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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研究 

 

第一節 背景介紹 

根據資料顯示，醫學工程產業80％以上的需求建立在已開發國家的市場

上，平均每年全球市場成長率為7.3％。已開發國家的主流市場之成長率則較為

緩慢，幅度在5-6％之間，新興市場成長率可達到10％以上。而全球醫療器材及

設備的市場規模在1995年已超過一千二百億美元，2000年接近一千七百億美元，

預計2005年將超過兩千四百億美元。 

台灣地區醫療器材及設備產業整體產出值在1995年時低於五億美元（約佔全

球市場之0.4 ％）。2000年超過八億美元（約佔全球市場之0.45 ％）。目前產

業整體產出值平均年成長率為12-15％之間。以目前成長趨勢推估，2005年將超

過十六億美元（約佔全球市場之0.65 ％）。產業所生產的產品60％用以出口至

其他國家，30％則是供應國內市場需求。 

而國內醫療器材進口數量約為出口數量的兩倍。國內生產的產品也只能滿

足60％國內市場之需求。預計國內市場需求平均每年成長率為10％以上。因此，

無論在國內或是國外，醫療工程產業的發展前景可期。同時，醫學工程所牽涉的

市場大多是屬於利基型市場，產品生命週期也較一般的電子高科技業來得長，不

若個人電腦或是網路業的變化來的激烈。 

傳統的醫學工程產業，大多是指醫療器材與設備的設計、生產。而具有前

瞻性的生物醫學工程產業，則是整合運用範圍更廣泛的生物醫學技術，擴大產業

的範圍與規模。快速發展中的生物科技、基因學與基因工程，以及新的製藥科學

與技術，都將逐漸與醫療器材設備產業相融合，形成更廣義的生醫工程科技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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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例如，基因工程的快速發展，將為生物材料學帶來嶄新的科技方法，完全重

新界定「可植入式醫療器材元件」的領域。又如功能醫學影像技術的運用，給新

藥開發與製藥科學創造了新的技術方法，可以省錢省時地完成新藥開發、製作與

臨床認證等必要步驟。這些新的整合領域，將推動新的生物醫學工程擴大並加速

其成長空間。 

展望下一世紀的生物醫學工程產業，將是整合網際網路科技與新生物與製

藥科技，用以擴大產業的規模與利基。運用高科技生產技術，製造出新型而價廉

物美的產品。無遠弗界的網際網路，可進一步降低產銷成本，便捷地將有關生醫

工程的資訊與產品傳遞到全世界每一個角落，有利於降低舊時代全球不同地區間

的不平衡分配。因此，新世代的生物醫學工程的發展情形，將不同於現今我們所

見的情況。 

而在目前產業發展情形下，台灣的電子產業擁有反應快速的生產優勢，同

時台灣廠商在設計及交貨的快速能力是其他國家廠商無法相比的。政府希望藉由

以新世代生物醫學工程製造技術為基礎，配合此地原先存在的人力資源、製造優

勢，建立台灣成為供應全球生物醫學工程產品與服務之製造中心。 

由於台灣地區的每年提供許多高素質、廉價的研究人員，同時本身具有相

當強大的製造業基礎，有利於推動醫學工程產業的發展。我們可以嘗試在已開發

國家的主流市場中，推出獨特新穎的產品滿足不同分眾市場需求。例如以價廉物

美的攜帶式醫用超音波影像機，供給到每一個小型的私人診所中的醫生。使得原

有的產業能夠達到升級的理想。 

至於針對開發中國家的新興市場，台灣可以利用特定的設計，製造能充分滿

足其特定需求的生醫工程產品，加速擴大佔領快速成長中的新興市場，發揮台灣

在量產技術上的優越特性。透過全球策略分工執行的方式，使台灣在未來全球的

醫學工程產業中佔有一席之地，繼電子及半導體產業的模式之後，再為另一個成

功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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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個案描述 

一、公司成立 

個案醫學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個案公司」) 於2000年5月開始

營運，同年12月正式登記成立。個案公司於成立之初，規劃利用聯網育成

(Networked Incubator)及投資併購等經營模式，建立生醫器材與生醫技術事業

群，針對提升台灣生醫科技產業而作的策略設計，提供產品與服務，並建立生醫

器材與生醫科技兩大事業群，進而推動生物醫學工程產業發展為台灣新經濟的基

礎，期望將台灣醫療儀器與設備產業推向全球的領先地位。個案公司是一家在英

屬開曼群島註冊的公司，主要扮演控股公司的角色，利用控股方式成立不同的子

公司，開發出適合不同市場的產品與服務。  

此外，透過聯網育成與投資併購的經營模式，建立全球性的產業聯盟，有效

推動相關產業的發展，並為全球社會建立永續發展的健康衛生環境。個案公司以

高附加價值之醫療儀器設備產業為基礎，結合其他高新科技的發展，以創造出全

球領導品牌與先驅產品，並為消費大眾提供價廉物美的生物科技與醫療衛生產品

為使命。 

個案公司組成成員多曾在國內外知名大學或是國際性公司任職，多數具有博

士學位，在生物醫學領域具有相當的經營經驗。由於對於產業現況的深入瞭解，

該公司希望藉由科技新創事業的發展，配合台灣過去在資訊電子產業的強大優

勢，建立起新的生物醫學產業競爭模式。 

主要營運模式 

（1）聯網育成： 

個案公司於成立之初，規劃藉由挑選出具台灣本土優勢、高利潤潛能、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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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帶動其他產業共進的項目，提供創始期的啟動種子資金，並在集團母公司所設

立的公司運作、協助下，快速地培育成長為可獨立經營的子公司。因此，該公司

設有專責單位負責開發及評估生物醫學工程的潛在商機，同時運用創業種子基金

創建新生物醫學工程企業，提供資金給予這些新興生物醫學工程企業並確保創立

初期種子資金持續投入。  

同時個案公司也提供及招募所創建的新興企業初期所需之管理領導人才，

協助公司能夠在期間內，建立起企業經營模式。在後續規劃上則是提供育成公司

財務規劃，包括不同層次的資金籌措及公開上市之策略發展計畫，培育及引導育

成公司成為擁有全球性領導品牌的企業。 

(2) 投資併購： 

個案公司成立之初的另一項重點則是放在投資併購活動上。該公司將積極

在國內外尋求具高價值、高潛能、並符合策略需要的生技醫工企業及關鍵技術，

進行投資或併購，並掌握企業與技術使用之主導權，將相關重要企業與技術引進

回台灣，擴大台灣成為生醫工程基地。 

另一方面也藉此投資併購之運作，逐步建立遍佈全球的產業策略聯盟。希

望藉由購併活動尋找符合策略性需要之相關企業與關鍵技術，進行投資與併購案

件的風險及報酬率評估，完成投資與併購案件的談判、執行。同時將追蹤管理與

使用所投資併購企業的技術並將關鍵技術引回台灣，建立全球生醫產業策略聯

盟。 

事業群規劃  

由於台灣過去在資訊產業的成功，個案公司希望可以藉由過去台灣在資訊

產業成功的模式，整合相關的技術，生產一系列高品質、低價位的生物醫學儀器。

創業初期，該公司的產品主力主要是在檢測儀器與醫學影像服務的發展上，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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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音波 3D診斷儀器、正子斷層掃瞄儀(PET)、核磁共振檢測儀器（MRI）等。長

期的發展目標則是人造血管、可植入式裝置等，並整合相關的醫藥諮詢業務發展

成為跨國性的生物醫學集團。依據該公司成立初期的事業規劃，該公司將會有兩

個主要事業群。分別為生醫器材事業群與生醫技術事業群。 

（ 1）生醫器材事業群： 

個案公司計畫以下列三條焦點主軸來開發創建相關的生醫器材企業： 

• 醫用診斷器材設備：例如醫用影像診斷設備、生化基因檢驗分析儀

器、電腦專家診斷系統、醫用診斷生物晶片等。 

• 醫用治療器材設備：例如可植入式醫療元件與器械、組織替代生醫材

料、人造器官、製藥儀器設備等。 

• 醫用資訊通信器材設備：例如電子醫療及遠距醫療所需之器材設備與

服務、醫療保健資訊科技等。 

（2）生醫技術事業群： 

個案公司計畫以下列三條焦點主軸來開發建立相關的生醫技術企業： 

• 藥物研究開發與服務：例如利用高新技術以快速又節省的新方法，增

加新藥研發進程中各環節的效率與精準度。 

• 醫療診斷與治療服務：例如建立﹑經營﹑管理以高新技術為基礎的醫

學影像中心﹑檢驗中心﹑或治療中心等。 

• 電子網路與諮詢顧問服務：例如以高新網路與電子商務技術，建立生

醫工程企業全球入門網站，或以特有風險管理技術，從事降低醫療衛

生事業中失誤率的諮詢顧問服務等。 

創 業 團 隊  

主要創業團隊成員有 18位成員，其中投入資金的股東成員有 12位，以及 6

位受聘員工。在股東中，除董事長外，另有 4位全職參與個案公司運作，分別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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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總經理、副董事長、資訊及網路副總、及市場及開發副總等職務；另外 7位創

始股東屬兼職性質，在各領域提供個案公司專業資訊。 

 

C 博 士 （ 全 職 ）  

董 事 會 執 行 委 員 會 召 集 人  

董 事 長 兼 執 行 長  

董事長 C博士為國際知名的醫學物理工程專家，尤其專精於醫學影像有關的先

進科技及其在基礎與臨床生物醫學上的應用。董事長 C博士在美國某知名大學

從事研究與教學已超過二十年。他創立並領導的研究中心，在醫學影像儀器設備

的創新、設計與製作，影像圖像處理、重建與分析，以及數量化的功能與生理影

像應用等工作上，在全球皆有深遠的影響。董事長 C博士長年來並擔任多家生

物醫學工程企業的技術及策略顧問，並協助一些亞洲企業及美國公司的創建籌設

及業務發展。董事長 C博士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並獲有美國芝加哥大學醫

學物理博士。 

 
H 先 生  

總 經 理 （ 全 職 ）  

H先生畢業於台北工專，並於 1979年獲得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結構工程碩士，

