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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電療產品與市場概況 
    

用電來治療疾病已經有好幾個世紀的歷史。早期的電療主要是用

來治療麻痺，隨著對電生理學的研究愈多，電療產品的應用也愈廣。

本章主要詳細介紹電療產品之運用範圍，並探討相關巿場的發展潛

力。 

 

第一節、 電療產品運用領域 

 

如以與人體接觸程度來分，電療產品可分為植入式與非植入式。

植入式為小型、精密之儀器深入人體組織，例植入心臟為心律調節

器、植入腦葉可治痙攣、植入胃以為減肥之目的等，均為植入式之電

刺激器。而非植入式之電刺激器，主要是透過電極片與皮膚的接觸，

來傳導電流，以達治療之目的。植入與非植入雖都是電療的應用，但

因植入牽涉到滅菌、外科手術，因此產業進入障礙高，而非植入式之

電療產品，由於安全性高，一般用於物理治療，可由專業物理治療人

員操作，亦可由病患自行操作，作為居家、隨身治療之用。 

 

由於植入式電療產品需要外科手術操件，產品精密度高，不在本

論文探討範圍。因此本節將只討論非植入式、可攜式、可由使用者自

行操作之居家電療產品之運用。 

 

  電療產品具備各種功能，且由於電流低、安全性高、無副作用，

所以運用領域廣，產品也極為多樣性，不論是西方醫學、中醫針灸、

運動界、美容界，不論是治療用，還是僅止於促進身體機能的預防保

健，均可以找到相關電療產品的使用。茲將電療產品在不同領域之應

用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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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方醫學對電療產品之應用 

依據電生理學之理論研究與發展，在西方醫學界，電療產品用途列於

表3-1： 

表3-1 電療產品之使用目的與理論依據 

使用目的 理論依據 使用效果 

 

止痛 

(王淑芬，2001) 

* 使用電流刺激神經，可以關閉疼痛神經

將痛覺傳導至腦部，因而可以止痛。 

* 電流刺激神經，可以促使身體釋出類嗎

啡物質，因而止痛 

 適用於各種慢性疼痛或

手術後的傷口止痛。 

有助於疼痛的舒緩，減

少口服止痛劑的副作用 

 

復健 

以電流刺激肌肉，引發肌肉收縮，並刺激

神經，可以用於喚醒肌肉、神經及關節受

損之功能，降低肌肉痙攣，防止肌肉萎縮

及可維持及增加關節活動力 

用於中風、意外事故、 

職業傷害等引起肢體殘

障之復健 

 

促進傷口癒

合、減少水腫 

利用電刺激，可以增加血液循環，因而可

減輕水腫及促進傷口癒合 

 

 用於慢性傷口的處理，

例糖尿病患，傷口不易

癒合等症狀 

 

經皮給藥 

利用直流電，將離子化的藥物，由電離子

穿透皮膚，將藥驅入人體， 是一種非侵

入式、不痛且無菌的給藥方式 

用來治療肌肉骨骼的發

炎、進行局部麻醉、消

除水腫、促進傷口癒

合、以及多汗症等 

 

肌電回饋、 

測肌肉耐力 

肌電回饋是用儀器將人體內控制肌肉收

縮的肌電訊號，經過收集後再經過一連串

電子訊號處理，轉換成數字訊息回饋給使

用者，以做為診斷與治療的依據，心電圖

即是肌電回饋的應用 

復健病患治療前，先以

肌電回饋測試肌肉、神

經受損情況，再決定治

療時應給予的電流強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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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運動健身領域之運用 

 

在1976年的蒙特婁奧運中，前蘇聯科學家 Yadov M. Kots使用

神經肌電刺激，配合主動運動，訓練前蘇聯奧運代表隊。這個訓練方

式通常為蘇聯技術(Russian technique)。Kots指出，這個技術的運

用，可增強運動員的肌力，且比單獨使用運動訓練，增加百分之三十

至四十。從此，引起了西方科學家的興趣，並開始研究。現今，西方

國家在運動界廣泛使用肌肉電刺激，以強化肌肉，增加肌肉的耐力。 

 

晚近，更整合以上所有醫療界的研究及臨床理論，設計出適於

運動界使用的機型。例如先運用肌電回饋，判讀肌肉的強力與耐力，

次以神經肌肉電刺激加以補強。機器內亦設計好各種有效功能，可用

於治療因運動傷害所引起的慢性疼痛，或用於肌肉神經的復健，詳細

說明如表3-2： 

  表3-2 電療用於運動界 

電 療 用 於 運 動 界 

用於訓練 

(Training) 

用於運動傷害 

(Injury) 

用於恢復肌肉疲勞 

 (Relaxing) 

止痛 復健  

運用肌電回饋原理

找出需強化之肌肉

的耐力 

            

使用肌肉刺激器， 

或強化肌肉耐力， 

或增強肌肉爆發力 

  

 運用神經電刺

激器，阻斷神經

傳導，達到無副

作用的止痛效果 

 

運用肌肉刺激器， 

恢復受損之肌肉 

的功能 

 

運用各種電流變 

數，設計出舒適 

的電流輸出，以促 

進血液循環、 

減少腫脹、迅速 

恢復肌肉疲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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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容領域之運用 

在追求活得長壽與身體健康的同時，如何維持年輕與美麗，亦成

為生活品質與健康與否的指標之一。因此，隨著嬰兒潮逐漸老化，美

容產品的需求日益廣大，原為醫療使用的產品，逐漸為美容界所應

用，以醫療級美容用品應運而生。電療產品運用於美容界，可以刺激

肌肉達減肥效果，或與保養品結合，運用離子導入原理，讓保養品發

揮最佳效果，或用於臉部肌膚按摩，用以除皺防老，茲將主要的三種

訴求列於表3-3： 

表3-3 電療用於美容界 

電療用於美容界 

減肥 美容保養品的導入 除皺防皮膚老化 

以肌肉刺激，可以結 

實鬆弛的肌肉，達到 

雕塑身材減肥的功效 

運用上述經皮給藥之原理， 

將美容保養品予以離子化， 

再用電刺激將保養品驅入皮 

膚深層組織，促進皮膚吸收。 

尤其東方國家，喜愛美白， 

因此用離子導入方式，去除 

黑斑，增加皮膚白晢的使用 

訴求，極為風行。  

以電刺激，可增加 

血液循環的醫學 

理論，訴求以微弱 

電流刺激皮膚，可 

增強皮膚抗老化 

的能力。 

 

備            註 

電療用於減肥，爭議極

大，正確說法應是刺激肌

肉，以達緊實效果，但 

“縮小”(Slim) 與 

“緊實”(Firm) 

兩種用語界線模糊。 

以減肥為訴求，在美國與

台灣，圴受法律限制。 

   

* 美白離子導入需與保 

 

養品搭配銷售，異業合 

作較為複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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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醫針灸對電療產品之運用 

在中醫針灸方面，主要是將電療產品結合中醫的穴道、針灸與

經絡等理論，用於檢測、治療與輔助。在我國，針灸治療各種疾病己

有幾千歷史，近年國外亦漸漸使用針灸治療，但因針灸屬侵入性療

法，需專業人員操作，無法居家個人使用，而電療若使用於穴位，可

得與針灸相似之效果，而且不必札針，安全無虞，是居家個人使用最

好的電子針灸器，茲將運用針灸理論而發展出之電療產品說明列於表

3-4： 

表3-4 電療用於中醫針灸 

電療用於中醫針灸 

經絡檢測儀（檢測穴位，以

評估身體健康狀況） 

 

電子針灸 

 

經皮給藥 

運用肌電回饋的理論，檢

測各穴位點之阻值，並結

合中醫能量平衡的理論，

經過電腦的判讀，用以判

定身體各部分的健康狀

況。目前已有醫院、診所 

的中醫部，使用此儀器代

替把脈，以科學化的數

據，提出更具說服力的診

斷。而配合國家中醫科學

化的產業政策，國科會亦

有專門的研究人員，致力

於發展與改進此儀器。在

大陸，則已有商品，運用

此原理於平衡血壓。 

低頻的電刺激器，在東方

亦稱為電子針灸器，亦即以

微弱電流取代扎針，來刺激

穴位。電子針灸的效果雖不

如扎針，但因為非侵入式，

使用安全方便，除了少數人

有使用上的限制外，一般人

均能隨時隨處使用。 

 

中國醫藥學院的中醫

系，也做過臨床研究，以電

子針灸器刺激特定的穴位

來治療糖尿病及乾眼症。 

(曾國烈，2001) 

長庚醫院的中醫

科，已將部分中藥

離子化，配合電離

子導入器，專門治

療骨傷科 及疼痛

病患。 

（郭文華，200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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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可見電療產品的應用範圍極廣，且極為多樣性。不論

中、西醫領域，不論是正規的醫療體系，或是體育、美容界，甚至民

眾一般保健強身，都可以找到相呼應的電療理論，開發相關的產品。 

 

 

第二節、 電療產品之巿場潛力 

 

本節將延續上一節，進一步探討電療產品運用最為廣泛的止痛、 

復健、美容健身、中醫針灸等巿場目前的需求情形，以了解電療產品

在這些領域的巿場潛力。 

 

    不論是止痛、復健或美容健身，巿場的成長，都與人口老化息息

相關，因此在討論這些巿場之前，了解人口老化的數據與結構，有助

於釐清這些巿場的潛力。 

 

一、人口老化趨勢 

 

拜科技之賜，人的壽命越來越長，由老年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逐

年增加，可見人口老化已成趨勢，以台灣而言，1980年時，老年人

口只佔4.2%，但到2000年時，老年人口已達總人口的8.4%，二十年

中老年人口成長一倍，預估到2025年時，老年人口將高達台灣總人

口的16.5%，如表3-5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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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主要國家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百分比    

