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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一、據統計分析，未來一、二十年醫療照護財政緊張，嚴重影響國家永續均

衡發展與國際競爭力。

二、依國際評比，我國醫療品質，除少數特色項目外，呈明顯下降趨勢，嚴

重影響生活品質、人力素質與生產力。

三、超級網路電商運作顛覆全球經濟版塊，此源於雲端+大數據+物聯網+人工

智慧等技術與運作之超大規模快速整合應用。我國可用之力道有限，如

何結合ICT資源與臨床能量，以突破產業與市場困境，在全球新知識經濟

產業佔一席之地，已是國家發展關鍵政策。

四、健康醫療照護產業是全球最大產業也是新知識經濟產業之主流與主戰場，

我國如何遂行生醫投資、創新、開發、經營與管理，用之提升生產力、

競爭力、人均所得與生活品質，是國家發展極為重要之關鍵議題。

五、生醫產業需要長期資金投入研發，惟目前創投以及資本市場之資金投入

較為保守，不利於生醫產業募資。

六、國內新藥及醫材查驗登記時間較國外長，不利於廠商產品上市與投資回

收。

七、國際性生醫人才仍有許多缺口



問 題:
一、據統計分析，未來一、二十年醫療照護財政緊張，嚴重影響

國家永續均衡發展與國際競爭力。

建議策略:2016我國除公版國家健康醫療支出 (National Health 
Expenditure) 佔GDP之5.6%外，尚有NTD3,000-4,000億之家庭
健康醫療支出 (Household Health Expenditure) 之缺口，此
缺口隨社會人口結構變遷，呈每年擴大之趨勢。 目前我國呈
現機構醫療失控，人本醫療迷失之現象，這是無法呈現醫療成
本效益的主因之一；實質提升臨床研究及其規模，搭配經實證
之資通訊科技之有效運用，以建置、運用健康醫療照護大數據，
做為回歸人本醫療，約制機構醫療，並誘導之使其深化臨床研
究，專注急重症之有效處理，期能實現健康醫療高品質、臨床
產出 (Outcomes) 及成本管控與效益。



問 題: 
二、依國際評比，我國醫療品質，除少數特色項目外，呈明顯下降趨

勢，嚴重影響生活品質、人力素質與生產力。

建議策略: 我國醫療照護多年來對國民健康之維護，著有貢獻，亦享譽國際。
近年來全球醫療照護為因應社會、人口、財經、行為、環境等之
變化，均面臨升級、轉變壓力，我國因人口結構、公衛政策與醫、
病習性故，壓力猶大。更甚者，先進國家生醫研究突飛猛進，亦
帶來龐大競爭壓力。綜此，建議籌組國家級臨床研究發展委員會，
協調呈現相關單位如國衛院、國實院、中研院、各醫學中心等之
綜合產出，並深化臨床研究，擴大研究規模，具體建置健康醫療
大數據，以為有效研究工具與商機之開發基礎，並為國際化之實
力機制。此亦可確保生活品質、人力素質與生產力。



問 題:
三、超級網路電商運作顛覆全球經濟版塊，此源於雲端+大數據+物聯

網+人工智慧等技術與運作之超大規模快速整合應用。我國可用
之力道有限，如何結合ICT資源與臨床能量，以突破產業與市場
困境，在全球新知識經濟產業佔一席之地，已是國家發展關鍵政
策。

建議策略: 雲端+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慧等技術之快速整合應用與快速效
益產出之主要領域之一即為健康醫療照護，而其呈現則有賴以臨
床研究與產出為導向之ICT資源整合應用機制之建置。我們似可
以我國現有之研究型、教學型之主要醫學中心為整合臨床與資通
訊之驗證實與實證場域，並搭配投資與商化誘因發展之。此一整
合應用機制及其施行亦可帶動民眾自我健康管理與疾病預防意識。
現今醫療科技趨勢為結合深層診斷、深層治療、深層照護的精準
醫學，遠距健康照護是以人本需求出發，可整合、傳遞、協合各
醫療照護端點，並可結合Big Data、Cloud、e-Learning、IoT，
運用AI技術，發展精準人本需求產品及服務，共構次世代健康醫
療照護服務與開發新知識經濟產業版圖。



問 題:
四、健康醫療照護產業是全球最大產業也是新知識經濟產業之主流與主

戰場，我國如何遂行生醫投資、創新、開發、經營與管理，用之提
升生產力、競爭力、人均所得與生活品質，是國家發展極為重要之
關鍵議題。

建議策略:遂行生醫投資、創新、開發、經營與管理，首要即為排除跨業阯礙
環境與重視低效率產生之高成本，並因應之。同步也需有跨領域產
業發展之順成便捷化工具與機制，以利透明化、標準化、協和化、
單純化與執行性之實現。如能以大學醫療照護經濟圈發展之模式進
行醫聯+學聯+產聯+人聯，用以實現科技轉化+商化+規模化+可執行
性，將有大助於生醫投資、創新與商化。這些涉及具深度、廣度及
人才適任之政府組織運作，已非政委層級所能決斷，而須由閣揆督
導如 ‘生醫產業與臨床研究開發戰略委員會’之組織，責成之。
此外，為加強政府科技計畫之組織運作與產出，各部會亦極需優化
其項目管理 (Project Management) 運作，以利科技成果商化。



