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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呈現 ! 台灣特色醫療 

完整集結 ! 醫藥生技供應鏈

引領創新 ! 先進臨床科技與應用

Expo

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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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關於台灣醫療科技展 貳、大會組織

◆主辦單位

衛生福利部

財團法人生技醫療科技政策研究中心 (生策中心)

社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 (生策會)

Taiwan Healthcare  國際入口平台

◆推動諮議委員會

‧總召集人

陳維昭名譽會長

‧推動委員

于大雄教授、王乃弘院長、王丹江常務理事、王宗曦主秘、石崇良司長、何善

台副院長、何弘能院長、吳仁和教授、李三剛策略長、李源德教授、李龍騰醫

師、李孟智院長、林石化院長、林正介副校長、林芳郁院長、林欣榮院長、林

昭庚教授、邱仲慶院長、邱浩彰副院長、邱献章醫師、侯勝茂院長、徐永年執

行長、翁文能名譽院長、郭守仁院長、許惠恒院長、張德明院長、張金堅總顧

問、張煥禎院長、張顯洋副教授、莊裕澤教授、許重義董事、許勝雄教授、陳

肇隆名譽院長、陳振文院長、陳明豐總執行長、陳宏一教授、陳誠仁院長、陳

順勝榮譽副院長、黃美涓名譽院長、黃勝堅總院長、黃清水顧問、黃碧桃執行

長、楊芝青司長、劉景寬校長、劉俊鵬院長、劉立副院長、蔡正河教授、蔡金

川教授、鄭明輝院長、鄭汝汾教授、鄭國琪總顧問、閻雲校長、蘇喜教授

◆協辦單位

外交部、僑委會、經濟部國貿局、外貿協會、台灣醫材暨生技器材工業同業公

會、台灣製藥工業同業公會、台灣醫院協會、台灣長期照護專業協會、中華民

國開發性製藥研究協會、中華民國護理師公會全聯會、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聯

會、國際醫療衛生促進協會、國家衛生研究院、中科工業園區管理局、竹科工

業園區管理局、南科工業園區管理局、南港國家生技園區、工業技術研究院、

金屬工業中心

看見台灣醫療新價值

+

2017台灣醫療科技展，是台灣首次以專業醫療為核心，整合生醫上中下游服務

網絡共同展出！源起於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20年來的評選累積，讓我們看到各

醫療體系享譽世界的醫療技術、細膩品質的感動服務及縝密的醫管系統，堪稱

國際典範！

許多人不知道，在台灣、我們擁有國際最高「活體肝臟移植成功率」、「心房

顫動電燒成功率」、「顱顏與罕見畸形重建成功率」、「人工生殖成功率」、

「惡性骨肉癌治療成功率」、「乳癌乳房同步重建成功率」、「急性心肌梗

塞搶救率」、「癲癇手術治癒率」、「呼吸器脫離成功率」...我們還擁有各

國和亞洲競相學習的頂尖「顯微重建與移植整型手術」、「腸道移植再造多

種器官」、「婦科內視鏡手術」，以及世界最大「骨骼銀行」、「亞太最佳

葉克膜訓練中心」、國際級「血癌分子診斷中心」、「骨髓幹細胞中心」、

「肌無力症中心」和「運動神經元照護中心」！近年，我們的「兒童心臟移

植」、「小兒橈骨頭脫臼」、「小腸移植」成功案例領先亞洲，而在「腸病

毒」、「帕金森氏症診斷」、「幽門桿菌」等領域的重大臨床發現更陸續改

變國際醫療指引！

這些傲人的醫療成果備受國際肯定，不僅是國人的驕傲，更是拉動生醫產業的

火車頭；創新科技，則將開展新一代的智慧產業經濟！尤其台灣生技、製藥、

醫材、健康產業，在技術、資本、人才匯流下，已累積扎實的創新研發、國際

品質產製、跨領域技術整合實力，足以迎向全世界。醫療科技將推進台灣邁向

創新、高端的產業象限！

衛福部、生策會、生策中心籌畫建置Taiwan Healthcare  國際入口平台，整

合了台灣國際級醫療服務以及生技創新項目，2016年起正式上線向全世界

提供服務，平台集結超過350項可快速串接國際合作之特色技術、產品與服

務品項！2017年首屆台灣醫療科技展(Taiwan Healthcare   Expo)，將同步以

實體展會，展示台灣的醫療科技成果，串連起臨床研究、手術科技、醫療器

材與藥品、大健康產業，是生醫界最專業、具規模的合作平台。力邀國內頂

尖台灣醫療與生技團隊集合，共同呈現首次國際級之專業醫療科技大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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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會規劃

