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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診斷 
其他周邊處理儀器設備 

自動化檢驗儀器設備 

檢驗試劑/紙 定點檢測器材 

放射治療器具 

物理治療器具 呼吸與麻醉用器具 

洗腎器具 

動力手術器具 無動力手術器具 

注射器材 
及導管 其他塑，橡膠 

與紙類製品 

傷品護理器材 
個人保護器材 

醫用家具 

器官輔助產品 

器官替代產品 

診斷與監測用醫療器材 輔助與彌補用醫療器材 其他類醫療器材 

行動輔助器材 

補綴器材 

醫用監測裝置 

醫療資訊系統 

生理檢測器材 

醫學影像 

手術與治療用醫療器材 體外診斷器材

第1章  醫療器材產業定義與範疇 

醫療器材產業是一種整合生物醫學、材料、機械及電子等跨領域技術的民生

必需工業。隨著濟發展與生活水準的提高，高齡化社會來臨、慢性病人口逐漸增

加及健康照顧需求增加，使未來醫療器材產業呈現高成長的趨勢，且醫療產業象

徵著國家的經濟繁榮程度，與該國全體國民之健康及生活品質的程度。 

醫療器材產業是一個產品種類多樣、技術領域且產品範圍廣泛的特殊產業，

世界各國對此產業並未有一致的定義，而我國則大致參照美國之定義，在藥事法

第十三條規定醫療器材為：包括診斷、治療、減輕或直接預防人類疾病，或足以

影響人類身體結構及機能之儀器、器械、用具及其附件、配件、零件。由於醫療

器材產業牽涉技術層面廣，並具備產品多樣性，因此分類不易，其參照衛生署於

2000年6 月21 日公告之「醫療器材分類分級」，以「功能」為主，「用途」及

「構造」為輔的分類方式，目前台灣醫療器材產業共分診斷與監測用醫療器材、

手術與治療用醫療器材、輔助/修補用醫療器材、體外診斷器材和其他類醫療器

材五大類。如圖1 

 

 圖1 醫療器材產品分類關連圖 

醫
療
器
材
工
業 

資料來源：2007 醫療器材工業年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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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風險程度可分為三個等級，第一等級（ClassⅠ）為輕度風險；第二等

級（ClassⅡ）為中度風險；第三等級（ClassⅢ）為高度風險。根據2007 醫療器

材產業年鑑所示，第一等級由於器材本身的特性便已具備安全之可靠性，只要合

乎GMP 優良製造程序即可；第二等級由於GMP 規範不足以確保醫療器材本身

的安全、功效及性能品質之可靠性，因此必須透過特殊的性能標準 ( performance 

standard)檢驗；第三等級醫療器材本身之性能與可靠度尚待審慎觀察，因此產品

上市之前必須做實際的科學性評估。 

表1 台灣之醫療器材管理模式 

一等級（Class I） 二等級（Class II） 三等級（Class III） 
醫 療 器 材 優 良 製 造 規 範

（GMP） 
(部份品項無須實施） 

醫 療 器 材 優 良 製 造 規 範

（GMP） 
醫 療 器 材 優 良 製 造 規 範

（GMP） 

無須辦理查驗登記 查驗登記  
(部份品項無須辦理查驗登

記） 

查驗登記 + 臨床相關資料 

資料來源：行政院衛生署藥政處，20007 

1.1醫療器材產品 

目前台灣醫療器材產業共分診斷與監測用醫療器材、手術與治療用醫療器

材、輔助/修補用醫療器材、體外診斷器材和其他類醫療器材五大類，張超群(2005)

將五大類細分為如下： 

1. 診斷與監測用醫療器材 

(1) 醫學影像，醫學影像裝置多屬產品開發階段，其產品為：超音波、Ｘ光攝影、

內視鏡、磁振造影、螢光透視、電腦斷層掃描、單光子發射斷層掃描。 

(2) 身體物理測定器具：體溫計、聽診器、體重計、體脂計 

(3) 血壓測定器具：脈搏計、數位血壓計、水銀血壓計 

(4) 醫用監視裝置：腦波儀、生理監視器、心電圖計、心臟示波計 

2. 手術與治療用醫療器材 

(1) 放射治療設備：醫用直線加速器、鈷60治療機 

(2) 吸呼與麻醉用器具：醫用呼吸器、氧氣治療器具、阻塞性睡眠呼吸中止症器

具 

(3) 其他：植入式電剌激器、早產兒保育器、體外震波碎石裝置、紅外線或紫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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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醫用器具。 

(4) 手術器械：無動力手術器更、一般電動手術器械、超音波刀、高頻電刀、雷

射醫療設備 

(5) 物理治療器具：電療器具、水療器具、熱療器具、機械治療器具、微波/短波

治療器具 

(6) 洗腎裝置：洗腎機、人工腎臟、洗腎導管及穿刺針 

(7) 眼科及牙科器械：視力矯正器具、眼科手術器具、牙科相關器械 

(8) 心血管手術治療用裝置：氣球擴張控制系統、新費血管繞道術器材、血管支

架、心率調節器、心律心顫器、心臟瓣膜 

3. 輔助/修補用醫療器材 

(1) 身體各部位彌補物：義眼、義肢、人造血管、人工乳房、骨科彌補物、牙科

彌補物、其他彌補物、支持用器具。 

(2) 行動輔助器材：枴杖、助行器、機動病人用車、非機動病人用車、病人用車

之零附件 

(3) 身體器官功能輔助器材：助聽器、心律調整器、心律去顫器、完全人工心臟 

4. 體外診斷器材 

(1) 檢驗儀器設備：生化檢測儀器、血液相關分析儀器、免疫分析儀器、微生物

檢測系統、尿液分析儀器、藥物覽控分析儀器 

(2) 其他檢驗相關設備：離心機及相關器材、理化分析切片儀器、其他樣品製備

儀器 

(3) 檢驗試劑：儀器偵測式檢驗試劑、快速檢驗試劑、生物晶片 

5. 其他類醫療器材 

(1) 醫用家具：醫療氣墊床、消毒器、病床、檢診檯及其他檯具、手術燈 

(2) 傷口護理器材：縫合材料、急救用品、包紮材料 

(3) 個人保護器材：醫用手套、防護衣(鞋)、呼吸防護具 

(4) 其他塑、橡膠紙類等製品：紙尿褲、衛生棉、矽(橡)膠奶嘴、衛生套、其他

塑(橡)膠製醫材零附件 

注射器材及導管：醫用導管、袋類、注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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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醫療器材產業全球發展趨勢  

全球藥品及醫療器材等醫療產業的技術發展潮流，主要是由美國、歐洲及日

本所主導。因醫療產業的產品將直接影響民眾的健康狀態，故各國的法規機關對

於醫療產業不僅重視，對於藥品及醫療器材的上市審核更顯嚴謹，當產品上市後

仍持續監控，以維護民眾的生命安全。美、歐、日等先進國家因醫療相關審核法

規齊備，且各項基礎醫學科學扎根發展已久，再加上資金充沛，且跨國性醫藥及

醫療器材公司多已透過併購，豐富其產品線及行銷通路，故發展醫藥相關產業有

其優勢利基。 

伴隨著醫療技術的日新月異，現已有數種檢查診斷及治療方式需同時合併醫

療器材及藥品使用，特別在癌症及神經學之治療診斷方面。儘管產品上市的難度

因此而增加，但是新一代的產品不僅有更佳的效果，亦大幅提高競爭門檻。因醫

療器材有其安全性及準確性需求，故臨床試驗及認證於醫療器材研發占重要地

位，且於研發比重中占極大的支出比例。醫療器材及藥品因需取得臨床試驗及認

證需求，故研發時程較長，但若能順利上市後，其產品門檻也相對較其他產業高，

故能有較長的產品生命週期及較高的毛利率。 

全球醫療器材市場可區分為體外診斷與檢驗、心血管治療、診斷影像設

備，包括影像耗材，但不包括底片及資訊系統及骨科器材等。未來具有發展

潛力的重要醫療器材產品主要包括心律管理器材高階分子診斷、脊椎及關節

植入物等骨科產品、神經調節器材、睡眠中止器材及內視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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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8 年全球醫療器材產品市場與成長趨勢比較 
2008 年 
單位：美金百

萬元 

產品種類 

市場 百分比 

Bandages & other medical supplies 13,377 6.9% 

Contact lenses 5,608 2.9% 

Dental instruments& appliances 3,594 1.8% 

Electromedicals 17,504 8.8% 

Medical furniture 2,012 1.0% 

Medical X-ray films 4,868 2.5% 

Ophthalmic instruments and appliances 3,746 1.9% 

Orthopaedic/Prosthetic goods 36,426 18.7% 

Other instruments and appliances 41,818 21.5% 

Rubber surgical or laboratory sterilizers 4,783 2.5% 

Syringes, needles & catheters 26,898 13.8% 

Therapy apparatus 9,597 4.9% 

Wheelchairs 1,595 0.8% 

X-ray apparatus 23,397 12.0% 

資料來源: Espicom Business Intelligence, IEK/ITRI(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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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台灣醫療器材產業發展 

