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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國際醫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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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醫療現況與發展-亞洲為首選

資料來源：The McKinsey Quarterly

➢ 根據2008年McKinsey調查報告，除南美洲的國
際醫療利用者外，亞洲為全球國際醫療服務的主
要提供地

資料來源：The Richest「2013/11/20Top Medical Tourism 
Spots In The World」引用Patient Beyond 
Borders 2012年的發表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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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國際醫療水準品質及價格定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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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國際醫療國家發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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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 泰國 新加坡 馬來西亞 印度

開始時間 1997年 2004年 1998年 2002年

專責單位 觀光局
經濟發展局、

旅遊局及國際企業發展局

國家推動保健旅遊委員會、
馬來西亞旅遊局、

工業發展局

中央與地方政府
旅遊局、衛生局

強項
整形美容、變性手術、牙科、
心臟手術

健康檢查、器官移植、分體
手術、癌症照護、心臟手術

婦產科、皮膚科、眼科、美
容醫學、整型醫學、美齒服
務、臨終照護與慢性病治療

心臟手術、器官移植、整容
外科、牙科、眼科照護、雙
膝置換

語言特色
國際醫療醫院均具備

20多種以上語言翻譯人才

多語言國家（英文、中文、
馬來語、印度文）

英文、阿拉伯文、馬來文、
中文

英文、印度文

目標市場
阿拉伯、日本、美國、印尼
及鄰近東南亞國家

馬來人、印度人、阿拉伯灣
國家、日本、美國

阿拉伯灣國家、印尼、東南
亞、歐美國家

歐洲(英國)、美國、阿拉伯
灣國家

推行優勢
推廣方式

1.優勢：醫療設施收費低廉、
旅遊資源豐富、提供多國
語言服務、提供延長簽證
服務

2.推廣：醫院與旅行社合作，
招攬醫療旅遊團，且自行
成立旅遊社，完整規劃行
程

1.優勢：國際化都市、交通
便利

2.推廣：透過旅遊局設在各
國的辦事處與展銷會。在
海外設立醫療據點，如需
進一部醫療，急轉介至新
加坡進行治療

3.提供為病人和家屬辦理簽
證、預定飯店，甚至安排
遊覽計畫

1.優勢：回教國家足以吸引
中東病人

2.推廣：設置健康照護專區，
吸引外資投注健康照護專
區

1.優勢：收費低廉、高品質
醫療服務技術、醫療專業
人員龐大

2.印度政府實施醫院星級標
準管理，將硬體設備何醫
療水準分為三星、四星和
五星三個級別

3.療程搭配瑜珈或其他印度
傳統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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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推動國際醫療醫院介紹

醫院名稱 特色

Bumrungrad
International 

Hospital
(康民醫院)

• 已在泰國證交所上市
• 東南亞最大的私立醫院
• 泰國國內接待國際病患最多的醫院
• 每年國際病患人次為40萬
• 擁有JCI、ISO、THA認證
• 100多位口譯人員提供英、德、韓、日、阿、中等19種

語言之口譯服務

Bangkok Hospital
(曼谷醫院)

• 屬泰國最大的私營上是醫療集團BDMS，集團旗下擁有
六個醫院集團(包括下面的三美泰)

• 每年國際病患人次約為20萬
• 擁有JCI、ISO、THA、TEMOS等認證
• 提供多達26種語言之口譯服務

Samitivej Hospital
(三美泰醫院)

• 屬泰國最大的BDMA集團
• 近似成為國際病患，主要客源為日本及韓國
• 擁有JCI、ISO、THA認證
• 於機場設有提供多種服務之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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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民醫院外觀與內部環境

美國哥倫比亞電視台（CBS）著名的“六十分鐘”
新聞節目譽為“病患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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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推動國際醫療醫院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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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名稱 特色

Apollo Hospitals 
Group

• 印度最大的醫療集團，共有64家醫院，總床數超過1萬
床，另有2千多家藥局、100家診所、115個遠距醫療單
位，以及15個研究機構

• 積極進行品牌輸出，已在非洲、中東、東南亞設置或委
託經營醫院

• 每年服務6萬國際醫療病患，病患來源超過120國

Fortis Healthcare 
Group

• 印度最大的製藥公司所創立，規模第二大的醫療集團，
透過併購擴大事業，目前有60家醫院(含委託管理)，
10,600床

• 積極進行品牌輸出，已進入澳洲、香港、越南、中東地
區、斯里蘭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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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羅醫院外觀與內部環境

