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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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口高齡化，健康照護服務需求
日增，台灣醫材供應鏈上游具備競爭優勢。

邁向下一個兆元產業

從醫療器材產業下手
高齡化是全球的趨勢，為提高人類生活品質，醫療器材產業未來潛力無窮，
台灣擁有物美價廉的製造業優勢，生醫研究與電子業也有世界水準，
都對未來發展醫材產業有很大的助益，政府也將醫材列為八大新興產業之一。
為了鼓勵業界發展，也讓國外客戶看到台灣製造的精良醫材，
由經濟部工業局主辦、工業技術研究院承辦的「2009醫療電子產業國際高峰論壇」，
邀來美國、日本、中國及台灣具代表性的醫電大廠及大型通路商發表精闢演講，
本刊特摘錄其中三場內容，期能為台灣醫療器材產業的未來推進加把勁。
文 湯文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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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 蔡鴻謀

工研院院長李鍾熙：

台灣應發展小而美醫材
大家都知道竹科創造台灣經濟奇蹟，
而工研院帶領業界發展的小而美醫療器材，
將再開創另一項奇蹟，成為台灣另一個驕傲。

目前醫療體系雖然有分級制

展有目共睹；但當半導體等精密

由於台灣的高科技產業相當發

度，但是要做電腦斷層掃瞄（CT

工業發展碰到瓶頸，加上部分產

達，加上醫療水準在亞洲評價甚

Scan）、核磁共振（MRI）等精密

業外移，未來工業走向經過一番

高，跨界結合做出國際化水準的

檢查，只有在大醫院才能使用得

深思熟慮，定位在跨界合作，以突

醫材，很容易為世界各國接受，以

到這些昂貴器材。一般民眾如果

破困境開創新局。在世界人口老

台灣目前的成績來說算是亮眼。

生病，又不是病得太重，想做一些

化的壓力下，選擇了結合醫療、生

李鍾熙以中國市場為例指出，它

基本檢查該怎麼辦？因此，發展

物科技與工業，打造一個更好的

是石頭，也是機會，兩岸的人民都

小而美的醫療器材，應用在地區

醫療保健照護系統，不僅造福人

相信台灣的醫療服務品質較佳，

群，在商業導向和經濟層次上也

台商更是有病即回台就醫。「如

能大幅提升。「醫材這項工業不

果我們生產製造的遠距醫療照護

完全以商業為導向，還要兼顧社

產品，能吸引病人就診，但是醫病

會效益，確保人類的健康受到更

關係終究是一種服務，不只是銷

好的照護，」他感性地說。

售產品而已，必須要有受過訓練、

醫院和坊間診所，甚至居家自我
照護，成了必然的趨勢。
有了目標，這 種 結 合 醫 療 和
3C產業的醫材儼然成了氣候，很
多MIT的醫材在世界各地都看得
到，而且廣受國外醫界的使用與
好評。

打造更好的醫療照護系統
工研院院長李鍾熙表示，台灣最
大的成就是未被環境所困，不斷
的重建自己，且利用環境做最好
的準備，屢創佳績；台灣人利用
智慧與勤奮在逆境中找到出路，
培養出一批資質甚佳的工業、財
經人才，特別是高科技產業的發

台灣可創新開發體積小、功能大，又能大量生產的輕便型醫材，建立國際標準生產模式，
打進歐美等世界性的市場取得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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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經驗的醫師，在一端判讀儀器

某些台商產業因此受到擠壓，所

李鍾熙強調，像MRI之類的高

檢測出來的數值，決定治療方式

以「創新變得很重要，以自己的品

階、大型醫材，投資不菲，動輒要

才行。」

牌開發新產品，建立國際標準生

花一、二十年研究開發，台灣廠

產模式，生產小而美、美而廉的醫

商不像國際大廠有那麼優渥的條

材，打進歐美等世界性的市場取

件；但誰說高階醫材一定是量少、

得先機。」

體積大，如果能運用智慧，創新開

以創新取得市場先機
目前兩岸對產品訂定的 標準不
一，中國要走向國際化，還需要一

而針對許多台商希望在中國也

發出體積小、功能大，又能大量生

點時間，但是在研究開發階段，

享受到台灣的醫療照護，如果能

產的輕便型醫材，不止是病人受

中國取得人體實驗的機會較多，

結合既有的網路優勢，讓台灣的

惠，健保赤字也會改善，更能為建

時程較短；以前他們為台商做代

醫療服務擴充到對岸，也可以建

構健康活力的台灣盡一份力。

工，現在他們自己也會大量生產，

立新的服務業外銷模式。

研華公司資深副總兼技術長陳贊鴻：

溝通帶來人性化
因應高齡化社會的來臨，醫材也朝向更
人性化、便利化的趨勢發展，在設計之初，就必須考慮
給誰用、如何使用，設計者和使用者的溝通，
將帶來龐大的潛在商機。

