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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台灣電療產業發展建議 
 

  經由前五章的分析，可知電療產業在台灣並未有正向的發展，本

章擬運用 Porter (1996)的鑽石模型為分析基礎，藉由專業人士的訪

談，來分析目前台灣電療產業無法建立競爭優勢的原因，並試圖找出

台灣電療業者未來可以發展與努力的方向。 

 

第一節 專業人士訪談 

 

    本研究因時間與人力限制之關係，採選擇性地訪談。對象分為三

方面：從熟悉法規者觀點面來看，法規對電療產業的影響為何，訪談

了我國衛生署藥政處法規管理人員，熟悉美國 FDA電療產品法規與

申請流程之楊天行教授，及熟悉歐盟 CE電療產品認證之詹先生；另

一則訪談生產廠商，了解目前的產業的經營狀況，再加上由醫師的觀

點來看電療產品在醫界之運用。 

 

  對熟悉法規者之訪談，主要針對法規申請新療效與新運用之難易

度，以判定法規是否會形成國內業者擴展新產品之障礙，以及由訪談

者之觀點提供產業建議。訪談結果摘要彙總如表 5-1: 

表 5-1 專業法規人士訪談摘要 

問題 我國衛生署藥政處 

法規管理人員 

FDA電療法規專家 

楊天行老師 

歐盟電療 CE 認證專家

詹先生 

 

 

 

法規的立意精神 

 

 

 

我國法規規範重點，主

在確保產品的有效性與

安全性，以及品質的一

致性，在保障使用者之

安全。 

   美國 FDA 是全世界

醫療法規最為嚴格的國

家，對消費者的人身安

全與保障重於一切。 

歐盟之醫療器材管理，

需調合歐盟所有國家原

有之管理標準，因此醫

材管理法規尚不斷的修

正中，為能適用於各

國，法規施行較具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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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療產品申請新

療效難易度 

雖然目前我國法規

對電療產品核准療效只

有兩項，但只要提出相

關學理依據與臨床實驗

數據證明並經確認，就

可以在產品說明書上增

列新療效。 

 

新應用、新療效的

申請應是由廠商主動提

出，衛生署雖是把關單

位，但尊重學理依據與

臨床實驗數據的科學

性，只要廠商提出這些

有力證明，增列新療

效、新運用不是問題。 

申請美國FDA增列

新療效，必須提出相關

學理依據與臨床實驗數

據證明，就可以在產品

說明書上增列新療效。

基本上，台灣醫療院所

的臨床報告，美國 FDA

均接受。所以申請增列

新療效，困難度不大。 

倒是申請販賣方式

的變更，如為經醫師處

方箋 (Prescription)才得

販售之產品，較易獲得

核准。 

但如申請更改為

OTC (over the counter 

sale)販賣（即不需醫師

開立處方箋），則由於銷

售管道無醫師把關，對

使用說明書的編列極為

嚴格，申請核准之困難

度較高。 

  目前歐盟並無對電

療產品的特定規範，因

此對電療產品的適應

症，並無強制規定，僅

界定產品的安全的規

格，及需通過的產品安

全測試。因此廠商可以

開發各式電療產品，僅

需確保產品的安全性與

有效性即可。 

 

 

 

 

 

 

 

 

廠商申請新療效

核准上巿後，新

進者可否直接申

請比對，即可比

照上巿 

 

 

 

 

依衛生署法規規定辦理 

 

 

 

 

 

 

不能。 

提出臨床實驗而核可的

新療效，他家廠商不得

申請實質比對並延用，

任何一家廠商均必須提

出自己的臨床實驗數

據，所以創新產品並獲

得 FDA新增列療效後，

並非烈士，還是有所保

障。 

 

  

歐盟對電療產品無

實質比照問題。只是業

者在開發新產品時，最

好均進行過臨床實驗，

會比其他業者之產品，

更具說服力。 



 99 

 

 

 

 

 

對廠商建議 

 

   

