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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旅遊對醫療體系的潛在衝擊
吳彥莉
前

言

近年來，越來越多富裕國家的民眾前往
中低收入國家，以較低廉的價格尋求醫療照
護。國際間「醫療旅遊」(medical tourism)日
益盛行，可觀的經濟收益使一些國家趨之若
鶩，包括泰國、南韓、新加坡、印度、馬來
西亞等亞洲國家。
然而，醫療旅遊的興起雖帶來經濟效
益，卻也衍生許多問題，尤其對病人輸入國
的基層醫療體系帶來衝擊。針對此問題，國
際間已有不少研究論文；但在台灣，卻少有
從公衛角度對此議題作討論。本文回顧相關
文獻，分析國際間醫療旅遊蓬勃發展的背景
與成因，回顧台灣政府推動醫療旅遊的過程
與現況，並指出醫療旅遊對醫療體系可能帶
來的負面衝擊。
醫療旅遊的定義與發展背景成因
目前政府政策論述常使用「國際醫療」
或「醫療服務國際化」等名詞，但對其定
義、屬性定位與業務內容，卻未作清楚界
定。本文探討的「醫療旅遊」為「保健旅
遊」(health tourism)的一環，如學者Carrera
和Bridges所定義，指的是「個人到其他國
家或地區旅遊期間，透過醫療介入來增強
與恢復健康」[1]。「世界旅遊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WTO)亦有類似定義：
「醫療旅遊是以醫療護理、疾病與健康的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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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與修養為主題的旅遊服務」。醫療旅遊在
近二十年的蓬勃發展，乃源自於全球人口持
續成長、壽命延長，以及人們對醫療保健的
需求不斷增加；全球化貿易亦是促使醫療旅
遊快速成長的主因[2]。
目前選擇至海外就醫的病人以美、英
兩國的民眾為主，但也有越來越多已開發
國家和新興開發國家的病人選擇海外就醫。
醫療旅遊雖能提供價格較低廉的醫療服務，
但對於國際病人而言，也伴隨著一定的風險
和障礙；例如，病患必須適合旅行才能到國
外接受治療、病患較難確知醫療照顧品質、
較缺乏術後的追蹤與檢查、較缺乏照顧連續
性等[3,4]。但仍有許多病患願意承擔上述風
險赴國外就醫，主要的原因包括醫療費用較
本國低、就醫較方便、可取得在本國無法得
到的醫療服務(如人工生殖、幹細胞治療、
器官移植、安樂死)等。「國際醫療旅遊協
會」(International Medical Travel Association,
IMTA)曾對美、英兩國的民眾作醫療旅遊態
度調查，發現美國民眾選擇醫療旅遊的主因
是國內醫療費用過高，且有不少民眾缺乏醫
療保險[ 5 ]，而英國民眾的主因則是就醫需
等候的時間過長[ 6 ]。國際間醫療旅遊的發
展，替富裕國家病患的就醫障礙提供了解
套，但另一方面也降低了這些國家改革醫療
體系的社會壓力。
接受國際病人的國家主要為印度、泰
國、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墨西哥、哥
斯大黎加、古巴、斯里蘭卡、尼泊爾等國。
近年來中國政府也積極推動醫療旅遊，以中
醫、養生以及規範較為鬆散的器官移植、幹
細胞治療競爭全球市場大餅。對於跨國醫
療服務業、觀光業與商業保險公司而言，醫
療旅遊則是亟具商機的新興產業。由於國際
病人關切的議題是醫療品質、安全、後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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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服務、醫療糾紛與醫療倫理問題，為了招
攬國際病人，國際認證(如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JCI)亦成為這些病人輸入國醫
院競相爭取的標示[7,8]。
台灣推動醫療旅遊的過程與現況
在台灣，政府部門近年來積極推動醫療
旅遊(主要政策措施整理於表一)。2005年，
衛生署首先以經費補助其所屬的署立屏東醫
院恆春分院，於墾丁觀光區辦理「保健旅
遊計畫」；2006年，經建會將「醫療服務國
際化」納入六大新興產業發展之重點項目；
2007年，衛生署開始委託「台灣私立醫療院
所協會」成立「醫療服務國際化專案管理中
心」，進行通路規劃與市場行銷，並推動相
關計畫。
2 0 1 0年2月，行政院院會通過《醫療
法》修訂草案，欲使從事國際醫療業務之私
立醫療機構得以「公司」方式設立，並將
開放外資投資、允許發行股票及刊登醫療
廣告；衛生署並表示將設置「國際醫療專
區」，且將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讓投資業者可獲前三年用地免租金、接續三
年用地租金減半，以及土地增值稅、營利所
得稅減免等優惠。
2010年6月，衛生署提出「台灣醫療服
務國際化行動計畫」並獲經建會核定[ 9 ]。
根據該計畫，台灣的國際醫療將以「重症
表一