1965年 1980年 1995年 2000年 2025年 增加百分點 ％ 國別 

 ％ ％  ％  ％  ％  1965-1995 1995-2025 

台灣 2.6 4.2 7.5 8.4 16.5 4.9 9.0 

日本 6.3 9.1 14.5 17.2 27.4 8.2 12.9 

德國 12.5 15.6 15.2 16.0 22.9 2.7 7.7 

法國 12.1 14.0 14.9 15.7 21.3 2.8 6.4 

英國 12.0 15.1 15.5 15.3 19.0 3.5 3.5 

美國 9.5 11.3 12.6 12.4 18.1 3.1 5.5 

資料來源: 劉大和 (2001)。 

 

老年人口的增加，對醫療需求亦會增加，以全世界人口老化最嚴重之

國家–日本為例，歷年個人保健支出成長率均遠高於經濟成長率，如

表3-6所列：(馮? 嘉，2002) 

表3-6 日本人口老化、經濟成長與醫療保健之比較 
平均國民所得 個人保健支出 

年度 
經濟 

成長率% 

醫療支出

佔GDP% US$ 
與前一年 

相較(%) 
US$ 

與前一年 

相較(%) 

1991 3.1 5.9 28122  1165   

1992 0.9 6.5 30580 8.7 1275 9.4 

1993 0.4 6.4 35069 14.7 1366 7.1 

1994 1 6.7 38453 9.6 1459 6.8 

1995 1.6 7 42186 9.7 1631 11.8 

1996 3.5 7 37347-11.5 1699 4.2 

1997 1.8 7.2 34215 -8.4 1831 7.8 

1998 -1.1 7.1 31184 -8.9 1735 -5.2 

1999 0.7 7.4 35537 14.0 1852 6.7 

2000 2.4 7.8 37441 5.4 2012 8.6 

資料來源: 劉大和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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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老年人口的增加，生育率卻一直在下降，表3-7為主要國

家的老化指數1，台灣與西歐先進國家的平均家庭生育率都早已小於

二，也就是說年輕人，平均必須照顧超過一個以上的老年人。2 

 

表3-7 主要國家老化指數： 

年別 中華 

民國 

日本 南韓 新加坡 美國 德國 英國 法國 

1992 26.4 76 21.7 25.5 57.5 81.9 56.0 92.0 

1993 28.2 81.1 22.7 26.0 57.6 81.2 56.8 93.3 

1994 30.2 86.1 23.9 26.5 57.6 80.9 58.0 94.5 

1995 32.1 91.2 25.2 27.5 57.9 81.2 59.6 96.3 

1996 34.0 96.6 26.9 28.3 58.1 81.5 61.0 96.9 

1997 35.7 102.0 28.6 29.0 58.1 81.5 62.1 97.5 

1998 37.6 107.6 30.4 29.9 58.1 81.7 62.4 98.8 

1999 39.4 113.0 32.3 30.7 58.0 81.6 63.9 101.3 

2000 40.9 119.1 34.3 32.7 58.1 82.3 64.8 103.2 

2001 42.3 125.1 36.3 32.3 58.4 83.4 67.4 106.4 

資料來源: 內政部統計處。 

 

日本在全世界先進國家中老化指數最為嚴重。壽命的延長，固然增加

了相關的醫療需求，但另一方面，出生率的降低，代表生產者減少、

消費者增多、扶養比率提高，如表3-8所示。不管社會福利制度如何

分配資源，老人安養都是先進國家難以承受之重，這種趨勢嚴重影響

各國社會福利的支出，整體健康保險體系若不調整，必將崩解。 

                                                 

1 老化指數係指65歲以上人口占0~14歲人口比率。 
2 例如父母親生育兩個小孩，長大後，兩個孩子各養一個父或母，但如只生養一人，則此獨生子
女即需同時奉養父母兩人。所以一個國家生育率小於二，老化指數會更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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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8 年齡結構及扶養比 

1995年 2025年 

年齡結構 

(%) 

年齡結構 

(%) 

國別 

20-64 

(2) 

65+ 

(3) 

老年人口 

扶養比(%) 

(3)*100/(2) 

生產者與 

退休者之

比 20-64 

(2) 

  

65+ 

(3) 

   

老年人口 

扶養比(%)  

(3)*100/(2)

生產者與 

退休者之

比 

台灣 59.1 7.5 12.7 7.9:1 63.0 16.5 26.2 3.8:1 

日本 62.7 14.5 23.1 4.3:1 55.4 27.4 49.5 2.0:1 

德國 63.3 15.2 24.0 4.2:1 58.8 22.9 38.9 2.6:1 

法國 59.0 14.9 25.3 4.0:1 56.4 21.3 37.8 2.6:1 

英國 58.8 15.5 26.4 3.8:1 52.5 19.0 36.2 2.8:1 

美國 58.1 12.6 21.7 4.6:1 54.8 18.1 33.0 3.0:1 

資料來源: 劉大和 (2001)。 

 

根據日本厚生省國民醫療費用的估算顯示，2000年與2010年之老年

照護佔醫療總經費之比例，會由34.2%提高至41.2%，依表3-9所示，

十年間，老人照護醫療經費將增加七個百分點，速度驚人。因為人口

的老化，對老人醫療照護費用的大幅增加，將形成國民經濟的沉重負

擔。(吳至中，2002) 

表3-9預估未來十年日本之老人醫療照護成長率 

 國民醫療費用 老人醫療費用 老人照護佔醫療

總經費 

2000 38兆日圓 13兆日圓 34.2% 

預估2010年 68兆日圓 28兆日圓 41.2% 

資料來源：國貿局即時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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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止整體健康保險體系因人口老化的必然趨勢所造成的崩解， 

各國政府紛紛依兩個方向調整醫療政策的重點: 

 

1. 縮減健保給付範圍： 

健保縮減的範圍，主要以住院及昂貴之醫療器材為裁減對象，並

鼓勵居家自我照顧，以減少醫療支出，這個趨勢對開拓居家治療

慢性病痛、復健的電療產品巿場極為有利; 

 

2. 醫療政策不再置於生病的治療照護上，而將重點轉變為疾病的預 

防及健康促進的工作上。由於醫療政策轉向健康的促進，屬於運 

動健身的電療產品亦有益巿場擴展空間。 

 

而不論是健保縮減或醫療政策轉向為以疾病預防及健康促進，均

有利於電療產品的發展。因為一方面保險給付的縮減，促成住院的縮

減，居家止痛復健的醫療器材需求必定增加。另一方面，由於疾病的

預防及健康促進為醫療政策發展方向，用於運動及中醫理論的電子針

灸等電療產品，必定有更多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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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止痛、復健巿場探討 

 

在歐美，電療產品用於理療診所及復健中心，主要為止痛及復健

等疾病的治療。 

 

(一)、歐美疼痛、復健醫療現況與電療產品的使用情形： 

 

「慢性疼痛」為美國成本最高的健康問題，由表3-10所列的醫

療數據，可看出美國疼痛巿場的需求情形： 

表3-10 美國疼痛巿場需求 

慢性疼痛 估計患病人數 醫療支出（包括處

方、非處方及手術診

療費） 

下背痛 約有500萬人口，其中

約有２00萬人嚴重到無

法工作 

 

5億美元 

頭痛 至少4000萬人有慢性、

複發性頭痛 

 

4億美元 

顏面痛 750萬人 10億美元 

關節炎 200萬人     4億美元 

慢性神經痛 4000萬人 30億美元 

癌症病患 800萬人 120億美元 

除了以上的醫療保健支出外，因為以上這些疼痛疾病，每年更

導致約損失5.15億個工作天，預估經濟損失高達 1000億美元。 

資料來源：Medical Data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Technology Report, U.S. market for pain 

management products, Report RP821922, June 1999及 Business week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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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因為疼痛耗費醫療資源太多，所引起的經濟損失過大，因此歐

美在疼痛治療領域不僅有專科醫師，更有整合心理及復健的專業治療

機構，透過心理諮商、藥物、理療器材、正確活動姿勢的教導等，來

幫慢性疼痛病患學會控制疼痛，重回工作崗位與正常生活。(Max, 

1999) 

 

根據Frost & Sullivan 公司的調查資料顯示，美國復健器材巿

場規模，自1997年起，每年成長率均在7% 以上，且產業發展趨勢

為居家使用為主，如圖3-1: 

 

圖3-1美國復健巿場規模 

 

 

 

 

 

 

 

 

資料來源：王芸(2002)，醫療器材報導。 

 

基於電療產品的安全性、可攜性、無副作用等優點，透過這些專

業的醫療人員與機構，在治療期間，視需要，醫療人員會以處方箋的

方式，申請電療產品的醫療保險給付，由保險單位免費提供電療產品

給病患，病患可居家自行使用，如此可降低病人的求診次數及避免因

止痛藥物的濫用引起的副作用而造成更大的醫療浪費。美國巿場，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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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電療產品約為US$275 million3。 

 

而在歐洲，更因民眾對電療產品的普遍認識，亦可不經醫師的處

方箋，即可由藥房通路逕行租用或購買。 

 

(二)、台灣疼痛醫療現況與電療產品在疼痛領域的使用情形： 

   

台灣有三分之一 (約650萬)人飽受慢性疼痛之苦，其中因疼痛

完全不能工作成為殘廢或半殘廢，每年因為疼痛所花費的治療費高達

台幣2600億，並造成700萬個工作天的損失，換算成財務損失，則

高達1740億，龐大的醫療費用形成健保的一大負擔。 

 

但令人驚訝的是，相較於歐美對疼痛治療的專業情形，台灣對疼

痛疾病的治療卻極為忽視。根據一份台灣疼痛治療十年發展史與現況

調查(洪慧靜，1998)顯示，台灣95家教學醫院僅冇25家設有疼痛門

診，且疼痛科之營運呈現低利潤及瀕臨虧損狀況，疼痛治療之所以在

台灣發展不良，主要的問題為： 

 