2.1  醫療器材產業發展沿革 

台灣之醫療器材產業發展之初始於光復時期，當時的紡織工業發達，並以生

產紗布、繃帶等外科敷料為主，民國六十年以後，開始從事口罩、手術衣、醫檢

手套等防感染產品之生產，產銷規模日漸擴大，並逐步開拓海外市場。由於醫療

器材多涉及人體的安全、技術層級高且法規管制嚴格，對許多中小企業的國內廠

商來說，有能力生產者不多，因此，最初是由代理或經銷進口的醫療儀器廠商，

為維修各大醫院的進品醫療儀器，進行委託加工或自行研究開發部分的零星配

件，而漸漸發展成為專業製造商。 

本國藥事法第 13 條明文解釋「醫療器材係包括診斷、治療、減輕或直接預

防人類疾病，或足以影響人類身體結構及機能之儀器、器械、用具及其附件、配

件、零件」。目前台灣醫療器材產業正快速發展，我國為建構醫療器材產業的發

展，成立健全完善的法規制度與智慧財產權的保障，並且納入眾多投資抵減及獎

勵之相關法規，在人才培育方面，也在各大學、研究所建構完善實驗室，且行政

院衛生署、經濟部工業局、國家科學委員會等大力支持醫療器材產業發展，使我

國在醫療器材產業中日臻國際水準。 

1980~1990 
 
台灣開發/ 
台灣生產 
 
 
製造者 

1991~2001 
 
歐美研究/
台灣設計/ 
台灣製造 
 
製造者/ 
設計者 

2002~現今 
 
台灣研發設計/台灣

精密製造/大陸生產/
全球行銷 
 
研發設計者/精密製

造者/行銷者 

 

圖 2 台灣醫療器材產業 20 年來的演進歷程 

來源：Biotechnology &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Program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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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台灣醫療器材產業現況 

依據工研院 IEK 研究顯示，台灣 2009 年第二季醫療器材產業產值估計約 142

億新台幣，預估 2009 年產值將可達 560 億新台幣，約較 2008 年成長 4.67% 

(1)、台灣總體產業概況 

    整體觀察，我國上、市櫃及興櫃公司之營收分析中，由於台灣多以消費型電

子醫療器材為主要出口項目，且主要客戶為美國，受到全球經濟及金融海嘯，消

費緊縮的大環境影響之下，進而影響訂單量。根據海關進出口統計資料顯示，我

國 2009 年第一季醫療器材進口總額預估約新台幣 102 億元，較 2008 年同期增加

1.3%。估計 2009 年醫療器材總進口金額達新台幣 465 億元，較 2008 年成長 5.2%。 

第一季醫療器材出口總額估計約新台幣 71 億元，較 2008 年同期增加 0.6%。

估計 2009 年醫療器材總出口金額達新台幣 325 億元，較 2008 年成長 5.9%。成

長動能主要為糖尿病試紙、血糖計、其他第 9018 節所屬貨品之零件及附件及隱

形眼鏡。  

診斷與監測產業：第一季進口總額預估約新台幣 11 .6 億元，較 2008 年同期

增加 7.7%。估計 2009 年總進口金額達新台幣 51.1 億元，較 2008 年成長 2.2%。

出口總額估計約新台幣 0.69 億 元，較 2008 年同期減少 19.8%。估計 2 009 年總

出口金額達新台幣 3.7 億元，較 2008 年成長 5.4% 。 

手術與治療產業：第一季進口總額預估約新台幣 37 .2 億元，較 2008 年同期

增加 0.1%。估計 2009 年總進口金額達新台幣 182 億元，較 2008 年成長 9.6%。

出口總額估計約新台幣 13.9 億元， 較 2008 年同期減少 61.9%。估計 200 9 年總

出口金額達新台幣 68 億元，較 2008 年成長 3.2%。 

輔助與彌補產業：第一季進口總額預估約新台幣 22 .8 億元，較 2008 年同期

增加 1.7%。估計 2009 年總進口金額達新台幣 98.5 億元，較 2008 年成長 4.9%。

出口總額估計約新台幣 26.2 億 元，較 2008 年同期減少 6.3%。估計 20 09 年總

出口金額達新台幣 126 億元，較 2008 年成長 1.9%。 

體外診斷產業：第一季進口總額預估約新台幣 12.1 億元，較 2008 年同期減

少 0.2%。估計 2009 年總進口金額達新台幣 53 億元，較 2008 年減少 5.0%。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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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總額估計約新台幣 11.5 億元，較 2008 年同期成長 42%。估計 2009 年總出口

金額達新台幣 54.3 億元，較 2008 年成長 28.2%。 

其它產業：第一季進口總額預估約新台幣 18.7 億元，較 2008 年同期增加

0.9%。估計 2009 年總進口金額達新台幣 80.7 億元，較 2008 年成長 6.8%。出口

總額估計約新台幣 18.8 億元，較 2008 年同期成長 10.8%。估計 2009 年總出口金

額達新台幣 75.8 億元，較 2008 年成長 5.0%。 

 產值方面，2009 年第一季預計可達 130 億元新台幣，較 2008 年同期約成

長 3.2%，第二季預計可達 133 億元新台幣。2009 年產值估計可達 556 億元新台

幣，較 2008 年成長 3.9%。 

(2) 台灣醫療器材產業進出口概況 

依據中華民國海關資料統計資料進一步分析我國醫療器材進出口主要產

口。進口方面， 和以往各季表現一樣，前三大進口產品仍以其他第 9018 節所屬

之貨品，診斷或實驗用有底襯之試劑及診斷或實驗用之配製試劑，其他導管、套

管及類似品為主，其他如第 9018 節所屬之貨品之零附件、人工腎(透析)裝置等

產品也相當重要。 

出口方面，以電動輪椅與電動代步車的機動失能人士用車，仍然是我國主要

的醫材出口產品項目，而其他實驗室、衛生及醫療用物品，以及其他第 9018 節

所屬貨品之零件及附件也是 2009 年 4~5 月的重要產品項目。值得注意的是和以

往各季比較，血糖計與血糖試紙的出口量持續攀升，成為重要的潛力項目。研究

結果顯示 2009 年第二季出口值估計約新台幣 81 億元，較 2009 年第一季成長

11.22%，較 2008 年同期成長 5.59%。預估 2009 年醫療器材總出口值將達新台幣

324 億元。我國出口產品雖然輔助診斷類產品為主，Q2 預估出口額為新台幣 31

億元，較去年同期下滑 6.10%，主要與代步車廠商為求製造成本降低之考量，而

移至境外生產有關。整體出口值成長之主要動能在於體外診斷類產品與輔助與彌

補類產品的快速成長，以血糖計、血糖試紙，以及隱形眼鏡為重要品項 

進口方面，研究結果顯示我國 2009 年第二季醫療器材進口值估計約新 台幣

114 億元，較 2009 年第一季成長 11.56%，較 2008 年同期新台幣增加 3.7%。預

估 2009 年醫療器材總進口值將達新台幣 458 億元。我國進口產品以手術與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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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產品為大宗，也是成長幅度較大的類別，預估 2009 年第二季醫材進口為新台

幣 47 元，較去年同期成長 4.93%，其重要產品包含人工腎透析、放射線治療產

品等台灣廠商尚無製造能量的品項。除此之外，體外診斷類器材的成長幅度相當

大，重要成長動力主要是來自於相關體外檢驗試劑的需求。  

表 3 醫療器材產業進出口產值 

出口產品 出口值 百分比 進口產品 進口值 百分比

失能人士用車，機動者 702,338 12.88%
其他第 9018 節所屬之貨

品 
1,072,295 14.59%

其他塑膠製實驗室，衛

生及醫療用之物品 
527,701 9.68%

其他診斷或實驗用有底

襯之試劑及診斷或實驗

用之配製試劑，不論是

否 有 底 襯 ， 不 包 括 第

3002 節或第 3006 節所列

者 

672,596 9.15%

其他第 9018 等所屬貨

品之零件及附件 
489,709 8.98%

其他導管、套管及類似

品 
563,076 7.66%

糖尿病試紙，切成一定

尺寸 
459,821 8.43%

其他第 9018 節所屬貨品

之零件及附件 
456,785 6.21%

血糖計 326,840 5.99% 人工腎(透析)裝置 368,755 2.02%

隱形眼鏡 308,194 5.65%
X 光定位之高震波碎石

裝置 
315,160 4.29%

其他醫療按摩用具 243,157 4.46% 隱形眼鏡 205,106 2.79%
失能人士用車之零件及

附件 
190,102 3.49%

其他塑膠製實驗室、衛

生及醫療用之覺品 
198,858 2.71%

其他內科、外科、牙科

或獸醫用家具 
172,554 3.16% 雷射、雷射二極體除外 187,607 2.55%

塑膠製一次性檢驗手套 146,601 2.69%
人工骾頭、骨球、骨板、

骨釘、鏍絲、骨水泥 
169,303 2.30%

前十大出口產品金額小

計 
3,567,01

7 
65.42%

前十大進口產品金額小

計 
4,209,541 57.26%

出口金額總計 
5,452,34

1 
100% 進口金額總額 7,351,454 100%

註：9018 節-內科、外科、牙科或獸醫用儀器及用具，包括醫學插圖器，其他電氣醫療器具
及測定目力儀器。 
註：9021 節-整行用具，包括拐杖、外科手術帶及脫腸帶；夾護板及其他接骨用具；人造身