問 題:
五、生醫產業需要長期資金投入研發，惟目前創投以及資本市場之資

金投入較為保守，不利於生醫產業募資。

建議策略:1.建議政府主導國家級生醫產業創投基金，以挹注生醫新創公司
研發與市場開拓。

2.建議資本市場設立生醫產業特定掛牌專板，充分對投資人揭露
產業風險，以協助未獲利之生醫企業能順利上市櫃及募集資金。



問 題:
六、國內新藥及醫材查驗登記時間較國外長，不利於廠商產品上市與投

資回收。

建議策略:建議TFDA能參照美國FDA制度以輔導角度協助廠商執行新藥及醫
材查驗登記，以加速審核新藥及醫材查驗登記。

問 題:
七、國際性生醫人才仍有許多缺口。

建議策略:建議延攬國際性生醫專家組成團隊，培育產業、法規、授權、
法務等生醫人才，以利於產業對國際性人才需求。



創新醫療、照護、醫藥、醫材研發及其商化，臨床試驗提升，架
接 ”台灣連結”產業鏈與全球佈局 – 是唯一沒有規模罩門且
是相對不受紅色供應鏈牽制之主流產業是後中國時代台灣保命之
道而可行、必行之發展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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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衛生與國家總體競爭力 –主軸摘要

生醫創新四合一目標 – 改善臨床效益、改善醫護環境、增進病
人福祉與控制成本 (Patient Benefits, Carers Benefits, Functional 
Outcomes & Cost Management)–即全民健康管理 (Population 
Health Management; PHM) ，是醫療衛生政策形成的趨勢主軸。

立基全民健康之有效管理 (PHM)，四合一目標導向，研究、商化、
臨床三段運作與健康/醫療/照護數據聯結是生醫黃金參三角合作，
可進入全球市場雷達網，將知識力轉化為經濟力，是生醫產業競
爭強項發展途徑之戰略主軸。



單居老人孤獨死-社會衝擊 個人:  生死問題；政權: 執政問題

超大規模全球健康醫療大數據整合動態十足創新三級跳

超級網路電商運作顛覆全球經濟版塊: 生存堡壘?
雲端+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慧+醫護健創新平台 =    

適者生存、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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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suit of Quality Life and the Era of Discoveries, 1985-2015 – From HGP, 
HUPO, ENCODE, HCP, HBP, Microbiome, Brain Initiative, Precision Medicine (Gen-

Phe Associations) to Epigenome Roadmap
新一波的生醫創新熱潮與競賽又已來臨

台灣如何全球競爭? 生醫創新: 為何創新? 如何創新? 

The Digital-Health Space: Where Health Professionals Meet Financial and Tech-
Executives  The Roles of Taiwan Finance and ICT?

Ageing Health vs. Healthy Ageing
Source: Editorial, The Lancet 17, Octob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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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醫療照護經濟圈 –
大學-醫療-產業-政府- 人民

大學

南區醫療體系 南區縣市政府

歲入: 3097億
歲出: 3287億

高醫大中山大高應
大成大南台科大屏
科大中正嘉義大嘉

南大仁(21)…

高長高榮高醫成大奇美嘉基
彰基…25,000+床 (NTD104B)

產業
人民

三合一目標導向與研究、開發、臨床
三段運作考量之健康、醫療、照護之

黃金參三角連結

目的: 優化治理、引發綜效、提升產值、強化競爭
指標: 經濟自由度、競爭力、科技轉化力、人均所

得、健康指數、生活品質、環境指數

國家發展之大戰略與執行



高醫大精準臨床研究衍生國家發展之
大戰略與執行

投資 – 價值鏈

以醫學研究與專業教育之能量為醫學學術
基礎，以醫學中心之醫療服務為臨床醫療
照護中心，並以南部文、理、工、商等相
關大專學校之特色加強之，從而誘導、發
掘、應用其體系及關聯機構之醫療健康大
數據與精準醫學平台的商化潛力–

醫聯+學聯+產聯+人聯

以高醫24/7遠距健康照護中心及[克魯斯健康科
技]，為企業執行模式；以各產學合作及育成單
位為產創機制，擴大為商轉統合平台，推動生
醫創新之產品化、商業化與產業化，實現以綜
合知識、數據驅動經濟為本之大學醫療照護經
濟圈 –

轉化+商化+執行+規模

管理 – 資源鏈

經營 – 產業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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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驗證之首創24/7遠距健康照護資訊系統平台； 2. 醫療
健康照護數據收集整合應用實務經驗；3. [克魯斯健康科技]
創新事業經營模式與品質；4. 與醫療機構、團隊、社區密
切合作優勢； 5. 創新產品開發系列；6. 跨業、跨界實務運
作與發展潛力； 7. 多元商機與可大可久超級市場規模；8.
具體聯結精準醫學與大數據，而展現特色、速度、規模 (3S)
之產業，以實現 5R。

目的: 優化治理、引發綜效、提升產值、強化競爭; 指標: 經濟自由度、競

爭力、科技轉化力、人均所得、健康指數、生活品質、環境指數

南向應以臨床為主軸引領生醫產業布局



遠距醫療照護服務實證場域
呈現高醫醫療、臨床、研發具體優勢
鏈接克魯斯健康平台 實現場域驗証

串連城鄉智慧醫療應用
跨業阯礙環境與低效率之成本
跨領域產業發展之順成便捷化
透明、標準、協和、單純與執行

現今醫療科技趨勢為結合深層診斷、深層治療、深層照護的精準醫
學，克魯斯健康科技創辦人賴博雄教授指出克魯斯遠距健康照護平
台及服務是以人本需求出發，可整合、傳遞、協合各醫療照護端點，
隨著平台功能的深化，並將結合Big Data、Cloud、e-Learning、IoT，
運用AI技術，發展精準人本需求產品及服務，未來也希望連結更多
國內外合作夥伴，在臨床、醫療照護設備、AI、物聯網、健康大數
據上，共構次世代健康醫療照護服務與開發新知識經濟產業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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