以低價吸引國際病患，心臟繞道手術僅為美國的1/12

心臟手術超過10萬例，且成功率達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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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推動國際醫療醫院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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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名稱 特色

Parkway Group 
Healthcare

• 1975年於新加坡上市
• 在新加坡有4家醫院為新加坡最高端的醫療集團之一，主打微

創手術、器官移植、達文西機器人等
• 全球有35個國際病患協助中心，提供阿拉伯、印尼、緬甸、

孟加拉、柬埔寨、印度、烏爾督印度方言、俄羅斯和越南語等
翻譯

Raffles Medical Group

• 在新加坡有81家診所和一家醫院，提供不同禮遇的診所專業
服務

• 國際醫療主打癌症治療和生殖醫學，主要客人為中國、印度、
柬埔寨、緬甸、越南和巴布紐幾內亞等

National University 
Hospital

• 新加坡衛生部於2007年成立兩大國家級心臟與癌症醫學中心
• 胃癌手術後兩年存活率69.4%，高於美國的60%
• 提供多國語言的翻譯服務
• 每年國際病患人次約為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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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H外觀與內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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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醫事人員的網路和醫療仲介和潛在國際病患對接，
並提供來院前安排、翻譯和保險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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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亞日、韓列為國家戰略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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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 南韓

•美容醫學、疾病治療、韓醫等

• 2003年：仁川自由經濟區，投資4.2億美元

• 2009年：濟州醫療保健城，投資7.85億美元

• 2014年：「經濟改革三年計畫」: 加快推動醫療等五大服務業、放寬外國醫

療機構設院限制

2014年4月 日本

•安倍經濟振興方案的第三隻箭

•加快推動國際醫療、強力推銷日本醫療儀器

•東京與關西兩大戰略特區發展國際醫療

•享有補助金、減稅、增加癌症病床數等優惠

•自2011年起簽發3年醫療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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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國推動行銷策略

• 各國政府皆有專屬推動國際醫療的單位，並特別著重國際醫療行銷；
尤其是台灣醫院鎖定的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市場，各個國家亦有參展、廣告、影片、研討會等行銷手法

資料來源：TTFMT、NRI整理

對中國大陸市場之行銷手法 東南亞市場之行銷手法

泰國
• 網站
• 參展

• 與醫療仲介合作
• 報章雜誌廣告

• 網站
• 參展

• 與醫療仲介合作
• 報章雜誌廣告

新加坡
• 網站
• 設立海外據點

• Patients Beyond Borders
• 網站
• 設立海外據點
• 參展、國際醫療介紹會

• Patients Beyond 
Borders

• 與VISA合作

馬來
西亞

• 參展
• 說明會
• 與保險、仲介合作
• 設立Hotline

• Patients Beyond Borders
• 報章雜誌廣告
• Discovery影片

• 參展
• 說明會
• 與保險、仲介合作
• 設立Hotline
• 報章雜誌廣告

• Patients Beyond 
Borders

• Discovery影片
• 建立當地外交與醫療網絡

印度 -- • 參展 • 推廣女性印度觀光

韓國 • 主打醫美及整形
• 中韓醫療團體交流
• 置入性廣告

• 主打重症
• 代言人置入性廣告

• 參加/舉辦研討會

日本
• 日本文化展
• 置入性廣告

• 中文文宣品 • 舉辦日本醫療研討會 • 置入性廣告(CNN Asia)

台灣
✓ 網站(台灣國際醫療網)
✓ 參展、台灣名品展
✓ 與醫療仲介合作

✓ Patients Beyond 
Borders(簡中版專書

✓ Discovery、國家地理雜誌
影片

✓ 網站(台灣國際醫療網)
✓ 參展、病友會、記者會
✓ 建立醫療網絡

✓ Patients Beyond 
Borders(英文版專書)

✓ Discovery、國家地理雜
誌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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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國推動情形-海外國際醫療標竿機構

• 醫院仍是作為國際醫療服務推動的核心單位，在非醫療專業面需進行加強

泰國

新加坡

馬來西亞

印度

韓國

日本

：提供服務 ：特色及優勢

➢ 標竿醫院國際醫療人次/年：(2015年統計)

泰國-康民醫院(520,000人次) 馬來西亞-KPJ(75,000人次) 韓國-Wooridul(10,000人次)

新加坡-NUH(40,000人次) 印度-Apollo(60,000人次) 日本-Kaneda(1,300人次)

資料來源：TTFMT、NRI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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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就醫需求市場