醫療」與「觀光醫療」為主軸，前者包括肝
臟移植、唇顎修補、心導管支架，後者包括
美容健檢；預估每年總共可創造28億產值，
新增1000多個工作機會。該計畫書也提及，
待突破的國內法規包括：讓國際醫療機構得
以公司設立、讓國際醫療醫院可營利並開放
外資投資、放寬醫療廣告限制、簡化外籍人
士的醫療簽證流程、降低中國人士來台的旅
遊限制。2011年3月，衛生署提出的《醫療
法》部份條文修訂草案送交至立法院審議，
但在民間團體與社會輿論的質疑下，並未通
過立法程序。
2 0 1 3年行政院開始推動「自由經濟示
範區」，計劃於區內設置「國際健康醫療
中心」。根據行政院規劃，「自由經濟示範
區」將大幅進行人流、物流、金流等法規鬆
綁，並提供業者土地與租稅優惠，以吸引國
內外資金與外籍專業人才來台投資。根據衛
生署的規劃，「國際健康醫療中心」的具體
推動措施包括：(1)先以社團法人成立國際
醫療機構，接著將試辦公司型態的醫療機
構；(2)將逐步放寬外資投資限制；(3)將允
許延攬20%的外籍醫事人員；(4)將研議「示
範區特別條例」，以突破國內法規限制；
(5)將簡化中國大陸與其他外籍人士的就醫
簽證程序。此外，根據衛生署的國際醫療園
區招商說明資料，「國際醫療專區」內設立
的醫療機構將不受醫療網醫療資源床數限
制，也得不受醫院評鑑。

台灣政府部門推動醫療旅遊的政策措施

年份

政策措施

2005

➢ 署立屏東醫院恆春分院於墾丁觀光區辦理「保健旅遊計畫」

2006

➢ 經建會將「醫療服務國際化」納入六大新興產業

2007

➢ 衛生署委託「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成立「醫療服務國際化專案管理中心」
➢ 「台灣觀光醫療發展協會」等民間組織陸續成立

2010

➢ 行政院通過《醫療法》部份條文修訂草案
➢ 經建會核定衛生署提出之「台灣醫療服務國際化行動計畫」

2011

➢ 《醫療法》部份條文修訂草案送交至立法院審議，但未獲通過

2013

➢ 行政院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將於區內設置「國際健康醫療中心」
➢ 透過衛生署所屬「國際醫療管理工作小組」的聯繫，國內數家醫學中心與美國「信諾保險
集團」(CIGNA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簽署國際醫療轉介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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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國內數家醫學中心透過衛
生署「國際醫療管理工作小組」的聯繫，與
美國「信諾保險集團」(CIGNA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簽署國際醫療轉介合作協議；
該小組負責人指出，未來將發展「醫療外
包」(medical outsourcing)」，透過保險公
司，將醫療費用高昂國家的病人轉送至台灣
就醫。
除了經建會與衛生署強力推動醫療旅遊
產業之外，地方政府、醫療院所及民間「觀
光醫療發展促進」等相關組織也紛紛投入。
目前台灣已有12家醫療院所取得JCI (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國際醫療品質認
證，不少醫院也已設立國際醫療部門處理相
關業務。根據統計資料顯示，國際病人之服
務使用量以門診項目最多，其次為健診、美
容、住診。扣除門診國際醫療旅客人數，在
2008年有5,157人，2010年有10,910人，但之
後成長較有限[9-11]。
醫療旅遊對病人輸入國醫療體系的潛在衝擊：
國際經驗
在台灣，醫療旅遊的主要推力來自醫療
產業經營者、行政院經建會、衛生署與觀光
業者。支持醫療旅遊的論述均強調此產業能
增加醫療與觀光旅遊產值，進而帶動台灣的
經濟成長；推動者也同時強調其他效益，如
創造就業機會、改善健保財務壓力、提升國
際知名度、提升國內醫療品質等等；醫療旅
遊的推動者認為，台灣具備的利基和優勢包
括先進的醫療技術、良好的醫療照顧品質、
較便宜的醫療價格等；台灣的國際醫療以華
表二

