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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醫時代是什麼





理想的醫療可能是…?

目的：為了健康
精湛的醫療技術

以人為本：病人端、醫事人員端

不管貧富貴賤，身在台灣何處，都可以得到完善的醫療照護
價格便宜
可近性高

醫療照護可以持續進步，價格盡量不要相應上漲

預防勝於治療：醫療只佔健康因素的10%

…



到底台灣是怎麼做到的？

有人說是

但
是…？



看看高度市場化的美國

醫療保健支出占GDP
■ 美國 17.7%
■ 加拿大 11.2%
■ 德國 11.3%
■ 法國 11.6%
■ 日本 9.6%
■ 韓國 7.4%
■ 台灣 6.6%



到底台灣是怎麼做到的？

有人說是

醫療服務品質滿意度全球第二，僅次於瑞典



健保抑止市場化帶來的潛在危害

 「從需求面來看，我國健保很社會化，但從供
給面看卻很市場化；我國健保既像社會保險，
又像社會福利；同時既不完全像社會保險，也
不完全像社會福利；所以我國健保是多元的、
融合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我國全民健康保險總體檢》監察院調查報告 100年1月18日



這
麼
好
？
！



圖取自 陳美霞〈台灣公共衛生體系市場化與醫療化的歷史發展分析



圖取自 陳美霞〈台灣公共衛生體系市場化與醫療化的歷史發展分析





醫療市場化後的管理邏輯

 北醫體系董事長李祖德：

 「我舉個例子，從二○一○年開始，我就開始弱化萬芳醫院，盡量把資源
往雙和醫院放，我要塑造萬芳變成像雞肋一樣，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的九
年一約在一三年底就要到期，如果我一直讓它很賺錢，不但房東(台北市
政府)要漲房租，還有很多一心要北上的南部學校會來搶標。

 只要對手稍微加碼，萬芳醫院很可能一夕旗幟就變了，我們的經濟規模也
會因此一下子就被破壞。

 但這些都是只能做，不能說的「略」。一直到去年底，續約簽完以後，我
全部的力量才又都放進去。去年下半年的時候，我幾個最重要的副校長來
問我說，「董事長，你看萬芳最近弱成這樣子，你看得下去嗎？」

 我那時才跟他們講，我假如不把它弄成雞肋，只會給自己找麻煩。他們聽
完都愣在那裡，恍然大悟，因為在這之前，我是都不能說的。」

出自 天下雜誌545期 <要當領頭羊，也要當獨行狼> 2014/04/16



但還是存在著
這些影響…



醫療支出上漲

醫事人力沒有相應提高



但還是存在著這些影響

 內外婦兒急診五大皆空

 2010年護理師離職率20.1%

美、澳洲、新加坡、馬來西亞 日本 台灣

日班 1:4~5 1:7 1:6~13

小夜班 1:4~6 1:7 1:10~20

大夜班 1:8~10 1:7 1:13~20



但還是存在著這些影響

 醫療購買力下降：
 102年8月平均薪資倒退至16年前
 家戶就業人口下降
 醫療支出中自費比例上漲至36.16%

 使用差額給付產品的不一定是有錢人

資料來自 督保盟滕西華的PPT



但還是存在著這些影響

 自費醫療興起，仍對弱勢群體不利(2008年資料)：

 保費及醫療保健支出佔比─

 家庭所得五等分最低群體：所得收入總計的16.82%

 家庭所得五等分最高群體：所得收入總計的8.8%



從服貿和自經區來看台灣
醫療危機



台灣對國際/中國開放醫療服務的歷程
 2007年台灣通過「醫療服務國際化旗艦計畫」，開放中國病患來台接受五大醫療服
務。衛生署委託「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成立「醫療服務國際化專案管理中
心」。

 2009年台灣修正「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許可辦法」，開放罹患特定疾病的中國
病患來台接受特定醫療服務。

 2009年台灣修正「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開放大陸人士以
投資經營管理的專業交流為名目停留台灣，最長可達達一年，並可以投保全民健保。

 2011年台灣修正「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許可辦法」，開放中國人士來台接受健
康檢查與醫學美容。

 2012 年 衛福部公告 39 家健康檢查與醫學美容特約醫院，允許醫院可擔任旅行社，直
接辦理陸客來台就醫申請。（目前已達45家以上）

五大醫療服務、國際醫療管理機構
2007

2009
特定醫療服務、全民健保

2011
健康檢查與醫學美容

簽訂服貿協議、自經區
第一階段計畫啟動
2013



台灣投資中國醫療的歷程
 2000年中國頒布「中外合資、合作醫療機構管理暫行辦法」鼓勵設立合資醫療機構
 2003年合資醫院：上海辰新醫院
 2005年合資醫院：湖南長沙旺旺醫院
 2008年合資醫院：廈門長庚醫院、南京明基醫院、江蘇宗仁卿醫院、上海瑞東醫院
 2009年中國頒布「臺灣地區醫師獲得大陸醫師資格認定管理辦法」與「台灣地區醫師在大陸短期行醫管理規
定」