之後又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就讀結構工程博士班。八０年代從事台灣核電廠及

其他大型專案的設計管理工作。1986 年起進入電子及資訊業界，先後任職於致

福、德泰科技、奎茂、日月冠等公司擔任總經理特別助理或市場部及業務部副總

經理等職。對於個人電腦中各式介面卡、主機板、通訊介面、網路產品都有涉獵。

1988 年曾與友人共創訊元公司從事區域網路產品的設計與銷售。1994 年赴美擔

任某一公司美國分公司經理，一年半後升任總公司總經理一職，對於公司上櫃，

電腦化，ISO9001,HL9000 認證，內部管理，大陸設廠等諸事項均有十餘年實務

經驗。 

 
A 博 士  

副 董 事 長 （ 全 職 ）  

A博士自七十年代末開始，即從事有關核磁共振及其醫學影像應用方面的工作，

累積了二十多年基礎研究、工程技術、產品開發以及企業經營管理等各方面的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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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經驗。他先後在 Diasonics及 Toshiba兩大公司醫學工程部門擔任經理及資深主

任等要職，曾負責管理的部門包括：科研與開發、物理與系統、工程、質量保證

及管制事務等。A博士並且是經過專業認證的熟悉最新經營管理方法的專家。A

博士畢業於台灣大學物理系，並是美國匹茲堡大學的物理博士。 

 
Z 先 生 （ 全 職 ）  

資 訊 與 網 路 副 總 經 理  

Z先生從事資訊產業相關技術及經營管理工作已超過二十年，他曾在 IBM等大

型資訊企業中技術開發與市場經營等部門擔任重要職務。Z先生於 1994年在美

國加州創辦某科技公司，並任董事長、總裁及執行長。該公司已有效地在電腦系

統、軟體、零件批發、系統零售、維修服務、網路架設、電腦與網路系統管理、

資訊技術諮詢、電子商務及網路服務等各方面建立起成功的企業規模與良好的商

譽。Z先生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並獲有美國阿肯色大學電機碩士。 

 
E 先 生 （ 全 職 ）  

市 場 與 開 發 副 總 經 理  

E先生擁有二十年以上之醫療器材公司之行銷與市場經驗，並曾在銀行與生技產

業搭擔任多年商務開發，公司兼併等方面高層主管，近年在亞洲擔任 Agilent 

Technologies青島公司之國際市場負責人、德國Merck Kg GA董事總經理、北京

博士倫眼睛護理公司總經理等職務，E先生在美國與中國都有醫療器材市場規劃

與經營的實務經驗，瞭解東西方之國際市場行銷與策略，並熟悉跨國公司國際業

務發展之策劃推動。E先生畢業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化工系，並有加州大學（洛

杉磯）MBA學位。 

 
N 博 士  

創 始 股 東 — 科 學 與 技 術 召 集 人  

N博士在醫學工程界為國際上享有盛名的權威，N博士的專長在人工心瓣及心血

管輔助循環系統等領域。N 博士榮膺美國邁阿密大學生醫工程學系的 James L. 

Knight講座教授，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首任「南洋講座教授」。並於 2000年就

任台灣某研究機構醫學工程研究所主任。以其 35 年在醫學工程領域的豐富經

驗，N 博士擔任許多政府諮詢（包括美國衛生科學院，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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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並經常為歐美許多醫工公司提供諮詢及顧問服務。N 博士畢業於成功大學

土木系，並獲有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碩士與克羅拉多大學應用力學博士 

 
B 教 授  

創 始 股 東 — 生 物 與 醫 學 召 集 人  

B 教授畢業於台灣大學化學系，並於 1978 年獲美國賓州匹茲堡大學博士學位，

歷任美國麻州衛斯理女子學院助理教授(1978-79) ，麻省理工學院訪問學者

(1979)，德州大學終生職副教授(1980-86) ，美國鋁業公司生物科技及分離純化

技術組長(1986-87)，必治妥施貴寶大藥廠診斷藥劑研究組長(1987-90) ，Hafslund 

Nycomed 美國子公司研發副總裁(1990-92)。1992年創立 Grace 醫藥科技顧問公

司，1993 年擔任國立某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籌備主任，並於次年八月就任教授

兼所長，以後陸續成立生物科技學系、生化工程研究所，並規劃生物科技學院，

以及擔任政府、財團法人、私人公司之顧問。B教授產、學、研各方面資歷完整，

專長是在醫藥和生物科技之管理及研發，曾研發三種磁振造影劑(1999年之市場

值一億美元) ，並發表學術論文、研究報告、專利等超過兩百篇，又曾擔任美國

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研究計劃審查委員(1990-1994)，美國化學會 Bioconjugate 

Chemistry 雜誌之編輯委員(1992-1997) 、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

人才講座」(1995-2000)、經濟部科技專案績效考評委員會委員 (1999-)等，以全

方位模式推動生物科技之整合教育與產業發展在國內生根與卓壯。 

 
T 博 士  

創 始 股 東 — 財 務 與 法 律 召 集 人  

T博士曾經為許多 FORTUNE五百大企業，在提昇公司市值及改善財務問題等方

面，提供關鍵性的諮詢顧問工作。T博士在企業長期績效改善及防錯系統建置等

方面,享有國際盛譽。T博士同時也是兩家國際諮詢公司的董事長。他所領導的

諮詢團隊也是台灣及美國政府的顧問。T博士於促進美國企業更具競爭優勢上的

貢獻已獲得 ANS、ASQC及其他國際組織的頒獎肯定。T博士畢業於清華大學核

工系，並有美國MIT工程博士。 

 
R 先 生  

董 事 會 執 行 委 員 會 副 召 集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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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先生是某半導體有限公司總裁兼營運長。該半導體有限公司是位於中國大陸的

半導體晶圖代工業之領導企業。R先生曾是 KFI科技公司創辦人兼營運長。KFI

科技公司是一註冊於美國，但活躍於亞洲的高科技公司。R先生曾參與籌辦數個

營運相當成功的美國及亞洲公司，並曾協助發展與生醫工程相關的事業。R先生

畢業於東海大學物理系，並獲有美國喬治亞洲大學物理碩士及加州大學（柏克萊）

核工程碩士。 

 
K 博 士  

創 始 股 東 — 企 業 與 政 策 召 集 人  

K博士從 1979年加入 Cetus Corporation 起已在生物科技產業界工作超過二十

年。他曾是兩家國際公司的合夥創辦人兼執行長。目前 K博士是美商某投資公

司的執行合夥人。K博士曾獲得的榮譽包括 Best Use of Technology Award（加州）

及 Entrepreneur of the Year Awards（Ernst and Young及亞洲商業聯盟）等。K博

士畢業於台灣大學化學系，並獲有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化學博士與MBA學

位。 

 
X 先 生  

創 始 股 東 — 生 醫 器 材 事 業  

X先生多年在美國和亞太地區負責管理風險投資基金與資產管理基金，已累積十

年以上豐富的專業經驗。他最近數年任職於一家聞名全球以亞太地區為投資重點

的風險投資公司，管理的資金已超過一億五千萬美元，投資對象並包含了數個成

功的生命科學公司。X先生獲有美國紐約大學MBA學位。 

 
S 先 生  

創 始 股 東 — 生 醫 技 術 事 業  

S先生先生擁有生物與商業管理雙重碩士，在數家國際聞名的生技與製藥公司任

職核心決策機構多年，並在過去十年中為全球頂尖之生命科學產業做特別顧問，

規劃生技產業未來發展方向，擔任美國聯邦與州市生技產業發展諮詢委員。過去

數年中，S先生並有成功經營管理生技風險創投基金的豐富經驗。S先生畢業於

美國芝加哥大學生物系，並獲有該校免疫學碩士與MBA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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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成立之經營模式及理念，個案公司的經營及運作團隊於公司成立之初，

積極地監視全球生物技術相關領域的最新技術發展，並且仔細評估許多市場上最

新發展的專案及其可行性。專案評估的領域，主要即依據事業群的規劃情形，聚

焦於生醫器材事業群及生醫技術事業群兩方面。生醫器材事業群，又主要地可以

分為醫用診斷器材設備、醫用治療器材設備，及醫用資訊通信器材設備三方面。

生醫技術事業群主要地可以分為藥物研究開發與服務、醫療診斷與治療服務，以

及電子網路與諮詢顧問服務三方面。 

我們可以從創業團隊的專業範圍看到，團隊成員專業涵蓋範圍相當廣泛，幾

乎涵蓋生物技術多數部分及其相關領域。這些最新科技專案的資訊提供上，個案

公司的創業團隊扮演了很重要的資訊掃描員及守門員的角色。由於個案公司的創

業團隊成員，各在他們的專業領域上，有極為傑出的表現。各自也都有相當嚴密

且廣闊的人際網絡分佈，因此其在各自專業領域上有許多訊息的輸入

（INFORMATION INPUT）。 

除此之外，我們也可從創業團隊的各個成員的過去經歷及專業領域涵蓋範圍

看出，涵蓋範圍相當廣泛。這些廣闊的範圍，對個案公司在成立之初，不管是在

內部的營運、市場行銷、資訊網絡的建構，乃至於到對外的聯繫（例如對各個專

業領域的聯繫），許多內向、外向的專業、技術及資源等，人際關係的網絡在其

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先從內部看起。在內部營運上，全職投入個案公司運作的總經理 H 先生在

電子、資訊產業界，及許多台灣本土上市上櫃公司擔任許多要職，甚至擔任某電

子公司（上櫃公司）的總經理，因此其對於公司內部的營運、管理、ISO、電腦

化、資訊化等方面，有很多的經驗，對於將新創公司推上軌道的流程及程序相當

熟悉。另一位亦屬全職參與的副董事長 A 博士在兩個國際知名大型醫學工程公

司，Toshiba 及 Diasonic均分別擔任研發經理及資深經理的職位，因此其對國際

大型醫療及醫學工程公司的運作均相當熟悉且有經驗。此外兼職參與個案公司資

訊網路系統架構的副總經理 Z先生，在 IBM等大型資訊公司任職超過 20年，因

此其對公司的電子化、內部網路及資訊系統建構情形及需求、使用狀況相當熟悉

且瞭解。另外一位亦屬兼職的市場開發副總，E先生擁有二十年以上之醫療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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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例如 Agilent Technologies、北京博士倫眼睛護理公司等）之行銷與市場經