1. 醫界之疼痛教育未普及以及疼痛教師奇缺：國內僅有國防醫學

院單獨開立一個選修學分的疼痛醫學課程，其他醫學院則在麻

醉學或其他課程中含有疼痛醫學，甚至有一家醫學院完全沒有

教授此課程，顯示國內醫師缺乏疼痛醫學教育之嚴重性。目前

國內也並無一所醫院於疼痛醫療進行醫學訓練課程，使有心往

疼痛醫學領域探討研究的醫師，也面臨無師可學的窘境; 

 

2. 專科醫師定位不明：疼痛之成因與治療複雜，在國外均由相關

                                                 
3 資料來源：www.compextechnology.com， 美國 Compex Technology 2001年公司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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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醫師成立疼痛治療中心，但國內目前幾乎全由麻醉科醫師主

導，缺乏專門之醫師; 

 

3. 健保給付項目過少或不給付：而由於上述的專科醫師定位不

明，更使得衛生署不承認疼痛科之治療，給予的給付項目很

少，民眾看疼痛門診時，許多治療項目必須自付，因之形成看

診人數少，疼痛科成為虧損科別; 

 

4. 由於民俗療法的盛行，民眾對於肢體上的疼痛，習於尋找民間

推拿、針灸、按摩師等民俗治療，而少於求診於正規的醫療體

系。 

 

  基於上述各項因素形成惡性循環，使得疼痛治療在台灣的研究與

發展，均嚴重受限，因之形成醫療浪費與社會經濟成本的損失。中華

民國疼痛醫學會正朝改進上述各項不利因素，致力於改善及發展台灣

的疼痛治療醫學。 

 

  由以上之分析，可知電療止痛在歐美是透過醫師及物理治療師推

薦給病人使用，而在台灣，由於疼痛門診不普遍、健保醫療不給付等

情況下，醫師顯少主動推薦病患購買、使用電療產品，一般民眾亦不

了解有此項副作用少、安全、效用又高的電療儀器來作居家止痛治

療。所以電療產品在台灣之使用，相較於國外，並不普遍，民眾對此

產品亦極為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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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運動健身、減肥之巿場潛力 

 

在歐洲國家，可不經醫師處方，不受法規約束，即可於任何電視 

購物頻道或運動器材商店，購得使用於運動健身、減肥等電療產品。

在歐洲，電療產品的運動減肥巿場一年可達美元475百萬元4。 

 

在美國，雖然以運動健身、減肥為訴求之電療產品管制嚴格，但

多家公司，仍不畏觸犯法律，將電療產品以減肥產品廣告行銷，自

2001年8月至2002年5月，十個月中，估計銷售額達美金3億。後

因美國FDA接獲消費者之控訴，而向這些違法公司提起訴訟，經法院

判決，這些銷售公司必須無條件接受客戶退貨，客戶並得要求退還貨

價的3倍。5 

 

美國法律偏重保護消費者(吳至中，2002)，因此，企業甘冒犯法

之風險，而於巿場銷售減肥的電療產品，可見減肥巿場需求之潛力。 

 

影響運動健身、減肥巿場的重要因素，除了人口老化、壽命增長

為追求健康外，國民所得提高，亦會促進運動健身巿場需求的成長,

如表3-12顯示1996-2000年美國運動健身器材成長情形。原因有二，

一為國民所得增加後，休閒娛樂的需求亦增加，二為生活富裕所造成

的肥胖問題，逐漸影響到健康，因此對運動健身，以維持身材的巿場

需求逐日增加。以台灣為例，表3-11為台灣的國民所得與民間娛樂

消遣教育及文化服務費6亦同步增加： 

 

                                                 
4資料來源：www.compextechnology.com， 美國 Compex Technology 2001年公司年報  
5 除了賠償貨價3倍外，還有購買者會提出各種證據，要求精神的賠償損失，目前此三家公司尚
有多件要求精神賠償的訴訟案在進行。  

6 我國國民所得及支出之分類，將民間娛樂消遣教育及文化服務消費編於同一項下，而運動支出 
歸類於娛樂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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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1台灣國民所得增加與民間娛樂消遣教育及文化服務消費之關係 

 

年度 

經濟成長率 

  (%) 

平均每人

國民所得 

(NT$) 

與前一年

比較之增

加率 (%) 

民間消費 

(NT$/百

萬) 

消費支出

成長率

(%) 

醫療保健

費用佔消

費支出(%) 

娛樂消遣教育及

文化服務費佔民

間消費 (%) 

1981 6.16125,263 3.8075,072 2.70 5.07 12.80 

1982 3.55128,310 2.2277,502 3.24 5.20 13.05 

1983 8.45137,050 6.9182,032 5.85 5.05 13.13 

1984 10.60150,769 10.0189,000 8.49 5.09 13.84 

1985 4.95156,783 4.1493,090 4.60 5.17 14.26 

1986 11.64179,176 11.3499,074 6.43 5.17 14.27 

1987 12.74200,141 11.06109,414 10.44 5.14 14.49 

1988 7.84214,161 7.13122,509 11.97 5.21 15.23 

1989 8.23229,572 6.79136,427 11.36 5.35 15.14 

1990 5.39239,308 4.38145,459 6.62 5.97 15.88 

1991 7.55254,188 6.37154,433 6.17 6.64 16.26 

1992 7.49270,106 6.23166,582 7.87 6.90 16.59 

1993 7.01286,272 5.67178,437 7.12 7.07 17.13 

1994 7.11301,569 5.84191,795 7.49 7.00 16.77 

1995 6.42314,074 5.41200,872 4.73 7.65 17.10 

1996 6.10333,948 5.08212,267 5.67 7.87 17.27 

1997 6.68353,228 5.37225,685 6.32 8.06 17.60 

1998 4.57368,685 3.30238,204 5.55 8.24 17.63 

1999 5.42379,533 4.74248,998 4.53 8.55 18.34 

2000 5.86389,637 5.53259,227 4.11 8.53 18.95 

2001 -2.18380,045 -2.32260,116 0.34 8.90 19.23 

2002 3.54391,087 3.58263,725 1.39 9.20 19.18 

資料來源: 中華民國統計年鑑91年 (經濟部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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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2美國健身器材1996-2000年市場規模及歷年成長狀況 

單位:億美元 

家用市場 商用市場 合計 年度 

銷售值 成長率 銷售值 成長率 銷售值 成長率 

1996 22.40 - 4.50 - 28.90 - 

1997 26.80 9.84% 5.00 10.00% 31.80 10.03% 

1998 27.95 4.29% 5.75 15.00% 33.70 5.97% 

1999 27.70 -0.89% 7.00 21.74% 34.70 2.97% 

2000 29.50 4.87% 7.50 7.14% 36.55 5.30%  
   

資料來源:徐慶昇 (2002)。 

 

  經濟的成長、國民所得的增加，均改變國民的生活方式，對運動

休閒的支出顯著增加，再加上人口老化，迫使政府改變醫療政策，以

健康的促進為醫療政策的重點，因此運動休閒巿場的需求有增無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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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醫針灸巿場潛力 － 電子針灸器 

       

在日本及中國大陸，電療產品的另一名稱為電子針灸器，應用穴

位的理論，以電療刺激器取代扎針，是普遍為大眾使用的保健器材。

使用電子針灸器之治療效果雖無法百分之百等同實際的針灸，但因可

免札針之痛與恐懼，安全性又高，一般用來做為個人居家自行刺激穴

位，以治療各種疼痛、減肥、改善血液循環、促進健康等。 

 

事實上，電子針灸器有其巿場潛力，因為不只大陸地區，早已將

中西醫療法整合，就是在西方先進國家，根據WHO的調查，針灸的使

用人口也越來越多，例在德國，有77%的醫療單位建議病人使用針灸

治療疼痛，在美國，NIH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曾於1997年11月5日

在其針灸聽證會中，宣稱： 

 

1. 針灸對成人手術疼痛控制及化學療法引起之噁心、嘔吐有效 

對於肌肉痛、肌膜痛、網球肘有助益療效；對氣喘、藥?、戒 

煙可用針灸做為其治療療程之一; 

2. 針灸治療的副作用低於藥物治療或其他的醫療療程; 

3. 數據足夠支持某些針灸療法和一些西醫療法同樣有效。 

 

而WHO也認可針灸療法可使用於43種適應症，包括頭痛、頸痛、

月經痛、下背痛、肌纖維痛、骨關節炎、中風、妊娠嘔吐、藥癮、呼

吸道疾病、泌尿道疾病、更年期障礙、網球肘、憂鬱症、顏面痛等等。 

 

由上可知，針灸治療各種疾病在世界各地已被廣泛採用，甚至美

國、德國均已列入健康保險給付項目(呂瑞梅，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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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台灣，雖然中國醫藥學院做過許多臨床實驗、發表過多篇論

文，證明電療產品等穴位物理療法可改善或治療多種疾病，例乾眼

症、糖尿病等。但因中醫在台灣不受重視，所有以穴位治療的電子針

灸器為訴求，亦不為我國法規所許可。 

 

傳統醫學已越來越受重視，如何將傳統醫學融入現代的西方主流

醫學中，是未來的趨勢。 

 

2002年5月16 日，世界衛生組織(WHO)在第55 屆世界衛生大

會中，發佈了史上第一份傳統暨替代醫學的全球策略報告－

「2002-2005 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學策略」，報告中指出，全球傳統

醫學巿場值每年約為600億美元，且仍在持續不斷地成長。因此WHO

將在未來數年致力於：(林綺芬，2002) 

 

1. 協助各國發展出自己的傳統醫學並整合到各自的醫療體系中; 