 2010年中國頒布「台灣服務提供者在大陸設立獨資醫院管理暫行辦法」
 2011年獨資醫院：上海禾新醫院 (上海辰新醫院升格)；合資專科醫院：廈門安寶婦產科醫院
 2012年合資醫院：黑龍江順邁醫院；合資專科醫院：北京寶島婦產科醫院
 2013年獨資醫院：東莞台心醫院

合資醫院
2000

中國行醫
2009

五大醫療服務、國際醫療管理機構
2007

2009
特定醫療服務、全民健保

2011
健康檢查與醫學美容

獨資醫院
2011

簽訂服貿協議、自經區
第一階段計畫啟動
2013



先來談談服貿
成份：
1.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文本
2. 附件一、服務貿易特定承諾表
3. 附件二、關於服務提供者的具體規定

服
務
提
供
模
式

開放項目

 服貿協議附件一的「服務貿易特定承諾表」，共37頁。包含以下四部分:

(1)臺灣方面非金融服務部門的開放承諾；

(2)臺灣方面金融服務部門的開放承諾；

(3)大陸方面非金融服務部門的開放承諾；

(4)大陸方面金融服務部門的開放承諾。
出自台大經濟系鄭秀玲教授：《服貿自救寶典 ( I ) :服貿協議將對誰有影響



先來談談服貿

 服務方式…
A.跨國提供服務：EX.台灣的X光給中國醫師判讀再回傳

B.國外消費： EX.去中國/來台灣接受醫療服務

C.商業據點呈現： EX.中資來台投資醫院

D.自然人呈現：台灣醫師去中國提供醫療服務

今天主要會談的是Ｃ和Ｄ這兩項。



正確理解服貿前後的差異

兩岸服務貿易市場之相互開放情況，須從幾個面向來看：
第一：兩岸適用ＷＴＯ全部成員之開放承諾（GATS）
第二：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業別項目（包含ＥＣＦＡ服務貿易早期收
穫清單）
第三：仍未生效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但是…
商業據點的部份需再參考：「中外合資、合作醫療機構管理暫行辦法」
和「台灣服務提供者在大陸設立獨資醫院管理暫行辦法」（中國對台）

自然人呈現的部份需再參考：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台對
中國）、「台灣地區醫師獲得大陸醫師資格認定管理辦法」和「台灣地
區醫師在大陸短期行醫管理規定」（中國對台）



那服貿對台灣醫療有什麼影響呢
 商業據點呈現【中→台】：中國醫療資本前來台灣投資

服務業部門
或次部門

目前開放狀況 新增開放狀況

醫院服務業
CPC9311

不開放 允許大陸服務提供者在臺灣以合資形式捐助設
立非營利的醫療財團法人醫院，提供醫院服
務。此外：
(A)董事會裡沒有台灣身分證的人不可以超過
1/3
(B)全體董事的1/3以上必須具有臺灣醫事人員
資格。

無操作員醫
療設備之出
租或租賃服
務業

不開放 允許大陸服務提供者在臺灣以獨資、合資、合
夥及設立分公司等形式設立商業據點，提供無
操作員醫療設備租賃服務。

這就是傳說中的
「不具控制力」

衛福部說中資來台
只能新設醫院、
以挹注偏鄉醫療

大型醫材租賃商與
醫院經營者的合謀



那服貿對台灣醫療有什麼影響呢
 自然人呈現【中→台】：中國醫事人員不能來台，董事及其眷屬除外

服務業部門或次部門 目前開放狀況 新增開放狀況

醫院服務業
（CPC9311）

不開放 除模式(3)所列內容外，不予承諾。

無操作員醫療設備之
出租或租賃服務業

不開放 同「電腦及其相關服務業」的承
諾。

目前沒開放中國醫
生
難保以後不會開放



來台投資醫院服務業的中國人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 (投資人之規範)：

 潛在問題：1. 假投資、真移民：投資移民計劃皆可能會有的漏洞

 2. 看起來是技術遷移，然而更像是「勞動遷移」

投資金額 董事或分公司負責人 加上配偶/未成年子女 合計

20萬美元 2 6

70萬美元 3 9

120萬美元 4 12

170萬美元 5 15

220萬美元 6 18

270萬美元 7 21

不
過
這
個
部
份
規
定
和
之
前
差
不
多
─



那服貿對台灣醫療有什麼影響呢
 商業據點呈現【台→中】：台灣醫療資本去中國

服務業部門
或次部門

中外合資、合作醫療機構管理暫行辦法
台灣服務提供者在大陸設立獨資醫院管理暫行辦
法(2010年年底)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附件一、服務貿易特定承諾表