體各部分替代品；助聽器及其他配用具或植入體內功彌補缺陷或殘廢用之其他用具。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海關進出口統計資料；工研院 IEK(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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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內主要供應商 

目前我國醫療器材上市、上櫃廠商共 18 家，分析各公司在 2009 年第二季

營收表現，較 2008 年同期成長幅度為高的廠商有熱映光電、雃博、五鼎生技、

邦特、太醫、東貿、大學光與杏昌等公司。 

觀察各產品類型廠商的營收可知，消費型醫療器材為台灣廠商目前主要的

出口項目，血壓計、代步車等產品，一方面受到全球經濟及金融海嘯波及，影響

到消費型居家健康照護產品的購買意原與消費能力，相關需求呈現持平發展；另

一方面也是受到產品成熟進入者眾多，競爭相當激烈的影響，這些產品在中國的

出口比重持續增加，也影響到台灣廠商的獲利空間。 

醫用耗材廠商、通路經營廠商也有不錯的表現，而體外診斷器材廠商，尤

其是血糖計相關廠商，受到糖尿病照護需求已是全球降低醫療支出的重解決方

案，因此未來衍生的血糖計檢測需求也不斷攀升，促使此群廠商營收表現皆相當

不錯 

百略：看好預防醫學之市場成長空間大，百略的新型電子血壓計，可協助

民眾及早預測中風機率，2008 年 6 月已通過美國食品藥物管理局（FDA）審查。

而由於全球新流感加溫，全球耳溫槍市占率最高的百略接獲來自美國與墨西哥政

府的大量急單，單張訂單數量平均 多在數十萬隻耳溫槍，墨西哥單一區域政府

下單量就高達 10 萬隻耳溫槍。此外，宏福儀器與該公司合作開發全自動電子血

壓計，不僅跟傳統水銀血壓計誤差在 3%左右，並被德國臨床醫學工程研究中心

測試，評比為全球最精 確可靠的電子血壓計，透過震動互除的原理，可同時顯

示高、低血壓及脈搏頻率。 

熱映光電：生產工業用紅外線溫度儀及耳溫計的熱映光電，仍以工業用紅

外線溫度儀產品為主要營收來源，耳溫計則略有成長。在市場布局策略方面，除

已成為歐美地區紅外線溫度儀重要供應商，約占總營收的三成，其在美洲市場部

分，由於在大型連鎖通路布局，而致業績明顯成長。 

紅電醫學：代工高階電子體溫計的紅電醫學，產品準確度、功能及背光源

等關鍵設計獲得全球知名品牌青睞，感溫 IC 也自行研發，並獲多國專利。除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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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溫度感測 核心技術外，並視產品差異化及可靠度設計為重要關鍵。自行成功

研發 10 秒快速量測技術，大幅縮短使用者量測時等待時間，該快速式電子體溫

計產品的問世已成 為電子體溫計發展的主流並有取代傳統的電子體溫計的態

勢。多元化產品策略，未來將以可拋棄式數位式電子體溫計系列產品、電子體溫

計及耳溫槍專用拋棄式護 套、及非接觸式電子體溫計系列產品等三大系列產品

為主軸。以歐美兩大地區知名品牌為長期策略夥伴，並以 ODM 外銷歐美市場為

主，由於零售通路及醫院通路銷 售受到全球金融海嘯影響。  

泰博科技：泰博科技在生醫市場異軍突起，挾著強勢的 IC 設計研發能力，

2008 年營收突破 15.5 億元成為國內最大血糖儀公司。具備電子醫療產品的 IC 設 

計能力，投入居家醫療器材研發、製造與創新，除了有糖尿病照護系統外，致力

於研發血糖儀及血糖測試片，並以血糖測試儀做為研發主力，以及耳溫槍及電子

血壓 計等產品。其中「福爾語音型 2 合 1 血糖血壓機」擁有國、台雙語發音指

導量測，使用極為便利，僅需 0.7 微升血液檢體和 7 秒的反應時間便知結果。現

有的產品，主要以代工貼牌方式外銷歐美市場，未來也會擴大有品牌的業績。  

雃博：主要產品為醫療用氣墊床，目前生產規模全亞洲第一，今年增資 210

萬美元至大陸昆山廠，擴大中國大陸呼吸治療器市場，並取得工研院開發的小型

輕便的 穿戴式創傷照護系統之專屬授權，將著手進行量產，以改變現有產品過

於笨重、包紮與管線連接方式複雜，嚴重限制病人活動能力之缺點，創新的負壓

傳遞結構可整 合微型幫浦及高分子泡棉吸收材料，具有高性能低耗能的優點，

採一體成型之可棄式穿戴設計。 

精華光學：2009 年 2 月獲國家新創獎的精華光學， 2008 年 8 月面臨最大

客戶日商大和樹脂光學無預警聲請破產，所有業務隨即被 Capital Medica 公司收

購，其流失的部份市場占有率，預期在今年將陸續回穩。精華對日外銷的成長，

將於下半年出現明顯成長。除了日本市場，今年主要接單成長來 自歐洲，除原

有的義大利，及丹麥等地客戶，今年新增英國眼鏡連鎖通路商。 

必翔實業：輔具與彌補龍頭必翔實業投入磷酸鐵鋰電池，並獲得擁有世界

專利 Phostech 公司授權，製造銷售磷酸鐵鋰電池，於電動機車、電動自行車、

醫療 用電動輪椅及醫療用電動代步車等領域。該電池是最安全及符合嚴格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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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綠色儲能產品，不會爆炸、起火、燃燒、循環使用壽命長、可作大電流充

放電，適合 筆電及 3C 產品。預計可改善電動代步車及電動輪椅之電池持續力。 

五鼎生技：因應中國及南韓廠商跨入血糖測試儀市場後，市場出現殺價競

爭，為了維持毛利率每年在 42%至 45%，2008 年推出兩款新機種血糖測試儀，

但卻未能立即獲得客戶接受。2008 年因為血糖測試儀面臨新舊型號產品訂單銜

接不及的問題，導致 2008 年 年底營收呈現衰退。目前代工業務回穩，該公司為

代工客戶開發的新型號血糖測試儀，將自 4 月起陸續出貨，主攻美國新接客戶，

預期也能提升血糖測試片的銷量。 而其客戶 Arkray 公司，今年下半年也將新增

一款血糖測試片的出貨，藉由新產品的代工訂單來帶動。 

太醫：生產病房呼吸器與密閉式抽痰管的太醫，其密閉式抽痰管以銷售德

國、日本、英國為主，目前訂單情況平穩，但為了即早因應全球新流感之疫情，

例如美國密 閉式抽痰管最大製造商的工廠在墨西哥，若因 H1N1 疫情擴散而必

須停工，則太醫之訂單可能大增，因此已增加原材料庫存量。 

大學光學：大學光與信東生技集團所屬麥迪森企業簽定合作備忘錄，該公

司為牙科與眼科醫藥專業藥廠，其通路廣及國內各大醫院、牙科、眼科診所，並

行銷美日等 國。其擁有 16 家眼科診所、逾百家眼鏡美學館，模前進軍醫學美容

市場，專攻微整形，未來將發展大學眼科、大學醫美中心，以及大學眼鏡美學館

三個品牌。 

台灣福康輔具租賃公司：與知名電動車廠商必翔及各輔具品牌製造大廠合

作，產品有電動代步車、電動輪椅、製氧機、抽痰機、病床、輪椅升降機等幾十

種輔具，對 產品的品質、衛生及安全（全系列產品皆通過國際安規認證，如

GMP、FDA、CE 等）把關，推出全台第一家推出醫療輔具租售服務。租賃服務

內容包括依使用 者本身需求，彈性選擇合用的輔具，透過租賃，只需支付些微

租金就可輕鬆取得，且租約期滿，可選擇續租、或以優惠購買使用過的輔具或全

新輔具。 

行政院科技顧問小組在 2008 年第四季召開「2008 生技產業策略諮議委員會

議」，政務委員張進福表示，「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例」中對醫療器材的獎勵僅

止於第三等級高階醫材，為了擴大對醫材產業的獎勵，未來將開放讓第二等級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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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和第三等級體外診斷試劑（IVD）適用，全面輔助醫療器材產業發展。此外，

衛生署也在會議中提出，將整合藥政處、食品衛生處、藥檢局，及管制藥品管理

局四大局處合併成立 TFDA，依照此規劃，TFDA 除了整編署內四大局處之外，

也會增設醫材、新藥及學名藥等組，協助並輔導廠商在法規儘早取得上市許可，

推動高階醫療器材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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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上市、上櫃及興櫃醫療器材公司營收表現 