驗，並擔任公司要職，因此其在新公司的行銷計畫及市場策略上，給予許多寶貴

的經驗、意見及貢獻。這四位創業成員2，對於公司在成立之初的內部運作、協

調、架構化，以至加速公司的運作上軌道，貢獻良多。 

除了公司內部營運外，公司的籌資也是相當重要的步驟之一。公司的籌資影

響是兼具內在及外在的。如何自外界籌資，乃至內部如何使用資金、調配資源。

在這個範圍上，董事會召集人及董事長 C博士，在擔任教職的 20多年期間，也

同時為許多亞洲及美國企業在創建及籌設階段，擔任顧問的職務，參與許多籌資

及董事的角色。總經理 H 先生及董事會的副召集人 R 先生二位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這二位都曾經在大型電子、半導體上市上櫃公司擔任營運要職，並在董事會

中擔任重要的角色，所以他們對於對外如何籌資、內部如何使用資金、在董事會

中對於資源分配加以爭取，都給予許多意見。這三位在董事會的運作上，兼具內

部運作及外部籌資的溝通橋樑上，扮演重要角色。 

在外部資源，包含資訊取得、資金、最新科技消息等的取得上，創業團隊成

員們接會在其各自的專業領域上進行貢獻及重要協助。我們可以從創始股東們3

的成員背景略視端倪。從創始股東們的背景資料可以得知，這些成員們在科學、

技術、生技醫學、財務法律、企業政策，乃至於創業投資上，都有豐富且專業的

國際經驗，涵蓋範圍也相當廣。他們各自在這些範圍，在「外部資源」輸入的過

程中，扮演資訊監視員及守門員的角色，將最新資訊傳達給公司之後，交由公司

內部進行專案評估。 

除了創業團隊成員外，個案公司創立初期的員工，也在公司草創時期的運作

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這些員工，兼具深厚的專業知識及多年的產、學、研

各方工作經驗，協助個案公司在營運初期資源有限的情形下，達到最快且最好的

營運成效。創立時期的員工簡歷如下表所示。 

 

                                                 
2
 這四位創業團隊成員，其中總經理及副董事長為全職，二位副總經理為有給兼職。 

3
 創始股東為無給職。然而皆有投資於個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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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創立時期的員工學經歷簡表 

工作同仁 學經歷 年資

市場行銷 
CM先生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系學士 
 美國Murray墨瑞州立大學地球科學系，碩士 
 美國印地安那州州立大學地理與地質研究所博士班 
 工研院能資所/企畫組技術推廣室，研究員/客戶經理/副主任 
 某投資發展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經理 
 某大地資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經理、協理 
 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電腦事業部  業務經理 
 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電子產品經理 
 個案醫學工程科技股份公司副總經理 

14
年 

專案經理 
LG小姐 

 清華大學物理系學士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碩士 
 伊利諾大學MBA 
 某協會市場研究處資深專員 
 經濟部某小組經理 
 個案醫學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10
年 

資訊設備 
CH先生 

 陽明大學醫事技術學系 
 陽明大學醫學生物技術研究所 
 PET應用之研究計畫執行 
 經濟部某小組經理 
 Microsoft Certificated Professional 
 某科技專案執行 

5
年 

會計 
CX小姐 

 東吳大學會計系學士 
 某協和會計師事務所查帳經理 
 某科技公司專案助理 
 某科技公司會計經理兼管行政總務人事 
 某科技公司總經理特別助理 
 個案醫學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22
年 

業務發展 
TP小姐 

 台大化工系學士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生化工程所碩士 
 政大科管所MBA 
 某研究單位行政科管人員 
 個案醫學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3
年 

行政推廣 
HV小姐 

 復興工商專科學校二專畢業 
 個案醫學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專員 
 行政院電腦軟體應用技術士丙級、CSF認證、會計三級 

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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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個案公司創立的主要營運模式之一，為育成聯網，藉由挑選出具台灣本

土優勢、高利潤潛能、並能帶動其他產業共進的項目，提供創始期的啟動種子資

金，並在個案公司運作、協助下，快速地培育成長為可獨立經營的子公司。因此，

該公司設有專責單位負責開發及評估生物醫學工程的潛在商機，同時運用創業種

子基金創建新生物醫學工程企業，提供資金給予這些新興生物醫學工程企業並確

保創立初期種子資金持續投入。同時個案公司也提供及招募所創建的新興企業初

期所需之管理領導人才，協助公司能夠在期間內，建立起企業經營模式。在後續

規劃上則是提供育成公司財務規劃，包括不同層次的資金籌措及公開上市之策略

發展計畫，培育及引導育成公司成為擁有全球性領導品牌的企業。 

因此，公司成立之初，營運重心在於規劃、評估及發展許多生物醫學工程專

案。 

在公司成立初期，創業團隊的創始股東們，提供公司許多具競爭力及挑戰性

的專案資訊，例如工研院生醫中心的超音波計畫、人工心臟輔具、e-PTFE 人工

血管、Pre-Clinical CRO公司投資併購計畫、核磁共振儀MRI研發生產專案計畫、

正子斷層掃瞄儀（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動物用正子斷層掃瞄儀

（microPET）等。共計有 11個專案。當然在這些專案的評估上，針對於國內市

場的競爭情形、該專案的發展潛力、市場供給需求層面等角度加以分析評判後，

有許多專案的進行是被中止的，例如 e-PTFE人工血管研發及生產專案4、及人工

心臟輔助用具的輸入及臨床應用5專案。 

                                                 
4 e-PTFE人工血管計畫的中止，主要原因有二在於目前國內及國際市場上，該材料技術

已非最新應用技術，且在國際市場中，Gore-Tex公司已佔有該產品超過 80％的市場佔

有率。當然，尚有許多考量及分析因子，在此不加以一一細述。總體而言，在技術及市

場發展潛力及邊際效益均不樂觀的分析調查結果下，人工血管研發製造的專案計畫被中

止。 
5 人工心臟輔具輸入計畫中止的原因，主要在於國內醫療法規的嚴格限制、國內心臟外

科醫師治療使用習慣。由於人工心臟輔具屬於侵入式醫療器材（Class III），相關法規限

制極為嚴格，國內醫師對其的接受度評估亦極為慎重。此外，亞洲華人與國外人種由於

體型緣故，心臟大小及血液流速等因素均有顯著差異。這三個主要因素對於國外研發的

人工心臟輔具的輸入，及臨床使用於國人治療用途，皆有很大的阻礙及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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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重要專案的評估及日後進行過程中，該專案的引入者（大多為創始股

東們）的專業知識，及在該領域的人際網絡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舉例而言，以

目前個案公司正在進行中的MRI研發生產計畫為例，副董事長 A博士，之前在

Toshiba公司十多年的工作經歷，更為 Toshiba 醫療用MRI研發部門的主管。這

個人際資源，在日後個案公司的MRI計畫項目之一 — 為 Toshiba公司擔任MRI

零組件及儀器代工，扮演極為重要且關鍵的重要角色。 

此外，在專案評估的過程中，有許多機會，會與上游零組件及相關材料供應

商、上游廠商、下游使用者及下游廠商有許多聯繫。例如，在評估超音波計畫的

同時，由於市場調查、發展潛力、技術評估等方面的需求，即與醫院、採購單位、

醫師、以及工研院等研究單位有所聯繫。再以人工血管研發生產專案為例，在探

討人工血管生產線的架構時，計畫與亞太醫療公司合作，由亞太醫療公司負責人

工血管之生產。雖然，人工血管專案於評估後予以中止，但與亞太醫療的聯絡網

絡因此建立，亞太醫療公司高層成員之一，離職後加入為哈佛健康檢查公司團

隊，而哈佛健康檢查公司，也為個案公司日後加入 TCVG正子掃描中心 BOO專

案時，提出利用正子掃描儀進行健康檢查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 

在個案公司成立之初，藉著創業成員們的專業智慧、累積多年的相關人脈，

以及在進行諸多專案評估時聯絡相關廠商衍生出來的許多科學、技術專業資源，

與延伸出來諸多的人際、關係網絡，為個案公司在無形的智慧資本累積上，貢獻

很多，也為個案公司日後數個專案的進行，奠定成功的基礎。這其中，也包含了

本研究著重的觀察重點個案 — 參與 TCVG 正子影像中心之興建、營運、擁有

（BOO）重大工程案的投標，及其之後的營運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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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子斷層掃描簡介 

正子斷層掃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簡稱(PET)，是目前唯一一種

以非侵入體內方式作器官代謝異常影像診斷的一種安全、靈敏之高科技影像檢

查，藉由使用微量放射性帶有正子的同位素與去氧葡萄糖結合之藥劑-氟化去

氧葡萄糖(簡稱 FDG)由靜脈注入體內，經由血液循環傳送至體內器官組織，由

於癌症細胞分裂迅速，新陳代謝旺盛，需消耗大量的葡萄糖來作為分裂的來

源，攝取葡萄糖速率約為正常細胞的 2至 10倍。 

而正子斷層掃描檢查就是利用葡萄糖會聚集於代謝特別旺盛的細胞組織

這個原理，透過正子斷層掃瞄儀，利用正子衰退時併發伽瑪射線、正常細胞組

織與不正常細胞組織對藥物代謝或血流灌注之差異性，劃出影像，展現出體內

細胞組織的健康情形。 

正子斷層掃描儀係由Micheal Ter-Pogossian, Micheal E. Phelps, Edward 

Hoffman, 三位學者於美國華盛頓大學（聖路易市）發展出來，第一台全身正子

斷層掃描儀於 1974年元旦正式問市。 

正子斷層掃描係將特殊放射藥劑注入人體並施予全身造影，藉以瞭解該放

射製劑在人體內的分佈及新陳代謝。由於這些放射製劑多屬於具有高度專一性

的生命基質，所以可以藉由正子斷層掃描瞭解該特定組織的新陳代謝狀況。因

此，正子斷層掃描可以提供有關人體中特定組織的生理和代謝的資訊。由於絕

大多數人類的疾病在發病初期皆先有生理、生化以及新陳代謝的變化，而後才

會產生結構性的的變化；然而，目前使用較多的 X光檢查、電腦斷層、磁振攝

影⋯等，皆是被用來偵測身體上結構性的變化，而正子斷層掃描可偵測出生理

上的變化，當然其對疾病的偵測可以搶先一步，達到「早期診斷、早期治療」

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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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子斷層掃描適用範圍很廣，檢查項目很多，適用於多種疾病的診察及療