台灣廠商一向誤解

法規立意，常將衛生署

藥政處視為產業的障

礙。事實上，衛署依據

世界標準，設立規範，

讓業者有所遵循，更有

益於業者開拓國際巿

場。 

  業者應加強自身的

專業知識與研發能力， 

開發新產品並主動向衛

署提出新產品之規範準

則。沒有業界的積極主

動申請，衛生署不可能

知道每一個產業的動

態，事先制定新產品標

準的。 

 

台灣廠商普遍對法

規不了解、技術能力有

待提昇、追求短線近

利、只淪為 copy 巿場

潮流產品、不願深耕品

牌、創新產品，造成產

業知識經驗無法累積。

廠商應更積極規劃公司

長久之發展策略。 

 

  電療產品源自歐

洲，因此歐洲電療產品

運用廣泛，一般醫界接

受與使用度都高於美

國。唯歐洲多國文化，

每個國家對產品需求不

同，例南歐偏重電療產

品的運動應用，法國則

風行電療減肥，德國側

重電療儀器檢測功能，

北歐巿場小，但對居家

使用之電療產品，除功

能外，亦重外觀品味設

計等。 

  因此我國電療業者

開發歐洲巿場，除需注

意法規外，亦需做產品

區隔，不論是功能或造

型。 

 

 

 

 

對醫療器材產業

界之建議 

 

 

 

廠商應更團結，要

求公會更積極扮演好政

府與廠商溝通橋樑的角

色，將政府的政策與法

規精神準確傳達給所有

醫材業者，並整合業者

的需求與意見，反映給

衛生主管單位。 

  目前公會做得尚不

足，以致造成廠商與衛

生主管單位，對彼此均

有誤解。 

 

醫療器材產業是要

求精密、fashion、人性

化、值得台灣大力發展

的產業。 

醫療器材業者，應

該透過公會的力量，要

求政府有系統、有方向

的全力培植相關人才。 

比簡單、直接給廠商經

費，實質應幫助更大。 

 

  歐洲不但醫療技術

先進，對傳統醫療方式

亦十分重視。我國一向

偏重美國巿場的開發，

而忽略歐洲。但歐洲重

視長久的合作關係，不

以價格為競爭。如能對

歐洲巿場更深入研究，

對不同的文化有所了

解，不論是技術引進或

銷售產品，歐洲巿場均

值得經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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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業界之訪談，主要針對生產要素方面之資源、相關與支援產業

之資源、目前台灣電療廠商的企業策略、競爭，以及對法規的看法等

提出意見，以了解業者所面臨之經營問題。訪談結果摘要如表 5-2: 

表 5-2 我國電療廠商訪談摘要 
問題 業者之意見 

 
生產要素方面之資源 
(人力資源、財務) 

最主要為工程技術人員的缺乏。 
台灣的電子技術人才都被各大上巿櫃之電子資訊業

接收，連醫工系畢業之學生，最大出路仍為資訊電子

業。技術人才招募培訓極為困難 

相關與支援產業之資源 屬於硬體的製造部分，國內上下游供應鏈完整，

不成問題。但其他相關支援產業則較弱，例國內缺乏

醫學機構從事專業醫療器材之臨床實驗。 
 
 
企業策略與競爭的情況 

國內有許多非 GMP 廠產製的電療產品，以按摩
器材名稱銷售，低價攪亂巿場，對合格醫療器材廠極

為不公平。即使是 GMP廠生產之產品，由於罰款不
重，而且有時間落差，因此也常以不實誇大的廣告方

式大力促銷產品、獲得暴利，影響守法廠商對後續巿

場之經營。 
國外巿場，相同規格產品，亞洲之生產廠商互相

削價競爭，新產品的開發，則又無力追上歐美廠商的

設計開發能力。 
 

 
 
 
 
政府之角色：即政府政

策、法規規範對業者之幫

助 

 
政府對電療產品的限制嚴重傷害了產業的發展。 
 
一來，台灣電療產品不若國外，可以申請醫療保

險給付，產品可由醫師推薦給病患，起碼有一個管道

讓病患了解電療產品，台灣無這樣的管道。再來， 
法規限制嚴格，產品只能標示兩項無關緊要的療效

（最嚴格的 FDA，止痛加復健，也都有八項療效）、
銷售又必須有藥商執照、廣告必須申請，重重限制，

讓行銷活動難以進行。 
  雖然可以向衛署申請增列新療效與運用，但國內

缺少專業的臨床實驗公司，一般醫療院所又多不願接

受委託，所以從事臨床實驗困難重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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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醫師的訪談，則以需求面之探討為重點，訪談摘要列於表 5-3： 

