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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微整形產業定義與發展沿革 

第一節 前言 

根據世界貿易組織（WTO）統計，服務業產值占全球生產毛額已超過三分之

二，服務型經濟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主軸。服務業占經濟發展比重超過 60%即稱

為服務型經濟，隨著先進國家相繼轉型為服務型經濟，帶動世界經濟結構轉變，

台灣也在 1995 年服務業占國內生產毛額（GDP）超過 60%後，邁入服務型經濟。 

有別於近年來，政府積極提倡推廣的 2.5 級產業(註一)，未來服務業發展之

趨勢，應當走向 3.5 級產業，以服務業為基礎，以人為核心，善用智慧資本、驅

動文化資產、科技資訊與環境資源，作為創新與加值之元素，使服務業價值提升。 

據美國時代雜誌(TIME Magazine)報導指出，儘管現今全球經濟低迷，仍有

六大產業逆勢突圍，這六大產業就是微整形美容產業、天然保健食品、當地小型

啤酒廠、平價糖果、彩券販售業、非傳統旅遊業！ 

俗話說「命好不如運好，運好不如相好，相好又不如氣好」，傳統面相學認

為，相貌及氣色可看出個人的運勢。雖然經濟不景氣，許多剛從大學畢業的求職

新鮮人與剛失業者，甚至是職場上年逾四十歲的失業高風險者，利用微整形、手

術方式，改變相貌來增加個人的魅力與自信，有增加的趨勢，而且男性比例還不

低。 

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能夠讓這些簡易的整形美容手術快速增加的是拜於生

物科技的進步。二十一世紀初，老化社會來臨，高齡人口就業增加，人們對健康、

長壽美麗的要求日漸嚴苛，要如何有效對抗老化、留住青春便已成為醫學美容的

主流。生物醫學上常用的高分子生物材料有三種，甲殼質、膠原蛋白及玻尿酸，

廣泛應用在微整形上，促使微整形產業的興起。 

 

(註一) 介於第二和第三產業之間，既有服務、貿易、結算等第三產業管理中心的職能，又具備

獨特的研發中心、公司核心技術產品的生產中心和現代物流運行服務等第二產業運營的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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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微整形產業定義 

本研究主要探討台灣國內微整形產業進行相關分析。所謂「微整形」，指的

是非侵入式(註二)的整形，利用注射針劑、施打填充物以及利用光、熱原理的醫

療儀器，包括雷射美容項目，來改變眼睛、鼻子、下巴、太陽穴等五官微調，臉

形、胸型調整，以及淡化皺紋、緊緻肌膚、美白除斑、胸部下垂等問題的一種全

新的美容整形方法。 

最大的特徵是不需動刀，比起傳統的整形手術較不疼痛且不腫脹，能在短時

間內完成手術，且術後恢復快速，甚至沒有恢復期，效果自然顯著。做這些簡易

手術的專門性並不需要像一些傳統整形美容手術那樣需要專業的訓練。 

微整形的種類 

電磁波：電波拉皮 

雷射：飛梭雷射、淨膚雷射、柔膚雷射、脈衝光…等 

注射填充物：常見的有肉毒桿菌、膠原蛋白、玻尿酸、雅得媚、微晶瓷…等 

提供訓練課程、舉辦研討會、展覽 媒體、書籍、報章雜誌、網路 

廠商/代理商 

儀器 

藥劑 

生物科技 

教育機構 

醫療機構  醫師 

  僱傭關係 

脈衝光、雷射光電

療程 

肉毒桿菌、玻尿酸

醫療級化妝品 

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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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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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皺、除斑等 

 

 

(潛在消費者) 

醫美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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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醫學專科發展 

 

相關醫學會、學術研究、醫美師 

整型手術調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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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美容市場(簡稱醫美市場)                  美容市場 
 

圖一、醫學美容產業鏈 

資料來源：張惠雯，2008，泛專業化？美容醫學醫師的新起與再專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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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美容市場 

中華民國美容醫學會(1994 成立)、台灣皮膚科醫學會(1975 成立)、台灣整形外

科醫學會(1994 成立)、中華民國美容外科醫學會(1994 成立)、中華民國雷射光

電醫學會(1995 成立)、台灣微整形美塑醫學會(2006 成立) 

 (註二)皮膚整形用不必接觸皮膚的「無形」電光，來創造「有形」的年輕線條。物理取代了化

學換膚，非侵入式（光療法）與低侵入式（肉毒桿菌或玻尿酸）取代侵入式手術。 

第三節 微整形發展沿革 

  「微整形」是由多元的服務項目集合而成的新名詞，由於各種服務項目從研

發到真正應用在微整形上，都有各自的發展歷史，因此無法得知統稱在微整形產

業上的時間點，就以下依各微整形服務項目的發展，推測微整形產業的沿革： 

電波拉皮沿革與應用 

  電磁波（又稱電磁輻射）是由相同振盪且互相垂直的電場與磁場在空間中以

波的形式移動，其傳播方向垂直於電場與磁場構成的平面，有效的傳遞能量和動

量。電磁輻射可以按照頻率分類，從低頻率到高頻率，包括有無線電波、微波、

紅外線、可見光、紫外光、X-射線和伽馬射線等等。人眼可接收到的電磁輻射，

波長大約在 380 至 780 奈米之間，稱為可見光。 

  電磁波首先由詹姆斯·馬克士威於 1865 年預測出來，而後由德國物理學家

海因里希·赫茲於 1887 年至 1888 年間在實驗中證實存在。馬克士威推導出電磁

方程式的波動形式，清楚地顯露出電場和磁場的波動本質。 

  電磁波藉由電流通過皮膚組織產生電阻作用產生熱能，使電能轉換成熱能。

電波拉皮採用 Monopolar 單極容積式的發送方式，以 6MHz，每秒 6百萬次震盪

的電磁波進入人體皮膚後，同時探頭中的冷卻系統，也同時冷卻保護表皮。利用

人體本身對於電流來說是不良導體，所以發出的電波會與皮膚組織摩擦後會形成

「電阻」產生熱能，可讓膠原組織遇熱產生收縮、緊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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雷射沿革與應用 

  雷射是輻射激發的放大光束，它是種可以激發出特定波長或顏色的電磁波，

此種特性讓雷射在醫療及外科手術上，成為不可或缺的工具。雷射原理最早在

20 世紀初期因包爾理論（Bohr's theory） 以及光學共振原理而開始被人提出。

接著在 1917 年 間，愛因斯坦（Einstein）提出誘發輻射理論；而在 1954 年蕭

樂（Schawlow）及道尼氏（Townes）則利用此理論描述了電磁波（maser）；隔年

佐敦（Gordon）更是將電磁波加以運用；直到 1960 年才由邁門(Maiman）利用紅

寶石激發出可見光，產生第一道雷射光。 

  醫學美容的進步其實是循著一定的脈絡而前進的，在早期我們非常強調「非

常的破壞與非常的建設」這種美式美容觀念，也就是說凡是要改變肌膚的問題，

必須透過雷射磨皮，這種所謂剝離破壞（ablative method）式的方法，先將皮

膚角質層或一部分真皮層破壞，以刺激皮膚的再生（Regeneration），以達到皮

膚更新的目的，這樣的療程以雷射磨皮（Laser Resunfacing）為代表，但是在

西方大受歡迎的方式，在東方卻不被多數人接受，原因很簡單就是破相，整個臉

部紅紅的，另外就是一個返黑的問題（postmflammatory hyper-pigmentation，

PIH），因此許多人尤其是膚色偏黃的亞洲人都不喜歡。 

  醫學美容的的第二步進化，就是所謂的非破壞剝離式（non-ablative 

method），其代表就是電波拉皮(Thermage)以及長波長銣雅各雷射（Long-pulse 

ND-YAG Laser），也就是坊間的柔膚雷射，這些雷射在以不破壞表皮的原則下，

將一定的波長的能量，直接經皮膚穿透到皮下真皮層，目的是加溫皮膚以達到真

皮層加速新陳代謝的功用，如此一來皮膚也會變得比較緊緻，膚質也會比較光

滑，毛孔也會比較小。 

  現在醫學美容隨著時間的進步，又進到了第三代也就是分層式微破壞

（grational mini-mvasive method），意思是利用分次的方式，局部漸進式破壞

某部位的表皮，但仍保留大多數的皮膚角質層及真皮層，以利治療後的皮膚癒合

及大多數的炎症色素改善症，這就是新型態第二代的飛梭雷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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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衝光－第三代雷射的革命 