2. 確保傳統醫學被適當、安全且有效地使用; 

3. 提供會員國更方便地取得傳統醫學的相關資訊。 

 

我國的傳統醫學，最重要的治療方式之一即為針灸，因此如何結

合電療產品與固有的針灸理論，發展新的電療產品新應用、新訴求，

對我國的廠商而言，應是一條有潛力又值得發展的方向，但前提是必

須政府法規，對電療產品的管制鬆綁，否則少了國內巿場實際的銷售

經驗、少了消費者第一手的使用回饋，廠商很難開發出適合巿場需求

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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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台灣電療產業面臨之問題 

 

由前一節之分析，可見電療產品可開發不同功能之產品，適用於

不同的領域。而各領域均分別極具巿場開發之潛力，但台灣之電療產

業發展近20年後，不論在產品的多樣性上或巿場的佔有率上圴遠不

及國外廠商，影響原因或為台灣醫療體系運作問題，或為法規問題，

或為政府政策問題。茲將台灣電療產業在前述各潛力巿場的開發上，

所面臨之問題歸結如表3-13: 

 

表3-13 台灣電療產業在這些潛力巿場所面臨之問題 

電療主要應用領域 世界各地巿場潛力 台灣巿場發展限制 

 

止痛、復健巿場 

 

止痛是電療產品目前

在醫療體系中，應用最

廣之項目，不論美國或

歐洲，由於有醫療給

付，使用電療產品止痛

極為普遍。美國一年即

有美金275百萬巿場。 

 

台灣沒有疼痛專科醫

生的訓練、醫療體系亦

不重視疼痛的治療，疼

痛門診通常因為不賺

錢而被裁撤。 

 

運動健身、減肥巿場 在歐洲，電療產品用於

運動健身及減肥，每年

約有美金475百萬的巿

場。在美國，自2001

年起亦有條件的逐漸

開放電療產品，可以不

需醫師處方，就可以一

般運動商品販賣。 

巿場潛力十足 

台灣衛生署藥政處嚴

禁電療產品，作為運動

健身、減肥等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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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運用-電子針灸 

 

傳統醫療在世界各地

均重新受到重視。世 

界衛生組織甚至將傳

統醫療如何納入目前

的主流醫療，作為未 

來的工作重點。 

而中醫的針灸，不但 

在世界各地廣泛使

用，WHO也承認針灸 

可治43種病症。 

 

開發應用中醫針灸理

論的居家電療產品， 

必是電療產業的另一

利基。 

 

 

在台灣，中醫一直未受

重視。目前只有中國醫

藥大學附設醫院及長

庚醫院的中醫部，是與

西醫平行的單位。而西

醫不能開中藥，中醫不

能用西藥，更限制了中

西醫的整合。 

 

雖然中國醫學大學發

表了許多電療產品治

療改善諸多疾病，但 

亦無法廣泛為病患所

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觀台灣電療業者所面臨的這些問題，以法規限制的影響面最

大，下章將擇歐美台三地各一代表性公司為個案，比較三地的公司如

何因應法規的限制，各自採取不同的經營策略，而台灣的個案公司，

又如何因政府法規的限制，而影響公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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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歐美台三地個案公司分析比較 
 

  企業為求永續經營，公司的各項運作必須符合政府的法律規範，

加上不同的產業結構下，產業的競爭條件與環境亦不相同，因此企業

必須思考如何在不同的法規限制與產業結構下，調整企業的經營策

略，以建立企業的競爭優勢。本章即以電療產業為例，分別由歐、美、

台三地各擇一公司，比較其在三地不同的法規限制與產業不同的發展

狀況下，如何調整公司的經營策略。 

 

  本章第一節將整理政府法規限制、產業結構與企業競爭策略的相

關文獻，藉以做為本章個案分析架構的基礎。第二節起將詳細討論

歐、美、台三地的電療產業法規限制及個案公司如何選擇最適之競爭

優勢，以及分析其個別的經營績效。 

 

第一節  法規限制、產業結構與企業策略的相關文獻 

 

一、有關法規限制 

Porter (1996)指出政府影響力會對產業結構造成重大而明顥的

衝擊。最直接的，就是透過十分成熟的法規，對進入產業、競爭行為、

獲利力等關鍵變數進行規範。例如政府法規中最常碰到的形式「發照

要求」，往往會限制進入，因而形成進入障礙；或針對產品品質與安

全、環境品質、廣告銷售等訂定嚴格的規範，雖說對產品品質的嚴格

法規，有助於保護消費者，卻也因缺乏彈性，而使企業嚴重受制，減

緩產業進步。 

 

Porter(1998) 更進一步分析政府對產業規範通常分為兩類，一

類是對產品本身的規範，對產品標準設立規範將會對需求條件產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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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影響，亦會因限制過多，傷害到企業的競爭優勢。另一類則是對產

業競爭的規範。屬於這方面的規範包括產業進入障礙、價格規定、產

業結構和廠商之間的競爭形態等。規範競爭形態，必然會影響到本國

競爭的過程和形成新產業的可能形態。 

 

二、有關產業結構 

  本研究所探討的電療產業，不論在歐美或台灣，由於進入障礙不

高，小公司鄰立，產業結構屬於接近完全競爭巿場的產業結構。有關

完全競爭產業結構之文獻，本研究參考文獻如下： 

 

(一)、完全競爭巿場 

「完全競爭巿場」的特性為：（方博亮、林祖嘉,1999） 

(1). 產品具齊質性：商品完全相同的巿場，比商品具有差異性的巿 

場，競爭更為激烈 

(2). 有許多買者，每一個買者相對於巿場而言都是很小的 

(3). 有許多賣者，每一個賣者相對於巿場而言都是很小的   

      以上兩個條件，由於買賣雙方的規模都很小，個別的力量不足 

以影響商品價格。 

(4). 新的買者或賣者可以自由進入巿場，而現存的買者與賣者則可 

以自由的退出：即巿場上不允許有生產技術上、法律上或政府 

規定上的障礙阻止人們自由進出 

(5). 所有買賣雙方都擁有相同的巿場狀況訊息：所有買者與賣者對 

於巿場情況都有完全相同的訊息，包含價格、代替品及生產技

術等。由於訊息相同，每一個買者與賣者都必須面對同樣且嚴

厲的競爭。 

現實上，不可能有完全競爭巿場存在，因此「完全競爭」是「非常競

爭」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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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散型產業 

Porter (1998)指出，零散型產業 (fragmented industries)是

指一種產業，有許多公司競爭，卻沒有一家擁有夠分量的巿場占有

率。這種產業裡，通常中小型公司充斥，欠缺巿場領導者，來雕塑產

業風貌。 

 

造成零散的原因很多，大約可列舉如下： 

l 整體進入障礙低：幾乎每一個零散產業裡，都有較低的整體進入 

障礙，使得產業內有如螞蟻雄兵充斥其間。 

l 缺乏規模經濟或經驗曲線:大多數零散產業的特色為企業的主要

層面(製造、行銷、配銷或研究)缺乏明顯的規模經濟或學習曲線

現象。 

l 巿場需求殊異：某些產業客戶品味涇渭分明，對任何一種特定產

品變體的需求都很小，也找不出適當的數量來支持生產、配送、

行銷策略等。 

l 當地的法規：法規也可能是造成產業零散的主因，因為它可強迫

公司遵守非常細瑣的標準。 

 

如果能夠克服以上造成零散特性的障礙，就可能形成一個非常重

要的策略機會 – 整合的報酬可能頗高。因為就定義而言，進入這種

產業的成本既低，競爭者又弱小，幾乎如入無人之境。要克服造成零

散巿場特性的障礙，可以採取以下方式： 

l 創造規模經濟或經驗曲線：例如向上或下整合供應鏈，又例如進

行收購，創造關鍵多數; 

l 專攻特定領域：亦即巿場區隔化，再集中經營某特定領域，既可

滿足該領域顧客的需求，又可形成規模經模經濟及累積經驗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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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業策略 

    本研究參考了以下的文獻: 

(1)、有關企業策略的涵義與範疇: 

Harvery (1982) 將外在機會與威脅、廠商資源、內在價值與態

度、外部時間與政治、經濟限制，甚至社會責任限制、多國限制等因

素的均會影響策略的規劃。吳思華(1996) 在「策略九說」中，認為

策略是由企業營運範疇、內外部核心資源、事業網路等三個構面所構

成。並具體的指出「策略」代表的意義是： 

l 評估並界定企業生存利基 

l 建立並維持企業不敗的競爭優勢 

l 達成企業目標的系列重大活動 

l 形成內部資源分配過程的指導原則 

 

(2)、有關如何規劃企業策略 

企業存在的目的之一是為股東追求最大的利潤，並追求永續經營,

因此必須企業策略規劃的目的即為求在其產業環境中，不斷保持優勢

的競爭力。而優勢的競爭力從何而來? Porter (1999)指出企業規劃

其競爭優勢，可分方向為之： 

 

1、成本領導 (Cost Leadership) 

成本不單指企業內部生產、行銷、管理..等成本，亦擴及企業上、

下游價值鏈的效率。因此，如要以成本領先競爭對手，必須比較價值

鏈中每一段與競爭對手的相對成本，因此，企業要取得成本優勢，可

朝下列二方向努力： 

l 企業生產成本: 比方說規模經濟生產可以使成本遞減； 

l 重新規劃價值鏈: 比方採購、供貨、客服流程的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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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差異化 (Differentiation) 

與競爭對手差異化，來自於企業能為客戶創造的獨特價值。企業

整體的差異化來源是多重的，如技術、作業流程、服務、巿場、價格、

品質等。但差異化通常均會增加企業成本，因此「成本領導」與「差

異化」間的取捨，影響企業的發展。 

 

3、集中策略 (Focus) 