人市場為主要標的，因此華語也成為市場優
勢[ 9 ]。對於政府推動醫療旅遊可能帶來的
負面衝擊，支持者則以設置專區、限制病床
數、限制醫事人力投入時數、徵收「特許
費」等策略作為因應[12]。
目前政府的政策論述皆大力推銷醫療旅
遊的正面效益，但對於推動醫療旅遊的負面
影響，卻鮮少著墨；是否此產業政策的正面
效益大於負面影響，目前也未有完整的政策影
響評估。本文回顧國際文獻，整理推動醫療旅
遊國家之經驗，以供後續討論之參考。有關發
展醫療旅遊的正負面影響可參見表二。
一、 醫療人力將流入利潤較高的商業醫療部
門，惡化醫療人力的分佈不均
由於醫療旅遊的定價與利潤較高，可預
見的是，在醫療行銷與市場競爭之下，醫療
人力將流入利潤高的商業醫療部門，醫療人
力分佈不均的問題將更加惡化，亦即，利潤
較低卻屬核心醫療業務的醫事人力將更為短
缺、工作負荷更加嚴重。研究指出，印度每
年培訓25,600位醫學生，但仍有許多公立基
層衛生中心缺乏醫師，尤其外科、婦科、兒
科等核心專科的醫師人力嚴重短缺；但商業
部門的醫師人力卻持續增長[13]。積極推動
醫療旅遊的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之基層
醫療部門亦有類似趨勢[14]。泰國政府為了
改善社區醫院醫事人力的流失問題，於2008
年起以額外的應急基金來補助醫院，亦即，
以國家補貼薪資的方式來回應核心醫療部門
的人力流失問題[15]。馬來西亞與新加坡政
府也透過行政措施試圖改善公立醫院醫師收
入，但似乎並無法阻止核心醫療部門的醫生

發展醫療旅遊之正負面影響

正面效益

負面衝擊

主要效益：
➢ 促進產業發展
次要效益：
➢ 增加就業機會
➢ 發展高科技醫學
➢ 分擔健保財務壓力
➢ 提升台灣醫療之國際能見度

➢ 醫療人力流入商業部門，惡化醫療人力的分佈不
均問題
➢ 擴大醫療服務的階層化
➢ 加速醫療費用的上漲
➢ 引入商業醫療模式，惡化醫療營利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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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流失的問題，甚至需由海外聘請醫事人
員[16]。
二、 擴大醫療服務體系的階層化
醫療旅遊產業的發展，可能加速醫療服
務的階層區隔。針對醫療旅遊產業對於國民
就醫平等權的衝擊，一些病人輸入國，包括
印度、泰國、馬來西亞等病人輸入國，政府
以租稅政策介入，對醫療旅遊的營收課稅，
作為改善國內基層醫療體系之財源。泰國即
對醫療旅遊的產業盈餘課稅，用以挹注全民
健保基金。
但一些研究指出，表面上弱勢民眾的醫
療照顧獲得了額外的財源挹注，但是一般醫
院受到壓縮，不僅數量有限，相較於以國際
客源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國際醫療機構，公立
醫院或以本國民眾為服務對象的私人院所之
醫療品質與設備較差，導致醫療照顧體系的
階層化。部分政府(如印度)要求私人醫療院
所必須提供貧窮病患醫療服務並給予費用減
免，但有研究指出，大多數私人醫療機構並
未落實此規範；在印度，仍有超過40%的病
患需要借錢或出售資產，超過25%的農民家
庭更因為家人就醫而陷入貧窮[17,18]。
三、 加速醫療費用的上漲
國際經驗指出，醫療旅遊可能加速醫
療費用的上漲趨勢[19]。在市場競爭下，不
少醫療院所以特色醫療爭取國際客源，並
引進昂貴的儀器和設備。此趨勢不僅造成
「醫武競賽」，也使醫療費用不斷上漲，並
造成公部門或全民醫療保險的成本增加。
以印度為例，1995至2004年間，公、私立
醫療部門的醫療費用分別上漲了56~77%和
77~116%[20]；而在泰國，2006至2008年間
剖腹產、蘭尾切除、疝氣手術、膽囊切除術
和膝關節更換等五項治療的醫療費用也大幅
增加了10-25%[15]。
四、 醫療服務商業化對於整體醫療倫理與醫
病關係的負面影響
醫療旅遊乃是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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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香港和泰國，醫療旅遊業務由私人部
門推動，但在新加坡及印度則是公私立醫療
院所皆投入其中。但不論是由私部門或公部
門主導，政府為了促進產業發展，均投入大
量公共資源，並以行政介入方式鼓勵商業化
的醫療行銷行為[20,21]。然而，當醫療服務
與追求利潤緊密結合之時，必然對醫療服務
的公益性與非營利本質產生莫大衝擊。
討