表 5-3 醫師訪談摘要 

問題 黃醫師 梁醫師 

電療產品對病患是否有幫

助 

 

 

 

  疼痛的機轉複雜，電

療 產 品 無 法 提 供 total 

solution，只能算是輔助器

材。 但對部分病患仍有

幫助。 

 對部分難以解決之慢性

疼痛患者有幫助 

健保不給付下，醫師是否

會建議病患自行購買電療

產品 

 

 

    雖然電療產品有益部

分患者，但不傾向建議患

者自行購買，原因是產品

良莠不均、病患居家使用

不會操作等都可能造成危

險。 

  會建議部分病患自行

購買，但購後尚需要求病

患攜回醫院，說明並訓練

正確使用方式。 

是否建議業者爭取健保給

付? 

  醫院的採購與健保機

構保險費用的支付，是一

套複雜的申請與審查流

程，在電療產品需求量並

不大下，廠商爭取納入健

保給付的經濟效益有限。 

  疼痛科別並非大科，

相關醫藥申請健保給付，

恐非易事。 

 

 

電療產品除醫界常應用於

止痛、復健外，就醫師的

專業需求，台灣業者尚可

開發何種電療新產品? 

  從西醫神經生理學與

中醫經絡學發展的兩個理

論概念包括有: 

1.反射區區域療法 

  (Zone Therapy) 

2.場界效應 

 (Field Effect) 

在臨床可開發一系列很有 

醫療市場的產品,例如泌

尿科的尿失禁、皮膚科的

病毒感染、腦精神科的失

眠、骨癒合促進等。 

 

許多領域均可運用，例如

有許多文獻發表利用電療

可治毒癮。另針灸有分長

短針治不同病症，短針用

於耳穴，電療之作用機制

與短針同，因此探討針灸

短針之運用，亦可據以開

發出新的電療產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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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電療產業之鑽石模型分析 

 

Porter (1996) 在其國家競爭力一書中，曾言國家環境對企業競

爭成功有關鍵性的影響，國家可以是產業發展的助力，也可能是障

礙。國家與產業競爭力的關係，正是國家如何刺激產業改善和創新的

關係。本節將簡述 Porter (1996)之鑽石模型，並依據上節訪談結果，

以鑽石模型來分析我國電療產業之現況。 

 

一、Porter (1996) 國家競爭力鑽石模型分析理論 

 

Porter認為可能會加強本國企業創造國內競爭優勢的因素包括

要素條件、需求條件、相關產業和支援產業表現、企業的策略和結構

以及競爭對手，再加上機會與政府兩項變數，即形成一國家競爭優勢

的鑽石模型，如圖5-1： 

 

 

 

 

 

 

 

 

 

 

 

資料來源：Porter, M.E. (1996)。 

圖 5-1國家競爭優勢鑽石模型 

企業策略、結構、

和競爭對手 

需求條件 

相關產業和支

援產業表現 

要素條件 

機會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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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素條件 

  即國家所擁有的生產要素，而這些生產要素對特定產業中的競爭

具有關鍵性重大影響，包括人力資源、實體資源、知識資源、資本資

源及基礎設施。 

 

 (二)、需求條件 

  指本國巿場對某特定產業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之需求本質。 

 

 (三)、相關產業和支援產業表現 

    指國家是否擁有具備國際競爭力的相關產業及供應商產業來支

持其特定產業之競爭優勢的取得。 

 

 (四)、企業策略、結構和競爭對手 

    指企業在一個國家的基礎、組織和管理形態，以及國內巿場競爭

對手的表現。激烈的國內競爭有助於促使國內廠商不斷改進各種技術

或進行技術創新以維持其競爭優勢，無形中也強化了其在國際競爭上

的優勢。 

 