醫院服務業
CPC9311

外國服務供應者得與中國大陸籍人士設立合資醫
院或診所，惟其數量受限於中國大陸之需求，外
資可持有過半數股權。

所設立之合資醫院或診所，其醫師或醫療人員應
過半數為中國大陸籍人士。

可設立台資獨資醫院，地點限定在上海市、江蘇
省、福建省、廣東省和海南省。可自主選擇經營
性質為營利性或非營利性。

1. 可以與大陸的醫療機構、公司、企業和其他經濟
組織以合資、合作形式，或者以獨資形式設置醫
機構。
2. 獨資醫院、療養院的：設置地點限於省會城市和
直轄市，由大陸衛生主管部門審批。
3.臺灣服務提供者在大陸設置合資、合作醫療機構
以及除獨資醫院、獨資療養院外其他獨資醫療
的，其設置的標準和要求按照大陸單位或個人設置
醫療機構辦理。由省級衛生主管部門審批。



那服貿對台灣醫療有什麼影響呢
 自然人呈現【台→中】：台灣董事/醫事人員去中國

服務業部門
或次部門

目前的項目 現在的項目

醫院服務業
CPC9311）

短期行醫：
具有台灣地區合法行醫資格的醫師，經申請後，可在大陸

醫療機構應聘，從事不超過3年的臨床診療活動，並應遵守相
關醫療法規。
獲得大陸醫師資格：
具有臺灣地區合法行醫資格，且是臺灣地區永久性居民的

醫師，同時具備下列條件並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
法》及其有關規定，可申請大陸醫師資格認定：
1. 2007年12月31日前已取得臺灣地區合法行醫資格滿5年的
臺灣地區永久性居民、2. 具有臺灣地區專科醫師資格證書、3. 
在臺灣地區醫療機構中執業

合同服務提供者應具備與所
提供服務相關的學歷和技術
(職業)資格。在大陸停留期
間每次可申請不超過兩年
次有效來往大陸簽註；如有
需要可申請延期。在大陸
留期間不得從事與合同無關
的服務活動。



服貿條文簡潔整理─醫院服務業CPC9311

中國到台灣

 商業據點呈現：
中國醫療資本來台灣
合資財團法人醫院，捐助
非台灣人董事人數上限1/3

 自然人呈現：
僅董事可以來
中國醫事人員不可來台灣

台灣到中國

 商業據點呈現：
台灣醫療資本去中國
可獨資，地點限制大城市

 自然人呈現：
台灣醫事人員去中國
每次可申請不超過兩年



服貿條文簡潔整理─無操作員醫療設備之出租
或租賃服務業

中國到台灣

 商業據點呈現：
允許獨資、合資、合夥
及設立分公司等

 自然人呈現：
同「電腦及其相關服務
業」的承諾。

台灣到中國

 ※中國不開放



那服貿對台灣醫療有什麼影響呢
 自然人呈現（電腦及其相關服務業的自然人呈現的承諾）

除有關下列各類自然人之進入臺灣及短期停留措施外，不予承諾：

 i.商業訪客進入臺灣停留期間不得超過三個月。

 ii.跨國企業內部調動人員進入臺灣初次停留期間為三年，惟可申請展延，每次不得逾三年，且展延次數無
限制。

 iii.在臺灣無商業據點的大陸企業所僱用的人員得依下列條件進入臺灣及停留： (i)該大陸企業已與在臺灣從
事商業活動的企業簽訂驗貨、售後服務、技術指導等，及其他與左列服務相關的服務契約。 (ii)此類人員應
符合前述「專家」的定義。 (iii)此類人員在臺灣期間不得從事其他與服務契約無關的服務活動。 (iv)本項承
諾僅限於契約所定的服務行為。並未給予此類人員以取得專業證照的身分，在臺灣廣泛執業的資格。每次
停留的期間不得超過三個月或契約期間，以較短者為準。此類進入許可的有效期間自核發的翌日起算為三
個月至三年。符合條件者可在許可有效期間內多次進入臺灣。