鴨講的狀況。

隨著人口結構的改變，預估到

齡化社會，更需醫療e化來提升服

2025年，老年人口是現在的2倍，

務品質。研華公司資深副總兼技

表面上看來需要大量的醫療照護

術長陳贊鴻指出，這時候需要靠

增加社會成本的支出，實際上對

產學攜手合作，上下游要溝通整

當工程人員訊問醫院有e化嗎？經

醫療照護相關行業而言，卻是個

合，打造出最佳照護環境，醫護

常得到的答案是：「有！我們有電

發展契機。

人員才能輕鬆工作，患者才能享

腦化。」看了之後才了解，所謂的

受最好的醫療照護。

電腦化，就是有買電腦及周邊硬

目前醫療照護已超脫望、聞、

打破隔行如隔山的藩籬

問、切的經驗法則，很多醫生在問

但對於e化，真的是隔行如隔

體設備，而非資通訊的e化。而電

診時，需要靠醫療器材檢查出的

山，即使大家都知道，醫療照護的

子工程設計師對醫病關係也不甚

數據做為診斷依據，造就今天醫

背後，資通訊科技系統扮演著十

了解，例如在設計「護士巡房車」

材產業的快速發展，未來面對高

分重要的角色，還是會發生雞同

時，努力的將所有器材都裝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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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以避免護士小姐因漏了東西，

一線醫護人員參考，這樣一來將

可能被磁性吸入，更何況是電腦。

還需要奔波於護理站和病房之

可減少許多緊張的醫病關係。

到開刀房或是加護病房，電腦要

間，所以讓大外科的護理車光是
裝備就重達87公斤，推起來非常
笨重。

消毒，不是用酒精棉花擦拭就可

人性化造就頂尖設備
以，這些技術性的問題都需要上
醫材e化解決醫療照護上的許多

因此，要設計出符合人體工學，

問題和盲點，是很好的幫手，但

讓護士在給藥時，可以輕鬆做到三

實際要應用在國內的醫療院所還

讀五對的嚴謹工作環境，以便讓病

有段距離。許多小診所以為買台

患得到良好的照顧，這些都需要

筆電和健保局連線刷健保卡、輸

不斷的溝通，才能破解隔行如隔山

入病歷、開藥，就已經是e化了；而

的藩籬。

大型醫院縱然有e化，但大牌醫師

溝通是設計醫材最重要的利
器，陳贊鴻認為研華能成為全球

下游，也就是設計者和使用者溝
通之後，才知道什麼東西是給誰
用，又如何使用，在在都考驗設計
者的智慧。
台灣有頂尖的設計者，也有極

很權威，都是隨行住院醫師幫忙
輸入簽章，e化形同虛設。

優良的技術人員，但是少了溝通，
就無法設計出有人性化的醫材。
陳贊鴻強調，「如果能突破這個
關鍵，有良好的互動，相信我們設

崁入式電腦的領導品牌，能提供

這些問題的存在，是因為醫院

1,000種以上的產品解決方案，與

中很多人對e化不了解，認為不過

計出來的醫材對醫界來說更具吸

企業夥伴合作提供跨產業的多功

就是買幾台電腦看看資料，殊不

引力，而能開花結果，成為台灣的

能應用，也一直是英特爾（Intel）

知在磁核共振室內的醫材，如果

驕傲。」

亞洲區的唯一事業夥伴，這些成

不是經過特殊設計處理，鐵椅都

就，靠的就是溝通。
「絕不能閉門造車，否則空有
頂尖的儀器，沒人用也是枉然，」
陳贊鴻指出，工程人員可以設計
出一套e化電腦設備，協助醫師做
完整的療程。例如當醫師遇到急
診病患時，只需要把狀況用選擇
題式的鍵入，電腦就會提醒你該
給患者做什麼檢查，甚至建議該
採取什麼急救步驟，一切訊息都
會顯示在螢幕上，醫護人員做過
什麼檢查，即行打勾，避免忙中有
錯，發生重複抽血、錯漏檢查或
研華公司提供

忽略病患潛在疾病的狀況。在慌
亂中最需要的就是冷靜且智慧型

醫療照護的背後，資通訊科技系統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透過人性化、便利化的e化電腦
設備，可以協助醫師做完整的療程。

的儀器，可以提供相關訊息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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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住友重工理事森田明弘：

抗癌商機，醫材也能參一腳
質子光束將是放射線治療癌症的新趨勢，
儘管它造價昂貴，但在患者看來能以
金錢延長生命，一切都值得；而在引進設備的同時，
後續的中下游工程也是台灣廠商可以掌握的商機。

