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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市場對於龐大的健康產業商機躍躍欲試，並浮現與保險

產業整合的脈絡 

隨著醫療進步、人口結構逐漸邁向老年化、重視健康養生觀念，雖建構出無限

的健康醫療產業商機，但一直缺乏有系統的價值鏈整合。惟透過最近的全球市

場動向可發現擁有廣大資金及客群的保險業者，已切入健康照護領域，未來有

機會扮演產業整合的重要推手。 

以美國市場為例，2017 年底至 2018 年初的短短數個月內即成就了兩大交易，

包括了藥品零售龍頭 CVS health 以 690 億美元收購健康保險公司 Aetna(安

泰)及醫療保險公司 Cigna(信諾集團)以 520 億美元收購 Express Scripts (快捷

藥方，美國醫藥福利管理服務公司)。兩交易不僅創造了美國近期最大規模的

鉅額併購交易，也預期能以上下游串連的方式，擴大保險業客群、降低藥品商

通路成本，進而帶來合併綜效。 

亞洲健康市場的成長速度驚人，應把握進入市場的各種機會 

若以亞洲市場分析，各國在大健康產業發展的情形雖不盡相同，惟藉由龐大的

市場需求推動及各國政府政策鼓勵下已快速成長， 2017 年即佔了全球健康照

護總支出的 20%，年複合成長率(CAGR)高達 24%，遠高於美國的 CAGR 約

8%。雖然亞洲各國家在產業規模、結構、需求、市場成熟度都有所差異，我

們分析保險業者將至少有以下三個進入健康產業市場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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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誠生技透視提供全球生技新知，分析產業發展趨勢，不但分享 PwC 全球資

料庫中關於生技醫療產業之資訊，更分析國內產業優勢，協助客戶掌握市場

先機及發展競爭策略。期望透過定期資訊分享，陪伴各位產業先進開發創新

技術，精進產品服務，並邁向全球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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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者正以創新的方式尋求轉型並與健康產業結合 

近期亞洲一些產業結合的成功實例可供我們參考 

1. 數位化科技帶來全新的商品及通路，更促使傳統保險公司轉型 

結合中國物聯網及數位科技快速發展的趨勢，以全網路銷售起家的眾安保險，

靠著物聯網股東—騰訊及螞蟻金服的協助下迅速崛起，亦使傳統業者不得不正

視網路通路的力量而力求轉型。眾安的成功可歸因於大數據的運用，透過精準

的數據分析來衡量風險、掌握客戶需求。未來預期數位科技亦可透過健康管理

資訊及大數據分析為健康險帶來競爭優勢，降低承保風險、挖掘潛在利基。 

2. 創新的價值鏈使產業重新洗牌 

傳統保險的營運模式偏重成本控管，在市場需求的推動下，現正嘗試將價值鏈

延伸至新興的健康產業。其中最成功者即中國平安保險，他們佈局了「金融+

科技」的核心技術並運用至健康管理領域，平安轉投資的平台好醫生、平安醫

療健康管理已涵蓋中國 70%城市、超過 8 億的人口，成就了「金融+科技+醫

療健康」的新版圖。而其他如健康保險業與照護服務者合作(care service 

provider)、騰訊投資慢性病醫療管理(如糖尿病)平台，都是產業價值鏈創新及

突破的證明 

3. 合適的策略合作夥伴 

健康產業的領域既深且廣，欲一步到位並非易事，許多時候更需要好的隊友助

攻。保險公司正利用深化與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來提供更多元及優質的服務，這

其中包括了不同面向的合作方式，亞洲區域的一些合作案例列舉如下 

 服務提供者 數位合作 政府合作 

區域 香港 中國 印度 

方式 保險業者試圖與

照護服務提供者

合作 

傳統業者與新創科技公司合

作，以數位科技帶來新的商

機 

政府與保險業者採用 PPP

合作模式，期有綜效 

案例 保柏保險公司收

購卓健醫療診所，

提供上下游一站

式服務 

平安與英國互聯網保險公司

Bought By Many合作，嘗試

以大數據挖掘潛在客群 

印度勞工局與數家民營保

險業者合作提供貧困家庭

照護服務 

 

 

 

好的合作夥伴，是大健

康產業成功整合的關鍵 

 

Carve Out 

數位

科技

t 

眾安保險採用全

網路銷售通路獲

得成功 

創新通路 創新產品 

平安保險所打

造的健康醫療

平台正在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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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台灣的保險市場已然成熟，保險滲透率 19.61%(2017, 保發中心統計)為世界第

一，但也面臨轉型的需求及成長的挑戰。我們相信與健康產業策略聯盟或整併

絕對是一個新的發展機會。雖然台灣健康照護市場仍面臨著法規環變遷、未來

的需求不確定、市場結構零散等風險，但借鏡國際及區域市場的發展整合經

驗，若能有效結合數位科技運用(Fintech)、策略聯盟夥伴，時時保持開放、持

續創新的心態，找到合適的切入點，相信必能開創「保險+大健康」的新興產

業態樣，為消費者帶來更具價值的全新產品及服務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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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大健康產業」的

策略結盟及整併，將促

進產業創新、帶來產業

成長的新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