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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醫療產業的困境

台灣於 1995年開始實施全民健康保險

（以下簡稱健保），由於具有高素質的醫

事人員，創造高品質、高效能及效率的醫

療運作及管理，使得健保和醫療備受國際

學者、媒體及社會肯定，也帶來民眾的高

滿意度。然而，老年人口的增加所帶來醫

療利用的提升、新的藥品和科技進步納入

健保給付，也提高費用的支出，這些不斷

增加的財務壓力，使得政府於 2002年開始

實施醫院的總額預算制度來管控醫療支

出，形成醫院健保收入被打折扣。後來在

2005年及 2010年，發生健保收入不敷支出

的財務危機，醫院面對市場競爭、收入受

限，加上各項成本的增加，造成其經營環

境逐漸陷入困境。

中國大陸自 1996年開始積極推動醫療

改革，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

展，中國國務院陸續推出衛生體制改革的

配套政策。台灣的壢新醫院在中國大陸市

場開放沒多久，便於 2002年與上海電力醫

院等合資建立了上海辰新醫院，是中國大

陸最早設立的台資醫院。至 2005年，中國

國務院鑒於不到家數 10%的三級大型醫

院，卻掌握了近 70%的病人數，民眾就醫

仍普遍存在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此時

期由於注重醫療機構服務品質的管理，於

是伴隨著醫療機構市場化的探索，進一步

開放社會資本進入市場競爭；台商或台灣

的醫院也陸續進入，尤其在中國大陸發展

的企業，如旺旺、台塑、明基，均與台灣

醫院合作設立醫院。後續 2010年，中國國

務院又提出鼓勵支持社會資本發展醫療產

業的積極措施，此時期前後，台灣的大型

醫院，如彰化基督教醫院及臺北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已透過各種形式互相交流，並

試圖在中國大陸市場尋找發展的可能性。

相對於中國大陸隨著經濟成長和人口

老化快速增加，所帶動的醫療需求及品質

要求的龐大市場，使得台灣醫院主事者開

始嘗試也思索，如何以台灣醫療產業的優

勢發展中國大陸市場的服務，這是否是醫

院另一個生存或發展的契機？在考量中國

大陸整體的治理環境後，主事者在面對進

入市場時可能產生許多潛規則帶來的障礙

和挑戰，於決策思考上呈現兩難的情況。

以主動性來說，台灣的醫療市場成熟，但

健保的成長率受限；醫院管理與醫療技術

成熟，但無資源可提供突破而需另找出

路。以被動性來說，醫院管理與醫療技術

的成熟，證明具有做出特色與成績的實

力，應可思考對外發展合作的機會。

發展的契機

台灣醫療雖受國際社會肯定，但始終

缺乏向國際有計畫性地跨境或行銷。目前

的國際醫療可分為入境醫療 (inbound)和出

境醫療 (outbound)。台灣入境醫療的形式

有：來台純粹接受醫療服務或觀光醫療，

以治療急重症病患為主；其次為健康檢

查、醫療美容；再者為醫務人員來台參訪

或培訓。

在出境醫療的部分，2013 年政府成立

醫管服務專案辦公室，希望透過關鍵知識

系統與核心技術，將醫管的 know-how、技

術及產品進行模組化與流程整合，並以整

體解決方案 (total solution)的方式將其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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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台灣醫管服務西進模式之探討

予海外輸出對象，使整案輸出的項目得以

複製並達有效運作，讓台灣高水準的醫療

品 質 可 以 發 展 到 國 際（衛 生 福 利 部，

2013）。但醫療財團法人依規定，財產之

使用受有醫療法規與捐助章程等限制，確

保具公益性質的醫療資源能符合事業目的

（行政院衛生署，2013），所以，政府在

法令上仍限制具公益性質之財團法人醫院

資金進入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醫療市場所掀起的投資熱

潮，由各項數據均可顯示其醫療需求的增

加。2011～2015 年，醫療保險參保人數成

長了 41%，城鎮基本醫療保險基金年總收

入成長了 102%；人均衛生費用每年以 10%

以上的比例成長，但仍與台灣有 3 倍多的

差距（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

障部，2016），顯示在費用上仍有許多成

長的空間。此外，中國大陸逐步邁入高齡

化，2015 年 65 歲及以上的人口數為 1.38

億，占比超過 10%，老年人口的快速增

加，對醫療養生、保健、康復護理等需求

也將日益凸顯（司徒陽明，2014）。

雖然這些需求市場的供給獲得政策扶

持，包括：營造民營醫療機構發展的良好

環境；建立社會資本創辦醫療機構發展的

快速通道；加強監管民營醫療機構發展優

質服務；推動政策落實應有的補充協議；

支持民營醫療機構提供服務的能力（中華

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和計畫生育委員會，

2012），但馬祥祐 (2014)的研究指出，進

軍中國大陸市場存在一些困難，這些困難

包括：中國大陸雖有開放承諾卻沒有實施

細則；社會大眾與地方政府對民營醫療機

構存在歧視文化；民營醫院很難聘請到名

醫；兩岸醫師職稱級別不對稱。這些困難

顯示中國大陸在開放民營資本進入市場

時，仍有不少無形障礙。到底台灣醫院在

這波中國大陸醫療服務產業熱潮中，進入

市場時將面臨什麼問題？

醫療產業的特殊性

醫院的特殊性與組織能耐是西進時需

考量的重點。醫院服務主要滿足國家或區

域的需求，原屬低度國際化產業，長久以

來醫院經營未具境外市場擴展的商業模式

概念。醫療的複雜性帶來高度的專業化，

而醫療品質服務的風險攸關身體與人命，

因此，醫療爭議及風險高。醫療服務的提

供，關乎政府對民眾生命健康的保障，先

進國家多以醫療保險來保障人民的就醫權

益，由保險公司或公辦機構的第三方，進

行定價並支付保險給付的項目。因此，各

國政府對其醫療機構多有規範管制，包

括：醫院的設置標準；人員資格及人力產

出亦有條件要求與限制；評鑑分級則牽涉

到區域性的醫療資源分配；至於醫院的人

力配置也都有規定辦法。所以在醫療機構

設置上，大多數國家採保護限制政策。

由於醫療有地域就醫便利性的需求，

而設立醫院需投入的資金與營運成本高，

因此醫院無法像一般行業或國際企業，可

具商業模式的獨占性及快速複製擴充。在

中國大陸，民營醫院要取得地點便利的位

置困難，也容易受到當地醫療機構的阻

擾；即使設立，民營醫院要取得醫療保險

給付許可，也會在核淮的時間上受到刁難

和拖延，如此便影響病人就醫的意願，而

因無法用醫保報銷以減輕負擔、醫院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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