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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生醫電子報 - Bio Current
點亮您的生醫視野

產業專欄
創新及經營
A new future for R&D? Applying emerging technologies to
improve R&D productivity
Deloitte UK Centre for Health Solutions, Research Manager / Mark
Steedman

未來新興科技將為生技醫藥業的運作帶來轉變，生技醫藥公司將如何藉由導入
人工智慧、機器人和認知自動化等科技，提升研發效率及整體生產力…

NIH’s Data Commons Pilot project seeks to break down
barriers in biomedical research
Deloitte Consulting LLP, Principal / Juergen A. Klenk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NIH) 開始推動生物醫學研究數據的共享平台計畫，隨著
此新興機制的發展，生科和醫療照護領域得以運用龐大資料庫，從而獲得新的
發現與價值…

Improving patient outcomes through changes to oncology
payments
Deloitte LLP, Vice Chairman, US and Global Life Sciences Leader / Greg
Reh

有鑿於癌症照護支出日漸增加，許多醫療體系開始嘗試價值導向支付模式，試
圖控制成本及改善治療效果，而此轉變是否會影響新療法的採用，生技業者又
能採取哪些途徑以因應並尋求新的機會…

Smart health care: Left hand, meet right hand

Deloitte LLP, Principal and the Federal Health Sector Leader / Terri
Cooper

科技結合醫療照護系統已成為重要趨勢，未來無論是醫療體系、醫材或相關的
業者應著重於發展智能照護，藉由就醫紀錄整合及資訊即時共享以節省人力調
度、提升治療流程之效率…

人工智慧商業價值勢不可擋：AI 發展的現在與未來
當今的商業領域正熱烈討論認知技術及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的
相關議題，本報告指出 51%企業表示，希望藉由 AI 技術的導入，讓產品或服
務「更聰明」來提高其價值….

法律議題
歐盟個資新規 做大數位鑑識商機
歐盟隱私權法規-個人資料保護規則 (GDPR) 預計從 2018 年 5 月 25 日生效，
爰此，對歐盟提供產品或服務的企業應關注如何運用數位鑑識來解決潛在資安
問題，以降低法規所帶來的衝擊…

籌資新選擇－群眾募資及創新平台相關法律議題
近來企業及個人有更多元管道得以籌措資金，例如群眾募資、P2P、虛擬貨
幣，讓創新概念得以實現商品化，惟無論是籌資企業、平台業者或是個人借
貸，仍應注意相關法律規定…

財稅議題
促進產業創新 - 產創條例修正帶來的租稅優惠 (請見通訊 p.36)
政府為積極促進產業創新，於 106 年 11 月 22 日公布「產業創新條例」修正
內容，期能夠加速產業轉型。其中租稅優惠部分之修正最受到投資人、員工及
相關研發的關注…

BEPS 國際動態
馬來西亞於 2017 年 12 月發布納閩島國別報告指導原則以及發布馬來西亞國
別報告準則修訂案，針對跨國企業集團其國別報告之成員適用範圍、母公司定
義、通知申報等項目進行規範…

盧森堡：公佈符合 BEPS 規定之新智慧財產稅務優惠草案
盧森堡於 2017 年 8 月發布符合 BEPS 規定之新智慧財產稅務優惠草案，內容
包含商業化智慧財產相關所得之免稅比例，以及淨財產稅 (net wealth tax) 免
稅優惠等規範，本文彙整出關於適格資產、適格淨所得等詳細認列規定…

中國大陸：外資企業在境內分配利潤暫緩徵稅新規及對台灣稅
負影響解析

中國為提高存量外資的利用率、鼓勵境外投資者持續擴大投資，於 2017 年 12
月及 2018 年 1 月發佈了對境外投資者的遞延納稅政策，外資從中國境內居民
企業分配的利潤，可享受暫不徵收預提所得稅之優惠…

展望 2018
2018 年全球生命科技暨醫療照護產業趨勢
勤業眾信生技醫療產業負責人／虞成全會計師

由於人口高齡化與疾病治療需求增加，全球醫藥市場將持續成長。而台灣生技
醫療產業在面對新科技、法規與稅法變革、合作模式改變等多元衝擊下，應將
經營方針聚焦於哪些面向，以協助產業邁入新里程碑…

2018 年全球生命科學產業展望: 擁抱創新 邁向成長
Deloitte LLP, Vice Chairman, US and Global Life Sciences Leader / Greg
Reh

生命科技產業在面對技術、法規、稅收與合作模式變革之浪潮下，業者應積極
推動轉型，以把握市場以外的潛在機會，迎來更好的獲利與競爭優勢…

2018 年全球醫療照護產業展望: 智慧醫療的進化
Deloitte Global Health Care Sector Leader / Terri Cooper

綜觀全球醫療照護產業的重大趨勢，為了兼顧品質、治療成效與價值，醫療照
護產業不僅持續往智慧化演進，亦面臨醫療成本高漲的挑戰…

活動預告

【2018 年生技醫療產業趨勢論壇】

突破界限 再現生醫新價值
回顧 2017 年，台灣生技產業募資活動實為關鍵挑戰，許多新藥研發公司步
入資本市場，不易精準評估市場價值。本論壇擬邀請專家一同探討台灣生醫
產業該如何再現價值，打造未來成長機會。敬邀您共襄盛舉！
型式：研討會
日期：2018 年 3 月 13 日 (二)
時間：13:30 - 16:30 (GMT +8)
地點：香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 3F 宴會廳
報名截止日：2018 年 3 月 7 日 (三)

【點此報名】

Reimagining the core in life sciences
and health care
科技創新將大幅轉變生技與醫療產業的運作模式，本次講座將介紹生醫企業
該如何打造數位化的核心策略，優化病患的照護體驗。
型式：網路生醫講座 Dbriefs
日期：2018 年 3 月 13 日 (二)
時間：2:00 – 3: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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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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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