國家
總人口數
（百萬人）

每年出國
就醫人數

主要海外
就醫國

主要海外
就醫疾病別

印尼 258.1
60萬人/年

（70%有錢人出國就醫）

• 馬來西亞（70%）
• 新加坡（30%）

• 手術相關、心臟檢查

越南 95.54 4萬人/年
• 南韓、馬來西亞
• 泰國
• 新加坡

• 美容醫學
• 膀胱手術
• 全球外科、癌症

馬來西亞 30.6 5~10萬人/年
• 南韓
• 新加坡、印度、大陸
• 泰國

• 美容醫學（Main）
• 器官移植
• 變性手術

泰國 69.03 未揭露 • 大陸 • 癌症

菲律賓 104.91 <5,000人/年 • 新加坡、南韓、歐美
• 器官移植（腎臟）
• 癌症

印度 1,339.2
<10,000人/年，
以政商名流為主

• 美國、歐洲 • 癌症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Medical Travel Journal、各國觀光統計數據、各國新聞

新南向目標國就醫需求，以心血管、移植等較複雜之外科手術、癌症等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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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國際醫療發展近況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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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際醫療推動政策

2008 馬總統施政白皮書（全力推動觀光醫療）

2007 • 96~98年推動醫療服務國際化旗艦計畫
• 行政院列為「2015經濟發展願景第一階段

三年衝刺計畫」

2006 台灣國際醫療可行性研究

1997 • Health Tourism(醫療旅遊)
• Medical Tourism vs. Medical Travel

2009 衛生福利部將「醫療服務國際化」列為健康照護白金方案

2010 行政院核定99年至102年「臺灣醫療服務國際化行動計畫」

2013 行政院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國際健康產業」

2016 行政院推動「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促進醫療交流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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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台灣國際醫療與健康產業的推動

主要政策：醫療服務國際化旗艦計畫
施政內容：跨部會合作、籌組整體規劃小組、選定國際醫療推廣醫療服務及對象

主要政策：自由經濟示範區-國際健康產業園區
施政內容：第一階段於機場設置國際醫療服務中心，

後續路須推動產業園區落實

主要政策：台灣醫療服務國際化行動計畫
施政內容：延續旗艦計畫，針對法規制度之突破、行銷與市場開

發、轉介合作通路更進一步推動

主要政策：健康照護升值白金方案
施政內容：以「一三七」進行策略規劃，即一個白金方案，三大產業
體系，七項主軸策略，全面提升台灣醫療產業

主要政策：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
施政內容：強化特色醫療、建立專業培訓交流網絡、

跨部會合作、一國一中心、新南向產業整合
平台、海外國際醫療服務諮詢中心

2007年

2009年

2010年

2013年

2016年



Page ▪ 20

會員醫院整體變化及特色

地區醫院,
15家

專科診所,
11家

醫學中心,
19家

區域醫院,
3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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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際醫療(Inbound)市場推動模式-政策規劃面

政策規劃 法規鬆綁

政
府

國際醫療管理工作小組-推動計畫

野村-產業規劃

衛福部
外交部
移民署
僑委會

工作小組(私
協)
野村
相關部會

資料來源：國際醫療工作小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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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醫
療
機
構

其
他

我國國際醫療(Inbound)市場推動模式-服務執行面

資料來源：國際醫療工作小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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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特色醫療及推廣商業模式

醫事人才培訓
建立高端醫療信
譽
及轉介種子平台

海外姊妹醫院
海外民眾轉診直送

返國療養與追蹤

旅行業合作
-規劃觀光健

檢醫美套裝
行銷

醫療仲介業者
醫療保險業者

轉介合作

網路媒體直客行銷

台灣醫療機構

資料來源：國際醫療工作小組

醫療仲介業者
行銷通路
轉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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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醫療業務推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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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推動績效-國籍分析

➢ 全球區域統計占比

➢ 亞洲地區統計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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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推動績效-科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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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目標

國際醫療產業

1. 促進生技醫衛產業發展
2. 區域醫療發展中心
3. 以醫衛軟實力，擴大影響力
4. 防疫境外

人才培訓及法規協和

健康產業及新服務業(健保)輸出

國際醫療服務網

國際病患來台就醫

特色醫療建置規劃

遠距醫療服務

國外醫師訓練

台商健康諮詢計畫

智慧醫療產業(含遠距醫療)
推廣

生醫產業技術合作

專業人員訓練

醫衛產業相關法規協和

新南向醫衛旗艦計畫策略圖

Outbound Inbound

醫療技術教學研討
防疫合作/防疫科技研發與

產業拓展

研究合作及市場開發

新南向醫衛
及產業鏈結

牙材、骨材、檢驗試劑、
輔具等產業推動

健保制度、醫管服務輸出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際合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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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一中心」之主責單位