次 產 業

類別 

營收 

公司 

2008 年

Q2 

2009 年

Q2 

與 去 年 同

期租比(%)

上 市 /

櫃、興櫃 

合世生醫 2.49 2.07 -16.87% 上櫃 

百略 8.72 6.76 -22.48% 上櫃 

優盛醫學 2.21 1.822 -17.65% 上櫃 

熱映光電 1.44 1.47 2.08% 上櫃 

診
斷
與
監
測 

紅電醫 0.52 0.41 -21.15% 上櫃 

雃博 3.09 3.92 26.95% 上市 手
術
與

治
療 

精華光學 5.32 5.3 -0.38% 上櫃 

必翔實業 5.09 3.16 -37.92% 上市 輔
助
與

彌
補 

聯合骨科 1.54 1.42 -7.79% 上櫃 

五鼎生技 2.81 3.72 32.38% 上市 

聯上生技 - 2.98 -- 上櫃 
體
外
診
斷 晶宇生技 0.16 0.07 -56.25% 上櫃 

邦特 1.66 1.92 23.08% 上櫃 其
他
醫

療
器
材

產
品 太醫 2.22 2.83 27.48% 上櫃 

東貿 1.26 1.27 0.19% 上市 

弘如洋 0.86 0.65 -24.42% 上櫃 

大學光 6.07 7.07 16.47% 上櫃 

通
路
經
營 

杏昌 4.37 4.56 4.35% 上櫃 

整體 

表現 
 49.73 51.4 3.36%  

資料來源：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司網站：工研院 IEK(2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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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醫療器材相關法規 

申請優良製造規範 申請查驗登記

向衛生署藥政處申請 向衛生署藥檢局申請

代施查核機構審查
Class I  MD：

藥政處
Class  MD：

醫藥品查驗中心
Class  II/III：
MD：藥檢局審查

藥政處複審

通過核准

外審委員審查或
提會醫療器材

諮詢委員會審議
審核通過者，由藥政
處發給認可登錄函

發給醫療器材
許可證

New Medical Device

& Class III MD

醫療器材(非IVD) 上市前登記流程圖 3 醫療器材(非 IVD)上市前登記流程 

資料來源：台灣醫療器材法規 

 

醫療器材係指可用於診斷、治療、減輕、或直接預防人類疾病及促進健康， 

或足以影響人類身體結構及機能有關儀器、器械、用具及其附件、配件(含軟體)、

零件。由於產品眾多及其牽涉相關法規，因而使得醫療器材產業具有產品多樣

化、技術複雜程度高、研發與利潤的不確定性高、產品審查門檻高、市場封閉性

高等不同的產業特性。而在此特殊的產業中，我國相關廠商應用中小企業快速反

應的特質， 使得我國醫療器材出口值從 1997 年的 119 億元新台幣成長至 2007

年的 225 億元新台幣，十年來的年平均複合成長率(CAGR)高達 7.9%，尤其是診

斷用相關醫療器材(如血糖計)更有高達 17%以上的年平均複合成長率。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就其範圍、種類、管理及其他應管理事項，

訂定醫療器材管理辦法規範之。如表 5、表 6 

2.4.1 醫療器材產業相關投資優惠措施 

(一)投資獎勵措施 

1. 租稅優惠 

2000 年 1 月 1 日重新修正「促進產業升級條例」，繼續提供租稅優惠 10 年，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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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年 12 月 31 日止。其主要租稅優惠項目如下： 

表 5 醫療器材產業租稅優惠 

優 惠 項 目 優 惠 內 容 

設備加速折舊(§５) 

公司購置專供研究與發展、實驗或品質檢驗用之儀器

設備及節約能源或利用新及淨潔能源之機器設備，得

按 2 年加速折舊。但在縮短後之耐用年數內，如未折

舊足額，得於所得稅法規定之耐用年數內 1 年或分年

繼續折舊，至折舊為止。 

投資於自動化設備或技術

(§６) 

投資於資源回收、防治污染

設備或技術(§６) 

投 資 於 利 用 新 及 淨 潔 能

源、節約能源及工業用水再

利用之設備或技術(§６) 

投資於溫室氣體排放量減

量或提高能源使用效率之

設備或技術(§６) 

投資於網際網路及電視功

能、企業資源規劃、通訊及

電信產品、電子、電視視訊

設備及數位內容產製等提

升企業數位資訊效能之硬

體、軟體及技術(§６) 

公司得在前述用途項下支出金額 5%－20%限度內，自

當年度起 5 年內抵減各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額。

研究與發展(§６) 
• 公司投資於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金額之 35%

限度內，自當年度起 5 年內抵減各年度應納營利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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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惠 項 目 優 惠 內 容 

人才培訓(§６) 

業所得稅額 

• 公司當年度研究發展支出超過前 2 年度研發經費平

均數，或當年度人才培訓支出超過前 2 年度人才培

訓經費平均數者，超過部分得按 50%抵減之。 

• 前 2 項之投資抵減，其每一年度得抵減總額，以不

超過該公司當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額 50%為

限。但最後年度抵減金額，不在此限。 

投資於資源貧瘠或發展遲

緩鄉鎮地區(§７) 

達一定投資額或增僱一定人數員工者，得按其投資金

額 20%範圍內，自當年度起 5 年內抵減各年度應納營

利事業所得稅額。 

新興重要策略性產業(§８) 

下列二者可擇一適用： 

• 股東投資抵減： 

營利事業或個人原始認股或應募屬該新興重要策略性

產業之公司發行之記名股票，持有時間達 3 年以上

者，得依下列規定自當年度起 5 年內抵減各年度應納

營利事業所得稅額或綜合所得稅額： 

(1) 營利事業以其取得該股票之價款 20%限度內，抵減

應納之營利事業所得稅額。 

(2) 個人以其取得該股票之價款 10%限度內，抵減應納

之綜合所得稅額；其每一年度之抵減金額，以不超

過該個人當年度應納綜合所得稅額 50%為限。但最

後年度抵減金額，不在此限。 

(3) 上開抵減率，自 89 年 1 月 1 日起每隔 2 年降低 1%。

• 公司五年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 

股東開始繳納股票價款之當日起 2 年內得經其股東會

同意選擇適用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並放棄適用股東投

資抵減之規定，擇定後不得變更。可依下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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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惠 項 目 優 惠 內 容 

(1) 屬新投資創立者，自其產品開始銷售之日或開始提

供勞務之日起，連續 5 年內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

(2) 屬增資擴展者，自新增設備開始作業或開始提供勞

務之日起，連續 5 年內就其新增所得，免徵營利事

業所得稅。但以增資擴建獨立生產或服務單位或擴

充主要生產或服務設備為限。 

(3) 適用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之公司，得自由其產品開

始銷售之日或勞務開始提供之日起，2 年內自行選

定延遲開始免稅之期間；其延遲期間自產品開始銷

售之日或勞務開始提供之日起最長不得超過 4

年，延遲後免稅期間之始日，應為一會計年度之首

日。 

(4) 公司以未分配盈餘轉增資，準用(1)(2)(3)之規定。

轉投資(§１５) 

公司為調整事業經營，將其能獨立運作之生產或服務

設備及該設備坐落之土地轉投資，且持有該投資事業

股權 40%以上，其轉投資應納之土地增值稅由公司提

供相當擔保並經核准者，得按轉投資之股權比例予以

記存。 

僑外投資(§１３) 

1. 經核准之僑外投資者，其取得股利或盈餘按 20%稅

率就源扣繳所得稅，不必辦理結算申報。 

2. 經核准之僑外投資人，擔任該事業之董事、監察人

或經理人者，因經營或管理其投資事業需要，於一

課稅年度內居留期間超過 183 天時，其自該事業所

分配之股利，按 20%稅率就源扣繳所得稅，不必辦

理結算申報。 

3. 外國營利事業經核准在華投資者，其董事或經理人

及所派之技術人員，因辦理投資、建廠或從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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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惠 項 目 優 惠 內 容 

調查等臨時性工作，於一課稅年度內居留期間合計

不超過 183 天者，其由該外國營利事業在中華民國

境外給與之薪資所得，不視為中華民國來源所得。

企業合併(§１５) 

公司因合併而發生之營業稅及證券交易稅免予課徵，

亦得適用虧損扣除之規定。另事業所有之土地隨同一

併移轉時，土地增值稅即准予記存。 

設立營運總部(§７０－２) 

針對公司在台設立達一定規模且具重大經濟效益之營

運總部者，提供其獲取關係企業之管理服務或研究開

發之所得、權利金收入、投資收益及處分利益，均免

徵營利事業所得稅；另得以優惠價格取得公有土地。

科學工業(§９－１) 

• 於 91 年 1 月 1 日起，自國外輸入自用之機器、設備，

在國內尚未製造，由經濟部專案認定者，免徵進口

稅捐及營業稅。 

• 輸入之機器、設備於輸入後 5 年內，因轉讓或變更

用途，致與減免之條件或用途不符者，應予補徵進

口稅捐及營業稅。但轉讓與設於科學工業園區、加

工出口區及其他屬科學工業之公司者，不在此限。

• 如屬海關管理保稅工廠者，自國外輸入之原料，免

徵進口稅捐及營業稅。但輸往保稅範圍外時，應予

補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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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惠 項 目 優 惠 內 容 

