流價值與主張，並建立深厚的
關係。然而，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已經顛覆了這個商業模型。隨著醫院和醫療機構限
制各種業務拜訪，許多醫療科技公司，已經轉而使用數位化管道以保持與客戶的聯
繫…

Some hospitals are looking to build a new ward … in the
patient’s home
by Summer Knight, M.D., MBA, consulting managing director, Deloitte
Consulting LLP

居家環境的醫院級照護，也稱為 Hospital @ home（H@H），其基本概念是確定
該病患取得接受該醫院醫療服務的資格後，將病患送至他們的家中，並在病患的居
家環境提供同等質量的急性護理。此類高品質的護理可以通過多種方式達成，包括
遠端的病患管理與登記、對生命徵象進行遠端監控、視訊互動以及護士或其他臨床
醫護人員的居家拜訪。需要明確定義的是，H@H 並不是居家健康管理的延伸。事
實上，H@H 是對急性病患照護的重新定義，可以將其視為虛擬化的醫院病房…

COVID-19 may have jumpstarted a digital revolution in
clinical trials
By Dawn Anderson, managing director, Deloitte Consulting LLP

兩個月前，在於奧蘭多舉辦的 SCOPE 高峰會上，Deloitte 團隊預測，藥廠最終將
會於臨床試驗中納入更多的遠程醫療問診，並仰賴物聯網醫療設備執行試驗並收集
數據。當時，臨床試驗藥過渡至遠程/虛擬臨床試驗預計還需要幾年的時間。後來發
現，COVID-19 大流行可能會將這段過渡時間從數年縮短至幾個月內。上個月，美
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發布了新的指南，該指南將暫時允許研究人員使用虛
擬問診、電話採訪和遠程監控來收集可能的臨床試驗數據…

活動預告
Special Edition | Top considerations for tax
departments in light of COVID-19
COVID-19 正在迅速改變企業的業務運作方式，雇主必須將員工的福祉視為第一
要務，同時必須滿足新的業務和稅收需求。 什麼是稅務部門領導者需要解決的
主要問題？在研討會中我們將討論：


根據美國 CARES 法案，COVID-19 的獎勵措施包括全球性的法律救濟措施
和稅務抵免。



不良債務和稅收的屬性定義注意事項。



新常態下的稅務營運架構考量，以協助您重新調整稅務流程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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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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