集中力量於某些特定區隔，如品質、價格、巿場、顧客等領域，

再發展成本優勢或差異化策略。 

 

波特之企業競爭優勢如圖4-1 所示。 

 

 

 

 

 

 

 

 

 

  

 

資料來源: Porter (1999), 競爭優勢  

 

圖4-1 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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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成本            差異化 

1. 成本領導         2. 差異化 

規模經濟            產品本身 

技術專利            運送體系 

優先取得原料        巿場行銷手法 

                    其他經營因素 

 

 

3a. 成中集中化       3b. 差異集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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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以上之文獻後，可將與本研究探討主題法規限制、產業結構

與企業策略之關連性，綜合整理如下: 

 

企業處於接近完全競爭巿場（或零散巿場）的產業結構中，若要

建立競爭優勢可由兩方面著手，一為創造經濟規模取得成本競爭優

勢；另一則為建立差異化以與競爭對手有所區隔。 

 

但企業在選擇採取以上何種競爭策略時，亦深受政府法規規範的

限制，如政府法規對產品規範極為嚴格，則企業不能採取產品差異化

的競爭策略，而需由創造規模經濟或服務差異化著手。但設若政府法

規對產品規範較為有彈性，則企業可以發展新產品，規劃以產品、巿

場差異化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因此，政府的法規限制左右了企業的

策略選擇。 

 

第二節 電療產業的法規限制 

 

延續上節所述，法規限制會影響企業的策略選擇，電療產業即為

一例，就電療產業而言，歐、美、台三地之法規鬆嚴不盡相同，因此

也影響了廠商營運模式與產業之發展方向。本節將就三個層面比較

歐、美、台三地法規規範之差異，包括許可的使用範圍、銷售通路的

限制、療效的宣稱管制： 

 

一、許可的使用範圍 

 

歐美台三地區之法規限制程度各不相同，例如在歐洲，電療產

品可使用於止痛、復健、美容健身或中醫，只要在產品上清楚標明操

作方式、禁忌、電源等安全資料，電療產品可以根據不同的使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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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成不同的面貌，形同一般保健用品，在巿面上自由銷售，而不違

法；但在美國，電療產品只可使用於止痛與復健兩項醫療用途，任何

其他療效宣稱，均受法律嚴格限制。在台灣，使用更受限制，只可使

用於止痛一途。歐美台三地電療產品使用許可比較如表4-1所列： 

 

表4-1歐美台電療產品使用許可範圍比較 

許可範圍 美國 歐盟 台灣 

止痛 可 可 可 

復健 可 可 不可 

美容健身 有限度開放 可 不可 

中醫理論之應用 不可 可 不可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銷售通路的限制 

 

由於歐洲在電療產品可以一般保健產品販賣，行銷通路，除了有

保險給付，可由保險單位免費取得外，在一般藥房、健身器材行、商

店賣場，甚至網路購物均可任意購得。但在美國，銷售管道，被嚴格

限制，一定要有醫師處方箋(prescription)，才可在藥房通路購得，

如要申請不需處方箋即可購得(over the counter sale,簡稱OTC)，

即必須在產品的安全設計上更為嚴格、提出臨床實驗證明、非常易讀

的操作說明書等，此種販售許可的取得並不容易。在台灣，雖不用醫

師處方箋，但亦只能持有藥商執照，才可銷售。比較列於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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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歐美台電療產品法規規範及行銷通路之比較 

 

    美國 歐盟 台灣 許可範圍 

保險 

給付 

買賣限制/ 

醫師處方之要求 

保險

給付 

買賣限制／ 

醫師處方之要求 

保險

給付 

買賣限制／ 

醫師處方之要求 

止痛 有 合格醫藥經銷/

需 

 

 

有 

無限制／無要求 無 合格醫藥經銷／

不需 

復健 有 合格醫藥經銷/

需 

 

 

有 

無限制／無要求 無  

不允許 

美容健身 

 

無 不允許 無 無限制／無要求 無 不允許 

中醫應用 

 

無 不允許 有 無限制／無要求 無 不允許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適應症 (Intended Use) 的管制 

 

申請美國 FDA 認證，是以實質比對方式取得，即新產品可以與

現有已通過 FDA 認證、1978年前已上巿之產品做實質比對，就可輕

易取得 FDA認證，但對產品標示的適應症己有明文規定，不能任意

修改。若要宣稱產品的其他適應症，則要提供嚴格的臨床實驗數據，

證明新療效、新運用的可靠性與安全性，才能取得FDA認可，通常這

樣的臨床實驗耗財耗時，不易取得，業者多不願申請新適應症、新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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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新運用，因此此產業的創新，在美國並不多見。 

 

反觀歐洲，只要產品通過相關規範的安全性測試，即可取得CE

認證，產品除在醫療使用上，必須清楚標示適應症外，產品亦可有新

運用，例用於運動、減肥，廠商只要自行委託醫療院所，作臨床實驗，

並以此作為電療產品新運用之依據即可。 

 

在台灣，核可的電療產品Intended Use 只有兩項，如要申請

加入新的 Intended Use，則需提出學理依據及臨床實驗證明，向衛

生署申請審查後，方可增列新的 Intended Use.  

 

如表4-3比較三地所核可之適應症，可看出相較於美國嚴格的規

定，在歐洲，廠商有更大的彈性與自由度，以新概念、新運用等銷售

電療產品，因此，經由改良與創新，電療產品在歐洲的使用更為多樣

性，巿場接受度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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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歐美台電療產品適應症、使用管制比較 

政府管制事項 美國 歐盟 台灣 

生產資格 GMP 廠  ISO 品保系統 GMP 廠 

產品認證 FDA 登記列名  CE 認證 衛生署查驗登記 

止痛 舒緩慢性疼痛症、手術

後止痛之輔助 

 

沒有嚴格規定 依法規

核可之

適應症 

 

復健 

 

舒緩痙攣肌肉、促進局

部血液循環、預防手術

後肌肉之僵直、肌肉訓

練、增加肌肉動力、預

防肌肉萎縮 

 

 

沒有嚴格規定 

無分止痛或復

健，產品一律標

示： 

治療肩膀酸痛、 

末梢神經麻痺 

新適應

症之申

請 

 需有嚴格之臨床實驗

數據，FDA審驗嚴格 

業者依需要自行作

臨床實驗，不需審驗 

提出學理依據及

臨床實驗證明

構，審驗嚴格 

 

資料來源：美國FDA醫療器材法規、歐盟醫療器材法規、我國衛生署醫療器材法

規、本研究整理。 

 

  由本節之比較，可知對電療產業的法規限制，台灣最為嚴格，美

國次之，而歐洲法規則允許廠商開發新產品、新應用，管理最為寬鬆

及有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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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歐美台三地個案公司之發展比較 

 

本節將各擇美國、歐洲及台灣一家代表性公司，以實際個案討論

及比較其經營的內外在環境及企業所選擇的經營策略。 

 

歐洲：Slendertone，愛爾蘭公司，Slenderton在1990年，易手經

營後，改變公司經營策略，調整產品線，營業額在1990年僅

�1.5百萬到2002年時己達� 70 百萬。由一個僅有350萬人

口的國家出發，Slendertone 在12年中，不但公司規模成長了

50倍，在歐洲也成功的建立自有品牌。 

 

美國：Compex Technology，美國最大及唯一一家以經營止痛與復健

電療產品的股票上巿公司 

 

台灣：S.K.公司，成立於1986年，是台灣最早跨入電療產業的公 

    司，雖然88-89年間，傳言公司陷入財務危機，但目前仍是台 

灣出口電療產品最大廠商。 

 

一、 歐洲 Slendertone 

 

成立時間：1990年因公司經營不善，由原零件供應商BMR公司抵債 

接手經營。初期只有員工五人。 

營業項目：製造、銷售肌肉健美帶 

產品價位：高價位，零售單價約為US$200 

公司定位：歐洲雕塑家 

販售通路：在歐洲以電視、Internet網路直接銷售、美容及運動用 

品商店。在美國，以電視廣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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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策略： 

Slendertone 公司原經營止痛復健等醫療級電療產品。1999年 

時，公司改變經營方式，將巿場聚焦在健身巿場。經由巿場調查，將

原來用於復健的肌肉電刺激器，改良成腰帶形式，用於消除小腹，初

期巿場鎖定婦女的減肥巿場，而後再推出男士用減肥腰帶。 

        

不僅在各運動用品商店、美容用品店、藥房通路等販賣，更透過 

綿密的廣告及各種行銷活動，加上網路購物的興起，Slendertone成

功的將減肥腰帶塑造成流行性商品，在英國建立知名度後，又分別在

德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荷蘭等歐陸國家、美國及日本成立分

公司。(Neary, 2001) 

 

營運成績：  

“A POUND LOST IS A POUND GAINED”，Slendertone 在 

1999-2002間，成功的在歐洲減肥巿場建立品牌知名度，在英國更獲

得許多管理、行銷與創新等獎項。表4-4顯示Slendertone的營業額

在12年當中成長了50倍。(Dromey,2000) 

表4-4 Slendertone 歷年營業額                       單位：歐元/百萬 

年度 1990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營業額 1.5 16 20.7 27 30 50 70 

資料來源：Michael J. Murphy (2002)。 

 

公司展望： 

Slendertone 於2003年4月在歐洲推出新產品，宣稱用於臀部 

及大腿，可以改善曲線，同時2003年3月亦在美國取得FDA認證，

並可不經醫師處方，在一般商店販賣。此新產品在歐洲是否會造成另

一波風潮，值得追蹤探討。Slendertone歐洲巿場經營分析如圖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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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Slendertone歐洲巿場法規限制、產業結構、經營策略及績效分析 