  脈衝光(Pulsed light\Flashlamp)的研究開始於 1990 年，以色列科學家艾

克斯(Eckhouse)博士，嘗試利用弧光燈作為光源，以高脈衝的方式輸出含有各種

波長的光線。脈衝光的作用光譜相當廣泛，大約是 550-1200 微米波長的光線，

包含可見光與紅外線區間。 

填充物應用在生物科技 

  注射性軟組織填充物的歷史始於十九世紀，早在 1893 年，就有一位德國醫

師將手臂的脂肪組織拿來填補病人臉部的凹陷處。 

  1970 年代以後，來自動物或人體的膠原蛋白及玻尿酸出現，全球使用最多

的組織填充劑是由牛為原料所製作的膠原蛋白，製造膠原蛋白的方式，是取動物

的皮膚及組織，磨碎之後，從其中萃取純膠原蛋白。玻尿酸一般是由動物組織，

如雞冠、牛的水晶體、人體臍帶及鯨魚的軟骨萃取出來，但動物組織供應的玻尿

酸不敷需求，轉由生物科技方法利用菌種來生產玻尿酸。因此生物可分解性的軟

組織填充注射劑開始走向主流。 

  1996 年上市，並於 2003 年 12 月通過美國 FDA 核定。應用生物技術從細

菌發酵中萃取出來的高純度玻尿酸，組織相容性高、穩定性高，不會產生過敏，

故上市後即漸漸取代膠原蛋白及自體脂肪填充市場。 

  2000 年微整形的風氣剛起步，玻尿酸也才剛研發上市。但因為玻尿酸屬於

「暫時性美容」，大部份的醫師仍使用膠原蛋白。 

  英國及歐洲爆發狂牛症及人類變種蛋白質疾病，為了預防可能的流行，當時

全球除了英國與歐洲共同市場以外都禁止使用以牛為原料所生產的產品，包括膠

原蛋白，所以一下子醫師都沒有可以使用的組織填充劑，所以玻尿酸正好席捲全

球，取代膠原蛋白的地位。 

  2008 年美國嬌生公司猪膠原蛋白通過歐盟及美國 FDA 許可，台灣猪膠原蛋

白通過台灣衛生署許可。大劑量長效型玻尿酸「MACROLANE sub-Q」上市。新型

鈣氫磷灰石組織填充劑通過美國 FDA 及台灣衛生署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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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德媚(Aquamid)源起 

  17、18 年前蘇聯瓦解前就有的科技材料，後來丹麥專家發現它是材料科學

很重要的填充物，由丹麥康杜拉(Contura)公司所研發出來的注射型除皺產品，

醫學美容與整形外科醫師拿來廣泛運用，成為現代微整形美容形成 Aquamid 不老

旋風。 

醫學美容與微整形的關係 

何謂醫學美容：結合醫學的專業和背景以及美容的技術和服務，給予顧客安

全可靠有效優質的整合性服務。 

由於醫學美容提及「醫學」，在消費者心中不難免有專業的感覺，而「微整

形」是這幾年才出現的名稱，事實上，醫學美容與微整形的意思雷同且服務內容

差異不大，因此兩者的關係是很密切的。 

尋求「醫學美容服務」逐漸在消費者的消費形態中形成一股主流趨勢，因此

各醫院、診所均紛紛想成立「醫學美容中心」為消費者提供更專業的醫學美容服

務，在此同時許多美容業者亦積極的在尋找轉型的方向以免被這股主流淹沒。 

台灣醫學美容發展簡史 

美容醫學的發展是一種全球趨勢，然而，在台灣其有特色的發展背景。醫美

市場變化，提出幾個值得注意的重要時間點，如下圖所示： 

( 1 ) 1980 年代末期，在健保制度未實施之前，即有皮膚科、整形外科醫師開

始將醫學診療與美容結合在一起。醫學美容發展趨勢對於既有的美容市場產生了

衝擊，更因美容師規範不足，於是有美容師跨界執行關於美容的醫療業務。 

( 2 ) 1992 年，鑑於瘦身與美容糾紛頻傳，政府舉辦「美容技術士」資格鑑定

考試，將美容師納入法律規範中，並沒有對從事美容醫學的醫師進行資格考核。 

( 3 ) 1995 年，健保實施對於醫療環境產生了部份影響，於是許多醫師紛紛跨

行至美容醫學領域中。 

( 4 ) 2002 年，政府實施健保總額制度，對於醫療院所的財務造成危機，許多

醫療院所鼓勵投資成立醫學美容中心，在 2004 年已有超過半數的皮膚科或整形

外科診所設有醫美中心，有許多產業開始投資醫美相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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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2003 年，成立於 1994 年的美容醫學會推動了「護理美容師」，同時鼓勵

許多不同專科醫師接受再教育訓練轉行至美容醫學領域。於是 2005 年後，美容

醫學會的醫師會員成長速度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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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科、整型外科進入美容市場 非專業美容醫學專科醫師比例增加 

醫學美容師(或稱護理美容師) 

 

 

 

 

 

圖二、醫學美容發展發展簡圖 

資料來源：張惠雯，2008，泛專業化？美容醫學醫師的新起與再專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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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市場區隔分析 

第一節 整形服務項目 

整形定義 

整容是透過外科手術改善外貌，藉以增強自信。整容通常指臉部整形，包括

割雙眼皮、墊下巴、隆鼻、嫩唇、造酒窩痘、種睫毛等。不少人以為矯形理解為

整容，但兩者實屬不同。整容並非身體上的缺陷或傷殘，是當事人因自己個人喜

好或其他非醫療上的原因，以外科手術改變自己的外觀，手術其實是沒有必要。

矯形則是因為疾病、後天因素或意外導致永久的身體缺陷或傷殘，可透過以外科

手術補救或矯正，而這類手術通常是有需要或必須的。 

整形手術可分為三個支流： 

1. 整形手術 

修整破相的部分。這可說是最純粹的整形手術－修復先天容貌畸形，如生下

就有唇顎裂的孩子。  

2. 重建手術 

恢復受損的功能。這是去恢復受損身體部位的功能，並重建正常的肢體外

型，如缺失或毀容的鼻子、下巴、耳朵或手指。現代交通所產生大量的車禍，造

成許多傷患需要顏面的重建手術；某些癌症病人若需要在臉部或頸部接受治療

時，也可能需要重建手術。這些手術需要非常精細的科技技巧，能移植肌腱和重

植肌肉，好讓傷殘的部位能恢復其功用。 

3. 美容手術 

改善身體的外型。這些美容手術純粹為改善一個健康之人的外貌，除去瑕疵

的部分或改變外型。有時因為燙傷、割除腫瘤或重建手術之後，也需要再進行美

容手術來恢復其正常的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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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形主要服務項目 

1. 臉部整形(雙眼皮、眼袋、隆鼻、唇部、下巴、植牙) 

2. 胸部整形(提胸、縮胸) 

3. 形體雕塑(雷射溶脂、抽脂) 

4. 其他(削骨、拉皮、狐臭、蘿蔔腿、植髮) 

第二節 微整形服務項目 

電波拉皮 

電波拉皮術是透過電波的加熱刺激，使用專利的治療探頭以頻率 600 萬赫茲

的無線電波(Radiofrequency)均勻、準確地導入及加熱您的皮膚深層，在加熱皮

膚的同時，專利的治療探頭可以冷卻表皮溫度，產生立即性的組織收縮，使支撐

起皮膚的主要結構成分---膠原蛋白新生、膠原蛋白不斷地持續重組，進而達到

緊緻肌膚、雕塑臉部輪廓及維持長暗間的緊實效果。 

治療功效： 

1. 電波拉皮：提拉下臉部與下巴曲線輪廓、重新雕塑下顎輪廓線條、調和臉部

肌膚的質感與觸感 

2. 電眼回春：減緩眼皮的鬆弛下垂、淡化魚尾紋和眼周細紋、讓上眼皮和眼周

膚質平滑緊緻 

3. 電波塑身：緊實下垂鬆垮的上臂肌膚、緊緻大腿皮膚、使臀部的肌膚緊實 

4. 電波美腹：緊實生產後的肚皮、緊緻抽脂後減重後的腹部、淡化肌膚紋理、

改善膚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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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療過程： 