一國

一中心

越南

緬甸

菲律賓

印度印尼

馬來

西亞
(含汶萊)

泰國

➢ 透過委託具醫學中心量能之機構，在當地執行一國一中心計畫。

台北榮總

花蓮
慈濟醫院

成大醫院臺大醫院

長庚醫院

彰化基督教
醫院

✓ 資訊蒐集

✓ 協調整合

✓ 精進拓展

新光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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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國際醫療服務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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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醫療服務價值鏈

計
畫
階
段

行
銷
階
段

政府政策

接
待
階
段

住
院
前
置
作
業

住
院
階
段

回
國
術
後
照
護

醫
療
保
險
費
用
申
報



Page ▪ 31

Government’s Roles

Medical law deregulation

➢ 醫療法第85條-醫療廣告(第85條第一項第六款)

醫療機構對於國際醫療服務有關事項之廣告，應就其內容事前報由所在地主管機
關許可：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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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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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有關服務特色之說明。

➢ 衛署醫字第1010266468號函—國際醫療價格訂定

國際醫療之價格核定，應以服務品質為評價基礎，避免削價競

爭為原則，建議核定時應有價格下限，而價格上限則視各醫

院成本投入情形酌予放寬或不另定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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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醫療定價策略

價格影響國際醫療病患抉擇？

根據Patient Beyond Borders(2007)
分析，於美國地區民眾應考量，針對
$6,000美元以上之醫療手術費用之服
務進行醫療旅遊，才有經濟效益存在！

如該醫療費用為$6,000美元以下，建
議民眾於境內執行相關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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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s Roles

項目
外籍人士 大陸人士

來臺短期就醫 來臺短期就醫 健檢醫美

可辦理之
醫療機構

1.醫療服務國際化推
動計畫會員機構
(共78家醫院及診所)

1.經醫院評鑑合格之醫療
機構。

2.國民健康署人工生殖機
構許可通過醫療機構
(共86家醫院及診所)

3.醫療服務國際化推動計
畫會員機構(共78家醫
院及診所)

1.衛生福利部公告得代
申請大陸人士來臺進
行健康檢查或美容醫
學之醫療機構
(共67家醫院)

主管機關 外交部 移民署 移民署

核發證件
種類及效

期

停留簽證（擬在中華
民國境內作180天以下
停留之外籍人士）

1) 單次入出境許可證，
每次最多核發3個月

2) 核發1年至3年逐次加
簽入出境許可證。

發給單次入出境許可證
(停留期間由主管機關
核定，不得逾十五日。)
有效期間，自核發之日
起算為六個月。

申請延期 V V X

➢ 醫療旅遊相關入台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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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Stage
Multilingual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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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Stage
Call center or email
-What service & what team, integrated care center

Source: International SOS provides medical and security services for customers who travel overseas, 

including an emergency call center.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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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Stage

What service & what team, integrated care center
• The surgery constitutes treatment for a non-acute or non-traumatic 

condition;
• The patient must be able to travel without significant pain or 

inconvenience;
• The surgery/procedure is fairly simple and commonly performed 

with insignificant rates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 The surgery/procedure requires minimal follow up treatment on site;
• The surgery/procedure generates minimal laboratory and pathology 

reports; and
• The surgery /procedure results in minimal post procedure immobility.

World Bank Report世界銀行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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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Stage

Collaborate with travel agency, hotel

‘Ticket and Tour’ desk in the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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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Stage
– What Services

◆ Medical Tourism Service Facilitator

Source: Internal Deloitte Analy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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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Stage

◆ International Patient Liaison Center(國際病人聯絡中心 )

具體服務項目如下：

（1）機場接送

（2）住院前、住院期間及住院後之協助

（3）住宿

（4）帳單及財務諮詢

（5）直接入院安排

（6）轉院/歸國協助

（7）信息及一般詢問

（8）郵寄/傳真/影印/郵電/打字服務

（9）醫生介紹

（10）預約及安排

（11）翻譯

（12）與旅行相關的服務

（13）簽證延期

（14）您所要求及其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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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醫療價值鏈與定價策略

How to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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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影響國際醫療病患抉擇!?

資料來源：http://www.medretreat.com/procedures/pricing.html

Pricing Considerations:
• NEVER choose your surgeon & hospital solely based on price.