製造業及其相關技術服務

業(§９－２) 

• 自 91 年 1 月 1 日起至 92 年 12 月 31 日止，新投資

創立或增資擴展，得依下列規定免徵營利事業所得

稅： 

1. 屬新投資創立者，自其產品開始銷售之日或開始提

供勞務之日起，連續 5 年內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

2. 屬增資擴展者，自新增設備開始作業或開始提供勞

務之日起，連續 5 年內就其新增所得，免徵營利事

業所得稅。但以擴充獨立生產或服務單位或擴充主

要生產或服務設備為限。 

• 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得由該公司在其產品開始銷

售之日或勞務開始提供之日起，2 年內自行選定延

遲開始免稅之期間；其延遲期間自產品開始銷售之

日或勞務開始提供之日起最長不得超過 4 年，延遲

後免稅期間之始日，應為一會計年度之首日。 

 

為發展我國生技新藥產業，成為帶動經濟轉型的主力產業，特制定「生技

新藥產業發展條例」鼓勵國內生技新藥公司發展第三類高風險醫療器材，其相關

優惠措施說明如下 

表 6 醫療器材相關優惠措施 
優 惠 項 目 優 惠 內 容 

投資於研究與發展及人

才培訓(§５) 

支出金額 35%限度內，自有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之年度

起 5 年內抵減各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額；生技新藥

公司當年度研究與發展支出超過前 2 年度研發經費平均

數，或當年度人才培訓支出超過前 2 年人才培訓經費平

均數者，超過部分得按 50%抵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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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惠 項 目 優 惠 內 容 

鼓勵生技新藥公司之

創立或擴充(§５) 

 營利事業原始認股或應募屬該生技新藥公司發行之

股票，成為該公司記名股東達 3 年以上，且該生技新

藥公司未以該認股或應募金額，依其他法律規定申請

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或股東投資抵減者，得以其取得

該股票之價款 20%限度內，自其有應納營利事業所得

稅之年度起 5 年內抵減各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

額。 

 前項營利事業如為創業投資事業，應由其營利事業股

東按該創業投資事業依第一項規定原可抵減之金

額，依其持有股權比例計算可享投資抵減金額，自創

業投資事業成為該生技新藥公司記名股東第4 年度起

5 年內抵減各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額。 

鼓勵高階專業人員及

技術投資人參與生技

新藥公司之經營及研

究發展、分享營運成果

(§７) 

經董事會以董事 2/3 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

之決議，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得發行認股權憑證予高

階專業人員或技術投資人。 

生技新藥公司高階專業人員及技術投資人所得技術股之

新發行股票，免予計入該高階專業人員或技術投資人當

年度綜合所得額或營利事業所得額課稅。 

強化生技及新藥技術

引進與移轉(§９) 
由政府捐助成立之技術輔導單位，應配合提供技術輔導。

主要技術提供者為政

府研究機構研究人員(§

１０) 

新創之生技新藥公司，其主要技術提供者為政府研究機

構研究人員時，經其任職機構同意，得持有公司創立時

百分之十以上之股權，並得擔任創辦人、董事或科技諮

詢委員，不受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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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發補助： 

經濟部技術處中小企業創新計畫(SBIR)、業界科專及工業局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輔

導計畫等。 

1. 內容：為鼓勵具研發潛力民間廠商開發新產品，由政府提供總開發經費 50%

以下之補助款及以分擔企業開發產品風險。 

2.  申請產品範圍 

(1)屬新興重要策略性產業。 

(2)產品之關鍵技術需超越國內目前工業技術水準。 

(3)產品本身關連效果強、市場潛力大，能帶動相關產業發展。 

3.  智慧財產權歸屬開發廠商所有。 

(三)低利貸款 

為積極推動工業發展、加速工業升級、促進經濟之持續成長，業由行政院開發基

金提撥專款搭配承作銀行自有資金辦理各項專案低利貸款，計有「購置自動化機

器設備優惠貸款」、「輔導中小企業升級貸款」、「民營事業污染防治設備貸款」、「購

置節約能源或利用新及淨潔能源設備優惠貸款」、「振興傳統產業優惠貸款」等。

另外，政府亦由新增郵政儲金中提撥新台幣 1,000 億元辦理「中長期資金貸款計

畫」，凡民間投資計畫金額達新台幣 1 億元以上者，可申請該貸款計畫。 

(四)政府參與投資 

1. 投資人可以申請政府參與投資，出資額最高可達總資本額 49%。 

代表政府出資之機關有： 

(1)科學技術發展基金或其他開發基金 

(2)兆豐銀行 

(3)行政院開發基金管理委員會 

2. 投資重點 

(1) 過去以經建計畫中重要生產事業如石化工業，半導體工業為主。 

(2) 近年為十大新興產業，如資訊、通訊、航太、生物科技等工業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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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醫療器材產業特性 

醫療器材產業隸屬於生技產業範圍內，產業性質相似，楊茹嵐(2007)歸納醫

療器材產業特性如以下五點： 

1. 產品少量多樣：由於醫療器材產業牽涉技術範圍廣泛，產品從低階的塑膠製

品到較高階的機械電子產品皆有，再者為滿足各使用者習慣，後萬計產品樣

式種類繁多，但畢竟並非社會大眾的生活必需品或消費性產品，因此相較於

其他產業需求市場則較小，產量也相對較低。 

2. 產品與製程受政府法規嚴格管制：由於醫療器材產品主要使用對象為人，其

優劣深深影響醫療品質，因此在安全性與準確性需經過嚴格的法規驗證。另

外 ISO13485 針對醫療器材廠商在生產流程、內部品質管理與顧客服務等方

面，也設立審核標準。 

3. 研發期長：醫療器材產品上市前必須經過反覆的安全性與精確度的測試，加

上等候政府法規驗證的時間，產品開發時間較長，需長期投資。 

4. 投資風險高：因研發期長與產品開發速度較慢，再加上法規驗證必須負擔的

成本與時間，企業必須投入較多的資產，但並非所有開發的產品皆能取得政

府的認證，因此投資風險也相對提高。 

5. 投資報酬率高：法規的限制讓醫療器材產業進入障礙提升，形成較偏寡佔市

場的競爭型態，而終端產品少量多樣的特性，也增加醫療器材產品的附加價

值。加上專利的保護，延長產品生命週期，廠商只要成功開發產品就可為持

較長時間的獲利，因此醫療器材產業具備投資報酬率相對高的 

 

2.5 醫療器材產業進入障礙 

    我們參考楊茹嵐(2007)歸納醫療器材產業特性，依其內容歸納台灣醫療器材

產業進入障疑主要為以下二點： 

(1) 研發能力 

    由於醫療器材產品多涉及人體的安全，企業必須經過反覆的安全性與精確度

的測試，且從研發到產品上市需要較長的時間，因此在研發上需投入較長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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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使企業需投入大筆人力及資金於購置智慧財產權及研發工作，因此企業在研

發上必需要有相當多關鍵技術的研發人才，以此觀之，研發能力為進入醫療器材

產業障礙 

 (2) 法規限制 

    由於醫療器材產品主要使用對象為人，其產品的優劣深深影響醫療品質，除

了政府法規有安全性與準確性的嚴格驗證外，ISO 13485 也針對醫療器材廠商在

生產流程、內部品質管理與顧客服務等方面設立嚴格的審核標準，會導致並非所

有開發的產品皆能取得政府的認可，因此會法規的限制會讓醫療器材產業進入障

礙提升，造成醫療器材產業偏向於寡佔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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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醫療器材產業組織分析 

3.1 醫療器材產業及產品價值鏈分析 

台灣醫療器材產業的結構主要是以產品製造流程為界定，其廠商價值鏈

如下圖示，上游的零件支援廠商可以說是技術的起源與類別，中游的安規測

試檢驗與臨床醫學試驗是醫療產業的特別領域，也是極重要的關鍵。 

台灣已進行發展具有潛力之醫療器材產品短、中長期規劃。短期將以臨

床試驗/生體相等性試驗、臨床前動物試驗、生技委託生產製造、臍帶血保存

服務、生物資訊、生物晶片、生理生化監視系統等產品或技術為發展重點，

中長期則是以單株抗體藥物、基因診斷/治療、幹細胞、基因轉殖動植物、西

藥新劑型及新主治疾病、基因相關技術產品、人工臟器等，以期藉由重點發

展潛力醫療器材產品，扶植成功的醫療器材公司。 

 

 

上游 中游 下游 
零件支援廠商 產品研發與製造 產品銷售 

塑膠/化工/紡織 

光電/精密儀器 

機電/機械加工 

電子/半導體 

化學/生化原材料 

金屬工具/五金零件 

醫療器材研發 

醫療器材研發 

安規測試檢驗 

臨床醫學試驗 

醫療器材行銷 

國內外經銷商、代理商 

國內外醫材行/藥局 

量販店/連鎖 

其他通路(網路、電視

購物、郵購、禮贈品) 
周邊支援產業 

 

