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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策略聯盟擴大市場效應

數據應用 不再「以銷售產品」為目的，而是以「滿足需
求」為目標

結論

合縱聯合

定位清楚 B2B? B2C? 「向甚麼人就做甚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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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及台灣醫材產業發展現況

高齡化趨勢下，歐美先進國家與新興國家高齡人
口持續攀升，全球對於醫療器材的需求增加，相
對也帶動高齡化智慧健康醫材與服務產業的興起
，預計2020年，全球相關市場將達到5034億美元
的規模。

2014年，台灣醫療器材產業相關產值達1232億元
，預計2015年將達到1323億元。

目前台灣醫療器材產業以生產消費型醫材為主，
包括：血壓計、血糖監測產品、電動代步車、隱
形眼鏡…等。

發展高階、高附加價值產品，將成為未來台灣醫
材產業的重點發展策略。http://mdnews.i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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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BTC會議 生物經濟方案結論 議題二、醫療器材

一、持續強化醫材創新研發能量

提升醫材附加價值及高值化

‧ 依BTC會議選定之特定領域，聚焦高附加價值醫材，帶動整體
醫療器材產業成長

‧ 持續建立學研醫之研發成果移轉機制平台，優先支持有臨床醫
師或業界需求之研發計畫，以加速高附加價值醫材商品化

‧ 引導資金持續投入高階醫材研發，優先補助產學研聯盟與醫療
展示中心共同研發醫材

‧ 建構大型動物臨床試驗實驗室，優化臨床前研發之環境建構

‧ 建立製藥與醫材交流平台，激盪創新醫材發展

http://mdnews.i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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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BTC會議 生物經濟方案結論 議題二、醫療器材

二、調和醫療器材相關法規

以縮短商品化時程

‧ 重新檢視生技新藥條例醫材認定適用範圍， 修訂條文內
容應諮詢產學研專家意見

‧ 建立與國際調和之醫療器材專法，且應考量最適我國產
業發展立法方向，並強化創新醫材專業審查能力

‧ 增加臨床醫師投入醫療器材研發之誘因機制

‧ 研議有利快速育成智慧健康醫材服務產業之新創法規

‧ 針對國產醫材設立綠色通道，加速國產優良醫材上市時
程

http://mdnews.i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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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BTC會議 生物經濟方案結論 議題二、醫療器材

三、強化利基醫材行銷推動

提高國際競爭力與能見度

‧ 推動聯盟或旗艦公司，強化產業研發創新能力與市場行銷能量
，促進既有醫材公司轉型與永續經營

‧ 整合產業界能量與跨部會資源，制訂有效推廣方案，提高醫材
商品化國際能見度（Branding Taiwan）

‧ 藉由經費補助或制度建立，鼓勵臨床醫師試用國產醫材，並將
臨床數據於國際發表，以增加優良國產醫材之國際能見度與醫
院採用信心

http://mdnews.i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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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BTC會議 生物經濟方案結論 議題二、醫療器材

四、結合ICT技術能量，投入智慧健康醫材研發

發展智慧健康醫材產業

‧ 針對目標族群投入智慧健康醫材開發

‧ 朝向客製化，開發穿戴式智慧健康醫材與智慧輔助功能
醫材關鍵技術暨服務平台開發

‧ 打造智慧化生活環境驗證場域，加速創新智慧照護醫材
的應用驗證

‧ 加強顧客市場的行為研究(customer behavior) 與完善
的營運模式

http://mdnews.i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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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BTC會議 生物經濟方案結論 議題二、醫療器材

五、建立智慧健康服務與醫材產業驗證平台，

運用解決方案輸出 帶動智慧健康醫材市場

‧ 研發應用端全方位服務需求之技術與平台，提供產業界
發展高值化之智慧健康服務系統

‧ 研發高效能軟體與整合健康服務系統，配合場域實證關
鍵技術優化服務方案

‧ 推動健康服務、產品、系統廠商跨業合作，透過示範場
域建構創新營運模式，帶動智慧健康產業發展

http://mdnews.i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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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BTC會議 生物經濟方案結論 議題二、醫療器材

六、結論

‧加速推動高附加價值醫療器材開發，完善產業環境建構及
培育國際品牌，促進台灣醫材產業進入全球產業鏈，帶動
台灣成為全球創新醫療器材發展重鎮。

‧強化台灣醫療器材製造業服務化，連結ICT技術及創新加
值，育成智慧健康與醫療服務新興產業，以服務帶動製造
業銷售。

http://mdnews.itri.org.tw/



MD NEWS

2015 BTC會議 生物經濟方案結論 議題二、醫療器材

http://mdnews.i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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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立於1996年

 【MD News 醫療器材報導】創刊自1996年。19年前，國內
乃至全球的生物科技和醫療器材產業剛起步，工研院深感
當時的產業環境，十分缺乏能提供國內、外醫療器材產業
資訊的刊物，於是在工研院前院長李鍾熙的指示下，於
1996年創刊，命名為《MD News 醫療器材報導》。