服貿對台灣醫療影響──分
析時間



台灣政府為何要開放外資投資醫療
體系？
缺乏資金？醫療資源不足？技術需要提升？貿易壓力？

開放中資進入台灣醫療體系，對醫療從業人員以及台灣民眾，有何具體好處？

到底誰在主導醫療服務業的開放？為的是什麼目的？

中國醫療體系仍以公立醫院為主；投資者投資台灣醫療院所的動機為何？為何
要「捐助」非營利財團法人醫院？

參考鄭雅文老師〈服務貿易協定對台灣醫療體系的影響〉PPT



台灣政府為何要開放外資投資醫療
體系？
缺乏資金？醫療資源不足？技術需要提升？貿易壓力？

開放中資進入台灣醫療體系，對醫療從業人員以及台灣民眾，有何具體好處？

到底誰在主導醫療服務業的開放？為的是什麼目的？

中國醫療體系仍以公立醫院為主；投資者投資台灣醫療院所的動機為何？為何
要「捐助」非營利財團法人醫院？

疑慮：目的不清楚(我方和中方)；資金未設限；機構類型、服務屬性、設置區
域、機構數等缺乏明確管理措施；缺乏社會影響評估；決策過程不透明。

參考鄭雅文老師〈服務貿易協定對台灣醫療體系的影響〉PPT



台灣醫療業者赴對岸投資之動機

1. 在台灣，都會區醫療資源供過於求
2. 同業競爭壓力惡化
3. 健保給付的規範
4. 整體利潤率下降

參考鄭雅文老師〈服務貿易協定對台灣醫療體系的影響〉PPT



台灣醫療業者赴中國投資之分析

台資進軍中國大陸開設醫院，截至目前為止遇到很
多問題：
人治色彩濃厚以及潛規則
公立醫院為主體的醫療行政體系
台資醫院難以招聘當地醫師
中國未開放醫師以外的醫事人員
藥品產銷的壟斷
台灣醫師在中國的執業限制

參考鄭雅文等人「《服貿協議》、《自經區特別條例》與國際醫療政策的分析



台灣醫療業者赴中國投資之分析

台資醫療機構可以分成兩類：
一類是像大陸三甲醫院的醫療機構，此類醫院要進
入大陸並不容易，最大的問題是人才缺失。一個三甲
醫院至少需要四百名有資歷的醫生，而大陸的優秀醫
生都集中在公辦醫院。
另一類醫療機構是單病種專科醫院。服貿協議生效
後，這種醫院在大陸二三線城市將會有很大的發展空
間，是最有機會獲益的投資類型。

參考資料： http://big5.chinanews.com:89/tw/2014/04-10/6049192.shtml臺醫療業者看服貿：互相開放兩岸各有優勢





技術性細節討論-衛福部的澄清(？)

 五、陸資來臺僅能(1)合資；(2)捐助；(3)設立非營利醫療財團
法人醫院；(4)限新設立，不允許捐助或介入現有醫院；(5)僅
核准在醫療資源缺乏的地區(服貿條文內無)，對現有醫療財團
法人機構不致影響
回應：
1. 合資但無資金設定，中資可具控制力
2. 捐助非營利→現在的財團法人醫院真的非營利？
3. 可關閉現有醫院，轉而以新醫院合資的方式加入現有醫療照護體系。
4. 新設醫院之申請設置必須經現有之『醫院設立或擴充許可辦法』核准，公務機
關仍有把關之權利，但該把關程序係由地方與中央機關行政審核。且並無法規限
制需要符合現有「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資源不足地區之醫療服務提升計畫」中所定
義之『偏遠地區』。



技術性細節討論-衛福部的澄清(？)

 六、臺灣不承認大陸地區的醫師、藥師、護理師、營養師、
復健師等醫事人員的學歷，更不允許大陸地區醫事人員來臺
執業。

回應：
未來呢？



中資入台可能會挹注五大科嗎？
 醫院財務收入：
1. 健保醫療勞務項目業務收入
2. 藥品差價

3. 醫材差價

4. 公共衛生政策補助款

5. 健保外營收項目（從自費醫療項目到停車場美食街）

 醫院增資後，要投資什麼科別項目才對中資的董事們有交代？

 →絕對不會是現況艱困的內外婦兒急診五大科！



中國投資/專業人士的健保方案

 健保資源：停留時間超過6個月/有雇主，得投保全民健保
負責人及眷屬：第一類第四目，自負100%保險費
 負責人：投資金額二十萬美元以上者，得申請二人，投資金額每增加五十萬美元，得申請增加一人，最多
不得超過七人。

經理人、主管或專業技術人員及眷屬：第六類第四目，自負60%保險費，政府補助40%
 經理人：限一人
 主管或專業技術人員：已實行投資金額三十萬美元以上者，得申請一人，已實行投資金額每增加五十萬美
元，得再申請增加一人，最多不得超過七人。

