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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自 2019 年開始關注臺灣在國際醫療方面之發展，瞭解到臺灣具有高水

準且被世界認可的醫療照護體系，而政府與醫院推行國際醫療亦有多年經驗，

但整體發展卻不若泰國、南韓、印度等國家，依去(2020)年度中技社「台灣推動

國際醫療現況、問題及未來發展策略」專題報告，了解到臺灣國際醫療過往推

動障礙常來自於國人認為醫療應屬公益性質、醫療資源潛在排擠效應、醫護人

力不足隱憂、缺乏國際醫療服務品牌形象，以至於未能以醫療本業帶動相關產

業，使國際醫療產業發展相對限縮；也因此建議台灣推動國際醫療應以低 GDP

國家之高收入者(尤其是華人較不存在語言及文化障礙)為目標客群、醫療服務不

以價格，而應以價值作為行銷驅動力，並以高價自費醫療等項目做為重點發展

項目、籌組民間組織推動一站式國際醫療產業化業務，以及擴大一國一中心規

模等。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臺灣與其他國家一樣，甚至更早採取封閉性措

施，限制人民跨境旅行與就醫，國際醫療市場受到嚴重影響，幾乎停擺，但各

國並未放棄經營國際醫療事業，反而利用此時期提升醫療服務實力。臺灣從

2020 年 3 月 19 日全面限制入境，曾兩度開放外籍人士有條件來台就醫，但自

2021 年 5 月 16 日起再度暫停國際醫療，僅允許特殊或緊急採專案申請模式來臺

醫療，惟入境後仍應依指揮中心規定進行 14 天居家檢疫，並於檢疫期間屆滿時

配合採檢措施，檢驗結果為陰性者，始得至醫療機構接受醫療服務。 

新冠肺炎新型變異病毒不斷出現，致疫情延燒至今已近二年尚無緩和跡

象，許多國家除加速接種疫苗，也開始傾向接受病毒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隨著疫苗覆蓋率漸漸提高，美國、日本、新加坡、印尼、泰國、馬來西亞等國

正逐步放寬邊境管制，對「完整接種疫苗」的旅客鬆綁限制。當一些鄰近臺灣

的國家陸續開放邊境，讓有需求之病患就醫，而臺灣仍採取現行少量專案申請

方式接受國際病患，且須於檢疫所或各醫院隔離十四天再加七天的自主管理，

將影響國際病患到臺灣接受醫療的意願和可能性，恐讓臺灣過去 10 年來好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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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開展的國際醫療業務面臨萎縮之風險。 

另一方面，疫後國際醫療市場可能重新洗牌，各國勢必積極擬定新策略來

吸引國際醫療病患。在全世界都肯定臺灣防疫成績的同時，臺灣應藉此契機發

展出可行之模式，重啟國際醫療，讓國際病患依然能順利入境臺灣，接受必要

的醫療。 

因此，為了務實推動兼顧防疫之國際醫療，本報告將延續去年以避免醫療

資源排擠、減少醫療人力影響及聚焦高價自費醫療為重點項目之建議，優先研

討設備資源充足的高階癌症治療、醫療人力充足的牙科及不容易被其他國家取

代之醫療強項為臺灣國際醫療重點推動科別，提出相關策略，並善用國內醫療

服務鏈結產業，提出與醫牙材產業鏈結及新藥測試發展模式，讓國際醫療與臺

灣電子、重要醫材與醫藥產業能相輔相乘；另嘗試提出以具防疫功能之國境醫

院來重啟國際醫療之必要性評估及運作模式建議，輔以結合非(零)接觸醫療和電

子科技業，以加速國際醫療產業化之進程。 

本報告得以完成，特別感謝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內科學科陳振文教授、國

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邱弘毅所長、國立陽明大學郭旭崧前校長與

凱略顧問公司陳世桓業務執行經理等研究團隊共同研討，以及衛福部、國家生

技醫療產業策進會、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中

華經濟研究院、財團法人台灣醫療健康產業卓越聯盟基金會(MET)等機關(構)和

臺大、陽明交通、新光、彰基、長庚、北醫、北榮、中國醫藥、童綜合醫院等

醫學界專家，與廣達、上騰生技、晉弘科技等科技業專家協助或參與座談，提

供過往之努力與對於後續國際醫療相關產業推動之看法與建議，同時感謝多位

國內專業學養及經驗俱豐之醫院與產業界專家接受研究團隊之訪談，提供相當

有助益之資訊及看法。謹對以上協助本專題研討和未及備載的專家先進致上敬

意與謝意。 

 

 

財團法人中技社董事長 

潘文炎 

2021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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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一、問題及目標 

衛福部國際醫療管理工作小組架設「臺灣國際醫療全球資訊網」，將心血管

治療、關節置換、生殖醫學、癌症治療、達文西手術、肝臟移植、顱顏重建、

健康檢查與美容醫學等列為特色醫療，與主要競爭國推出之醫療項目鑑別度不

大。且今年臺灣一度面臨新冠疫情三級警戒危機，除延續性與急迫性並經專案

審查核准的醫療需求外，全面暫停來臺短期就醫。臺灣應思考如何走向差異化

醫療，且藉此全球國際醫療幾乎停滯，而臺灣疫情受到控制的契機，發展出可

行之模式，讓國際病患依然能順利入境臺灣，展現臺灣醫療服務實力，建立品

牌及形象。有鑒於此，本專題報告聚焦探討臺灣可優先推動的國際醫療項目與

策略以及提出建構高強度防疫量能之國境醫院之建議，作為持續發展國際醫療

之突破點。 

二、研究範圍及內容 

為尋求我國發展國際醫療的新契機，本專題報告首先研析臺灣國際醫療的

發展走向，進一步檢視政策推動上所面對之挑戰與因應，以及分析國際醫療服

務需求的轉變與發展契機。另一方面，透過深入研究、訪談與座談會，探討疫

情期間與疫後可優先推動的國際醫療項目，如傑出與特色之醫療項目、高階放

射腫瘤治療與牙科等，及其與醫藥材產業發展聯結，並提出策略，尋求協助整

體醫藥材產業發展；最後探討以「非接觸醫療/零接觸」與「遠距醫療」建構具

高強度防疫量能之國境醫院之可行性與運作模式，促使國際醫療之持續發展。 

三、研究結論 

本專題報告研究結論可歸納以下三點:(1)臺灣發展國際醫療可以成為支撐臺

灣現有健保系統之強力支柱。研究發現臺灣民眾能以低廉費用享受優質醫療多

半是以減少醫院營收與增加醫事人員工作量來達成，主因為健保以總額給付、

核刪等策略調控降低對醫院之給付以及提高民眾自付額或縮減醫療給付項目；

如能以多餘量能發展國際醫療，將有助於增加醫療院所財務穩定，提供更好之

服務品質，而國際醫療收入可提撥一定比例繳交健保署，作為品牌行銷與改善

健保財務之經費來源，進而吸引優秀人才進入民眾與國際醫療皆需要之急、

重、癌科等。其次是(2)以領先國際的先進醫療、高效率之服務與低於已開發國

家之醫療服務價格提供差異化醫療。研究分析多數國家提供之醫療項目都會有

代表性之項目來增加鑑別度，如新加坡之膝與髖關節置換和脊椎融合手術、泰

國之變性手術及韓國之醫美整形；反觀臺灣之特色醫療與其他國家服務項目差

異不大，且由各醫療機構自行經營人脈，因資源有限，規模不易擴大。因此，

應以臺灣專屬且較難複製，及具世界級水準之項目，如換肝、心律不整燒灼手

術、神經叢重建顯微手術等，作為發展國際醫療之突破點，並透過共同合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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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加以包裝行銷，建立臺灣醫療知名度。同時也著重發展資源充足且能與競爭

對手做出區隔之高階放腫治療與高階牙科作為國際醫療全力發展之項目。研究

顯示，癌症在全球發生率不斷提升，而臺灣 2025 年每百萬人口粒子治療中心數

將達全球第一，為鄰近國家日本之 2 倍，中國大陸之 40 倍，更是東協之 64倍，

可預期粒子治療將可成為臺灣未來在亞洲甚至全球服務量最高之治療項目；另

臺灣 2019 年每萬人口平均牙醫師數量為 6.4 人，市場趨近飽和，又醫療水準走

在國際前端，尤其是植牙、矯正、根管顯微手術等是臺灣強項並多屬自費，不

會佔用健保資源，且相較歐美同樣等級醫療待遇，價格具競爭力，對於東協國

家之民眾，因牙醫師人力仍低於七大工業國組織平均值，應具吸引力；而對於

臺灣牙醫師過剩之情形，也可爭取輸出至東協各國。最後是(3)由政府主導提供

一家具有防疫中繼與整合國際醫療功能的國境醫院，成為示範醫院(Demo 

Hospital)，重啟國際醫療。全球的公衛專家都認為 COVID 疫情短期內不可能緩

解，若能在兼具防疫的條件下提供高階且緊急的必要性醫療服務，將能吸引迫

切需要治療的國際病患。 

四、改善對策及建言 

推動國際醫療需要政府機關與民間單位的協力合作，本報告依據前述所提

出之結論，提供政府之政策以及對產業發展之建議。 

(一) 政策建議 

1. 以中國大陸、海外華人、東南亞高收入民眾及歐美中產階級為目標市場 

短期內臺灣國際醫療的主要目標市場仍然維持在中國大陸、東南亞與全球

之華人。雖然中國大陸來臺接受治療的人次逐年下降，但若加上港澳的居民，

仍然是臺灣最大的國際醫療病患來源地區。 

其次是海外華人，亞洲約有 2,900 萬、北美 700 萬與歐洲 100 萬人。這些擁

有相近語言與同源文化的華人族群會是中國大陸地區以外，最容易且最快吸引

到的國際醫療病患。而除了華人外的東南亞高資產民眾，則因臺灣具有較高醫

療品質及較近的地理優勢，亦是可積極經營的國際醫療目標群，也就是吸引低

GDP 國家之高收入者為主要目標市場。 

另歐美病患在其國家就醫過程經常是曠日廢時，對急迫且必須治療的病患

來說，時間相當重要，尤其在面對最需時效的癌症治療時最為焦慮；而臺灣在

健保制度下所發展出之領先全球的超高效率醫療服務，能在最短的時間內，以

最能負擔的費用提供國際病患最優質的治療，對這些歐美病患將具吸引力。臺

灣目前已有這樣遠跨重洋的病例，雖然為數仍然不多，但歐美中產階級或有保

險者均可成為臺灣國際醫療的目標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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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國家之力宣傳臺灣特色醫療與癌症醫療國家隊，並建立國際合作模式 

具特色醫療或高階放腫醫療量能之醫學中心與教學醫院的名醫與醫護團隊

在各自領域擁有國際知名度，由政府單位協助成立特色醫療國家隊與癌症醫療

國家隊，可擺脫過往單兵奮鬥的情況。藉政府之力背書，協助焦點行銷，將能

迅速提升臺灣的國際醫療形象。建議以政府之力整合資源建立國際醫療品牌，

如協助醫院參加不同的國際醫療競賽與認證，或是到開發中國家從事公益性質

醫療亦可協助宣傳，讓世界認識臺灣的先進醫療，所需經費可由參與國際醫療

之醫院提撥國際醫療收入之一定比例來支持。目標是讓人們一提到放腫治療或

某些特色醫療就會聯想到臺灣，正如提到 Zespri 奇異果(KIWI)就聯想到紐西蘭

一樣的邏輯。 

另提供誘因與目標市場當地仲介公司、曾來臺就學之僑生或外籍生等潛在

之仲介人才合作，行銷臺灣醫療並協助國際病患來臺，或與當地醫院或醫師合

作，吸引病患，如此不僅能在當地宣傳擴展臺灣的醫療知名度，更可讓合作機

構配合執行來臺治療前的前置作業，並擔任病患癒後回國追蹤的醫療單位。 

3. 向東南亞國家輸出牙科醫療服務與教育訓練 

牙科教學以技術導向為主，語言障礙比較低，教學成效也比較容易達成。

目前臺灣牙醫療院所與東南亞之合作形式，以簽署合作備忘錄(MOU)或是設立

轉診制度為主，下一步建議必須與當地醫療院所或私人集團合作興建牙科醫院

或診所，藉由輸出臺灣優勢的臨床與學術，帶入國際病患。 

臺灣牙科人才也可直接至東南亞各地提供東南亞牙醫師教育訓練或醫療合

作，包括數位口腔醫學最新的發展、臨床應用、前牙美學、全口重建治療計畫

擬定、複雜性植牙贋復及顎顏面贋復體製作和數位牙科材料的研發等，藉由實

務操作的訓練，可兼以推廣臺灣醫牙材的認識與使用。 

4. 藉由設置國境醫院，適度開放國境 

從全球公衛專家之角度，認為疫情短期內仍不易緩和，臺灣若想在全球國

際醫療停滯時能異軍突起，可以透過國境醫院的緩衝，重新開啟自 2021 年 5 月

16 日起暫緩國際醫療的邊境措施，在特殊或緊急以外的專案醫療逐漸放寬申請

許可。另針對吸引國際醫療專業人才來臺的部分，也建議再進一步放寬外國人

至臺灣就學的簽證作業程序及時間。 

5. 建立能獨立監督的第三方力量 

可引進第三方監督力量來監督參與國際醫療之醫療院所的國際醫療品質及

該院所是否因國際醫療而降低健保品質。目前醫策會已有國際醫療醫院評鑑暨

品質輔導認證，將來可委託其擴大監督範圍，督導考核醫療院所是否因執行國

際醫療而降低國人健保服務量或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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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產業發展策略建議 

1. 參與新藥之臨床試驗 

建議政府出面協助臺灣醫療院所與國際藥廠合作讓病患參與新藥之臨床試

驗。因未上市新藥的臨床試驗往往是許多癌症病患的最後一線生機，能吸引東

南亞與華人的高收入病患，且參與臨床試驗有助跨入國際新藥發展。 

臺灣有 12 家醫院獲得美國臨床研究受試者保護評鑑認證(the Association for 

the Accreditation of Human Research Protection Programs，AAHRPP)，美國 FDA

會承認該等醫院之臨床試驗有效性，此有利於與國際藥廠合作新藥臨床試驗。 

2. 自行發展 CRISPR 基因編輯系統與載體(vector)的設計和量產 

美國 2019 年共計有 2,731 項免疫腫瘤研發計劃在進行，比 2018 年多 16%，

可見癌症用藥的研發需要愈來愈多的醫院、醫療生技人才和病患進行臨床實

驗，以及需要有產能的廠商量產。臺灣在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的租稅獎勵助

益下，未來若參與癌症用藥代工，可帶動臺灣生技業的蓬勃發展；但建議臺灣

必須先自行發展 CRISPR(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基因編輯系統與載體(vector)的設計和量產，爾後才能透過發展 CDMO 

(Contract Development &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獲得國際大廠青睞，進而取

得關鍵技術(Know-How)。 

3. 以牙醫技術與教育訓練推動牙材行銷與出口 

建議透過學術發表包裝國產牙科材料與設備，增加產品知名度與可信度，

並以來臺灣接受牙科口腔醫療訓練的學生為推廣產品之對象，讓學生在研習過

程熟悉臺灣品牌，通常愈早使用與接觸臺灣牙材設備，未來就會傾向選擇已經

適應的廠牌。 

另建議透過教育平台，提供海外尤其東南亞牙醫師教育課程，或舉辦國際

牙科研討會，邀請東南亞各國牙醫師來臺技術交流，透過產品學習臺灣的新技

術，藉此宣傳臺灣的國際牙科醫療，間接推廣臺灣產品，促使其選擇臺灣的產

品。另因牙科注重實際動手的經驗，較無語言障礙，且以單項技術為導向，學

習時間相對較短，若以教育包裝牙科產業，且由政府提供外國牙醫師更完整的

訓練規畫，將比現行廠商各自贊助或是各學校單打獨鬥，更容易帶動產業並提

升臺灣品牌的信賴度。 

也建議前進東南亞設立國際臨床牙醫教學與示範中心，將更能協助臺灣廠

商於目標市場紮根。透過國際臨床牙醫教學示範中心整合臺灣廠商，實地展現

臺灣牙科產品的高品質，並以整廠輸出方式提供完整的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

與完整的售後服務。 

財團法人中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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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臺灣自 2007 年起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衛福部)委託成立「衛福部國際醫療

管理工作小組」擔任國家國際醫療平台之角色，正式推動醫療服務國際化，隔

年(2008 年)產值為新臺幣 20.3 億元。至 2019 年，國際醫療產值已達新臺幣

189.99 億元，成長了 9.36 倍。然而產值成長仍遠遠不及新加坡、南韓、泰國、

印度及馬來西亞等等鄰近國家，僅及泰國的 6.48%，印度的 7.85%以及新加坡的

15.2%，與產值最大的泰國相差了 15 倍，完全無法在國際間彰顯臺灣優異的醫

療水準。依全球資料庫網站 Numbeo 公布的 2020 醫療保健指數（Health Care 

Index）排行榜，臺灣以 86.71 分排名第一，顯見醫療技術與效率全球有目共

睹，加上價格具國際競爭力，臺灣發展國際醫療其實是大有可為。 

2020 年財團法人中技社發行「臺灣推動國際醫療現況、問題及未來發展策

略」專題報告，探討臺灣如何提升國際醫療產值，也針對困難點、分歧意見和

未來發展方向進行優劣勢分析，並提出改善對策建言，重點包括： 

(一) 加強國際宣傳力道並對內積極溝通，結合數位行銷與文化傳播，建立臺灣

醫療品牌形象。 

(二) 以價值行銷取代價格行銷，整合資源提高服務品質。結合醫療服務與醫材

產業打造 MIT 醫療產品。 

(三) 擴大一國一中心計畫規模並設立國外展示場域，以及深耕新南向國家華人

族群。 

(四) 放寬就醫簽證程序、陪病人員以及停留期限相關限制。 

(五) 開放國際醫療機構資本化與國際化，取消外籍人士醫療收費限制。 

(六) 加強醫事人員之人才培育，結合醫療服務與外語的專長，提供能應對不同

文化、語言之國際病患的專業人員。 

然而臺灣內部一直存在反對國際醫療的聲音，主要為擔心國際醫療會分食國

內醫療資源以及擔心國際醫療若與健保存在價差，恐將磁吸所有最優秀的醫療

從業人員，進而影響臺灣人民的醫療權益。民間與政府受此些輿論限制以致無

法像其他周邊國家般全力開展國際醫療。但若如衛福部於 2020 年「如何促進臺

灣國際醫療產業之發展」議題座談會中提到: 「推廣國際醫療在國內最大的困難

是與健保資源的競合，若要發展國際醫療，必須讓社會明白國際醫療不僅是醫

療服務而是產業，國際醫療是鏈結多方專業與資源的鏈結，並當成一個產業鏈

經營。國際醫療的推動不是造成國內醫療資源占用的競合，更多可能是帶動國

內醫療水平的發展，針對此點進行社會溝通，讓民眾知道國際醫療可以讓民眾

享有更好的醫療服務。」則臺灣的國際醫療非但不會排擠醫療資源，反而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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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醫療及產業合作發展的基礎。因此不管是政府或是產業，應該持續與社會

溝通，建立國際醫療產業化共識。 

2020 年開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使得臺灣與許多其他國家一樣，暫時

停止了國與國之間的人流，並視疫情的嚴重性封鎖國境。後雖因國內疫情和

緩，稍微開放國際醫療服務(衛福部 2020.08.01 規定:海外人士來臺接受醫療服

務，須依醫療必要性、療程延續性及風險性等原則進行審查)，但臺灣國際醫療

產值已受到大幅衝擊。以臺灣國際醫療服務量最大的林口長庚醫院為例，即因

中央防疫政策無法在疫情下收治國際病患，2020 年衰退了 75%；如果全國疫情

警戒持續維持二級以上，或對國際病患來臺規定一直無法放寬，2021 年勢必仍

將繼續受到影響。 

新冠肺炎疫情延燒至今已超過一年半，新型變異病毒又不斷出現。愈來愈多

的國際證據顯示，目前上市的疫苗僅能降低重症及死亡的機率，並無法根除疫

情。根據以色列政府 2021 年 9 月之最新報告，以色列在第二劑輝瑞 BNT 疫苗

全民覆蓋率雖已超過 62%，但只有死亡率下降，重症率並無顯著下降趨勢，以

致國內葉克膜使用已超過供應量的 80%，醫療資源仍吃緊，也因此以色列全面

開打第三劑疫苗，甚至考慮第四劑作為加強針。顯見在類似克流感般能迅速消

滅病毒的有效藥物出現前，施打疫苗與封城仍是抑制疫情蔓延不得不的選擇。

然而封城所需付出的經濟代價實在太大，絕對無法長久，許多國家如英、美、

新加坡除加速接種疫苗外，政策已開始傾向接受病毒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即便臺灣的新冠疫情不似大多數國家般嚴重，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也要大家

「學習與病毒共存」 (2021.09.24)。由此可知，即使新冠肺炎死亡率能受到控

制，未來人們仍然必須與新冠肺炎帶來的社會不便與經濟影響持續共存。 

目前國際疫情雖尚無結束甚至緩和的跡象，但一些國家已開始逐步有條件開

放邊境，若臺灣仍採取現行少量專案申請方式接受國際病患，且須於檢疫所或

各醫院隔離十四天再加七天的自主管理，將嚴重影響國際病患到臺灣接受醫療

的意願和可能性。如此一來，臺灣過去 10 年來好不容易開展的國際醫療業務恐

將持續萎縮。倘若一些鄰近臺灣的國家開放邊境，讓有需求之病患就醫，將更

不利於臺灣國際醫療的發展。目前，全球的國際醫療僅存在於真正的醫療需求

者，也就是觀光醫療已不復存在。然而臺灣疫情受到控制，如能在疫情下找出

新的模式發展國際醫療，將有機會吸引有需求之國際病患，建立知名度。 

有鑒於此，本報告將探討臺灣如何擴大發展國際醫療，提出可聚焦且具前瞻

性的策略與商業模式，加速臺灣健康醫療在後疫情時代的國際能見度，並促成

整體醫療產業之發展。報告第一章為前言；第二章為臺灣國際醫療的走向；第

三章探討疫情持續下可以優先推動的國際醫療項目與策略，如傑出與特色之醫

療項目與高階放射腫瘤治療，以及將國際高階癌症醫療服務與醫藥材產業發展

聯結，提升整體醫藥產業發展；第四章提出後疫情時代推廣牙科國際醫療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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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與策略，並以國際牙科服務與建立牙材前店後廠的模式進行分析；第五章探

討建構高強度防疫量能之國境醫院之可行性：於國門建立乙間「國境醫院」作

為臺灣疫情期間發展國際醫療的突破點，因非接觸醫療將會是後疫情時代醫院

之服務趨勢，將以「非接觸醫療/零接觸」與「遠距醫療」為建置規劃重點，將

疫病杜絕於境外免於受到他國疫情影響，同時能持續發展國際醫療；第六章總

結前述分析結論並提供建議策略與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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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臺灣國際醫療發展走向 

一、臺灣國際醫療發展歷程與挑戰 

(一) 發展歷程 

臺灣自 2006 年開始推動「2015 經濟發展願景第一階段三年衝刺計畫」，將

「醫療服務國際化旗艦計畫」列為重點發展項目。2007 年提出「醫療服務國際

化推動計畫」，並委由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負責執行，並成立「衛福部國際醫

療管理工作小組」，統籌管理國際醫療資訊平台，以及進行醫院輔導作業，同時

擬定我國所提供之服務取向以及目標對象，每年設定不同的推動目標。前期主

要是規劃營運模式以及海外行銷工作，中期則進一步評估研擬擴大國際醫療的

可能模式，並且加強與社會的對話，近幾年則是以舉辦跨國醫療研討會為主，

並逐步擬定新南向市場的營運策略。 

自 2008 年開始正式推動國際醫療，產值從當年新臺幣 20.3 億元，成長至

2019 年新臺幣 190 億元(圖 2.1)，期間政府所做的努力:包括 1.法規的調整(醫療

簽證申請、醫療廣告管理、國際醫療病床設置規範)；2.成立規劃與工作小組、

行銷宣傳等，投入至少 4.1 億元的經費委託民間單位推動醫療服務國際化之管理

與行銷。 

2010 年提出「臺灣醫療服務國際化行動計畫」，將目標市場逐漸轉向中國，

並透過修法放寬當時的法規限制，便利中國地區居民到臺灣進行國際醫療。然

而，2016 年兩岸關係發生巨大變化，中國的國際醫療客群縮減。為因應兩岸關

係變化，行政院依據蔡總統於 2016 年 8 月召開之對外經貿戰略會談通過之「新

南向政策」政策綱領，提出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並且將醫衛產業視為新南向

政策中的其中一項核心策略產業。衛福部並據此擬定新南向醫衛合作與產業鏈

發展中長程計畫，深入耕耘東南亞重點目標市場國家，讓收益不僅回升，並逐

年成長，來臺尋求醫療服務的各國國際病患也於 2019 年突破 38 萬人次(圖

2.1)。被列為臺灣國際醫療重點國家的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越南與緬甸等，

已成為臺灣國際醫療持續成長之動能。根據統計，自東協十國來臺就醫的國際

病患人次佔比於 2018 年首度超越中國大陸，達 37% (圖 2.2)。惟 2020 年爆發新

冠疫情，採行邊境管制，讓國際醫療人次再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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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衛福部國際醫療工作小組，2021年 6月(本研究重製) 

圖 2.1  國際醫療服務人次與產值 (2008-2020 年) 

 

 

資料來源: 衛福部國際醫療工作小組，2021年 6月(本研究重製) 

圖 2.2  中國大陸與東協十國來臺就醫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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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臺灣國際醫療病患主要來自中國(含港澳)、印尼、越南、美國、菲律

賓。過去七年，中國大陸病患逐年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印尼、越南與菲律賓。

而來自高度經濟發展國家的日本病患，2012 年佔 12.5%，後因臺灣的目標市場

轉移，未積極經營，致逐年下滑，但 2019 年仍佔 4.86%，且絕對值並未下降太

多［從 21,664 人次(2012)降為 18,540 人次(2019)］，顯見還是具有一定的吸引

力。考量與日本距離不遠，且部分醫療技術與價格具競爭力，未來應繼續吸引

日本病患來臺就醫。 

分析國外病患來臺就醫項目，以健檢比例最高，與臺灣推薦的醫療項目(心

血管治療、關節置換、生殖醫學、癌症治療、肝臟移植、顱顏重建等)有相當落

差，仍有加強推廣之空間。 

 

表 2.1  國際醫療服務人次-依國別統計表(2012~2020 年)  

國家\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總人次 173,311 231,164 259,674 305,045 286,599 305,618 347,990 381,496 223,076 

中國大陸 57.5% 68% 49.7% 40.5% 40.5% 35.3% 32.1% 34.57% 18.42% 

港澳地區 1.5% 1.5% 3.1% 3.4% 5.1% 5.1% 4.6% 5.46% 4.69% 

印尼 3.4% 3.1% 5.3% 5.6% 5.9% 8.3% 10.4% 10.39% 12.06% 

越南 3.9% 2.8% 7.2% 7.6% 8.3% 9.4% 11% 10.23% 13.68% 

美國 7.1% 5.1% 5.8% 5.4% 6.7% 7.3% 6.8% 6.6% 8.4% 

菲律賓 1.3% 1.2% 2.8% 2.7% 3.4% 5.7% 7% 6.48% 6.98% 

日本 12.5% 8.6% 8.6% 6.4% 7.7% 7% 6.1% 4.86% 6.45% 

資料來源：衛福部國際醫療管理工作小組, 2021年 6月(本研究重製) 

(二) 挑戰與因應 

臺灣推動國際醫療雖然有顯著成長，但與其他主要競爭國家新加坡、印度及

泰國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且差距持續擴大，表示這些國家之國際醫療不僅

成長速度高於臺灣，且市場規模不斷擴張。研究發現，此些國家不僅有政府政

策的強力支持，並藉由公司、財團式發展，成功建立國家醫療品牌形象及完善

之轉介機制，以系統性方式拓展海外版圖。亦即，這些國家是將醫療以產業的

角度在經營，不似臺灣以公益性面向思考。臺灣主要發展障礙為社會觀念尚未

取得共識、簽證法規不夠彈性及便捷，以及醫院在非營利制度下無法參與資本

市場機制而難以擴大經營。 

在 2014 年立法院曾進行審查但未獲通過的《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草

案》版本中，可看見臺灣曾一度嘗試擴大推動國際醫療，欲結合服貿協定與自

由經濟示範區，規劃設置國際醫療服務專區成立醫院，但因當時兩岸氛圍等因

素多重影響下，最終無法取得社會共識而告終。當時公聽會與社會各界對開放

國際醫療正反兩方爭論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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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醫事人才是否外流 

