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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在今（2020）年公布了醫療器材管理法，可說是
醫療器材管理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本文將就新法與過

去藥事法時期的差別何在？對現有的醫療器材廠商、

新興的醫療器材潛在廠商，又可能帶來什麼樣的影

響？作進一步的探究。

Medical Device Act was published, and not take effect, this 
year. It is a milestone in medical device’s management. 
In this article, I will try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with 
the management in the new Act compared to in the 
Pharmaceutical Affairs Act, and how it will affect the 
medical devic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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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醫療器材產業近年來蓬勃發展，在2015年，相關領域

的從業廠商已經超過1000家且逐年遞增，至2018年的營業額更

達1,592億元之多1。而醫療器材的技術種類及應用科別繁多，

除了傳統醫療器材廠商之外，隨著資訊與通信技術的發展，以

及使用的普及化，數位醫療被公認為當今發展最快的健康領域

之一，這也促使許多資通訊異業廠商積極投入智慧醫療領域的

發展，對於醫療器材產業結構，更是帶來新的變革與機會2。

在業界活絡的發展下，對於法規的與時俱進也就有所要

求，過去醫療器材一直透過藥事法來進行管理，然而，考量到

醫療器材的特性與管理思維和藥品有所差異3，近年來也一直

有針對醫療器材設立專章或專法的呼聲。終於，行政院在2017

年12月提出了行政院版本的醫療器材管理法草案，立法院則在

2018年的10月開始進行審查，經過七個版本草案的討論4後，

醫療器材專法於2019年年底通過，並於2020年由總統正式公

布，但新法實際的施行日期則等待行政院決定。

這部專為醫療器材量身打造的管理法規，究竟與過去藥事

法時期的差別何在？對現有的醫療器材廠商、新興的醫療器材

潛在廠商，又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以下將依序探究。

貳、醫療器材管理法之概觀

在架構上，醫療器材管理法和藥事法是雷同的，從表1可

1 經濟部工業局，2019生技產業白皮書，自版，2019年7月，66頁。
2 同前註，80頁。
3  參立法院公報，107卷84期，368-369頁；立法院公報，107卷84期，

368-369頁。
4  除行政院版本外，尚有劉建國、王育敏、吳焜裕、黃秀芳、陳曼莉等
委員以及親民黨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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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扣除藥品特有的藥局管理、藥品調劑、專利連結、管

制藥品及毒劇藥品之管理，醫療器材管理法還是延續過去的編

排，另外新增了臨床試驗的管理，以及監督及預防的章節。姑

且不論內容的細緻度及其相似性，從就業者或民眾過去對藥事

法的了解及遵循，進而轉向邁入醫療器材管理法新制的角度以

觀，相較來說是具有熟悉感的。

表1　醫療器材管理法及藥事法章節對照

醫療器材管理法 藥事法

第一章 總則 總則

第二章 製造販賣之管理 藥商之管理

第三章 醫療器材之登錄及查驗登
記

藥局之管理及藥品之調劑

第四章 醫療器材臨床試驗之管理 藥物之查驗登記

第四章之一 N/A 西藥之專利連結

第五章 醫療器材廣告之管理 藥物之販賣及製造

第六章 監督及預防 管制藥品及毒劇藥品之管
理

第七章 稽查及取締 藥物廣告之管理

第八章 罰則 稽查及取締

第九章 附則 罰則

第十章 N/A 附則

對醫療器材管理法的章節有了初步認識之後，我們接續檢

視新制所授權的法規命令（整理如表2），在一共85條的醫療

器材管理法中，連同施行細則在內，共有22個授權訂定法規命

令的條文。而截至本文完成之日5為止，主管機關僅預告了醫

5 2020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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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器材品質管理系統準則6，以及醫療器材檢驗機構認證及委

託認證管理辦法7兩個草案，是以，對於新法中的規範，我們

還是只能窺之其梗概而不知細節，對於許多的義務要件或是管

制的方式，仍需持續的觀察。

表2　醫療器材法授權之法規命令整理

條號 授權內容

第3條第2項 分類分級

第15條第2項 依類別聘僱技術人員

第19條第3項 產品來源及流向資料

第20條第2項 製造廠設置標準

第22條第4項 品質管理系統

第23條第3項 委託製造醫療器材

第24條第3項 運銷準則

第29條 登錄與查驗登記

第35條第2項 專案製造輸入

第37條第2項 臨床試驗

第47條第3項 安全監視

第48條第2項 不良事件通報

第52條第2項 抽查、檢驗

第58條第3項 回收

第76條第2項 規費

第77條第2項 檢驗委任（託）辦理

6  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1091100449號，預告訂定「醫療器材品質管理
系統準則」草案。

7  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1091101103號，預告訂定「醫療器材檢驗機構
認證及委託認證管理辦法」草案。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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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號 授權內容

第78條第1項 醫療器材檢驗認證受託法人團體

第78條第2項 醫療器材檢驗認證之委任（託）辦理

第79條第2項 技術人員之教育訓練、醫療器材之查驗登記審查、
證明文件之核發、臨床試驗審查及查核、廣告審
查、嚴重不良事件通報、醫療器材商檢查或普查委
任（託）之利益迴避

第79條第3項 技術人員之教育訓練、醫療器材之查驗登記審查、
證明文件之核發、臨床試驗審查及查核、廣告審
查、嚴重不良事件通報、醫療器材商檢查或普查之
委任（託）辦理

第80條第2項 獎勵創新科技之研發

第84條 施行細則

參、醫療器材業者的管理

在醫療器材管理法中，醫療器材商和藥事法時期同樣是分

為製造業者與販賣業者8，但無論是製造業者或販賣業者，在

定義上都作了改變。就製造業者的部分，除了配合產業分工細

緻化的趨勢，將包裝、貼標、滅菌、驗放等製程均明確予以

定義為製造業者之外，最受矚目的改變應該是新增了「從事

醫療器材設計，並以其名義於市場流通」之業者9。主管機關

期望藉由新增這個類型，提升產、學、研界研發高階醫材的

意願10；實際上，過去許多僅設計醫用軟體的業者，經常受限

8 藥事法第14條、醫療器材管理法第9條。
9 醫療器材管理法第10條。
10  「配合醫材產業多元化發展趨勢，除依製程明確定義醫療器材製造業
者外，並納入設計醫療器材並以其名義上市者，亦為製造業者，以提

表2　醫療器材法授權之法規命令整理（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