 

圖三、電波拉皮治療過程 

圖四、電波拉皮治療過程 

資料來源：美麗境界雷射微整型醫學美容診所網站 

術後保養： 

術後美容師會為您敷上玻尿酸保濕面膜約 20 分鐘，療程結束。一星期後再進行

問題 

 

 

醫學美容導入療程，加強保濕保養。 

飛梭雷射 

1. 改善毛孔

2. 治療青春痘凹疤

3. 消除皺紋、妊娠紋

4. 色素不均勻、曬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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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療程序： 

飛梭雷射治療前須先卸妝清潔，之後再以外用麻醉藥膏塗敷約 1小時，隨即全臉

的治療時間約 20-30 分鐘，頸部或手部等處約 10 分鐘便可完成。 

次數： 

基於飛梭雷射治療的分段式設計，每次治療僅約 20% 的皮膚直接承受雷射能

量，因此大多數病患需要約 5次的治療，間隔則為 2周以上。 

術後保養： 

自治療開始至之後 6個月內，每日皆須使用防曬品至少 2次，以保護皮膚避免陽

射原為治療色素斑的雷射儀器，能夠達成刺激真皮的細胞組織與震碎

黑色

作用，去除膚色

不均

光曝曬。請選用 SPF 至少 30 以上之滋潤型防曬乳，另請戴寬邊帽子以加強防護

效果。於治療完畢後，即可立刻保養及上妝，大部分的病患於治療後或治療隔日

便可正常上班。治療後的清潔保養動作請輕柔，並著重保溼與防曬步驟，切勿用

力摩擦或進行去角質。 

淨膚雷射 

淨膚雷

素的效果。近年來由歐美的醫師們的臨床經驗証實，在適當地調整淨膚雷射

劑量與參數後，可達到無傷口皮膚淨化及美白效果。淨膚雷射治療會顯著的提升

皮膚的透明感，色素會較均勻，享有「白瓷娃娃」的美譽。 

淨膚雷射利用 1064 奈米銣雅鉻雷射的波長，深入上真皮層

、移除角質、刺激膠原蛋白增生，進而可調節皮膚的免疫反應。這種新式的

治療觀念，也發展為雷射於皮膚上做ＳＰＡ與深層按摩。 

治療功效： 

1. 縮小毛細孔、促進膠原蛋白新生、緊緻柔膚 

治療刺青 2. 淡化深層斑點、痘疤、色素沉澱、穩定肝斑、

3. 改善化膿型痘痘、減少出油，並可治療粉刺 

治療程序： 

卸妝→洗臉→淨膚雷射→冰敷→噴保濕→術後藥膏→上隔離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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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療次數： 

通常經醫師諮詢後會依個人情況建議，一般若是美容保養性的治療(指肌膚沒有

什麼問題)，建議每個月 2~3 次的治療，但如果是想要去除斑、膚色不均、毛孔

粗大或嚴重青春痘肌膚，視嚴重程度不同，建議每週至少 1~2 次以上的治療。皮

膚狀況較差者，治療程度需加強，術後會有結痂情況出現，毛孔粗大治療則不會

有此現象，約待 1~2 天乾燥之後仍可繼續進行治療，密集的治療可加速療效。 

術後保養： 

1. 加強保濕及防曬，白天請使用 SPF30 以上之防曬乳或傘，避免過度曝曬。 

光（Intense Pulsed Light ），是一種非侵入性的光照治療，比雷射更

溫和

種雷射（紅寶石、鉺雅克、冷

觸、

2. 治療後 7天內，切勿使用含有果酸或酒精成分的化妝水及保養品。 

3. 一週內部要去角質，並依照醫師囑咐使用皮膚保養品。 

脈衝光 

脈衝

的光電，其原理是將具連續波長的一組強光導入肌膚，以活化皮膚纖維細

胞，使皮膚的膠原蛋白再生，重建皮膚紋理用於人體治療後，不會產生破皮及受

傷的狀況，可為個人的膚質做精密的參數調整。 

脈衝光可以將各種雷射的輸入組合，等於集四

染料）與換膚的效果於一身，卻不像雷射會在皮膚上留下傷痕，也不會造成

結痂脫皮。一部儀器有多種治療的功能，這是皮膚光電醫學的新突破，哈佛的艾

登(Arndt)教授就將脈衝光稱為「第三代雷射」，還預言脈衝光的出現會導致傳統

雷射的式微。 

治療效用： 

1. 去除曬斑、雀斑、老人斑、胎記、色素沈澱、黑眼圈 

2. 改善表淺血管病變、肌膚微血管擴張、靜脈曲張 

3. 改善老化、淡化皺紋、改善妊娠紋 

4. 縮小毛細孔、除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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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療過程： 

臉→配戴護目鏡→塗上脈衝光的凝膠→治療→將冷凝膠擦掉→清評估→卸妝洗

潔→保濕滋潤修復→塗抹防曬隔離霜 

治療次數： 

依據皮膚的狀況而定，通常一個療程都是 3~6 次，間隔三週 

術後保養： 

針對黑斑的治療，除了做脈衝光療程之外，建議可以搭配做左旋 C的導入、高效

酸是減少皺紋產生的最佳天然物質也是眾多保養品保濕成分中最具效

果的

美白，讓效果更顯著。對於改善老化肌膚、皺紋等困擾的患者，可以搭配左旋 C

的導入、高效保濕的療程，讓皮膚充滿飽水、維持年輕狀態！  

玻尿酸 

玻尿

，乾燥的皮膚失去水分，會產生皺紋以及各種老化現象，因此，肌膚保濕便

是預防皮膚老化的重要問題，為肌膚補充玻尿酸，可以幫助肌膚吸收空氣中的水

分，還可以強化肌膚長時間的保水能力，一般效果能持續 6-12 月左右。 

治療功效： 

1. 除皺紋（抬頭紋、眉間紋、魚尾紋、笑紋、法令紋） 

眉骨提拉、豐唇、耳垂加大 

2. 填平凹洞、青春痘疤 

3. 下顎的臉部美化效果、

4. 調整鼻子高度、增加鼻頭 

5. 淚溝填補、製造蘋果肌 

6. 全臉緊致拉提修飾臉頰 

治療過程： 

評估→卸妝洗臉→局部麻醉→生理食鹽水濕敷→施打填充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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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後保養 

4 小時形狀固定，避免壓、揉注射部位。  

好成效。 

是專門設計應用於面部軟組織的矯正，是目前台灣合法的

塑型

1.注射後 2

2.施打後 7日內配合濕敷，並做好保濕工作，才能有良

3.多喝水，最好一日 2500cc 的開水。 

4.早、晚使用洗面乳清潔臉部。 

雅得媚（Aquamid） 

雅得媚(Aquamid)

填充物，有 3-10 年之長效優點，我國衛生署於 96 年 1 月通過雅得媚核准於

台灣使用，是唯一合法的長效形的塑型填充物。 

治療功效： 

1. 豐唇、豐頰、豐下巴 

嘴角皺紋 

缺陷 

2. 撫平眉間紋、法令紋、

3 因先天性、外傷或老化所形成的顏面

術後保養：  

1. 24 小時之內需避免碰觸注射部位，並不可塗抹化妝品或相似產品。 

溫暖或日光浴 ) 或極冷的地方 

接受雷射、磨皮或其他美容性治療。 

瘀青或流血的可能性。 

2. 三天內不可游泳，或從事激烈運動。 

3. 至少四周避免接觸注射區域在極熱 ( 三

( 如游泳等 ) 。 

4. 6 個月內應避免

5. 不可服用阿斯匹靈或其他類似藥物，會有增加注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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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雷射與脈衝光之比較 

色素雷射)Laser 脈衝光 IPL  雷射(汽化、

光學特性 行、非同調 單波長、平行、同調

(coherent) 