正方認為「開放設置國際醫療醫院，才不致使臺灣優秀的醫事人才外流，或

是遭對岸高薪挖腳，弱化臺灣醫療實力」；反對方認為並無直接數據顯示醫療人

才有因中國大陸設立臺資醫院後而外流。 

2. 盈餘是否能改善健保財務 

正方認為「國際醫療盈餘能挹注並改善醫院財務，降低健保帶來的負擔」；

反方表示政府為了推動國際醫療所投注的龐大公共資源，以及政府提供給業者

的各種租稅減免所造成的稅收損失，恐遠遠超越國際醫療盈餘。 

3. 是否提升醫事人員薪資 

正方認為「國際醫療可提升醫事人員薪資，改善工作負荷過重問題」；反方

見解為受惠者只是國際商業醫療部門的工作者薪資，卻反而使臺灣醫療人力的

分佈更加不均，對健保醫療部門人力不足的問題將會是雪上加霜。 

4. 是否可增加新科技投資，帶動醫療產業發展 

正方認為「健保因總額給付限制，醫院難有多餘資金投入新型科技設施或設

備。若開放外資挹注，醫院將有能力增加對於新型科技設施的投資，提供民眾

更先進之治療，進而帶動醫療產業」；反方認為無證據顯示醫療機構缺乏資金投

資新型設備；但商業取向的旅遊醫療（medical tourism），反而加速整體醫療費

用的上漲趨勢。尤其在市場競爭下，醫療院所為爭取國際客源更會引進昂貴的

儀器和設備造成「醫武軍備競賽」，將使醫療成本上漲，間接提高公費醫療與醫

療保險的成本。 

5. 遇重大疫情或災難是否可轉為緊急醫療資源 

正方認為「國際醫療所增加的醫療資源，在重大疫情或災難發生時可轉調為

緊急醫療資源」；反方認為醫美、健檢、人工關節替換等業務為主的商業醫療部

門，無法轉化成為緊急醫療資源，而且單一國際醫院無法提供足夠的緊急醫療

量能。 

6. 是否可提升醫療產業水準、拓展醫學研究視野 

正方認為可以提升醫療產業水準、拓展醫學研究視野；反方認為「提升臺灣

的醫學水準、拓展國際醫學研究」屬於國科會科技研發政策之責任，推動國際

醫療並不能提升醫療研究水準。 

7. 是否能提升臺灣能見度 

正方認為國際醫療可提升臺灣能見度，發揮醫療外交軟實力；反方主張觀光

醫療發達的泰國、印度、新加坡、墨西哥、古巴等國家，並未因為發展國際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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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而提昇國際形象。醫療外交應該是以人道為基礎的國際醫療，對資源匱乏的

地區與民眾提供人道救援，而非以賺取利潤為目的的商業醫療。 

歸納正方支持國際醫療論點為：國際醫療可以留住本國醫療人才並提升醫療

水準與促進其相關產業發展，此外更能挹注健保與提升醫事人員薪資，提高臺

灣國際能見度，充分發揮醫療外交的軟實力；因此國際醫療有機會為臺灣醫療

困境帶來解方。相對的，反對國際醫療者堅持政府衛生部門應致力於捍衛醫療

服務體系的公益性，如果鼓勵發展國際醫療就代表主管機關鼓勵營利取向的醫

療服務，進而影響醫療倫理與醫病關係；且發展商業性國際醫療也會面臨不少

問題，例如移植可能涉及器官買賣、跨國醫療糾紛的處理及賠償等問題。多年

來反對國際醫療者的這些主張也一直是政府開放國際醫療的挑戰。 

其實反方論點主軸雖著重在醫療應屬公益服務，卻也不難發現，當時政府將

目標市場設定為中國大陸，有開放陸資進入國際醫療服務專區投資或設立醫院

之疑慮，並且在專區內開放外籍醫護人員提供醫療服務等，才是遭到反對的主

要原因。 

2014 年迄今，時空背景已大不相同：醫療科技與資通訊技術大幅進步、健

保困境持續擴大、國際醫療環境改變、醫界共識不再以大陸健檢市場為目標、

國際政經情勢改變，尤其是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帶給全球前所未有的衝擊等種

種變化，本報告遂就上述 7 大爭點提出新的見解如下： 

1. 針對人才是否外流與醫事人員薪資是否提升的爭論 

正反方皆同意國際醫療會讓醫師的薪資受惠，分歧的是醫事人力短缺或不

均。臺灣內外婦兒的新進醫療人力不足與城鄉人口醫師比例差距仍然懸殊之問

題並未因 2014 年未通過開放國際醫療醫院而改善。臺灣每年畢業的醫學生並未

減少，執業醫師(中西牙醫)數目也年年成長，然醫事人力短缺比例卻依然節節升

高，在 2019 年達到近五年之新高 3.9%。足見薪資差異與科別勞逸不均都是造成

醫事人力短缺之原因，與是否設置國際醫療專院並無絕對因果關係。若開放具

備國際知名度的「特色醫療團隊」或單一「國際醫療醫院」，醫師不必然會趨之

若騖，應該還是會考量各種因素，例如挑戰性、壓力、薪資、生活型態和知名

度等是否符合期待。 

2. 針對「國際醫療盈餘對改善健保財務負擔是否有幫助」之爭論 

目前臺灣國際醫療產值僅約 190 億新臺幣(2019 年)，其中還包含在臺外籍人

士就診的收入。泰國與新加坡的國際醫療產值則分別為 2,961 億與 1,263 億新臺

幣，臺灣國際醫療產值相對偏低，對臺灣健保 2019 年推估約 7,139.8 億新臺幣

的支出而言，挹注效果當然很小。但未來若能達到與新加坡同樣超過 1,000 億新

臺幣的產值時，對經營國際醫療的醫院來說，可以增加醫院收入及彌補健保支

付不足的問題，也就會有顯著的經濟效益，還可以帶動醫療產業及提高國民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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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保健支出(NHE,National Health Expenditure)與臺灣國內生產毛額(GDP)。目前

改善健保虧損之策略以節流為主要改善方法，例如 DRGs(診斷關聯群)支付制

度，衛福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健保署)依照過去醫院診斷經驗與費用支出，將疾病

依照採取類似治療的分於同一組，再依病人年齡、性別、有無併發症等狀況細

分，給予一治療組治療預算的 DRG 支付定額，只要超過該 DRG 支付定額的實

際療費用醫院皆必須自行吸收。健保署同時訂出各 DRG 醫療點數之上下限，

DRG 給付會因申報費用落點有四種給付狀況，但僅上述低於 DRG 支付定額且

高於費用下限臨界值的狀況，該醫療行為醫院才會有利潤，任何超過的費用醫

院都只能賠錢治療病人。再加上健保署為了反映各病例組合之資源消耗情形，

會將 DRG 支付定額公式之相對權重(RW,Relative Weight)與全國統一給付額(SPR, 

Standardized Payment Rate)每半年更新一次，造成每年支付定額之金額會持續縮

減的狀況。原本 2016 年 3 月健保署欲全面導入 DRG，遭到醫界強烈反彈，為節

省醫療支出(例如提早出院)而影響醫療品質為主要原因，故暫緩全面實施，可見

醫院財務壓力很大。因此國際醫療是當前最合理、最可協助分攤醫院投資負擔

的開源策略。 

健保持續虧損恐讓臺灣領先全球之醫療項目光環消失。前健保局總經理張

鴻仁甚至預言 2030 年是健保崩壞的一年。因為要維持尖端醫療實力，需有新進

醫師願意持續投入該領域。然而健保為了節流，目前給付醫院之計算方式是醫

院做 1 塊錢的工作，大約僅能獲得 0.93 元左右的健保收入，且給付醫院的價格

有可能會因健保的財務狀況惡化再度下降，對一些給付與工時不成比例之科別

勢必更受到衝擊。 

目前健保署是以總額給付、核刪等策略來調控降低對醫院的給付，以維持

一定的點值。當健保持續入不敷出，且給付醫院費用亦再無下降空間時，只有

提高民眾醫療自付額或是縮減醫療項目之給付，甚至再次提高保費，才能確保

健保不至破產，但民眾對此意願也不高。然而這些措施對醫院與民眾都將是雙

輸，一個機構的永續經營必須持續開拓新收入來源，醫院也不例外，而國際醫

療是最有可能維持健保目前運作模式的最佳開源方式。經訪談國內幾間醫療院

所，皆一致企盼政府能鬆綁國際醫療費用上限，增加醫院收入，以彌補健保支

付不足的部分。 

3. 針對「開放外資挹注，醫院是否會增加對於新型科技設備的投資，提升醫療

產業」之爭論 

反方認為由昂貴的儀器和設備帶動國際醫療會造成「醫武軍備競賽」，正如

10 多年來以健檢為主軸的臺灣國際醫療，所有醫療院所都強調相關儀器設備之

新穎。然而此等儀器雖貴，技術門檻並不高，容易被取代。以高階健檢為例，

中國一線城市的高階健檢已經不比臺灣差。 



第二章 臺灣國際醫療發展走向 

15 

國際病患真正需要的是醫療團隊的醫術、醫療規畫與癒後恢復的照顧等。

臺灣醫院現行所投資之新型科技設備均是為提高醫療量能以服務國人與爭取通

過醫院評鑑。而具有投資此等昂貴醫療儀器實力的醫療院所多為醫學中心和都

會區的區域醫院。這些醫院在健保給付全國一致之情況下彼此競爭，因此自費

的定價均盡力在收益與競爭對手價格間取得平衡。以粒子治療費用為例，醫院

間的競爭可能導致必須以國際最低價、近乎成本的收費來服務國人，單靠此治

療費之收入，很難回收成本。在此情況下，若無法引進外來資金投資，未來臺

灣醫院要再投資高端醫療儀器的能力將會愈來愈不足。事實上，目前許多高階

貴重儀器多已和進口廠商合作經營，可見醫院已無法再無限制地購買儀器設

備。所以在現行法規對醫療院所的規範下，很難吸引講求投資報酬率之外來資

金投入，故若法規鬆綁，允許法人或公司機構投資來擴大國際醫療規模，醫院

將有能力持續投資對治療有益之新型科技設備，同步讓國人受益。 

4. 「國際醫療醫院在重大疫情或災難發生時可否轉調為緊急醫療資源」之爭論 

2020 年開始，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國際間人流幾乎停滯。若臺灣早些年即設

立了國際醫療醫院，面對國外疫情嚴峻時，就能迅速任務轉型為緊急醫療資

源，成為新冠肺炎之專責醫院。除做為國際人士檢疫場所，亦可提供海外入境

確診者之治療場所，或是紓緩 2021 年 5 月臺灣疫情爆發時醫療量能吃緊的狀

態。因此，國際醫療醫院在新冠肺炎這類超級傳染病爆發時，的確能做為專責

醫院，擋住第一波的疫情衝擊，提供急需的緊急醫療量能，換取其他醫院整備

的時間，避免醫療機構措手不及。 

5. 針對「國際醫療是否可提升醫療產業水準與拓展醫學研究視野」之爭論 

臺灣目前正在建立分析國人的百萬人基因解碼資料庫，若積極推動國際醫

療，並配合新南向政策與東南亞各國合作，將可協助東南亞國家建立東南亞人

種基因庫，如此即有機會爭取跨國醫療研究與國際藥廠來臺合作發展新藥。或

是如林口長庚醫院所規劃的手術大師班，透過訓練國外年輕醫師，加強國際醫

療連結與病患的轉介。此外，針對臺灣病例數少的疾病與手術，或是臺灣吸引

國際病患的領先全球醫療項目(將於第三章第一節詳述)，也能透過治療國際病患

增加臺灣醫療團隊經驗與增進技術，培養新血。上述皆顯示國際醫療的確可提

升臺灣醫療技術與醫療研究水準。 

6. 針對「國際醫療無法提升臺灣能見度，僅有人道醫療才具備醫療外交作用」

之爭論 

2020 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臺灣防疫經驗一再登上國際媒體，甚至受到以

色列、日本與紐西蘭等國領導人的公開稱讚。由此可知，成功經驗的輸出對能

見度的提升確實能奏效，國際醫療亦是如此，若做出口碑，的確有機會提高國

家能見度。韓國就是一個非常鮮明且成功的例子，其以觀光搭配影視音樂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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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韓流結合國際醫療，讓韓國的整型與醫美在國際醫療產值上名列前茅。臺

灣若以師徒制方式訓練國外醫師，這些醫師歸國後都會是未來提升臺灣國際醫

療能見度之軟實力，例如 2020 年來臺訪問的布拉格市長茲德涅克·賀吉普

(Zdeněk Hřib)，學生時期曾於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實習過；以及前美國在臺協會臺

北辦事處處長酈英傑(Brent Christensen) 曾於高雄醫學大學牙科實習，他們兩位

都讓世界看到臺灣。 

綜上所述，積極推動國際醫療，對增加醫事人員薪資、改善健保財務負擔、

增加醫院對先進治療設備之引進、帶動醫療產業發展、提升臺灣能見度等，皆

能有正向發展。 

而推動國際醫療，過往時常被建議鬆綁的法規，政府近年來已對這些限制做

出諸多改善措施，本報告分析說明如下，並針對部分措施提出可進一步改善之

建議： 

1. 就醫簽證核發時間已縮短。但建議應研擬電子簽證或遠距線上申辦程序，以

減少就醫簽證申請障礙。 

臺灣自受理到實際拿到就醫簽證，預估時間為 5 個工作天。根據新加坡外交

部公告，疫情前一般申請新加坡就醫簽證受理到核發需要 4-5 個工作日(包含申

請當日)，可見目前臺灣政府發給國際病患醫療簽證所需的時間已經與新加坡差

異不大(除中國大陸居民，需增加到海基會驗證隨行親友之親屬證明，需多一個

工作天)。而之所以被大家誤認簽證曠日廢時，其實是包括醫師評估病情、安排

醫療計畫與申請就醫同意函的前置作業時間，此階段就需要 10-14 個工作天(高

雄榮民總醫院國際醫療中心資料顯示)。唯獨與臺灣沒有邦交且未設立辦事處之

國家，申請來臺就醫簽證需到有臺灣辦事處的國家辦理，造成申請之困難度。

故仍然建議未來規劃就醫電子簽證(eVisa)與遠距線上申辦的程序。 

2. 已彈性放寬陪病人員親屬關係身分與員額限制 

目前伴醫限制為申請人配偶或三親等內親屬共 2 人隨行，必要時經衛福部同

意並符合相關規定增列醫事人員或其他照護者 1 人(疫情前可增列居住國醫事人

員 2 人隨行照顧)。衛福部之隨行人員規範與泰國現行疫情下規定伴醫者不得超

過三人之人員額度相符合，其限制並無特別嚴苛。 

3. 已放寬非本國籍人士之醫療自費項目費用限制，但建議定價回歸市場機制 

臺灣過往將醫療當作公共財，認為本質應屬非營利，醫療市場的訂價也一直

受到健保的掌控。但國際醫療本身是自費項目，且不是醫治國人，故衛福部檢

討修正了「醫療費用收費標準核定作業參考原則」: 健保特約醫療機構提供健保

給付項目給不具健保身分之非本國籍者，跟非健保特約醫療機構一樣，可以向

地方主管機關申請超過醫學中心等級健保支付標準兩倍以上的收費。地方審核

單位也已放寬國際醫療無健保支付標準之收費標準，目前各醫院申請自費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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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者有振興醫院的 4 倍，低則有公立醫院的 1.5 倍。建議讓各醫療機構自行訂

價，於國際自由市場展現各自性價比的競爭力。 

4. 已取消國際病床比例限制 

衛福部醫事司於 2021 年 5 月 28 日公告修正「醫院設立或擴充許可辦法」，明

訂國際醫療病床應設置於醫院內獨立區域，與其他病床有明顯區隔；一旦發生

重大或緊急事件時，政府可將國際醫療病床徵做指定用途。其意義為實際鬆綁

國際醫療限制，取消國際醫療病床數上限並允許國際醫療與本地醫療共用人

力。誠如衛福部說明，疫情期間因沒有國際醫療病人來臺，既有配置的醫療人

力，就可轉為收治確診者的專責病房人員。 

5. 已放寬國際醫療廣告法規 

吸引國際病人來臺，除靠口耳相傳，相較國人病患更需要廣告宣傳。我國醫

療廣告規範於醫療法第 85 條，其第 1 項規範即限縮醫療廣告之內容。但 2014

年衛福部公告(衛部醫字第 1031660048 號)放寬容許登載或播放之國際醫療廣告

事項。根據該公告，醫療機構對於國際醫療服務有關事項之廣告，以下內容只

要事前報由所在地主管機關許可就可刊登： 

(1) 分項醫療服務或組合式醫療服務項目、費用及其優惠措施之說明； 

(2) 結合相關業者共同提供之服務項目、費用及其優惠措施之說明； 

(3) 其他有關服務特色之說明。 

國際醫療跟國內醫療允許的廣告事項最大的不同在能宣傳優惠措施，也可以

廣告結合相關業者共同提供之服務項目。例如允許旅行社等協力廠商加入共同

行銷。 

另中技社 2020 年「臺灣推動國際醫療現況、問題及未來發展策略」專題報

告曾蒐研臺灣醫院推動國際醫療所採之模式，其中之一為與海外當地保險公司

合作，吸引國際病患來臺就醫。以收治來臺外籍人士最多的臺安醫院，因為是

教會醫院具信賴感，也因為周日有門診方便就醫，同時又與全球上百家保險公

司有往來，非常容易通過保險給付的申請，因此在外籍人士圈中極具名氣。現

在臺灣很多大型醫療機構通過 JCI(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評鑑，可以說

臺灣的醫療機構已經得到國外保險公司認可的標準，有的甚至已跟國際保險公

司簽約，將可增加欲透過保險給付醫療費用之國際病患來臺就醫之意願。 

雖然法規層面透過修訂不斷地降低國際病患來臺治療的門檻，但輸入

(Inbound)的國際醫療仍然要突破各層面劣勢及扭轉社會大眾觀感。政府必須讓

民眾了解國際醫療的存續能讓臺灣與國際接軌，持續展現「Taiwan can help」的

臺灣精神。若民眾對醫療院所是否有因執行國際醫療而降低國人健保品質，建

議政府可成立第三方監督力量來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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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醫療發展契機 

 (一) 國際疫情與臺灣防疫之現況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嚴重打擊國際醫療市場。雖然 2021 年開始施打疫

苗，讓疫苗相對充裕的國家疫情逐漸緩和，但也因為疫苗不足或病毒不斷變

種，全球染疫的人數仍然持續增加中(圖 2.3)：如日本因為 Delta 變種病毒的快速

傳播，在 2021 年 8 月 26 日新增病例達高峰 25,038 例，然後才急遽下降，但目

前每日仍有數百位確診案例；韓國同樣在首都圈出現 Delta 變種病毒的疫情，

2021 年 9 月 29 日每日新增確診人數高達近 2,500 人；印尼則是東南亞疫情最嚴

峻的國家，已累積超過 400 萬人確診。 

統計至 2021 年 11 月 24 日，全球接種第一劑疫苗者佔全球人口數之 

54.3%，完成兩劑接種者則僅 42.7%(圖 2.4)。接種率高的國家多為具自主研發疫

苗能力者如美國和英國，或是於疫苗臨床試驗早期簽訂合約的已開發國家如以

色列和新加坡。原本專家推估依照目前接種速率，必須到 2026 年全球兩劑接種

率方能達具群體免疫力的 75%，但因應新型變種病毒(Delta, Omicron…等)與持

續出現大規模感染，許多國家與世界衛生組織(WHO,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已開始研擬與實施接種第三甚至第四疫苗追加劑(booster dose/shot)。可見各國的

國際醫療在短期內仍很難回復到疫情前的水準。 

雖然全球疫情仍嚴峻，但少數國家如英國，儘管在 2021 年 7 月 5 日當時，

每日有近 3 萬人確診，當中包括打過疫苗者依然遭遇 Delta 病毒的突破性感染，

英國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仍然宣布 2021 年 7 月 19 日起取消防疫限制，呼

籲民眾要開始學習與病毒共存。而新加坡也於 2021 年 7 月決定接受與病毒共存

之新常態。但與病毒共存的前提是，透過完全接種疫苗、普及且方便的檢測、

嚴格的邊境管制並針對外國人嚴格檢測、研發新療法藥物降低死亡率等措施，

結合醫療服務與公衛制度，在防止境外移入的同時，提高國內人民的群體免

疫。新加坡第一階段計畫以下列方式達到不再封城與不再大量疫調 (CNN Travel, 

2021.06):  

1. 盡速達成 2/3 人口完成第二劑疫苗接種，以降低染疫重症與死亡率。  

2. 於群聚活動前進行更廣泛的快篩。  

3. 以更多有效的治療方式治療重症病患，輕症病患則在家自我療養康復。  

4. 宣導良好衛生習慣以及身體不舒服時候要維持社交距離。  

英國與新加坡大膽的改變防疫政策，全世界皆持續密切觀察中。事實上，依

JHU CSSE COVID-19 Data 資料顯示，新加坡從 9 月開始確診人數不斷增加， 

2021 年 10 月 31 日仍有近 3,200 人確診，英國也是每日確診人數仍高達近

38,000 人，疫情都更加嚴重，2021 年 12 月英國甚至每日新增病例達 10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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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兩國目前對外國人入境則仍採取因應他國疫情高強度滾動式的篩選與管

制，故此「與病毒共存」模式對國際醫療的幫助有限。 

 

圖 2.3  2020 年至 2021 年 11 月全球新冠肺炎 COVID-19 新增病例趨勢圖 

資料來源: Our World in Data, 2021.11.28 

圖 2.4  截至 2021 年 11 月全球新冠肺炎 COVID-19 疫苗接種趨勢圖 

 

臺灣於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爆發，隨即於 1 月底首先封鎖中國大陸地區人民

入境，續於 3 月 19 日宣布全面禁止非本國籍人士來臺，邊境管制情形如圖

2.5。2021 年 5 月 16 日臺灣因染疫確診人數突然飆高，國內開始實施三級警戒

至 7 月底止，期間國人只能有條件且限定的人流移動以維持基本的經濟活動，

後因國內疫情趨緩，國內活動逐漸鬆綁，但礙於國際疫情仍未趨緩，防疫規定

仍維持二級警戒。而國際醫療的部分，除了在 2020 年 8 月 1 日及 2021 年 3 月 1

日(如圖 2.6) 曾兩度有條件開放延續性且急迫的醫療需求，並經專案審查核准之

外籍人士來臺就醫外，政策上全面暫停外籍人士及中國大陸人士來臺短期就

醫、健檢與醫美，致使國際醫療服務人次持續下降。 

資料來源: Our World in Data, 202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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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衛福部疾病管制署，2021年 (本研究重製) 

 

圖 2.5  臺灣 COVID-19 防疫邊境政策時間軸 

 

 

資料來源: 衛福部疾病管制署，2021年 (本研究重製) 

 

圖 2.6  醫事司與指揮中心國際醫療相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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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疫情下國際醫療服務需求的轉變與因應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橫掃全球，各國邊境紛紛採取不同程度的封鎖政

策，使得旅遊市場(包含醫療旅遊市場)大受衝擊，尤其以亞洲的衰退最為嚴重

(圖 2.7)。國際旅客人次受疫情打擊亦減少 74%，為旅遊史上最大跌幅(圖 2.8)。 

 

資料來源: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UNWTO), 2020.12 

圖 2.7  2020 年國際旅遊(含國際醫療)旅客人次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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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旅遊史上國際旅客人次跌幅比較 

資料來源: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UNWTO), 2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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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醫療也因疫情，暫停國與國間的人流而受到影響，尤其是觀光性質的國

際醫療影響更大。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續中，各國之國際醫療產業幾乎全

處於停滯狀態，以國際病患佔比達 50%的泰國康民醫院 (Bumrungrad Hospital) 

為例，在 2020 年疫情最嚴峻時營收衰退 93.87%，其中國際病患年營收下滑 

48%(圖 2.9)，全年淨利下跌 68%；其他如美國跨州與國際醫療病患 2020 年相較

推估減少 40%；印度的國際醫療重鎮如孟買與海德拉巴，於 2021 年 Delta 病毒

肆虐期間，國際病患減少 60%以上(Hindustan Times, 2021.07.10)。 

 

 

 

 

 

 

 

 

 

 

 

 

 

 

雖然觀光性質的國際醫療受到疫情打擊，但目的性的國際醫療需求仍然存

在。如泰國康民醫院，因疫情再起，於 2021 年 5 月停止國際醫療業務，但仍收

治有急迫醫療需求的國際病患，且採專案申請模式。臺灣做法與泰國類似，從

2020 年 3 月 19 日全面限制入境以來，因應疫情，曾數次更改國際醫療病患入境

規定，但 2021 年 5 月 16 日以後，雖暫停國際醫療，但可採專案申請模式來臺

醫療。 

本研究曾訪談幾家國內經營國際醫療的醫院，認為臺灣一開始施行邊境封鎖

方式防疫，使得原本已在診治療程的國際病患無法再次入境，因而造成部分病

患病情拖延甚至死亡。雖在 2020 年下半年，開始有國際醫療個案審核制度讓醫

院依病人醫療的必須性、延續性和風險性專案申請，但仍然是緩不濟急，也因

此造成國際病患人數大幅萎縮，從 2019 年的 38.1 萬人減到 2020 年只剩 22.3 萬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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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2020 年泰國康民醫院國際病患年營收 

資料來源: 泰國康民醫院， 2021年 3月(本研究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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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病患於疫情期間要面對出入境的限制，以及因害怕染疫而不敢跨國就醫

的壓力。例如 2021 年 4 月、5 月，東南亞與南亞爆發 Delta 病毒疫情，各國限

制入境的政策讓國際醫療人數驟降至近乎零；原本印尼國際病患首選的新加

坡，因為邊境封鎖，許多癌症中心門可羅雀，也迫使因疫情無法出國而又有迫

切醫療需求的印尼病患，不得不選擇在當地醫院就醫。由此可知，因疫情，非

必要性質的醫療需求如醫美，會因限制入境或是疫情恐慌而暫緩跨境，但必要

性質的醫療需求並不會因為疫情而停止(如癌症與心臟疾病)。當病人無法在入境

首選目的地國家尋求最佳醫療時，將不得不留在醫療資源不夠完善的原居住地

治療。因此生命攸關、緊急性的醫療應該是臺灣在疫情下致力發展的國際醫療

項目，而且以確保國際病患在疫情中也能順利入境來臺，接受臺灣最好的醫療

為發展契機。 

三、小結 

  臺灣自 2008 年開始推廣國際醫療服務，除了透過法規調整降低國際病患來

臺治療的門檻，也投入經費執行相關計畫，至 2019 年為止，人次及產值皆持續

上升，人數從 6.8 萬成長至 38.1 萬(5.56 倍)，產值從 20.29 億增為 9 倍多之 190

億元新臺幣。成果看似豐碩，但與新加坡和泰國相比，產值差距是千億甚至近

三千億新臺幣之大，主要原因包括：臺灣推動國際醫療主要是靠各醫院憑藉自

身努力建立聲譽，不似新加坡、泰國甚至南韓都有國家助力；民間對發展國際

醫療沒有共識，如主張醫療應屬公益服務不能營利；對規劃設置國際醫療服務

專院、開放陸資投資或設立醫院與在專區內開放外籍醫護人員提供醫療服務

等，也存有疑慮。 

2020 年初爆發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迄今已近兩年，仍持續延燒，對各國政

治、經濟與社會相關之各項決策造成影響，暫停旅遊性的國際醫療即是其中一

項。疫後，國際醫療市場可能重新洗牌，各國勢必積極擬定新策略來吸引國際

醫療病患。在全世界都驚豔於臺灣的防疫成績同時，臺灣應藉此契機發展出可

行之模式，讓國際病患依然能順利入境臺灣，接受必要的醫療，展現臺灣醫療

服務實力，建立臺灣國際醫療品牌及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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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疫情持續下之國際醫療優先推動項目與策略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委託調查報告顯示，國際醫療項目非常多元，

從急迫有生命威脅者到健康保健都有。項目有預防性的高階健康檢查，追求外

觀改變的隆乳、整形、抽脂、齒顎矯正和變性手術，改變身體功能的髖關節與

膝關節置換、體外受精(In vitro fertilization,IVF)與胃繞道和胃束帶的減重手術，

到延續性命的心臟繞道、心臟瓣膜修補與置換手術。表 3.1 為該調查報告蒐集網

路上與紙本宣傳廣告後統整出數量最多的項目，本報告再依照必要性與非必要

性、內外科屬性以及類型進行分類： 

 

表 3.1  英國約克等大學發表國際醫療最主要之醫療項目 

 內科系 外科系 

非必要醫療 

健康檢查 診斷檢查 醫美 外觀手術 

 牙科 外觀手術 

必要醫療  

心臟外科 重大手術 

骨科手術 重大手術 

減重手術 重大手術 

人工生殖技

術 
重大手術 

器官、細胞

與組織移植 
重大手術 

眼科手術 重大手術 

資料來源: N. Lunt, et al. “Medical Tourism: Treatments, Markets & Health System Implications: A 

scoping review”,2011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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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可以明顯看出國際醫療以外科系治療為主要服務項目，各國又以推動

必要醫療與重大手術項目為優先。主因是重大手術對病人來說是急迫與必要

的，且手術為高技術醫療導向，但連帶人力的成本會大幅影響手術的價格差

異。根據麥肯錫(McKinsey) 2008 年發佈之 49,980 名國際病患訪談的大規模研究

指出，只有 9%的病患尋求較低價格的必要醫療、40%的病患要求高端的醫療技

術、32%希望接受到比本國更優質的必要醫療服務。資料更顯示尋求國際醫療服

務的原因以必要性醫療為出發點的比例高達 96% (圖 3.1)。 

 

 

 

 

 

 

 

 

 

 

 

 