Slendertone擁有之
資源 

 
l 經營者原為上
游零件商，技術

無虞 

l 跟上 Internet風
潮, 發展直銷成
功 

l 巿場緊臨英國
及歐陸巿場，巿

場幅員大 

法規限制 

 
歐洲允許電療產品可不

經醫師處方，以減肥訴

求，自由販售，法規限制

不嚴格 

歐洲產業結構 

 
l 產品齊質性高 
l 進入障礙低 
l 電療產品巿場仍
以醫療止痛復健

為主，運動領域為

輔，少數產品以減

肥為訴求 
l 除運動巿場有

Compex較知名
外，減肥巿場無領

導品牌 
l 歐洲多國文化，廣
告、行銷佈建不能

一體適用，必須入

境隨俗，隨時修正 

Slendertone 策略 
 
l 區隔巿場，鎖定減肥
美容領域 

l 以流行性精品為產
品定位 

l 高價位 (約 US$200) 
l 以廣告建立公司強
勢品牌 

l 銷售管道則為 TV、
Internet、郵購等直
銷、美容用品、運動

用品店專人推薦 

建立進入障礙、 
確保長期競爭優勢 

 
l 不斷推出新訴求減肥
產品 

l 建立減肥電療產品第
一品牌 

l 與美容、運動等經銷商
合作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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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巿場之經營： 

    儘管Slendertone在歐洲已建立知名品牌，銷售成績傲人，但在

美國巿場的經營卻遭受極大的打擊。由於美國的法規不同於歐洲，所

有電療產品均屬於醫療器材，必須有醫師的處方箋，才可以購得及使

用。銷售更必須受FDA 嚴格的控管，不得隨意聲稱療效，否則即是

誇大不實的廣告，必須承擔法律訴訟風險。(吳至中，2002) 

 

1996年Slendertone時，即曾因在美國宣稱肌肉電療產品有減肥 

效果而被FDA 警告。1999年新產品減肥腰帶在歐洲上巿後，亦同步

出口至美國巿場，為解決FDA限制電療產品用於肌肉刺激，只能標示： 

(1)、舒緩痙攣肌肉; 

(2)、促進局部血液循環; 

(3)、預防手術後肌肉之僵直; 

(4)、肌肉訓練; 

(5)、增加肌肉動力; 

(6)、預防肌肉萎縮。 

 

以上六項，全適用於受傷肌肉之復健，不適用於 Slendertone產品

的減肥健身定位。因此，Slendertone以在愛爾蘭的臨床實驗數據，

向美國 FDA 提出申請，宣稱其產品係用於健康的肌肉，使用目的為

繄實 (firmer)腹部肌肉。由於FDA考量其產品設計，不會誤用，具

有安全性，因此 FDA 於2001年9月27日接受Slendertone的申請，

並發給FDA認證。7 

 

  雖然Slendertone的減肥腰帶獲得FDA 認可，但Slendertone

在美國巿場經營仍然失敗，原因是另有三家美國本土業者，雖然產品

                                                 
7 Slendertone是第一家獲得FDA核可電療產品可使用於健康肌肉，但仍需醫師處方方能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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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申請FDA，仍自亞洲大量進口相似產品，並在電視購物頻道廣告

以低於Slendertone的價格大力促銷，自2001年8月至2002年5月，

短短十個月，整個減肥腰帶的銷售額，在美國估計達美金3億，後因

FDA 接獲消費者舉發，FDA向這三家違法業者提起訴訟，三家業者辯

稱電療減肥腰帶，並非醫療器材 (medical device)，不用申請FDA，

不用醫師處方，因此不受醫療器材法規管制，但法院最後仍裁定此三

家業者敗訴。除了已獲得FDA核可的Slendertone之產品外，其他廠

商之產品均不准販賣，而且要以三倍的價錢賠償消費者損失。 

 

  但Slendertone 並沒有因此而受益，因為此一事件，使得消費

者對電療減肥腰帶之效果，產生質疑，因此不但造成已購買者的大量

退貨，連帶銷售業績亦一落千丈，如表4-5 Slendertone歷年出口至

美國之金額年年成長，尤其2002年1-8月份之累計業績與2001年全

年比較，即成長了38%，但受訴訟案件之魚池之殃，自2002年9月

起，竟然完全停止出口至美國，如表4-6所示，可見Slendertone美

國巿場經營，自訴訟案後完全停滯。 

 

    2003年3月Slendertone 向違法的三家公司提出損害賠償，並

於2003年5月13日 將美國子公司及減肥腰帶之銷售權賣給本研究

另一個案Compex美國公司，黯然退出美國巿場。 

 

表4-5 Slendertone 歷年出口到美國金額     單位：US$ 

年度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美國進口額 383,771 354,886 1,544,105 1,184,009 1,693,001 2,345,756 

資料來源：美國海關進出口統計資料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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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FDA減肥腰帶訴訟案後，Slendertone出口至美國金額銳減： 

 出口至美國金額/US$ 

月份 2002年 2003年 

1月 955,6840 

2月 104,44238,661 

3月 0 0 

4月 5,5700 

5月 91,404  

6月 190,932  

7月 304,280  

8月 693,444  

9月 0  

10月 0  

11月 0  

12月 0  

資料來源：美國海關進出口統計資料、本研究整理。 

 

Slendertone在美國巿場遇到的挫折，固然有一部分因素為跨國

企業經營不若在本土經營容易，但歐洲及美國對電療產品不同的法規

限制，導致巿場結構不同，亦是Slendertone在美國經營失敗的原

因。Slendertone在英國的經營，常常與同業間有訴訟案件，但訴訟

重點均是Slendertone不應在廣告中，宣稱自己是產業中“最大”

或 ”唯一”等有損競爭對手等字眼，可見歐陸巿場活潑，競爭雖激

烈，但廠商彼此屬良性競爭。反觀Slendertone在美國，依照美國法

規的要求，投資鉅額取得產品的FDA認證，卻因別人的違法，擾亂巿

場秩序，而導致整體巿場崩解。法律並無法保障合法經營者，提供公

平競爭。Slendertone在美國巿場之經營分析如圖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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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Slendertone美國巿場法規限制、產業結構、經營策略及績效分析 

Slendertone之資
源 

 
l 歐洲製造、銷
售的成功經驗 

 
l 跨國經營，難
以掌控美國當

地銷售通路 

 
l 美國巿場太
大，開拓巿

場，財務壓力

大 

法規限制 

 
美國認定電療產品為醫療器材，

不可以減肥為訴求。產品需經醫

師處方販售。除非提供臨床實驗

數據，特案申請，才可於一般消

費巿場以健身用品銷售 

美國產業結構 

 
l 不同於歐洲，為單
一大巿場 

l 法律極度保障消費
者權益，廠商需負

高產品責任，消費

者訴訟案件頻繁 
l 產品以價格競爭為
導向、品質要求不

高 

l 受限於 FDA之要
求，未有人合法經

營強健肌肉之電療

產品 

 

Slendertone策略 
 
l 區隔巿場，鎖定減肥健身

領域，並申請 FDA合法經
營 

l 以流行性精品為產品定位 

l 高價位 (約 US$200) 
l 以廣告建立公司強勢品牌 

l 銷售管道則為 TV、郵購
Internet等直銷、美容用
品、運動用品店專人推薦 

建立進入障礙、 
確保長期競爭優勢 

 
l 未有 FDA核可廠商，非法
販賣，攪亂巿場，客戶失

去使用信心，Slendertone
未因擁有 FDA核可而受益 

l 廠商定位不同，鎖定一般
消費大眾，價格競爭激烈 

l 美國巿場大，不易建立強
勢品牌 

l 退出美國巿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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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Compex Technology 

 

成立時間：1972 ，原公司名稱為 Rehabilicare，在1999年購併瑞 

士的 Compex SA公司後，更名為Compex Technology Inc. 

營業項目：製造、銷售、出租各式復健、止痛電療產品及提供服務給 

醫療診所、家用、職業傷害機構 

公司定位：家用電療產品領導者 

產品價位：醫療止痛、復健約US$150 

          運動巿場約 US$600 

經營策略： 

 

 (1). 整合上下游供應鏈 

1990年以前，主要以提供保險公司所需之電療產品為主。但自

1990年後，因醫療給付的預算縮減，導致各保險單位對電療產品的

給付限制漸多，營運大受影響。因此公司改採主動積極的營運方式，

直接推薦公司的產品給物理治療師及醫師，並隨時提供物理治療師及

醫師，專業的再教育訓練。 

 

因此，在物理治療人員及醫師對Compex產品極為熟悉的情況

下，如有病患需要使用電療產品，這些專業人員會主動推薦Compex

產品，再開立電療產品的處方箋，據以向Compex各經銷點申請電療

產品。Compex並會代各診療單位或病患，統一直接向保險單位申請

產品的保險給付。往上，第一線醫護人員的直接合作，往下，負責教

育使用者及提供後端的售後服務，再整合經銷商，並代為向保險單位

統一申請費用，成功的整合上、下游供應鏈，如圖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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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儀器、後續耗材之購買  

                   配送儀器、耗材  

                                  處方箋、教育、供貨  

       配送                      

                            使用回饋  

庫存管理                  介紹新產品    改進回饋                      提供售後服務  

費用申請     供貨     提新教育訓練    知識交流                     包括維修、             

介紹新技術                   使用說明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圖4-4 Compex 上下游供應鏈之整合 

 

由於上下供應鏈的整合，使業務推廣較為容易，但為降低營業費

用，Compex於1998年起，連續購併兩家同業Staodyn8及Homecare 

division of Henley Healthcare，迅速擴大經濟規模、 提高巿場佔

有率、降低管銷成本，更因上下游的整合，使原本供銷體系，更形堅

固。 

 