(五)、機會 

    機會是指那些企業無法控制的事件，如新發明、基礎科技的突

破、戰爭、外在的政治發展、國外巿場需求的改變等，這些機會將重

塑產業結構，並提供企業新機會。 

 

(六)、政府 

  政府的角色即政策如何影響其他要素，例如，進口管制會影響國

內需求狀況、在教育上的投資會影響要素條件、政府的採購會影響相

關支援性產業的發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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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電療產業鑽石模型分析 

綜合以上訪談結果，依波特之鑽石模型架構，分析台灣電療產業

如下： 

 

(一)、要素條件: 包括人力、自然、知識、資本資源及基礎建設 

(1)、我國雖然大專院校每年教育出豊沛的高素質人才，但因電

子資訊產業吸引了絕大多數人才，醫療器材產業招募研發

工程人員不易； 

(2)、政府及各方業界均看好生技醫療產業，資金取得管道極

多，可申請政府專科計畫，可尋求創投資金投入。 

 

(二)、需求條件1 

國內環境不易有挑剔消費者出現，由需求面來推動產業衝刺，

原因在： 

(1)、電療產品用於正規醫療體系時，由於健保不給付，疼痛

門診在我國不普遍的情況下，對電療產品需求不大，病患

屬於被動告知，因此需開發醫師認為適用之產品，但基於

醫師保守之本性，醫師不輕易使用新產品; 

(2)、在國外，電療產品用於美容減肥、運動等領域，造型外

觀、功能的有效性、使用方便性及舒適性是巿場能否推展

的重要關鍵，國內則因法規限制，無法深耕此類巿場，因

此亦無法透過與消費之互動來開發或提昇此類產品。 

(三)、相關與支援產業: 即上、中、下游的相關支援體系 

(1)、我國資訊電子產業發展很好，可供應電療產品相關之優良零 

件； 

 

                                                 
1很多學者認為挑剔的消費者是產業衝刺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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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但屬於知識性的支援產業則不佳，例專業委託臨床實驗機 

構尚在起步階段、醫療器材產業群聚並未形成，缺乏相關產 

業的「拉拔效應」等。 

 

(四)、企業策略、結構與同業競爭2 

(1)、電療產業進入障礙不高，我國均為中小企業廠商； 

(2)、我國電療業者的企業策略亦受我國產業“我也是”(me 

 too) 文化的影響，只會抄襲國外產品，缺乏創新能力； 

(3)、目前同業在國內以類似產品削價競爭，因此同業競爭尚不 

能驅動產業進步。 

 

(五)、機會:  

(1)、由於全球人口老化，居家護理需求為巿場趨勢，居家使用 

之電療產品因無副作用，使用方便，巿場需求必定有增無 

減； 

(2)、主流醫學有其極限性，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各國紛紛重 

新重視傳統醫療，中醫針灸發展極有潛力。 

 

(六)、政府: 即政府政策、法規規範 

(1)、我國政府積極推動生技產業，期望生技產業能繼目前的資 

訊電子產業後，形成另一有競爭力之產業，而其中最看好

的即為醫療器材產業，政府政策多有獎勵措施； 

(2)、法規限制是一大問題，我國醫療器材管理法規，融合歐美 

法規管理制度，嚴苛度較之歐美有過之，且尚在起步階段，

許多規定均未明，廠商難以適從。 

 

                                                 
2國家文化影響企業的組織與管理、企業發展目標的擬定、同業良性競爭促成進步，集體廠商的
進步，即可形成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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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分析，我國電療產業欲形成競爭優勢之有利與不利條件

為： 

(一)、有利條件 

(1)、我國因資訊電子產業發展良好，有利電療產業之發展； 

(2)、人口老化、傳統醫學受重視，均為電療產業帶來發展潛力； 

(3)、醫療器材產業發展受各界重視、資金無虞。 

 