亞洲已被視為全球國際醫療最具指標意義之地區。依據醫療旅遊協會

(Medical Tourism.com)公布的 2020-2021 醫療旅遊指數(Medical Tourism Index, 

MTI)
1，全球各大區域 MTI 指數以亞洲平均 69.06 最高，領先歐洲 2 分以及第三

高的美洲將近 4 分。各國指數排名前 20 名中，亞洲入列之國家有新加坡(第 2

名)、日本(第 3 名)、印度(第 10 名)、南韓(第 14 名)、臺灣(第 16 名)與泰國(第

17 名)，與歐洲並列有最多入選前 20 名的國家。亞洲國家另有菲律賓與中國分

別排名在 24 名與 33 名。 

馬來西亞雖未入列，但其近年積極推動國際醫療，2015 到 2018 年國際醫療

年成長率為 17%，不容忽視。上述入選 MTI 排行評比前 20 名的國家，除印度

外，地理位置鄰近臺灣的國家，皆應視為臺灣推動國際醫療之競爭對手。 

                                            
1 MTI指數由國際健康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Healthcare Research Center)於 2014年所制訂，目前成為衡量

各國國際醫療品牌形象與吸引力的指標之一，評估面向包含「目的地環境」、「國際醫療價格」與「機構

與服務」。 

高端醫療技術 

40% 

比病患本國優質

的醫療服務品質 

32% 

較快能獲得之必

須性醫療 15% 

較低價的必須性

醫療9% 

較低價的非必須

性醫療 4% 

100%=49,980位國際病人 

 
資料來源: The McKinsey Quarterly, 2008  

 圖 3.1  尋求國際醫療服務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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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國家在推動國際醫療時，皆有其特色醫療服務項目，去年(2020)財團法

人中技社「臺灣推動國際醫療現況、問題及未來發展策略」專題報告已盤點泰

國、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之特色醫療項目，2021 年本報告再補充並新增韓國與日

本之特色醫療，彙整如下表 3.2:  

 

表 3.2  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日本與臺灣特色醫療 

 泰國 新加坡 馬來西亞 韓國 日本 臺灣 

特色 

醫療 

項目 

變性手術、

牙科、健

檢、心臟外

科、骨科、

眼科、不孕

症 

骨科(膝髖關

節置換手

術…)、脊椎

融合術、心

臟外科、癌

症、兒科、

牙科、整形

手術、神經

疾病、眼

科、減重 

整形手術、

一般內科、

牙科、血液

透析、健

檢、婦產

科、眼科、

骨科、疫苗

接種、心臟

外科、不孕

症 

醫美、整形

手術、牙

科、癌症、

移植、心臟

外科、骨

科、腦部疾

病、不孕症 

癌症(放

腫)、基因檢

測、免疫療

法、醫美、

整形、健檢 

心血管、生

殖醫學、達

文西手術、

顱顏重建、

美容醫學、

關節置換、

癌症、肝臟

移植、牙

科、眼科 

資料來源: 臺灣國際醫療全資訊網，2021 年、Medical Korea, 2021、中技社「臺灣推動國際醫療現

況、問題及未來發展策略」專題報告，2020年 12月 (本研究整理) 

 

由表 3.2 可見，多數國家將骨科、牙科、心臟外科、整形、醫美和健檢列為

特色醫療項目，且都強調其價格競爭力與品質，各國之間的醫療項目差異不

大，鑑別度往往來自於本身的特色。例如日本，因國際醫療並非其重點產業，

國際醫療病患人數遠低於其他國家，但仍然以其癌症治療如大腸直腸癌存活率

全球最高，以及全世界最多的重粒子治療設備數而馳名國際，吸引眾多國際癌

症病患前往治療。整體而言，日本醫療實力堅強，且是許多醫療儀器、器材與

設備之出口大國，故國際知名度高；泰國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為變性手術、泰式

按摩療法與南洋風情的旅遊；韓國則以演藝圈結合醫美整形聚落聞名；新加坡

深受英國影響的歷史與英語官方語言，其醫療得以受到外派東南亞的外籍人士

青睞，其骨科手術，尤其是膝與髖關節置換和脊椎融合手術為東南亞首屈一

指，甚至全球知名，另外其心臟外科手術成功率也屬於指標項目。 

反觀臺灣，以膝關節置換手術為例，臺北榮總單一醫院單一團隊的一年手術

量即超過新加坡全國全年總手術量：而林口長庚的整形外科則是許多韓國醫師

選擇訓練之處。顯見臺灣在某些醫療項目的水準超越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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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日韓。以下將針對臺灣領先全球的醫療項目、高階放腫治療及其與醫藥產業

鏈結進行探討。   

一、臺灣傑出與具特色之醫療服務 

臺灣醫療實力不僅在亞洲，更在全球具備國際競爭力。許多科別醫療水準備

受世界各國關注，每年皆吸引大量國際醫師來臺取經學習，為世界醫療的訓練

重鎮之一。國立臺灣大學前校長楊泮池院士曾分享:「過去曾有東南亞團隊希望

到東京大學學習葉克膜，但東京大學反而推薦該團隊到臺灣學習，理由是臺灣

的醫療技術在世界非常頂尖。」根據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透過

問卷，調查 137 家國內教學醫院之海外醫衛人員培訓狀況與能量，結果顯示 

2016 年至 2017 年共有 5,300 位外籍醫衛人員曾經來臺受訓。  

臺灣醫界對於醫師專業的在職培訓發展不遺餘力，例如長庚財團法人林口長

庚醫院於 2020 年成立達文西手術訓練中心，是繼韓國與香港後亞洲的第三座達

文西手術培訓中心。另於 2021 年 5 月開啟的林口長庚大師班手術訓練中心亦是

由體系下國際知名醫師帶領醫師進行手術的培訓，藉由手術訓練中心，吸引東

南亞醫師來臺接受訓練。  

(一)傑出醫療服務項目 

全臺各醫學中心皆有其特別傑出之醫療項目，例如臺灣大學附設醫院以內科

見長、臺北榮民總醫院以外科手術如骨科手術傲人，而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則以

整形外科以及肝、腎、肺移植手術享譽國際。本研究報告受限於人力與篇幅，

僅能列舉部分臺灣醫療服務水準屬世界級、具稀有性、並領先全球之醫療強項

如下，未能一一列出所有代表臺灣的傑出醫療服務團隊: 

1. 林口長庚醫院整形外科顯微重建團隊:  

魏福全院士為世界顯微重建手術權威，重要得獎紀錄包括: 2006 年獲美國

顯微重建手術醫學會第二位龐克獎(有顯微重建手術諾貝爾獎之稱)得獎人 

(Harry J. Buncke’s Award)；同年亦獲美國整形外科醫學會頒發近四百年來「整

形外科發展史上 20 位最重要手術研發創新者」之一，是唯一亞裔且仍活躍於

醫界之受獎者；2014 年榮膺世界頭頸部癌症學會遴選為該領域治療進步的百

位推手之一；2018 年獲美國整形外科醫師協會選為臨床研究傑出成就獎

(AAPS Research Achievement Award for clinical research) ，此獎第一次頒給非

美國人；2019 年成為臺灣總統科學獎得主。 

2. 高雄長庚肝臟移植團隊:  

陳肇隆教授是亞洲肝臟移植的開拓者，也是目前全球最佳之活體肝臟移植

權威。團隊活體肝臟移植已超過 1,500 例、累積換肝手術超過 1,700 餘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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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健保署 2016 年資料公佈，高雄長庚 2003-2014 年肝臟移植三年存活率 

91%，且五年術後存活率亦超過歐美。  

3.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胸腔重症團隊:  

宋文舉副院長以軟式氣管鏡檢查暨治療許多先天氣道異常、呼吸困難、呼

吸衰竭、無法脫離氣管插管及呼吸器的病童，治療逾萬的案例，技術享譽國

際。  

4. 臺中榮總心房顫動電燒團隊:  

陳適安院長以心房顫動電燒術聞名國際，該手術被美國心律醫學會稱為

「臺北方法 (Taipei Approach)」。2010 年獲國際心臟醫學 Simon Dack 傑出學術

獎，為歷年獲得該獎的四十七位心臟科醫師中的第一位亞洲醫師；亦為全球

心律不整領域獲獎的四位醫師之一。  

5. 臺中榮總兒童介入性心導管團隊:  

傅雲慶副院長利用心導管免開刀治療先天及結構性心臟病(一般小兒先天

性心臟病)揚名國際。傅醫師於 2007 年施行了全球首例為兒童經由頸靜脈裝關

閉器的手術；2003 年施行亞洲首例以心臟內超音波監視經心導管關閉心房中

膈缺損，施行時間最快 僅需 5 分 40 秒；2013 年施行亞洲首例治療早產兒動

脈導管閉鎖不全。  

6. 義大醫院神經叢顯微手術團隊:  

杜元坤院長係神經顯微重建手術國際權威，成功開創治療臂神經叢的「杜

氏刀法」享譽全球。杜醫師的神經繞道手術成功將這類型的癱瘓手術成功率

從原先的 10-20%，提升到 85-90%。  

(二)特色醫療服務項目   

前述所選擇的團隊本身就有國際病患求診，多是因為團隊的知名度，或者

是全球僅有的獨到醫療技術，而臺灣對該項治療項目有需求的病患人數本來就

不多，因此有多餘量能接受外來病患。這些團隊醫治的病例數有些甚至已領先

全球。 

許多醫學中心和大型醫院也都有各自的優異醫療項目，非常值得在國際上

推廣。例如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在 1968 年已完成亞洲第一例腎臟移植，且從

1988 年到 2013 年間共完成 1,000 例腎臟移植手術，其中 1/3 是活體移植，5 年存

活率更達到 95.2%，高於美國的 85%、加拿大的 91%、歐洲的 87%、和紐澳的

90%。另外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分院自 1980 年代起至今已完成超過 30,000 例

的兔唇修復手術，病例數量國際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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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國際醫療管理工作小組架設有「臺灣國際醫療全球資訊網」，透過繁

簡體中文、英文、越語、印尼和馬來語推廣臺灣國際醫療。網站資訊涵蓋臺灣

醫療政策與動態、個案故事、旅客和旅遊須知，並將心血管治療、關節置換、

生殖醫學、癌症治療、達文西手術、肝臟移植、顱顏重建、健康檢查與美容醫

學等列為臺灣的特色醫療(參考表 3.2)，並臚列出具全臺灣這些特色醫療服務之

醫療機構。 

 (三)推動策略 

前述傑出與具特色之醫療服務項目是經過比過往更詳細且聚焦的盤點後，列

舉出醫界國際知名但不一定為一般民眾所知的臺灣傑出且獨特(unique)的國際大

師級教授。是故在建立國際醫療品牌的進程上，建議推動方向上應先與週邊競

爭國家做出差異化的自身定位，尋找海外目標市場的策略夥伴進行合作。藉由

醫療技術、品質與服務，最終達到輸出臺灣國際醫療品牌之目的(圖 3.2)。 

 

 

 

 

 

 

 

 

 

 

 

 

 

 

 

  近幾年臺灣醫院在建立國際醫療品牌的努力上，以彰化基督教醫院以及長庚

醫療財團法人於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建立品牌最為出色。彰基以推動智慧醫院，

將員林彰基設定為亞太智慧醫院示範基地。長庚則不斷專精醫療獲得國際認

證，例如高雄長庚積極發展淋巴水腫超顯微手術，於今年(2021 年) 10 月榮獲國

際非營利組織 LE&RN (Lymphatic Education & Research Network)認證為「淋巴疾

病手術卓越中心」，是全世界僅有的 6 個手術卓越中心之一。兩家醫院各以不同

傑出、特色 

醫療定位 

海外市場 

策略合作 

國際醫療 

品牌輸出 

與他國的醫療服務進行
區隔差異化 

醫院、旅行社、保險公司、
外僑、涉外機構、醫藥材廠

商合作 

藉由醫療技術、品質與
服務的知名度與認可
度，輸出臺灣國際醫療

品牌 

資料來源: 本研究引用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概念繪製 

 圖 3.2  建立國際醫療品牌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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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位創造自身國際醫療的鑑別度。參考上述臺灣傑出與具特色之一療服務項

目成就、推動建立國際醫療品牌方向建議以及成功打響品牌案例，建議政府以

下列策略推廣傑出與特色之臺灣國際醫療項目: 

1.成立傑出與特色醫療國家隊彰顯臺灣高醫療水準 

目前臺灣國際傑出醫療團隊與特色醫療團隊都是自力發展，若政府能出面將

之納入國家隊，協助包裝這些個別醫療領域中最具競爭力的項目來代表臺灣進

行推廣，再透過觀光局或是外貿協會對外宣傳，不僅能整合資源，更能快速讓

臺灣即代表高階國際醫療的形象在全球普及。 

2.以個別醫療領域中最具國際影響力的項目來代表臺灣進行全球推廣 

臺灣傑出與特色醫療服務的推廣不應只對低經濟所得國家的高收入族群，

或是高經濟所得國家的中產階級。建議以各醫療科別為主吸引不分國籍的病

患，而非以目標國家進行市場考量，因為這些團隊本身已受到國際醫療學會等

專業醫療單位的肯定。前來求診的病患不止華人，也有杜拜的皇族、歐美的官

員和東南亞的富豪。這類型病患目的明確，因他們了解除了在臺灣，無法在別

處獲得一樣的獨特醫療，所以不會以價格為考量。 

衛福部目前配合 2018 醫衛新南向政策，推動一國一中心計畫：針對特定國

家，由知名醫學中心專責推廣國際醫療事務。雖然有別於過去的單純行銷模

式，加入了醫事人員技術交流、協助新南向國家培育醫療人才、並透過外交部

及駐外館處提供僑界與臺商健康諮詢服務，建立醫衛產業人際網路。但仍然無

法完整反映臺灣所有領先國際的醫療實力，難免會有所掛漏，如前所述具傑出

醫療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與義大醫院皆未被納入一國一中心計畫中。  

一國一中心計畫配合新南向政策確實能替下一階段的國際醫療打下良好的

基礎。但接下來，應該是由不同醫院或醫學中心以個別醫療領域中最具國際影

響力的項目代表臺灣來推廣。如此將更能把病人轉介到最適宜的醫療團隊手上

醫治，全面提升臺灣醫療在國際上的名聲。 

3.持續推出差異化的新醫療項目，以帶動國際醫療的成長 

根據本研究的田野調查，所有臺灣領先全球的醫療團隊，目前多屬各醫院

甚至各團隊單打獨鬥，靠著學術上或是醫術上的成就吸引新病患；而大多慕名

前來求診的病人都是由其他病人轉介或是僑領單位的宣傳，效益著實有限。參

考臺灣某深耕國際醫療之大型醫院在疫情影響前 2013-2019 年之成長情況(圖 

3.10)，其乃持續拓展具有國際領先或極具競爭力的醫療服務，從一開始的正顎

與臍帶血、外耳重建和唇顎裂、近期的人工生植與淋巴水腫、到最新推廣的質

子治療和免疫療法。由於該醫院不斷的發展新的國際醫療業務，每兩到三年推

出新的醫療亮點，在不影響中國大陸病患人數之下，拉高東南亞族群與歐美華

裔病患，讓國際醫療收入從 2013 年至 2019 年成長近 6 倍。根據該醫院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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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每一推出新的醫療亮點，很快該醫療項目量能就滿載，所以必須不斷推出

不同亮點來吸引國際病患，這就是該院國際醫療量能快速成長的成功模式。由

此可證臺灣有能力也應該發展各種新醫療項目，聚焦於該項目與其他各國的差

異化，組織臺灣國家隊，將全球獨一無二的各醫療團隊一一推廣至國際，臺灣

即能在國際醫療成長上大有斬獲。 

 

 

 

 

4.不以低價格門檻大量吸引病患 

傑出之醫療項目與健檢不同：不必以低價格門檻大量吸引病患，不佔用臺

灣本國的健保醫療資源，以少量但高價吸引高收入國際病患來臺獲得其他地方

沒有的治療。此模式有三大優勢:(1)藉由全球唯一或少有之醫療項目，提升臺灣

醫界在整體國際醫療形象；(2)不以量為目標，而是以專精的項目收治病患，長

期培育臺灣年輕醫師的醫療技術或手術經驗；(3)價格高的自費項目能讓醫師獲

得合理對價報酬，同時也能讓醫院有資源投入更多周邊的醫療。 

 

  

資料來源: 本研究訪談整理，2021年 

圖 3.3  臺灣某大型醫院 2013-2019 之國際醫療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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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階放射線腫瘤治療   

惡性腫瘤(癌症)已是全球十大死因之首，且在 2019 年 57 個已開發與開發中

國家名列十大死因第一名，另在 55 個國家死因中排名第二(圖 3.4)。根據 WHO 

2020 年之調查報告顯示，2019 年全球共新增 1,930 萬癌症病患，且有近 1,000 

萬人死於癌症，略高於缺血性心臟病(Ischemic Heart Disease)的 890 萬人。各種

新發癌症人數排名依序為乳癌(226 萬人)、肺癌(221 萬人)、大腸直腸癌(193 萬

人)、攝護腺癌(141 萬人)、非黑色素瘤皮膚癌(120 萬人)以及胃癌(109 萬人)。癌

症死亡人數仍然以肺癌最高(180 萬人)，排名 2019 年全球主要死因第六(圖 

3.5)。  

      

資料來源: WHO 世界衛生組織，2020年 

圖 3.4  2019 年全球各國 70 歲以下死因，惡性腫瘤(癌症)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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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WHO 世界衛生組織，2020年 

圖 3.5  2000 年與 2019 年全球十大死因  

 

歷年癌症的發生率與死亡人數在全球不斷地升高，全球花在對抗癌症的費

用於 2020 年突破 5 兆新臺幣，相對於 2014 年的 2 兆 2 仟萬新臺幣，6 年間成長

了兩倍多(Mikulic, Statista.com, May 2021)，對人類的平均壽命與經濟影響甚巨。  

過去 30 年來，癌症在臺灣也一直是十大死因之首，而各國在醫療上也不斷

研究新型態治療方法，希望能提高病患的存活率。目前治療癌症主要方式是以

外科手術、化療、栓塞、電燒、標靶治療、免疫療法與放射治療為主，其中放

射線治療的技術、儀器的效用與精準度不斷的提升，因此近 10 年各醫院愈來愈

重視放射腫瘤科。與傳統放射治療採用高能量 X 光或電子束截然不同，高階放

射線腫瘤治療(以下稱高階放腫治療)是以質子或是重粒子儀器將能量穿透照射在

腫瘤上，統稱粒子治療。 

不少臺灣醫學中心與都會型區域醫院正致力於建置高階放腫的粒子治療中

心，中心建置數量與速度皆領先全球，因此高階放腫治療量能將會十分充沛，

但在建置成本高昂情況下，除提供本國病患良好的癌症質子治療服務，若能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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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市場收治國際病患，協助分攤建置成本，可讓本國病患有機會以優惠之價格

接受治療。因治療療程中，病人每日都可接受治療，平均療程為 22 次，預期病

患能於 1 個多月內出院，故高階放腫治療具備吸引國際病患的條件。 

(一) 治療特色與治療項目  

粒子治療(包括質子與重粒子)屬於較先進的放射治療，尤其適合在軟組織或

重要器官附近有腫瘤塊的病人，例如頭頸癌、腦瘤、乳癌、脊椎腫瘤、惡性肉

瘤與攝護腺癌等。目前在癌症復發、兒童病患與眼科癌症上已成為標準治療方

式。  

粒子治療在治療癌症腫瘤及殺死癌症細胞時，能夠將能量精確投放在腫瘤

部位，因此能夠大幅降低對於在高劑量目標區外的其他非目標區之正常器官組

織之影響，也因而正逐漸成為癌症治療的趨勢。粒子治療具有以下的臨床優

勢： 

1. 大幅減少正常組織承受的劑量，降低副作用，提高生活品質。  

2. 提高腫瘤目標區治療劑量，可以進一步提高治癒率或控制率。  

3. 正常組織環繞而光子射線無法避開時，粒子治療有機會執行。  

4. 已接受過光子射線治療後復發或惡化，且正常組織耐受力已達極限者，有

機會使用粒子治療。  

圖 3.6 為質子、重粒子與傳統放射線治療(如光子射束放射治療)劑量分布示

意圖。傳統放射線治療能量隨著射線的深入皮膚而衰減，但射束通過的部位都

會造成劑量的累積。而質子與重粒子治療的劑量則因都具備布拉格尖峰的物理

特性，能量能集中於腫瘤處，前方組織與器官較少輻射劑量，可以減少正常組

織所接受到的劑量。 

 

 

 

傳統放射線 質子/重粒子 

資料來源：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2020年 2月 1日、Symmetry Magazine (2008.12.01) 

 圖 3.6  質子治療放射線劑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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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粒子治療是利用碳原子核(C-ion)質量為質子 12 倍、帶電荷是質子 6 倍的

特性，與質子相同能量下能釋放 3 倍以上的破壞力。且與質子治療不同的是，

重粒子治療採用原子核射束進行治療，其先將碳原子游離成碳離子，再利用同

步加速器將粒子加速至光速的百分之七十，透過精準定位針對癌症病灶進行照

射，完全破壞癌細胞 DNA 雙鏈，而達到抑制腫瘤的生長。質子與重粒子這兩種

治療方式之比較參照下頁表 3.3。粒子治療以治療攝護腺癌病例數最多，根據 

Carbon-Ion Radiotherapy, Principles, Practices & Treatment Planning (Tsujii, 2014)，

攝護腺癌佔日本千葉縣放射線醫學總合研究所 1994 年至 2013 年重粒子治療病

患的 23.5%，是所有癌症中數量最多的，故本報告選擇攝護腺癌進行療程與費用

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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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粒子治療(重粒子與質子)之比較表 

質子治療    重粒子(碳離子)治療  

縱向具布拉格峰(Bragg Peak)物理特性，質子射線穿透組織，殺

死癌細胞抑制腫瘤生長。  
物理劑量分布特性  

縱向具布拉格峰(Bragg Peak)物理特性。重粒子射線穿透組織，殺

死癌細胞抑制腫瘤生長。  

質子射線抵達腫瘤才釋出大量能量(布拉格尖峰)破壞癌細 

DNA，不易造成周邊組織受損。  
優點  

能量為質子射線 3 倍多的重粒子射線，在抵達腫瘤才釋出更大量

能量(布拉格尖峰)破壞癌細 DNA，更不易造成周邊組織受損。  

與一般 X 光的相對生物效應相當。  相對生物效應(RBE)  較高的相對生物效應。  

高氧加強反應率(OER)，對缺氧環境下之癌細胞，因抗輻射，

治療效果減弱。 
氧加強反應率(OER)  

低氧加強反應率(OER)，不需仰賴氧氣即能摧毀癌細胞，為最主要

優勢。  

其療效對傳統化療和放療有拮抗性者與缺氧環境中的癌細胞有

限。不適用已轉移或瀰漫性癌症患者。  
缺點  

治療病例數較少，針對局部癌細胞效果佳，不適用已轉移或瀰漫

性癌症患者。  

副作用小，質子射束進入人體組織釋放能量極低，到達腫瘤才

將能量完全釋放，避免鄰近組織受到不必要的輻射傷害。  
副作用  

副作用小，碳粒子射束進入人體組織釋放能量極低，到達腫瘤才

將能量完全釋放，避免鄰近組織受到不必要的輻射傷害。  

腦瘤、頭頸癌、鼻咽癌、肺癌、肝癌、兒童腫瘤…等。較不適

用已多處轉移性腫瘤。  
治療部位與適用癌症  

適用於難治、手術困難及使用傳統放射治療無效之腫瘤，例如: 惡

性肉瘤、黑色素瘤、脊索瘤、肝癌、肺癌、攝護腺癌與胰臟癌…

等  

質子治療通常需要 35 次照射，與光子治療療程相當。  攝護腺癌療程治療次數  
平均治療次數較低，病患無須住院。目前療程為 12 次重粒子照

射。  

每次療程自費 30-60 萬元(視療程長短) 攝護腺癌推估費用 每次療程自費 55 萬元 

資料來源: 臺北榮民總醫院腫瘤醫學部專刊: 重粒子癌症治療技術介紹，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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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粒子治療的前述優勢，世界各國許多醫療機構皆積極規劃與建設粒子治

療中心，全球收治粒子治療病患數在 2019 年已達近 26 萬人(圖 3.7)。  

 

 

圖 3.7  全球每年粒子治療(質子與重粒子)病患人數 

 

隨著醫療放射線科技的進步，粒子射束的調控和定位技術愈加準確，加速

了治療個案量的年增加幅度，也累積愈來愈多各種癌症類別治療的臨床與治療

癒後經驗。新式的質子治療機種和重粒子(碳離子)機器，特別是新型單機型質子

機的問世，搭配強度調整粒子治療計畫系統以及影像導航結合呼吸調控系統的

廣泛運用，不少已開發國家運用粒子治療癌症將逐漸走上普及化。  

(二)粒子治療設備設置現況  

1. 全球粒子治療設備設置現況  

根據國際粒子治療合作組織(Particle Therapy Co-Operative Group, PTCOG) 

的統計，截至 2021 年 4 月為止，全球運轉中之粒子治療設備共 110 台(包括 12 

台重粒子(碳離子)設備)，主要集中在東亞、歐洲與北美。美國為擁有最多粒子

治療設備的國家 ，共 40 台，佔全球的 36.4%；日本則擁有最多重粒子(碳離子)

設備，共 6 台，佔全球重粒子(碳離子)設備的 50%。(表 3.4，圖 3.8)  

各國粒子治療設備除不斷在更新外，更持續在增加，目前全球正在興建中

的粒子治療設備共 38 台，其中 5 台為重粒子(碳離子)；而全球規劃中的粒子治

療設備則共有 29 台，皆是以質子治療設備為主。中國現行運轉中的粒子治療設

備僅有 4 台，但興建與規劃中的共 有 18 台；至 2025 年，中國將成為全球粒子

治療設備增加最多的國家，總數量將達 22 台，全球第三多，僅次於美國的 52 

台與日本的 27 台；而中國重粒子(碳離子)治療設備將達到 4 台，其數量將僅次

於日本 (表 3.5)。  

資料來源: 粒子治療合作組織統計(Particle Therapy Co-Operative Group, PTCOG, 2020) 

 

Proton(質子治療) 

C-ion(重粒子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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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全球運轉中之粒子(質子+重粒子)設備 

區

域 
亞洲 歐洲 北美洲 總數 

粒

子

數

量 

33 37 40 110 

國

家 
日 本 中 國 南韓 臺灣 印度 德 國 英國 

俄羅

斯 

義大

利 
法國 荷蘭 

西班

牙 

奧地

利 

比利

時 
瑞典 瑞士 丹麥 波蘭 捷克 美 國  

粒

子

數

量 

24 4 2 2 1 7 5 5 4 3 3 2 2 1 1 1 1 1 1 40 110 

比

例 
21.8% 3.6% 1.8% 1.8% 0.9% 6.4% 4.5% 4.5% 3.6% 2.7% 2.7% 1.8% 1.8% 0.9% 0.9% 0.9% 0.9% 0.9% 0.9% 36.4% 100% 

重

粒

子

數

量 

8 4 0 12 

重

粒

子

數

量 

6 2 - - - 2 - - 1 - - - 1 - - - - - - - 12 

比

例 
50.0% 16.7% - - - 16.7% - - 8.3% - - - 8.3% - - - - - - - 100% 

資料來源: 粒子治療合作組織(Particle Therapy Co-Operative Group, PTCOG, 2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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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2021 年 4 月全球粒子設備分佈位置標示 

 

資料來源: 粒子治療合作組織(Particle Therapy Co-Operative Group, PTCOG, 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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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2025 年各國預計設立粒子設備之數量 

區

域 
亞洲 歐洲 

北 

美 

洲 

南

美

洲 

非

洲 

大

洋

洲 

總計 

粒

子

數

量 

75 52 52 1 1 1 182 

國

家 

日 

本 

中 

國 

臺

灣 
南韓 

印

度 

新 

加 

坡 

泰  

國 

印

尼 

阿

拉

伯 

阿

布

達

比 

德 

國 

英

國 

俄

羅

斯 

義大

利 

法

國 

荷

蘭 

西

班

牙 

奧地

利 

比

利

時 

瑞

士 

挪

威 

瑞

典 

丹

麥 

波

蘭 

捷

克 

喬

治

亞 

斯

洛

伐

克 

美 

國 

阿

根

廷 

埃

及 

澳

洲 
 

粒

子

數

量 

27 22 11 4 4 3 1 1 1 1 7 7 7 6 4 3 3 2 2 3 2 1 1 1 1 1 1 52 1 1 1 182 

比

例 

15.2 

% 

12.4 

% 

3.4 

% 

2.2 

% 

2.2 

% 

1.7 

% 

0.6 

% 

0.6 

% 

0.6 

% 

0.6 

% 

3.9 

% 

3.9 

% 

3.9 

% 

3.4 

% 

2.2 

% 

1.7 

% 

1.7 

% 

1.1 

% 

1.1 

% 

1.7 

% 

1.1 

% 

0.6 

% 

0.6 

% 

0.6 

% 

0.6 

% 

0.6 

% 

0.6 

% 

29.4 

% 

0.6 

% 

0.6 

% 

0.6 

% 

100% 

重

粒

子

數

量 

7 4 1 2 - - - - - - 2 - - 1 - - - 1 - - - - - - -  - 1 - - - 19 

比

例 

36.8 

% 

21.0 

% 

5.3 

% 

10.5 

% 

- - - - - - 

10. 