效監測上。目前的檢查項目包括癌症、神經及精神系統疾病、心血管疾病及健

康檢查四項。 

根據文獻報告，正子斷層掃描對各種不同得癌症有不同的檢出功能，其中

以淋巴癌、大腸直腸癌、肺癌、黑色素癌，及頭頸部癌為最佳。大體而言，正

子斷層掃描對癌症診斷的靈敏度為 85∼97﹪，準確度亦在 87∼98﹪之間，正

因為如此，所以至西元 2000年全世界的正子影像中心已超過 260座。同時美

國 HCFA（ Health Care Financing Administration）也核准了多項癌症正子斷層

掃描檢查的保險給付；且經過統計有超過三成以上的癌症患者在接受正子斷層

掃描檢查後，其臨床主治大夫因充分掌握正子斷層掃描資訊，因此對患者的處

置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目前正子斷層掃描在癌症診治的應用包括： 

一、 癌症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二、 分辨良性或惡性腫瘤 

三、 癌症擴散範圍的確認（臨床分期、再分期） 

完整的手術切除是治療癌症最好的方法，但是當癌症已經開始

擴散轉移至其他器官組織，以致無法完全切除所有的病灶時，就只

好退而求其次使用比較保守的治療方法（如放射治療及化學治療）。 

四、 評估治療效果 

一般惡性腫瘤在經過外科手術或者放射線治療後，使用電腦斷

層或是磁振造影並沒有辦法區分治療後的組織變化及殘餘腫瘤。 

五、 偵測復發癌症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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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患者在經過治療後，患者皆會接受定期的追蹤檢查，而血

清腫瘤標幟的測定，一直是判定腫瘤是否有復發的重要指標。因此

當血清中腫標幟升高時顯示腫瘤有復發的可能，此時腫瘤復發的位

置必須先予以確認才能採取有效的治療方法，而臨床上此項確認的

工作常常是不容易達成的。 

由於正子斷層掃描有卓越的偵測癌症病灶的特性及全身掃瞄的功能，利用

正子斷層掃描來作全身健檢的工具，的確有其獨特的功效。然而，由於正子斷

層掃描檢查收費較高（一次收費新台幣 5萬元），從經濟效益的觀點而言，用

於全民健檢是否恰當仍有待評估。但是專家們建議對於癌症高危險的族群（例

如有腫瘤家族史的民眾），正子斷層掃描檢查可以提供早期診斷早期治療的機

會。雖然正子斷層掃描的收費稍高，但畢竟生命是無價的。若不幸的真的有腫

瘤發生，藉由正子斷層掃描進行健康檢查，可以儘早發現並分辨腫瘤為良性或

惡性；惡性腫瘤細胞生長擴散極為快速，並進而在癌症病灶發生前早期予以更

有效果的治療。至於多久適合做一次正子斷層掃描檢查，應該由臨床大夫是實

際需要來判定。 

在接受正子斷層掃描檢查過程中，除了靜脈注射，及部分病人需要於檢查

前進行導尿或排便外，沒有任何其他的痛苦。靜脈注射 FDG藥物後，受檢者

即保持完全放鬆的休息狀態，即使在整個檢查過程中，也完全安全無感覺。一

次正子斷層掃描檢查所接受得輻射劑量為 6∼16毫西弗左右（約為二次胸部 X

光透視的輻射劑量），所以正子斷層掃描的輻射安全是無須顧慮的。 

於西元 2001年，全球正子醫學影像的市場交易額粗略統計為美金八億

元，這其中包含了正子斷層掃描儀及迴旋加速器的銷售、其他正子造影相關產

品、正子影像服務及其他應用的諮詢費用。正子醫學影像市場在過去幾年中以

穩定且快速（每年超過 100％）的速率向上成長，預計這個成長趨勢也將在未

來數年中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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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子造影技術在臨床上提供了早期且正確的診斷，尤其在腫瘤、腦神經疾

病及心血管疾病等方面的應用上。此外，由於在世界趨勢中，正子造影技術應

用在生物科技及新藥研發方面的發展已相當成熟。 

在正子斷層掃描儀的供應商方面，目前國際市場上主要由 GE、Siemens、

CTI、Philips等。CTI公司提供的正子影像產品及服務在醫學影像及分子影像

市場上居於全球的領導地位。P.E.T.Net 製藥公司 (PETNet)是為 CTI公司擁有

百分之百股權的子公司，PETNet是正子商用放射性藥物及同位素的世界第一

供應商，也在該領域擁有最先進的發展技術，PETNet的藥物推廣及經銷網路

由 PETNet製造推廣經銷中心（PETNet Manufacturing and Distribution Centers ，

PMDC）所負責。  

截至目前為止，CTI公司佔有超過 70％的全美正子影像市場，CTI公司擁

有完整的正子醫學影像產品線，其中包含 RDS 迴旋加速器、 ECAT® 造影系

統及 LSO 偵測器等。目前已有超過 200台的 ECAT® 造影系統在全球各地設

立完成並運作中。  

除此之外，CTI公司還提供其他與正子造影技術相關的產品及服務，其中

也包括經銷正子造影儀器設備零組件的業務。在正子造影技術發展的數十年

中，CTI公司一直在該技術領域的發展中扮演著相當關鍵的角色，同時也是引

領正子造影技術進入臨床應用的主要功臣。 

單就美國市場而言，截至今日約有 400個正子醫學影像中心。以目前的市

場需求預估（讓每位需要進行正子斷層掃描的民眾都能在合理的時間安排下進

行掃描），總共需要 2,000個以上的正子醫學影像中心。如果此目標得以在未來

數年內達成，單就美國國內的正子醫學影像市場預估可達數十億美元。 

這股正子醫學影像市場的成長浪潮助因有： 

1. 在美國，MediCare、MediAid及許多大型保險公司通過將利用正子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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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進行多種癌症及疾病的檢查納入給付範圍，使美國正子醫學的臨床

應用市場急遽成長。這也間接助導了其他地區市場的快速成長。 

2. 在放射性藥物方面，提供藥物製造及經銷服務的廠商及組織快速成立，

這也使取得放射性藥物的便利性大幅提高。 

3. 正子造影技術的快速進步。 

4. 正子斷層掃描於臨床應用上提供了獨特的準確性及功能性檢查優勢。 

5. 正子醫學影像技術越來越廣泛地應用於生物醫學領域的研究及發展 

在台灣，正子斷層掃描儀被分類為昂貴或具危險性之醫療儀器。其進口及

裝設需要獲得衛生署准許後，核發「輸入器材許可證」始可進行之；而且，正

子醫學影像中心僅獲准在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以上之醫療組織設立。此外，目

前唯一合法的放射性藥物 FDG來源為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之核能研究所。 

目前一次全身正子造影費用平均為新台幣五萬元，目前在台灣的健保給付

項目中尚未將其列入給付項目，因此掃描費用需由病患自付。掃描病患來源主

要以臨床醫師轉介或健康檢查為主。   

至民國九十一年（西元 2002年），全台灣共有 13台正子斷層掃描儀，分

設於 11個正子影像中心。這 11個正子影像中心主要分佈於台灣北部及中部地

區，且絕大部分設立於台灣前 15大醫院中。 

南台灣地區尚無正子醫學影像中心設立的主要原因，在於目前南台灣並沒

有迴旋加速器之設立，以致放射性藥物的取得有困難。放射性藥物供給的主要

限制在於放射性藥物的半衰期（以 FDG為例，其半衰期為 110分鐘）。 

在現已設立的 11個正子醫學影像中心中，有 6個中心自行購買其正子斷

層掃描儀。值得一提的，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之正子影像中心所採取的營運

模式是由合作廠商提供一台奇異公司之正子斷層掃描儀放置於該中心內，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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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掃描一位病人，廠商從中分得新台幣 1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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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子斷層掃描專案 

秉持著主要營運模式架構，個案公司於成立初期，許多專案的評估及規劃

齊頭並進，其中包含董事長 C博士的專業領域 — 正子斷層掃描技術及相關服

務。 

在個案公司成立後的近一年內（約至 2001年 9月間），正子斷層掃描儀專

案的重心，主要放在建立海外（尤其是美國地區以及大陸地區）的正子影像中

心（PET CENTER）。在美國地區，建立及營運模式大抵為以私人企業形式建立

正子影像中心，亦即公司自己擁有、購置、裝設並運作正子斷層掃描儀。掃描

病患的主要來源，為由各當地醫院轉介至該正子影像中心進行掃描檢查6 7。在

這樣的營運模式中，個案公司必須有數個考量重點： 

1. 儀器的取得、設置、維修、操作 

2. 檢查所需之輻射藥物之取得 

3. 中心的營運 

4. 輻射防護 

                                                 
6
 在正子斷層掃描及相關醫療檢查上，美國醫療法規與台灣的相關規定大不相同。在美

國，多項利用正子斷層掃描儀進行臨床的癌症檢查（肺癌、大腸直腸癌、淋巴癌皮膚癌

等），以及心肌存活評估等臨床檢查，是被美國政府 HCFA（ Health Care Financing 

Administration）核准通過，予以健保給付的。檢查流程為，由醫院醫師依據病患需要，

開立檢查轉診單（類似醫藥的處方箋），病患自行選擇、或由醫師推薦，前往相關檢查

單位，例如正子影像中心，進行檢查，並由該中心為其進行檢查結果之報告。病患及檢

查單位再將此報告，交由主治醫師，協助其進行病症及病情的診斷、治療、及療程規劃。

因此在美國，許多正子影像中心是由私人企業自行營運（當然也有許多正子影像中心是

由醫院自行營運）。 

7 然而，在台灣，正子斷層掃描檢查尚未通過健保給付，且也無此類民營檢查中心的相

關法令規定及許可。此外，政府法規規定，正子斷層掃描儀的設置，必須在設有核子醫

學科的醫療單位。因此在台灣，正子斷層掃描儀的設置都必須是在醫療單位（目前均為

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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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以上四個關鍵重點，個案公司主要透過董事長 C博士在正子斷層掃