論

健康照護系統應重視基層保健照護，
確保民眾的就醫公平性。然而，醫療旅遊
的出現，乃源自於一些國家的民眾無法在本
國取得合理的醫療服務，反映的是國家健康
照護系統的失能。在全球醫療旅遊的發展趨
勢下，高收入國家的民眾出走至其他國家就
醫，而病人輸入國為了回應此國際趨勢而調
整本國醫療體系，形成全球化下的新興公衛
問題。
如同其他國家，台灣的醫療照顧體系
亦面臨許多問題。除了醫療費用不斷上漲
之外，醫護人員勞動條件低落、工作負荷過
重、內外婦兒等核心專科醫師流失，皆是當
前備受社會關注的衛生政策議題。2 0 0 3年
SARS疫情爆發時，私立醫院拒收病人、部
份醫院不願意釋出負壓隔離病床、政府衛生
單位無力指揮調度醫院，甚至有公立醫院醫
護人員集體請辭等現象，亦反映出我國醫療
防疫體系的潛在缺失。
環顧國際經驗，醫療旅遊的推動將使病
人輸入國的醫事人力流向營利市場。雖然台
灣政府部門不斷強調將以專區模式發展國際
醫療，且只開放地區醫院層級的醫院投入，
醫師只能以兼任性質協助看診和開刀，不能
減少原本執業醫院的服務時間，因此不會
排擠到國人的就醫資源[22]。推動者也一再
保證國際醫療不會影響醫師科別選擇意願、
產業盈餘將挹注健保、一旦遇重大災難或疫
情時政府將調度國際醫療資源轉為緊急醫療
資源；但這些配套尚未見於醫療法修訂草案
與其他相關法規，在實務上是否可行也需要
檢驗。目前台灣的地區醫院已面臨快速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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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境，在核心醫療部門，不僅醫師聘任困
難，護理、醫事人員也面臨工作負荷過大與
人力流失等問題[23]。推動醫療旅遊是否會
造成核心醫療業務的人力更加吃緊？醫師選
擇執業科別更加失衡？此外，以健康檢查、
醫療美容或人口關節置換為主要業務的國際
醫療專區，是否能轉變為大型傳染病或重大
災難發生時的緊急醫療資源，也不無疑議。
除了醫療人力分佈問題，以特色醫療
與高科技醫療為訴求的醫療旅遊，也可能成
為醫療費用上漲的推力。雖然台灣健保制度
對於醫療費用有其調控機制，但也由於全民
健保給付的限縮，促使醫療院所不斷拓展自
費醫療服務，其中健檢、整型美容即為重要
項目。更重要的是，鼓勵醫療旅遊意味著鼓
勵醫療服務的營利化。在台灣，醫療機構不
論是公私立機構，因需承擔社會責任而被定
位為非營利組織，但事實上，不少醫療機構
以利潤追求作為經營管理原則。政府衛生部
門理應致力於捍衛醫療服務體系的公益性，
但在此議題上，衛生主管機關卻反以政策鼓
勵營利取向的醫療服務，我們認為，此政策
勢必對整體醫療倫理與醫病關係產生巨大影
響。除此之外，發展醫療旅遊也將面臨不少
醫療倫理問題，例如移植醫學可能涉及器官
買賣、跨國醫療糾紛的處理及賠償等問題。
目前國際間有關醫療旅遊負面影響的公
衛研究，大多來自印度與泰國；此兩個國家
發展醫療旅遊的歷史較久，文獻資料及數據
均較其他國家詳盡。但由於醫療照護體系、
醫事人力狀況與健康保險制度的國際差異，
其他國家的經驗不見得能推論至台灣，但我
們仍認為具有參考價值，值得作為政策影響
評估之參考依據，也期待政府部門能回應上
述疑議，並能妥善規劃相關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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