(二)、不利條件 

(1)、法規限制嚴格，可訴求之運用不多，廣告亦有嚴格規範， 

影響行銷佈建； 

(2)、加以醫療保險不給付電療產品，難於推廣； 

(3)、醫療器材發展在我國尚屬起步階段，研發人員難求； 

(4)、支援產業，例專業臨床委託機構不多，新產品取得認證困難； 

(5)、產業群聚尚未形成3 ，產業間的知識與經驗，尚無法互相分享

與擴散； 

(6)、小型企業之產業結構，企業缺乏規畫長久發展的策略、創新能

力亦不足； 

(7)、台灣電療產品在美容減肥、運動、止痛復健、中醫針灸四大領

域，均存有不利條件： 

美容減肥－我國法規嚴格禁止； 

運動領域－我國運動普遍屬休閒體育，缺乏專業運動巿場需求； 

止痛復健－疼痛門診在我國不盛行，復健巿場需求尚在起步； 

中醫針灸－我國醫療政策，不利中西醫整合，但開發電療針灸、

推展海外巿場活動，卻需要融合中西醫醫學理論。 

 

  我國電療產業，以鑽石模型分析如圖 5-2： 

                                                 
3 目前政府已定案、正在開發之生技園區計有台北南港生技園區、新竹生醫園區、台南科學園區
生技專區；農業部分則有彰化花卉園區、台南蘭花生技園區及屏東農業生物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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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 我國電療產業鑽石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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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灣電療產業發展建議 

 

    由訪談各方意見並經鑽石模型分析後，本節將歸結台灣電療產業

的目前最大瓶頸及提出未來電療業者發展之建議。 

 

一、台灣電療產業發展瓶頸 

    由前幾章的探討，台灣電療產業發展的瓶頸可歸結如下： 

   

1.  銷售通路問題： 

醫師雖然認為電療產品對病患有幫助，但由於健保不給付，醫師 

並不會大力介紹病患自行購買電療產品，且囿於疼痛醫學在台灣 

不受重視，醫師亦不認為業者能成功的申請健保給付。 

既然不能申請健保給付，電療產品因屬醫療器材，只能在藥房等 

通路販賣。但電療產品，屬性特殊，沒有專人介紹推薦，患者顯 

少知道有這類的醫療器材可以使用。加上醫療法規的規定，產品 

上只能標示治療肩膀酸痛及末梢神經麻痺，這兩項療效，無法吸 

引患者購買。因此，台灣業者缺乏既適當合法又有利的銷售管道。 

   

2. 申請新療效與運用的問題： 

 依照衛生署的說法，廠商只要依規定提出學理依據及臨床實驗 

證明，衛生署就會核可新療效。但事實上，台灣缺乏專業委託 

的臨床實驗機構，一般大型醫學中心又不接受實床委託案，使 

得台灣電療業者必須在國外從事臨床實驗，而國外的臨床委託 

案，費用金額龐大，實非小型的電療業者可以負擔。因此，台 

灣電療業者即使開發出新產品，亦無法進行臨床實驗，據以向 

衛署申請新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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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規能否保護業者權益，設立進入障礙的問題： 

  美國對醫療器材療效是以1987年為界線，任何產品只要與1987 

年之前上巿的產品申請實質比照 (即功能效用同於1987年前的 

產品)，就可以申請到FDA，至於新療效，則需提臨床實驗證明。 

一旦提出臨床實驗，證明公司的產品有新療效時，由於是新產 

品，其他競爭業者並無法以簡單的以實質比對的方式，即獲得同 

樣的療效訴求，競爭業者亦必須各自提出自家產品的臨床實驗數 

據方可。這項規定保障業者創新產品的權益，無形設立了進入障 

礙，讓業者願意投入資金開發新產品，進行臨床實驗。 

 

但台灣的法規規定不明確，並無任何的法條明文界定，在何 

種情況下，可以申請實質比對，何種不行。這樣，無非扼殺了業 

者創新的意願，因投資、開發、申請新療效後，後進者可以輕易 

比照辦理，法規並無法保障業者創新的權益，亦無法對競爭者設 

立進入障礙。 

 

 

二、對台灣電療業者的發展建議 

  針對上述問題，本研究建議台灣電療業者，應朝以下方向努力，

以改善產業的經營困境： 

 