5% 

- - 5.3% - - - 5.3% - - - - - - - - - 

5.3 

% 

- - - 100% 

資料來源: 粒子治療合作組織(Particle Therapy Co-Operative Group, PTCOG, 2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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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 2021 年與 2025 年推估之全球粒子設備分佈(圖 3.9 與圖 3.10)，以亞洲

粒子設備數量成長率最高，中國增加 18 台是主要原因；臺灣與日本各增加 4 台

與 3 台；另外東南亞國家如新加坡、印尼與泰國則共將新建置 5 台，數量將占

到全球粒子設備的 2.9%。   

  

 

 

 

 

 

 

 

 

 

 

 

 

 

 

 

 

 圖 3.10 推估 2025 年全球粒子設備分佈占比 

 

資料來源: 粒子治療合作組織(Particle Therapy Co-Operative Group, PTCOG, 2021.04) 

 圖 3.9  2021 年 4 月全球粒子設備分佈占比 

資料來源:粒子治療合作組織(Particle Therapy Co-Operative Group, PTCOG), 2021.04、Mordor 

Intelligenc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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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粒子治療設備設置現況與展望  

衛福部早在 2009 年 12 月 15 日即核准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創設國內首座質子治療設備。後續獲准設立的有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

念醫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財團法人私

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臺北榮民總醫

院、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

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

蓮慈濟醫院等醫療機構。其中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及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已分別於  

2015 年 11 月 3 日以及 2018 年 10 月 29 日正式開始營運。因臺灣醫學中心與大

型區域醫院致力於提升治療國人癌症的醫療技術，近年來全臺各大醫療院所多

積極爭取設置粒子治療設備。每年申請、核准及建構中的數量一再上升，截至

2021 年 4 月，全臺已通過 9 家質子中心及 3 家重粒子(碳粒子)中心，共將提供

24 間治療室使用粒子射束治療病患(含運轉、興建、設置中及已核准) (表 3.6)。  

 

表 3.6  全臺運轉、興建、核准與申請中之粒子治療中心醫院一覽表 

醫院 儀器類型 現況 

林口長庚醫院 質子/1座(4 間治療室) 運轉中，2016年開始治療 

高雄長庚醫院 質子/1座(3 間治療室) 運轉中，2018年開始治療 

北醫附設醫院 質子/單機型 興建中，預計 2021年完工 

臺北榮民總醫院 重粒子/1座(2間治療室) 興建中，預計 2022年完工 

臺大醫院 質子/1座(3 間治療室) 興建中，預計 2023年完工 

彰化基督教醫院 質子/單機型 設置中 

中國醫附設醫院 
質子/單機型  設置中 

重粒子/1座(3間治療室) 核准 

三軍總醫院 質子/單機型 核准 

淡水馬偕醫院 質子/單機型 核准 

高醫大附設醫院 質子/單機型 核准 

花蓮慈濟醫院 重粒子/1座(3間治療室) 核准 

臺中榮民總醫院 質子/單機型 申請中 

中山醫附設醫院 質子/單機型 申請中 

大林慈濟醫院 質子/單機型 申請中 

義守大學附設醫院 質子/1座(3 間治療室) 申請中 

資料來源:  台灣放射腫瘤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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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幾年前就注意到癌症醫療技術的主流趨勢將是粒子治療，因此於 

2014 年研商「全國質子治療設備合理量」，也依據「危險性醫療儀器審查評估辦

法」、「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實施或使用管理辦法」之「醫用粒子治

療設備」管理內容，制定單機型質子機、多治療室質子機及重粒子(碳離子)治療

設備相關的醫療機構設立條件、操作人員資格、其他應遵行事項以及針對操作

人員之數量與專業程度的規定。 

後因國內粒子治療設備如雨後春筍般陸續申請，為加強管理監督之必要，

以確保粒子治療的醫療品質，衛福部更進一步於 2017 年 8 月公告修正上述法

規，且於使用管理辦法第 32 條之附表二中更清楚說明應遵循事項:「醫療機構應

接受中央主管機關所設之醫用粒子治療設備監督會監督，建置及運作醫用粒子

治療設備；並依中央主管機構規定，收治符合醫用粒子治療適應症之病人、收

費及對治療後病人之追蹤管理」，並依此設置了「衛福部醫用粒子治療設備監督

會」，以促進醫用粒子治療設備之安全運作審查及監督管理，且清楚載明該會任

務。2021 年亦委託台灣放射腫瘤學會進行「全國粒子治療設備合理量之評估精

算」。 

粒子治療中心設立分為單機型(single room)與多治療室(multiple room)，多

治療室的設計能同時治療兩位或更多的病患。整體粒子治療系統包括: 迴旋加速

器系統(cyclotron system)、能量選擇系統(energy selection system)、射束傳導系統

(beam transport system)、旋轉機座系統(gantry system)、射束形成系統(beam 

delivery system)、與病患定位系統(patient position system)。臺灣目前，核准及興

建中的設備均以單機型質子設備居多，主要是因為質子設備成本較重粒子(碳離

子)設備低，而質子設備中新型單機型質子機之成本又比多治療室質子機低(表 

3.7)，讓中型醫療院所也具備設置質子治療中心的可能。粒子治療設備目前分為

兩種技術: 傳統的擾動（Wobbling）或散射（Scattering）式技術（統稱傳統質子

技術）與新式的筆尖式掃描技術。 

(1) 傳統質子治療技術（擾動或散射式技術，Wobbling or Scattering）： 

透過大範圍的大照野 (field)快速地照射整體腫瘤。優點在於可以瞬間

將質子能量施打到腫瘤處，對於會移動的標靶（如會隨著呼吸移動的肝、

肺腫瘤）、具規則形狀的腫瘤、腫瘤偏向一側具有良好的治療效果。但缺點

是無法完美的順形劑量分佈，若腫瘤形狀非常不規則且鄰近有非常重要的

器官，則有其限制。第一代質子設備即屬於擾動或散射式。 

(2) 筆尖式掃描技術（Pencil beam scanning）： 

筆尖式掃描是一點一點成層後，再ㄧ層層的掃描照射腫瘤，經由強度

調控（Intensity Modulation）最佳化，因此可以照射任何不規則、形狀凹凸

的腫瘤。最大優點在於可以順著腫瘤形狀照射，是目前最精準的質子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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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尤其適合鼻咽癌、口咽癌及口腔癌、顱底腫瘤…等緊鄰視神經、腦

幹的頭頸癌的腫瘤。 

第四代質子治療設備具備筆尖式掃描射束和即時導航影像系統，透過影像

導航結合呼吸調控系統與強度調控粒子治療計畫系統，達到精準定位，並解決

過去質子治療定位耗時的問題，讓病患可以獲得最快速的治療且大幅減少正常

組織的傷害，最終提升治療中、治療後的生活品質。 

衛福部對粒子治療設備操作人員專業程度的規範很嚴謹，加上粒子治療具

有減少傷害腫瘤附近正常組織的特性，在臨床實證上，確實可以大幅降低正常

組織產生併發症的機率，提升病人的存活率，改善病人的生活品質。放射腫瘤

專家認為質子治療是光子治療的進展延伸，不僅可應用於適合光子治療的癌症

個案，也可用於無法適用光子治療的病患。臺灣粒子治療的費用雖然比光子治

療高，但相較於國外的收費卻又低廉許多，具備國際醫療競爭優勢，可推廣到

全球，使臺灣的優異醫療更具能見度。 

為了維護全國粒子治療的醫療品質和可親近性，與因應包括亞洲其他國家

粒子治療快速擴張發展的競爭壓力，臺灣應該要持續且定期更新粒子治療設施

的合理量，並納入重粒子(碳離子)合理量和地區平衡性的評估。目前，臺灣地區

的粒子設備合理量，須待北醫質子中心與北榮重粒子中心開始正式營運後，才

能較為準確地評估。重粒子(碳離子)可治療之適應症較少，不僅國內缺乏經驗，

國際上的治療病例也偏低。目前僅有義大利多年前之研究報告(CNAO, Italy 

1998)指出，23%之質子治療病患適用重粒子治療。 

然而如同臺大癌醫榮譽院長鄭安理所說：「我們(臺大)的目標不是臺灣再多

一家醫院(設立質子治療中心)，也沒有要跟其他醫院比較，我們目標是和全世界

比較，相信到年底、後年，我們醫院就會跑到全世界一流的水準。」(信傳媒，

2021.02) 以及臺大醫學院院長倪衍玄所說：「臺灣的癌症治療在國際馳名，很多

外國病患包機來臺診治，但質子機不單看它的醫療效應，在人才培育上也有重

大貢獻。除了癌症醫學的研究早就是臺灣醫學中最亮眼的一塊，連很多外國人

都到臺灣來學習，癌症醫院提供了最好的驗證場域。」我們可以瞭解，現階段

各大醫療院所紛紛設立粒子治療中心的重大意義，在於提升臺灣醫療水準與培

育醫療人材。待幾年後多座粒子治療中心投入營運時，臺灣將有充足的人才與

醫療技術，如果適時大量開展國際醫療，真正的經濟效益更會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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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臺灣營運中與興建中之粒子治療設備建置費用與收費一覽表 

 林口長庚 高雄長庚 北醫附醫 臺大醫院 臺北榮總 

醫院類型 醫學中心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醫學中心 醫學中心 

建置費用* 
55 億          

(更新設備中) 
50 億 15 億 40 億 42 億 

儀器類型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第四代 重粒子 

治療室 4 間治療室 3 間治療室 單機型 3 間治療室 2 間治療室 

營運日期 2015 啟用 2018 啟用 
2022 營運 

(預計) 

2022 營運

(預計) 

2022 臨床

試驗(預計) 

廠牌 

住友重工

(Sumitomo) 

日本 

住友重工

(Sumitomo) 

日本 

IBA          

比利時 

Varian 

ProBeam 

360°美國 

日立

(Hitachi)  

日本 

治療次數

(攝護腺癌

為例)** 

~35 次 ~35 次 ~35 次 ~35 次 ~12 次 

推估療程

收費*** 

70 萬 60 萬 70 萬(預估) 未公布 55 萬(預估) 

附註: *設備價格隨著不同世代、不同廠牌與設計而有所差異，如 IBA 單機型為針對都會區設計 

**療程視腫瘤大小與位置而異 

***推估療程收費將受療程長短影響 

資料來源: 本研究訪談整理，2021年 

(三)服務資源量能評估  

臺灣醫療資源豐富，醫療院所之間競爭激烈，高階醫療儀器中每萬人數量

密度超越歐美者比比皆是，例如:電腦斷層掃描、核磁共振儀、達文西機器人手

術系統等等。如表 3.6 所示，國內高階癌症醫療量能亦即將非常充沛。目前衛福

部核准治療及興設之癌症粒子治療中心的醫院就有 11 家，包括： 已營運的林口

長庚醫院與高雄長庚醫院，建設中的臺大癌症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院、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以及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等等。

在預計 2025 年臺灣會有 6 家醫院具備粒子治療設備營運以服務病患之情況下，

屆時每四百萬人口就有近二台的粒子治療設備(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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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推估 2025 年 國際上主要區域之粒子治療設備量能 

 推估人口 (百萬)  粒子治療設備量  粒子設備/百萬人口 

臺灣 24 11 0.4583 

日本 124 27 0.2177 

美國 340 52 0.1529 

韓國 51 4 0.0784 

歐洲 746 52 0.0697 

中國大陸 1,458 22 0.0151 

東南亞國家協會 700 5 0.0071 

印度 1,445 4 0.0028 

資料來源: 粒子治療合作組織(Particle Therapy Co-Operative Group, PTCOG, 2021.04)，

Worldometer(2021)，國家發展委員會，本研究整理 

 

如上表 3.8所示，綜合設備總數，日本與美國為粒子治療設備的兩大龍頭，

至 2025 年各自預計擁有 27 座與 52 座粒子中心(表 3.5)。但臺灣的設備密度至 

2025 年時將達每百萬國民有 0.46 座粒子治療設備，將遙遙領先美、日，為日本

的兩倍多，美國的三倍。更是鄰近國家韓國的 6 倍以及中國大陸與東協的數十

倍之多。尤其臺灣已核准的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與花蓮慈濟醫院，更將有臺

灣第二、三台重粒子設備，相較全世界其他國家，臺灣的重粒子設備量將明顯

超出國際競爭對手。  

國內粒子治療設備不但設備量能密度將於幾年後超越世界各國，費用上也

是極具競爭力。現行臺灣質子治療平均國人自費 100 萬新臺幣，相較日本收費

250 萬新臺幣、中國大陸 400 萬新臺幣、甚至美國質子治療收費的 500 萬新臺

幣，不僅低廉很多，更有充足價格空間來提高國際病患的收費。不過也應注意

國際上因為競爭逐漸浮現，各國粒子治療費用有開始下修的趨勢。  

以林口長庚質子治療中心為例，總建置費用為 55 億元，規劃與興建耗時 

20 年，但如肝癌療程收費如上所述，僅為日本的 40%、美國的 20%與中國大陸

的 25%。以長庚質子治療人數 2016 年到 2018 年共治療 1,546 人來計算，收入要

攤銷成本並不容易。林口長庚醫師表示，正常日間 8 小時工作時間可以治療 16 

分次，林口長庚共有 4 台治療室，有一台為臨床試驗用，質子治療平均療程為 

22 分次，以此推估一年林口長庚治療人數為: 16(分次)*3(台)*250(法定工作日)/ 

22(分次)=545 人。由此可見，目前質子中心一日工作 8 小時即能滿足現階段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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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治療需求；若有需要，質子中心要提高至 16 小時甚至 24 小時全日運轉來增

加更多的量能不是問題。由於質子與重粒子中心均為無法短期回收之高成本醫

療設備投資，如能透過國際病患填補並運用閒置產能，營運上將更能符合成本

效益，亦能降低國人自費與醫院營運之負擔。 

(四)目標市場 

階段性目標市場應以中國大陸以及東南亞華人與高收入病患為主。根據政

府國際醫療統計，東南亞國際病患於 2019 年佔所有國際病患的 30.74%，尤其以

印尼與越南的 10.39%與 10.23%最多，加上中國大陸的 34.57%，合計共佔所有

來臺國際病患國籍的 65%。所以第一優先的目標市場可鎖定醫療質與量均不太

充足的東南亞各國和中國大陸為行銷目標，尤其是加強與深化東南亞國家協會

(簡稱東協)之華人網絡的連結，以擴大吸引東南亞華僑及中港澳的病人來臺治

療。 

除了華人地緣關係外，由於東協於 2025 年人口推估將達 7 億，卻僅有 5 台

粒子治療設備(表 3.8)，且由新加坡、泰國與印尼擁有，而 1.1 億人口的菲律賓

與 1 億人口的越南在 2025 年都沒能有可供服務當地病患之粒子設備，在 4 年後

東南亞國家合計每 1.4 億人口將只有一座粒子治療中心(圖 3.11)的情況下，顯而

易見東協高收入病患對高階癌症放射線腫瘤治療的需求將十分可觀，此為臺灣

絕佳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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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粒子治療設備/每百萬人口 

圖 3.11 推估 2025 年國際上主要區域之粒子治療設備量能示意圖 

 



第三章 疫情持續下之國際醫療優先推動項目與策略 

49 

除東南亞各國癌症病患外，由表 3.4及表 3.5 可見，至 2025 年臺灣邦交國皆

無粒子治療中心的設立。以開發中國家的醫療資源，除了要成立如此高成本的

粒子治療中心已有極高之門檻外，專業醫護團隊的招募更是臺灣邦交國成立粒

子治療中心的最大阻礙。參照 WHO 發布的癌症佔全球各國十大死因排名，臺

灣人口最多的幾個邦交國癌症死亡排名多在 2-4 名之間，必然會有高階放腫治療

的需求，故發展友邦的高階放腫醫療市場，除商業考量之外，亦有外交戰略上

的意義。  

另歐美病患在其本國就醫或治療等待時間長，在面對最需時效的癌症治療

時將感到焦慮，目前臺灣吸引這些國際病患雖為數不多，但未來歐美中產階級

或具保險者也可成為臺灣的目標客群。 

(五) 面臨之挑戰 

1.行銷劣勢 

醫院是國際醫療服務推動的核心單位，雖臺灣醫療服務本身屬於國際前段

班，但卻需要多加強非醫療專業服務的面向。經過訪談各醫院與私立醫協的領

導階層後，得出「臺灣國際醫療最缺乏的即是行銷」的結論。依照 2014 年以前

原醫療法第 85 條所規定:「醫療廣告內容以醫療機構名稱與資訊、醫師名稱與資

訊、診療時間與科別為限，規範內容範圍之情形外，需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之。」在過去法規對醫療廣告有嚴格限制之情況下，間接造成過往醫院不諳行

銷。 

雖然自 2014 年起衛福部公告放寬醫療廣告，新增容許登載或播放之醫療廣

告事項，但醫院對國際醫療的行銷仍停留在以專業醫療宣傳的方式，靈活度尚

待加強；此外，更缺乏如同韓國政府支持的大規模國家整體性行銷策略，即組

織戰。由於上述行銷之劣勢，造成臺灣國際醫療品牌知名度不足。 

2.合作夥伴缺乏醫療專業知識 

除了行銷劣勢，臺灣國際醫療服務亦不夠全面，醫院之外的相關服務相對

薄弱。例如各醫院仰賴自身的國際醫療部門安排病患至院內看診、安排床位與

手術，但缺少醫療服務外之相關服務策略合作夥伴，例如一般搭配醫院醫療服

務之旅行社與醫療仲介，因缺乏醫療專業知識而無法確實掌握醫院與病人的需

求，即便外交單位在轉介病患時亦有相同困擾。 

3.社會大眾對國際醫療認同度不足 

最後是社會大眾對國際醫療的認知與支持度不足。主要是因為民眾對臺灣

醫療量能缺乏認知，因而擔心國際病患會影響國人就醫資源與權利，於是不支

持國際醫療。詳細的正反方論點已於第二章第一節「臺灣國際醫療發展歷程與

挑戰」中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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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醫院缺乏積極投入國際醫療之誘因 

過往國際上成功的國際醫療醫院，例如美國 Mayo Clinic、新加坡 Raffles 

Medical Group、泰國 Bangkok Hospital 等等，都是以資本化方式經營，故專家們

認為臺灣不允許醫療財團法人公司化的規定會降低醫院積極投入國際醫療的誘

因。但臺灣國際醫療機構公司化經營的短期鬆綁不易，且可能會加深國人對於

國際醫療的誤解，故本報告建議臺灣目前推動國際醫療仍應以量能超越國人所

需的高階放腫治療與下一章節的牙科人才過剩的牙科醫療為先。 

(六) 因應策略 

延續中技社去年(2020)「臺灣推動國際醫療現況、問題及未來發展策略」專

題報告，本報告以去年建議的可行發展策略為基礎，納入更多專家訪談、蒐整

意見並綜合本章節重點後，提出促進臺灣高階放腫的重要策略為:  

1. 由政府輔導醫療院所建立國際醫療品牌行銷 

根據訪談得知，政府單位對外行銷的資源投入遠遠低於對內解釋如何執行

國際醫療的投入，也間接反映臺灣行銷國際醫療的困境。其實政府可藉由輔導

醫療院所參與不同的國際競賽或認證，如 IMTJ (International Medical Travel 

Journal)獎項或是參加 MTA (Medical Tourism Association)會員，協助拓展國際知

名度。 

以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於 2019 年獲得 IMTJ 獎項為例: 中醫大將所拍攝介

紹越南一位企業家幫忙救助患有象腿的小孩來臺到中醫大治療的事蹟上傳於

YouTube 後，獲得六百萬人次點閱，熱烈的回應不僅打響中醫大於國際的知名

度，更獲頒 IMTJ 獎項，同時也讓協助的民間企業獲得正向回饋，進而鼓勵更多

企業有意願參與類似的人道醫療。 

從上述中醫大高點閱率 YouTube 影片的成果可知，國際醫療宣傳上除了可

以廣告方式行銷臺灣的醫療技術與高階設備外，急迫性的人道救援也能成為國

際醫療行銷的一種策略。透過協助有需要特定醫療服務的病患來包裝臺灣的高

醫療水平，讓世界看見並認可臺灣的醫療，建立國際形象、增加知名度，奠定

國際醫療品牌定位，進而增加國際病人來臺就診數量，此過程如圖 3.12 所示。

此外，長庚透過微信公眾號平台進行數據分析撰寫行銷文案，則是另一由圖

3.12 所示服務帶來之直接效益轉而帶動內容行銷的成功例子。 

本節針對臺灣高階放射腫瘤治療所建議的國際醫療行銷策略與本章第一節

針對傑出特色醫療所提推動策略的目的相同，都是希望塑造出領先全球的醫療

服務品牌，最終轉換為來臺就診之國際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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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籌組高階放腫國家隊 

以臺北榮總與國立清華大學合作的硼中子捕獲技術(Boron Neutron Capture 

Therapy, BNCT)治療腦癌為例，全世界具備此技術的國家僅有臺灣與日本。但日

本厚生省僅核准治療口腔癌、鼻咽癌等頭頸癌。因此過去兩年，就有如罹患惡

性腦瘤的日本年輕女孩以及患有低度神經膠質瘤的西班牙籍女士前來臺灣求助

北榮放射腫瘤科治療。北榮-清大高階放腫治療成功站上國際的前導例子能讓政

府借鏡，因此建議將營運中、已核准以及申請中的粒子中心醫療機構納入高階

放腫國家隊，提供完善的高階放腫醫療生態系統(ecosystem)資訊來聯合行銷，以

吸引必須接受粒子治療的國際癌症病患前來。 

3. 建立國際合作模式 

國際醫療需要海外的策略夥伴，才有辦法開拓市場、打出知名度和帶入國

際病患。因此推廣臺灣高階放腫的模式，應該深入耕耘東南亞目標市場，甚至

規劃策略並與當地合作建立海外示範場域(model site)，例如彰基在泰國與

Thonburi Healthcare Group 合作設立智慧病房等。為達此目的，可由政府定期透

過外交部、交通部觀光局、僑委會與衛福部等主管機關和高階放腫國家隊整合

資源，建立合理分潤制度提供誘因，與當地仲介公司、曾來臺就學之僑生或外

籍生等潛在之仲介人才合作，行銷臺灣醫療並協助國際病患來臺，或與當地癌

症醫院或腫瘤醫師合作，吸引癌症病患，如此不僅能在當地宣傳擴展臺灣的醫

療知名度，更可讓合作機構配合執行來臺治療前的前置作業，並擔任後續回國

追蹤病患癒後的醫療單位。 

圖 3. 12 國際醫療行銷策略最大化的架構 

 

參考資料: 本研究參考 Tomasz Tunguz 新創行銷模式衍生再製，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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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在約 20 年前曾有意與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合作成立越南分院，在胡

志明市市區提供一塊醫療用地；同時期，同奈省的臺商亦想與臺北榮總合作建

立臺資醫院，然而當年因為時空背景均未能成案。但透過與目標市場當地醫療

機構結盟合作來延伸服務據點仍是不變的方向。唯有如此，才能建立長期的跨

國合作機制，進一步與目標市場連結。 

4. 容許訂定差異化價格 

國內高階放腫治療之收費，目前對國內外病患並無差異，若考量未來醫院

營運成本，且讓國人能享受更平價之醫療資源，以及提高醫院推動之誘因，應

對國際病患收取較高費用，但訂價之前，應先了解國外競爭對手之收費情形。 

三、國際高階癌症醫療服務與癌症藥材產業之鏈結發展 

目前世界公認最先進的高階癌症醫療就是放射線腫瘤治療與免疫療法。因

為放腫治療所需要的粒子設備涉及的技術門檻太高以及投資過高，也因此只有

美、日、比利時三個已開發國家的六家廠商生產製造，臺灣現階段並無能力發

展此項設備之製造技術。免疫療法相對則是目前最適宜臺灣在癌症醫藥產業的

發展項目。 

近十年「免疫療法」幾乎成為眾人皆知的一個新詞彙。利用人體免疫系統

消滅腫瘤的免疫療法在全球所有醫院盛行，有些病人甚至可以達到病情的完全

緩解，因而成為許多腫瘤患者的新選擇和希望。免疫療法比有些標靶治療療效

更好，而且被認為對許多惡性腫瘤都有效，目前已經被廣泛應用在非小細胞肺

癌、肝癌、腎細胞癌等。也因為這個極重要的突破，造福許多癌症病患。免疫

治療的發現者，日本學者本庶佑與美國學者詹姆士艾力森（James Allison）在 

2014 年獲得了唐獎，更在 2018 年共同獲得了諾貝爾獎，可見這個新型的免疫治

療對醫界的貢獻以及治療癌症的療效。 

免疫療法共分 3 種(圖 3.13)，包含藥物治療、細胞療法和疫苗，目前最普遍

使用、是臺灣唯一合法開放的是免疫藥物治療，也是臺灣俗稱的免疫療法。「免

疫療法」至今已經是常規治療之一，使用的是單株抗體藥物的注射。而所謂的

「細胞免疫治療」，原理是藉由直接訓練或活化一批免疫細胞，再將這批免疫細

胞注入體內。兩者的作法與機轉完全不同。衛福部於 2018 年 9 月發佈特管辦

法，將國外新發展的新醫療技術「細胞免疫治療」有條件的開放給符合條件的

國人。細胞免疫治療目前僅確認在極少數的血液癌症（如白血病）有實際醫學

上的療效，在絕大部分的其他癌種，細胞免疫治療仍處於臨床試驗階段。 

目前此三種免疫療法只在極少數癌症有充足臨床數據支持，可以跳過手

術、放射線治療、化療或標靶治療，在第一線就可直接使用。對絕大多數的癌

症還是用在後線治療，或至少不會用做第一線的唯一治療。免疫療法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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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以往的化學治療、標靶治療迥異。雖然機會很低，但免疫治療當中還是可能

會引發間質性肺炎、腎炎、肝炎、甚至是破壞內分泌系統。 

免疫腫瘤學(Immuno-oncology)如今已是各大藥廠開發癌症新藥的顯學，尤

其是在過去 5 年，默克(Merck & Co.)的 Keytruda、必治妥施貴寶(BMS)的

Opdivo 取得的成功，更讓免疫腫瘤新藥成為炙手可熱的投資領域。 

 

 

圖片來源：陳俊辰、鄭佳玲，2018年 10月 01日 

圖 3.13 免疫療法分類 

 

(一) 癌症生技製藥產業發展現況 

由於癌症病患人數在各國都快速增長，連帶加速了癌症相關的生技製藥產

業之成長。從圖 3.14 可發現，全世界在癌症相關醫藥技術的授權和策略合作案

從 2011 年的 91 件成長 2 倍到 2018 年的 182 件；併購案也從 2011 年的 14 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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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到 2018 年的 23 案。所牽涉的金額動輒數億甚至數百億美金，幾乎可以說是

未來的明星產業之一。 

 

圖 3.14 全球對癌症相關之創新資產投資 

  

根據圖 3.15，亞太地區國家在 2018 年藥界購併案的五大治療領域為癌症、

免疫、肌肉骨骼、內分泌與代謝及呼吸治療，也是以癌症製藥為最大宗。其中

最受矚目的三個案件為:(1)南韓 Yuhan 與美國楊森(Jannsen)Phase II 的非小細胞肺

癌 (NSCLC)小分子藥物的發展與商轉授權，總價 12 億美金(包括 5 千萬美金的

簽約金)；(2)日本衛材製藥與美國默克藥廠的共同合作發展並在全球銷售的案

件，係將衛材製藥已上市之多發性腫瘤用藥 Levima 做單一療法(monotherapy)或

與默克藥廠的 Keytruda 做合併用藥的研究發展，總價 52.3 億美金，包括簽約金

3 億美金；(3)美國 Blueprint 公司出售予中國大陸 CStone 公司已進入臨床階段的

實質固態腫瘤(solid tumor)用藥的合作，以及在亞太區的代理權，總價 3 億 8600

萬美金，包括簽約金 4 千萬美金。 

由圖 3.16 可知，2018 年亞太地區國家癌症製藥購併案日本與中國大陸居最

大宗，在賣方中日本佔 129 件，中國大陸佔 83 件，臺灣有 10 件；買方則日本

佔 149 件，中國大陸佔 134 件，臺灣有 7 件。臺灣不管是買還是賣，雖然排名

第五，但不僅和日本與中國大陸有天壤之別，與排名第三、第四的韓國和印度

還是有很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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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亞太地區藥界併購案治療項目數量分析 

 

 

圖 3.16 亞太地區主要國家癌症製藥發展之地位比較 

 

(二) 癌症醫療服務結合生技新藥發展模式與推動策略 

1. 參與國際大公司之臨床試驗 

20 多年前在臺灣只要提到癌症治療，多數人會馬上聯想到和信治癌中心醫

院。然而這幾年來，已經很少有人堅持非去和信不可，因為各大醫院對癌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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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都有標準治療程序(SOP)。所有癌症醫師都會根據病人的癌症進程擬定治療規

劃，一旦有新藥上市也會馬上與病人研商是否適合使用。但許多癌症患者經常

是在和時間賽跑，如果這些病患能參與在新藥未上市前的臨床試驗，對他們而

言，帶來的或許就是生命延續的希望。 

許多藥廠對新興癌症免疫療法的興趣濃厚，促成大量臨床試驗計畫湧入美

國各大癌症中心。根據產業數據公司 Informa 提供的資料，2019 年計有 2,731 項

免疫腫瘤研發計畫正在進行，比 2018 年多了 16%，而光是默克藥廠癌症免疫療

法用藥 Keytruda 的研究就超過 1000 項，但這也造成這些醫療研究機構的負擔。

美國兩大癌症中心之一，位於德州的 MD Anderson 醫學中心產業關係負責人

Ferran Prat 表示，過多的臨床試驗申請已使他們必須開始審慎選擇合作的對象。 

許多臨床試驗也在招募上遇到問題。聖路易 Alvin J. Siteman 癌症中心副主

任 John DiPersio 即指出，將近 1/4 到 1/3 的臨床試驗開放了一年卻招不到志願受

試者，這對醫療機構的法規及物流作業上都是浪費，同時也反映出受試者招募

上面的普遍性問題。DiPersio 更進一步指出，數目龐大的臨床試驗與藥廠間的競

爭，對負責產出有意義資料的醫師已帶來龐大的壓力，主要是因為藥廠在選擇

試驗地點時，其中一項重要的考量就是該機構是否具備快速產出品質良好數據

的經驗；時間、資源和金錢更是重要的限制因素。 

臺灣各大醫院醫師因為尊重各自醫院的歷史傳承與聲譽，且醫院必須定期

接受嚴格的評鑑，醫師普遍有著高水準的醫療技術以及醫學研究的風氣。臺灣

有 12 家醫院甚至已獲有美國的臨床試驗認證 AAHRPP (Association for the 

Accreditation of Human Research Protection Programs)(表 3.9)。只要是在這 12 家

醫院做的臨床試驗，馬上可以獲得藥廠和 FDA 的認可，承認其研究數據和成果

的有效性。代表臺灣這些醫院已具備執行國際臨床試驗的資格，也有利於與國

際藥廠合作新藥的臨床試驗。 

 

