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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醫療 (LSHC) 產業趨勢月報
2018 年 06 月號
市場動向

為協助同仁對生技醫療產業更深入的了解，
並提升業務拓展之軟實力，LSHC 產業團隊
按月定期發送本月報，為您掌握生技醫療產

Deloitte 智庫報告

業要聞及趨勢分析。
e-Learning
針對本所生醫產業觀點，另有勤業眾信生醫
電子報 提供客戶訂閱，敬請參考。

近期活動

市場動向
企業動態
現

康友新廠投產 明年拚賺 2 股本

現

錫安生技 啟動 IPO

現

MIT 生技新星 華安醫學異軍突起

現

《今周刊 1118 期》啟動 6.8 兆日圓併購 武田藥品出「七傷拳」

現

《財訊 554 期》美時勇闖冒險樂園 迎接領證關鍵年

現

《財訊 554 期》泰博再升級兩大武器打遍天下

政

細胞療法將鬆綁 生醫業忙搶頭香

政

宜推分級醫療 大小醫院結盟轉診

政

生命留給自己決定

政

太多病人照護太累？ 護病比新制下半年上路

政

健保擴大給付 C 肝新藥 北榮公布療效 100％病毒下降

市

未來３個月... 生技業瘋 IPO

市

櫃買赴美行銷生技 成果豐碩

市

北美台灣生技論壇召開 聚焦精準醫療

企

逸達生技預計 6 月上櫃 今年授權金上看 3 億元

《病主法》明年上路「可簽署預立醫療」

企

浩鼎將辦現增，乳癌新藥 Q3 啟動收案

企

智擎新藥臨床達標 授權在望

企

晟德拚併購 培育獨角獸

企

藥明康德攜手 Insilico Medicine 借力人工智能加速新藥研發

企

牛蒡新藥研發 康力攜手生技中心

企

可成生技大突破 3D 列印骨材 攻客製化

企

眼球概念股奈米醫材 預計 7 月上櫃

企

全台首座！成大將新建老人醫院

企

製藥 2 巨頭 放棄試驗阿茲海默症藥物

企

華上生醫西達本胺授權吉泰藥品行銷

企
企

《天下 647 期》新創贏家─智抗糖 第一大糖尿病 APP 大數據補救
醫病缺口
《財訊 554 期》法德藥谷底翻升 中國藥證聽牌中

生醫觀點
現

台灣生技族群暫別陰霾 中裕、益安利多領軍

市

引導生技廠掛牌…要加把勁

市

精準醫療 躍產業超新星

市

《財訊 554 期》生技股總盤點 新一波潛力股浮上檯面

市

《財訊 554 期》兩位天才創業家的醫療新貴之路

市

《財訊 554 期》這一波生技飆股 這樣賺

市

《財訊 557 期》認識中國生技股的第一門課

企

《財訊 547 期》蕭英鈞 憑什麼搶走小英的央行總裁人選？

企

《商周 1590 期》佳士達董座土雞精神 組合台灣最強智慧醫療艦
隊

企

《今周刊 1117 期》全球最大加速器 來台挖角數位醫療新星

企

《財訊 554 期》達爾膚調整經營戰略 股價絕地反攻

企

《財訊 554 期》寶齡進入收割期 長線獲利看俏

企

《財訊 556 期》年輕頭家讓大江高成長的關鍵轉折

跨業生醫
現

智邦跨足長照 發表雲端照護系統

現

《商周 1592 期》上銀蹲手術室十年 打造股價飆漲新本錢

企

蓋德成功整合大健康醫療照護平台

企

《財訊 556 期》谷哥下一隻金雞母 瞄準健康醫療

其他生技醫療
企

正瀚生技 迎接千億元新革命

市

農業化學掀併購潮 創新技術廠有利基

新聞圖示參考

現

現有客戶

企

主要企業動向

市

市場觀測

政

公部門動態

Deloitte 智庫報告
勤業眾信
數位醫院的未來 完整報告
為了了解未來的醫療照護服務模式，Deloitte 與
來自全球的 33 位專家共同模擬未來數位醫院的發
展情境，並為 10 年內全球數位醫院的設計提供具
體的 使用 案 例， 以供 現今 醫院 做長 期 規劃 之參
考。

歐洲醫院勞動力報告 完整報告
於照護需求增加，員工短缺和照護時間的缺乏，
目前的醫院勞動力模式是否可持續？ Deloitte UK
探索了整個歐洲醫院工作人員的現狀以及其所面
臨的主要挑戰，並提出了推動勞動力轉型的未來
發展建議。

2018 年生技醫療產業展望 完整報告
隨著全球邁入智慧醫療快速發展的時代，跨國生
醫業者的併購整合將再掀一波熱潮，而台灣生醫
產業在募資與法規面的挑戰仍將持續。勤業眾信
生醫團隊彙整了對全球生醫產業之洞察，以及分
析台灣之現況及未來機會，供業界參考。

Deloitte




Strategies for stemming the opioid epidemic: How data
analytics can help health plans and pharmacy benefit
managers chart their course –May 2018
The opioid cri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reverberate
across society. While a holistic solution remains elusive,
health plans and pharmacy benefit managers are evolving
their use of data analytics and technology to improv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mong their members and in their
communities.
Tech Trends 2018: Digital Reality in Life Sciences and
Health Care –May 2018
Immersive "digital reality" tools such as augmented reality
(AR) and virtual reality (VR) are making these scenarios
increasingly realistic. Developers are beginning to hear and
answer the call for applications designed specifically for
clinic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use across the industry. We
could soon see a day when VR and AR will be central to core
integration, cloud deployment, and enhanced connectivity
and access.



Health Car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he IT Factor –Apr
2018
Amidst dramatic shifts in business, clinical, and operating
models, the health care sector is striving to deliver more
effective care at a lower price. One recent trend in this regard
is the movement toward a larger footprint, control of all
points of access to care, and the ability to offer services in all
phases of patient care. This has primarily been achieved
through M&A as smaller hospitals and independent physician
groups fuse into larger health care systems to realize
economies of scale. And M&A will likely continue to be a
defining activity in the provider marketplace.

Deloitte e-Learning
Deloitte 全球產業團隊每月揀選熱門的產業課程供同仁提升產業專
業，冀能帶給客戶更優質的專業服務。課程網頁涵蓋各產業基礎、進
階、高階課程。歡迎點選以下圖示進入課程網頁瀏覽。

特色課程:
 Inside Medical Technology
 Life Sciences Consumer Health OTC Market
 Understanding Reference Labs
 3D Opportunity: Additive Manufacturing for Business Leaders
近期更新：
 Sector Strategy Overview with Jolyon Barker
 Life Sciences Sector Strategy with Greg Reh
 Global Life Sciences and Health Care Industry Overview
 Get Briefed on Global Life Sciences
 Introduction to the Health Care Industry
 Get Briefed on Global Life Sciences
 Inside Health Care Payers and Plans
 Inside Life Sciences

近期活動
日期

7 月 12 日 (四) 17:00 - 18:00 ( GMT+8 )

主題

【網路生醫講座】
On-demand health care: Ready to embrace virtual
care?

連結

【點此報名】

若您對每月生技醫療產業趨勢月報有任何建議，請不吝與 CIM LSHC
team Shevon (ext.2998) / Michelle (ext.2674)聯繫，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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