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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是海島國家，天然資源相對有限而匱乏，因此
需要以高優質的醫療資源做為經濟發展的重點項

目，然而放眼產業現況，卻不難發現存在許多隱憂。
第一，國際醫療健康產業是世界的大潮流，特別是醫
美健檢等自費性的項目，每一個國家都在積極的推動，
尤其是東南亞國家，我們再不加緊腳步跟上世界潮流恐
有被邊緣化的危機；第二，醫療無國界，濟世救人善盡
人道本來就是醫師的天職，臺灣的醫護人員若有能力又
能掌握機會，應積極爭取照顧目前七百多萬流動的國際
病患；第三，臺灣天然資源短缺，目前國際地位與關係
岌岌可危，競爭力已呈現日漸萎縮態勢，在這
種艱難的困境下，臺灣更應倚賴世界級水準的
醫療品質及服務，善用過剩的優質醫療資源，
主動走向國際化及自由化；第四，反對人士提
出許多理由包含我國病人就醫權益將受損、醫
界人才的出走、醫療費用的高升，甚至是醫療
階級化、醫療商業化與醫療糾紛等質疑，這些
疑慮在推動國際醫療觀光產業的其他國家也同
樣會發生，或許產業狀況比臺灣更為嚴峻。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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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多、醫療市場相當龐大，相較於臺灣醫療

應的風險，但因噎廢食不是正確的態度，應採

資源卻極度匱乏，是臺灣醫護人員尋求發展的

取適當的因應措施正面迎戰才是可行的道路。

最好選擇。不過事實上到目前為止，到中國大
陸從事醫療服務及投資的醫界朋友及企業家，

善用過剩資源

強化推動國際醫療市場

成功案例微乎其微，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國大陸
人治的環境依舊風險相當高，讓專業人員也為

數的增加，服務比例也開始出現變化，10年前

之卻步。因此最好的解決之道，就是把中國大

一位醫師平均服務700多位民眾，現在只需要

陸、港澳及世界華人吸引到臺灣就醫及順道觀

服務500多人。然而在媒體的報導下似乎臺灣

光，不僅能善加運用健保制度下規模不大的地

醫療人員呈現供不應求的狀況，導致許多專業

區醫院及開業醫師，更能擴大國際醫療健康產

人員工作過勞超出負荷，事實上大型醫學中心

業市場大餅。

雖然一床難求，但區域醫院的占床率卻只有
65%，地區醫院更只占五成左右，醫師人才明
顯過剩。眼觀臺灣醫療產業現況，有限的醫療
市場早已過度飽和，造成資源過剩、人才閒
置，尤其從1995年實施全民健保以來，雖然深
獲國內外的好評，但因為沒有落實轉診制度，
養成民眾大小病皆往大醫院求診的習慣，造成
中小型規模的地區醫院及開業醫師，生存空間
受到擠壓而日漸萎縮。許多專業醫護人員開始
萌生轉往國外尋求出路的念頭，第一個想到的
就是中國大陸，原因不難理解，兩岸同源同種

根據近期WTO的報告，2014年國際醫療觀
光客已達4,000萬人以上，流動的國
際病人有700多萬人，年產值達
400~800億美元。由於歐美國
家的醫療費用非常的昂貴，等
待治療的時間也相當久；相反
的亞洲國家的醫療品質及
服務持續在提升，因此
大批的國際病患紛紛
湧向亞洲尋求最佳醫
療方案，尤其是東

擁有共同的語言及生活習慣，再加上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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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臺灣人口呈現負成長，隨著醫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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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產業轉型發展必定有所得失，更可能面對相

聚焦臺北

南亞國家更因此受惠許多。臺灣應該把握最好
的良機，善用過剩而優質的醫療資源及良好
的醫療品質，開拓國際醫療市場，提升國際
地位。

整合獨特觀光醫療資源

衝刺國際地位

臺灣幅員適中交通便利，觀光資源深具獨
特性，加上馳名的美食加值，觀光業軟硬體設
備極具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臺灣的醫療品