表 3. 9  亞洲國家 AAHRPP 認證 

 

 

 

 

 

 

 

 

資料來源：臺灣臨床試驗平台， 2021年 6月 9日 

國家 AAHRPP 

臺灣 12 

南韓 8 

中國 6 

印度 3 

泰國 1 

菲律賓 0 

馬來西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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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以目前全球癌症藥物臨床試驗的爆炸性成長，正是臺灣大醫院

醫師及研究團隊爭取與國際藥廠合作臨床試驗的機會。不只可分攤美國過多臨

床試驗所造成醫療研究機構的負擔及減輕美國受試者不易招募的問題，同時讓

臺灣的癌症病患參與臨床試驗，幫助他們爭取參與最新治療的機會。具備快速

產出品質良好數據的經驗對臺灣的醫師們而言僅是醫師培育過程中必備的條件

之一而已，加上近年來國際大藥廠注意到除了歐美白種人的資料，也需要亞洲

人的資料，所以臺灣參與國際大公司臨床試驗具有一定的優勢。 

2. 推動癌症用藥 CDMO 

生技服務產業針對藥物開發流程主要區分為：研發服務(CRO)、生產服務

(CMO)兩大類。而 CDMO(Contract Development &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則

是一項接受生技與製藥公司之委託，提供生技產品開發及製造相關服務，例

如：產品評估與設計、總體開發上市進程、CMC(Chemistry, Manufacturing and 

Control)開發至生產所需之細胞株/菌株、製程、培養基、臨床試驗用藥、原料藥

生產與製程放大等服務。簡言之，就是生技業的代工，與 CMO 純生產服務有所

不同。 

如同經濟部工業局曾表示，現在生技產業分工愈來愈精細，以廣為人知的

莫德納 COVID-19 疫苗為例，莫德納（Moderna）本來只是家小公司，成功研發

出 COVID-19 疫苗後，發現要放大量產有難度，只得把疫苗生產委託出去。可

見隨著專注研發的小公司愈來愈多、分工愈來愈細，衍生出對於專業代工的需

求也會更為龐大。這也就是讓部分生技公司從事類似臺灣電子產業般的醫藥代

工。 「CDMO 屬於專業代工，並非沒有技術含量，舉例而言， 實驗室研發生物

藥品要做 5 公升很簡單，要做 200 公升也可以，但要做到 2000 公升會有很大問

題，量產放大是有相對難度」。當然如同台積電般，也有可能會產生握有許多專

利的生技公司。 

在已通過的「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租稅獎勵的助益下，全球需求量最

大的癌症用藥代工定可帶動臺灣生技業的蓬勃發展。 

四、小結 

臺灣推展國際醫療，可以透過包裝臺灣具國際競爭力之傑出醫療項目，建

立品牌及形象，吸引有需求之國際病患，並持續推出新醫療項目帶動國際醫療

之成長。 

臺灣的高階放腫治療，因為設備供給多於需求、健保不給付而需自費、相

關人員素質高且訓練有素，且價格與國外相較偏低，可作為國際醫療之重點推

動項目。但行銷之前除要先設定目標市場、產品定位及行銷方式，同時也需考

量下列事項，以增加醫院推動之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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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醫院以醫療為主，本身對於行銷、接待國際病患等經驗不夠，需要相關協

助； 

2.國內高階放腫治療之收費方面，若考量醫院營運成本且讓國人能享受更平

價之醫療資源，可對國際病患收取較高費用，但訂價之前，應先了解競爭

對手之收費情形。 

行銷方式初步建議可由各大醫院質子治療中心籌組國家隊，優先鎖定中國

大陸及東南亞國家華人與高所得者，共同行銷爭取國際病患。可先藉由幫助弱

勢族群之慈善醫療建立口碑，並建立合理分潤制度提供誘因，可透過仲介公

司、僑生與外籍生等潛在之仲介人才，行銷臺灣醫療並協助國際病患來臺，亦

可與東南亞國家醫院或醫師交流合作，配合執行來臺治療前的前置作業，並擔

任後續回國追蹤病患癒後的醫療單位。 

臨床研究是產品開發基礎，研究成果最終都要走向商業化。臺灣從學術研

究、申請專利到商品化成功的比例是 15%，遠遜於美國 MIT、哈佛超過 50%的

技轉成功率，其中一大要因即是 MIT 和哈佛從前期研究開始就和產業有所連

結。然而臺灣醫藥市場很小，不管是學術單位或是生技製藥公司都只有透過與

世界級的大公司合作或授權，類似臺灣電子業發展軌跡，才能提升醫藥研究水

準。所以臺灣在發展國際高階放腫醫療時，目標應該同時以癌症醫療帶動臨床

研究，帶動癌症新藥的代工與開發，以在世界癌症治療領域佔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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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後疫情時代牙科國際醫療推動策略 

一、國際醫療牙科服務 

(一)服務現況 

臺灣牙科醫療費用中，自費診療費用明顯較高。以不受疫情影響的 2019 年

度而言，臺灣健保牙科核定值約為 452 億，實際申報值為 486 億

(452/0.93=486)；而根據日本分析，臺灣民間牙醫醫療費用 2019 年度約為 1,450

億，其中包含齒列矯正、補牙修復、植牙等等自費診療佔比 67.3%，達 976 億臺

幣(ワイズコンサルティンググループ企管顧問公司 2020 報告)，其餘 474 億即

為健保申報推估，與臺灣牙科實際申報值 486 億十分接近。故從上述分析資料

可間接驗證，臺灣牙科服務以自費項目較多，較不會佔到國人健保資源，適合

發展國際醫療。 

據衛福部國際醫療管理工作小組統計，牙科在外國病患來臺就醫人次前十

大科別中排名第十(圖 4.1)。 

資料來源: 衛福部國際醫療管理工作小組，2021年 6月(本研究重製) 

 

 

臺灣牙科國際醫療 85%~90%都是在診所施行。依照牙醫師過往的經驗，來

臺進行牙科治療的國際病患以中國大陸籍為大宗，約佔九成。主要原因為 2010

年時，全中國大陸僅有約 27,000 位牙醫師，平均每位必須服務 15,000 人。中國

大陸人口為臺灣的 58 倍，而牙醫師卻只有臺灣的 2.32 倍，其牙醫師數量極度缺

乏。 

圖 4.1  國際醫療服務人次佔比-科別統計(前十大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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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近年中國大陸牙醫院與診所因為資本挹注，開始“連鎖化、高端化、專

業化”， 且提供量身訂做的高品質服務，例如:全口治療、治療前諮詢與治療後

追蹤，並由公共保險(醫保)轉為個人和商業保險給付，吸引多達一倍的牙醫師投

入市場，平均每位牙醫師需要服務人數降至 8,000 人。尤其政府更積極於一線與

二線城市推動中高端牙科醫療服務民營化，並限制公共醫療機構提供「VIP」貴

賓服務，民營的牙科診所與牙科醫院遂快速成長。由於中國大陸牙科市場的轉

型與兩岸情勢的改變，使得臺灣未來難以持續仰賴中國大陸人士來臺接受牙科

醫療。 

從衛福部國際醫療管理工作小組提供之數據也顯示，2017 年至 2020 年來臺

就醫的國際病患國籍人次統計，中國大陸地區病患比重愈來愈低，在疫情前的

2019 年剩 34.57%，2020 年因為疫情關係更僅剩 18.42%(圖 4.2)。以此趨勢推

估，中國大陸人士來臺接受牙科醫療人數可能不但難以成長，且有可能面臨衰

退，此也可能是圖 4.1 所顯現，近年臺灣的牙科國際醫療服務人次占比持續降低

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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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衛福部國際醫療管理工作小組，2021年 

 

圖 4.2  國際醫療服務人次佔比-國別統計(前十大來源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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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而言，臺灣國際醫療服務東協地區的人次在 2018 年推動新南向政策與

一國一中心後，比例明顯提升，至 2020 年人次更是 2014 年的 3.8 倍(圖 4.3)，可

見南向推廣國際醫療已收到顯著效益。以此趨勢及牙界專家看法來推估，東協

地區人士來臺接受牙科醫療人數應具有持續成長之動能。 

 

 

 

 

 

 

 

 

 

 

 

 

 

臺灣牙科在國際醫療歐美籍病患佔比則一向不高。臺北醫學大學口腔醫學

院表示，歐美籍牙科病患主要以美國回臺就醫之僑民佔大部分，此乃因為臺灣

牙科的技術水準頗獲肯定，加上臺灣牙科醫療價格與歐美當地有著相當的落差

使然。 

(二)服務優勢 

臺灣牙科最具有競爭實力的項目有植牙、正顎及特殊性手術。目前我國各

地方政府對於牙科訂有收費標準，茲以最有機會提供國際醫療服務的臺北市及

新北市所訂收費標準中，以具有價格比較利益的人工植牙進行比較(表 4.1、

4.2)。 

 

 

 

 

 

 

資料來源: 衛福部國際醫療管理工作小組，2021年 

圖 4.3  臺灣對東協十國提供國際醫療服務人次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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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臺北市人工植牙相關手術及處置費用(新臺幣) 

 

 

 

 

 

 

 

 

表 4.2  新北市人工植牙手術自費收費標準(新臺幣) 

 

 

 

 

 

 

臺灣各診所的植牙並未有統一收費標準，一般係根據植體生產國以及假牙

的材質而有價格上的差異，若參考臺灣各診所定價，平均價格約為新臺幣 4 萬

至 12 萬不等。若參考表 4.3 之各國植體價格，臺灣的植體與歐美比較，具有價

格上的優勢。至於整體植牙費用相較美國植牙的新臺幣 4 萬 7 至 21 萬 7 千(中華

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新加坡的 7 萬 5 千至 18 萬(nofrills Dental, Singapore ) 

與日本的 3 萬 7 千至 15 萬(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臺灣植牙收費相較已

開發國家來說非常具有國際競爭力。 

 

 

 

 

 

 

 

 

資料來源: 臺北市醫療機構牙科收費標準表，2020年 1月 17日 

 

 

資料來源: 新北市牙醫診療自費收費標準表，2021年 4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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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完美･尊榮牙醫診所自費收費價格(新臺幣) 

*植體不包含假牙及補骨費用 

資料來源: 完美･尊榮牙醫診所網頁(drhoimplant.com.tw/service-qa-03.htm)，2021年 

牙科的高階病患重視的是美觀及醫療品質，經濟能力寬裕的高階消費族群會

考慮自費就醫的方案以滿足其需求。在經濟及便利因素考量下，臺灣相對有機

會成為東南亞高階病患選擇就醫的目標，一方面因為交通便利，耗時不會太

長，且相較於歐美同樣等級的醫療待遇，臺灣價格又相對便宜。因此爭取東南

亞及華人來臺進行高階牙科醫療、口腔醫療，臺灣有著相當強的競爭優勢。 

植牙、貼片與美白等牙科自費服務項目，具備價格優勢與治療時間短的特

色，即屬於常見之國際醫療項目。部分高價的牙科手術雖然時間短，但常常要

配合追蹤與矯正，屬於高技術門檻但治療時間中等的項目，是否適合列入國際

醫療項目可能要進一步評估。而矯正需要一兩年以上，可能就不是那麼適合，

但施行矯正治療時，若能導入口掃機與 3D 列印等數位化流程，且與東南亞當地

診所密切合作，仍然很有切入市場的機會；例如透過遠距，先把病人所有資料

全部傳送到臺灣牙醫處，做好植體或矯正器後再寄回合作診所，然後協助病人

的後續追蹤或者是協助手術時的溝通，即是適合採用之模式。 

(三)服務資源量能 

臺灣牙科醫療水準一直走在國際前端，醫療品質好且價格又較周邊國家有

競爭力，加上牙科醫療人才也頗為充裕，因此在推動國際醫療時，非但具競爭

力，也不會對國人就醫帶來影響。根據衛福部統計，臺灣牙醫師 2015 年至 2019

年間由 13,502 人增加為 15,128 人，年增率為 2.8% (圖 4.4)。2019 年平均每萬人

口的執業牙醫師為 6.4 人，已接近七大工業國組織平均每萬人口 7.1 位的水準(圖

4.5)，也已超越國家衛生研究院於 2010 年公布的「2020 牙醫醫事人力培育與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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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規畫」報告所建議的平均每萬人牙醫師應訂在 5 位至 5.26 位。然而臺灣牙醫

師的工作時間較已開發國家長，因此每位牙醫師實際上可提供的服務量能也比

大部分 G7 國家更大。 

 

 

 

 

 

 

 

 

 

 

 

 

 

 

 

 

 

 

 

 

 

 

 

圖 4.5  2018 年 G7 與 2019 年臺灣平均每萬人口牙醫師人數 

 

臺灣牙科服務量能已高過香港、新加坡等週邊華人國家，往後每年仍將會有

300 多名本國牙醫系畢業生投入市場，加上波蘭、西班牙與菲律賓等地學成歸國

的牙醫師，臺灣牙醫師人力將逐漸邁向過剩的狀況。以 2019 年為例，波蘭波茲

南醫科大學(Poznan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s)、盧布林醫科大學(Medical 

圖 4.4  2015 年至 2019 年臺灣牙醫師數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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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Lublin)、羅茲醫科大學(Medical University of Lodz)三所大學的牙醫

系就有將近 400 名臺灣牙醫留學生(波蘭駐臺代表李波 Bartosz Rys, 2020 年)；而

根據「新世代牙醫團結陣線」數據顯示，2014 年至 2018 年，持外國牙科學歷回

國通過牙醫師國考人數達 297 人，其中波蘭 143 人為第一，西班牙以 62 人位居

第二，愈來愈多的海歸牙醫返臺，讓國內已經接近飽和的牙科市場更加競爭。 

臺灣牙醫師年增率若以 2019 年的 2.8%，以及全國人口為-1.8%的負成長率

(內政統計通報，2020 年) 推估，至 2030 年，臺灣每萬人口牙醫師將會達到 8.8

位(全國總人口數推估為 23,299,620 人，圖 4.6)。故 2030 年牙醫師供給量將遠大

於實際需求量(臺北醫學大學研究室鄭仰純，臺灣牙醫師 2020-2030 人力供給與

需求預測之探討延伸推算)，每位牙醫師的平均服務人數比也在逐年下降中，牙

醫師過剩的狀況將會很快顯現。 

 

 

 

 

 

 

 

 

 

2019 年衛福部統計資料顯示，相較西醫師 64.2%於醫院執業，國內高達

85.5%的牙醫師於診所執業，不到 15%的牙醫師於醫院執業 (圖 4.7)，可見牙醫

以診所執業為導向。 

  

資料來源: 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口推估系統，2021年 

圖 4.6  1960 年至 2070 年臺灣總人口成長趨勢推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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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統計，2020 年有 6,906 間牙醫診所營業中(圖 4.8)，數量多過全臺

7-11 統一超商 6,210 家店(統一超商投資人關係，2021 年 6 月)，與 G7 中的

日本相似。臺灣牙醫機構 98%為診所型態，綜合醫院附設牙科僅有 2%，至

2021 年才有一間牙科專門醫院設立。平均每間診所僅有 1.88 位牙醫師執

業，代表臺灣牙醫診所多為小型診所且兼診狀況普遍，鄉鎮地區診所更多只

是由一位牙醫師開設，此現象與日本極為類似。日本 68,872 家口腔醫療機構

中(牙醫診所)以小規模診所居多(厚生勞動省，2017 年)，80%的機構規模都

是 3 座診療椅、1 個開業醫生與 2 個助理和 1 個櫃檯人員。根據日本厚生省

資料，日本在 1996 年至 2016 年 20 年間醫療費全體成長 15 兆日円，其中牙

(齒)科僅些微增加，然而牙醫人數卻每年成長約 2 千人，每萬人有 8.1 位醫

師服務，因而陷入市場搶食的零和狀態 (PRESIDENT 岩澤倫彥 2017 何以日

本街頭不斷推薦自費醫療)。依照衛福部統計，臺灣牙醫師每年增加 400 多

位，若僅依靠內需市場，很快就會步上日本牙科市場的後塵。 

  
資料來源: 衛福部統計處，2021年 7月 7日 

圖 4.8  2011 年至 2020 年我國牙醫診所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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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衛福部統計處，2021年 11 月 11日 

圖 4.7  2019 年臺灣執業醫師-按執業場所分 

醫院 診所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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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目標市場與商業模式 

1. 目標市場 

如前所述，近幾年可能由於中國大陸政策轉變，大力扶植其本國牙醫，造

成來臺尋求牙科治療人數下降(見圖 4.1)。過去中國大陸較高難度的植牙面對國

民所得水準不夠高，對於植牙的認知度及美觀的需求性不強，加上合格牙醫師

不足，因此植牙市場成長遲緩。近來中國植牙市場因民間牙科醫院網絡充實而

漸漸擴大(圖 4.9)，提供牙科服務的醫院或組織為因應國內需求正急速成長，大

規模的擴充和整合案例也正在加速進行。但礙於法規及文化特性的關係，使外

國企業未能積極進入中國大陸市場。 

根據日本環球情報株式會社一份對中國大陸 2021 年至 2027 年牙醫市場的

分析調查報告，就中國大陸的植牙、補牙修復、手術模板等動向的評估顯示，

目前中國牙科植材市場在 2020 年時已經具備 2 億 3180 萬美金的規模，以後每年

將以 16.6%之速率成長。即使在新冠肺炎的影響下，中國植牙市場仍持續成長，

到 2027 年時，將達到 6 億 8 千萬美金。可預期的，來自中國大陸的牙科病患人

數會持續減少，因此中國大陸已不再是臺灣發展牙科國際醫療的重點國家，應

開發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牙科病人。 

圖 4.9  2011 年至 2019 年中國大陸植牙數量 

 

資料來源: Statista,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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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臨床矯正齒科醫會在一項對 517 人進行的調查發現，有 56%的受調者

表示其所受治療有不適合情形，由此可見在日本市場爭相競逐之下，對消費者

的照護其實有不夠妥善之處。而日本有不少牙科病患過往也曾來臺尋求醫療水

準高且平價的牙科服務，顯示臺灣牙科服務受到肯定，未來日本可以是臺灣牙

科國際醫療發展的目標市場之一。 

另一方面，東協各國平均每萬人口牙醫師比例遠低於臺灣，以新加坡的每

萬人口 4.34 位牙醫師為最高，其次是馬來西亞的 3.37 位牙醫師(圖 4.10)，近年

來受到許多臺灣牙醫矚目的越南，每萬人口更是僅有 0.4 位牙醫師。而東協地區

在臺灣許多大醫療院所深耕多年及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與一國一中心後，擴大

東協地區人士來臺接受醫療的成果逐漸顯現。因此，東協地區必為臺灣牙科國

際醫療發展的重要目標市場。 

衛福部推動的南向一國一中心計劃，其中一個重點就是口腔醫事人才培

訓、高階牙材行銷及國際合作平台計畫，目的是要將我國已成熟之特殊需求者

口腔醫療與照護經驗、口腔衛生保健、口腔醫療技術與經驗，藉由臨床與學術

國際交流強化國際鏈結。截至 2021 年，我國醫學中心分別與越南河內牙醫師公

會、菲律賓牙醫師公會等簽署 MOU 共計 10 件。此外，透過建立並強化特殊需

求者口腔照護指導員培訓模組（包括口腔預防保健、口腔照護、行為管控、口

腔保健輔助器具之臨床運用與實際操作、進階口腔醫療技巧、到宅醫療），培育

特殊需求者口腔照護人才，促進我國與新南向國家之臨床及學術交流，共計培

訓 100 名（醫師 42 名、助理 58 名）；開辦口腔醫療臨床培訓課程，提供人工植

牙手術理論、GBR 引導骨再生手術及材料、軟硬組織處理、補綴物製作及臨床

圖 4.10 目標市場每萬人口牙醫師 

資料來源: (2018-2020資料) WHO，本研究整理，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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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操作等訓練課程，共計培訓口腔醫療人才 65 名(衛福部「新南向政策 5 年總

體檢」，2021 年 4 月)。 

像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與越南震興醫院合作國際醫療、鼓勵學

生來臺受訓；或是高雄榮總與河內中央口腔醫院合作學術交流；或是義大積極

進行人道救援，曾替 20 名牙科腫瘤患者開刀(衛福部近兩年我國與越南醫療健康

領域合作情形，2018)；以及診所合作發展如全球牙 e 通（dentall）而於 2020 年

5 月前進越南成立牙醫診所等，就是看好越南的長期市場。臺灣可以遵循上述模

式加強與牙醫師不足的東協國家，如緬甸、印尼與越南進行學術交流、牙醫人

才的培訓以及提供高難度的牙科手術服務，以吸引當地民眾來臺接受牙科治

療。 

臺灣目前除能以醫療服務吸引國際病患外，對於國際醫療的協力方面，也

已有一些教育訓練之輸出，例如，陽明大學牙醫學院舉辦「新南向數位牙科技

術」研習活動，示範如何在 10 分鐘內製作 1 顆數位假牙，讓來自東南亞 8 個國

家的 22 名牙醫師與牙技師來臺取經。 

由於臺灣牙醫技術相對發達，且教學制度完整，加上近年推動畢業後二年

期一般醫學訓練(PGY2)的制度，因而能吸引如馬來西亞華僑之東南亞牙醫學生

來臺受訓。這些來臺的鄰國醫師亦將是臺灣牙科向外發展的種子。除了技術

外，吸引東南亞學生來臺學習牙科的主要原因有:   

1. 頂尖醫學大學，臺灣有 10 所醫學院校入選全球 500 所頂尖醫學院(THE，

2021 年)。 

2. 合理的學費，每學期平均 1,500-1,800 美金，美國醫學院則平均每學期達

27,349 美金。 

3. 政府與學校皆提供獎學金給外籍學生。例如臺灣政府提供 25 個全額獎學

金給泰國學生、各大學提供 1,200 個獎學金，以及中研院也有 1,130 元美

金的研究生獎學金。 

4. 牙科為技術導向的教學，較無語言障礙。故在臺灣可以使用英語醫療專業

術語訓練，回國執業無虞。 

臺灣對於醫療人員有完整而紮實的訓練制度，因此造就我國牙科醫療的高

水準技術與充足量能。牙醫師對學術研習與技術提升亦相當重視，牙科醫師常

會於周末參加各式實作課程自我進修: 根管治療進修、數位矯正、隱形矯正或是

補骨手術等，甚至會自費至歐美向國際大師學習新技術。也經常引進更先進之

設備與技術，例如電腦導航微創植牙手術等，堅實臺灣牙科實力。因此如何善

用這些人力資源於牙科國際醫療的推廣上為現在的重要課題。除擴大市場爭取

外國人來臺就醫外，對外輸出牙科醫療實力與人力亦是可以研究的方向。在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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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牙醫就業市場面臨飽和之際，東協國家極有可能在未來 5~10 年成為臺灣牙醫

輸出的主要市場。 

然而在東協經濟崛起情況下，各國醫界也積極佈局東南亞。日本與新加坡

簽署日星新世紀經濟夥伴關係協定(JSEPA)，計劃推動醫師及牙醫師資格相互承

認制度，惟診療對象僅限於駐留當地國家之本國人。在中國大陸取得 6 年制醫

學學士學位及 8 年醫學碩士學位者可允許參加新加坡當地醫師執照考試、在越

南則可直接換照。東協 10 國致力於創造一個更加自由的「單一市場」，會員國

之間的人才流通亦規範於東協服務貿易架構協定 ASEAN Framework Agreement 

on Services (AFAS)下: 東協各國將相互承認專業證照，會員國公民之牙醫等專科

文憑將能在東協 10 國間獲得認證，並彼此開放自由執業。但目前臺灣與東協並

無相互認證牙醫師專業執照的協議。 

對於臺灣與東協國家如何改善牙醫師文憑及執照認證的解決方式，透過跨

國牙醫學會為一可思考方向，例如創立於 1990 年的東南亞牙醫教育學會(South 

East Asia Association for Dental Education，SEAADE)，成立目的為增進東南亞國

家各牙醫學院間之教育學術交流。會員是以牙醫學院為單位，目前共有 71 個牙

醫學院參加，包括：香港大學、新加坡大學，以及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

律賓、越南、印度、柬埔寨、寮國、緬甸等國的重要牙醫學院，臺灣也有 7 個

牙醫學院參加。透過積極參與，東南亞牙醫教育學會有望成為推動臺灣牙醫文

憑和執照接受東協認證的施力點。 

而臺灣國際醫療政策若仍然僅限急迫性醫療需求方能有條件專案申請入境

治療，則原本有意來臺就診的牙科國際醫療病患將有可能選擇其他國家。故臺

灣必須透過輸出優勢牙醫師人才與技術以及吸引東南亞牙醫學生來臺進修，以

提高國際醫療競爭力。 

2. 商業模式與服務運作模式 

(1)與目標市場牙科機構合作 

日本在馬來西亞、泰國與越南有合作與投資的醫療機構，韓國也有與越南

和新加坡合作興建的醫院與診所，韓國集團 2005 年就開始在越南設立牙科醫

院。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為目前各國切入東協各國的主要商

業模式，也是東協各國最鼓勵的模式。另外東協會員國本身的醫療機構，如新

加坡的 Q&M Dental Group，深耕牙科醫院市場，在馬來西亞等地開設多處分

院，就能在東南亞最大醫療集團中排名第十，僅牙科營收就已經達到泰國國際

醫療知名的康民醫院的四分之一。 

臺灣醫療院所除了現行的簽署合作備忘錄(MOU)或是設立轉診制度，下一

步必須與當地醫療院所或是私人集團合作興建牙科醫院或是診所，並藉由臺灣

優勢的臨床與學術來強化國際醫療服務。我國牙科醫療機構除了能提供醫療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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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與人才培訓以外，商業模式應該是以品牌醫院輸出醫療經驗與東協當地醫院

合作，不僅能在疫情期間提供當地臺商或華僑與臺灣同等級的牙科醫療服務，

亦能收取品牌權利金或諮詢費用。 

(2)以數位及高階牙材提供目標市場牙科服務 

從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的經驗顯示，該校之牙醫學院深耕國際多年，除先後

橫跨美洲、歐洲、亞洲及大洋洲並簽署多國姊妹牙醫學院及合作備忘錄外，近

年來也持續與東南亞國家進行頻繁學術交流，更以此為基礎建立口腔領域國際

合作平台計畫。除頻繁至國外開設牙醫教育相關課程外，更於 2018 年 10 月、

2019 年 6 月，集合越南、印尼、泰國、馬來西亞、柬埔寨、寮國、印度及菲律

賓之東南亞國家，首度催生臺灣以「數位牙科」為主題之牙醫繼續教育課程，

進行東南亞國家口腔醫療人才培訓，加強與東協各國合作。而未來課程所需醫

療耗材應以使用我國生產之高階牙材為優先，提供牙科醫藥產業等醫衛的合作

服務模式。 

許多牙科醫院於東南亞採垂直整合來提供病患更快速且直接的服務，例如

整併牙體技術所，提供完整的數位化植牙規畫與假牙膺復製程。臺灣本身也有

大型連鎖診所集團亦開始採取同樣垂直整合，同時具備實驗室研發、專利申

請、數位牙體技術所、病患轉介平台與醫療服務的能力，例如國維牙醫。透過

相似模式並與東南亞醫療機構合作，將會是最有機會切入東南亞市場的方式。 

(四)面臨之挑戰 

在牙科醫療吸引國際病患或在醫療技術的輸出上，我國對東南亞當地的需

求及制度的了解仍有提升空間，臺灣品牌於東協各國間知名度也需加強。在透

過招攬東南亞牙科留學生以協助牙醫醫療技術輸出及建立吸引當地民眾來臺就

醫管道之推動工作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挑戰；招攬東南亞學生需要經費以及獎

學金，依照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經驗，每位學生每個月只需 17,000 元即足夠。但

現況是經費與獎學金來源不穩定，所以只能招收自費學生。反觀中國大陸廣西

醫科大學，不只東南亞學生學雜費全免，每月還有生活費補助，因此中國大陸

如要在東南亞推廣自身的牙科國際醫療將會比臺灣容易許多。 

而在牙醫人才輸出上，目前東協各國直接承認臺灣牙醫學歷或執照的國家

僅有越南、馬來西亞與新加坡(表 4.4)。其餘如泰國、印尼與菲律賓本身僅開放

東協會員國互惠的牙醫執照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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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越、馬、新、泰、印、菲等國承認臺灣牙醫學歷難易度比較 

 難度 外國牙科學歷執業條件 

越南 易 

不需取得越南醫生執照。依越南現行法律規定，外國醫師

需擁有越南官方認證的醫學學位及語言能力要求，也需向

有能力承辦醫師執業工作證之當地醫院提出申請，經越南

衛生部或地方省及中央直轄市之衛生廳審核通過。 

馬來西亞 中 
臺大、陽明、國防、北醫、中國、中山與高醫七校畢業並

通過馬來西亞牙醫資格考(Professional Qualifying Exam)。 

新加坡 中 2020 年 1 月 1日起，僅剩臺大醫學院的學歷受到承認。 

泰國 難 

泰國政府不承認海外的醫師執照，外國醫師在泰國行醫需

滿足以下四條件：需取得醫療評議會認定之醫學大學的學

位、具有醫療評議會認定國家之臨床資格、需至醫師會登

記與參加醫師的國家考試。 

印尼 難 
目前不承認任何東協以外的學歷，且尚不開放醫院聘請外

國醫生執業，必須是東協會員國公民並會印尼語。 

菲律賓 

難 

限制外國人士從事醫療相關專業職業，僅開放與本籍屬於

與菲律賓擁有互惠國關係的國家的醫師參與菲律賓醫師國

考，而臺灣目前並非菲律賓互惠國。 

 

  

(五)因應策略 

為了招攬東南亞來臺留學生或受訓之牙科學生，以協助建立臺灣品牌及牙

醫技術輸出，推動上應建立醫事人員培訓平台，以軟實力和人脈網絡加深與東

南亞的合作。例如新南向政策所開辦之口腔醫療碩博士班學生，牙醫學生來臺

訓練四、五年，回去原國家執業後就會與臺灣有深度的連結。若臺灣政府能增

加經費補助國際學生牙科教育，其效果將會是立竿見影。 

除此之外，臺灣亦可提供東南亞牙醫師的研習，像是數位口腔醫學最新的發

展、臨床應用、前牙美學、全口重建治療計畫擬定、複雜性植牙贋復及顎顏面

贋復體製作和數位牙科材料的研發等，將可為臺灣的教育訓練與認證開啟更寬

廣的發展空間。臺灣醫學院可以和外國廠商合作開設訓練課程，像是美商愛齊

科技公司為隱形矯正器系統「隱適美」(Invisialign)與 iTero 口內掃描機與臺大醫

院簽訂 University Program，共同開發設立亞洲首門隱適美矯正綜合碩士課程，

也可吸引東南亞國家牙醫相關學生來臺接受教育或訓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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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爆發後，遠端教育訓練的認證接受度較以往更高，故在國境管制期

間，臺灣可以考慮透過各種方式將牙醫技術與人力以訓練課程方式輸出東南

亞。另外，臺灣亦可直接讓牙科人才前往東南亞各地進行教育訓練或醫療合作

工作，這種實務操作的訓練將可創造兼具推廣臺灣的各項牙材、醫材的認識與

使用之機會。 

東南亞國家如馬來西亞與越南目前認可臺灣牙醫執照，但與其餘東協各國

也有頻繁的學術往來。因此建議臺灣牙醫學院應透過東南亞牙醫教育學會 

(SEAADE)成員的身分，推動臺灣牙醫學院畢業生在東協國家中享有執業機會。

培訓東南亞各國牙醫與牙技師等專業人員的目的不僅在協助提升醫療品質，同

時逐步建立當地友臺、知臺的牙醫衛人士之人脈網路。 

二、國際醫療牙科服務與牙材產業之鏈結發展. 