 

 

 

 

 

圖 4 台灣醫療產業價值鏈 

資料來源：工研院 IEK-IT IS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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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台灣醫療器材產業供應鏈 

關鍵零組件 
中晶光電、嘉信光電、信昌光電、 鉅晶、公準、

碧悠、正達、林三榮 

感測器 駿融、敦南、菱光、中儀崧成、旺宏 

生物原料 
台鹽、科景凱德生、南帝、台化、榮鋼重工、 

上螢、福聚 

顯示器 
台灣凸版、展茂、劍度、和鑫、昌益、奇美、勝華、

宏東洋、碧悠 

電子零組件 
瑞憶、浩揚威、卓立、技志、英碩、建通、正東、

力代 

IC 設計 凌陽、系統威盛、泰博 

模具 
鑫研盛、鴻模、鼎昌、樊元、鴻大、泰華、友盛等

二十餘家 

上 

游 

原 

料 

供 

應 

商 

機械 詠傳、東亞、從盛、興大、新普、竹興 

醫療電子 聲博、研華、華新麗華碧悠、公準 

感測元件 啟德電子、世銓、仲茂、中儀 

生醫材料 世展、聿新、四維、恆大、立纖 

中
游
供
應
商 

復健機械 大銀微、捷保、聯興 

醫學影像 
翰寰科技、微星科技、東徽科技、寶健科技、岳豐

科技、國聯光電、德亞科技、大同生科 

醫用量測儀器 

雅博公司、承賢科技、大同公司、奇菱科技、百略

醫學、優盛科技、茂發厚生、眾智科技、偉大科技、

熱映光電 

福祉器材 德林、漢翔、龍熒、三豐、必翔 

生醫材料 
崇仁、聯合骨科、聯和醫材、視康、佳合、亞太、

精華、四維、邦拓、善德 

下 

游 

產 

品 

檢測器材/試劑 
聯上科技、三生、台灣元升、普生、五鼎、台欣、

厚美德、聿新、聯華國際 
資料來源：張慈映，工研院 IEK(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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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生 
產 
量 

萌芽期 成長期 成熟期 衰退期 

(時間) 

可能移入 

市場成熟與移出 

 手套 

電子血壓計 
 

 

 
血糖計 

隱形眼鏡 
 

 

 逐漸移入 

 

 人工關節及骨科產品 

資料 

 

 

圖 5 我國醫療器材產業價值鏈的變動 

資料來源：張慈映，工研院 IEK(2008) 

 

衛生署於93年12月30日公告「醫療器材管理辦法」依據風險程度，將醫器材

分為第一等級(低風險性)、第二等級(中風險性)、第三等級(高風險性)及新醫療器

材(無類似品且經衛生署核准者)。在第二、三級之醫療器材因進入的門檻較高，

屬高風險技術之植入性或置入人體內醫療器材，台灣正在此類別急起直追，政府

於96年在第三級的醫療器材上的研發頒發「生技新藥發展條例」(附錄)以獎勵廠

商，希望能帶動我國醫療器材產業發展更進步。 

3.2 醫療器材產業集中度 

    台灣主要醫療器材廠商與具有國際市場地位代表性醫療器材產品項目、產

量、產值與全球市場佔有率、如數位血壓計代表廠商合世生醫、電動代步車代表

廠商必翔，耳溫槍代表廠商熱映光電，載藥注射器代表廠商瑞健，電子體溫計代 

表廠商瑞健，電子體溫計代表廠商百略、傑威，呼吸急救器代長廠商雃博、崇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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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台灣主要醫療器材廠商與具國際市場代表性產品 

廠商名稱 產品項目 產量(x1,000) 產值 
(美金：百萬元) 全球佔有率 

合世生醫 數位血壓計 7,150 209 42% 
必翔 電動代步車 160 142 30% 
熱映光電 耳溫槍 2,730 115 30% 
瑞健 載藥注射器 33,000 106 50% 
百略、傑威 電子體溫計 27,500 52 60% 
雃博、崇仁 呼吸急救器 2,300 50 30% 

資料來源：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工研院 IEK 中心，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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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醫療器材產業特性 

 

4.1 醫療器材產業生命週期 

產品生命週期(Product life cycle)

價
值(Value) 通過臨床測試認證

(Clinical/Approval)

行銷與服務
(Sales & Service)

產品製造量產
(Production)

產品概念
設計/發展
(Idea/Dev)

$$$$$$ $$$

開發中國家製造成本較低 (製造業外移)

臨床互動不足
缺乏醫療與資通訊跨領域人才

產品驗證與臨床試驗平台上未完備
醫療資訊系統架構標準尚未整合

行銷通路不足
缺乏指標性旗鑑型公司

$

$$$ $$$$

 

 

 

 

 

 

 
 
 
 
 
 
 
 

圖 6 醫療器材產業生命週期 
資料來源：工研院、張有德(2007) 

4.2 醫療器材產業關鍵成功因素 

    陳桂恆、邱仁鍋、康培玲、黎怡蘭、柯麗娜、林鈺朝、李貽萍(2007)於培訓

科技背景跨顉域高級人材計畫-96 年海外培訓成果發表會中，以創新醫療器材關

鍵成功因素研究發表，將台灣醫療器材產業關鍵成功因素歸納以下幾點： 

1、Difficult to get the payer system 

創新醫療器材產品的通路是屬於醫院的系統，因此，如何能夠進入醫院的採

購系統鏈中，是影響創新醫療器材產品最後通路的關鍵。全球前幾大廠商，無不

藉由各種管道，掌握醫院以及醫院以外的醫療通路，再者，醫療器材產品從研發

一直到臨床驗證，後到法規核准，進入市場，需要很長的時間，也因此，在大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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壟斷市場的現況來看，創新研發型態的公司如何能夠把研發成果透過技轉或者被

併購等策略，跟擁有市場通路的全球大廠合作，間接與醫院的採購系統連結，是

影響成功的關鍵因素。 

2、台灣醫療器材產業關鍵成功因素 

陳桂恆、邱仁鍋、康培玲、黎怡蘭、柯麗娜、林鈺朝、李貽萍(2007)於培訓

科技背景跨顉域高級人材計畫-96 年海外培訓成果發表會中，將台灣醫療器材產

業關鍵成因素歸納以下幾點： 

若從美國在新創公司被大廠成功併購的經驗軌跡發現，idea 本身就是一個

產業，在醫療器材領域，innovative idea 尤其重要，此 idea 需要高度的 IP 保護，

說穿了，這些新創公司在市場上的高度價值，就是他們的 IP 與 trade mark。這

是訪談 Dr.張有德、Cardiva medical Inc.所得到共同的核心共識。過去國內產官學

研界在此區塊雖知道這樣的觀念，但是實際做法卻與美國新創公司的做法不同。 

以下就分別從如何發掘符合市場需求的 unmet needs、籌組適合公司定位之

商業化團隊、掌握 IP，並具備國際專利佈局、活用財務相關資源與工具等四個

關鍵因素，加上實際案例舉證，詳細說明到底台灣應該如何走出成功的一條路： 

(1) 找到符合市場需求的 unmet needs 

因為全球醫療器材的主要市場，在歐、美、日等國家，台灣的創新研發方向，

必然要切中全球主要市場的需求。過去台灣的醫療器材產業多以製造為導向，我

們在低階的醫療器材產品能夠做到全球市占率達 30~60﹪，此屬不易。但是未來

若要能突破，就必須創新。創新的來源，必須在研發很早期就與臨床醫師共同深

入探討到底哪些是在臨床上尚不能解決的問題，就是先 identify problem，此為研

發團隊(如：醫工團隊)與醫師團隊激盪出來的創意，是讓往後都做正確的事情的

第一步，也是將來是否成功最重要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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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臨床醫生是醫療器材的使用者，也是 clinical unmet need 的發現者之

一，因此有臨床醫生的早期參與研發選題，可提高將來在臨床試驗、上市後的成

功率。再者，透過醫生在國際上一流頂尖的骨科醫學會發表使用創新產品的臨床

佐證，是創新醫療器材的產品最好的行銷者，在我國陽明大學人工關節中心與馬

偕醫院的黃院長領軍的團隊就是在骨科很成功的例子。 

以 Kyphon Inc.為例，說明如何從學界發掘臨床需求與創意，經過實驗驗證、商 

業化培育，之後成立衍生公司從大學 spin-off 出來，最後創造了被大公司併購獲

利出場的成功案例。 

Kyphon Inc.為一家專事研究椎體壓縮性骨折 (vertebral body compression 

fracture)，於今年(96 年)7 月以 39 億美元賣給 Medtronic 公司，在這之前，該

公司於 95 年初併購從 Stanford University spin-off 出來之 InnoSpine Inc. ; 96 年

初併構 St. Francis Medical Technologies Inc.，都是為了拓展並保持在低侵入性脊

椎疾病手術市場上的核心競爭力的商業手段。 

當初 InnoSpine Inc. 從 University of Stanford 的創始階段，就是一位醫生與

一位 engineering 共同攜手合作，他們各自擁有 50% ownership，當時，這位醫生

因為本身在開刀的過程中發現到許多手術上面的問題，但是他不了解工程界有什

麼樣的研發與製造能力可以幫他解決問題，因此另一位 engineering(兼具創業家

潛力)，就專門尋求技術與專家，把當初醫生的 idea 做出 prototype，回頭再讓醫

生試用，比方說，第一次找 5 個醫生試用，不合適的部分再修改，第二次在找

15 個醫生試用，不斷 trial-and-error，在早期階段就已經著手進行將來臨床試驗

的設計了，如此，便不斷提高後續在臨床試驗的成功機率，Innospine Inc. 就這

樣讓公司可以不斷創造出具有市場潛力的 IP 出來。現在，InnoSpine Inc. 不但被

Kyphon Inc. 併購，連 Kyphon Inc. 也在 96 年 7 月 27 日，以$ 3.9 billion 成功

地被更大的 Medtronic Inc. 併購，此為三贏的局面！這樣的成功模式就是美國之

 31 



  