描儀器，及影像整合技術二十幾年的專業研究經驗，及其建構起來的人際關係

網絡系統，為主要的資源來源，就以上四個考量重點分述如下： 

1. 儀器的取得、設置、維修、操作： 

董事長 C 博士擁有數個正子斷層掃描儀的關鍵技術專利，其將這

些專利授權予 CTI 公司使用，同時也擔任 CTI 公司正子斷層掃描儀的

研究發展顧問，提供該公司儀器研發及相關技術許多咨詢服務及建議。

董事長 C 博士與 CTI 公司及其相關單位的關係極為密切，因此個案公

司也較其他私人企業，易於取得 CTI 公司的正子斷層掃描儀器，並且

CTI公司也同意提供個案公司在自行建立正子影像中心時，提供設置、

維修及操作等方面的技術支援，以及相關的人員訓練。 

2. 檢查所需之輻射藥物之取得 

P.E.T.Net 製藥公司 (PETNet)是為 CTI 公司擁有百分之百股權的

子公司，PETNet是正子商用放射性藥物及同位素的世界第一供應商，

也在該領域擁有最先進的發展技術，PETNet的藥物推廣及經銷網路由

PETNet 製造推廣經銷中心（PETNet Manufacturing and Distribution 

Centers ，PMDC）所負責。  

個案公司在進行正子斷層掃描專案評估後，決定投身該市場，即與

CTI 公司及 P.E.T.Net 製藥公司簽訂策略聯盟合議。因此個案公司在美

國建立正子影像中心的藥物供給，有一穩定、高品質且配銷組織健全的

藥物供應來源。 

3. 中心的營運 

由於 CTI 公司提供的正子影像產品及服務在醫學影像及分子影像

市場上居於全球的領導地位，再加上董事長 C博士亦因研究計畫因素，

擔任許多醫院及私人正子影像中心之科技顧問，提供許多諮詢。因此，

許多與 CTI 公司有技術、產品聯盟的正子影像中心，以及董事長 C 博

士提供過技術顧問的正子影像中心，皆因日後還會再與董事長 C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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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技術合作機會的因素，願意提供個案公司相關工作人員營運方面的指

導，甚至開放讓個案公司工作人員進行參訪、實習。 

4. 輻射防護 

許多提供輻射防護服務的公司，亦皆因個案公司與 CTI 公司獨特

的關係、董事長 C 博士在正子斷層掃描領域的專業地位，及許多其他

正子影像中心的推薦，紛紛與個案公司聯繫，表示願意提供輻射防護服

務及協助。 

最後個案公司決定與一家與 CTI 公司有長期合作經驗的輻射防護

公司簽訂合作協議。該公司長期與 CTI 公司合作，對 CTI 公司生產之

正子斷層掃描儀相當瞭解，因此對於配合儀器及周邊設備進行輻射防護

計畫，十分熟悉且有經驗。 

 美國及大陸地區的工作人員，經由董事長 C博士的牽線，與 CTI公司、醫

院及私人正子影像中心、以及相關專業人員進行訪談及調查，再藉由台灣、美

國及大陸地區三地的工作人員一齊在網路、相關研究文獻、公司內部技術文件

進行補充資料蒐集及研讀，利用個案公司內部網路及視訊會議系統，三地區工

作人員可以順利且密切地交流訊息，緊密地合作，提供彼此必要的協助。也同

時，將三地工作人員的經驗及各種相關資料，彼此分享。因此，所有工作同仁

皆可即時分享彼此工作的經驗及資訊，訊息、知識在組織間順利地流動著，並

且也透過這些流動的過程，其他同仁再因利用該資訊、知識，進行分析或工作

的同時，再加以其他資訊的補充。就這樣，資訊及知識被予以加值及整合。 

 值得一提地，個案公司的內部網路系統8建構十分有系統，不管人在何處，

都可以透過網路進入公司內部網路系統。所有的資訊，工作同仁們也都非常習

慣地存取在公司內部網路系統中。這個文化的養成，是因為個案公司的工作伙

伴們時常因專案需要，旅行於世界各地。事實上在公司成立的頭兩三個月，常

常處於每個人各自擁有部分資訊，但沒有任何一個人擁有全部資訊的窘態。想

                                                 
8個案公司專屬電子郵件收發信系統，至 2001年 5月建立起來。公司內部資訊系統的架

構，於 2001年 9月建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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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爾，這樣的情形下造成了工作效率不彰、合作同仁們彼此溝通困難、無法

順利分工合作等困難。然而個案公司的工作同仁們，相當有共識地面對這個問

題，仔細且優先要務地建立一套穩定且有系統的內部網路系統，且要求彼此將

所有查詢到的資料，皆存取在內部網路系統中，並溝通出一套彼此皆可接受的

分類辦法，方便彼此的資料分享及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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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TCVG正子影像中心專案 

除了專案內的資訊分享及流動外，個案公司由於成立之初經費有限，每個

工作人員手上皆有數個專案同時並行，也因此相關訊息與資源也會在專案及專

案間流動著，這樣的交流情形有時會帶來意外的重大收穫。舉例而言，專案之

一的核磁共振儀MRI研發生產專案計畫，因為國內市場調查的需要，與 TCVG

（以下簡稱 TCVG）核磁共振檢查中心於 2001 年 6 月進行聯繫。同時，由於

TCVG 核子醫學科 W 主任與董事長 C 博士，是十數年的舊識，曾經在許多國

內外的專業及技術研討會中，就許多核子醫學相關問題交換意見。因此在核磁

共振專案進行聯繫拜訪的同時，也「順道」與核子醫學科W主任進行拜訪，W

主任也因此對於董事長 C博士及個案公司的業務範圍有深刻的印象。 

 2001年 9月，TCVG核醫科W主任來函予董事長 C博士，表示 TCVG有

意願設置正子斷層掃描儀，並且鑑於當時院內經費及資源配置考量，構想以

BOT或 BOO方式進行，向董事長 C博士請教全球市場狀況及 BOT/BOO方式

的可行性。就在個案公司董事長 C 博士與 W 主任進行書信、電話往返，就相

關議題討論的二至三星期間，TCVG 透過 W 主任，邀請個案公司向 TCVG 內

部及相關參與決策單位，進行公司簡介及產品介紹（於 2001年 9月底）。 

 在這次簡介之中，個案公司除了對於公司的創立、願景、目標、營運，以

及產品及服務向 TCVG進行報告以外，也同時，在與醫院相關人員的討論中，

得知 TCVG有相當程度傾向以民間廠商參與的形式，亦即民間興建—營運—移

轉 BOT，或民間興建—營運—擁有 BOO 的形式，進行正子斷層掃描儀（PET 

SCANNER）的設置。但尚未定案。 

 此外，在這次的簡介中，TCVG不只邀請個案公司，同時也邀請其他核子

醫學儀器設備商：AB公司（奇異公司正子斷層掃描儀代理商）、SC公司（CTI

公司正子斷層掃描儀亞洲代理商）、UNIS（Siemens正子斷層掃描儀代理商）等

公司進行簡介，同時透露 TCVG有意以 BOT/BOO方式設置正子斷層掃描儀的

訊息。 

 相對於另外三家儀器設備商而言，個案公司是極新的新創公司。在醫療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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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產業，醫院方面的立場及主要原則之一，是向大型、已有許多市場經驗的廠

商購買，畢竟醫療器材的服務對象是病患、是人體，醫院寧可花較多的金錢，

向有許多市場口碑的知名儀器商購買，也不願意冒風險向新廠牌購買，因為醫

療行為中，「當白老鼠」所必須承受的風險是相當大且難以彌補的。因此在醫療

儀器產業，通常都是極少數國際知名大公司獨占市場的局面。 

 在這次的簡介會中，個案公司之所以被邀請參與簡介，除了個案公司進行

代理、銷售的 CTI正子斷層掃描儀，屬於國際知名廠商以外；另一方面，也由

於在國內核子醫學醫療儀器市場，AB 公司及 SC 公司是其中除了提供儀器代

理、銷售，業務範圍也同時包含場地裝修、影像中心營運等業務；而 UNIS 則

純粹進行儀器代理、銷售及維修。因此，在三家獨佔廠商中，有可能承包

BOT/BOO標案計畫的廠商，將會是 AB公司及 SC公司。然而，W主任卻認為

此二廠商平時的維修、服務及營運服務，尚有許多提升空間。因此，在得知個

案公司也有進行相關業務時，即使個案公司是一年輕的新創公司，在代理儀器

屬大品牌的重要條件考量下，決定給予個案公司一個機會，也給國內核子醫學

科另一個不被制約的選擇。 

個案公司在該次簡介後，數度內部開會、檢討、討論後，認為這是個案公

司一次重要且關鍵的機會。雖然國內正子斷層掃描儀的銷售及服務，並未在原

先的專案計畫範圍內，在這次突然機會降臨的同時，個案公司決定調整目前公

司相關資源，著手從事國內業務的評估及規劃。 

從 2001年 10月起，公司同仁開始分頭進行國內正子醫學市場調查、技術

評估、財務預測及分析、相關上下游供應商、廠商及顧客訪談、國內外法規彙

整、研究等等工作。此外，國外的同仁們，也協助進行與儀器供應商 CTI公司

協議美國地區以外的銷售業務合作情形，並給予國內同仁許多寶貴的正子影像

中心營運建議。這些建議是同仁們在過去參訪美國地區及大陸地區許多正子影

像中心，所累積的經驗及知識。 

在這個階段期間，個案公司在正子斷層掃描專案方面，在美國地區中心場

地取得有爭議的同時，開始將部分重心轉移，投入國內市場的研究。由於 TCVG

方面對於以 BOT/BOO 方案設置正子斷層掃描儀的部分考量（如場地、週邊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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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水電、經費、人力配置）等尚無定論，亦即決定是否設置正子斷層掃描中

