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點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結果 

摘錄 

-生技醫藥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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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管機關：經濟部工業局 

二、 推估期間：103 至 105 年 

三、 產業範疇 

    以國內生技醫藥廠商為對象，其中生技醫藥產業包括應用生技產業、製藥產

業、醫療器材產業，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 應用生技產業：核心領域包括生技特用化學、食品生技、農業生技、生技服務

業、環境生技。 

(二) 製藥產業：核心領域包括西藥製劑、生物製劑、中藥製劑、原料藥。 

(三) 醫療器材產業：核心領域包括診斷與監測用醫材、手術與治療用醫材、輔助與

彌補用醫材、體外診斷用醫材、其他類醫材、預防與健康促進用器材。 

四、 產業趨勢 

(一) 102 年我國行政院公布實施「台灣生技產業起飛行動方案」，持續推動生技醫

藥產業發展。另藉由兩岸簽署之「經濟合作架構協議」、「醫藥衛生合作協議」

及「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將創造有利於我國生醫產業發展之環境，進

而佈局全球。 

(二) 我國生技醫藥市場規模小，產業國際化及產品特色化將是未來發展趨勢。ECFA

簽訂後，提升台灣廠商在大陸市場之競爭力，並取得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市場門

票，隨著新興國家如印尼、越南、泰國等經濟逐漸發展，醫療意識逐漸抬頭，

將帶動醫療需求增加，亦將提升對生技醫藥產品的需求。 

(三) 我國生技醫藥法規逐漸與國際先進國家標準協合化，並領先日本及韓國，成為

PIC/S 會員，有助於我國生技醫藥產業在國際上的發展。 

(四) 102 年 4 月，我國生技新藥發展條例第三條修正案已於立法院完成一讀，預期

未來適用範圍將納入「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定屬第 3 等級之醫療器材，或

需經臨床試驗，始得核准之第 2 等級之醫療器材」，將有利產業資源投入與發

展。 

(五) 今年歐美各國透過降低醫療支出以減輕財政負擔，然對於重視醫療品質的歐美

國家，在經費受限下，我國生醫廠商擅長之高性價比生醫產品未來將更容易獲

得青睞。 

(六) 中國大陸在「十二五規劃」的政策推動上，將帶動基層醫院設備的汰舊換新，

及大型醫院對高階生醫產品和設備需求，使整體生醫市場擴大，有機會帶動我

國生醫產業的出口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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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專業人才供需量化分析 

    經濟部工業局於 102 年起，僅就新增需求面進行推估，推估結果整理如下：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2014~2016 重點產業專業人才需求調查」 

 

六、 專業人才質性需求分析 

    依據質性需求調查結果發現，生技醫藥產業為因應國際化趨勢，對於生產、行

銷、法規、品保/品管、創新研發與擁有國際市場開拓及管理實務經驗等方面的人

才需求將增加。 

    關鍵人才基本學歷要求主要在碩士(含)以下，其中生產製造及業務行銷以專科

以下及學士人才為多，管理及研發職類則較需要碩士以上人才；科系背景方面，應

用生技與製藥產業多以生醫相關科系人才為主，而醫療器材產業則基於產品特性，

人才需求領域較廣，如電子、資訊、機械…等；而工作經驗以 1-3 年為主要需求，

於中高階管理人才方面，則偏好聘僱 3-5 年以上經驗之人才。另調查結果亦顯示，

人才招募難易度普遍為中等，其中經理人與行銷人才有海外延攬需求。詳細之人才

需求條件彙總如下： 

 

關鍵人才 

人才需求條件 

工作內容簡述 
基本學歷/ 

科系背景 
能力需求 

基本工

作年資 

人才招募

難易度 

海外人才

延攬需求 

生醫高階經

理人 

經營管理 碩士/ 

生技、醫

藥、商學企

管 

1. 創新前瞻技術/產品

引進、研究與開發管

理 

2. 公司經營管理及國

3 年以

上 

難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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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人才 

人才需求條件 

工作內容簡述 
基本學歷/ 

科系背景 
能力需求 

基本工

作年資 

人才招募

難易度 

海外人才

延攬需求 

際商務拓展經驗 

生醫技術/產

品研發人員 

生醫技術/產品開發 碩士/  

生技、醫藥、

化學、化工、

食品相關 

1. 技術/產品/配方研

究與開發 

2. 試驗計畫書規劃與

執行 

3. 儀器設備操作 

1 年以

上 

中 無 

醫材產品研

發人員 

醫材產品研發 碩士/  

醫工、機械、

電子、生技相

關 

醫材產品開發設計 1 年以

上 

中 無 

生醫生產製

造人員 

生產製造/品質控管 學士、專科/ 

生技、食

品、化學、

化工、醫

藥、電子、

機 械、工設

相關 

1. 生產製造/製劑製程

管理 

2. 設備操作 

3. 標準作業流程規劃

及品質控管 

1 年以

上 

中 無 

生醫國內外

行銷業務人

員 

商業行銷 學士/  

生技、醫

藥、醫工、

商業企管相

關 

1. 活動企劃、客戶管理 

2. 商務行銷/開發 

3. 合作談判 

4. 國際行銷授權 

1 年以

上 

中 有 

生醫法規人

員 

法規事務 學士/  

法學、生

技、醫藥、

商學相關 

1. 法規事務處理 

2. 專利、查驗登記申請 

1 年以

上 

中 無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2014~2016 重點產業專業人才需求調查」 

 