所以在創新醫療器材能夠有許多成功的新創公司不斷成功的被大廠所併購，獲利

出場的成功經驗，尤其在美國的 Silicon Valley 就有很多這樣的成功故事。 

因此，國內要引導這樣類型的新創公司成立，首重人才的培育，這是最根本

的問題。能夠培育出可以 identify problem 的人才，比什麼都重要！能夠 come up 

with idea 的人才，是現在急需的，且過去國內有個嚴重錯誤的觀念，那就是認

為 idea 是 free 的，在美國，貢獻 idea 的人，有相對的誘因機制讓他能夠源源不

斷把創新的 idea 貢獻出來，這點剛好跟國內的現況相反!因此，如何在國內設計

誘因，讓臨床醫生不斷地貢獻出他在臨床創新的 idea，同時有個商業化的跨領域

團隊將他的 idea 作出 prototype，然後 prove of concept，這樣就有機會成功了！

在訪問到美國醫療器材產業成功創業家張有德博士時，他就感觸良深的表示，他

對台灣醫療器材產業賦予非常高的期望，他認為台灣其實可在醫療器材有很大的

國際發展空間，因為台灣有很豐沛的醫療系統資源，且臨床醫生素質非常好，這

是在美國甚至其他國家所未見，而且台灣有很多的 engineering 人才，但是，從

美國成功經驗來看，醫生與 engineering 在研發早期就已經深度共同研發的機制

與經驗，這是台灣缺乏的，而且，台灣目前也很缺乏具有 Entrepreneurship 企業

家精神領導團隊來管理科技研發。他更表示，創新醫療器材，台灣正在起步階段，

ideageneration 本身就是一個 industry，能夠源源不斷的產出 innovative idea，然

後透過 IP protection strategy，佐以 infrastructure/技術團隊，將 idea 快速地變成

prototype，回頭找醫生驗證；或者只專做其中的幾項 components，以作為在產業

價值鏈中以 ODM 經營型態所需的關鍵技術，這兩種都可讓新創公司不斷地提高

公司的市場價值，當然也就增加大廠併購後獲利出場的機會，這就是台灣應該走

的創新路線。 

我國意識到此關鍵性的影響力，經濟部技術處在 92 年初立即以學界科專政

策工具，邀請國內在特定疾病領域上具備長期臨床研發能量之醫院/醫生/學界，

早期參與發掘 clinical unmet need 之研發標的篩選，最後鎖定腦、骨科與心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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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主軸，誘導醫(學)、研界能夠長期投入臨床研發，並成為國際上在特定疾病主

題之研發 excellent center，同時經濟部技術處也將國內產業界在適當時機引介進

來，讓產業界、醫、學界與研究單位在特定疾病主軸下共同合作，以源源不掘的

產出具有商業化研發潛力之標的。在國際化策略方面，透過在我國舉辦國際級研

討會，或者鼓勵我國臨床醫生能於國際性醫學會發表等媒合管道，將國際級臨床

上屬 opinion leader 等級之醫生與臨床專科醫生團隊，能與我國產業界、醫、學

界與研究單位來共同研發，鼓勵創新發明專利申請，並透過早期專利佈局與擬定

商業計畫，希望長期上對於我國醫療器材產業發展能夠有舉足輕重的影響力。到

目前為止，運用學界科專在生技醫藥領域(包含製藥與醫療器材)，已超過 10 件

以上學界科專正在研發進行中，包括：台大、陽明、清大、高醫、成大、長庚等，

且有些已有很不錯的產業化成果。 

(2) 籌組適合公司定位之商業化團隊 

投入創新醫療器材的公司，在籌組起早階段，大部分都會由醫生、律師、財

務長等跨領域專業團隊籌組，因為創新的醫療器材研發，從醫生為使用者的角度

切入，研擬適合將來產業化的選題策略，將來產品一旦開發出來，仍須經由專業

的臨床醫生執行臨床試驗，最終才能給醫生使用。因此，早期的公司創始階段，

通常都會有醫生的共同參與，再配合醫工技術團隊，把醫生的需求轉化成為適合

商業化的技術與產品，然後，有醫生的早期參與臨床試驗計畫的研擬，才能提供

臨床成功的機率。這是美國創新型醫療器材公司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亦即在公

司籌組的早期階段，就有醫生與跨領域專業的團隊共同參與。我國為淺碟型的產

業型態，醫療器材產業也屬之，因此公司通常追求短期獲利甚於長期研發資金投

入。因此，在多樣化的醫療器材產品當中，走什麼樣的市場，例如：醫院、醫療

機構、診所或是居家護理，適合公司定位的團隊就不同。 

(3) 掌握 IP，並具備國際專利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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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單位與臨床醫院緊密結合，才能開發出真正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因此，國

內應仿效國外成功經驗，鼓勵學界與醫院合作投入所謂的醫療創新，以創造符合

產業需求的 IP 為目的。目前國內申請的專利，在商業化有效性的解讀能力不足，

以致申請很多專利，但是在商業化實施上常遇到瓶頸，也就是說，無效或者尚不

足仍需外部專利的情況居多。 

(4) 活用財務相關資源與工具 

a. 無形資產資本化 

目前我國醫療器材尚未走到創新型產品的程度，因此在專利申請與獲得種類，多

為製程改良專利，原創性發明專利很少。研發與製造，屬價值鏈不同的兩端，創

新研發所帶來的產業價值 impact 比較高，但相對的，不管原創性 IP 的質與量

皆需充足，在鼓勵業者走向創新研發所需財務方面的配套支持，也是重要的一

環，財務面環境對於無形資產資本化的認同與肯定，才能讓走向創新研發的醫療

器材業者能在財務面掌握靈活的現金流，以作為公司長期投入創新研發所需之重

要財務支撐。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例」在 96 年 6 月 16 日完成立法(母法)，凡公司從

事生技新藥研發製造或高風險醫療器材者，都是該條例獎勵的對象，所謂「新

藥」，若依行政院衛生署藥事法定義，即指新成分、新療效複方或新使用途徑製

劑之藥品；至於「高風險醫療器材公司」，係指以植入或置入人體內屬第三等級

之醫療器材公司。研發費用占全公司資本額較高的公司，依國際趨勢，其 Research 

&Development 費用中屬於 Development 階段的無形資產可透過合理的鑑價機制

和相關會計配套措施，可認列為資本，雖然我國在此配套機制尚未完備，未來我

國醫材產業朝向創新研發之際，則配套之技術交易市場機制、無形資產鑑價機

制、專利地圖分析能力等，皆須漸漸完善，才能趕上國際化發展速度。 

b. 政府研發補助計畫長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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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醫材產業若要從製造提升至設計研發層次，公司就必須承擔研發相對帶

來的風險，若能善用政府補助研發政策工具，對於中小型企業，應能減輕其財務

負擔。政府就支持產業技術發展立場而言，除了眾所週知的一般性業界科專以

外，考量到公司投入醫療器材臨床試驗需要，特定「快速審查臨床試驗機制」

(FastTrack)，雖未能稱謂帶動產業技術研發，然其在產業發展之重要性無可厚

非，更因其所需時程長，經費需求龐大，為降低廠商投入研發之風險及貫徹研發

完整效益，訂定可補助臨床試驗及多階段連續申請，且分階段核定補助經費之配

套措施。 

4.3 醫療器材產業五力分析 

  Poter 在競爭策略(Competitive Strategy)一書中所提出之產業競爭優勢的分析架

構，可分為：新公司的加入、替代品的威脅、客戶議價能力、供應商議價力量、

現有競爭者間的對立態勢，此五力反應出成本、產品價格為企業必要的投資，也

決定了企業在產業中的平均獲利能力，且構成了產業的結構。Poter 之五力分析

如下圖所示： 

 
圖 7 Poter 五力分析 

資料來源：Poter，1980 

    依據 Poter 五力分析來探討醫療器材產業的產業內競爭、買方之議價力、新

進者威脅、替代品及供應商之議價能力，參考黃永松(2002)之研究資料，以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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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競爭所需的關鍵成功因素。而在供應商議價力可分為低階及高階醫療器材，