 當時，這是國內第一本專門報導生物科技與醫療器材產業
的媒體與刊物。

 希望能夠透過工研院生醫領域相關資源的整合，將全球生
技/醫藥及醫療器材產業的情報，及國內外研發機構的最
新研發動態，定期發送給讀者，讓讀者隨時掌握第一手的
生醫科技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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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及目標

【MD News 生技與醫療器材報導】月刊定位為一生技
/醫藥/醫材領域的產業媒體。鎖定的閱讀族群為對生
技醫藥領域有興趣的讀者/廠商。

創刊19年來，MD News深入報導、忠實記錄全球生技/
醫藥及醫療器材領域的產業動態與市場情報，堪稱華
人社群最具影響力的生技/醫材產業刊物。

 19年的耕耘，MD News的發刊頻率已從季刊變成雙月
刊，再從雙月刊變成月刊；讀者群也從台灣延伸到香
港、新加坡、馬來西亞及中國大陸等華人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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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刊19年 轉型再出發

為因應時代的趨勢、落實節能減碳、愛護地球的理念
，2012年1月開始（第150期），MD News全面e化，隆
重推出MD News電子雜誌，網站及電子報也全面改版
，行銷通路三管齊下。同時，提供完全免費瀏覽的服
務。

MD News結合擁有最多華人雜誌數位內容的「電子雜
誌發行平台」-Zinio，推出新世代的電子雜誌。包括
：商業週刊、今周刊、天下、遠見、數位時代、
PChome…等刊物，都是利用Zinio電子書平台推廣數
位內容，將實體雜誌的影響力延伸到虛擬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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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刊19年 轉型再出發

19年來，MD News 在工研院的支持下成長茁壯，也與
產業緊密連結，為了實現更遠大的目標與理想，在創
刊即將滿20年的里程碑，MD News 將自工研院獨立
(spin off)，朝向獨立產業媒體的方向邁進，持續提
供生技醫療業界第一手的產業資訊。

同時，將全面更名為Bio News 生技報導月刊，網站
及電子報也全面改版，行銷通路三管齊下。

Bio News 除了結合最多華人雜誌數位內容的「電子
雜誌發行平台」-Zinio，未來更將結合各個電子書平
台，推出新世代的電子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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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dnews.itri.org.tw/

協助公司製作企業特刊或DM進行成果
推廣及產品曝光，透過專業的採訪攝
影，設計獨樹一格的公司簡介

舉辦活動
協助辦理各種記者會、研討會及成果
發表會，並提供全程的採訪、紀錄、專
業攝影及重要人物特寫

服務內容選項

刊物代編

廣告刊登
可搭配 MD News 年度系列報導，協
助提升企業形象或產品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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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見的效益

佈蓋率
涵蓋80%的國內1,400家生技

與醫療器材領域客戶群

曝光率
積極參與每年6月 Computex 醫療電子展、
醫療展及7月生技展、保健食品展、醫學美
容展的設攤推廣。每年參與近50場國內、外
大型研討會的聚焦曝光，提供客戶最大、最
聚焦的曝光機會

瀏覽率
數位雜誌訂閱戶：22360人
網站會員：28805人；
電子報會員：27955人；

光碟訂戶：1680份

http://mdnews.itri.org.tw/

延伸率
2012年開始，MD News更與華人最大
數位資料庫-台灣學術線上與台灣全
文期刊等兩大數位資料庫合作，將
觸角延伸至其他華人社群，包括：
中國、香港、馬來西亞與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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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宣傳途徑

合作媒體包
括：聯合書
報攤、東協
財經雜誌、
錢潮雜誌。

BBA(BIO business 
Asia)、國內外數百
場研討會。

媒體通路
策略聯盟

展覽

經銷通路
MD News網站

研討會

網站banner、訊息交換、電子報

華文生技網、台北電腦
公會、博客來、硬式酷
兒、pchome…等。

7月生物科技展、6月醫
療展、醫學美容展、保
健食品展、6月COMPUTEX 
TAIPEI 

醫學公協會共16家、財團法人單
位共16個、貿協、 政府單位10個
部會、小分子藥物、高階醫材、
複合醫材、數位X光、IVD聯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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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聽人分析

http://mdnews.i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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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的商機媒合平台

每年近百場的生技/醫材採訪行程
及6.7月的醫療展/生技展與BBA商機媒合

透過 MD News 聚焦曝光
提升企業形象及最佳的媒體曝光

年度系列報導、封面故事、
特別企劃搭配公司或產品報導

為您累積豐沛
人脈，找到國
內外合作對象

http://mdnews.i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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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刊登價格表

MD News
電子雜誌版面價格

優惠價 免費贈送MD News網站banner
廣告1~3個月 (小Box 

150*150)

特殊頁
（封面裡/封面裡對

頁）

70,000 免費贈送MD News網站banner
廣告3個月 Free!!
價值15,000元

封面故事以前彩色內
頁（前30頁版面）

50,000 免費贈送MD News網站banner
廣告2個月Free!!
價值10,000元

封面故事以後彩色內
頁

（30頁以後版面）

30,000 免費贈送MD News網站banner
廣告1個月Free!!
價值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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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刊登價格表