七、 供需調查結果政策意涵 

    根據生技醫藥產業人才供需調查結果，摘錄報告所擬之人才問題與其因應對

策，彙整如下： 

 

人才問題 
因應對策及具體措施 

因應對策 具體措施 

(1) 跨領域專業人才

需求增加 

(1.1) 持續推動在職培訓，包含研發、

生產、經營管理、法規及行銷業

務等跨領域人才之實務培訓。 

(1.2) 鼓勵企業與醫藥相關及研究單

位合作，擴展企業研發人員能

力。 

 針對業界所需職類辦理在職培訓課程，

包含產品開發、各國產品檢驗申請流

程、上市法規、前瞻或高階專業技術、

市場及產業趨勢分析、國際行銷、商業

談判、技術移轉、通路開發、專利分析

等專業課程，並聘請國內外產業界具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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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問題 
因應對策及具體措施 

因應對策 具體措施 

(1.3) 鼓勵企業人員培訓，提升人才專

業水平。 

務經驗之專家進行教學或經驗分享。現

行計畫：如工業局「醫療器材產業技術

輔導與推廣計畫」、「製藥工業技術推廣

與輔導計畫」等。 

 運用產業輔導計畫，強化臨床醫事人員

與產業研發人員互動之合作機制。現行

計畫：如工業局運用「醫療器材產業技

術輔導與推廣計畫」辦理醫療器材臨床

需求討論會，針對產品研發初期邀請臨

床人員及產品開發業者共同溝通討論。 

 鼓勵企業參與人才培訓及國際合作交

流，提升人才專業能力、國際觀及語言

能力。現行計畫：進行人才培訓之生技

新藥公司可申請「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

例」之人才培訓投資抵減補助。 

 集合業界對於人才之共同需求，建立培

訓平台，運用法人能量，聚焦於碩士級

中堅人才培育，並善用政府補助，鼓勵

具規模廠商提供實習或人培計畫，訓練

產業所需人才。現行計畫：如工業局「人

才培訓計畫」之養成班與在職班、「生技

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之人才培訓投資抵

減補助；科技會報之「生技高階人才培

訓與就業計畫」等。 

(2) 高階經理人才延

攬需求 

(2.1) 持續提供海內外高階經理人才

延攬機會 

 國內產業不易尋得具專業技術背景及多

年市場開拓實務經驗之資深高階經理人

才，可藉由增加海外延攬人才優惠措

施，鼓勵產業提供中高階科技人才合理

薪資與福利，吸引優秀人才投入。除了

一般徵才管道，可由經濟部「HiRecruit」

計畫，組團赴國外或邀請海外人才來臺

舉辦商談活動，延攬海外生醫人才來臺

服務。國發會籌劃之「自由經濟示範

區」，亦藉由放寬外籍白領專業人士於區

內工作、進出限制，鼓勵外籍專業人士

來臺工作。 

 加強延攬國際專業人才回臺創業或指

導，提升國內產業水準。藉由健全國內

產業環境及生技新藥發展條例之推動與

實施，促進海外專業人才回臺投資創

業，與國內公司合作或策略聯盟，進行

專長發展與經驗承傳。 

(3) 應屆畢業生學用

落差，產業專業

(3.1) 調整課程設計，加入業界於生技

醫藥相關所需專業技能。 

 課程設計納入產業發展現況與市場趨勢

分析，作為學生了解產業的基礎。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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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問題 
因應對策及具體措施 

因應對策 具體措施 

技能不足 (3.2) 強化產學合作交流，增加學生實

務經驗，培育產業所需人才。 

(3.3) 提供跨領域就業學程，以培養多

元就業能力。 

符合業界實際需求之專業職類課程，並

輔以與生醫產業相關之跨領域就業學

程，如管理、國際行銷、專利、智財、

法規等，以縮短產學人才需求落差。現

行計畫：如教育部規劃推動「生技產業

創 新 創 業 人 才 培 育 計 畫 」

（2014-2017），鼓勵各大學校院發展校

際及加強對生技醫藥產業實務之了解培

育以實際應用、市場需求與生技創新及

創業為核心之生技關鍵技術跨領域人

才。 

 藉由學校遴聘業界師資或與業界進行專

案研究合作，建立長期人才培育夥伴關

係，經由實習訓練獲得產業實務經驗與

專業技能，補足產學落差，即早投入產

業。現行計畫：如教育部「培育優質人

力促進就業計畫- 大專校院遴聘業界專

業教師方案」、教育部 102 年度試辦「產

業學院」推動計畫，鼓勵技專校院建立

學校與業界交流平臺，推動契合式人才

培育專班，強化產學合作、科技部「STB 

計畫 ( 臺灣- 史丹佛醫療器材產品設

計之人才培訓計畫)」、科技部「SPARK 

計畫 ( 臺灣生醫與醫材轉譯加值人才

培訓計畫)」。 

 鼓勵大專校院辦理跨領域學程，縮短大

學教育與產業科技跨領域人才需求落

差，以強化人才培育機制。現行計畫：

如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建立課程分流

計畫」。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2014~2016 重點產業專業人才需求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