(2). 切入運動領域，試圖區隔巿場，建立公司利基 

由於經營醫療通路，必須受限於國家保健政策與保險給付制度， 

Compex 於1999年購入以運動保健之電刺激器為經營焦點的瑞士 

Compex公司，引進其運動產品到美國，決心進入一般消費巿場。 
                                                 
8 Staodyn 之經營規模比 Compex 大兩倍，Compex透過財務槓桿購併Staodyn後，即申請股票上
巿。 

各地醫材配

銷商 

醫療院所、物

理治療師 

病患、必要使

用者 

 

Compex 

統一向各地所屬保險單位申請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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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Compex長久經營運動保健巿場，專注設計電療產品，用以

強化專業與業餘運動選手的肌肉耐力與強度，以及運動引起的傷害復

健、止痛。在歐洲已行銷多國，行銷通路為各大運動用品店、各運動

訓練中心，既不需要醫師處方，也不因申請保險給付而受限，在歐洲

的法、德、荷、西班牙、義大利均有營業據點。 

 

Compex引進瑞士的運動產品後，提出多項臨床實驗，與歐洲多年

的使用經驗為安全性的證據，成功的說服FDA發給認證，FDA於2002

年4月17日同意Compex 運動系列產品係用於健康肌肉之強化，沒

有安全顧慮，可免醫師處方箋，可以直接以一般消費性商品在各種商

店販賣或廣告。9 

 

Compex自2002年下半年起，即全力跨入運動領域，另建運動器

材的銷售體系，如表4-7顯示，2002年的營業額大幅成長。Compex

並於2003年5月13日買下上述Slendertone美國子公司及其經FDA

核可的減肥腰帶銷售權，以使產品線更為完整與多樣。 

表4-7 Compex歷年營運績效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營業額 32,133,707 33,812,453 41,795,373 58,814,6672 62,038,713 72,506,677 

毛利 21,897,751 22,676,520 29,847,069 40,851,971 42,474,063 48,972,916 

淨利 1,793328 (1,008,683) 2,859,834 2,202,777 3,319,989 4,942,010 

每股盈餘 0.17 (0.10) 0.27 0.21 0.31 0.44 

資料來源：Compex年度財務報表，本研究整理。 

由2002年的業績與每股餘盈的成長，可以看出Compex經由上述

兩項經營策略，跨小眾醫療與大眾保健雙巿場，逐步建立企業無可取

代的競爭優勢。Compex 在美國巿場經營分析如圖4-5: 

 
                                                 
9 Slendertone 雖是第一家取得電療產品可使用於健康肌肉的公司，但 Compex 更進一步爭取到
免醫師處方即能販賣，銷售限制形同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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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 Compex美國巿場法規限制、產業結構、經營策略及績效分析 

廠商競爭優勢 

 
l 股票上巿公
司，籌資無虞 

l 在地化經營，
了解巿場運作

容易建立經營

網絡 

 

法規限制 

 
美國認定電療產品為醫療器材，

不可以減肥為訴求。產品需經醫師

處方販售。除非提供臨床實驗數

據，特案申請，才可於一般消費巿

場以健身用品銷售 

美國產業結構 

 
電療產品之醫療巿

場： 
l 產品齊質性高 
l 進入障礙低、巿場
小公司充斥 

l 保險給付政策時
常修改，保險給付

縮減 
l 單一巿場雖大，但
各州保險單位不

同，申請保險手續

繁雜 
電療產品之一般消費

巿場： 
l 法律極度保障消
費者權益，廠商需

負高產品責任，消

費者訴訟案頻繁 
l 產品以價格競爭
為導向、品質要求

不高 

l 受限於 FDA之要
求，一般電療產品

消費巿場需特案

申請 

Compex經營策略 
醫療巿場： 
l 整合上、下游供應鏈，建
構專業醫護人員、病患使

用者、經銷通路、保險單

位牢不可破之供銷體系 
l 透過購併產生經濟規模 

 
一般消費巿場： 
l 作巿場區隔，鎖定運動消
費巿場，購併歐洲公司及

其產品並以臨床數據說服

FDA核可電療產品以一般
商品販售 

l 專業巿場經營，可免價格
競爭 

建立進入障礙、 
確保長期競爭優勢 

 
l 整合上、下游供應鏈體
系，建立進入障礙 

l 透過購併，形成規模經濟
降低營運成本 

l 巿場區隔，聚焦運動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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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x歐洲巿場經營:  

 

在購入瑞士Compex公司後，Compex 於2001年起，開始積極佈

局歐洲巿場的經營，由於歐洲的多國性，各國保險制度各異，因此

Compex在歐洲的經營重點不在需申請醫療保險給付的業務範疇，而

在受管制較小、規模相對較大的運動保健巿場。由於歐洲原本對電療

產品的管制與應用就不若美國嚴格，Compex 經營此巿場，在法律限

制上的阻力比在美國巿場小。 

 

但也因歐洲產品管制較少，生產與銷售呈現百家爭鳴之巿場結

構。巿場上產品種類多，價格競爭雖不若美國巿場激烈，但由於歐洲

的多國性，文化各有不同，需求各有差異，例北歐因氣候關係，滑雪

運動盛行，自不同於南歐地中海型氣候之運動需求，Compex經營歐

洲巿場，在產品的設計上，自需做更多的變化，以滿足不同文化的需

求。 

 

此外，行銷通路的佈建，廣告的運用、品牌的建立，需各國分別

為之，對Compex亦是一大挑戰，後續發展，值得進一步觀察。Compex

歐洲巿場經營分析如圖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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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 Compex歐洲巿場法規限制、產業結構、經營策略及績效分析 

Compex擁有之資
源 

 
 
l 股票上巿公
司，籌資容易 

l 透過購併歐洲
當地公司，由在

地化經營，融入

巿場容易 

 
 

法規限制 

 
歐洲允許電療產品可不

經醫師處方，以運動? 健

身訴求，自由販售，法規

限制不嚴格 

歐洲產業結構 

 
l 進入障礙低、百家
爭鳴 

l 電療產品巿場仍
以醫療止痛復健

為主，運動領域為

輔，少數產品以減

肥為訴求 
l 歐洲多國文化，廣
告、行銷佈建不能

一體適用，必須入

境隨俗，隨時修正 

Compex策略 
 
l 區隔巿場，鎖定運動
領域 

l 以專業運動員為對
象及產品定位 

l 高價位 (約 US$600) 
l 透過偶像運動員使
用建立巿場口碑 

l 銷售管道則佈建專
業運動用品店，由專

人推薦 

建立進入障礙、 
確保長期競爭優勢 

 
l 產品功能完整 
l 與歐洲當地之醫療院所
緊密合作，研發歐洲當地

所需之電療運動產品 
l 透過運動偶像的代，建立
強勢品牌 

l 原公司雖己有多年經營
歷史，但易手之美國公司

屬新進入者，績效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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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 – SK 公司 

     

台灣最早進入電療產品的生產始於1985年左右，幾乎與歐美各

廠商同時跨進此產業，生產標準化規格產品。且在台灣，電療廠

商更擁有另一項優勢，即由於資訊電子產業的發展，相關電子零

件，IC設計等取得非常容易，電路設計等相關資源亦極為豊富。

理論上，台灣有極大的優勢發展電療產品。但實際上，近二十年

來的電療產業，相較於國外廠商，台灣廠商並未建立起競爭優勢。 

    以下本研究將以成立最早、目前外銷金額最大的 SK公司為例，

探討台灣電療業者如何在法規限制下，選擇企業的競爭策略，以

及其經營績效。 

 

  SK公司背景 

成立時間: 1975 

    營業項目: 各式電療產品製造、銷售、進出口 

    公司定位: 經營相關家用保健器材 

    產品價位：外銷報價約 US$12.00 

    公司策略: 

  1). 外銷為主： 

      S.K.自成立以來，一直以外銷為主，出口金額佔98%的營業

額(林綺芬，1998)，出口最主要的巿場則為美國。在國內電療產品的

製造廠商中，S.K.最早進入美國巿場，於1991年就已獲得美國FDA

的認證。由於其他廠商對美國FDA申請程序的不了解，以及生產規模

較小，遲至2001年，才有第二家國內廠商申請到美國電療產品的FDA 

認證，因此S.K. 相較於國內其他業者，對美國巿場較為熟悉，外銷

金額，也居國內同業之冠，如表4-8統計我國主要電療廠商近四年之

外銷金額，S.K.公司歷年外銷金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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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 我國主要電療廠商外銷統計        (單位:萬美元) 

  
FDA數目 

(至2003/04) 

第一個FDA

通過時間 

美國 

專利數 
1999 2000 2001 2002 

Welllife 42002/4/30 0 60-80 50-100 100-200 100-200 

S.K. 221991/10/25 0 150-250 300-400 300-400 200-300 

Everyway 42001/1/24 0 100-150 150-200 150-200 150-200 

Sun-Rain 12001/10/26 0 60-80 50-100 100-200 50-100 

TEN-Com 0  0 80-100 100-150 100-150 50-100 

HomeCare 2 2003/3/4       0 5-10 10-20 60-80 100-200 

BedMed 0  0 5-10 0-50 50-100 100-200 

 取平均值 570 790 1120 1050 

資料來源：美國專利局／我國國貿局統計資料，本研究整理。 

2). 國內巿場 

  由於法規限制，在 1999年推行醫療器材 GMP認證以前，台灣只

有兩家公司的電療產品，取得衛生署核可之醫療器材字號，S.K.為其

一。在台灣，電療產品屬新奇產品，透過行銷人員以講座方式介紹產

品，儘管衛署只核可兩項療效，但透過業務人員以電子針灸的神奇效

果為訴求，曾經創下產品售價高、高利潤之成績，也由於技術門檻不

高，吸引小企業競相投入，巿場上充斥未有衛署核可字號之產品。 

 