保 險 對 象 類 別
負 擔 比 例 (%)

被保險人 投保單位 政府

第一類 雇主、自營業主、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自行執業者 本人及眷屬 100 0 0

第六類 其他地區人口 本人及眷屬 60 0 40



來台看病的中國人變多

中國大陸來台投資人數增加：服貿協議開放以後，服務業開
放投資項目增多

轉介中國大陸病患來台就醫已成為新興服務業；經濟部投資
捐置的「外貿協會」在服貿簽訂之後，隨即輔導南京擎安醫
院成立「兩岸醫療轉介平台」。未來台灣醫院服務外國貴客
的比例會更高，其中又以陸客比例最高。



非營利部門 營利部門
缺乏勞動保障
病人照顧的沉重責任
醫療的初衷與理想
來自醫療專業的壓迫

• 經濟報酬
• 免除承諾與責任
• 完全商品化的醫療服務
• 來自資本家的壓迫

服貿對醫生
的影響



服貿×醫療小結：在服貿開放之前

台灣醫療資院錯置，健保財務緊縮，財團法人醫院變財團血
汗醫院，侵害醫事勞動人權，促成假日飛刀手。

然而仍有部份醫院系統還是醫療專業與資本經營管理的雙元
治理模式，沒有完全營利化。



服貿×醫療小結：在服貿開放之後

中資入台：不可能因“慈善”而捐助，而會強化利潤的回收（自費醫療/健
檢、專科醫院），加速醫療商品化，惡化非營利部門醫事勞動人權，無法挹
注偏鄉醫療，反而藉資金優勢取得影響台灣醫療政策之權力。

台資入中：帶醫事人員過去，惡化台灣醫療，也會加速中國醫療商品化。

台灣醫護去中國：結合上述資本的流動（中資台資移動），可能會被迫調
動，惡化醫事勞動人權，醫療品質下降。

健保費問題：自然人呈現規定變化不大，即使服貿開放更多產業別，但影
響不大。

醫療租賃業：持續開放，但可以藉此結合中資醫院洗錢。



服貿×醫療小結：在服貿開放之後

中資入台
非營利部門
醫事勞動條

件惡化

取得台灣醫療政
策影響力

病人權益受損

台資入中

開放中資租賃業
醫療商品化

台灣醫事人
員被迫出走



回應：醫事人員擔憂什麼？

 1. 醫事人力會不會短缺？工時會不會變長？薪水會變高還是變低？

 → 很可能會短缺，工時保障在現今沒有工會組織的情況下可能會惡
化。營利部門薪水可能提高，但是仍有來自資方的壓迫。

 2. 服貿開放之後，會不會被迫到中國執業？

 → 很有可能，例如長庚醫院就會要求醫師前往廈門支援。

 3. 中國人來台灣會不會吃掉我們的健保資源？

 →需要進一步分析，判斷影響不大

 4. 在台灣會不會看很多中國病人？

 →會越來越多陸客來台看病



回應：病人擔憂什麼？

 1. 我們以後會不會都給中國醫生看病？

 →目前不會，但是政策趨勢很難保證以後不會發生

 2. 我們台灣的醫療品質會不會下降？

 →若因為服貿開放加速醫護出走，醫療品質可能會下降

 3. 中國人來台灣會不會吃掉我們的健保資源？

 →需要進一步分析，判斷影響不大

 4. 中資醫院會不會仍集中在都市，讓偏遠地區的病人更得不到照顧？

 →衛福部表示會控管，但是目前沒有相關法令規範，而可以想像的，
若交由衛福部管理，以目前的狀況難以相信其行政裁量權。



真正巨大的影響：自經區



自經區是什麼？

「自由經濟示範區會選擇新形態的創新活動，引導國內經濟發展方向，讓臺灣
加速邁向自由經濟島。」項目：包含「智慧物流」、「國際健康」、「農業加
值」、「金融服務」及「教育創新」。

政府說法：「台灣醫療服務價格亦具有國際競爭力，政策全力發展國際醫療及
健康產業，且透過異業結盟，整合醫療、健檢及醫美服務等優勢，讓台灣醫療
走向國際。」「幫台灣留住人才。」

衛福部變醫院福利部：單看服貿難以理解醫療為何被視為貿易標的

服貿協議允許中國資本加速台灣醫療商品化，自經區則是放任台灣和外國的資
方一起來推醫療商品化。



自經區是什麼？

自由經濟示範區規劃方案（已有行政院核定本）
第一階段計畫（已有行政院核定本）：特別條例公布前
六海一空一園區。中央產業主管機關如有新設區位需求，經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即
可新設示範區。
「境內關外」及前店後廠委外加工模式