◆展會名稱

2017台灣醫療科技展  

◆展出時間

2017年12月7日至12月10日

◆展出地點

台北南港展覽館   雲端展場L/M雙區 (台北市11568南港區經貿二路1號)

Expo

Ex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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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展對象

◆全台醫療院所與醫事機構

‧教學醫院、醫學中心

具國際或亞洲領先之重症醫療與卓越專科、頂尖手術、創新照護模式、智

慧醫療系統者

‧區域醫院

具特色醫療、整合性照護服務、先進醫務管理或資訊系統者

‧地區醫院

具特色社區醫療服務、照護網絡及長期照顧服務與系統者

‧社區診所、健康照護管理機構

具特色專科且提供在地優質健康照護、診斷或檢驗服務者

◆國內外生醫企業

‧生技製藥

可提供創新原研藥、國際品質醫藥製劑、新藥研發與產製合作，尋求拓展臨床

合作、醫療採購及國內外授權合作者

‧醫材設備

可提供醫院相關電子醫療設備、檢驗、診斷及專科醫材產品、手術與臨床器

械，尋求拓展醫療採購及國內外代理銷售者

‧醫療資訊

可提供醫事管理、疾病監測、健康照護所需之效能資訊系統、軟體、行動雲

端服務，尋求拓展市場與醫療應用者

‧醫療週邊

可提供醫療週邊專業服務如通路、物流、環衛、防疫管控者

‧消費性健康產品

可提供優質居家及個人疾病照護、健康促進產品者

‧新創生醫企業

具有新創醫療與臨床應用之技術和產品，尋求臨床合作、醫療驗證與採用、

專業投資者

◆科研機構與學研單位

投入新興醫療科技、前瞻臨床應用產品、跨領域技術整合之科研機構與法

人，尋求早期鏈結臨床合作、企業授權、創業投資者

六大主題 展出內容

‧國際級醫療技術、創新手術與照護模式

‧特色醫療專科與服務

‧特色醫事檢驗與服務

‧醫務管理與醫資系統

‧在地照護醫療網與長照服務

‧牙科、眼科、婦產、腎臟、復健、小兒 

   專業專科等

‧健檢、健康減重、認證醫美、儲存服務等

‧月子、養護、長照服務

‧居家護理與照護醫療服務

‧社區藥局與服務

特色醫療館

健康照護館

醫用設備館

生技製藥館

居家健康館

創新科技館

‧電子醫療設備、檢驗、診斷及監測醫材

‧醫資管理與智慧系統解決方案

‧各專科(骨科、牙科、皮膚、腎臟、心 

   臟等)醫材與手術器材

‧醫院設施、病床、用品、衛材

‧醫療防疫與感染管控、防菌清潔產品

‧生技新藥、創新原研藥、疫苗

‧優質學名藥、藥物製劑

‧非處方藥品

‧藥品行銷、物流、通路商

‧藥品委託研發與製造商、設備商

‧疾病照護與健康管理醫材(血壓、血糖、

   血氧、體溫等)

‧個人與環境防疫用品

‧居家保養與清潔用品

‧成人與嬰幼兒營養補充與保健用品

‧銀髮族居家保健與長照用品、復健與輔具等

‧科技新藥與研發技術平台

‧創新醫材、新檢驗技術與平台

‧跨領域整合創新生醫技術與產品

‧臨床新創技術、產品與解決方案

‧新興生物技術與加值應用

醫學中心、區域醫院與地區醫院

社區專科診所與照護、健康管理機構

國內外醫材企業與醫院設備供應商

生技製藥企業與國內外醫藥品供應商

照護醫材與居家保健產品供應商

科研單位、臨床機構與新創生技企業

伍、展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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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論壇