心，是否以 BOT/BOO 形式尚無確定決議，因此個案公司由原先只將眼光鎖定

在 TCVG正子影像中心 BOT/BOO專案，擴大至全台灣醫療院所的儀器銷售、

諮詢及服務。並且，開始進行國內輸入醫療器材的相關規定及申請進行資料蒐

集的準備作業。同時，也持續地與 TCVG各階層聯絡，詢問該專案的進度及各

階層考量、構想。 

2001年 12月，個案公司接獲 TCVG第二次的簡介通知，邀請個案公司針

對正子斷層掃描儀器及服務的業務內容，進行深入的報告。並且確定地告知個

案公司，TCVG 將與民間廠商合作，以 BOO 形式，設置正子斷層掃描儀，業

務主要交由 TCVG核醫科負責。在第二次的簡介通知中，除了個案公司以外，

還有 AB公司及 SC公司亦參與簡報。代理 Siemens儀器的 UNIS公司，私下透

露由於業務範圍的限制，並未參加此次報告。 

在該次報告之後，TCVG立刻通知三家報告廠商，至相關單位購買標書，

並注意投標企劃書送件截止日為 2002年 1月 25日（郵戳為憑）。並且，於 2002

年 2月 6日進行正式報告，並於該日各廠商報告結束後，立即公布獲得優先議

約權的廠商結果。 

個案公司在取得標書之後，立即針對九個大項目進行規劃： 

1. 正子斷層掃描儀各廠牌型錄及儀器說明9 

2. 國內設有正子影像中心之醫院營運詳細情形 

3. 國內供藥情形 

4. 與 CTI公司簽訂美國地區以外的銷售合約 

5. 公司投標資格的符合（增資） 

                                                 
9 目的在於針對各廠牌儀器進行優劣勢分析。同時，與各儀器廠商聯絡，也為個案公司

若有某些預料外的萬一情形，以致在儀器取得上無法順利自 CTI公司進口的突發狀況，

尋求另一解決之道，亦即向這些所謂的「競爭者」購置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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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場地規劃及輻射防護 

7. 行銷業務推廣及宣傳之企劃 

8. 撰寫企劃書及準備報告資料 

9. 安排人員受訓行程 

在做完第二次簡介，至送出企劃書的一個月期間，個案公司內部就以上九

個項目進行規劃。分別敘述如下： 

1. 正子斷層掃描儀各廠牌型錄及儀器說明 

分別與奇異公司代理商 AB 公司、Siemens 公司代理商 UNIS、及

CTI公司代理商 SC公司進行聯絡，以向這些所謂的「競爭者」購置儀

器的形式為主要討論重點的形式，進行該廠牌儀器的瞭解。此外，也跟

這些競爭者建立起日後可能合作的橋樑。 

2. 國內設有正子影像中心之醫院營運詳細情形 

董事長 C 博士因為研究計畫的緣故，與長庚醫院核子醫學科主任

及醫師有很深的交情，長庚醫院正子斷層掃描儀的設置已有數年經驗，

個案公司在董事長 C 博士的人脈資源串連之中，向長庚醫院請教許多

運作正子斷層掃描儀時，必須注意的許多考量點。 

3. 國內供藥情形 

目前唯一合法的放射性藥物 FDG來源，為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之

核能研究所。個案公司與核研所相關供藥人員商談供藥計畫及售價。也

藉此機會，讓核研所開始認識個案公司及其業務範圍10。 

4. 與 CTI公司簽訂美國地區以外的銷售合約 

由於在 TCVG專案之前，僅與 CTI公司簽訂美國地區的銷售合約。
                                                 
10 藉著彼此在放射性藥物供給及需求的合作機會，彼此瞭解業務情形。這也為個案公司

日後的業務拓展，奠定契機。核研所曾有構想以 BOO/BOT形式設置第二台迴旋加速器，

增加供藥產量。也曾就此與個案公司聯繫，希望可以彼此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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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I公司之前與 SC公司已簽有亞洲代理合約，雖非獨家代理，但基於

CTI與 SC公司的長久合作關係，在個案公司未規劃台灣及亞洲地區業

務之前，CTI在種種考慮因素下並未主動積極與個案公司簽訂亞洲地區

銷售合約。然而在 TCVG 專案迫在眉睫之際，個案公司為了更確定儀

器的取得無誤，因此要求與 CTI公司簽訂亞洲地區銷售合約。且 SC公

司銷售狀況亦不見理想等種種考量下，CTI公司也樂於與個案公司簽訂

亞洲銷售合約，多個代理商協助其擴展亞洲市場。 

5. 公司投標資格的符合（增資） 

當時個案公司的登記資本額，小於 TCVG 公開招標的公司資本額

限定。就此，個案公司緊急進行增資，以符合資格限制。 

6. 場地規劃及輻射防護 

由於正子斷層掃描儀以及放射性藥物，屬於具有輻射性，因此在場

地的規劃、儀器設置及運用藥物等事件上，均需配合輻射防護計畫。個

案公司藉此與專門負責輻射防護業務的輻新公司、貝克西弗公司及富特

茂公司進行洽談合作計畫。 

7. 行銷業務推廣及宣傳之企劃 

由於正子斷層掃描有卓越的偵測癌症病灶的特性及全身掃瞄的功

能，利用正子斷層掃描儀來作全身健檢的工具，是國內外市場的趨勢。

在廠商自行營運的 BOO專案計畫中，檢康檢查也將是行銷業務及推廣

的一大焦點。因此個案公司也與哈佛健檢公司進行合作計畫的規劃，邀

請哈佛健檢公司成為個案公司的合作伙伴之一。值得一提的，與哈佛健

檢公司的合作關係，起源於人工血管研發生產專案評估時，與亞太醫療

公司的聯繫（如前所述）。 

8. 撰寫企劃書及準備報告資料 

個案公司內部就將來要如何營運正子影像中心，投如許多精神及研

究，擬定許多可能方案。例如：與 TCVG 各科室合作、與健檢中心合

作、向中部其他醫療院所推廣並鼓勵醫師們將病人轉介至 TCVG 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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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中心，亦或同時並行這些專案。主力該投入哪一方面，有限資源該

如何分配等。皆在撰寫企劃書及準備報告資料的同時，有許多討論。也

透過討論的過程，加速了該專案資源（人脈、專業技術、評估過程）在

公司內部的流動及擴散。 

9. 安排人員受訓行程 

個案公司在與 CTI 公司簽訂亞洲地區銷售合約的同時，也與 CTI

公司簽訂服務及技術訓練合約，希望 CTI 公司以其專業儀器知識協助

訓練個案公司的技術人員，培養個案公司在日後的儀器維修能力。對

CTI公司而言，並無專屬在亞洲地區的維修技術人員11。個案公司也承

諾在專業技術人員受訓之後，也將協助 CTI 公司進行亞洲地區的儀器

維修12。 

這段期間，個案公司內部的所有員工，幾乎都部分或全部地參與了該專案

的進行，例如總經理協助與許多計畫合作的上下游公司會面，並詳談合作計畫、

財務經理協助增資的作業、行政助理協助打字及編排企劃書、資訊部門協助構

想該如何更有效存取及傳輸正子影像中心龐大的病患資料（尤其這些資料大多

為影像檔）。 

在全體同仁的齊心合作下，個案公司於 2002年 1月 25日順利完成企劃書

的準備作業，並予以寄出。投標之後，也在向主管單位詢問之下，得知投標廠

商只有兩家：SC公司及個案公司。負責代理奇異公司儀器的 AB公司並未參與

                                                 
11 在此之前，美國地區以外的 CTI儀器專業維修，都是由 CTI公司派遣維修技術人員

赴當地進行維修，而 CTI公司的主要產品正子斷層掃描儀及迴旋加速器均為極精密、貴

重且複雜的儀器，常因一些小細節而造成整個系統的運轉不當。海外維修對 CTI公司而

言，是一筆不小的營運負擔。 
12 如上所述，由於儀器的精密及複雜，技術人員的專業背景為重要考量重點，這也是

CTI公司之前並無法找到適當人選在美國以外地區進行維修的主要顧慮。然而，由於

CTI公司相當信任 C董事長的專業及經驗，肯定其選定的專業技術人員素質具有一定程

度及水準。也因此，願意考慮在該技術人員訓練之後，委託其為 CTI公司負責亞洲地區

維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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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計畫13。 

2002年 2月 6日，個案公司在董事長 C博士、數位該專案負責人，以及輻

射防護合作伙伴輻新公司代表、行銷推廣合作伙伴哈佛健檢公司代表，在各方

資料準備原善的情形下，進行該 BOO專案報告。相對於個案公司的準備完整，

SC公司在其他因素14的考量下，並未傾全力準備該專案。 

2002年 2月 6日，個案公司在自我準備萬全，競爭對手顧慮憑仍的的種種

因素綜合中，取得該 BOO 專案的優先議約權。這個結果，幾乎可以確定已為

獲得該專案資格。 

在取得議約資格後，個案公司將工作主要地分為兩大項：人員訓練、合約

協定及相關行政事務，各由二位同仁主要負責之。 

在人員訓練方面，個案公司立即指派兩名同仁，於三月中旬出國受訓。這

兩名同仁，一位主要負責儀器專業技術的服務及維修訓練，另一位主要負責儀

器銷售及推廣的訓練。儀器及技術訓練，為期初訂為四個月；儀器銷售及推廣

訓練，為期初訂為兩個月。 

在合約協定及相關行政事務方面，負責的兩名同仁開始頻繁地與 TCVG，

以及相關合作伙伴進行聯繫。在 TCVG方面，與 TCVG各相關科別、行政部門、

主管部門進行溝通。除了希望院內各科別能轉介病人至正子影像中心之外，也

希望瞭解各科別醫師對於正子影像中心的成立的期望，可以如何為各科別提升

醫療協助。此外，除了醫療科別以外，也與會計、總務、公務、績效、醫務行

政等處室進行溝通，對於這些處室在專案中扮演的角色、著重的重點，以及希

望達到的目標分別地多次詳談。希望可以藉由這些過程，瞭解 TCVG院內各階

                                                 
13 據了解，主要原因為奇異公司台灣分公司當時已漸漸收回產品代理權，欲由奇異公司

自行販賣、維修儀器。鑑此，AB公司在得不到奇異公司儀器支援的情形下，決定不投

標該 BOO專案。 
14 SC公司在台中地區，已協助中山醫院設置三台正子斷層掃描儀，由於設置過程的某

些協定，成為 SC公司在投標台中地區另一醫療單位 — TCVG正子影像中心的主要顧

慮及牽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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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的需求及執掌重點，以在合約協定時，盡可能地達到多贏局面。在個案公司

