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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亮您的生醫視野 

 

產業專欄 

創新及經營 

Why improving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in clinical trials 

should be a research priority 

Centre for Health Solutions, Director /  Karen Taylor 

增加臨床試驗招募病人的多樣性一直是各國衛生主管機關戮力想要推動的方

向，而數位科技已逐漸提供新的解決方案來增加多樣性並增加臨床體驗… 

Forging a new path to commercialization for cell and gene 

therapies 

Deloitte LLP, US and Global Life Sciences leader, vice chairman / 

Greg R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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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轉型的第一步 - 流程機器人所帶來的影響與效益 

未來三年企業之數位化發展方向包含人工智慧、大數據分析及商業流程自動

化。在這樣的潮流之下，數位轉型究竟能為企業帶來多少效益，企業應如何

規劃才能趕上這一波潮流，成為最重要的研究課題…. 

及早因應超高齡社會 

隨著超高齡社會的來臨，預計最快八年後的今天將有重大改變。屆時年輕勞

動力將嚴重缺乏，政府提供的基本民生、醫療服務將面臨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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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議題 

營業秘密保護與防範商業間諜之實務作法(上) 

近來因商業間諜案例頻傳，據報載法務部調查局表示，近六年偵辦 89 件商

業間諜案，有 38 件是高科技產業機密遭竊取外洩他國。尤其在美中貿易戰

下，智慧財產權保護已成為雙方角力的主要議題，台灣高科技公司身處其

中，自然不可輕忽對於商業間諜的防範，以免身陷鉅額損失或民刑事法律訴

訟的風險。… 

 

財稅議題 

因應中美貿易變局、中國大陸放寬哪些投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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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報告 2019 

2019 年生命科技產業展望 

去年生命科技產業面臨了研發成本上升、科技應用的擴

張、新型療法的突破、法規更新、新競爭者出現等議

題，2019 年業者須掌握的哪些市場變化趨勢及策略？ 

 

2019 年醫療照護產業展望 

數位科技已逐漸重塑醫療照護模式，轉為以消費者或病

患所驅動的 C2B 模式。這種新模式在未來幾年帶來許多

機會，醫療照護產業需重視的議題有哪些？ 

 

 

2019 年生技製藥合作交易白皮書 

勤業眾信生技醫療產業團隊與科睿唯安 (Clarivate 

Analytics) 共同合作，探討近年生技製藥合作交易模

式，並研究人工智慧對於新藥研發所帶來的影響及案

例。  
 

 

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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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 X 科睿唯安生技醫療產業講座】 

合作與併購交易—AI 數位科技如何驅動醫藥

創新 

藥廠研發成本逐年提高，導入數位科技、串聯併購及技術授權等外部創新模

式，以節省新藥驗證成本與加快研發速度已成為藥廠當前最關注的議題。本

次發表會同時也邀請藥廠分享整合科技的研發實務案例 ，敬邀您蒞臨指教。 

型式：研討會 

日期：2019 年 9 月 10 日 (二) 

時間：12:00 - 16:45 (GMT +8) 

地點：華南銀行國際會議中心 201 室 

報名截止日：2019 年 9 月 6 日 (五) 

【點此報名】 

 

Taking a cyber everywhere approach for 

life sciences and health care 

生技醫療公司的資安長 (Cyber leader)多數把重心放在企業端的數位轉型的

同時，也為資訊安全提供良好的保護。本次講座將介紹生醫企業該如何建立

以資安為基礎的企業數位轉型策略。 

型式：網路生醫講座 Dbriefs  

日期：9 月 26 日 (四) 

時間：17:00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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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