根據調查，癌症一直是世界各

出，目前針對癌症的治療，大致可

目前只有在歐、美、亞洲有設據

國死亡率的第一名，在日本，每年

分成三種方式：一是外科手術，

點，一個療程的費用視各醫院而

有33萬人死於癌症，其中又以60

這種局部性侵入式的治療，會讓

定，從新台幣40萬元到100萬元不

歲以上老人為最多。在邁入高齡

身體的某些正常功能喪失；另一

等，因為沒有保險給付，不是人人

化社會的今天，要讓老人家生病

種是化療，它的缺點是不論好壞

負擔得起。

時能受到有尊嚴的對待，良好的

組織都會損傷；還有一種就是放

再加上它也不是所有的癌症都

醫療照顧是必要的；就以癌治療

射線療法，又可大致分成磁電光

可治療，因此並不普及，目前可用

來說，日本境內就有7座「癌症質

束（X光、Gamma光）、顆粒光束

此做治療的癌症種類包括：頭骨

子中心」。

（質子、重子、中子）兩大類，其中

底部的腦癌、腦皮質癌、眼黑色素

其中，日本住 友 重 工 生 產 的

質子是將顆粒光束經過迴旋加速

癌、頭頸部癌、食道癌、肺癌、肝

「癌症質子中心」設備，造價要新

器，把粒子加速近至光速，所製造

癌、胰臟癌、子宮頸癌、大腸癌、

台幣30多億元，年維修費新台幣

出來的射線，介於輕粒子射線與

前列腺癌等。至於會蠕動器官所

1億元，還是受到醫界青睞，目前

重粒子射線之間，容許誤差率只

引發的癌症，像胃癌、大腸癌以及

林口長庚醫院已購入一套，將於

有1毫米，可以有效的殺死癌細胞

白血病、轉移癌等，就不在此治

2010年進入試車階段，台大醫院

組織而又不傷及無辜。

療範圍內了。

亦編列預算做環境影響評估，計

以質子設備（Proton Therapy

森田明弘表示，這種療法在日

畫設置癌症質子中心，國內各個

System）與傳統X光治療法相較，

本已有10多年的經驗，特別是在

有條件的協力廠商都引頸期盼參

前者用藥的劑量少很多，可以鎖

肝、肺、頭頸部癌方面都有很好

與這項全台最貴醫學中心的建設

定在小區域內治療深部腫瘤，組

的評估報告，其他如針對兒童癌

工程。

織損傷面積也較小，術後生活品

症的治療，有醫界人士認為，傳統

質較高。但缺點是這套設備價格

的放射療法在穿透腫瘤組織時會

太貴，投資下去回收不易，所以治

傷及附近器官，成年後這些後遺

療中心短缺，治療費用相對較高，

症一一浮現，如果是用質子放射

深部腫瘤剋星
日本住 友重工理事森田明弘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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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治療儀器的標靶療法，損傷會
小很多。

後續產業效益大
不過也有醫界入士認為它能治療
的癌種有限，不符合經濟效益。
就以林口長庚購置這套設備來
說，佔地幅員廣大，地上2層加地
下2層，佔地5,300坪，才能容納得
下這套包含眾多大型機具的高功
能設備，包括迴旋加速器、束線
輸運系統、束線配送系統、劑量
監測系統、患者定位系統等，從

取材自日本住友重工網站

2008年採購完成，2010年2月裝
船交運，到2011年6月才能正式啟

質子設備可以鎖定在小區域內治療深部腫瘤，讓組織損傷的面積較小，術後生活品質
較高。圖為住友重工的癌症治療專用回旋加速器。

用，整個時程需時甚久。
站 在消 費 者 的 立場，只 要 任

上的效益，因為這套設備不可能

而美的醫材是世界公認「最有頭

何能救命的機會，即使需花大錢

由日本整體移植過來，有些部分

腦」的光電產品，森田明弘強調，

也會想要掌握；而採購先進的醫

需要國內醫材、零組件商的支援

如能與日本住友之類的先進大廠

材設備，不啻是對醫學研究、周

供應，將 造 就 後 續 產 業的經濟

合作，商機無限。

邊設施研發、後續維修都有產值

效益。想得更久遠一點，台灣小

台灣廠商應爭取中下游工程
日本住友重工原本是製造船舶、核電廠等大型機具的重工業生產商，自從跨界與醫療結合後，成功研發出治療癌
症的質子中心設備。工研院醫材中心副主任李國賓表示，日本住友的經驗與做法值得台灣廠商學習，而他們中、下游
工程也值得我們積極爭取，參與這類型的建設，對經濟、醫療、醫材水準都會有所提升。
目前住友重工銷售出去的重子放射線治癌中心，全球有8座，質子中心有28座，相信未來這項設備會愈來愈普及。
該公司理事森田弘明來台看到台灣醫材界的能力與實力，期盼能釋出更多的合作機會。
展望未來，2010年全球醫材市場上看900億美元，前景大好。李國賓看準台灣光電醫材的技術，他說：「去年醫材
產值近700億元，而且還在逐年成長中，可惜的是會設計的工程人員不太會行銷。所以工研院、工業局等相關單位
也極力為國內零組件廠商媒合，希望經由產官學的密切合作，提高研發、技術、通路的層次，在全球醫材市場搶得
先機。」看看日本，反省自己，如果能及早做好準備，以品質、服務提高產業的競爭力，台灣在醫材這一行的發展，
潛力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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