業，回顧推行當年年產值僅新臺幣19億元，直

質及服務早已具備世界級水準，不僅醫療收費

到2013年已大幅成長至136億元。雖然5年之內

標準相當合理，等待治療的時間也相對快速，

產值成長了七倍以上，但由於推動時間已落後

深受國際的肯定，只要妥善結合醫療與觀光，

於東南亞其他國家5~10年的時間，因此發展

臺灣具有發展國際醫療健康觀光產業最好的條

排名仍然落在亞洲國家的倒數位置 ( 表1 ) 。

件。在臺灣的醫療制度發展上，為了照顧全民

反觀當前名列前茅的泰國及新加坡，每年動

必須先建構完整的醫療網，並培訓足夠的專業

用做為開發國際醫療健康產業的經費就高達

醫療人才，在1995年推動實施全民健保以來獲

1~10億美元，臺灣動用的資金只是他們的零

得民眾的高度肯定；等待時機成熟、行有餘力

頭，建議臺灣應該撥出更多預算來支持推動國

才從2008年開始推動第一階段國際醫療健康產

際醫療健康產業。放眼可預測的未來，落後的

表1 亞洲各國國際醫療概況

單位：萬人；新臺幣億元

國家

2013年國際醫療人次

產值

泰國

300

450

新加坡

80

210

Connexion Medical Center

馬來西亞

70

150

伊斯干達特區

韓國

20

150

國際醫療專區
曼谷國際醫院、
三美泰醫院..等

仁川自由經濟區域─
濟州保健城
臺北松山機場、
桃園一航廈、

臺灣

22

136

桃園二航廈、
臺中清泉崗機場、
高雄小港機場

日本

10

126

中國大陸

10

30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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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府臨空城
上海、成都、海南
自由經濟貿易區等

不可能瓜分健保資源。因此推動國際觀光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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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國際醫療觀光醫院不僅不適用健保，更

產業對於臺灣民眾的就醫權益影響可說是微
乎其微，園區內的執業醫師及兼職醫師均必須
接受嚴格的規範，不會造成健保人力資源的流

不但可以提升國內健保的品質及國際的競爭
中國大陸及日本將成為可怕的對手，尤其中國
大陸已設立了上海、成都及海南三個自由經濟
貿易區，規模之大動用了可觀的人力、物力、

有可能成為亞洲國際醫療產業最強的國家。

費來源，照顧更多弱勢族群。

打造臺北市「世界內鏡之都」年產值上
看兆億

關於自經區內國際健康產業的開放，社會

眾所皆知，內視鏡及微創醫學是高端醫學和

上批評的聲音主要是擔憂可能影響國人就醫權

精密科技的結合，以小傷口完成大手術，不但

利，甚至造成醫療資源階級化的結果。然而實

手術過程安全可維護病人的身心靈感受，更能

際上根據政府的規劃，臺灣在自由經濟示範

減輕病程並縮短術後的復原時間，因此可說正

區將設立1~2家的國際醫療觀光醫院，規模約

在取代或改善傳統的手術方式，也等於即將改

200~400床，需要醫師人力約100~200位，僅占

寫人類醫學近代史，對整體醫療資源及經濟市

目前4.2萬多位執業醫師中的0.24~0.48%，幾乎

場有極重大的影響。一個國家能擁有這項醫學

不影響整體醫療資源；另一方面，國際就診病

高端技術，證明的是該國在醫學領域進步的指

患約占臺灣總體就診人數的萬分之三，住院人

標。從自經區的角度出發，建議可規劃在臺北

數方面也只占臺灣總體住院人數的千分之一；

市建立一座內視鏡及微創醫學城，一來可以做

29

臺北打造醫美樞紐

財力及政策，積極發展國際醫療健康產業，很

力，根據設置的回饋機制，更可增加健保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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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相反的，引進國外醫療專業人才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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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兩岸及國際培訓人才的中心，使臺北市成為