1. 由於健保給付之銷售管道的不可行，業者勢必由一般的通路銷售

電療產品，因此，業者應結合力量，由公會出面向政府反應產業

發展困境。讓政府能更有彈性的放寬法規的限制，例臨床實驗可

以由一般中型診所出具即可。或相關學理依據只要達到有一定的

篇數發表，即可依據學理，不需經臨床，申請新療效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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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促使政府法規立法明確，即明白界定何種情況可以以實質比對方 

式進行，何者不行，以鼓勵業者創新之意願。 

 

1. 台灣巿場小，產業規模要擴大，一定要以全球為巿場，因此，開

發國外需求的產品，亦為業者需努力的方向。而綜觀電療產品在

止痛、復健、運動健身、中醫針灸四大領域的運用，台灣業者最

容易建立巿場區隔與產品差異化，與國外業者競爭的領域，為中

醫針灸。因此，建議業者，可往此領域多多深耕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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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經由文獻探討與不同個案的分析比較後，本章第一節將提出研究

結論，說明電療產業的「法規限制」、「產業結構」與「企業策略」三

構面的互動關係，第二節則提出本研究對政府及後續研究者之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一、 製程標準有助於企業製程改善、提高品質 

    政府對醫療器材的法規限制有兩種，一為製程標準，一為產品規

範，製程標準主要是要求業者必須有一套生產製造的作業規範及召回

機制，以確保產製過程中，品質控制的齊一性，並保證已銷售出的產

品，如出現設計不良或品質瘕疵時，業者能有效回收及追溯。由於製

程標準的法規要求，強迫業者必須嚴格控制生產流程，因此有助整體

產業品質的提昇。且各國政府對製程標準的規範趨於一致，業者依據

製程標準所產製的產品，品質水準可獲國外認可，有助於行銷，因此

業者樂於遵循政府所規定的製程標準。 

 

二、產品規範寬嚴不同，影響企業發展不同的經營策略 

  但各國政府對產品規範的寬嚴不一，卻會影響企業的經營策略。 

如歐洲對電療產品只規定安全規格，以確保產品的安全性，至於產品

的運用領域並不嚴格限定，因此，歐洲業者在擬定經營策略時，可以

以發展新產品為競爭的手段，根據消費者需求，設計各式不同的電療

產品。反觀美國，由於對電療產品的使用限制嚴格，業者無法對產品

作不合於法規的訴求，因此競爭的重點不在產品，而在服務的提供。 

 

歸結歐美兩地對電療產品規範寬嚴不一，歐洲業者的企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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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產品的創新，而美國業者，則因法規的限制，企業策略競爭重點，

不在產品，而在上下游供銷體系的整合。 

 

三、 法規規範未必是企業的護身符、巿場的票房保證 

  守法業者，雖依據法規規定，申請所有的產品認證，但法律無法

保障業者的巿場競爭優勢。因為非法業者，以不合格產品行銷後，擾

亂巿場、令消費者對產品失去信心，連帶對合法產品之效用亦產生懷

疑。個案研究中的 Slendertone經營美國巿場，一切依法行事，申

請產品的 FDA認證，競爭對手則因沒有申請 FDA認證，被美國法律

判定需無條件回收所有已銷售產品，並不得繼續販售該類產品，按理

說，Slendertone是巿場唯一有獲得 FDA認證的公司，其他競爭對手

因觸法退出巿場後，Slendertone應是最大的贏家，但事實上，

Slendertone 非但沒有因此而全吃巿場，反而因為訴訟案件，使消

費者對該類產品失去信心，最後仍不免因非法業者的觸法行為，影響

整體銷售，不得不退出美國巿場，因此可知法規規範是進入巿場必備

的通行證，但此通行證並無法保障合法業者的銷售業績。 

 

四、 法規限制下，相同產業結構，不同企業策略 

依 Porter零散巿場競爭策略之分析，產業結構如為中小型、競

爭激烈的非常競爭巿場，企業可採兩種競爭策略：一為創造規模經濟

或經驗曲線，另一則專攻特定領域，做巿場區隔。本研究中的電療產

業即為零散巿場型態，但企業在選擇以上兩種競爭策略以克服產業結

構之障礙時，仍深受法規限制的影響。 

 