多波長、非平

波長  500~1200nm 連續光譜可調式 單一特定波長

特點 一個波長，只可處理一種皮膚

問題 

多個波長，可處理皮膚多種問

題 

作用原理 壞 photomechanical 結 photothermal 震波破

或熱凝結 

熱凝

作用範圍 作用部位較小，然 方形光塊，治療範圍較大，可點狀輸出，

而也較為精準 以針對大面積治療 

治療過程 明顯 ，但疼痛快速、疼痛感較 較為繁複、速度較慢

感較低 

疼痛感 感覺像是被橡皮筋彈到臉

最

光，基本上不需要麻

上，疼痛感較明顯，治療時

好塗上麻醉藥膏。 

熱燙的亮

醉 

術後恢復期 皮膚通常只會發紅或水腫幾小平均都要 1周左右，須等待傷

口復原及痂皮脫落。 時，幾乎沒有傷口 

治療間隔 2-3 個月 3-4 週 

優缺點 直接的治療方式，可以針對細 療方式，不會影響日

微的病灶處理。所需的聊次叫

脈衝光少。束後的傷口照顧不

易，少數病人會發生數後返

黑、色素沉澱現象。 

溫和的治

常生活作息。需要較多次的治

療，有時效果會不明顯。 

資料來源：台灣皮膚雷射美容中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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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玻尿酸與雅得媚之比較 

 玻尿酸 perlane 雅得媚 aquamid 

優點 意還可暫時性治療，不滿

以注射溶解藥劑溶解。 

效果長久 

適應症 眉間、鼻與面頰、下巴以隆鼻、豐唇、豐頰、隆下

巴、粗大皺紋凹陷之處 及嘴唇的加厚 

維持時間 8 個月~1 年半 3-10 年 

缺點 維持時間短 因長時間不會變化，若注

射於錯誤位置不易移除。

費用 1ml 2.5 萬~3.5 萬元 1ml 3.5 萬~4.5 萬元 

資料來源：元和雅美容醫學

第  

美容治療的成長主要來自微整形，也就是不

需要

術須承受開刀、麻醉、血肉模糊等令人畏懼的風險，還要躲躲藏藏不

敢被

論壇 

三節 整形和微整形的差異

由整體美容治療數據來看，這波

恢復期的一些美形治療方式，在整體的美容治療的數量成長率是 3%，而微

整形則增加了 5%，相較於一些大型的手術，像是隆乳等需要全身麻醉的手術則

是呈現大幅下降，究其原因可能就是這些手術的花費較高，一般人在這個時候無

法負擔，另外這些手術也比較沒有與工作相關的誘因。但是臉上出現凹陷皺紋、

皮膚暗沉或是黑眼圈總是比較讓人覺得沒有精神、沒有吸引力，適度的改善外表

上的小瑕疵或許能增加一些職場上競爭的優勢。我們以下列各點作深入探討： 

1. 風險 

整形手

發現，免於生理傷害和精神傷害；而微整形具備近乎 100%成功率、免開刀、

低風險、低疼痛、無需恢復期、併發症少且可自癒，使用注射或是醫學光療等相

關儀器進行，不會讓民眾有刀光血影的恐懼，也不必擔心留下傷口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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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醫師 

整形醫師，最少需要十一年以上的學習和訓練，醫師是否有足夠學歷

和經

傳統社會很難被接受，且整形給外人感覺變化太大，一旦進行手術後

要恢

形手術所花費時間較長，手術前準備到手術治療完成，加上傷口恢

復、

項目是以「部位」來區分，只針對單一範圍做改變，容易造成整

體觀

術所費不貲，動輒上萬至數十萬；相對於微整形一次只需數千元至上

萬元

要擔任

驗是手術的關鍵。而微整形的醫師在原本的專科市場上，感到病患萎縮或者

希望薪水更優渥，因而半路出家，投入這項可以自費的醫學美容市場，而且這些

簡單的手術，並不需要什麼專科認證，只要有醫師執照，就能施打。 

3. 變化 

整形在

復原狀是很困難；而非侵入式的微整形治療的效果十分自然，治療後如果不

滿意，都可以回診尋求醫師給予調整，縱使患者不喜歡也不需感到困擾，像肉毒

桿菌素注射，效期大約可以持續 6-8 個月、玻尿酸注射效期約 8~12 個月，治療

藥劑會隨人體代謝逐漸消失的。 

4. 時間 

一次整

休養期需要花費一天至數天，療程一次就能完成；微整形不需要請假，也不

會影響上班工作，很多上班族甚至利用午休時間就可以完成「微整形」的治療，

不會留下傷口，也沒有複雜的術後照顧期，在治療後並不會影響日常生活，但微

整形效果消失或效果不彰須重複治療，有效期相對較短。 

5. 服務項目 

整形的服務

感的不協調性，相較於微整形是以「治療方式」的差異來區分，醫師會以整

體性觀感來評估可行性與所需的使用量。舉例玻尿酸不單只用在鼻子微調，還能

施打在臉頰。 

6. 價格 

整形手

，使消費者感覺以分期付款的方式，經濟上負擔的起又能得到快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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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微整形市場區隔 

由於整形外科、皮膚科、微整形的關係密不可分，整形外科的服務項目包含

填補、拉皮，可以利用微整形施打玻尿酸或脈衝光，就能達到相同效果，最大的

差別是需要動刀；皮膚科的服務項目有相似於微整形的治療痘疤、雷射…等，唯

一差別是效率上的快慢。 

但在皮膚科有專門看皮膚病變的門診服務、整形外科有重建手術，卻是微整

形不能做到的功效，因此整形外科、皮膚科、微整形無法相互替代，加上微整形

產業剛興起，對未來發展存有疑慮，因此市面上沒有獨立的微整形診所。 

依據服務機構的不同，我們將微整形劃分為依附在醫院下和診所下的微整形。除

了常見依附在皮膚科和整形外科診所，另外還有少數依附在 SPA 館、坐月子中心、 

健髮中心。 

在醫院下的微整形，由於大、中型醫院強調完善的醫療體系，各科系劃分比

較細微，微整形的服務項目會依屬在整形外科或皮膚科或美容中心下。 

舉例： 

長庚醫院將微整形服務項目設在外科裡的美容中心。 

台大醫院是設置在特色醫療中心裡的形體美容醫學中心。 

台北榮民總醫院將微整形列入皮膚科。 

成大醫院在皮膚科內設置雷射、皮膚美容門診。 

在診所下的微整形，醫師本身就具有醫師執照，或開業資格，更容易跨微整

形領域，還能和皮膚科或整形外科做結合。 

舉例： 

盧靜怡皮膚專科，除了一般皮膚病還有皮膚雷射與光學治療、微整形美學。 

亞立山大時尚整形診所，有傳統整形手術和微整形服務，另有專業植髮的服務。 

菲仕美診所，服務項目有整形美容、微整形、雷射光療、醫學美容。 

曹賜斌聯合整形外科診所，有獨創療法、專精手術、美容整形及微整形醫學美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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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屬

機

構 

醫院 

診所 

皮膚科 

整型外科 

醫學美容中心 

SPA 館 

健髮中心 

坐月子中心 

其他 

微整形附屬架構圖 

圖五、微整形附屬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比較附屬在醫院診所下的微整形 

大醫院家數有限，民眾接觸較不易，且環境吵雜、病患複雜，無法塑造舒適

的氣氛，整體環境給人感覺冰冷、以營利為目的，且制式化的運作模式。醫院下

的微整形，我們以台大醫院為例：結合了各科專家，以精湛之技術及最精良、資

深之護理人力，作全方位之醫療照護。以提昇美容醫療品質為目標，注重病人隱

私，著重全方位的治療，為追求形體美容大眾作最佳的服務。 

因為診所的密度性高，大多數鄰近居住地，消費者容易快速取得服務，可以

配合個人時間，安排療程更有彈性，環境氛圍帶給消費者舒適溫馨，燈光柔和配

合輕音樂，容易放鬆心情不會有壓力，給人賓至如歸的感覺。診所下的微整形，

依據我們的觀察：診所內的醫師大多只有 2~5 位醫師，每一位專業醫師都有其特

殊專長與訓練背景，針對顧客的需求給予專業與客製化的個人服務，建立的專屬

私密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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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產業組織 