相上下，收費又相對

「世界內鏡之都」，提高北市與臺灣之國際地

比臨近國家及歐美等

位；更重要的是在臺北市製造內視鏡及微創相

先進國家便宜，再加

關產業的連帶效益，年產值將可達數千億元以

上政府對兩岸旅遊及

上，對臺灣整體經濟建設將有重大的貢獻。

自由行的開放，愈來
愈多中國大陸的高端

自2013年起政府推動之第二階段國際醫療
觀光產業，是由醫療做為火車頭，帶動相關產
業包括健康、生技、製藥、醫材、醫美、健
檢、養生、復健、資訊及人才培訓等領域的發
展，預估未來年產值將超過新臺幣387億元；
另一方面，根據世界內鏡醫師協會的報告，內

觀光客，專程來臺只
為做健檢，或是接受醫美療程手術。根據主管
機關統計，光是健康檢查，2013年全年產值就
比前一年暴增了四倍之多，從10億元飆增到超
過40億元，並且持續成長當中，可見臺灣的醫
療水準全世界有目共睹。2013年12月28日臺北

視鏡及微創相關產業世界年產值達

松山機場與桃園、臺中及高雄四

25兆元以上，在中國大陸需求量就

個國際機場的「國際醫療服務中

有2.5兆元，其中高達85%須仰賴進

心」正式揭牌，宣示政府推行國

口，如此龐大的醫療商機，我們應

際醫療的決心。

該把握時機引進國內外卓越廠商的
設備、資金及人才積極投入參與建

由於醫美產業的特殊性，使之

設工程，國際醫療觀光產業產值衝

與其他醫療服務相比較不易有健

上兆元絕非夢想。

保資源分配上的疑慮，且以自費
項目為主的醫美產業對國人的就

臺北市積極爭取世界級醫美樞紐

醫權利影響相對有限。故不論從地理位置或

根據ITIS的報告指出，臺灣至2009年登記有

產業面考量，政府都應在

皮膚科醫療機構527所、整形機構243所，主要

臺北市擇一具備交通

集中於臺北市，而臺北松山機場有國際線的加

便利性及廣大腹地

持，市區離桃園國際機場亦僅40分鐘車程。做

的理想地點設立國

為臺灣的首善之都，臺北市擁有世界水準的醫

際醫療醫美專區，

療品質及服務，醫美水準與整形大國―韓國不

加以政策面適度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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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擴大包含生技、健檢及養生等產業進駐，
使專區在醫美的主體架構下實現多元化的服務
以提高競爭力，此外，進一步結合旅遊觀光行
程，同步提升觀光產業的競爭優勢，增加就業
機會，受惠的將不僅是醫美產業從業人員。

自由經濟示範區

目前早有其他國家將醫療與觀光業結合，
發展國際醫療專區。例如泰國醫美診所與觀光
飯店合作已成為常態，讓境外人士赴泰割雙眼
皮，術後可直接回到旅館、飯店享受設施與服
務，約一星期左右復原狀況良好，即可煥然一

時嘉惠到當地觀光；韓國亦是，不少國人透過
旅遊赴韓進行醫學美容療程順道觀光。另一方
面，從各大醫院紛紛成立國際醫療部門就可得
知開放國際醫療已是勢不可擋的，而集全臺所

首選地，將臺北市打造為國際健康產業示範

有資源於一身的臺北市，是國際觀光醫療團的

區，以臺北為成功範本再複製到全臺各縣市，
促進各地醫療水準互通有無並帶動地方產業繁
榮，故臺北市自經區的推動可謂勢在必行。然
而在兩岸人才交流部分，由於目前中國大陸及
港澳地區的醫療水準尚待加強，加上臺灣的自
由經濟示範區所強調的國際醫療服務必須是高
水準的，根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規範，目
前應該要嚴格禁止中國大陸醫事人員進入示範
區執業，以確保示範區之國際醫療服務品質。
現行國際醫療政策與亞洲其他國家相比仍然
多有不足。做為臺灣國際醫療健康產業的灘頭
堡，臺北醫美專區將成為全國有意設立國際醫
療專區縣市的標竿，市政府應正面積極思考如
何善用臺北的各項條件創造競爭優勢，把握時
機加入世界醫療健康產業的潮流，為臺灣在拓
展亞洲地區國際醫療市場的戰爭中打下最漂亮
的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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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回國，可見國際醫療專區的做法，還能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