美國企業，由於法規對產品的使用限制，巿場上產品的同質性

高，因此透過購併同業的方式，提高巿場占有率、擴大經濟規模是最

佳的競爭策略。反觀歐洲，個案業者則因法規對產品使用限制不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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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可以經由巿調了解消費者需求，開發新產品專攻特定領域，策略

重點在先求巿場區隔與差異化，再求規模經濟。 

 

 

第二節 研究建議 

    

由於對國內電療產業發展之建議，已於第六章中詳述，因此本節

僅提出對我國政府及後續研究者之建議。 

 

一、 對政府之建議 

 

政府雖然將醫療器材產業列入十大新興產業，優先享有租稅、金

融、科技研究以及產業輔導等獎勵措施，但這些政策立意雖好，對產

業也有推動效果，但卻不必然是產業能否發展的關鍵成功因素。我國

醫療器材產業發展，有利條件在資訊電子產業已有良好技術基礎，不

利因素則為研發及創新能力落後。 

 

研發除了資金之外，最重要的是人才，尤其醫療器材產業所涉及

的領域十分廣泛，舉凡資訊工程、醫學工程、臨床工程、物理學、生

理學、病理學、材料學、光學、化學等都有相當程度的關連性。因此，

為長遠產業發展計，政府必須從調整教育體系著手，鼓勵教育機構培

植相關人才。 

 

另外，法規過多的限制，會影響產業創新的能力。因此，政府的

法規制訂，在製程標準可以要求嚴格，但對產品的規範，除了注重產

品規格的安全性外，在創新運用方面，只要不傷害到人體健康安全，

而且已有相關醫學理論為根據，政府即應給予業者在產品的設計與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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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更大的彈性空間。 

 

此外，政府產業政策的制訂，應有其前後的一致性，與相關的配

套性，否則政策將窒礙難行。舉例而言，政府看好中醫的潛力並鼓勵

中草藥的發展，但在健保體系中，中醫所享的資源不到西醫的十分之

一，不僅中藥健保給付金額低，亦禁止西醫開立中藥方。反觀其他國

家，不僅大陸早已推行中西醫並行治療;在日本，對我國的中藥方研

究透徹，西醫開立中藥方已習以為常;而在德國，醫師開立草藥方，

也早以行之多年，影響所及，德國草藥業十分發達，例如銀杏製劑，

每年即有五億美元的外銷金額。 

 

二、 對後續研究者的建議 

   

1. 醫療器材不同於一般消費性商品，民眾購買醫療或保健器

材，深受自身健康狀況、醫囑、同儕行為的影響，因此後續

研究者可以以消費性健康行為理論，來探討如何規畫電療產

品之銷售。 

 

2. 理論上而言，病患居家護理，可以減少就診次數，相對的也

可減少醫療資源的浪費，我國在健保年年虧損的情況下，應

鼓勵病患多多使用居家使用之醫療器材。以此推論，政府應

該接受電療產品可以申請健保給付。但實務上，業者努力多

年仍無法成功。因此，健保核許給付之藥品器材的依據標準

為何，程序為何，對業者的銷售影響為何，值得深入研究。 

 

3. 我國政府鼓勵中草藥開發，本研究亦建議電療業者開發中醫

針灸的電子針灸器，然台灣醫界中西醫療法壁壘分明，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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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開立西藥處方，西醫亦不得開立中藥處方，不利中西醫

整合，政府政策明顯矛盾，對相關產業發展的影響，值得後

續研究。 

 

4. 本研究雖以法規限制影響企業策略為探討主題，但個案研究

的歐洲公司，在美國經營不若在歐洲本地成功，除了法規之

限制的影響因素外，異文化及人脈網絡是否亦是跨國企業經

營的成敗因素，值得探索。 

 

5. 個案研究的美國公司原經營有保險給付的醫療領域，但在歐

洲卻以一般消費性的運動領域為切入點，雖然兩者產品屬性

相同，但行銷的佈建顯然不同，原企業的銷售行為與經?，

無法移植共享。因此，產品相同，經營領域不同，連帶銷售

方式與通路亦需改變，此種擴展方式，對企業的貢獻度是否

有利，值得後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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