1.前瞻醫療新技術   系列研討會

著眼醫療三大趨勢，結合國內醫學中心與專科醫學會共同舉辦，邀請國內外醫界

領袖探討重大疾病領域最新治療策略與新醫療技術，同場安排企業和學研機構發

表新藥與創新醫材之研發進展，近距離和醫界專家互動交流，激盪臨床觀點與合

作。三大場次與研討主題將聚焦：

‧個人醫療：從基因檢測到疾病預防與管理

‧精準醫療：癌症免疫療法與新藥研發策略

‧行動醫療：臨床生理監測和行動照護系統

2.第三屆亞太生技投資論壇

由國內最大生技創投鑽石資本與生策會共同主辦，本屆特邀J.P. Morgan協同籌

劃，打造亞太最大規模投資盛會，將集結國際重磅級產業專家和創投、亞太區

生技標竿企業齊聚台灣，除帶來國際最新趨勢與生技布局觀點，更提供與會企

業投資媒合平台，促成跨業與資本合作機會。論壇將聚焦：

‧趨勢面：全球生技資本市場趨勢與機會

‧投資面：兩岸生技企業路演 (Roadshow)

‧合作面：百對商洽媒合會 (One on One Partnering)

3.創新生醫科技與產品發佈會

為媒合與加速國內外醫療與生技產業雙邊合作研發、臨床驗證、產品應用，展

會期間將籌辦創新生醫科技與產品發佈會，除提供跨業、學研和臨床交流合作

機會、連結採購效益，並結合媒體行銷推廣，提高新科技與產品能見度。發佈

會主題將聚焦下列：

‧創新醫材、新興檢驗技術與工具

‧智慧資訊與整合系統

‧新藥研發技術與平台

‧新興生技原料與應用

◆國人醫療科普與產業新知

1.醫療新知   醫師講堂

安排專業醫療講座，以國人最關心的八大疾病，邀請頂尖醫療團隊，介紹最新、

有效的治療方法，將原本艱澀陌生的醫學知識與疾病解決方案，轉化以生動、科

普的方式傳達，讓國人獲知正確醫學知識、提供就醫選擇參考。主題含括：

‧心血管疾病與中風治療

‧癌症診斷與治療

‧重建手術與整形外科

‧生殖技術與婦產科

2.生醫投資   專家講座

將生醫產業之研發脈絡、國際趨勢、商機以及投資策略等，以不同面向和角度切

入，邀請真正行業專家逐一點評，使國人獲知生醫各階段投資機會、風險評估、

價值判斷等觀點正解，建立正確投資觀。主題包括：

‧機會與風險：投資生技你應該知道的事

‧如何評估生技公司投資價值？看懂獲利模式？ 

陸、展會系列活動

‧小兒治療與照護

‧糖尿病與慢性腎臟病

‧肝膽腸胃疾病治療

‧睡眠治療與精神科照護

‧教你正確看財報？遠離投資風險？

‧國際生技投資、管道和策略？

◆媒體推廣與行銷規劃

◆目標對象

醫療產業專業人士 國內外合作夥伴 一般國人與大眾

‧醫院決策與管理層級

‧臨床與專科執業醫師

‧醫療、藥品採購人員

‧生技、醫材企業人員

‧學術與臨床研究人員

‧資通訊等跨領域企業

‧國際資本創投

‧代理商與通路機構

‧國際商貿代表團

‧媒體

‧關注醫療科技者

‧具醫療與照護需求者

‧高度健康意識者

‧醫療生技投資者

新聞與公關 廣告與宣傳 直效行銷

‧展覽單位Highlight

‧展品主題推薦

‧展覽單位新聞發表

‧展前聯合記者會

‧揭幕記者會 

‧展覽專題系列報導

‧媒體策略聯盟

‧Google聯播網

‧國際專業媒體與社群

‧平面報章雜誌媒體

‧電子媒體

‧廣播媒體

‧全台醫療院所、生技企 

  業、學研機構、投資創投

‧國際專業買家資料庫

‧跨國商貿代表

‧展商邀請函

柒、展會推廣

Taiwan Healthcare
國際入口平台 Expo官方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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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參展辦法

◆報名時程

‧早鳥方案：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報名與繳費截止日：2017年8月31日

◆參展流程(可至www.taiwan-healthcare-expo.org 直接線上報名)

◆攤位尺寸

標準攤位 3公尺* 3公尺

◆攤位淨地

每一攤位新台幣53,000元(含稅)

◆攤位含基本隔間、配備

每一攤位新台幣58,000元(含稅)