第一節 產業基本條件 

需求面 

1. 消費者種類 

公眾人物為了保持在大眾場合或螢幕前光鮮亮麗的外表，私下做了微整形手

術，得到正面肯定後，藝人、名媛以及公眾人物紛紛在節目中暢談自身微整形手

術經驗。 

台灣失業潮暴增，有些求職民眾為了希望臉上看起來更有精神或是更年輕，

在面試時能脫穎而出，而進行微整形，整形醫師也表示想要面試更順利而來求診

的病患的確增加，而不少失業民眾預算有限，費用不高的微整形對消費者來說是

很好的選擇。 

有些人在人生不順遂時，想藉命理法則轉運，深信面相可以左右個人運氣，

因此，用點痣來改善厄運、改變面容、去斑等價位較低的微整形變得十分熱門，

又能擁有美麗的外表來吸引他人的目光，並增加本身的自信。 

美麗的外表不再是女人的專利，人都喜歡看美的事物，影響所及重視「門面」

的男性愈來愈多，他們向女性朋友們看齊，年輕男性花錢打理門面多半為交友，

也有的是為進入職場做準備，希望給人留下好印象。 

6、70 歲以上長者抵擋不住歲月的摧殘，希望藉由微整形留住青春的腳步，

美容重點在除斑、除皺，讓自己看起來更年輕，心情也更好，到處展示自己亮麗

的外貌，在聊天之餘不忘呼朋引伴加入微整形行列，變年輕後連異性緣也變好了。 

2. 消費者心理 

微整形是服務性質的產業，掌握消費者的心態是非常重要的，微整形注重個

人隱私，且受到消費者所得、地區性、季節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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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面 

1. 代理商 

國內微整形發展晚於外國，所以國內廠商對儀器研發、製造的經驗不足，因

此大部分儀器和填充物大多由外國進口，此外儀器和填充物進口要經由衛生署核

准，且要取得代理權。 

2. 儀器與生物科技的研發 

生物科技的製造方式是從植物、動物、微生物萃取、提煉、純化一些成分，

例如：玻尿酸、膠原蛋白、微晶瓷等等，廣泛應用在微整形的填充物上。生物科

技在醫美市場的應用是越來越普遍，而生物科技產業與微整形產業也越來越密不

可分了。微整形醫療儀器的研發，例如電波拉皮、雷射、脈衝光等機種的改良，

或是針對不同雷射光束精進而製造不同機種，都能提升國內微整形產業的發展。 

3. 公會與醫師 

由於目前微整形在醫療和教育體制尚未健全，醫師的專業，除具備基本的醫

師證照外，還需加入醫美市場相關的公會。由於醫師專業的技術與經驗會影響治

療的成效，對於下針位置、施打劑量和儀器操作的熟練度都是治療的關鍵因素，

加上醫師本身素質參差不一會影響微整形品質。 

商品 

商品種類、商品品質 

經由衛生署核准，儀器和填充物，醫師才能公開使用。目前儀器和填充物經

由衛生署核准的產品有限，加上代理權集中在少數代理商，原物料供給受到牽

制，致使服務項目種類差異性低、品質較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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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SCP 結構、行為、績效模式 

 

  

 

 

 

 

 

 

 

市場結構 

市場行為 
1. 廣告(網路) 
2. 定價和促銷(價格廝殺、聯合促銷) 
3. 生物科技的投資與研發 
4. 微整型產業依附的習性 
5. 風險規避 

市場結構 
1. 成本結構 

6. 代理商、公會、醫師三方合作 

市場績效 
1. 網路便利性提升效率 
2. 價格戰使產值增加 
3. 生技帶動微整型蓬勃發展的機會 

5. 公會協助微整型產業的發展 
4. 習性影響產業規模 

5. 研發困難 

2. 政府政策(兩兆雙星、健保制度) 
3. 代理商影響服務項目 
4. 消費族群的行為 

3. 公會與醫師 
2. 儀器與生物科技的研發 
 (醫療儀器、生物科技原料) 
1. 代理商 
供給面 

產業基本條件 

2. 商品品質 
1. 商品種類 
商品 

2. 消費者心理 
1. 消費者種類 
需求面 

圖六、SCP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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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本結構 

由於歐美的微整形發展略早於本國，研發儀器的新機種更為快速，在技術上

的使用較廣泛，且外國的生物科技發展較成熟、品質穩定，臨床實驗較豐富，可

信度較高。因此國內的器材和填充物大多由外國進口，受匯率、進口稅、運費…

等成本因素，價格昂貴。 

2. 政府政策 

「兩兆雙星」(註三)計畫於 2004 年才開始推行，早期我國生物科技發展較少

應用在微整形，近幾年微整形風氣由外國導入，生物科技慢慢跨足微整形領域。 

我國生物技術產業(製造業及其相關技術服務業)範疇，包括製藥產業、醫療器材

產業及新興生技產業。2008 年我國生技產業總營業額為新台幣 2,010 億元，較

2007 年成長 5%，其中醫療器材產業占我國生技產業營業額最高，營業額為新台

幣 790 億元，製藥產業營業額亦有新台幣 690 億元，至於新興生技產業營業額則

為新台幣 530 億元，如表所示。 

表三、我國生技產業現況 

2007~2008 年 我國生技產業現況 

                         金額單位：新台幣億元 

產業別 新興生技產業 製藥產業 醫療器材產業 合計 

年份 2007 2007 2008 2007 2008 2007 2008 

營業額 483 530 690 749 790 1912 2010 

廠商家數

(家) 

294 320 320 501 544 1116 1184 

從業人員

(人) 

9320 9600 11250 20200 21923 40794 42773 

出口值 193 212 135 317 330 665 677 

進口值 205 225 740 462 470 1374 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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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銷：外銷 60：40 60：

40 

80：20 58：42 65：35 65：35 66：34

國內市場

需求 

495 543 1295 894 930 2621 2768 

資料來源：經濟部生物科技與醫藥工業發展推動小組網站 

由於健保制度的影響，以及醫療市場的消長，越來越多醫師在原本的專科市

場上，感到病患萎縮或者希望薪水更優渥，因而半路出家，投入這項可以自費的

醫學美容市場，而且這些簡單的手術，並不需要什麼專科認證，只要有醫師執照，

就能施打，儘管是一些比較有侵入性的肉毒桿菌、脈衝光等臉部手術，也有小兒

科、婦產科等醫師投入。 

3. 代理商影響服務項目 

國內的器材和填充物大多由外國進口，代理商申請代理權具有時效性，形成

特定儀器和填充物的獨占，醫師的專業技術與經驗大多藉由公會的媒介與其他國

內外醫師、代理商作交流。 

醫療儀器代理商－以曜亞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為例 

「曜亞國際」成立於 2003 年，為拓展台灣的醫學美容市場，結合近年來在

精緻醫學領域之各路菁英，組成具有專業素養及前瞻眼光的專業醫療行銷公司。

成立至今，曜亞國際公司所獨家引進的產品，從『脈衝光』以後，到人氣爆紅的

『電波拉皮』、『雷射魔顏』、『晶鑽美顏』、『飛梭時光機』等，屢屢成為全台灣最

熱門的美容話題，並在極短的時間內獲得醫師同業的肯定，迅速提昇醫學美容器

材市場占有率高達 70%以上，投入市場服務的機器數目高達千餘台，機型更達到

50 幾種，功能與款式多元化，治療適應症的範圍也符合各類患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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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原料代理商－友華生技 

目前國內微整形使用的玻尿酸主要是友華生技所代理的瑞典品牌奇美德

Q-Med。友華生技成立於 1982 年，專精於引進專利保護級市場發展潛力之創新藥

品。設立醫學美容處於 2002 年，在醫院、診所及藥妝通路的大量需求下，促使

醫學美容事業處不斷的走向更專業的領域。並獨家代理注射型玻尿酸以及歐洲、

日本知名品牌具理療性、抗老化的醫學美容保養品。近幾年國內為整形風潮興

盛，成功引進瑞典注射型玻尿酸 Restylane 產品，為國內第一加政府核發許可證

的注射型玻尿酸代理廠商，以及安全性穩定非動物性(HASHA)專利成分極多樣化

劑型的選擇，得到美國 FDA 的許可。目前全球超過 1000 萬人次使用，獨佔歐美

與台灣玻尿酸的微整形市場。在台灣擁有 8張政府所核發的注射型玻尿酸執照。 

儀器機種的演進，可以提供不同的治療方式；填充物分子結構的不同，增進

時間的延長和效果的延伸，分化出多種填充物，因此促使服務項目的多樣化。 

4. 消費族群的行為 

由於一般消費者涵蓋年輕男女、中老年人、失業者…等，針對不同需求提供

多角化的服務項目，以滿足全方位的消費族群。 

早期社會崇尚自然，整形不被大眾所接受，對微整形誤以為是整形的迷思，消費

者心理難免會在意世俗的眼光，因此消費者重視隱私權，通常微整形的服務設置

在一般醫療機構的 2樓，且情境塑造會依據診所或醫院的訴求而異。 

秋冬氣侯涼爽不易出汗，相較於夏天悶濕的天氣，皮膚容易流汗、出油造成

毛孔阻塞和孳生細菌，加上夏季紫外線過量，沒有做好防曬，容易使微整形效果

不彰，因此秋冬季節連著春節前後這段期間是微整形的旺季。 

都市地區易受到外在環境影響，社會風氣越來越開放，外出工作更注重外

表；在生活水準較高的情況下，消費者消費能力也較高；相對於鄉下地區觀念較

為保守，認為「自然就是美」，且基於消費能力較低，容易把微整形視為非必要

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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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發困難 