根據 BMI Research 公司的全球醫療器材市場的產品領域分類，醫療器材產

品區分為醫用耗材產品(Consumables) 、診斷影像產品(Diagnostic imaging)、牙科

產品(Dental products)、骨科與植入物產品(Orthopaedic and Prosthetic)、輔助器具

(Patient aids)及其他類醫材產品(Others)等六大項。數據顯示 2019 年與 2018 年牙

科產品皆穩定的佔 7.5% (2019 年分布概況見圖 4.11)。牙科產品其中又以植牙市

場發展最為快速，原因在於植牙及植體材料發展趨於成熟。近年牙科領域大型

併購案中，人工植牙佔前五大購併案的三項: 分別為 Danaher 購併 Nobel 

Biocare、Dentsply Sirona 購併 MIS Implants、Straumann 購併 Neodent。 

 

 

 

 

診斷影像產品 

23.4% 

醫用耗材產品 

16.3% 

輔助器具 

12.7% 

骨科與植入物 

11.9% 

牙科產品 

7.5% 

其他類產品 

28.1% 

資料來源: BMI (2020),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2020.4 

圖 4.11  2019 年全球醫療器材產品分布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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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東南亞新興國家對醫療需求不斷增加，牙科服務相關產品的重要性

也將隨之升高。以市占率來看，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與越南中，僅

菲律賓(8.6%)高於全球平均市佔率的 7.4%，需求較為強勁；而其餘幾個東南亞

國家牙科市場佔比都相對低於全球平均(圖 4.12)。但以金額來看，泰國 8,500 萬

美元，市場最大，其次為馬來西亞 5,025 萬美元，再來分別是越南(4,906 萬美

元)、印尼(1,865 萬美元)與菲律賓(1,514 萬美元)。隨著東南亞國家經濟與所得之

成長，加上高齡化需求，牙科產品之需求將隨之增加，臺灣牙材產業應提前佈

局牙科市場占比仍低之東南亞國家。 

  

(一)臺灣牙材產業發展 

臺灣牙材產業鏈的上游廠商為牙材之各類材料及零件供應商、中游為牙材製

造商、下游則為牙材代理商及通路商。目前中游可以區分為三個重點領域: 分別

是人工植牙、牙科設備和數位牙科三類，是臺灣牙材產業發展重點。廠商主要

分布於北部和南科，71%的廠商資本額低於新臺幣 1 億元，以 1 千至 5 千萬的廠

商最多(見圖 4.13)。 

目前全臺最集中的牙材聚落在南科園區，由超過 50 家醫材廠商形成。廠商

除了積極建立自有品牌，如臺灣植體、全球安聯 (Anker)、鐿鈦 (ROYAL-

DENT）、皇亮生醫(TISS)、鴻君科技(Ti-One®  101）、光弘生醫(ZIBONE)、開

發植牙手術導航系統的醫百科技與巧醫生技等，亦設立南科牙材體驗教室，提

供植牙、牙科補綴、數位教學器材等醫材體驗，同時加強與成功大學及前瞻醫

資料來源: BMI (2018), 工研院 IEK (2018), Qualtech Consulting Corporation (2017),  

  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研究院 

圖 4.12  2017 年醫材產品市場比例概況- 全球、東協新興國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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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中心合作，透過醫工、材料、機械、化工等跨系研發，開發出診斷工具、手

術導航系統、修復性醫材、牙科植體等產品。但泰半規模不大且互相之間整合

性低。 

 

 

 

 

 

 

 

 

 

 

資料來源: 2018年臺灣牙醫醫材年鑑 

圖 4.13 臺灣牙材廠商分布狀況與規模 

 

人工植牙領域主要產品有人工牙根（陶瓷、鈦金屬）、牙科支台齒等。數

位牙科領域產品有手術導引系統、CT / X 光、術前規劃軟體、齒雕設備以及 3D

列印設備等。牙科設備是臺灣牙材產業中廠商數量最多的領域，包含口掃機、

診療椅、超音波洗牙機、光固化機、齒科雷射及牙科手機等等。 

另一方面，牙科以電腦模擬植牙與矯正規劃的流程數位化已逐漸成為主

流，從 CAD(電腦輔助設計系統)軟體至 3D 列印的牙材產品都會是新世代牙醫診

所不可或缺，目前有醫百科技、臺灣植體、與巧醫生技投入該領域的產品開

發。 

臺灣牙科醫材產業結構以牙科醫療器材設備與牙科材料為最大宗(表 4.5)，

人工植體近年來也逐漸受到重視。以東南亞市場來看，牙科用儀器前三大出口

市場就有越南，而「已消毒外科手術用腸線、縫合材料與紗線、組織黏合劑」

出口前三大市場，泰國與馬來西亞就佔兩個，另外，牙科治療椅以泰國為第三

大出口市場(表 4.6)。 

  



第四章 後疫情時代牙科國際醫療推動策略 

77 

表 4.5  2018 年臺灣牙科醫材產業結構比例 

產業類別 比例 

牙科醫療器材設備 33% 

牙科材料 25% 

牙科醫療輔助系統 20% 

人工植體 14% 

口腔相關保健用品 8% 

 

 

 

表 4.6  2018 年臺灣牙材出口市場比較 

排名 品項 
2018 年 1-12月 

出口占比 前三大出口市場 

 
牙材_所有產品 100% 美國、中國大陸、日本 

1 牙科用其他儀器及器具之零件及附件 40.1% 美國、日本、德國 

2 牙科用其他儀器及器具 17.2% 美國、越南、日本 

3 其他牙科用配件 16.1% 中國大陸、美國、南韓 

4 鑽牙機 8.6% 美國、日本、英國 

5 
已消毒外科手術用腸線、縫合材料、紗線、

組織黏合劑 
5.6% 中國大陸、泰國、馬來西亞 

6 牙科植入器材 4.2% 中國大陸、伊朗、以色列 

7 牙科治療椅 3.3% 美國、中國大陸、泰國 

8 已消毒外科用或牙科用具吸收性之止血物質 3.1% 中國大陸、德國、美國 

9 牙科治療椅之零件 1.8% 美國、日本、巴西 

資料來源:外貿協會: 從「2019年德國科隆國際牙材展」分析市場及產業概況，2019  

 

資料來源: 臺灣牙醫醫材年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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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週邊國家競爭力分析 

東亞牙科產業市場分成四種類型:有國家醫療保險的日本和台灣、國家傾全

力支持的韓國、具廣大市場的中國和市場快速成長的泰國、馬來西亞與越南。 

東南亞各國牙材設備主要仰賴進口，高達 90%以上的牙材都是外國品牌，

尤其以歐美廠商於東協市場影響力最深遠。從藥品、儀器到醫療保險，從建廠

生產設備到合資成立醫療機構，歐美品牌仍然是東南亞市場的領導者，例如美

國第一大的影像廠商 Dentsply Sirona、植牙廠商 Zimmer Biomet 等等。 

日本影像廠商如 Morita、Asahi、Yoshida 與植牙廠商 Kyocera Medical 等在

東南亞也是具備一定的市占率，但在醫療機構的投資上落後歐美廠商，目前由

傳統的經銷商合作與製造轉型為資金、研發與技術交流。不僅牙材設備廠商，

日本醫院也積極投資設立東南亞的醫療機構，例如 Kitahara International 醫院。 

雖然日本穩坐亞洲第一大醫療器材輸出國，但其人工牙根的領域並沒有韓國

積極，隨著韓國人工牙根和斷層掃描設備的興起，日本於這些領域已經落後韓

國。例如韓國的 Osstem 植體已成為全球第四大銷售植體品牌，僅次於瑞士

Straumann、瑞典 Nobel Biocare 與美國的 Dentsply Sirona Implants。韓國在東南

亞市場目前投資最多的國家是新加坡與越南，且以獨資的形式居多。 

中國大陸醫療器材產業在過去 15 年間，隨著中國大陸宏觀經濟面的上揚、

中產階級人口劇增，以及政府政策的計畫性扶植，整體產業發展及市場成長快

速。中國市場規模在 16 年間共增長了 20.67 倍，年複合成長率（CAGR）為

22.4%。且推估未來，挾其高達十四億的龐大內需人口，仍將是全球成長速度最

高的區域市場。中國 Implant 與 final abutment 市場規模於 2020 年為 2.318 億美

元，預計在預測期內，將以 16.6% 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到 2027 年達到 6.779 

億美元(圖 4.14)。中國將成為全世界牙冠、牙橋及植牙市場成長率（複合年增長

率 16％）最高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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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牙科市場已成為各國廠商兵家必爭之地，植牙廠商以韓國市占率

領先，因韓國植牙系統價格不高，使得中國大陸自產的價格優勢不明顯。高階

市場以歐美品牌主導，另以色列與臺灣植體廠商也佔有一席之地。中國大陸也

因其龐大的市場商機能迅速培育出自身的牙材設備廠商，例如 X 光設備的寧波

藍野醫療器械以及華西的 CDIC 植牙系統。雖然多數中國大陸廠商仍處於起步階

段，但其內需市場的優勢，會讓臺灣牙科產業在中國的市占率逐漸消退。中國

大陸廠商在東南亞牙醫市場雖然目前影響力很低，未來可能急起直追，5 年到

10 年很可能讓臺灣只剩醫療技術領先，成為臺灣產品的一大隱憂，必須思考如

何強化發展模式以為因應。 

(三)牙科醫療服務連結牙科相關產業發展模式 

全球牙科市場包括牙科醫療服務與牙材的銷售。2021 年全球牙科市場推估將

成長 19%，相較自 2019 年衰退 18.9%的 2020 年(3655 億美元)，將於 2021 年成

長至 4351 億美元，且預估在 2025 年達到 5519 億美元。成長動能主要來自疫情

的恢復與商業活動的復甦 (The Business Research Company, Feb 2021)。 

牙科材料、器械與儀器要讓使用者願意採用，講求的是有效、有國際認證

(尤其是美國 FDA)與價格實惠。我國牙醫醫材的供應鏈逐漸發展成熟，品質與

市場領導者不分軒輊，且平均價格又相較於歐美廠牌具有競爭力，現階段除了

積極爭取進入國際市場之外，亦應以提高我國內需市場的比例為目標。若我國

的牙材能夠具備與歐美品牌相同的品質，又能以低於歐美品牌的價格進入國際

牙科市場，則有機會創造臺灣牙材設備品牌在國際的地位。 

1. 以平價高品質為定位，藉由教育訓練管道整合產品輸出 

資料來源: iData Research, 2021 

圖 4. 14 中國大陸植牙市場成長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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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階牙材行銷建議是要有精準的產品定位，於東南亞市場的定位應該

是平價高品質，透過教育包裝產品於中低端市場販售。以泰國為例，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Mahidol University 均有皇室不同成員支持，經費充

足，多以歐美產品為主;但 Thammasat(法政大學)雖有政府支持，卻又不似前述兩

所大學有豐富資源，是臺灣產品適合推廣之對象。平價高品質才能快速切入甚

至席捲東南亞市場，亦或是與西方高階品牌合作代工，以西方品牌於東南亞上

市。 

以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的國際數位牙醫教育訓練中心為例，該中心全部使用

南科的產品，從治療檯到口掃機。但是南科產品最大的問題是每家產品軟體都

不一樣，因此廠商要靠單一產品的銷售有困難，必需要整合，一起推廣銷售才

有可能提供客戶要的完整解決方案。 

2. 打造牙材供應鏈平台，建立臺灣品牌 

為因應新南向政策的發展，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結合以南科生醫聚落為

主的牙科醫材業者及口腔醫學會、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工研院和外貿協

會，於 2019 年成立新南向辦公室，協助業者取得新南向八個東南亞為主之國家

牙材許可證。牙醫全聯會的新南向辦公室已經整合我國牙醫供應鏈的上游廠商

以及技術研發單位，並且成立國家隊形式的合作溝通平台，將有助於我國牙材

產品的外銷。 

3. 跨域整合臺灣材料、軟體和硬體實力，以進軍牙科相關產業 

牙科相關產業分為材料、軟體和硬體三大類。牙科材料可分為高分子材

料，如橡膠和塑膠等、陶瓷材料、金屬，與複合材料。北醫牙體技術系教授表

示，臺灣有全世界最好的塑膠材料廠商，北台塑與南奇美，若能與牙科生醫塑

膠材料研發結合，臺灣就能整合牙材上中游的廠商，仿效德國拜耳和美國杜邦

由塑膠跨入生醫材料，將可以大大提高利潤，因一般 PVC 材料以公噸計價，而

生醫材料則是以公克計價。另外臺灣也有陶瓷廠商，如 HCG 和成陶瓷，不僅用

於飛彈鼻錐罩，也推出全瓷牙冠。這些轉型生醫材料例子獲利很高，值得臺灣

政府提供媒合平台整合發展。 

 牙科硬體有口掃機、X 光機、牙科電腦斷層(CT)與 3D 列印。過往牙科都是

取模再製作假牙，但數位化後的牙科醫院和診所，使用掃描機與 3D 列印機的比

例逐年升高。近 10 年相關數位技術有極大突破，如掃描與加工精確度的提升、

相關設備軟體操作介面友善化與軟硬體價格逐漸合理化。臺灣是非常適合發展

牙科硬體設備，不僅有領先全球的半導體產業能就近提供硬體設備晶片，臺中

的精密工業是全世界第四大的工具機生產中心，有許多 CAD (Computer-aided 

design)/CAM(Computer-aided manufacturing)設備，如果能結合以提供牙科所需的

桌上型 CAD/CAM 平台，將非常有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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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軟體產品為數位串連的核心，在美學、修復顎面、矯正、與植牙可用

數位軟體做一個完整的流程，從 CAD/CAM 前台取像到後台製作，不管是假

牙、隱形矯正、手術導板、止鼾器皆可，這樣能縮短很多時間並提高精確度，

提高醫療機構效率，一次完成設計、製作與治療療程。 

臺灣學校雖然培育眾多軟體工程師人才，但鮮少有學生會攻讀醫工跨入牙科

軟體領域，絕大多數工程師都以進入竹科電子業為目標。若能延攬軟體人才跨

行為醫學軟體工程師，臺灣就具備核心零組件、人才與醫療技術的綜合優勢。 

(四)面臨之挑戰 

臺灣醫材論品牌知名度均不如歐美，價格及利潤亦比不上中國的低價競

爭，在兩者之間處於較受挑戰的地位。雖然臺灣廠商產品品質具備高水準，但

由於國內消費者迷信歐美甚至日韓品牌，加上臺灣 80%的牙科醫師愛用舶來

品，僅有 20%使用國產，造成醫院習慣採購外國品牌，或是對本土品牌缺乏信

賴感。 

多年來牙科醫療、牙材廠商與東南亞國家交流頻繁，也試圖打入東協市

場，但因欠缺實績或品牌形象，難以替國產牙科品牌進行推廣，以致成效大打

折扣。 

臺灣目前牙材產品於東南亞推廣時碰到的主要困境有: 

1. 市場定位不明，未能在地深耕: 因為對於當地的民情和政治上的了解不

足，也未能掌握當地市場需求及相關銷售管道，導致商業上或是政策上

的疏忽，因而失敗收場。 

2. 品牌信賴的問題: 例如臺灣製之醫材植體品質相當好，但是因為品牌形象

的信賴度難以建立而造成許多廠商必須先到歐美國家設立公司，再以外

國公司名義回銷臺灣或東南亞各國，或者只能替國外公司品牌代工。 

3. 牙材供應商零散: 供應鏈下游的服務端普遍存有分佈零散且規模不一的情

況。 

4. 售後服務落後競爭對手: 牙科醫師重視售後服務，臺灣廠商售後服務無法

與資源充沛的歐美日品牌相比，且又落後中韓，因此經常不能讓牙科醫

師滿意。  

(五)因應策略 

1.品牌建立 

建立品牌需要時間、金錢與良好的客戶口碑; 像韓國的 Osstem Implant 植體

靠著韓國政府全力打造品牌知名度成為世界領先品牌之一，因其價格便宜而獲

得中國大陸多數牙科醫療從業者的支持，拿下中國大陸市場 45%的市佔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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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國內的牙材公司規模都不大情況下，要打品牌還是需要政府的協助。 

臺灣的大型醫院均未採用臺灣產品，加上臺製牙材品牌能見度不高，造成

臺灣廠商在前進海外推銷產品時更不具說服力的重要原因。若要提高牙醫師使

用意願，需考量牙醫師在選擇醫材時，除考慮其必須通過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的查驗登記，也需要有臨床數據的佐證。因此，臺北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專

家提出，臺灣牙材廠商應和大型醫院合作進行臨床試驗，並將結果發表於國際

期刊以協助建立品牌之建議。此可透過南向政策一國一中心的醫學中心扮演國

產國用的領頭羊，如成大醫院推廣國產國用，打造境內以及東南亞市場的境外

醫療示範點，向東南亞大學牙醫學院推廣臺灣醫材，為推廣國產品牌的典範。 

另售後服務落後競爭對手而影響牙醫師採用的意願上，其實追根究底，是

臺灣牙科醫療器材及設備製造廠商規模都太小，連帶供應鏈下游的代理商及通

路商也小，以致無力提供完善售後服務。對希望進軍國際市場的製造廠商而

言，勢必得整合，讓規模擴大以增加通路端的服務品質才有可能打出品牌以利

行銷。若能與上游牙材供應廠商鏈結，則更有機會在成本上取得競爭優勢，進

而與東南亞國家當地牙醫醫院合作，對品牌行銷將更為有利。 

臺灣目前已有廠商正在進行醫材整合，嘗試進行牙醫牙材的整廠輸出模

式，或許可以解決供應商零散與售後服務不理想的狀況。若能透過提供完整解

決方案來建立品牌知名度，將能為臺廠在國際上打開能見度。 

2.打造教育平台，以來臺培訓牙醫學生為推廣對象 

新南向國家正處於經濟發展時期，有足夠的資源購買口腔醫療相關設備，

但卻礙於臨床經驗及師資不足的問題，無法有適合之師資使用這些較為新型之

口腔醫療設備，且多數學校之牙醫學院主管均不諳高階數位牙科產品，若能幫

其規劃，以整廠輸出之概念為行銷之手段，將達事半功倍之效。 

未來之政策應著重於透過口腔醫療在臺培訓課程，吸引新南向國家學員來

臺進行口腔醫療領域之學習與研究，並透過學術研究及教育課程來包裝南科牙

科聚落廠商之產品，藉此推廣國產品。學員除能實際了解本國之醫療軟實力之

外，亦能於培訓課程中，熟悉使用各項南科聚落生產之牙科醫療系統、儀器，

以加速對我國產品的認識，進而打造口碑與品牌形象。 

透過教育平台是發展國際牙科醫療非常可行之方式，例如舉辦國際論壇，

邀請東南亞各國牙醫師來臺交流，推廣臺灣產品，促成來臺醫師因教育訓練而

購買臺灣的產品。另外如新南向政策開辦之口腔醫療碩博士班，牙醫學生來臺

訓練四、五年，學習臺灣的技術與使用臺灣的產品，回去開始執業後就會陸陸

續續購買臺灣牙材產品。 

很多印尼學生到臺灣來讀牙體技術碩士班，因為東南亞沒有牙體技術科系。

臺灣牙技系一般大學只有北醫有，其他都是技職體系，所以東南亞各大學牙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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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或醫院的牙醫師被指定要管理或規劃牙技系（Dental Technology 

Department）時會來臺灣攻讀牙技系碩士班，因此建議將牙技和口腔衛生也納入

教育輸出之考量。 

牙科前來臺灣(inbound)的教育比醫科還重要，因為醫科是接受訓練的醫師回

國後最多只能轉介病人給老師，而牙科則可連動產業。故政府若能對訓練國外

來的牙醫師有完整的規劃，會比現在由廠商各自舉辦或各醫院學校自己主導的

更加有效。 

3.運用國際臨床牙醫教學與示範中心來推動產官學三方合作 

建構在臺灣之國際牙醫臨床教學與示範中心，開設系列口腔醫療繼續教育

課程，即能藉由臺灣牙醫研究能力之優勢，配合國內牙科醫療產業，整併出一

系列臨床牙科產業鏈。並以本國為中心，藉由產、官、學之三方合作，將此一

體系推廣至東南亞國家，使外國學員熟悉臺灣牙科產品，進而在該國提升臺灣

產品替代其他外國牙科產品比例。臺灣政府應協助廠商在地深耕，主動出擊，

以教育包裝產品，才能有效推廣產品，建立臺灣品牌的信賴感。 

東南亞牙材市場的建議推廣概念示意圖如圖 4.15所示： 

 

  
OUTBOUND 

教學培訓 

當地設立醫療機構 

醫療技術 

牙材設備 

配合當地機構廠商 

INBOUND 

引入人才受訓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2021年 

圖 4.15 東南亞牙材市場建議推廣概念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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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臺灣一直以來都在培訓東南亞的牙醫師，其中許多更具備管理決策者的身

分，可惜未能透過這些種子輸出國產品牌。國際牙科醫療座談會中提出東南亞

各國來臺就學的例子中，不乏類似越南牙醫師到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求學，打算

學成歸國後回胡志明市開設牙科醫院，或是菲律賓馬尼拉東方醫院的院長到臺

灣攻讀碩士學位這樣的例子。這些都是臺灣能協助規劃以整廠輸出提供臺灣製

之牙科器材的絕佳時機。故本章研究總結應當利用牙科教育讓這些由臺灣訓練

的牙醫師回去後成為臺灣牙材、器械與儀器品牌的客戶以及意見領袖(Key 

Opinion Leader)。 

臺灣廠商若要在國外設立示範中心(demo site)，不僅需要當地人脈，也需資

本與醫界資源，過去靠各別廠商自行發展的成果有限，應由政府出面協助媒合

醫療院所、牙醫學院與廠商。目前許多牙醫師對於到東南亞執業或拓展據點的

意願非常高，例如國維牙醫連鎖診所在菲律賓等地都有海外診所。未來若能由

政府協助廠商與診所合作，將這些設立於海外的據點或配合的當地診所轉型成

為臺灣產品的示範中心(demo site)，透過當地臺灣訓練出的牙醫師實際使用產

品，可以增加臺灣牙科廠牌的推廣力道。本研究認為：醫科治療是以團隊為

主，因此會有高難度病人回流；而牙科治療以個人為主，會帶出使用儀器的產

業。 

韓國和泰國強制規定國內醫療院所要使用國產醫材、藥品和儀器設備，如

此不僅能在國際間建立國產品牌的聲譽，也能培育國內病患與民眾選擇自身產

品的信心。故建議臺灣要有一套機制落實優先使用國產醫材或牙材，專家討論

認為可透過評鑑或健保給付來執行，例如將要使用到多少比例的國產牙材或器

械列入醫學中心的評鑑項目，這也是提高國產品牌使用率最快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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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構具高強度防疫量能之國境醫院  

一、建置具防疫量能之國境醫院及其運作模式  

(一) 建置之必要性 

發展國際醫療對臺灣長期的醫療服務提升或醫療產業發展都有正面意義。

如同在第一章前言內所述，在疫情期間，如何持續地吸引國外病患來臺至為重

要。爆發新冠疫情後，臺灣政府於 2020 年 8 月時重新開放國際病患來臺治療，

但申請條件除了急迫性醫療需求外，僅限延續性治療的病患並要考量其新冠肺

炎傳染風險性。依照此限制，臺灣醫療將難以吸引新的國際病患。後又於 2021

年 5 月時因為疫情加重而暫停國際醫療。在防疫前提下，臺灣醫院如何在政府

限制政策下發展國際醫療將會是當前推動執行的重點。 

由於現行臺灣隔離與應變醫院並不適合收治國際病患，加上國內疫情變化

常會讓各醫院捉襟見肘，不太有足夠量能收治國際病患，若於國門建立「國境

醫院」作為中繼，並以「非接觸醫療/零接觸」與「遠距醫療」做為建置規畫重

點，如此可以避免外國病患直接進入國內社區。而設置的「國境醫院」即是從

事國際醫療醫院的緩衝醫院，用以擔任隔離過渡與轉診的角色，提供檢疫、病

患檢驗與配合遠距診斷，在隔離期間施行目的治療之前置作業、提高醫療服務

效率並保護病患與臺灣醫護人員的安全；但治療仍以吸引病患來臺具醫療專長

的醫院為主(以下稱標的醫院)。 

該國境醫院亦可發展為結合非(零)接觸醫療和電子科技業的示範場域，以建

構一個安全且可控制的環境來發展國際醫療及相關產業。尤其非接觸醫療將會

是後疫情時代的國際醫院之運轉模式，臺灣應該趁機結合高水準醫療與竹科資

訊和通信科技產業（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的優勢，

透過醫療防疫經驗與資通訊電子業的設計能力訂定非(零)接觸醫療和電子科技規

格，這將更有機會讓臺灣在國際醫療市場上成為醫療新興強國。 

故建議建置的國境醫院，是以全國防疫的角度進行規劃。雖然平時具備服

務國際病患的功能，但疫情期間僅作為隔離的中繼醫院，採取與標的醫院合作

提供醫療服務。 

自 2020 年疫情之初，為了防堵疫情入境，亞洲各國採取設置與規劃不同規

格的專責傳染病防治醫事機構以防堵疫情擴散。如新加坡設置一處包含實驗室

與大型檢測中心，且能防堵伊波拉病毒之國家高危險傳染病防治中心、南韓規

劃設置專責傳染病防治公立醫院、中國大陸廣州設置國際健康驛站，其為一處

取代防疫旅館與兼具發燒篩檢門診的入境隔離檢驗中心、印度與泰國設立航廈

隔離病房、越南與泰國於機場設置臨時野戰醫院來收治大量輕症病患。絕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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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的醫院皆設立於機場周邊 20km 範圍，目的是將境外移入的病例阻絕於社區之

外。(表 5.1，圖 5.1) 

 

表 5.1  亞洲各國的專責傳染病防治醫院分析 

 新加坡 越南 泰國 印度 中國大陸 南韓 

設立年份 2019 2020 2021 
2021     

預計 

2021     

下半年 

2021     

下半年 

2024     

預計 

營運 

單位 

國家傳染

病中心 

第七軍區

與地方政

府 

蒙庫瓦塔

納醫院 

泰國機場   

公司 

玫丹塔 

醫院 

廣州國際

健康驛站 
公立醫院 

類型 
傳染病防

治中心 

野戰     

醫院 

野戰     

醫院 

航廈內 

醫院 

航廈內 

醫院 

檢驗隔離

中心 

傳染病專

責醫院 

床數 
330 

(500)* 
1,000 1,800 5,000 85 5,000 尚未規劃 

連結機場 無規劃 

胡志明    

新山一    

國際機場 

曼谷     

廊曼     

國際機場 

曼谷     

蘇凡納布

國際機場 

徳里英迪

拉·甘地

國際機場 

廣州     

白雲     

國際機場 

尚未     

規劃 

距離機場 21 公里 12 公里 0 公里 0 公里 20 公里 20 公里 尚未規劃 

註:＊必要時可擴充 

 