1.隔板

2.地毯

3.中英文公司招牌一組

4.投射燈三盞

5.接待桌一張

6.摺疊椅二張

7.5A獨立電箱與插座一個

註.每一攤位提供免費基本用電110V/500W，攤位欲使用動力用電、給排水及壓

縮氣體、超出基本用電、24小時用電、網路線及電話線等需另外申請

填寫參展報名表 參展資格核定 發送核准通知信函

1 2 3

9月攤位圈選

協調會議

12月5-6日

進場佈置

12月7-10日

正式開展7 8 9

繳交參展訂金

(每一攤位10,000元)

8月31日前

繳納參展餘額
完成報名程序4 5 6

◆繳費資訊

凡參展報名者，每一攤位需繳交訂金10,000元整(含稅)，餘額並須於8

月31日前完成繳清。敬請以匯款方式繳納：

戶名-財團法人生技醫療科技政策研究中心

銀行-第一銀行華山分行

帳號-129-10-002256

參展訂金繳納後，即不予退還，參展單位並不得以所繳訂金抵繳其他

攤位費用；攤位分配後退出參展者，亦不予退還所繳展攤費用。

參展單位不得私自轉讓予非原申請單位，如有違反則主辦單位得逕自

收回攤位且所繳展攤費用不予退還。

◆報名洽詢

財團法人生技醫療科技政策研究中心  楊炯政助理副執行長、沈金輝博士

電話：02-26557888*617、630  傳真：02-26557978

E-mail：esther@ibmi.org.tw、chinhuishen@ibmi.org.tw

◆攤位圈選協調會議

預定於2017年9月召開，凡已報名且繳交全額攤位費用之機構與企業均有

權參與。協調會將由大會主辦單位依主題類別規劃統一分區，參展單位

則依所屬主題展區圈選其攤位位置，選定後不予更換。圈選攤位規則：

◆參展規定

參展單位展出內容須與展覽主題相符，其所展示之技術、服務或產品，不

得有不實、仿冒商標、侵害他人權利之情事，否則不得展出。

本展嚴禁偽藥、劣藥、禁藥、不良醫療器材、宣稱不實療效、違規標示之

產品展出，相關產品須取得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核發之許可證。

參展單位展出期間之各項活動，須遵守醫療法、藥事法、醫師法、食品衛

生管理法、健康食品管理法及化妝品衛生管理條例等相關規定。

如有違反上述情事，主辦單位得要求予以退展，且所繳展攤費用不予退還。

1.

1.

2.

3.

4.

2.

3.

1.

2.

3.

4.

5.

參展攤位數較多者。

攤位數相同者以較早報名者(以訂金繳納日為基準)為優先圈選。

同一參展單位之所有攤位均應相鄰接，不得跨越走道攤位。

主辦單位有權視實際狀況協調與調整展區與個別參展單位之攤位位置。

未參加攤位圈選協調會議者，由主辦單位統一代為圈選，參展單位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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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地     址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中                                                                                                                                                   

英                                                                                                                                                       

姓  名                                                                                                                                                 電  話                                                                                                                                                 

姓  名                                                                                                                                                 

中  文                                                                                                                                                 

英  文                                                                                                                                                 

電  話                                                                                                                                                 

傳  真                                                                                                                                                 E-mai l                                                                                                                                                          

中                                                                                                                                                   

英                                                                                                                                                       

□特色醫療館 □健康照護館   □醫用設備館  

□攤位淨地 每一攤位53,000元(含稅)

□標準攤位 每一攤位新台幣 58,000元 (含稅)

□生技製藥館 □居家健康館   □創新科技館  

擬參展項目

擬參展主題區

攤位形式

優惠方案

攤位數 總攤位費用

參展單位簽章：

【欄位不足請另紙書寫或上網登錄】

【欄位不足請另紙書寫或上網登錄】

新台幣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NT$

業務聯絡人

展覽現場緊急
聯絡人

發票抬頭

□Taiwan Heal thcare  + 國際入口平台 進駐成員：每一攤位減免11,000元

□早鳥優惠：每一攤位減免3,000元

□其他

參展公約:
1.本機構了解並配合展會之相關規定
2.展示期間若因天災等不可抗力事件，造成參展單位權益受損，費用不予退還

請詳填報名表傳真至(02)2655-7978
上網報名www.taiwan-healthcare-expo.org

玖、參展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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