與 TCVG院內各方聯繫的過程中，TCVG核醫科W主任扮演重要的橋樑角色，

為個案公司引介，認識各科室主任及相關業務負責人。之後更在許多個案公司

與各科室的聯繫、協定過程，扮演居中協調、協助溝通15的角色，協助個案公

司工作人員與各科別、處室間的聯繫溝通情形，直至雙方溝通漸漸順暢，可以

自行進行協調為止。 

在其他合作伙伴方面，個案公司分別與場地規劃及輻射防護廠商（輻新公

司）、健康檢查廠商（哈佛健檢公司），以及周邊設備供應商（例如電腦耗材、

存取系統、醫療監視系統、醫療耗材、辦公家具等等），進行聯繫。與輻新公司

及哈佛健檢公司洽談的重點在合作及聯盟方式的細節，及共同業務進行重點。

在周邊設備供應商的聯繫上，主要在於要求報價，以及確定各方面廠商在產品

供應無虞。 

2002年 4月 10日，TCVG與個案公司，雙方正式簽訂「TCVG正子影像

中心合作契約」。合作契約內容主要包括十五個條款：合作項目、設備、場地、

人員、耗材、動力、清潔、配合事宜、應用目標、收費分配、結算與請款、契

約期效、契約終止、違約補償及其它條款。雙方以該合約為基礎，進行合作的

約定及規範。 

赴美進行訓練的兩名同仁，除了就專業技術及產品進行更深入的瞭解以

外，也在 CTI公司的數個月中，與 CTI公司的各階層作人員建立起良好的合作

關係（兼具友誼及專業交流）。以接受技術及服務訓練的同仁為例，除了接受

CTI公司的訓練課程以外，也藉由董事長 C博士跟 CTI公司高層的良好關係引

薦，有機會觀摩 CTI公司最新產品的研發過程，並進而部分地參與其中研發工

作。而這些最新的產品技術，也藉由許多文件化的過程，進入個案公司的內部

網路系統之中。這對於個案公司的專業技術能力，有很大的提升，而這些也成

為個案公司相較於其他競爭者的核心競爭優勢。 

                                                 
15 由於個案公司為民營企業，TCVG屬政府機關，雙方由於組織型態不同，工作情形及

訴求亦有出入，因此在初期，時常出現溝通不順暢、訴求有差異等情形，TCVG核醫科

W主任居中扮演協調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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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名同仁，則在 CTI公司接受部分產品銷售訓練，並參觀美國許多著名

醫院及私人設置的正子影像中心。以為個案公司自行營運正子影像中心的重要

參考。值得一提的，在正子斷層掃描專案開始之初，個案公司的部分同仁已赴

許多正子影像中心進行參訪。這些參訪心得及資料也已成為個案公司的公司內

部資源。以這些資源為背景，這名同仁在進行其他正子影像中心的參訪時，可

以更有效地掌握參訪重點，並注意到許多前人未曾留意的營運細節（例如病患

休息室的擺設、燈光），這些細節都是日後營運台榮總正子影像中心時，給予病

患更好服務的重要觀察。 

負責在國內處理業務的兩位同仁，除了繼續與合作伙伴、上下游廠商聯絡

以外，也進一步地就場地規劃、輻射防護等進行更進一步地規劃，例如要求廠

商繪製場地平面設計圖、提出輻射防護計畫書16。同時，個案公司也針對正子

斷層掃描儀儀器的輸入法規規定，進行儀器輸入查驗登記的辦理。除此之外，

TCVG也就預定正子影像中心場地進行為期兩個月的整理。 

在個案公司進行場地細部規劃、輻射防護計畫的同時，密切地與 TCVG核

醫科聯繫17。醫師的建議及意見，是個案公司在場地設計及輻射防護時的重要

參考，TCVG核醫科醫師也介紹個案公司至許多其他已設有正子影像中心的醫

院，進行參觀及訪問，例如台北新光醫院等。藉由此過程，個案公司的關係網

絡迅速地在核子醫學界蔓延開來。 

分別身處於國內外的同仁們，幾乎每天都會以電子郵件、公司內部網路系

統及電話等方式，頻繁地交流彼此的工作情形。讓彼此瞭解相互工作情形，給

予必要協助，也同時讓己身在工作時，有更多資料、資訊及知識，讓工作可以

更順利地進行。此外，也藉由全體齊心為此專案打拼的過程，彼此合作、打氣、

鼓勵，在這段期間，同仁自願無薪加班、相互協助支援、假日亦彼此以電話及

                                                 
16 也在同時，個案公司獲得另一家更高品質且價格低廉的輻射工程廠商報價 — 富特茂

公司的資訊，因此個案公司在場地設計及輻射防護方面的合作重心，改與富特茂公司進

行合作。 
17 由於正子影像結果，將由 TCVG核醫科醫師進行判讀及報告製作，因此檢查空間的

規劃及設計，醫師的工作習慣及便利性為很大的考量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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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討論公事等情形與風氣很快地在公司內部形成，而且同仁們對此並無怨

言，將專案的順利完成視為最大目標。這是在 TCVG正子影像中心 BOO專案

得標前所未曾見到的情形。「向心力」及「共同目標」在得標後的標案進行過程

中很快地建立。 

2002年 7月中，TCVG整理場地完畢，並告知個案公司，2002年十月底適

逢 TCVG二十週年慶，院方希望正子影像中心能於屆時開幕。個案公司自那時

起，立即著手進行一切準備工作。 

準備工作大抵可以分為硬體及軟體兩方面。 

（一）硬體設施 

個案公司著手進行場地施工、輻射防護工程措施、資訊系統建構，以

及儀器設置等作業。個案公司同仁與施工人員、場地規劃、輻射防護等協

力廠商，不斷地協調，日夜趕工；此外，個案公司同仁也與 TCVG的相關

單位，如資訊組、總務室、公務室，在水電、工程、管線配置、資訊系統、

電話通訊等許多議題上有許多的溝通及協調，彼此的溝通品質及共識達成

情形，越來越好，雙方配合及相互協助情形，也逐漸提升。這期間，核醫

科W主任扮演的溝通橋樑角色，加速了協調品質的提升過程。很快地在三

個星期內，即完成所有場地的工程。 

接下來是儀器的設置，由於政府相關單位審核儀器查驗登記的所需時

程，超過個案公司與 TCVG簽訂合約規定的時間限制，因此個案公司決定

向 Siemens 公司的代理商 UNIS 購買正子斷層掃描儀。這個突發狀況個案

公司已於進行投標作業之前予以設想（如前所述），個案公司於 2001年 12

月底與 UNIS 在正子斷層掃描儀的型錄及產品討論時，已建立起日後合作

之可能。因此此時的聯繫，是在一個彼此已建立起相當程度認識及交流的

前提下進行的，因此，儀器設置及交易進行很順利，彼此於日後的維修合

作亦很順暢。 

此外，在儀器設置時（2002年 8月底）個案公司赴美進行服務及維修

訓練的同仁也回到國內，立即加入儀器設置的行列，該同仁與 U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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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mens 代理商）的工程技術人員共同交流經驗，並一起進行儀器的設

置及試運轉作業，這對雙方而言，都是一個知識交流、知識取得的機會。

這也是彼此合作愉快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二）軟體準備工作 

個案公司在軟體（非硬體）方面，規劃有正子影像中心管理系統、正

子影像中心服務項目規劃、行銷活動、人員招募、及開幕儀式等幾個重點。 

在正子影像中心管理系統、正子影像中心服務項目規劃兩方面，個案

公司赴美進行行銷訓練的同仁，將其在美國參訪許多正子影像中心的心

得，輔以其他同仁在台灣參訪許多醫院正子影像中心的經驗，彼此綜合意

見及心得後，在台灣的醫療體系、健保制度及民眾就醫習慣等種種考量前

提之下，規劃出一套完整且流暢的中心管理系統及服務規劃18。 

在行銷活動方面，個案公司規劃了文宣傳單、海報、廣告、媒體、市

場調查、大公司團體健檢拜訪、相關醫院拜訪19等。由於 TCVG 是中部最

大的公立醫學中心，在中部的醫療體系中執牛耳之地位，因此，TCVG正

子影像中心在宣傳上，即佔有很大的先天優勢。同樣的，在相關醫院的拜

訪上亦然。此外，透過開幕儀式及開幕的事前規劃作業，寄發邀請函予北

部、中部各醫療院所正副院長，以及相關科別主任。這對於行銷活動而言，

也是一個大的宣傳。 

然而，由於當時距離開幕的時間相當有限，個案公司在有限的時間、

資源、人力之下，在開幕前並未就大公司團體健檢進行拜訪，相關醫院的

拜訪也相當少數20。大部分的精力集中於文宣傳單之製作、海報及廣告之

                                                 
18 相較於其他台灣醫院的正子影像中心作業情形，個案公司的管理作業及服務流程，自

開幕至個案觀察結束，無遇到重大窒礙。是一相當順利的情形。在這其中，海內外的許

多參訪觀摩經驗，是重要功臣。 
19 拜訪中部地區其他未設置正子斷層掃描儀的醫院，一來宣傳 TCVG已設有正子斷層

掃描儀，鼓勵各醫院醫師將有需要之病患轉介至 TCVG進行檢查外，同時也藉此打響個

案公司的市場名聲。 
20 大部分的中部地區醫療院所拜訪，是在開幕之後才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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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製。文宣、傳單及海報的撰稿，有賴公司兩位有許多撰寫新聞稿、文宣

