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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醫療照護產業展望 

醫療照護產業當前正值轉型蛻變之時，為了解全球醫療科技創投的資

金配置與流向，Deloitte 醫療照護團隊與全球知名創投機構 Rock 

Health 合作，利用其數位醫療資金資料庫中 2011 年至 2019 年資

料，針對醫療科技領域的創投交易案進行資料分析。本年度的研究結

果指出，創投業者、特定私募股權投資人，以及企業創投（CVC）資

金，正以有助於推動未來醫療的產品、服務和解決方案作為投資標

的。這些創投資金通常投資於能夠達成提升照護品質、降低成本、擴

大照護規模的新創企業。此外，價值主張符合產業現況及未來趨勢，

並且能妥善運用人工智慧、機器學習、物聯網等差異化科技的新創企

業，更受投資者青睞並能夠募得最多資金… 

 

生醫產業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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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醫療照護產業展望 藥物開發產業鏈與 AI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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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全球企業永續高峰論壇】 

擁抱變革－永續轉型新趨力 

氣候變遷及新冠疫情等新興風險對企業營運造成深切影響，而此類風險型

態可能趨向常態化，如果企業無法有效因應，極有可能在財務、營運甚至

https://www2.deloitte.com/tw/tc/pages/life-sciences-and-healthcare/articles/2020-Healthcare-Outloo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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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溝通上面臨更嚴峻的挑戰。面對氣候變遷及其他新興風險，勤業眾信

從豐富的服務經驗之中，歸納企業在全球永續轉型浪潮中應注意之要點： 

 

 氣候變遷成為利害關係人重視的關鍵議題 

 氣候變遷應納入企業經營決策及商業模式 

 企業可採用 TCFD 識別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 

 在氣候變遷環境下，企業應善用創新解決方案推動永續轉型，包含

再生能源、循環經濟、低碳創新、資料數據應用 

       

更多線上論壇影音歡迎至 Deloitte Taiwan 頻道閱覽 

 

生醫產業新趨勢 

 

Digital health tools for mobile devices can help to advance equity…if 
designed right 

By Connie Ritchey, managing director, and Bobby Powers, manager, Deloitte 

Consulting LLP 

科技經常被視為有助於降低健康不平等的工具，例如我們已經看到越來越多醫療

照護機構及公共衛生體系，使用手機或是其他無線科技來改善其服務與運作(例

如療程輔助、診斷、監控、以及慢性疾病管理)。這些科技的使用通常被統稱為

「行動醫療」。Deloitte 觀察到，行動醫療的使用將有望改善弱勢及少數族群長

久以來難以取得高品質醫療服務的困境… 

Can my COVID-19 antibodies help others? RWD is being used to find 
out 

by Steve Davis, manager, Center for Health Solutions, Deloitte L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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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 5 月份從新冠肺炎的病症中康復以來，Steve 已經捐贈了兩次康復者血漿。

結果顯示即使距離被感染已經超過 7 個月，Steve 仍然擁有新冠病毒的抗體。不

過這些抗體還能夠維持多久？Steve 的抗體能夠幫助其他人避免嚴重的新冠肺炎

症狀嗎？真實世界數據（RWD）和真實世界證據（RWE）可以幫助我們回答這

些問題和其他的疑問… 

 

Value-based care is more likely to succeed if physician compensation 
models change 

By Dorrie Guest, managing director, and Howard Drenth, specialist executive, Deloitte 
Consulting, LLP 

多年來，Deloitte 一直在倡導價值導向照護，然而在多數國家，與之配合的價值

導向支付體系，或是醫療機構提供相關服務的能力都仍十分不足。當我們拜訪醫

院或醫療衛生體系的領導人時，我們總強調價值導向照護不只是與保險機構簽訂

新種類的合約。例如，財務上的獎勵措施也必須調整，以確保醫師不僅使用新的

支付模式，更以此為基礎改變其執業的方式。根據《2020 年 Deloitte 美國醫師

調查》，幾乎所有參與調查案的醫師都表示他們仍然採取論件計酬的收費模式，

僅約 1/3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部分收入與價值導向照護有關… 

 

Changing patient expectations could lead to more patient-centric 
clinical trials 

By Dawn Anderson, managing director, and Ryan Myers, principal, Deloitte Consulting LLP 

新冠疫情為招募及保留病患進行臨床試驗帶來新的挑戰。即使在疫情開始之前，

長途交通所帶來的成本及不便就已經成為病患退出臨床試驗的主要原因，然而在

疫情盛行的此刻，部分病患(例如免疫系統受損者)甚至更不願意前往醫療院所，以

避免暴露於病毒的風險之下。透過「以患者為中心」的臨床試驗模式，臨床試驗

機構可以更了解他們的患者、患者病情、財務及其他相關負擔，以改善臨床試驗

的患者招募、保留、以及試驗資料的價值… 

 

                                    
 

企業經營觀點 

 

法律議題 

2021 年趨勢解析《法令遵循篇》公司治理 3.0－布局數位總部、併購重

組、公司治理評鑑，擘劃永續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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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3.0 涵蓋「強化董事會職能，提升企業永續價值」、「提高資訊透

明度，促進永續經營」、「強化利害關係人溝通，營造良好互動管道」、

「接軌國際規範，引導盡職治理」及「深化公司永續治理文化，提供多元化

商品」等 5 大主軸，合計 39 項具體推動措施，其核心概念乃植基於舊有公

司治理之價值，在未來 AI、5G 等數位化導入的過程中，結合「風險管理」

及「數位治理」藉以有效事前降低決策風險，提高內控品質。目前產、官、

學間均已開始就此議題布局，由改善公司既有系統著手、進一步研議導入合

約管理系統及董事治理系統等分階落實數位治理暨法律風險控管之核心價

值，實現在新技術時代的公司治理 3.0 願景… 

 

 

財稅議題 

2021 年趨勢解析《稅務篇》您一定要知道的 2021 年營利事業稅務規定 

2020 年財政部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發布了一系列適用於防疫

期間之租稅措施。此外，因應財務會計之處理或變動，2020 年財政部亦明

定相關內容，包括未分配盈餘稅之計算，以及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6

號「租賃」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規定等解釋函令；為協助公司或有限合夥

事業強化研發人員之研發能量，並提升研發成果效益，全職研發人員參與研

究發展專業知識之教育訓練費用，亦納入適用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範圍

內。行政院會已通過「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修正草案，擬恢復個人未上市/櫃

且未登錄興櫃股票交易所得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本文謹彙總相關不可不知

的稅務法規… 

 

 

永續治理 

2021 年趨勢解析《審計篇》「綠天鵝」席捲全球，企業更須重視 ESG

策略發展 

近年來，氣候與環境帶來的威脅日益嚴峻，各國政府與人民對於社會關懷、

企業形象的重視也與日俱增，促使「環境、社會與公司治理」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以下簡稱 ESG)的概

念愈來愈重要。所謂 ESG 是指企業對於環境保護、社會關懷與公司治理等面

向的投入。一間做好 ESG 策略的企業，將更容易受到投資人青睞。企業若能

在財務報表中揭露相關資訊或是編製永續報告書將有效吸引投資人投資，因

為對於投資人來說，他們期望找到一家重視長期策略與發展的標的，以創造

長期且穩定的獲利；同時，高 ESG 評級企業的韌性也更高，於大盤下修時表

現也相對抗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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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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每季季初為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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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