研發時間又長，像長期的臨床試驗、動物試驗。附加價值高，回收時也是高，

但是回收時間也很長。風險高且法規要求又多。土地需求也不高，勞力的需求也

低。 

6. 代理商、公會、醫師三方合作 

在公立醫院的皮膚科醫師指出，參加公會所舉辦的相關會議或實地操作的內

容多由廠商提供，一位兼做醫學美容的家醫科醫師也有相似的回應：「在醫學教

育裡面沒有人教我們如何使用脈衝光、雷射儀器，那是誰教我們的？是廠商，是

賣儀器的銷售員。」 

醫師的學習過程都是到國外找頂尖的人學習。對於儀器的使用操作需要五百

到一千次數的案例，要了解填充內容物要一萬到兩萬次數的案例，在治療的過程

中有些細微的變化，也須要時間。醫師如果要學習到很好的技術，要找老經驗的

醫師指導，需要付費學習。有些醫師提供觀摩機會、經驗交流，另外廠商也會邀

請醫師去演講、教學。 

市場行為 

1. 廣告 

社會大眾對於微整形不夠了解，對微整形處於整形的刻版印象，不易被社會

大眾所接受。依據醫療法(註四)規定，使得透過廣播、電視宣傳的效果不彰，限

制了微整形診所宣傳的目的。因此許多微整形藉由架設網站、發送傳單等方式，

標榜引進新種機台與最新技術、醫師的深造與經驗、手術前後的差異比較、和公

眾人物的推薦…等。 

2. 定價和促銷 

定價行為依據醫師開業的地區、當地的消費能力與人事成本的不同、儀器和

填充物購入成本加上欲獲利的多寡訂定出合理價格。常見的促銷手法如：合購療

程體驗卷、多項服務項目搭配促銷、多人同行減價促銷…等。但在低廉競價的狀

況下，不少黑心材質也可能趁機流竄美容市場，品質難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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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物科技的投資與研發 

由於兩兆雙星的推動，加上微整形正在蓬勃發展中，使國人對生物科技寄予

厚望，政府和民間因而投入更多資金在生物科技的研發。 

4. 微整形產業依附的習性 

「華人時尚整形美容入口網」涵蓋北中南地區性的微整形診所，我們依據網

站上診所，作為參考依據，推斷微整形大多依附在皮膚科和整形外科診所內。 

表四、微整形評鑑診所 

忠孝美麗爾診所  米蘭時尚診所

悠美診所  黃慧光皮膚科診所

亞洲時尚診所(台中 1館)  潔新聯合診所 

瑞倍佳美容醫學中心 蔣曉山整形外科診所 

佳醫美人診所 台中歐美整形外科診所 

徐永康整形外科診所  現代整形美容外科診所

張立言整形外科診所 華麗美容醫學中心 

資料來源：華人時尚整形美容入口網站 

5. 風險規避 

欲從事微整形的醫師通常會加入相關醫療專業公會，取得教育資源與制度性

保證，對醫師而言，微整形是新興行業，在醫學院教育裡並沒有特別教授，冒然

開業存在許多不確性風險，期望透過加入學會取得更多資源及合作機會，免除單

打獨鬥並分散風險。公會的教育訓練可避免執行儀器過程可能出現的問題，而公

會會有一套醫師規範進行應有的操作流程，避免不確定性風險而發生的醫療紛

爭，只要會員醫師依照訓練流程便可免去大多數醫療糾紛的風險，因此，微整形

相關公會能提供風險規避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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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績效 

1. 網路便利性提升效率 

由於網路的便利性，消費者可以立即獲得最新的資訊、與醫師諮詢能取得快

速的動態回應，由於消費者有機會成本的考量，蒐集資訊耗時較低、醫師方面可

以為潛在顧客提出的問題作回應。因此可以促進雙方效率，增加需求、提高產業

績效。 

2. 價格戰使產值增加 

產品差異化小，微整形產業的競爭轉向價格戰，利用低價促銷吸引消費者，

增加潛在消費族群，刺激消費進而增加微整形產值。 

3. 生技帶動微整形蓬勃發展的機會 

儀器和填充物目前都還在持續發展階段，製造商和生物科技研發不斷推陳出

新，使得儀器的機種和填充物的劑型呈現多樣化。因此微整形服務項目多元化，

醫師和消費者的選擇性更為廣泛。 

4. 習性影響產業規模 

微整形依附在相關的診所下，可以減少固定成本的耗費，並提供全方位的服

務，可以擴充客源，基於這種優勢，診所紛紛將微整形納入診所服務，在相互跟

進的情況下家數增加，促使微整形規模的成長。 

5. 公會協助微整形產業的發展 

藉由加入公會，參與國內臨床醫學研究，醫學資訊流通快速，並協調同業關

係增進醫療技能與共同權益，進而促進微整形產業的發展，取得公會認證，還可

增加醫師的公信力。 

 (註三)「兩兆雙星」產業其實是「兩兆」產業與「雙星」 產業的總稱。  

前者是指台灣具有領先國際優勢的兩大產業，包括半導體和影像顯示產業兩項，預估在 2006 年

的目標是產值分別突破新台幣一兆元，實現「兩兆產業」的目標；「雙星」產業則是指台灣具有

一定利基，可望在幾年內勃發成熟的數位內容及生物技術等兩大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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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四)醫療法 

第   12    條醫療機構設有病房收治病人者為醫院，僅應門診者為診所；非以直接診治病人為

目的而辦理醫療業務之機構為其他醫療機構。 

第   84    條非醫療機構，不得為醫療廣告。 

第   85    條醫療廣告，其內容以下列事項為限： 

一、醫療機構之名稱、開業執照字號、地址、電話及交通路線。 

二、醫師之姓名、性別、學歷、經歷及其醫師、專科醫師證書字號。 

三、全民健康保險及其他非商業性保險之特約醫院、診所字樣。 

四、診療科別及診療時間。 

五、開業、歇業、停業、復業、遷移及其年、月、日。 

六、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容許登載或播放事項。 

利用廣播、電視之醫療廣告，在前項內容範圍內，得以口語化方式為之。 

但應先經所在地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核准。 

醫療機構以網際網路提供之資訊，除有第一百零三條第二項各款所定情形 

外，不受第一項所定內容範圍之限制，其管理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86    條醫療廣告不得以下列方式為之： 

一、假借他人名義為宣傳。 

二、利用出售或贈與醫療刊物為宣傳。 

三、以公開祖傳秘方或公開答問為宣傳。 

四、摘錄醫學刊物內容為宣傳。 

五、藉採訪或報導為宣傳。 

六、與違反前條規定內容之廣告聯合或並排為宣傳。 

七、以其他不正當方式為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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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產業主要 Player 