 

 

 

 

 

 

 

 

 

 

 

 

 

*必要時可擴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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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印度與泰國已經著手建立航廈內具備隔離病房、呼吸器與檢驗設施等級

的 COVID-19「專責醫院」，負責將境外移入的病患有效阻絕於國境之外。此模

式採用不讓病患進入國境，將醫院置於境外航廈。其餘國際上位置在機場或是

緊鄰機場的醫院皆屬診所或是小型醫院(如洛杉磯 LAX 機場 LAX Medical Clinic 

與舊金山機場 SFO Medical Clinic)。而診所或小型醫院多未申請或通過國際認

證，如美國醫療機構國際認證聯合委員會 JCI (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JCIA)的認證，且多數亦缺乏負壓隔離病房、手術室與大型檢驗中

心。研討過程中，也有受訪專家建議直接將醫院設立於海關與移民關之外，同

時建議適合臺灣國境醫院設置的地點為距桃園國際機場 30 分鐘以內車程或是

20 公里以內距離，與各國邊境防疫的醫療院所選擇一致。除了考量防疫所需，

也建議醫院整體通過 JCI 等國際認證與地區醫院評鑑，如此才能兼顧國門的邊境

防疫能力與國際醫療的重任，而且當需要任務轉型時亦可無縫接軌。  

(二) 國境醫院之定位與任務 

亞洲國家因防疫需求，各國政府陸續提出或設立以專責防疫與國境防疫為

主軸的醫療機構。本報告提出的國境醫院，即是結合邊境防疫與鬆綁國際醫療

限制的概念，不僅在疫情期間能提供延續先前治療的人道醫療，也能吸引新的

國際病患。藉由國境醫院與標的醫院合作的會診與轉診流程，提供國際病患臺

灣的傑出與特色醫療，在疫情期間走出與其他國家不同的路線，掌握建立臺灣

於全球國際醫療市場的品牌與名聲之機會。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2021年 

圖 5.1  亞洲各國的專責傳染病防治醫院分類 

 



臺灣國際醫療發展走向與促進醫療產業之發展 

88  

國境醫院的任務具三個層面: 

1.首要任務是防止境外疫情移入以保護國人健康 

於國際機場邊境設立國境醫院以針對入境尋求必需醫療的病患進行防疫管

理，是疫情期間防止境外疫情移入的最佳方式。因事屬國境管理，國門防疫任

務當然由政府統籌指揮並以非營利(Non-profit)為出發點進行營運與規劃。統籌

指揮的目的在於疫情之下中央指揮中心會依照疫情嚴重程度對醫療院所做出滾

動式的政策調整，例如要求所有的專責醫院在全國疫情警戒第三級時騰出 10%

的床位作為專責病房，後續降為二級警戒時，改要求醫院空出 2%的病床。可見

疫情期間，政府會作防疫和經濟上的考量，故建議國境醫院的營運規劃由政府

進行主導，醫院收入與國家支出均由中央政策決定。 

2.需要時可轉變成為防疫專責醫院 

當國內疫情趨於嚴重時，國境醫院能迅速轉變成為防疫專責醫院，專門收

治經國內各醫療院確診 COVID-19 需要隔離的病人，協助釋放國內重要醫療院

所的醫療量能，避免國人就醫情況受到影響。舉 2021 年疫情為例，醫院營運者

表示，一旦醫院有新冠肺炎感染狀況傳出，隔日營運立刻減少約 20%。在指揮

中心宣佈三級警戒期間，許多醫院因收治感染病患或出現院內感染的狀況，不

得不長時間停止門診或暫停非緊急手術。無論是因為醫院降載，或是病人主動

避免踏入醫院，許多國人的就醫權益甚至病情在疫情期間皆受到嚴重影響。將

國內新冠肺炎病患集中於國境醫院是舒緩一般民眾就醫恐懼以及讓醫院能正常

營運的最佳良方。 

3.國境醫院規劃採用臺灣廠商的醫療儀器與藥材 

於訪談電子與遠距醫療產業的專家過程中，了解到許多已跨入或計劃跨入

醫療產業的電子業廠商，一直企盼能與願意採用國內廠商所提供的全方位解決

方案(Total Solution)之醫療院所合作。全方位方案有系統整合上的優勢與開發需

求，比目前分散於不同醫療院所的方式更符合業界的期望，故訪談的業界與醫

界對於國境醫院能成為國內研發產品的全新示範場域皆表達高度興趣。其中以

如何在保護第一線醫護人員的前提下，提供最佳且最有效率的醫療服務，一直

是 2020 年疫情以來醫界與廠商所追求的。若能規劃整合透過遠距醫療儀器所提

供的非(零)接觸診療產品服務，即能讓國境醫院成為臺灣醫療設備最新的全方位

解決方案示範場域，從而期許成為醫療院所與國產醫療儀器共同開發的典範，

進而成為一個醫療與電子資通訊產業結合的亞洲區域中心(Regional Hub)。 

(三)具防疫量能之國境醫院運作 

臺灣過往推動之國際醫療以健檢為主，但健檢技術門檻不高，加上臺灣觀

光資源不多，很容易被其他國家取代。因此，臺灣應該推動傑出與特色醫療這

種目的性強的國際醫療。尤其全球疫情爆發後各國限制旅遊，傳統旅遊導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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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緊急或非必要性的國際醫療型態更將難以生存，臺灣也是如此。欲使國內不

受疫情影響，若透過「國境醫院」，以「非接觸醫療/零接觸」與「遠距醫療」方

式提供國際醫療服務，規劃國際醫療泡泡，包含境外採檢、入境篩檢輔以國境

醫院隔離，此將可成為臺灣國際醫療轉型的亮點。未來若國外因疫情嚴峻或又

爆發他種高度傳染性疾病而無法接受國際病患時，臺灣將可不受影響，持續讓

國際上有醫療需求之病患來臺。  

國境醫院可兼顧國際醫院的角色。在國際疫情持續情況下，建議國境醫院

之運作方式應考慮以下四種情境: 

1. 臺灣疫情嚴峻，國外亦是疫情嚴峻 

各國應該都會採取鎖國政策，此時國際醫療病患應該無法來臺就醫，國境醫

院可以轉變為國內的傳染病專責醫院。 

2. 臺灣疫情嚴峻，國外疫情緩和 

依照 2020 年至 2021 年第三季狀況推測，此種情形不易發生，即使發生，不

僅臺灣無法接收國際病患，國際病患來臺接受治療的意願也會很低，國境醫院

一樣可以成為傳染病專責醫院。 

3. 臺灣疫情緩和，且國外疫情緩和 

此時臺灣國際醫療就會重新啟動，依照疫情前的模式進行。此時國境醫院功

能就非常有限，只剩零星疫情的防疫功能。此時一種方式是如同新加坡國家傳

染病中心的高危險傳染病防治中心一樣備而不用，另一是透過與臺灣國內的儀

器設備廠商的合作，成為可以推廣臺灣醫療產業的示範場域(Demo Site)。 

4. 臺灣疫情緩和，國外疫情嚴峻的狀況 

就是目前 2021 年臺灣的情形。相較於周邊的國家如日本、越南、印尼、馬來

西亞、菲律賓等國家，臺灣疫情與確診數相對輕微。此時國境醫院就可以負責

國際病患 14+7 天的隔離任務，隔離同時可以進行治療前檢查、準備與治療規

劃。 

上述四種情境中，短期內以臺灣疫情緩和而國外疫情嚴峻以及國內外疫情

皆嚴峻兩個情境發生機率最高。故國境醫院在臺灣疫情轉嚴重的第一時間，可

以由中央政府徵用為傳染病專責醫院，協助臺灣醫界渡過第一波的疫情衝擊。 

國境醫院的規劃要考慮中央的政策，目前(2021 年 12 月)，全國疫情警戒仍

維持第二級時，指揮中心要求所有醫院都要維持 2%的專責隔離病房。雖然部分

醫院認為國際病患在檢疫所或是自己醫院隔離即可，似乎讓國境醫院存在的必

要性降低。但事實上，當醫院內有確診者住院而不幸發生院內感染時，單是進

行接觸者匡列就會讓整個病房甚至大半個醫院癱瘓，導致全院幾乎無法正常運

作，如同今年(2021 年) 5 月多所大醫院的經歷；或者當大量的輕重症患者在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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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突然出現時，唯有兼具傳染病專責的國境醫院才有辦法容納大量病患，集中

醫治，讓醫護人力和醫療資源更為妥善運用並維護各醫院的正常醫療功能。而

國境醫院的建議運作方式說明如下: 

1. 服務模式的規劃 

前述章節欲接受臺灣特色醫療或高階放腫治療的病患是否能來臺治療，會

受到臺灣因應疫情的政策改變而定，所以國境醫院可以成為臺灣國際醫療的突

破點。本報告規劃國際醫療服務在國境醫院隔離後再到標的醫院(如長庚醫院、

臺大醫院或是臺北榮總)進行治療。建議流程如下(圖 5.2):  

(1) 招募、吸引國際病患 

A. 由國境醫院結合派駐當地外交單位、僑委會、私人機構如旅行社或

是當地合作的醫療機構，共同宣傳臺灣醫療與招募病患，以及協助

國際醫療簽證的申請。 

B. 透過一國一中心計畫，由國境醫院或國內醫療中心負責提供國際病

患行前之醫療諮詢或服務，例如搭機前 3 天內的新冠肺炎陰性核酸

檢測、來臺的行程規劃，甚至包括幫助國際病患行前之標的醫院與

主治醫師的選擇。 

(2) 國際病患抵臺 

A. 抵臺後應於國境醫院隔離 14+7 天，由國境醫院進行新冠肺炎核酸檢

測，確定國際病患無染疫。 

B. 隔離期間由國境醫院進行理學與生化檢驗，以避免標的醫院重複耗

費醫療資源，且能縮短在臺治療時間。 

C. 由標的醫院透過遠距醫療與國境醫院醫師會診國際病人，由國境醫

院施行目的醫療的前置作業，視醫療性質大約可縮短 3 天左右的在

臺時間。 

D. 安排陪同親屬於配合的飯店或國境醫院內隔離住宿。 

(3) 國際病患至標的醫院治療  

A. 於國境醫院完成隔離與檢查後，轉診至標的醫院進行疾病治療。 

B. 標的醫院提供如本報告第三、四章所述的傑出特色醫療或是高階放

腫粒子中心等醫療服務，以及離臺前的治療後照護。 

(4) 癒後追蹤 

A. 國際病患回國後，由當地合作醫療機構進行追蹤，並定期與臺灣主

治醫師遠距回診診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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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邊境防疫與非接觸式醫療檢查  

以 2021 年 5 月疫苗施打率仍偏低時，紐西蘭與澳洲之間曾執行的旅遊泡泡

(Travel Free Zone)為鏡，紐西蘭與澳洲之居民若各自在原地待滿 14 天以上，即

符合不需隔離的旅遊限制，但會隨著疫情即時調整與暫停(例如紐西蘭五月即暫

停澳洲昆士蘭省的班機與旅遊泡泡)。當時除旅遊泡泡外，澳洲與紐西蘭仍是近

乎鎖國狀態，非必要與不具備公民或居留證之旅客無法入境。若來自非旅遊泡

泡地而可以入境者，必須具備新冠肺炎測試(PCR)陰性者並在入境後隔離 14 

日。搭配嚴密的邊境防疫管制，加上隨時因應疫情長時間的封城，兩國才能在

去年(2020 年)高峰後逐漸邁向清零(見圖 5.3 與圖 5.4)，而啟動今(2021)年 5 月時

的雙方安全旅遊泡泡。  

 

資料來源: JHU CSSE COVID-19 Data, 2021.05.29 

圖 5.3  澳洲 2020 年 3 月初至 2021 年 5 月底新冠肺炎病例數 

圖 5.2  建議之國際醫療服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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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JHU CSSE COVID-19 Data, 2021.05.29 

圖 5.4  紐西蘭 2020 年 3 月初至 2021 年 5 月底新冠肺炎病例數  

 

因紐澳雙方政治、地緣與歷史上關係本來就相對緊密，雙方才能提出旅遊

泡泡，但紐澳兩國對國際上其他國家基本上仍然是關閉的，包含國際醫療。任

何型態之旅遊仍然會因邊境防疫措施與隨時可能封城而受到影響。目前許多國

家疫情仍嚴峻，加上病毒持續變種，未來除必要商業活動外，跨國觀光旅遊都

會受到限制。以往的觀光醫療榮景要復甦將需要一段時間，但必要性的國際醫

療需求並不會因疫情而減少，尤其是來自低國內生產毛額(GDP) 之高收入患

者，會在多數國家無法接受入境時有更迫切之醫療需求。  

在國際醫療因為疫情而停滯的時候，臺灣若能與各國建立醫療泡泡，即能

藉由醫療泡泡與領先全球的醫療實力，發展為疫情下的國際醫療重鎮。而「國

境醫院」即能扮演臺灣與各國間國際醫療的緩衝區，完成臺灣獨特的醫療泡

泡。  

為確保邊境防疫安全，病患收治申請應符合防疫政策，採取專案申請，且

來臺就醫必須屬於非求治新冠肺炎的急迫性醫療需求，排除醫美與健檢項目，

來臺檢疫規範建議合併現行需提出入境前 3 個工作日的新冠肺炎核酸檢驗陰性

報告，與入境時通過發燒篩檢等措施，方能避免此國境醫院成為收治國際新冠

肺炎病患之專門醫院。 

國境醫院一方面能讓臺灣在不影響國內醫療與避免社區感染的前提下具備

收治國際醫療病患量能，另一方面能讓病患在專業醫療環境下隔離(建議至少 14 

日)，並同時於隔離時進行問診與進行治療前之非(零)接觸檢查/檢驗。  

國境醫院在病患入境隔離時，所提供之非(零)接觸診療可包括: COVID 核酸

檢測、基本生化數值與生理檢查和 X 光與超音波等理學檢查，並在檢驗同時能

提供與標的醫院之主治醫師進行遠距診療之設備，縮短日後轉診至標的醫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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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與減少醫療資源的重複使用(見圖 5.5)。未來更可納入利潤較高的高端影像

檢驗(如 CT 影像掃描)以及抽血基因檢驗。國際病患若能在國境醫院完成多數檢

查，將不會佔用國人平時所需之醫療資源。另國境醫院建置時應考慮全院負壓

環境，如此在病患一但 PCR 檢測為陽性，就能立刻就地在該院治療與隔離，不

必再轉送。  

有國境醫院的輔助，標的醫院的醫療服務就能聚焦在病患來臺求診的特色

醫療、粒子治療或是達文西手術等治療，以及更精準的 PET 正子掃描與 MRI 核

磁共振檢查等(圖 5.5)。  

 

 

圖 5.5  國境醫院與標的醫院醫療服務流程 

 

考量避免國人染疫風險，建議於國境醫院增加入境後核酸檢測，避免病患

於旅途中在不知情狀況下感染新冠病毒而帶入國境內，需符合第一次採檢(核酸

檢測)陰性，或是發燒篩檢有症狀與第一次採檢陽性後需間隔 24 小時候進行第二

次採檢陰性方能進行非(零)接觸診療檢測；若不符合上述檢測陰性之病患，則須

先於國境醫院隔離並接受新冠肺炎治療。無症狀者第一次採檢(核酸檢測)陰性者

與有症狀但 24 小時二次採檢(核酸檢測)轉陰性者，入境隔離完成且完成非接觸

式診療後 (至少 14 日以上)，需進行第二次(或第三次)核酸檢驗，檢驗陰性者方

能繼續至標的醫院進行治療。  

國境醫院與標的醫院之間的遠距診療，因遠距醫療相關法規的鬆綁，有機

會在符合法規下進行運作。依據衛福部 2018 年 5 月 11 日發布之通訊診察治療

辦法相關內容，開放五類特殊情形之患者接受通訊診察，並在 2020 年函釋放寬

通訊診療辦法，放寬居家檢疫或隔離民眾為通訊診療適用對象。故於國境醫院

隔離的國際病患在疫情期間符合明定適用的特殊情形，得以進行通訊診療(圖

5.6)；另一方面，國境醫院因具備專業之醫師與醫護人員執行醫療行為與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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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屬會診形式，亦與現行多數核准通訊診療情形一樣屬於會診。國境醫院應

能提出通訊診療計畫，提報衛生機關核准實施。  

圖 5.6 2018.05.11 通訊診察治療辦法開放五類患者(特殊情形) 

 

二、國境醫院與醫療產業合作模式構思 

 (一)與現有之國際醫療醫院合作模式 

1. 連結國際醫療服務平台  

藉著具備防疫功能的國境醫院讓臺灣的國際醫療整體產業活絡起來，是國

境醫院的服務模式。相較以往推動的專責國際醫院，國境醫院不會與非專責國

際醫院有直接的競爭關係以及市場瓜分疑慮，兩者轉為上下游關係，以尋求兼

顧雙方利益。避免難以釐清此國境醫院是否能提升臺灣整體醫療院所的國際醫

療產值，或是國際醫療示範醫院在醫學中心與知名醫師團隊的夾擊下是否有生

存空間的問題。 

故為推動國境醫院能朝與標的醫院建立上下游關係模式發展，建議由衛福

部出面整合全臺灣的醫療機構合作，成立疫情下的國際醫療服務平台，該平台

以國境醫院為中心，讓國際病患入境，並負責宣傳與招攬國際病患，而標的醫

院則專注於利潤較高的特色醫療或放腫治療與檢驗上。此模式於研討過程中徵

詢多家公私立醫學中心與區域醫院後發現，接受度高且反應非常正面。至於病

患來臺治療費用上的分潤，因國境醫院起了很大的輔助作用，各醫院也願意洽

談合作模式。 

2. 提供標的醫院中繼服務 

過往臺灣欲推動之國際專責醫院，本身須具備極佳的醫療實力，由已有醫

療口碑的醫師團隊與各類高階的醫療設備組成，如此才有能力吸引國際病患。

雖然有專家提出，國境醫院的模式長期營運不易，若具備標的醫院的治療國際

病患的團隊與量能，則有能力吸引國際病患於國境醫院留下治療。但另有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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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認為，國境醫院若成為專職國際醫院，就會成為健保北區新增一家區域級

醫院的競爭對手，不但目前無特區國際醫院的法源，一旦成立，其國際醫療的

知名度與水平亦難與和距離不遠的林口長庚、臺大醫院、臺北榮總、臺中榮總

甚至是中醫大附醫競爭。另一方面，具醫療口碑之醫師團隊亦非短期內可建

置，醫界普遍認為新組成之特色醫療團隊競爭力與經驗一定不如既有醫療團

隊。所以國境醫院若要具備以往觀念上所謂的國際醫療醫院的能力，必須要有

特色才能與臺灣其他醫院有所區隔，甚至要比國際上其他國家之醫院突出。然

若投資醫療重裝備(如粒子治療儀器)，將難以回本。故國內重量級私立醫院代表

也另外建議可考慮將國境醫院規劃成為一開放式醫院(Open Staff System Hospital)

的架構，允許各標的醫院服務之醫師雙重執業(dual practice)，可降低國境醫院的

人力成本與提高其競爭力。 

 (二) 非接觸式型態醫療連結電子科技產業之合作示範 

圖 5.5「國境醫院與標的醫院醫療服務流程」中提出非(零)接觸醫療與遠距

醫療服務模式，是期望結合臺灣國際知名的堅實資通訊科技製造實力(如晶片生

產設計與產品代工)，在遠距醫療領域發展上，能帶動出優勢技術與能量。  

遠距醫療與非接觸醫療關係如圖 5.7: 遠距醫療 (Telemedicine)為結合電腦、

通訊技術與非接觸式醫療專業技術，讓醫師與病人能遠距互動達到診療與照護

目的。非(零)接觸醫療為遠距醫療之一部分，專注於運用非接觸式醫療技術讓醫

師與病人在面對面診療中，以不接觸方式取代傳統醫師直接替病人進行的診

斷。從病人非接觸生理監測(如透過無線電頻率/射頻 RF 不接觸測量心跳、呼吸

等)到不接觸診斷方式(病人自行透過電子耳內鏡照影像給醫師) 皆屬非(零)接觸

醫療。上述非(零)接觸醫療監測與診斷模式，在新冠肺炎疫情時，能讓醫師在隔

離病房外監控病人狀況，不只能減少感染機會，提供醫護人員一層保護，更能

減少個人保護裝置(personal protection equipment,PPE)的資源消耗。根據美國 

Definitive Healthcare 分析，美國 2020 年因應疫情採用遠距以及非 (零)接觸醫療

比例暴增 60倍。臺灣 2020 年因為需求不大，遠距與非(零)接觸醫療並未跟著國

際大幅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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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遠距醫療、照護與非(零)接觸醫療相互之關聯圖  

   

目前臺灣在遠距醫療與產業界的合作模式發展上，有遠傳電信與臺東縣政

府衛生所的視訊診療、長庚科技結合桃園長庚於桃園復興區拉拉山華陵醫療站

及澎湖將軍與西嶼鄉的遠距醫療門診、廣達電子與臺大雲林醫院的斗六雙星區

域聯防、智慧遠距傷口照護、高危新生兒外接監測與兒童心臟病篩檢群，以及

友信行與部立醫院的離島遠距巡迴門診。可以觀察到由電信業(例如遠傳)、醫院

團隊自行開發(例如長庚體系)、高科技電子業(例如廣達電子、晉弘科技)與代理

商(例如友信行)帶頭深耕遠距醫療。非(零)接觸醫療屬遠距醫療中的短距離應

用，故也能透過上述各種產業與醫院的合作模式，於國境醫院進行發展與應用

推廣。  

在打造非(零)接觸專責病房的可行模式方面，可參考的開發經驗例如: 臺大

醫院智慧醫療中心與臺灣微軟、工研院及泰博科技共同開發「血氧系統即時監

測平台」，其目的為透過混合實境 (Mixed Reality) 頭戴式裝置，搭配醫聯網的額

溫槍、血氧計與血壓計，開發打造「混合實境病房」，讓醫護人員能透過非(零)

接觸診療方式，即時監測隔離病患生理變化。在血氧濃度低於正常值 95%時能

即時預警，通知醫護介入 (健康 2.0，2021.07.08)；目前系統也於部立桃園醫院

開始上線使用 (2021.07)。此平台之商業模式即是國境醫院所須之非(零)接觸醫療

藍圖的基礎，由醫院(臺大醫院)、具備經驗的醫療儀器商(泰博科技)、資訊與系

統規畫廠商(臺灣微軟)以及具備研發實力的工研院合作開發，最後於醫院測試應

用並商轉。  

而非(零)接觸式醫療服務需配合病患照護作業流程訂定，再輔以廠商建構適

合的網域和醫療儀器設備，最後再由硬體設計補足或是協助實現非(零)接觸醫療

之診療。 

上述建構零接觸專責病房進行照護的重點，應包括:  

1. 降低醫護人員進出隔離區域的風險。  

2. 零接觸收集病患生理數據、零接觸診療與視訊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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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非(零)接觸病房醫療服務之作業需求，目前臺灣廠商提出的病房情境

(圖 5.8)以應用藍芽血氧計、藍芽血壓計、連續體溫監測器、智慧電子聽診與 

WIFI 零接觸視訊會診設備為主；另有廠商提出病床旁醫療車整合生理監測、護

理站電子白板與生理數據後台系統進行異常值分析與通報、以及建構管制區域

警告系統等等。  

透過非(零)接觸醫療設備監測與診斷隔離病患，是疫情下最有效率且最安全

的醫療服務模式。透過非接觸連續監測，不僅能降低醫護人員風險，也具備降

低人力與防護裝備的成本，其醫療作業模式可區分為: 遠端生理監測、非接觸型

診療以及零接觸醫療影像診斷。 

非接觸醫療必須建置穩定、兼顧資訊安全且不受干擾的高速傳輸網路，在

資料的傳輸上，依據不同的需求如定點(stationary)與行動(on the move)來決定頻

寬和延遲性，再透過固網、 4G 與 5G、甚至未來的 6G 特性進行應對規劃，應

用在問診、影像檢查(如五官鏡)、超音波至遠距手術等醫療目的上。資料傳輸與

交換不只在院區內必須具備整合性的標準，同時各系統也應具備獨立性，可以

在不影響其他設備下進行升級。在跨醫療院所的資料讀取上，應具備無須修改

程式或資料庫的可交換性，且存取資料標準必須落實美國 HIPAA 醫療資訊安全

防護與符合 FHIR HL7 國際醫療資料交換標準架構。另推動跨院區遠距醫療

時，資訊技術上因健保資料依然使用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應用

程式介面)，會影響醫療 IoT(Internet of Things 物聯網) 設備與 HIS(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醫院資訊系統)架接，所以建議醫療資料傳輸平台要脫離過往

點對點封閉式的系統，避免服務碎片化，造成高轉換成本。故醫療機構與廠商

應在自由市場發展下釐清技術需求，在多元發展下仍有通用架構規範

(Interoperability Framework)，才能保有互通的傳輸規範。 

硬體上，國境醫院的國際病患病房必須由單人負壓病房與單人隔離病房構

成，負壓病房則需分樓層。隔離與負壓病房建議可運用電控玻璃相似的設施，

能兼具隱私與診療需求。病房內應具備不侵犯隱私之生理監測與方便醫師問診

之照相鏡頭和隔著玻璃可進行診療與抽血等醫療行為之平台。診療上應有醫療

物聯網設備輔助非接觸性診療的基本遠端數位耳內鏡、內視鏡、皮膚鏡、聽診

器、超音波等產品，國內廠商舉例如下: 藍芽血氧計有雃博手指型血氧濃度計；

連續性體溫監測有 FOR A 福爾穿戴式體溫計、愛微科技智慧連續體溫貼片與廣

達 QOCA 拋棄式藍芽體溫貼片(2021 紅點產品設計獎)；藍芽血壓計則有泰博血

壓計；還有如廣達 QOCA 智慧心肺音聽診儀(2021 紅點產品設計獎)及華碩與廣

達的智慧醫療車等；另外也可以有移動式 X 光機可至病房前非接觸的進行影像

診斷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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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慧誠智醫、廣達電腦; 本研究整理，2021年  

  圖 5.8  病房非(零)接觸醫療照護情境圖  

 

臺大雲林分院是臺灣第一間針對新冠肺炎採通訊科技防疫病房運作的醫

院，其實際運作模式，乃利用遠距醫療對入住負壓隔離病房與負壓加護病房之

新冠肺炎病患提供持續性低接觸、高關懷的醫療照護，例如於隔離病房內設置 

4G 生理訊號傳輸設備(如低血氧監測)、數位電子聽診器與喉頭麥克風及視訊設

備，並連結由護理站監測並追蹤症狀與給予心理支持(圖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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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臺大雲林資通訊科技與創新服務偏鄉醫療簡報，2021年 

圖 5.9  臺大雲林資通訊科技防疫病房運作模式 

 

在國境醫院透過跨院國際醫療服務以帶動遠距醫療應用方面，目前遠距醫

療存在仰賴全民健保給付的現況，不僅區域與對象有限，給付科別項目也受限

(目前僅眼科、耳鼻喉科、皮膚科、急診、慢性居家與新冠肺炎居家檢疫)，商業

保險也尚未跟上。基層醫師、藥局與檢驗師也認為遠距醫療給付對現行健保給

付有排擠效應。但未來若能引入商業保險搭配遠距醫療，此商業模式就有機會

讓病人、醫療院所、醫師、廠商、保險公司與健保署各自受惠。而 2018 年公告

之國內遠距醫療照護的服務區域或對象除山地、離島與偏遠地區外，特殊情形

涵蓋急性住院出院 3 個月規劃、住宿型長照機構、居家照護、家庭醫師整合照

護、國際醫療以及 2020 年放寬的 COVID-19 居家檢疫或隔離的民眾。若國境醫

院與標的醫院間的遠距會診有機會透過符合上述條款最後涵蓋之國際醫療對象

進行推動，由雙方合作提供國際病患醫療服務，就可以在國境醫院發展 Doctor 

to doctor to patient(醫師對醫師對病人) 的跨院國際醫療模式，帶動遠距醫療產業

的發展。如此就能由現有的山地、離島、偏遠地區就醫困難的遠距醫療服務，

擴大拓展到醫學中心與區域、地區醫院間的防疫隔離需求以及遠端手術等項

目。 

另一方面，法規推動上因政府目前都是透過計畫支持，造成煙火式的結

果，難以永續經營。醫療院所與產業界一致表示政府若能放寬法令限制，不再

受限於專案或僅能於偏遠族群上的應用，遠距醫療就能蓬勃發展，且會出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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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於現行法規的創新遠距醫療通用(Ubiquitous)平台來整合目前的各醫療院所

的解決方案。因此建議由國境醫院與標的醫院間的遠距國際醫療，以及國境醫

院內的非(零)接觸醫療作為開創未來政府放寬遠距醫療的由上而下模式(top-down 

model)，進行試運行。  

最後在有關借力國境醫院以發展智慧醫院生態系，並尋求推動智慧醫院之

整院輸出之推動想法方面，國境醫院建置非(零)接觸醫療病房時，要運用遠距醫

療科技在最低限度的接觸下提供最高品質的醫療服務。因此期望國境醫院透過

醫療物聯網建置智慧隔離病房，透過智慧影像等醫院資訊系統的連結，最終達

成智慧醫院以及提供智慧遠距醫療服務，與標的醫院合作提供國際病患完整的

醫療服務(圖 5.10)。如此透過發展非(零) 接觸與遠距智慧醫療開始，建置出可以

整院輸出國際的智慧醫院生態系(ecosystem)。  

 