第二階段計畫（尚未有核定文件）：特別條例公布後
將考量地方稟賦、設置效益、發展腹地、交通便捷等原則增設園區，由中央規劃或
開放地方申設。

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正在審查
和醫療有關的部份：第六章產業活動 第四十九條～第五十三條，共五條
此條例有效期限10年



自經區議案時程表

 102 年 4 月 29 日：行政院核定「示範區規劃方案」
 102 年 8 月 16 日：第一階段推動計畫啟動
 以既有基礎之自由港區、農業生技園區為起點，透過委外加工，擴大產業活動
範圍及效益以增修訂行政法規即可推動之措施為主，於 102  年底前完成13 
項行政法規之修訂。

 102年 12月19 日： 「示範區規劃方案」修正案經行政院院會通過，新增 8 項
金融與 4 項教育之行政法規修正，預計 103 年 3 月底前全數完成。

 102年12月 26日：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經行政院院會通過，並送立法院
審議 （還沒完成！）



自經區特性

示範區重點是法規鬆綁，並非以實體建設為主，也不是要發展特
定區域。因此，示範區不是傳統的經濟特區，政府不會額外投入
大量資源進行開發，也不會編列特別預算

示範區不一定侷限在實體園區推動，有些產業（如服務業）亦可
透過指定試點方式試行自由化的措施

自由化：
市場開放：對外資及陸資擴大開放
跨境自由化：人員、貨品、資金的移動自由化
境內自由化：國內法規及行政措施鬆綁



自經區與醫療
第一階段 六港一空，設立「國際醫療服務中

心」。
前店後廠
發展醫療、生技、養生、藥品、復健等
健康產業→以醫學美容、高階健檢、重
症醫療為主。

政府出資大打國際醫療廣告，並且在國
外設立多處病人轉介中心，竭盡一切心
力替國內投資的財團做生意。



自經區與醫療
配合「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之訂定
推動設置「國際健康產業園區」。每區國際
醫療醫院以200床為上限（？）

區內設置「社團法人醫院」，且鬆綁原先醫
療法規定，可以上市。

國際醫療屬自經區特別條例中之第二類示範
事業，因此有意之醫院僅需於自經區中『
請登記』，形成『虛擬醫院』，園區外的醫
院可以接更多的國際病人，不限地區與家
數。

引進專業技術人員→外國醫師執業規定鬆
綁。

承攬醫院不得為全民健保之特約醫院，且非
登記執業於國際醫療機構之本國醫師不得於
該院執業，但『會診、急救、支援、出診

第二階段



自經區與醫療

 第六章產業活動

 第49條 鬆綁醫療法規定

 第50條 開放外國醫事人員

 第51條 非執業登記於國際醫療機構之本國醫師，不得至國際醫療機構

 執行醫療業務，但是可以有諸多例外

 第52條 國際醫療機構，不得為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

 第53條 辦理國際醫療機構之醫療社團法人，應依前一年度營運總收入
之一定比例，每年向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繳納特許費。



自經區與醫療
 「自由經濟島」的第一項隱憂：鬆綁醫療法投資規定 (對應49條)

特區內得以醫療社團法人成立專辦國際醫療機構。
鬆綁社員資格、董事長資格及董事組成等規定。
鬆綁的法規：
49-1法人不得為醫療社團法人之社員。
50-1醫療社團法人之董事，以三人至九人為限；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應具
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資格。

50-2外國人充任董事，其人數不得超過總名額三分之一，並不得充任董
事長。



自經區與醫療
 「自由經濟島」的第一項隱憂：鬆綁醫療法投資規定 (對應49條)

現有的「財團法人醫院」：
白色蜘蛛網：利用關係把資產搬出去、裙
帶外包

「財團法人醫院」財報要公開
但是廈門長庚的投資的資金來源是什
麼？資金流動難以監督（服貿問題）

社團法人醫院財報不需公開：很難監督
財團法人醫院←交叉貼補→社團法人
醫院（自經區問題）



讓我們來談談自經區
 「自由經濟島」的第二項隱憂：開放外國醫事人力 (對應50條)

夢境：
小連是來自台灣北部天龍市的孩子，
家住仁愛路上，每個月要付很多房
租，一家人都充滿挫折。高中畢業以
後爸爸為了他的國際競爭力安排他到
東歐某國家的醫學院國際專班就讀，
學成歸國之後，聽說台灣有些醫院在
招募「學有專精」的醫事人才，雖然
他的外國醫師執照在國內頗受爭議，
但在家人的協助之下也順利通過主管
機關的審核，進到該醫院當中從事醫
美專科。