由於微整形診所過多，無法得知市佔率的多寡，列舉幾家： 

榮總美容整形中心 

大陸首批醫學美容團抵台，由台資企業美容美體集團所組成的一百二十多人

參訪團，抵達台北榮總醫院參訪交流，從事美容事業的團員們約有 8~9 成為女

性，從二十多歲的小姐到五十多歲的熟女都有，最遠有從新疆與東北遠道而來，

這批團員中，共有 20 人體驗醫學美容微整形項目，包括柔膚雷射、晶鑽美白以

及染料雷射全臉回春等三項非侵入性治療。 

長庚醫學美容中心 

臺灣擁有完整先進的醫療技術及設備，甚至是許多韓國整形醫師來台取經的

物件，如長庚醫院的整形外科名列世界前五，成為許多港臺名人們的拜訪聖地。  

亞立山大時尚整形診所 

美容整形的進步速度一日千里，每天每個地區國家都有不同新的技術及新的

科技不斷研發，同時也有新的服務流程或科技化工具作為輔助，因此，每一個亞

立山大診所的醫師，每一年都必須保持 2~3 次出國進修最低要求，不斷地帶回最

新的國外資訊及技術 

第四章 微整形產業特性分析 

第一節 進入障礙及模仿障礙 

進入障礙 

微整形產業技術門檻低，吸引許多專科醫師加入市場競爭，且在健保實施後

使醫師紛紛轉向自費性質的微整形，在微整形市場要求品質的前提下，新進者的

進入障礙可能原因如下： 

 

 

 

第 30 頁 / 共 44 頁 



1. 技術及原物料(儀器及填充物)的取得 

 醫師從個人專業領域跨足微整形行業，學習上有多項管道，在法規上並沒有

強制規定要考取國家專業認證的相關證照，大多數醫師技術都是藉由公會協助代

理商和醫師交流資訊、相互學習技術，接受教育訓練取得市場發展機會。 

 台灣微整形研發晚於國外，所以原物料供應大多仰賴外國進口，在法規限制

下，代理權往往集中於某幾家大型業者，對新進入者而言，只要取得和特定代理

商相互合作，極易取得儀器及填充物來源。 

2.產品差異性 

 每個微整形診所大致上都有電波拉皮、雷射、玻尿酸…等差異性不高的服務

項目，所以現存競爭者需藉由服務品質、形象、口碑、環境情境塑造贏得顧客忠

誠度，新進入者著重在如何爭取客源，提高消費者進行療程意願，因此產品的無

差異性反而使新進者易加入此產業。 

模仿障礙－醫師技術 

 醫師在進行治療過程中，操作儀器的方式、填充物的使用劑量、施行手術的

位置…都會影響消費者容貌，即便有相當經驗的醫師指導、教授，最後成果也難

以和經驗豐富的醫師並駕齊驅，可知醫師個人的歷練是創造消費者滿意的獨特競

爭力，並非刻意模仿相同的操作手法，使用相同的劑量就會有相同的效果。 

第二節 產業關鍵成功因素 

１. 找尋工作的誘因 

社會型態的轉變，台灣從農業社會轉成服務業社會，加上全球經濟景氣不

佳，興新行業的發展易受侷限，失業率的高漲卻成為微整形行業逆勢成長的重要

轉機，許多人面臨無工作無收入的恐懼感到無所適從，進而選擇用投資外在的方

法增加整體運勢及提升個人自信心，許多企業在面試徵才時，外表占了很大的因

素，尤其是業務、服務業及演藝人員更是如此，不但在運勢上可以扶搖直上，也

會因為一個新的外型，心理上會有重新開始的感覺，提振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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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討會、博覽會的熱絡 

許多研討會、博覽會活動成為儀器廠商、生物科技廠商、醫師、觀察醫療產

業的專業人士共同合作的管道，儀器廠商在研討會中可教授儀器操作，有利醫師

累積臨床經驗及專業知識，有經驗的醫師將成為種子醫師，傳授個人專業技能與

心得，專業人士則能提供更多市場新資訊動向，藉由此類交流平臺，促成微整形

產業、醫療儀器產業、生物科技產業合作橋樑，形成醫療產業複合體，讓微整形

產業技術更加精進，亦提供最新的醫療技術並教導醫師使用。 

3. 原物料的推陳出新 

日新月異的研發技術將市場導向汰舊換新，不論本國或外國都致力於生產出

更有價值的產品，而新產品往往會造成革命性的影響，玻尿酸的精進就是很好的

實例，利用生物科技研究出不同大小的分子結構，就能產生不同效用的市面上填

充物，雷射儀器的改良減低負效果的產生，讓消費者安心使用，都有助微整形產

業的發展。 

4. 微整形的優勢 

相較於整形產業，微整形多了許多有力的競爭優勢，不需動刀即可快速獲得

療效、恢復期短、安全性高、失敗率低、風險性低、技術成熟、接受度高…只要

選擇非低劣填充物，有口碑醫師，在正常療程前提下，就能將各部位問題加以修

飾改善，增加短期效益，非常符合消費者需求，因此，許多消費者不再私底下進

行整形手術反而大方推薦微整形治療。 

第三節 生命週期 

1998 年台大首先引進肉毒桿菌素，衛生署於 2001 年核准上市。2001 年引進

脈衝光、2003 年引進玻尿酸、2005 年飛梭雷射、2007 年電波拉皮等。1990 年代

末期開始從國外引進相關醫美技術，於 2000 年之後醫美技術則越來越新穎，不

同機種不斷改良、推陳出新，並透過新聞媒體的報導，增加其曝光率而達到行銷

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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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生命週期推論運用策略 

 導入期 (1990 年代末期) 成長期 (2000 年- ?) 

整體策略 引進國外儀器與填充物，積極推廣

微整形產品，讓大眾有基本認知 

以價格為促銷手段，推廣服務

多樣化，品質較為注重 

競爭形態 設立微整形為附屬之醫療院所的

意願不高 

健保總額制度實施，醫師轉向

自費的微整形增加 

風險 研發和醫師投入的資本回收率有

不確定性 

國內投入資金於生物科技回收

時間長、經驗不足、風險高 

專利權 專利的申請件數與專利權人數均

較少 

專利的申請件數與專利權人數

急遽上升 

第五章 市場側寫 

第一節 外部環境 

1. 經濟環境影響 

金融海嘯的衝擊對整形美麗產業來說，產生了微妙的變化。根據整形門診統

計，進行大手術的人數逐漸轉向微整形，每次 10 萬元以上的大整形減少五成，

取而代之的是 6000 元至 2萬元的分次微整形，荷包既不會大失血，又能「化美

麗於無形」。對象與年齡也有變化，許多剛從大學畢業的求職新鮮人與剛失業者，

甚至是職場上年逾四十歲的失業高風險者，都紛紛求助微整形希望自己能夠變得

美麗有自信。 

2. 社會價值觀 

最早的整形，指的是在大醫院中進行的外科整形手術，所針對的問題大多偏

向身體的傷殘修復，如皮膚的燒燙傷、嚴重外傷的修補與治療等等，跟「美感」

比較沒有絕對的關係。隨然人們生活的富裕、消費能力的提升，再加上大眾媒體

的興起，刺激人們對外表形象的嚮往，對於整型這個醫療行為，觀念已經漸漸由

負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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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於時代的演進，許多人每日忙於工作。對於需要一些時日才恢復的動刀整

形手術，許多人不太能接受。反而對一些簡單而且不太需要恢復休息的微整形項

目的需求增加。因為有著「不必動刀、無傷口、治療過程快速、合理費用、恢復

期短」等優點，以經濟效益考量，是不錯的選擇。 

尤其在許多藝人、名媛以及公眾人物大方不諱言自己的人工美，紛紛在節目

中暢談自身微整型手術經驗，普遍認為它是能為美麗提供比較安全的保障。 

3. 政府政策(二兆雙星、健保總額制度) 

政府於二兆雙星計畫，提供生物科技公司在技術、人才、資金的優惠措施，

以鼓勵國內生技公司從事生技新藥與醫療儀器的開發，帶動生技產業的發展，使

微整形的醫療器材與生物科技填充物的研發更為精進，促成微整形供應面的蓬

勃。 

民國 84 年實施的健保制度為「論量計酬」，也兼採論病例計酬及論日計酬（精

神病住院及社區服務），顧名思義就是指醫院支出多少，健保局就補助多少，因

此產生健保黑洞的主因，醫師、醫院抱著看多少病人就能賺多少的心態。 

在 91 年實施的健保總額制度，是指付費者與醫事服務提供者，就特定範圍

的醫療服務，ex.牙醫門診、中醫門診，西醫門診或住院服務等，預先以協商方

式，訂定未來一段期間（通常為一年）內健康保險醫療服務總支出（預算總額），

訂出總預算之後在分配給各醫院診所，每間醫院診能拿到多少錢，是根據前一年

所賺到的服務點數(服務量)。 

當實際總服務量大於原先協議的總服務量時，每點支付金額將降低，反之將

增加。由於固定年度預算總額而不固定每點支付金額，對醫師較無保障，加上微

整形不納入健保給付項下，許多專科醫師紛紛轉向微整形，促使微整形的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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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觀光順勢帶動微整形需求 