稿經驗的同仁，共同完成。而文宣、海報的印製，則有賴公司內部一位曾

在某電子公司公關部門任職多年的同仁，依其經驗及已有之合作廠商人

脈，讓個案公司的文宣及海報，以價廉物美迅速的結果呈現。 

另一項重大的行銷決定，在當時全省普遍定價五萬元的正子斷層掃描

檢查，個案公司決定於開幕宣傳期間，降價至四萬元。這在中部地區面臨

高昂的輻射藥物成本、儀器攤提、及行政成本的負擔下，是一項極具冒險

性的作法。然而為刺激中部地區這個尚未開發的市場，個案公司決定也將

價格策略視為行銷活動之一。 

值得一提的，在市場調查方面，個案公司除了在起初決定投入國內正

子斷層掃描市場時，做過大規模的市場調查外，之後也陸續地經由許多機

會（例如觀摩長庚醫院核醫科、參訪其他醫院正子影像中心），持續地為公

司內部的市場調查填入最新訊息。其中在個案公司進行場地規劃時，曾拜

訪新光醫院正子影像中心，與該中心建立起聯絡及溝通管道。這個關係資

源為個案公司將來的人員訓練及業務拓展，有極大的幫助。 

個案公司就正子影像中心的需求，計畫招募行銷業務經理、放射師及

護士各一名，藉由 104網路人力銀行的協助，招募進行順利，於 2002年九

月完全招募完畢。新進人員的訓練，委託透過台北新光醫院正子影像中心

代為進行。2002年九月中，三位新進同仁赴新光醫院，進行為期一週的觀

摩及訓練。 

 

2002年 10月 26日，TCVG正子醫學影像中心，在 TCVG院長、個案公司

董事長等人的剪綵下，正式開幕21。 

正子醫學影像中心開幕以後，TCVG核醫科 L醫師協助個案公司，進行許

多院內（其他科別）、院外的演講，介紹正子斷層掃描儀的臨床應用情形及效用，

                                                 
21 開幕之前，曾有一週的時間，個案公司員工自願成為正子影像中心作業同仁進行營運

流程、儀器操作練習的對象，而掃描影像提供 TCVG核醫科醫師們作為練習判讀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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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進行院內外的教育及宣傳。個案公司也與 TCVG 家庭醫學科22合作，將正

子斷層掃描，訂為民眾可自費進行的健康檢查項目之一，這個作法在其他醫院

的正子醫學影像中心營運中也時有所見，在北部醫療市場是一普遍且已行之有

年的檢查項目之一。 

此外，個案公司的總經理、業務經理也密集地拜訪中部各醫療院所，介紹

TCVG正子影像中心，及轉介制度於各醫院，進行地毯式的拜訪及宣傳。在各

院的拜訪行程之後，個案公司內部同仁也持續地與各醫院保持聯絡，保持院方

對 TCVG正子影像中心的印象。 

在正子影像中心開幕的三個月內，在 TCVG院內腫瘤科醫師安排癌症病進

行臨床癌症病人檢查、家庭醫學科醫師安排健康檢查等主要顧客來源的配合

下，平均每天有一至二名民眾進行正子掃瞄檢查23。其中，有許多健康民眾經

由 TCVG正子影像中心的判定，發現有癌症，進行及早治療，療效卓越。也有

許多疑似癌症病患，利用核磁共振儀（MRI）及電腦斷層掃描（CT）均未能發

現癌症，但卻由正子斷層掃描儀的診斷，證實其癌症腫瘤的蹤跡，也都在即時

的治療下，迅速康復。這對於 TCVG正子影像中心而言，是很大的鼓舞及宣傳，

這表示 TCVG正子影像中心對於病例的判讀能力強且正確性高，可以提供病患

即時、正確且高品質的診療服務。 

2003年一月底，新光集團針對中部及南部地區新光人壽保戶，為方便其進

行健康檢查的業務24，欲尋求中部可提供正子掃描檢查之醫療院所進行合作。

                                                 
22 個案公司內部決意盡可能避免塑造正子影像中心以營利為主要目的的形象，因此決定

放棄民間檢康檢查公司合作，改與 TCVG家醫科合作。 
23 這對於一個新設立的正子影像中心而言，已屬不錯之業績。中部市場開發晚，且民眾

對正子斷層掃描接受度較慢，以中山醫院為例，1998年設置三台正子掃描儀，至 2002

年底平均每日掃描 1名民眾。以台北為例，台北榮總於 2000年設立新型正子斷層掃描

儀，至 2002年平均每天掃描 2-3名民眾。其中營運較成功的屬台北新光醫院，配合針

對新光保險保戶的行銷活動，平均每日有 6名民眾進行掃描。 
24 在此之前，這些中南部保戶，若欲進行正子斷層掃描檢查，都必須到台北新光醫院。

交通及相關的不便利性，造成保戶不小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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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南部目前尚無正子斷層掃描儀及正子醫學影像中心的設置，因此針對中部

地區現有之三個正子影像中心進行評比。評比結果，年紀最輕的 TCVG正子影

像中心獲得肯定。個案公司與新光醫院簽訂合作協定，新光醫院委託 TCVG正

子影像中心，協助進行台灣中步地區以及南部地區新光人壽保戶的正子斷層掃

描檢查。 

這對個案公司而言，是一具關鍵性的業務拓展。TCVG正子影像中心每日

的掃描病患人數，逐漸上升。至個案觀察結束的 2003年五月中，雖然開幕營業

僅約半年，且受 SARS嚴重影響，平均每日仍有 2-3名的掃描客戶。 

個案公司經營 TCVG正子影像中心，成效卓越，這對於個案公司其他專案

的進行，有不小的正面協助。舉例而言，長庚醫院及台大醫院分別於 2002年底

及 2003年初，規劃進行正子斷層掃描儀及迴旋加速器的採購業務，個案公司也

均參與其中。由 TCVG正子影像中心建立起來的口碑及營運經驗，讓這些大型

醫學中心相當正視個案公司年輕但極具深度的技術能力及專業能力。個案公司

得以於一向注重大品牌的醫療儀器市場，逐漸嶄露頭角，與百年老字號的大廠

相互競爭。 

將個案公司從籌設階段（200/05）到個案研究結束（2003/05）的經過，

整理繪製成圖 4-1。圖 4-1的上半部分，是從個案公司角度進行觀察，將與日

後進行的正子斷層掃描專案較有直接相關的事件予以整理。整理為公司籌備、

登記成立、內部網路系統架設、及專案評估等方面。在上方圖是之中的專案，

指的是公司成立之初進行評估的 11個專案，而正子斷層掃描儀專案是這些專

案其中之一。而這 11個專案的評估，在陸續地在 2001年 12月前評估結束，

部分專案進入執行階段，而半數以上專案在評估後予以終止。正子斷層掃描儀

專案是繼續進行的專案之一。 

將正子斷層掃描專案的評估及進行，著重出來，繪製成圖 4-1中的下方圖

表。其中專案的進行，就正子斷層掃描專案執行前期及後期的重心，再分為國

外地區及國內地區，而本研究觀察的 BOO過程，屬於國內地區的專案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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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地針對 BOO專案的進行，從 BOO專案開始到個案觀察結束

（2003/05），依事件的發生時間順序，解構成：與 TCVG分析 BOO可行性、

投標規劃、得標、同仁出國接受儀器維修訓練、儀器銷售訓練、議約及簽約、

興建準備工作、興建過程、開幕營運、與 TCVG家醫科合作、與新光醫院合作

等部分。圖中針對每一事件的開始及結束時點作標示說明。 

綜合圖 4-1上下兩部分所示可以發現，在個案公司揪由 TCVGBOO案的

進行建構其智慧資本的過程中，可以從這三年的時間內，看出三個重要時點：

t0（個案公司成立，2000年底）、t1（個案公司獲得 TCVGBOO標案，2002年

4月）、t2（個案公司得標後一年，2003年 5月）25，如圖中粗虛線所示。除此

之外，還可以依專案的進行中，對 BOO專案影響重要事件26的發生，再細部地

就每個時期間的營運過程，細分成五個細時間區間，分別是：在 t0-t1間，可

以再分為內部網路建構前/後兩個時間區段；在 t1-t2間，可以再分為興建前、

興建後至開幕營運前、開幕營運後等三個時間區間。而這些再係部的時間區

隔，如圖中細虛線所示。

                                                 
25 此時點的訂定是依筆者個案觀察結束。 
26 亦可從時間表中各事件的發生，發現內部網路的建構、興建、及開幕營運這三個事件，

是整個時間表中，與 t0、t1、t2同樣具有時點意涵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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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6 2000/12 2001/06 2001/12 

公司營運  2000/12 登記成立 
▼     

  籌備    2001/09 網路系統建構完成 
▼  

內部網路系統建構        
  專案評估 MRI, Ultrasound, e-PTFE（∼2001/08）, 人工心臟（∼2001/12）,CRO (~2001/08 ), 

MicroPET,  PET,  
 
 
 

 2000/06 2000/12 2001/06 2001/12 2002/06 2002/12 2003/06 
正子斷層掃描（PET）專案           
正子斷層掃描專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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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TCVG分析 BOO可行性   第一次簡介   第二次簡介並決定參與投標     
投標規劃    2001/12 決定投標   2002/2 得標     
儀器服務及維修訓練      

2002/3 受訓人員出國   2002/7月中技術受訓完畢  
儀器銷售訓練     

2002/3 受訓人員出國   
 

2002/6銷售受訓完畢   
合約議定     2002/2 得標   2002/4 簽約    
興建/營運準備工作     2002/2 得標   2002/7月中 場地整理完畢  
興建過程之硬體工程/軟體工作      2002/7月中 場地整理完畢   2002/10月底開幕  
開幕正式營運         

2002/10月底開幕   
與TCVG家醫科合作        2002/12 簽訂合作契約   
與新光醫院合作        2002/1月底 簽訂合作契約   

        t0        t1         t2 
圖 4-1 個案公司創業及投標正子影像中心 BOO專案時間簡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