自經區與醫療
 「自由經濟島」的第三項隱憂：醫事人力磁吸作用 (對應51、52條)

非執業登記在國際醫療機構之醫師不得執業？

國內目前執業中，除少數醫師或醫事人員在非健保特約機
構執業外（多數為診所或醫美或中醫等），幾乎都在特約機
構服務，因此，申請登記國際醫療機構之醫院若為國內醫
院，此要件必然難以成立；即便如此，非執業登記在國際醫
療機構之醫師，有多個名目可以至醫療機構執業，此規定形
同虛設。

出自滕西華〈醫自經區的醫療自宮區〉



自經區與醫療
 「自由經濟島」的第三項隱憂：醫事人力磁吸作用 (對應51、52條)

醫院不得與全民健保特約？

由於自經區之國際醫療機構以採『虛擬醫院』為主，現行國
內所有醫院均為全民健保特約醫院，醫院的絕大部份收入也
都仰賴全民健保之給付，因此，所申請登記之醫院必為全民
健保特約醫院，除非新設立一家醫院或此家醫院為了國際醫
療業務，而中斷與健保特約，實務上而言，幾乎是不可能的
事。

出自滕西華〈醫自經區的醫療自宮區〉



自經區與醫療
 「自由經濟島」的第三項隱憂：醫事人力磁吸作用 (對應51、52條)

非營利部門 營利部門
缺乏勞動保障
病人照顧的沉重責任
醫療的初衷與理想
來自醫療專業的壓迫

• 經濟報酬
• 免除承諾與責任
• 完全商品化的醫療服務
• 來自資本家的壓迫

五大皆空的既有問題依然嚴重：賺不到錢、容易被告、工作疲勞的科別越來越冷
門。



自經區與醫療
 「自由經濟島」的第四項隱憂：條例裡面大量的「空白授權」

自經區條例裡面大量
的「空白授權」，亦
即「由主管機關訂定
辦法」這樣的字眼，
其實是黑箱。未來只
要透過行政命令就可
以更動許多規定。



自經區與醫療
 「自由經濟島」的第五項隱憂：前店後廠，擴大醫療服務體系的階層化



自經區與醫療
 「自由經濟島」的第五項隱憂：前店後廠，擴大醫療服務體系的階層化

可能造成醫療體系的two-tier system：

政府未做總量管理，國際醫療額度可無限制
擴張，醫療費用上升

富裕病患享有制度性的特別待遇，造成健康
不平等

出自鄭雅文等人。《服貿協議》、《自經區特別條例》與國際醫療政策的分析



自經區與醫療
 「自由經濟島」的第五項隱憂：前店後廠，擴大醫療服務體系的階層化

可能造成醫療體系的two-tier system：
1) 引導金主的投資傾向，營利部門開發>非營利部門

2) 健保醫療品質可能因此下降，加上有錢病患被變相
鼓勵流向國際醫療體系，將加速健保醫療體系的崩
解。

出自鄭雅文等人。《服貿協議》、《自經區特別條例》與國際醫療政策的分析



自經區與醫療
 關於國際醫療特區的政府說法。
 「是否加劇五大皆空？」

 已經展開一系列作法鼓勵醫師回流五大科，成效的部分…….

 總之我們要把人才留在台灣啦。

 「是否侵占醫療資源？」

 區內床數有限制，醫事人員支援執業時間會訂出上限。

 機構經營的利潤一定比例回饋健保。

想看更多跳針可以
自行GOOGLE。



自經區與醫療
 關於國際醫療特區的政府說法。
 「醫院是否變成歛財的工具？」

 會限制示範區之區數及醫療機構家數。

 （OS:現在已經斂財的很嚴重的那些我們也沒辦法啦）

 「特許費會挹注健保」

 國際醫療繳交特許費，可以回饋健保。

想看更多跳針可以
自行GOOGLE。



目前政策的態勢

服貿協議看起來還是會一字不變的簽下去，不會受到兩岸協
議監督條例的監督。

自經區特別條例連民進黨執政的縣市長都垂涎三尺，看起來
會通過應該是朝野共識，最快就是這個會期（六月）。



究竟我們想要什麼樣的醫
療



迷思們

 1. 醫療市場化才能促進醫療科技進
步？
 2. 醫療市場化才能帶來效率？
 3. 醫療科技進步才會促進民眾健康？
 4. 公共醫療支出越多會越成為國家的
財政負擔？
 5. 醫療價格差異化（醫療階級化）是
好的嗎？