陸客來台觀光熱潮帶動國內醫學美容發展，不少台灣醫療院所紛紛與對岸診

所及大型健身中心合作，搶攻大陸金字塔上層客源來台旅遊兼做整型美容。台灣

引進醫美新技術較大陸快，價格又相對便宜，不少台商休假回台順道美容，加上

兩岸語言相通等優勢，開放陸客觀光自由行，對於國內醫學美容市場絕對有幫助。 

日本整形人口不少，但很多人不知道越來越多日本人飛到台灣來整形，因為

台灣價格只有日本的一半，由於技術好又便宜，因此有旅行社已經看準這塊大餅

推出套裝行程。而政府也將推出觀光休閒行動，計畫結合醫療及文創產業等，以

主題式的深度旅遊吸引外國觀光客，預估到了 2012 年，外匯收入將超過 4000

億元。 

事實上台灣的整形醫學在日本香港東南亞等地相當出名，歸功於台灣民眾對

於醫學美容的高標準要求以及同業間的彼此良性競爭，讓已經趨於成熟的台灣醫

學美容市場能締造出設備資源豐富、醫療水準高、掌握最新動態的好口碑。 

第二節 五力分析 

1. 既存的競爭程度 

醫師只要取得執業執照和開業執照即可設立醫療機構，且微整型的技術學

習、填充物和儀器的取得，大多都是透過公會與代理商接洽，使得微整型技術和

原料取得相當容易，因此專科診所納入微整型服務的診所日俱增加，造成微整型

的家數相當的多，且競爭激烈。 

2. 潛在進入者的威脅 

由於外部環境帶動微整形產業發展，顧客對微整型的需求和接受度逐漸增

加，許多從事美容事業的相關產業，像是美容中心、SPA 館、使得許多業者蠢蠢

欲動，想要加入這個產業，由於微整型產業的進入障礙低，造成微整形潛在進入

者的威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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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供應商的議價能力 

目前國內確實依賴國外進口的儀器居多，在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的儀器的供

應商，取得大部分的代理權，會造成供應商在與微整型診所價格的談判上較有影

響力；填充物從國外進口，必須通過衛生署的認證，在嚴格的把關下，核准的填

充物有限，因此填充物的代理商們所提供的產品，本身的差異並不大，會降低代

理商們的議價能力。 

4. 顧客的議價能力 

在市場上對於微整型有需求的消費群體相當廣泛，但是由於微整型診所所提

供的服務項目大同小異，且許多服務項目所治療的功效也很相近，這都會使購買

者的議價能力提高，不過醫師的技術品質，才是消費者所在意的，加上醫師技術

品質的模仿相當不易，反而降低了購買者的議價能力。 

5. 替代品的威脅 

在經濟不景氣的環境下，醫美市場的保養品銷售逆勢攀升，由於保養品與微

整型都偏向於非破壞式的美容，將兩者於此相提是非常恰當的，但是兩者的效果

還是有差異性的，以保養品來說，是針對表皮層的皮膚去做改善，屬於皮膚淺層

的修復與保養，這類的效果也比較緩慢，而微整型是針對真皮層的皮膚去做治

療，對於深層皮膚的構造進行再生，因而可以快速取得效果，兩者的不同，會使

購買者的議價能力降低，尤其是在強調效果快慢的消費者身上。 

總結以上，供應商和顧客的議價能力是低的，使微整形既不受上游及消費者

的威脅，這算是微整形產業發展的機會。不過，針對既存的競爭程度和潛在進入

者的威脅做評估，評估的結果反而是對微整形產業比較不利的。而在替代品的威

脅上做分析，因為保養品和微整形的產品在效果快慢的差異，顧客常常會以這個

因素做為考量，因此替代品的威脅並不會造成太大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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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產業前景 

1. 醫師專業與世界接軌 

醫學與生物科技日新月異，不斷有新的技術及產品上市，台灣醫生必須掌握

國際趨勢、認識新產品，醫生要不斷充電，得到產品的國際專業認證才能真正與

世界接軌，如果能夠進一步研發，超越國際標準的技術，則更有競爭力。 

2. 整合 

透過美容醫學會的協助與推動，有不少會員醫師成功轉型，跨領域成為擁有

美容醫學專業資格的合格醫師，創造更多產業界與醫生合作的空間，更進一步，

政府應制定嚴謹的法規，主動、積極的為消費者權利把關，考慮相關的管理政策

時，不可忽視醫療領域中政府法規、媒體傳播影響力、供需市場與專業人士的運

作模式，以及醫療行為牽涉的商業利益等複雜性均應納入考量，促進微整型產業

發展。 

3. 兩岸競合 

中國大陸人口達十多億，加上經濟正處於起飛狀態，國民所得成長快速，重

視生活品質的人逐漸上升，我國在儀器和生物科技研發和管理上相較中國大陸成

熟，發展環境也較有規範，因此吸引不少大陸觀光團來台，期望與觀光產業結合，

搶攻中國市場。政府也應建構更良好的發展環境，鼓勵廠商投入研發，深化產業

研發力量，並完善規劃微整形產業的法規環境，提供更有效率、更具彈性的服務，

並進行全球化策略佈局。 

4. 研發符合國人需求 

生技帶動微整形產業，除了研發更新的醫療儀器與填充物外，生物科技會因

物種間的差異而有異議，例如基因、膚色，就電波拉皮為例，因於目前國內大多

採用外國進口的儀器，白種人與黃種人所需的能量參數會有不同，因此希望開發

符合國人需求醫療儀器或填充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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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育體制納入醫學美容 

我國的教育體制上，醫科類組沒有醫學美容專科，因此欠缺專業化的知識與

技能，微整形才由其他專科醫師所兼任，技術與經驗由公會協助，而培育相當素

質的專科醫師是我們認為未來發展的新目標。 

6. 醫美保養品 

以往在醫學美容手術後，醫師會推薦使用醫學美容保養品來做預防與保護的

功效，或讓手術的效果維持更持久。所謂的醫學美容保養品，其實成分與專櫃、

開架式保養品並無太大差異，只有濃度的差別，專櫃即開架式保養品著重在產品

使用的溫和及安全性，而醫學美容保養品著重視功效。強調經過實驗室或人體測

試等專業醫學認證，大部分的醫學美容保養品也致力於降低至敏機率的發生，讓

消費者可以安心使用。 

一般民眾無論是否動過整形或微整形相關手術，保養品可說是美容必備品。

在醫療美容市場，醫療級保養品產業產值不容小覷，尤其女性使用醫學品牌的保

養品主要以醫師或專家推薦居多，將微整形產業與保養品產業相整合，消費者不

僅接受微整形服務，也會購買相關週邊產品(如醫療級保養品)，這股潛在市場力

量將能創造更大收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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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 

由於社會大眾對微整形的了解不夠深入，很容易將整形聯想在一起，此種刻

板印象造成微整形的推廣不易，若有醫療糾紛事件曝光，負面效果引起民眾以偏

概全的觀念，應該考量是否在於醫療疏失而非全盤否定微整形，因此微整形在推

廣上還有很大的空間。 

在醫美市場上，微整形是個新興產業，藉由醫學的專業，改善皮膚的問題，

進而達到美的效果，與皮膚科、整形外科都各自都有優勢，與存在的價值，彼此

更無法取代。 

目前的保養品市場，也有跨足到醫美保養品，保養品與醫學的結合，以微整

型為主，醫美保養品為輔，促使保養品產業與微整形產業的進步，製造雙贏的局

面。 

如果台灣產業界、學術界及主管機關，也能互相溝通、良性對話，將台灣現

有競爭項目進行全面整合，包括最新整形趨勢整合、專業技術整合(科際整合或

院際整合)、行銷整合、異業整合(文創產業如文學及電影業/觀光業/休閒業)，

藉由整合的功能來提升微整形產業的進步和發展。 

針對觀光可能為台灣醫學美容市場帶來的龐大商機，未來台灣醫師應該在接

待人才培訓、語言訓練、資訊傳達上做好準備與培訓，來台美容兼旅遊的人越來

越多，說不定哪一天台灣的微整形療程會幫台灣的觀光業，創造另一個外匯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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