【電子報】數位廣告方式 一個月 一季(3個月) 一年 規格pixel

電子報廣告Banner
（特大BOX）

12,000 34,000元 120,000元 864*286

電子報廣告Banner
（大BOX）

10,000 28,000元 100,000元 648*286

電子報廣告Banner
（中BOX）

8,000 23,000元 80,000元 432*286

電子報廣告Banner
（小BOX）

5,000 14,000元 50,000元 216*286

【網站】數位廣告方式 一個月 一季(3個月) 一年 pixel

網站廣告Banner（大BOX） 10,000元 28,000元 100,000元 660*120

網站廣告Banner（中BOX） 7,000元 20,000元 70,000元 210*100

網站廣告Banner（小BOX） 5,000元 14,000元 50,000元 15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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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項目與服務內容（範例）

http://mdnews.itri.org.tw/

 1. 活動報導（包含：合作廠商報導、相關技術介紹、研
討會活動報導），相關報導內容將刊載在MD News電子雜
誌、網站和電子報上，達到最佳宣傳效益，事後並依據客
戶需求寄送光碟給重要客戶、目標客群和長官等標的。

 2. 活動的事前規劃與宣傳（相關廠商、長官、相關公協
會、學校的牽線與拜訪、eDM設計與發送、研討會活動宣
傳），同時，也將同步在MD News網站和電子報中刊出相
關訊息。

 3. 研討會的規劃與執行（包含：議程、主持人、講者的
安排、媒體的邀請與聯繫、資料收集、產業名錄、會後資
料整理）；同時，贈送每個主協辦單位、合作廠商MD 
News 光碟一年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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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dnews.itri.org.tw/

合作企劃案( 範例 )
主題 馬偕醫院整合行銷專案

提案日期 2015/04/1

提案對象 馬偕醫院育成中心
朱惠菲經理

提案人 冠碁生技工作室 曾瑜檜
（MD News 簽約廣告代理商）

預計經費 50萬元

合作內容規劃建
議

1. 協助規劃/設計DM或特刊（內容/數量/呈現方式可由客戶決定）

2. 可協助馬偕醫院辦理各種宣傳記者會、研討會及成果發表會，

3. 提供全程採訪/紀錄/專業攝影及重要人物特寫。

優惠方案 1.若以一次簽約、統包的方式（約總計5頁，含整體形象包裝報導、照片、
文章版權費用部份）。

2.可依客戶需求於特定活動/場合協助印製DM或特刊，費用部份採實支實付，
使用MD News 封面酌收1.5萬元的權利金。

年度報導規劃內
容

馬偕醫院整體形象包裝報導，由馬偕擇定主題，MD News負責規劃與執行。
媒體宣傳部分完整包含活動的前（事前的宣傳、預告）、中（內容主
題的呈現）、後（活動報導、成果介紹），達到最大的宣傳效益。

（1）躍升全國最佳醫療機構-馬偕醫院整裝再出發

（2）培育未來生技界台積電的搖籃-馬偕育成中心

（3）每月介紹一家生尖兵-馬偕醫院創新 育成中心-企業巡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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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廣告刊登優惠方案

 MD News 在2012年1月，正式轉型為數位電子雜誌，堪稱
是創刊16年來最大的改變，加上網站及電子報的重新改版
， MD News將進入前所未有的大格局。

因此，客戶只要在推廣期間（2015年底前）刊登廣告，便
可以參加「要五毛 給一塊」的優惠活動，只要在MD News 
數位雜誌刊登廣告，將可以同步在電子報和官方網站上曝
光，「要買要快 錯過不再」。

若需要印製紙本特刊或廣告DM進行推廣 ，本刊將提供全
套服務，並以最優惠合理的價格服務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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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封面主題規劃

http://mdnews.itri.org.tw/

一月（期） 二月（期） 三月（期） 四月（期） 五月（期） 六月（期）

糖尿病百億
市場大
餅，獎
落誰家?

尋找台灣最
具競爭
力的藍
海-農業
生技（
養殖科
技 技冠
全球?）

回顧2012
展望2013
（2013生技

醫材產
業趨勢
剖析）

1.東協起飛
台灣搶搭亞

洲新興市
場子彈列
車？

2.引爆遠距
照護新錢
潮

創新醫材讓
法規疲於
奔命？生
醫材料

藥物制放商
機 一年
逾800億
美元？

七月（期） 八月（期） 九月（期） 十月（期） 十一月（期） 十二月（期）

不容忽視的
國防工
業-疫苗
開發 台
灣有競
爭力?

智慧型醫電
-延續台
灣的BT
競爭力
？

站上全球醫
藥舞台
的入場
券-中草
藥（植
物新藥
是否有
明天）

連FDA都為之
驚嘆-複
合醫材

生技學名藥
引爆全球
醫藥市場
洗牌效應
？

早期發現早
期治療-
數位影像
診斷醫材

讓病徵無所
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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