對廠商之議價能力有所不同。 

1. 購買者的議價能力高 

    因醫療器材產業的競爭者眾多，在各個醫療場所可透過聯合採購來使議價能

力提高，在今日的網路發達時代，醫療資訊透明化，買賣雙方的資訊不對稱程度

大幅降低，這些都大大的提高買方的議價能力。 

低階醫療器材低供應商的議價能力 

    在醫療器材銷售上，從原廠取得的資源多寡，技術移轉成功與否，皆對產品

的銷售有直接的影響。 

2. 高階醫療器材高供應商的議價力 

    以低階醫療器材來說，其產品的供應商眾多且分散各地，所以供應商的議價

能力不高。但以高階醫療器材而言，僅有少數幾家公司生產，市場呈現寡佔局面，

供應商的議價能力高。 

3. 現有公司間的競爭高 

    目前台灣醫療器材產業的競爭者眾多，產品具差異性，而此產業需投入大量

且持續的資金以製造或購買新產品，人力上也需投入專業訓練，因此產業的退出

障礙高，既有廠商為保有市場，在與各醫療場所的互動關係密切，因此產業內之

競爭程度高。 

4. 新進入者的威脅高 

    在台灣加入 WTO 後，國外醫療器材廠商的產品價格有所調降，加上產品不

斷推陳出新，購買者對產品的忠誠度低，使新進入者對現有的醫療器材公司之威

脅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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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替代品的威脅低 

    依據我國「藥事法」第 13 條，醫療器材系指「診斷、治療、減輕或直接預

防人類疾病，或是足以影響人類身體結構及機能之議器、器械、用具及其附件、

配件、零件。」。由於醫療器材市場的範圍異定廣泛且清楚，所以替代者的威脅

低。 

    由以上分析可知，醫療器材產業競爭激烈，外在威脅大，但現在講求健康保

健的時代，醫療器材產業市場預期會漸漸擴大，仍有發展空間。  

第 5 章 醫療器材產業未來展望 

    台灣醫療器材產業在未來的發展受到許多人的重視，張超群(2005)在醫療器

材產業之商機與發展趨勢，針對醫療器材五大類分析其未來發展趨勢。 

1.五大類未來展望 

(1) 診斷與監測用醫療器材 

我國體位體溫與血壓計在醫療器材中為主力產品，但多為代工生產，且在醫學影

像裝置多屬產品開發階段，醫用監視器投入廠商也相對的少，一些低階身體物理

測定器具牽品生產的重心也都外移，因此診斷與監測用醫療器材在未來的發展機

會，應發展技術層級較高的中小型產品 

(2) 手術與治療用醫療器材 

    手術與治療用的高階產品領堿，台灣廠商進入不易，投入中高階產品的研發

生產之廠商有限，中低階產品已有多家廠商投入，在小型手滿後俞器械或眼科相

關之低階產品其生產重心移往大陸，因此此類的產品在未來發展應結合電子與機

械技術之中高階產品，創新應用領域之中低階產品。 

(3) 輔助/修補用醫療器材 

我國行動輔具產業是由必翔的電動代步車帶動發展，它引發新進廠商積極投入，

在植入式的身體彌補物及器官功能輔助等產品也紛紛有廠商陸續投入研發生

產，而助聽器產品仍以是以傳統型式為主，此類別在未來發展，行動輔具週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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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機械技 術之上游產業應與臨床資料數據配合，並整合精密機械技術的身體

各部位彌補物。 

(4) 我國體外診斷醫療器材主要以中高階之 POC(point-of-care)產品為主，產品型

態仍以代工為主，由於在大型自動化體外檢驗儀器設備進入障礙高，目前無

國內廠商投入，且在檢驗試劑產品市場競爭激烈，進口比例高達 90 %以上，

出口產品仍以輸血傳染病相關檢驗試劑為主，目前已有多家廠商投入生物晶

片之研發生產，此類別在未來發展應合併其他應用功能(以及整合型的 POC

產品。 

(5) 在其他類醫療器材類別中，我國目前仍以個人保護器材為主要出口值來源，

稚其比例已逐年降低，而近年來附加價值較高的產品比例漸增，在傷口護理

器材中仍以低階之傷口包紮材料為主要產品，此類別在未來發展，應結合結

構力學、微電腦控制及人體工學之多功能電動醫用家具。 

2. 醫療產業整體未來發展 

醫療產業向有日不落產業之美譽，其整體產業規模不易因景氣波動而受影

響，長久以來一直是各種資金因應景氣波動的避風港。我國政府不僅將醫療器材

列為10 大新興產業之一，同時也是兩兆雙星生物科技領域中的重要項目。而國

內現除了開發基金積極投資生物科技及醫療相關領域外，上智創投、工研院及富

邦等機構亦成立種子基金，以投資生技醫療領域。 

我國政府於2005 年6 月正式力行國內醫療器材產品GMP 認證審核之要

求，儘管造成醫療器材廠商需重新將產品送審，但唯有徹底執行審核作業始能確

實提昇我國醫療器材之製造品質。未來政府應朝向將我國醫療器材法規與國際接

軌，以減少醫療器材製造廠商外銷時需將產品重複送件審核的作業流程，始能加

速廠商的產品上市速度及增加國際競爭力。在醫療器材產業未來的發展除了不斷

的技術提昇外，亦有賴持續的製造成本降低，以因應各國政府持續監控醫療整體

支出的市場趨勢。 

未來我國的醫療器材廠商若欲擺脫低價競爭的壓力，長期發展須朝向自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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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設立之路前進，但目前我國各產業於建立自有品牌的經驗仍甚缺乏，有賴引進

專業人才協助設置品牌形象及國際行銷通路。唯有結合上述種種條件始能克服我

國內需市場日趨飽和之困境，並打開國際銷售之路。 

第 6 章 結論 

  台灣具有優質的醫療系統與醫生，且政府將醫療器材產業列為新興重要策略

性產業獎勵力項目，且也積極強化吸引投資之優良環境，且我國上游醫療器材研

發能量充足，政府也有很多研發計畫與研究單位投入，國內與海外華人生技醫藥

科技人才眾多，因此台灣的醫療器材於全球各地中的佔有率也逐年提升。 

政府所給的獎勵力有嚴格的規定，加上投入醫療產業的成本及風險高，如果

是小型企業，其資金規模並不足夠，因為從研發，臨床驗證，再走到產品上市，

除了研發時程長以外再加上需要嚴格法規的監控認證，通常會使公司的資金無法

讓產品撐到可以上市的階段；再者，醫療器材的行銷與通路，是國際大廠的專業，

這必須與醫院採購系統有慎密的結合，因此在政府的補助上，只有對於國內醫療

器材大型企業才有幫助，若是對於小型企業則無幫助。 

 

 

 

 

  

 

 

 

 

 

 

 39 



  

參考資料 
 

一、相關網站 
1.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例  

【http://lis.ly.gov.tw/npl/fast/02814/960614.htm】 
2. 藥事法  

【http://dohlaw.doh.gov.tw/Chi/FLAW/FLAWDAT0201.asp】 
3. 生技醫藥產業委託國內醫藥研發服務公司從事研究與發展之支出適用投資抵

減認定要點  
【http://www.moeaidb.gov.tw/portal/law/up_derate/index.jsp】 

4. 藥物科技研究發展獎勵辦法 
【http://dohlaw.doh.gov.tw/Chi/FLAW/FLAWDAT0202.asp】 

5. 營運總部租稅獎勵實施辦法

【http://www.moeaidb.gov.tw/portal/law/up_derate/index.jsp】 
6. 罕見疾病藥物供應製造及研究發展獎勵辦法

【http://www.bhp.doh.gov.tw/BHP/do/letter/Law/View?no=20055121416562ZR5YS】 
7. 行政院衛生署網站  

【http://www.doh.gov.tw/medical/float02.html 2007/08】 
 

二、參考文獻 
1 馮晉嘉(2000)，台灣醫療器材產業技術移轉績效之研究，長榮大學經營管理

研究所碩士論文。 
2 楊茹嵐(2007)，台灣醫療器材產業公司組織創新量表建構與實證之研究，長

庚大學企業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 
3 劉豊志(2005)，醫療保健器材產業概論及發展構思。 
4 張慈映(2008)，醫療器材產業發展現況與趨勢，工研院產經中心 
5 張超群(2005)，醫療器材產業之商機與發展趨勢，工研院經資中心生醫組 
6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08)，醫療器材產業分析及投資機會。 
7 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司網站：工研院 IEK(2009/08) 
8 工研院 IEK-IT IS 計畫(2008) 
9 2007 醫療器材工業年鑑 
10 ITRI；Y.D.Cheng （2007) 
11 Espicom Business Intelligence, IEK/ITRI(2008) 
12 Biotechnology &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Program Office 
13 Porter, M. E., Competitive Strategy: 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Industries and 

Competitors, New York, NY: The Free Press, 1980. 
 
 

 40 


	2.4.1 醫療器材產業相關投資優惠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