 
 資料來源: 廣達電腦，2021年，本研究整理 

圖 5.10 國境醫院智慧醫療建置概念 

 

綜合上述論點，臺灣若要因應疫情並持續推動國際醫療服務，建置國境醫

院將會成為必要之建設。本國境醫院需具備「非接觸醫療/零接觸」與「遠距診

療」設備與量能，一方面能確保入境國際病患的隔離安全，也能提前讓標的醫

院醫師做出治療前診斷；另一方面能成為突破現行遠距醫療的限制，作為未來

遠距醫療開放的先例。國境醫院設備擬結合臺灣既有廠商設計能量，例如：健

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智慧醫療病房、非侵入式檢測儀器、遠距照護、非

接觸式生理訊號感測系統等，並成為示範場域(demo site)，最終制定出未來兼具

防疫功能之國際醫療醫院應有的規格與流程，成為國際上國境醫院整院輸出的

最佳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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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臨之挑戰 

經訪談多家醫療中心與區域醫院後，若以國境醫院協助國際病患在隔離期

間提前進行醫療服務，在疫情期間的確有其價值，因為目前臺灣國際醫療處於

停滯狀態，就算恢復專案審查模式，病患來臺隔離期間必須是 14+7 天。於隔離

期間，標的醫院幾乎不能替病患做任何醫療行為，僅能以了解病情及制定治療

計畫為主。若能在隔離期間由國境醫院提供治療前的準備，如臍帶血的檢驗，

就能替醫院與病人省下至少 3 天的時間。故國境醫院具備提前準備一些術前檢

查與帶來更多國際病患轉診至標的醫院治療的功能，所以各醫療中心皆有意願

加入此國際醫療服務模式。 

國境醫院是全新的概念，是做為國際醫療進入臺灣的緩衝模式，在經營上

最大風險是必須由國家出面規劃，一方面配合防疫政策，另一方面統籌與標的

醫院之間的人流與金流，維持營運。若疫情持續緩和，專責病房的需求就會愈

來愈低。如 2021 年 5 月時政府要求各醫院空出 10%的專責病房，到 11 月時已

降到只要 2%，各醫院就有量能把國際病人拉到自己醫院隔離。國際病人可以在

政府專案核准入境後，直接到標的醫院進行隔離後治療，甚至在後疫情時代，

國境醫院將有可能直接失去其存在的意義，且其與傳染病防治醫療網的指定專

責隔離醫院與區域應變醫院功能有所重疊。 

四、因應策略 

本章第一節中表 5.1 所舉例之新加坡高危險傳染病防治中心，是政府以防疫

概念策略支持，因此無疫情時不收治病患，其 330 個隔離病床僅在疫情爆發有

需求時啟用。此規劃完全是以傳染病防治的概念出發，不管是新冠肺炎還是建

置當初目標防堵的伊波拉病毒。 

臺灣國境醫院與新加坡的單純防疫醫院有所不同。國境醫院定位為輔助治

療國際病患之標的醫院來重啟國際醫療，讓臺灣各傑出與特色醫療團隊能不受

疫情影響，收治有急迫性且有延續性或已在治療療程期間的國際病患。其任務

為國際病患於標的醫院治療前之橋接/中繼醫院，以輔助標的醫院診斷與防疫隔

離為目的。也能排除國際病患有可能會將疫情帶入民眾就醫看診的國內醫院之

不確定性。 

所以與星國相同之處在於新興傳染病疫情發生時可依法啟動、收治病患，

保全國內醫療體系之正常運作及各類病患之妥善收治，確保民眾生命安全、降

低社會恐慌，且皆以非營利為目的。 

事實上臺灣政府於 SARS 疫情後實施的「新興傳染病風險監測及應變計

畫」有特別要求建置傳染病防治醫療網。目前全國 22 縣市均有傳染病指定網區/

縣市的應變醫院，分別為: 臺北市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臺北市)、新北市聯合

醫院(新北市)、衛福部基隆醫院(基隆市)、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宜蘭縣)、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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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部金門醫院(金門縣)、連江縣立醫院(連江縣)、衛福部桃園醫院新屋分院(桃園

市)、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新竹市)、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竹東分院(新竹縣)、衛福部苗栗醫院(苗栗縣)、衛福部臺中醫院(臺中

市)、衛福部彰化醫院(彰化縣)、衛福部南投醫院(南投縣)、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雲林分院(雲林縣)、衛福部嘉義醫院(嘉義市)、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

長庚紀念醫院(嘉義縣)、衛福部臺南醫院(臺南市)、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

市)、衛福部屏東醫院(屏東縣)、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澎湖

縣)、衛福部花蓮醫院(花蓮縣)、以及衛福部臺東醫院(臺東縣)。疾管署每年亦編

列預算補助網區應變醫院辦理負壓病房硬體設備強化及病患收治品質提升等相

關業務，與每 4 年一次的醫院評鑑及各縣市衛生局每年的防疫與感控的督考，

因此臺灣各區域級以上醫院都經過紮實的防疫與感控的演練。 

若考慮重新規畫與興建國境醫院花費金額與投入時間緩不濟急，可由現有

的公立醫院找出適合的醫院承接國境醫院之業務。建議以距離機場 30-40 分鐘，

病床數 200 床以上的合適醫院作優先考量，仿照韓國新加坡的權責醫院。 

綜合本章節提出疫情下經由國境醫院的設立，重新開放國際醫療的重點如下:  

1. 國境醫院負責成為國際市場與臺灣醫療的連結與緩衝，疫情期間的國際醫療

宣傳與行銷交由國境醫院負責。 

2. 建立國境醫院與標的醫院合作模式，並在未來由政府主導與醫療院所討論醫

療項目的分工與利潤的分配。 

3. 讓國境醫院與周邊醫藥器材廠商合作，成為能整院外銷硬體設備器材與軟體

營運管理經驗的示範場域，推廣臺灣的醫藥設備產業。 

五、小結 

新冠肺炎疫情在藥物沒有出現之前，依靠疫苗消除疫情仍有困難度，如果

認為疫情無法在未來五年內有消失的跡象，就需考慮設立國境醫院，並透過非

(零)接觸醫療和遠距醫療，連結提供治療的標的醫院。最終建立能帶動醫療產業

的整院輸出模式。 

國境醫院若轉型為單純的國際醫院，並期望以此模式營運將會是一項挑

戰。本報告提出一專門的國際醫院例子供未來決策者參考: 

全球最早的醫療綜合區(mediplex) 是由印尼華裔富豪劉德光出資興建於新加

坡花拉公園(Farrer Park)。花拉公園醫療綜合區共耗資 256 億新臺幣，園區內包

括一間三級醫療的 220 床智慧醫院(2016 年竣工)、189 間診所的諮詢中心

(medical center) (2013 年竣工)、五星級飯店與商場(2014 年竣工)。設立目標為結

合新加坡當時最先進的醫療技術、資通訊(IT)設備以及高階旅遊，藉著提供完整

的醫療照護、品味生活和購物與豪華服務吸引高階歐美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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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計畫也是新加坡國內自 1983 年以來第一間從零開始興建的醫院，因此被

賦予厚望。2008 年提出花拉公園計畫時，星國政府信誓旦旦的表示此計畫將會

帶動國際醫療，並在四年後達到一年 100 萬人次的國際病患。但出乎各方意料

之外的是直到 2019 年初，醫療綜合區的諮詢中心套房仍僅一半有診所進駐，開

幕三年的花拉公園醫院每週也平均只收到 50-60 個病患。更甚者，2019 年全年

至星國求診的國際病患也才 50 萬人次，是當年目標 100 萬人次的一半，並且多

數是來自印尼，非歐美。花拉公園醫療綜合區至今仍未找到成功模式，連在新

加坡國內也缺乏知名度。也因為經營困難，花拉公園醫院 2019 年開始不得不改

變策略，轉而吸引其他醫院滿床轉診的國內病患，這代表花拉公園醫院開始分

食星國國內其他醫院的業務。 

本報告已透過國際防疫經驗與臺灣醫界專家求證，國境醫院在疫情下有存

在之必要，且有扮演重新開啟臺灣國際醫療的價值。但疫情後國境醫院的轉型

與規劃，必須要有更深入的探討與研究，才能確保不會浪費投入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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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2006 年衛生署侯勝茂署長開始推動國際醫療，希望透過國際醫療提高臺灣

的醫療水準以及臺灣的醫療能見度，同時紓解臺灣健保的財務壓力。但多年來

在醫改會和民間人士不斷的反對及民眾的疑慮下，國際醫療並無法大力開展。 

在醫藥及醫療技術日新月異的今日，為了給國人最好且負擔得起的醫療，

健保局幾乎每個月都會經由專家共識會議，開放一些新的健保給付醫療品項，

因此民眾健保使用量的成長率一直高於健保法定成長率。受限於民眾負擔的健

保費無法同步調漲，健保局的財務壓力越來越大，於是透過給付醫院點值的調

整和健保額度的核刪來維持健保系統的運作。 

健保署(前身為健保局)給付的點值最近幾年一般大約是 0.93，亦即對醫療院

所的醫療服務收入 1 元，僅給付 0.93 元。相較於臺灣的營利事業以扣除所有經

營成本和費用之後的淨盈餘繳交所得稅 20%而言，醫療院所是以總營收之 7%交

給政府。 

因大型而有能力發展國際醫療的醫療院所除公立醫院外，幾乎都為醫療財

團法人。在此以所謂免稅的醫療財團法人為例，如果醫療服務收入 50 億，健保

署僅會給付 46.5 億，也就是政府直接徴扣 3.5 億。倘若是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法

規定的話，在健保署給付 46.5 億，而醫院利潤率以 5%來估算，這家醫療財團法

人僅需繳交 1.165 億的所得稅： 

3.5 億 (健保署不給付) + 46.5 億 (健保給付) * 5% (醫院利潤率) = 5.825 億 (醫院實

際淨利) 

5.825 億 (醫院實際淨利) * 20% (營利事業所得稅率) = 1.165 億 

是故，依現行政策，醫療財團法人實質上並沒有免稅，而是相當於繳交了約營

業淨利 60%的所得稅給政府： 

 3.5 億 (健保署不給付) / 5.825億 (醫院實際淨利) ≒ 60% 

在如此壓縮的獲利下，臺灣的醫療財團法人多以擴大規模(等同於薄利多銷

方式)、醫院間的深度合作、聯合採購來降低成本以及高強度的醫療資訊效率維

持營運，並持續投資於新醫療技術和設備來提升醫療品質追求卓越。但規模較

小的地區醫院，則因營運量體不夠大，成本無法降低，在總額給付之下，點值

下降，經營相對困難。 

目前大型醫院的經營方式似乎還沒有立即性的問題。然而以整體臺灣醫療

市場的大小，薄利多銷的經營方式不可能無限地持續，總有一天會以犧牲品質

來求生存。何況新的醫藥和醫療技術越來越貴，醫療成本不可避免地將會不斷

大幅成長。尤其臺灣已進入老年社會，退休人口愈來愈多將導致未來工作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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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的健保費佔比愈來愈低，健保署對醫院點值的調整和健保額度的核刪也有

其極限，虧損勢必會更加擴大。再加上國外新藥及新技術因健保署的低核價政

策，近年來較不願意進入臺灣市場，也導致新醫療項目較國外落後。因此健保

系統要以現在的營運模式繼續維持高滿意度將愈發困難，宜儘早謀求解決之

道。 

一、結論 

本報告透過國際文獻與新聞資料的廣泛收集、30 多位醫界權威的深度專

訪、4 次醫療專家與企業人士座談會(高階放腫、牙科國際醫療、國境醫院與非

接觸醫療 4 場)以及深入研究分析，獲致以下結論： 

(一)發展國際醫療可以成為支撐臺灣現有健保系統的強力支柱 

臺灣的醫療不論是臨床治療或是臨床研究，水準均可媲美歐美日等先進國

家。人民亦以能用最低廉的費用享受最優質的醫療而受到國際人士的欽羨。然

而這種享受可以說是以犧牲醫院營收和增加醫事人員工作量來達成。目前醫界

已逐漸顯現健保署此種營運模式的後遺症，例如地區醫院因經營不易而萎縮，

即為每年營收成長率跟不上大型醫院的成長率導致大者恆大、小者愈小的兩極

化趨勢；營收較少之科別因收入較低，影響醫事人員至該科服務的意願，人員

減少又致使工作負擔加重、醫療品質降低。以此次新冠疫情突然爆發為例，感

控醫師及護理人員，平時即屬營收較低的科別，疫情期間人力更是捉襟見肘，

影響醫院運作甚大。醫院科別間資源的差異已使目前醫療系統的走向偏斜，長

此以往，臺灣滿意度極高的現行健保系統將無法完整提供民眾所需的醫療，甚

至有可能如前健保局總經理張鴻仁預言之 2030 年大崩潰。 

本報告的研究結果可協助民眾瞭解醫療界的困境，並試著說服民眾，以臺

灣多餘的醫療量能發展國際醫療，才能有利於: 

1. 增加各醫療院所，尤其是醫療財團法人的收入及財務的穩定性，使其有

餘裕追求更高的醫療品質。 

2. 改善健保署財務：建議由參與國際醫療的醫療院所提撥國際醫療收入之

一定比例繳交健保署，一部分作為政府行銷國家醫療品牌所需之費用，

一部份改善健保署財務，以便保有一些資源支援小型地區醫院，幫助偏

遠地區民眾就醫。此項規劃亦有助於民眾接受國際醫療。 

3. 創造誘因吸引優秀人才進入醫界急、重、癌科。這些科別不僅是國際醫

療的重點項目，也是臺灣民眾需求量愈來愈大的科別。如此才能讓臺灣

的醫療全面性且持續性的進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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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讓臺灣成為新興醫療強國：此次新冠疫情防疫中，臺灣以成功的公衛政

策成為世界模範生。如果能再以優質的國際醫療吸引其他國家的急、

重、癌病患來臺求醫，將使臺灣成為新興醫療強國。 

(二)臺灣國際醫療的聚焦與突破點 

過往臺灣提出的特色國際醫療服務與其他國家所能提供的服務鑑別度不

高，例如新加坡同樣將膝關節置換手術列為其特色醫療項目，我國很難在短期

內扭轉遜於新加坡的醫療形象。另如醫美健檢等項目，國內各醫療院所幾乎都

提供一樣的服務，國際病患不容易分辨哪家醫院適合自己，或是哪位醫師的手

術量最多與癒後最佳。最後僅能仰賴各醫院既有病患的口頭轉介。而各醫療院

所的國際醫療，均為自行經營人脈而來，資源有限，規模亦不大。 

本報告將臺灣領先全球的醫療水平透過整理與聚焦，找出如下臺灣專屬且

較難複製的項目，和其他國家的國際醫療服務做出區隔，以便全力發展： 

1. 傑出且具特色的醫療項目 

全臺各區域醫院等級以上皆有獨特且傑出的醫療項目，甚至許多手術享譽

或獨步全球。本報告即列舉部分屬世界級水準的臺灣醫療服務作為發展國際醫

療的突破點，包含換肝、心律不整燒灼手術、神經叢重建顯微手術等，可以透

過共同合作行銷平台加以包裝行銷。詳述於第三章第一節的臺灣傑出與具特色

之醫療服務。 

2. 質子治療與重粒子治療 

癌症的醫療需求逐年增加，腫瘤的治療技術亦不斷進步。屬於高階放腫治

療的粒子治療，包括質子治療與重粒子治療，經由不斷的研究驗證已成為多種

癌症的治療準則(guideline)。臺灣醫療院所因持續追求醫療技術的精進以服務國

人，雖然成立粒子治療中心的成本相當昂貴且門檻極高，也已經有 15 家大型醫

院投入或規劃投入興建粒子治療中心。依照目前粒子中心興建的進度，臺灣每

百萬人口粒子治療中心將在 2025 年達到全球第一，會是第二名日本的 2 倍，更

是第三名美國的 3 倍。目前全臺僅有林口長庚與高雄長庚具備質子治療設備就

已吸引大量中國大陸癌症病患求診，在未來臺灣粒子中心將會有充足且多餘的

量能服務來自全球的國際病患時，可預期質子與重粒子治療將是臺灣未來在亞

洲甚至全球服務密度最高的治療項目。 

3. 牙科醫療 

牙科服務如植牙、矯正、根管顯微手術等是臺灣的強項且多是自費，不會

佔用國人健保資源，適合發展國際醫療。經濟能力寬裕的高階消費族群會考慮

自費就醫的方案以滿足其需求。相較於歐美同樣等級的醫療待遇，臺灣價格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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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便宜，因此爭取東南亞及華人的高階牙科醫療、口腔醫療，臺灣有著相當強

的競爭優勢。 

相對於傑出特色醫療與粒子治療能吸引國際病患來臺就診，臺灣的牙科醫

療則因牙醫師人數以每年超過 2.5%的年增率成長，牙醫師的內需市場將會呈現

飽和狀態。若僅依靠內需市場，極為可能步上日本牙科市場的後塵，陷入市場

搶食的零和狀態。故牙醫師與牙科技術亦屬於可以鼓勵向外拓展，主動出擊的

國際醫療型態。 

4. 國境醫院 

臺灣的國際醫療發展一路走來都是每家醫院各做各的，各醫院都成立有國

際醫療部門，甚至興建國際醫療大樓。因此建議由政府主導提供一家具有防疫

中繼與整合國際醫療功能的國境醫院，成為示範醫院 (Demo Hospital)。如本專

提報告訪問之國際醫療專家所形容，國境醫院正好是防疫和國際醫療的交集。 

由於國際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結束，至 2021 年 12 月臺灣仍實施邊境管制，

國際醫療只可以有限度的開放專案申請，且必須是延續性並有急迫性的醫療需

求才會准許入境。因此在能有效治療 COVID19 新冠肺炎的藥物問世之前，我國

發展國際醫療是有其限制的，故於第五章建議建構具高強度防疫量能之國境醫

院。國境醫院於疫情期間扮演國際醫療的三個角色是: 1. 防止境外疫情移入感染

國人、2. 疫情爆發時可身兼防疫專責醫院，避免疫情持續擴散、3. 疫情期間成

為連結現有國際醫療醫院的中繼服務平台。 

東協各國目前也因為防疫的必要性，會員國之間的國際醫療亦處於停滯狀

態。全球的公衛專家都認為 COVID 疫情短期內不可能緩解，一般認為快則 3 年

慢則 5 年，但現在已過 2 年，仍無緩和跡象。臺灣若能在兼具防疫的條件下提

供高階且緊急的必要性醫療服務，將能吸引迫切需要治療的國際病患，而能在

疫情中異軍突起。 

二、建議 

(一)以中國大陸、海外華人、東南亞高收入民眾及歐美中產階級為國際醫療目標

市場 

新加坡為亞洲醫療水準最能讓西方社會信任的國家，其官方語言也是英

文，但仍然無法成功吸引大量西方世界的國際病患。新加坡旅遊局分析原因為:  

1. 新加坡無法與泰國、馬來西亞進行醫療低價競爭; 

2. 因新加坡較先進的醫療技術而慕名前來的歐美病患，自然會自行前往該

具備先進技術之醫院求診 

以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為例，新加坡較泰國貴 46%、較馬來西亞貴 106%，還

能每年吸引約 25 萬名印尼國際病患至新加坡就醫，然因為印尼國內的醫療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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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近年來印尼病患逐漸減少。所以自 2015 年開始，新加坡旅遊局不再公告

國際醫療相關數據，而是將其歸類於「其他」旅遊項目；非官方數據更顯示國

際醫療的成長率並未隨著旅遊業一同成長，現在僅佔不到旅遊業外匯總收入的

4%。2020 年的疫情更是讓新加坡暫停國際醫療，使得許多醫院現在面臨沒有國

際病患的狀況。 

臺灣應該借鏡新加坡，了解旅遊不會是帶動國際醫療的主要原因，且因為

各國醫療水準均在持續提升，低價競爭不會是有效的策略。若以病人可以在低

廉價格下獲得最好的醫療作為宣傳，會導致臺灣成為與馬來西亞、越南與印度

相似的低價選擇。加強自己國際醫療的專長，和其他國家拉出鑑別度，才是臺

灣國際醫療應該採取的方向。 

臺灣短期內國際醫療的主要目標市場仍然維持在中國大陸、東南亞與全球

之華人。雖然中國大陸來臺接受治療的人次逐年下降，但若加上港澳的居民，

仍然是臺灣最大的國際醫療病患來源地區。其 SWOT 分析如表 6.1。 

 

 

Strengths Weaknesses 

• 相同語言 

• 相似文化 

• 較佳的醫療品質 

• 地理位置相鄰 

• 宣傳管道受限 

• 簽證限制 

 旅遊 

 商務     

 醫療 

Opportunities Threats 

• 大量直航班次 

• 緊密商業交流 

• 兩岸情勢緊張 

• 醫院行銷的限制 

• 中國大陸的祖國驕傲 

 資料來源: 本研究參考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資料整理，2021年 

 

其次是海外華人，亞洲約有 2,900 萬、北美 700 萬與歐洲 100 萬人。這些擁

有相近語言與同源文化的華人族群會是中國大陸地區以外，最容易且最快吸引

到的國際醫療病患。而除了華人外的東南亞高資產民眾，則因臺灣具有較高醫

療品質及較近的地理優勢，亦是可積極經營的國際醫療目標群，也就是吸引低

GDP 國家之高收入者為主要目標市場。 

表 6.1  中國大陸國際醫療市場 SWO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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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發展國際醫療時，最常提到的是優良的醫療品質與技術，以及低於歐

美日等已開發國家的實惠價格。但針對急迫且必須治療的病患來說，生命就是

在與時間賽跑，歐美病患在其本國就醫時經常是曠日廢時，尤其在面對最需時

效的癌症治療時最為焦慮，所以臺灣在健保制度下發展出的領先全球的超高效

率醫療服務，讓臺灣能在最短的時間內，以最能負擔的費用提供國際病患最優

質的治療，會是這些歐美病患最大的吸引力，其實臺灣目前已有這樣遠跨重洋

的病例，雖然為數仍然不算多，但歐美中產階級或有保險者均可成為臺灣國際

醫療的目標客群，也將會是支撐起臺灣國際醫療的第三隻腳(圖 6.1)。 

 

 

 

 

 

 

 

 

 

 

 

 

 (二)由政府單位協助宣傳臺灣特色醫療國家隊與癌症醫療國家隊 

醫療服務需要政府單位協助成立特色醫療國家隊與癌症醫療國家隊，以擺

脫過往各自單兵奮鬥資源缺乏的情況。這些醫學中心與教學醫院的名醫與醫護

團隊本身就在各自領域擁有國際知名度，政府協助焦點行銷代表政府的背書，

將能迅速提升臺灣在一般大眾心中的國際醫療形象。 

建議傾政府之力建立國際醫療品牌，經費由參與國際醫療之醫院提撥國際

醫療收入一定比例來支持，例如協助醫院參加不同的國際醫療競賽與認證，或

是到開發中國家從事公益性質醫療亦可協助宣傳，讓世界認識臺灣的先進醫

療。目標是如提到 Zespri 奇異果(KIWI)就聯想到紐西蘭時一樣的邏輯，讓人們

一提到放腫治療或某些特色醫療就會聯想到臺灣。詳細內容已於第三章第第一

節之(三)與第二節之(六)所提出之相關策略說明。 

 (三)向東南亞國家輸出牙醫與教育訓練 

圖 6.1  臺灣國際醫療的金三角 

 

領先國際的先進醫療 

 

低於已開發國家的醫療服務價格 

 

講究高效率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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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牙科教學是以技術導向為主，語言障礙比較低，教學成效也比較容易

達成。臺灣牙醫療院所在東南亞除了現行的簽署合作備忘錄(MOU)或是設立轉

診制度，下一步必須與當地醫療院所或是私人集團合作興建牙科醫院或是診

所。藉由臺灣優勢的臨床與學術強化國際醫療服務。 

而除了以醫療服務吸引牙醫國際病患外，亦可提供東南亞牙醫師教育訓

練。可以提供的研習包括數位口腔醫學最新的發展、臨床應用、前牙美學、全

口重建治療計畫擬定、複雜性植牙贋復及顎顏面贋復體製作和數位牙科材料的

研發等等。另外臺灣亦可直接將牙科人才送往東南亞各地進行教育訓練工作或

醫療合作，而這種實務操作的訓練並可兼具推廣臺灣的各項牙材、醫材的認識

與使用。 

(四) 適度開放國境 

看來在未來五年疫情可能還不易緩和，如果臺灣想在全球國際醫療停滯之

時異軍突起，可以透過國境醫院的緩衝，重新開啟自 2021 年 5 月 16 日起暫緩

國際醫療的邊境措施，逐漸放寬在特殊或緊急以外的專案醫療申請許可。 

針對吸引國際病患與醫療專業人才來臺，政府宜再進一步放寬到臺灣就學

的外國人簽證作業程序及時間。 

(五) 建立能獨立監督的第三方力量 

成立第三方監督力量可以監督參與之醫療院所的國際醫療品質及該院所是

否因國際醫療而降低健保品質。目前醫策會已有國際醫療醫院評鑑暨品質輔導

認證，將來可委託其擴大監督，督考醫療院所有否因執行國際醫療而降低國人

健保量或品質。 

(六)產業發展策略建議 

1. 參與新藥之臨床試驗 

除了吸引國際病患來臺治療外，建議由政府出面協助臺灣醫療院所與國際

藥廠合作讓病患參與新藥之臨床試驗。未上市新藥的臨床試驗往往是許多癌症

病患的最後一線生機，因此能吸引東南亞與華人的高收入病患；此外，參與臨

床試驗也可以是協助臺灣跨入國際新藥發展的重要步驟。尤其臺灣已有 12 家醫

院獲得 AAHRPP 認證(the Association for the Accreditation of Human Research 

Protection Programs，美國臨床研究受試者保護評鑑)，只要是在這 12 家醫院做

的臨床試驗，美國 FDA 都會承認其實驗結果之有效性。這也有利於與國際藥廠

合作新藥的臨床試驗。 

2. 自行發展 CRISPR 基因編輯系統與載體(vector)的設計和量產 

美國 2019 年共計有 2,731 項免疫腫瘤研發計劃在進行，比 2018 年多 16%，

可見癌症用藥的研發需要愈來愈多的醫院、醫療生技人才和病患進行臨床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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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以及需要有產能的廠商量產。臺灣在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的租稅獎勵助

益下，若參與未來癌症用藥代工，定可帶動臺灣生技業的蓬勃發展。但在此之

前，建議臺灣必須自行發展 CRISPR(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基因編輯系統與載體(vector)的設計和量產，爾後才能透過發

展 CDMO（委託開發製造，Contract Development &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

獲得國際大廠青睞，進而取得關鍵技術（Know-How）。 

3. 以牙醫技術與教育訓練推動牙材行銷與出口 

首先可從到臺灣來接受牙科口腔醫療訓練的學生推廣臺灣牙材產品，透過

學術文獻的發表包裝國產牙科材料與設備，讓學員在學習研究外能熟悉臺灣品

牌。愈早使用與接觸臺灣牙材設備，未來就會傾向選擇已經適應的國產廠牌。 

同時建議透過教育平台宣傳臺灣的國際牙科醫療，經由建立教育及發展平

台提供海外尤其東南亞的牙醫師，透過教育課程來學習臺灣的新技術，例如舉

辦國際牙科研討會，邀請東南亞各國牙醫師來教育交流並推廣臺灣產品，促進

參與臺灣教育訓練的牙醫師選擇臺灣的產品。 

除了藉由來臺受訓時以學術推廣臺灣牙材，前進東南亞當地設立國際臨床

牙醫教學與示範中心更能協助臺灣廠商於目標市場紮根。透過國際臨床牙醫教

學示範中心整合臺灣廠商，實地展現臺灣牙科產品的高品質與整廠輸出能提供

整體的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與完整的售後服務。 

牙科產業搭配教育非常重要，因為牙科注重實際動手(hands on)的經驗，較

無語言障礙，且以單項技術為導向的學習時間也較短，故發展牙科訓練更容易

帶動產業並提升臺灣品牌的信賴度。因此建議政府，提供國外來的牙醫師更完

整的訓練規畫，會比現行廠商各自贊助或是各學校單打獨鬥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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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結 

茲統整本研究針對醫療界、醫藥儀器設備產業界的綜合建議如下(表 6.2): 

 

表 6.2  臺灣國際醫療建議推動策略統整 

 特色傑出醫療 高階放腫治療 牙科治療 國境醫院 

醫療面  籌組國家隊 

 由政府統整

行銷臺灣醫療 

 釋放粒子治

療設備量能 

 政府鬆綁國

際病患收費 

 以高階自費

牙科治療吸

引國際病患 

 牙醫人才與

技術輸出 

  

 邊境防火牆 

 疫情下發展

國際醫療 

產業面 無  吸引國際藥

廠臨床試驗 

 發展癌症免

疫療法，癌

症用藥代工

CDMO 

 牙醫師訓練

與教育結合

國產品的推

廣 

 設立境外合

作示範機構 

 發展非接觸

醫療 

 國產品的示

範場域 

醫事人才  培育下一代

特色醫療醫

師 

 訓練本地放

腫科醫師 

 培訓東南亞

牙醫人才，

加強與當地

的連結 

無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建議政府協助醫界及產業界通力合作讓國際醫療成為一個新興的醫療產

業：透過傑出或獨特的國際醫療服務行銷臺灣，以及吸引急需癌症高階放腫治

療服務的病人，將可大量提升本國的被動輸入(inbound)國際病患人次及訓練臺

灣的高階醫療人才。再搭配主動輸出(outbound)牙醫人才、牙科技術和醫材，即

可創造出有別於以往的國際醫療模式，使疫情後的臺灣成為新興醫療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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