 但S.K.的經營者為醫療器材公會理事長，深知台灣法規對電 

療產品的銷售限制，加上S.K.因出口美國巿場，熟悉電療產品在美

國由健保給付的運作方式，因此自1993年便尋求合於規範的銷售方

式，積極向國內相關單位爭取，希望於健保1995年開辦後，將電療

產品納入健保給付體系。但一方面由於國內疼痛及物理治療門診並不

普遍，二方面健保局尚無任何核可個人居家用醫療器材申請給付之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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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因此，S.K.並未爭取到電療產品之健保給付10。 

 

  少了健保給付也就少了醫師的推薦，少了醫師的使用推薦，也就

無法讓國人知道，對疼痛與復健，除了口服止痛劑外，尚有此無副作

用的電療產品可供選擇。再加上我國衛生署對此產品規範比美國FDA

更為嚴格，適應症只能宣稱：治療肩膀酸痛、末梢神經麻痺。因此，

要在國內行銷此類產品，使用者的教育及行銷通路的佈建都是問題。 

 

S.K.一開始以店鋪經銷。但由於產品特性的關係，若未對顧客做

深入介紹，無人主動推薦，病患對此類產品完全沒有概念，因此店鋪

行銷不易經營，此外經銷商也不容易找，而若透過醫院系統銷售，則

如上所言，沒有健保給付自費產品，醫師通常避免主動推薦病患使用。 

 

在面臨以上所提到的銷售困境，S.K.開始轉變行銷策略，嘗試以

直銷的方式，建立傳銷體系，利用一對一的教育，在國內市場銷售電

療產品。S.K. 於1991年即在其市場開發處下，成立直銷事業部，至

1996年，因公司計畫申請上櫃上市，由於法令對直銷有諸多限制，

因此S.K.將所有傳銷業務，轉變為獨立經營的公司型態 － 永康

事業公司，不論是營運或財務，都不再受到S.K.影響。(馮? 嘉，1998) 

 

營運績效: 

1).外銷部分： 

由於S.K.以美國巿場為主，深受當地保險給付制度的改革，以

及政府醫療預算編列的影響。S.K.對美國巿場只是單純的出口業務，

不是實際經營，既無法如在地的 Compex一樣整合上下游供應鏈，建

立利基。更甚者，由於保險預算的縮減，進口經銷商基於成本的考量，

                                                 
10 到 2003年 6月為止，尚無對任何居家使用之醫療器材申請到我國醫療健保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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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在大陸削價競爭下、FDA申請程序趨於簡易的情況下，S.K.已漸失

出口競爭優勢。 

再由於S.K.因投資傳銷事業，建立倉儲物流中心，投資過 

大，一度傳出經營危機，因此新產品的開發並不積極，2002年之外

銷比起前兩年，已下降一個節距。 

 

2).國內部分： 

由於直傳銷事業的成敗，並非本研究之重點，因此在此不論及永

康公司之業務情況。僅以討論目前電療產品在該傳銷體系所佔之份

量，來探討S.K.電療產品在國內的銷售成績。 

該公司原成立之宗旨即為推廣 S.K.之各式電療應用產品，因此

初期也以S.K.之產品為主，但經過7年(1996-2003)之經營，永康之

產品線已轉變為以保健食品及美容保養為主，電療產品只剩一個品

項。由此推測，電療產品即使經由直傳銷體系的推展，在國內銷售亦

無法如上述美國的 Compex或歐洲的Slendertone一樣，有令人滿意

的成績。最大的原因，應在產品受衛生署規範甚嚴，無法設計新產品，

進行巿場區隔，產品定位不清，自然銷售不易。 

 

此外，台灣電療產品巿場，亦未朝正面的方向發展。儘管法規限

制嚴格，但由於投入金額少、生產障礙不高，台灣小型電子廠紛紛投

入生產，巿場上充斥無衛生署核可，非 GMP廠製造，品質低劣之產

品。雖然生產廠家多、產品式樣也多，但礙於法規，多數廠商經營台

灣巿場，並非以永續經營心態來做策略規畫，而是以打帶跑的方式來

經營，因此並未投入太多資源於研發創新產品。相較於國外產品，台

灣在電療產業領域，無巿場區隔、無產品特色、無品牌建立，而是以

低價取勝，但面對大陸更低廉價格的投入，台灣電療產業此後何去何

從，是一大隱憂。S.K.公司之經營分析如圖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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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 SK 台灣巿場法規限制、產業結構、經營策略及績效分析 

 

S.K.擁有之資源 
 
l 台灣資訊電子
產業發達，技

術研發資源取

得容易 

l 電子、IC等零
件，國內各種

規格齊全，材

料成本具競爭

力 
l 政府全力發展
生技產業，醫

療器材產品規

畫得宜，資金

取得容易 

法規限制 
台灣允許電療產品的療

效只可治療肩膀酸痛、末

梢神經麻痺，不得自由販

售，醫療保險亦不給付 

台灣巿場產業結構 

 
l 生產進入障礙
低，巿場充斥小廠

商、不合法之產品

以打帶跑方式違

法販售 
l 各家產品流於互
相抄襲、缺乏產品

創新能力 

發展企業策略 

 
1. 全力拓展電療產品
外銷巿場 

2. 國內成立傳銷體系
販售健康食品、美

容用品及電療產品 

建立進入障礙、 
確保長期競爭優勢 

 
l 受限於醫療法規限
制，無國內巿場客戶

使用經驗的回饋，無

法開拓新產品、新運

用。 
l 外銷巿場受大陸低價
搶奪，競爭力漸失 

l 國內傳銷體系非公司
核心競爭力延伸，績

效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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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三個案分析比較結論 

  茲將以上三地三個個案之比較列表4-9如下： 

 

表4-9 三個案公司經營比較 

 Compex Slenderton S.K. 

成立時間 1972 1960 1975 

關鍵里程碑 1998積極購併、擴大

經營規模，並申請成為

上巿公司 

1990年易手經營、1999

年改弦更張，集中開發

瘦身減肥產品 

1991年成立傳銷體系，

開拓國內巿場 

經營策略比較 1.以購併方式整合 

上、下游供應體系 

2.排除困難，取得美國

FDA運動電療產品

自由銷售之認證 

3. 佈局全球化經營 

1.專注單項瘦身產品 

2.以大量行銷建立公司

品牌知名度 

3.佈局全球化經營 

 

1. 陸續與工研院合作

開發醫療影像診斷

儀、超音波影像診斷

儀、紅外線治療儀

等。企圖於電療產品

外，開發診斷儀器。 

2. 開拓國內巿場 

利基巿場 醫療、運動健身 減肥瘦身     無 

產品價位  巿場價約US$200 巿場價約US$150(醫療) 

巿場價約US$600(運動) 

外銷價約US$12 

國內巿場經營成

長 

醫療體系已建立利

基、運動健身產品開拓

中 

是歐盟瘦身電療產品第

一品牌 

推動困難 

 

國外巿場經營成

長 

購併歐洲公司，逐步跨

入運動健身領域 

美國子公司已售予美國

當地公司Compex，暫時

退出美國巿場 

單純外銷，美國子公司

為倉儲與維修中心，並

無實際經營國外巿場 

1999 41百萬/美元 27百萬/歐元 1.5-2.5百萬/美元 

2002 72.5 百萬/美元 70百萬/歐元 2-3百萬/美元 

 

整體 

經營 

成績 

2002年

與1999

年比較 

業績成長逐年成長， 

2002年與1999年比

較，成長了73% 

業績成長逐年成長， 

2002年與1999年比

較，成長了259% 

2002年與1999年比

較，外銷金額成長了 

20 %，但若與2001年 

，則衰退了2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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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三個案，較大之經營差異可歸納如下： 

 

1. 專注程度 

不論美國的Compex或歐洲的Slendertone都專注於電療產品

的經營，發展相關應用。但台灣的S.K.公司並無意圖專注於電療

產品，試圖跨入其他非電療運用之診斷儀。 

 

2. 利基巿場之開發 

除原有醫療止痛復健之產品外，Compex另尋運動領域、

Slendertone 則以瘦身減肥為其利基巿場。S.K.公司並無找到利

基巿場，原因可歸結於，台灣巿場法規限制甚嚴，無法在原核可

療效之外，申請電療產品其他應用，自然無法開拓利基巿場。 

 

3. 巿場之選擇 

不論Compex或Slendertone都以經營本國巿場基礎，累積了 

相當豊富的行銷經驗後，再移植經驗，跨海經營國外巿場。S.K. 

則是先以出口外銷為主，後再回頭經營國內巿場。但因國內的健 

保給付及法規的限制，並不利於業務之推展，因此並未建立給電 

療產品在國內的經營績效。 

 

4. 法規的限制 

法規的限制，一方面固然為保護消費者，但另一方面卻也會 

妨礙產業的創新與發展。 

 

在歐洲，規範最少，Slendertone可以進行巿調調查出消費者

的最迫切需求後，設計相閞電療的瘦身減肥產品而不違法，其在

歐洲業務推展順利，也建立知名品牌，但在美國，雖然合法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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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也因其他非法業者的牽連，而鍛羽而歸。 

 

美國FDA法規較歐洲嚴格，迫使美國Compex要跨海購併瑞士

公司，以取得其運動電療系列產品，並引進美國，以在歐洲的使

用歷史與經驗，說服FDA准予以一般消費性運動產品銷售，而不

局限於醫療器材用品。Compex更進一步要進入法規限制較少的歐

洲巿場經營。 

 

在台灣，電療產品既不如同歐美，可以申請醫療給付，在產 

品療效上的限制，更比美國還嚴格，在國內進行的行銷業務，動 

輒違法，無法推行，無法經由與使用者的回饋互動，開發更新更 

適用之新產品，例如與中醫針灸理論結合，開發利基巿場。由於 

法規的限制，嚴重影響了電療產業在台灣的創新與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