支持/反對服貿

 1. 反對服貿，因為中國政治力會大大影響台灣！

 2. 反對服貿，因為中國會拖垮台灣醫療，對台灣也毫無好處

 3. 反對服貿，因為台灣的醫療不應該繼續市場化

 4. 支持服貿！因為台灣需要中國的資金

 5. …



支持/反對自經區

 1. 支持自經區，因為服貿和自經區不一樣，是把人才吸來台
灣，活絡市場！所以務必要充分開放！

 2. 支持自經區，前提是自經區有完善的配套，不能影響到既
有的健保體系

 3. 堅決反對自經區，因為自經區無論如何都不可能不影響健
保體系，而且現階段公部門醫療保健支出仍然不足，重點是
提昇醫療公共性而非把醫療作為商品販賣。



市
場
化

公
共
化



 最新資料：
 2012年公部門醫療保健支出佔醫療保健支出比率為58.1%

 2012年私部門醫療保健支出佔醫療保健支出比率為41.9%

OECD國家的公部門
比率平均是72.2%



失控的撙節

 「經濟決策不僅影響成長率和赤字，也攸關性命。」
 「撙節開支不但是個錯誤，而且可能是最糟糕的一種做法。
把公帑投資在醫療照護，遠比投資在其他諸多領域更能迅速
發揮良效。」



「政治只不過是更大規模的醫療」

A. 社會醫學與健康不平等：
產業結構改變→失業、貧窮等社會致病因，對健康的負面影響
產業的外部成本（如中資炒房）→房價高漲，影響身心健康
《失控的撙節》：「最嚴重的經濟災難未必會導致大眾健康受

損，前提是政治人物採取適當步驟以維護國民健康。」

B. 醫療市場化本身帶來的問題：
《發明疾病的人》（尤格．布雷希，2004）；現代醫學與商業的複
雜糾結，使得「醫學已進步到不再有人健康了」



我們能怎麼辦

看更多資料，堅定立場，時時緊盯政策走向
參考「服貿-醫療人民議場」的結論：
反對醫療與社會服務業納入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應該確保台灣醫療與社會服務非營利性的實質監督。
我們認為針對中國資本來台投資醫療、社會服務，在投資金額、項
目應有具體規範，並設有退場機制。
在簽署與執行任何協議前後，應強化相關民主參與機制，中國與台
灣有敏感的政治衝突更應謹慎為之。



我們能怎麼辦

爭取醫師勞動權益納入勞基法保障
A. 訂出合理工時上限
B. 違法雇主糾舉與處罰方案
C. 迫使雇主提高人事成本，善待勞工、保障基本待遇

組織工會，拉高和雇主的談判能力
A. 醫院資方
B. 全民健康保險局



我們能怎麼辦

要求醫療社福退出服貿和自經區
A. 和身邊朋友、家人討論
B. 做組織、辦講座、辦讀書會
C. 街頭抗爭
D. 冰島模式：下修公投門檻，交付公投決議

要求健保擴大合理費基，並且要求台灣醫療公共化



感謝大家的聆聽！ 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執
行委員、公醫時代成員
張復舜
b9602043@gmail.com

註. PPT主架構參考陳亮甫的〈醫療商品化中的社會病理〉和陳
秉暉的〈如何監督服貿？兩岸服貿協議對醫療體系的可能衝
擊〉



根據滑坡理論
 第十六條 逐步減少服務貿易限制

 一、為逐步減少或消除雙方之間涵蓋眾多部門的服務貿易限制性措施，促進服務貿易自由化，經雙方同意，可在互惠互利
的基礎上，就服務貿易的進一步市場開放展開磋商。

 二、依據本條第一款展開磋商形成的結果，構成本協議的一部分。

 三、任一方均可在本協議規定的開放承諾的基礎上自主加速開放或消除限制性措施。

 第十七條 承諾表的修改

 一、在承諾表中任何承諾實施之日起三年期滿後的任何時間，一方可依照本條規定修改或撤銷該承諾。如該承諾不超出其
在世界貿易組織承諾水準，則對該承諾的修改不得比修改前更具限制性。

 二、修改一方應將本條第一款所述修改或撤銷承諾的意向，在不遲於實施修改或撤銷的預定日期前三個月通知另一方。

 三、應受影響一方的請求，修改一方應與其進行磋商，以期就必要的補償性調整達成一致，調整後結果不得低於磋商前特
定承諾的總體開放水準。

 四、如雙方無法就補償性調整達成一致，可根據本協議第二十條規定解決。修改一方根據爭端解決結果完成補償性調整
前，不得修改或撤銷其承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