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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亮您的生醫視野

產業專欄
創新及經營
2018 outlook: Many hospitals and health systems will
be straddling two canoes
Deloitte LLP/ US Health Care Providers Leader / Steve Burrill

Deloitte 美國生醫團隊調查了醫院及照護系統 CEO 之見解，歸納出 2018
年的主要四大趨勢…

Hospitals could find a silver lining in the cloud
Deloitte Consulting LLP / Chris Harris

雲端具有存取便利及整合快速的優點，然而雲端科技應用也涵蓋五大迷
思，醫院又該如何看待雲端科技來達到提升照護效率的目標…

The future of work in health care: When talent and
technology join forces
Deloitte Consulting LLP / Jennifer Radin

人口老化致使勞動力人口下降，數位科技普及則被視為一大解決方案，究
竟機構該如何考慮那些因素來平衡數位科技之導入與醫療照護人力的發展…

The future awakens: Life sciences and health care
predictions 2022

Deloitte UK Centre for Health Solutions／Karen Taylor

Deloitte 英國團隊近期發布年度報告，預測 2020 年生技醫療產業發展的六
大趨勢，宣告生醫進化暨革命的時代即將來臨…

設定績效指標很難嗎？
勤業眾信管理顧問 (股) 公司／鄭興總經理

Deloitte 英國團隊近期發布年度報告，預測 2020 年生技醫療產業發展的六
大趨勢，宣告生醫進化暨革命的時代即將來臨…

財稅議題
中國大陸：大陸公司減資需要繳稅？
過去三年有 285 位獨立董事辭任，而今年前五個月已經有近 50 位獨董辭任；董監
事的自保之道，最重要的是慎選公司和老闆，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也要慎選會計
師、財務長及稽核長，並加強與他們交流溝通，及早發現異常…

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台商撤資系列二、股權出售方案相關法令
及稅務議題探討
面對全球各國的租稅改革，川普上任後提出的稅改方案引發龐大的關注；台灣又將
如何應對變化快速的租稅環境，以利帶進更多投資 …

醫療科技專題
台灣生醫如何因應歐洲生醫新法規
歐洲藥品管理局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EMA)陸續翻新包括個資料保護、
醫療器材產品規範等生醫相關法規，生醫企業該如何因應所帶來的潛在變化…

發展精準醫療的三大挑戰
次世代基因定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 NGS）成本大幅降低，加上大
數據分析，促進精準醫療的可行性，精準醫療 2015 年開始大量推動，龐大商機逐
漸成形…

醫療資訊交換 快導入區塊鏈
由於區塊鏈攸關大量「資料交換」且牽涉隱私，不僅可運用在醫療資訊（Health
Information）領域或病歷上，同時也帶來不少價值…

活動預告

【經濟日報生技論壇】

生技產業大未來
型式：研討會 (講師邀請)
日期：2017 年 11 月 28 日
時間：09:30 –16:40 (GMT +8)

【活動連結】
【銀髮經濟論壇】

整合數位科技與活化資產 打造樂齡都市
型式：研討會
日期：2017 年 12 月 6 日
時間：14:00 –16:30 (GMT +8)

【活動連結】

醫療科技展
型式：展覽攤位 (贊助) N1318
日期：2017 年 12 月 7-10 日
時間：09:00 –17:30 (GMT +8)

【活動連結】
【Deloitte X BSI 產業分享會】

跨越疆界─探索醫材法規與數位整合策略
型式：研討會
日期：2017 年 12 月 14 日(新竹)、12 月 20 日 (台中)
時間：14:00 –16:00 (GMT +8)

【活動連結】(新竹)
【活動連結】(台中)

A look ahead to 2018: Transforming the
journey of care
型式：網路生醫講座 Dbriefs
日期：2017 年 12 月 6 日
時間：1:00 –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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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