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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球仍飽受COVID-19影響，變種病毒的侵襲再度衝擊醫療資源體系；然
而，生技製藥產業已同時陸續開發檢測試劑及疫苗，醫療照護領域也開始廣泛應
用智慧醫療。疫情為全球帶來極大的影響，包括勞動力短缺、工資及物資上漲、
供應鏈斷鏈等，卻也為醫療照護與生技領域帶來迅速的進步，從遠距醫療到虛擬
臨床實驗，讓整體醫療產業進入智慧新世代。
根據此報告說明，2021年醫療照護與生技領域的併購交易活動較前兩年更為活
躍，顯示其需求依然強勁，併購儼然成為企業發展重要的一環，特別是在生技醫
藥產業，企業期望透過併購維持創新並提升自身市場競爭力，因此併購交易活動
在2022年仍被看好，隨著疫情所帶來的醫療新契機持續發展，在未來一年，醫
療照護與生技產業預計將會受到高度關注。
醫療照護與生技領域的併購活動在2021年仍保持強勁，特別是上半年的交易活
動非常活躍，全年共有1,839筆交易(不包括合資企業、少數股權投資和風險投
資)，而2020年為1,618筆，2019年為1,543筆(附表1)。2021年每季的平均交易
數量高於以往；2021年，平均每季交易460次，而2020年為405次，2019年為
386次(附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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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的動盪使企業開始對併購高度重視，回顧2021年底甲骨文收購Cerner一
案，突顯了醫療照護與生技領域成為投資者的首選標的，科技公司積極跨領域整
合科技與醫療，布局智慧醫療發展，生技製藥公司則透過併購強化競爭力；此
外，全球受託開發製造(CDMO)市場規模龐大，併購已成為該產業的全球趨勢與
成長策略之一，隨著今年初上路的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的受託開發製造，展望
2022年，預計將為醫療照護與生技產業帶來更強勁的併購潮。
附表3. 2021年醫療照護與生技產業九個子產業市場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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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資通訊：投資人持續看好醫療資通訊
未來將廣泛被應用，2021年，企業軟體
巨擘甲骨文(Oracle)收購電子病例軟體供
應商Cerner，進軍醫療保健領域，顯示科
技業積極搶攻智慧醫療商機。

生物製藥：2021年生物製藥交易量雖創
歷史新高，總額卻略微下降，反映了市場
專注於小型交易的革新趨勢，投資者開始
積極參與新創投資。

醫院與醫療服務體系：2021年的併購交
易量增加近三成，醫療體系間透過併購整
合，建立完整高效能的大健康生態系，亦
藉由數位醫療的幫助，逐漸緩解人力不足
的問題。
行為醫療：在未來12-24個月中，行為醫
療被視為最有可能投資的標的，而近70%
的受訪者預計，2022年在此類產業的交
易活動將增加。
醫療執業人士：在數位醫療的應用下，醫
療人士看診模式已由親自診療轉移為虛擬
護理，投資人認為，透過提高後台效率、
使用大數據分析以及善用遠距醫療，能優
化該產業的整體環境。

診斷設備製造商：因COVID-19持續影
響，診斷設備產業2021年的交易量較
2020年攀升了64%，其中三項受到投資
人高度關注的領域為: 便攜式即時檢測、
次世代定序以及癌症基因檢測與液態活
檢。
醫療器材製造商：儘管2021年的市場環
境變幻莫測，醫療器材的交易量仍比
2020年增長了13%，交易價值增長
65%。
生物製藥服務及診斷實驗室服務：該產業
在疫情的催化下，2021年的交易量較
2020年成長了37%，生物製藥服務及診
斷實驗室產業正運用併購方式拓展國際市
場並邁向多元化發展。

家庭照護與臨終關懷：疫情促使了家庭照
護需求上升，而遠距醫療技術也在該產業
被廣泛應用，2021年的交易量成長了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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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醫療照護與生技產業前景預測
2022年醫療照護與生技產業併購活動將持續活躍，調查發現，70%的專業投資
者表示將增加併購活動，此外，過半數私募基金投資者的投資活動將至少增長
10% (附表4)。
在2022年，醫療照護領域的投資者認為，主要的資本配置將是：(1)提高營運效
率、(2)投資合資企業與創新結構；而生技領域的投資者則對投資創新產品與服務
興致勃勃。
疫情爆發後形成了新的生態，製藥廠商與診斷設備商藉此加速了關鍵藥物、疫苗
及診斷試劑的上市速度。企業不論是透過對外投資來加強產品與服務，或是透過
投資技術以提高內部營運效率，投資人預計交易都將聚焦於數位化及以消費者為
中心的導向。

附表4. 2022年醫療照護與生技產業交易活動量將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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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出版的「2022醫療照護與生技投資前景展望」，主要研究醫療
照護與生技產業的投資趨勢與機會，亦可從報告中了解該產業潛在的挑
戰，如成本增加與勞動力缺乏等；此報告從薪資政策、人才短缺及估值
上升等方面，說明了各子產業中的困境。
投資專家對於2022年醫療照護與生技產業投資前景展望愈顯樂觀，成
功的企業將從凝聚力、全面性的成長策略與投資組合策略開始，他們將
更加強化其敏銳的觀察力、創新思維以及性能整合優化。
過去兩年在疫情影響之下，醫療照護與生技產業市場開始高度重視併購
活動，以帶動企業成長創新、優化投資組合並提高效率，對於企業定位
長期成長策略有所助益。
在這急速成長的市場中，仍存在著許多潛在的挑戰，例如，因急於收購
而出價過高，又或者無法評估其得標金額等，在在都是風險，但相信
2022年健康照護與生技產業會更加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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