• Safety, quality and service are equally important when it comes to your health.

• Your challenge is to find the best VALUE, not price.

As a rule, you will save between 50% - 80% of the procedure cost in the U.S.

美國一個普通
胃痛急診醫藥

費!

➢根據Patient Beyond Borders(2007)分析，於美國

地區民眾應考量，針對$6,000美元以上之醫療手術

費用之服務進行醫療旅遊，才始有經濟效益存在！

如該醫療費用為$6,000美元以下，建議民眾於境內

執行相關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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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影響國際醫療病患抉擇!?

註：1 number of patients come from provides that 
participated in research; total market size 
assumes that participating providers represent 
60-80% of market.

病患選擇國際醫療因素 實際選擇之要素

資料來源： McKins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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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醫療價格比較表

(單位：美金)

Medical 
procedure

Taiwan USA Costa Rica Colombia India Jordan S. Korea Mexico Israel Thailand Malaysia Singapore Turkey

Heart Bypass $27,500 $123,000 $27,000 $14,800 $7,900 $14,400 $26,000 $27,000 $28,000 $15,000 $12,100 $17,200 $13,900

Heart Valve 
Replacement

$30,000 $170,000 $30,000 $10,450 $9,500 $14,400 $39,900 $28,200 $28,500 $17,200 $13,500 $16,900 $17,200

Hip 
Replacement

$8,800 $40,364 $13,600 $8,400 $7,200 $8,000 $21,000 $13,500 $36,000 $17,000 $8,000 $13,900 $13,900

Knee 
Replacement

$10,000 $35,000 $12,500 $7,200 $6,600 $9,500 $17,500 $12,900 $25,000 $14,000 $7,700 $16,000 $10,400

Dental 
Implant

$2,100 $2,500 $800 $1,200 $900 $900 $1,350 $900 $1,200 $1,720 $1,500 $2,700 $1,100

Gastric 
Bypass

$10,200 $25,000 $12,900 $12,200 $7,000 $7,500 $10,900 $11,500 $24,000 $16,800 $9,900 $13,700 $13,800

Face Lift $8,500 $11,000 $4,500 $4,000 $3,500 $3,950 $6,000 $4,900 $6,800 $3,950 $3,550 $440 $6,700

IVF 
Treatment

$6,250~
$10,000

$12,400 N/A $5,450 $2,500 $5,000 $7,900 $5,000 $5,500 $4,100 $6,900 $14,900 $5,200

資料來源：http://medicaltourism.com，(2019)

http://medicaltouris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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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醫療定價策略

➢ 對於醫療機構來說，國際醫療之服務增加了許多成本：

✓ 機構品牌塑造、JCI品質認證等費用

✓ 海外展覽、廣告宣傳等行銷費用

✓ 建置「國際醫療中心」等人事費用

✓ 旅行和簽證/入境事務協助

✓ 協調入境與離境之往返醫院交通及
後續行程安排

✓ 翻譯費用

✓ 外匯匯差

✓ 行銷分攤費用、轉介費用

✓ 病患取消行程之潛在成本

✓ 增加專業責任險和相關保險費

✓ 與保險公司或轉介業者之交易談判成本

✓ 保險公司給付所帶來之收入週期影響

How to Price?
✓ Reference price

(1.7-1.9 x higher)

✓ Range

✓ Transparency-package but 

item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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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醫療機構定價策略

➢ BDMS集團各品牌醫院之市場定位：

• BDMS集團旗下有六大品牌共42家醫院

• 行銷之首要重點即為如何進行市場區隔

• 醫院除了以品牌醫院之地域劃分外，更以醫療服務訂價來與
同集團的其他品牌醫院進行區隔

如：

✓ 以髖關節置換手術為例，康民醫院
(NT$507,718)之費用為曼谷醫院
(NT$450,395)之1.13倍。

✓ Phyathai 2 International 
Hospital以中階段之國際病人作為
主要目標客群，其醫療服務訂價較
康民醫院及曼谷醫院低約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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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醫療機構定價策略
-泰國康民醫院手術Package



Page ▪ 47

新加坡公佈之醫療費用

•以病房分級
Ward A（不補貼）

-每房1~2人床、獨立衛浴、冷氣、電視...等設備

Ward B1（補貼20%）

-每房3~4床、有冷氣

Ward B2（補貼65%）

-每房6~10床、無冷氣

Ward C（補貼80%）

-開放式病床

資料來源：http://www.moh.gov.sg/

註1:所受之醫療待遇並不會因所住病房而有所差別
註2:政府補貼是以總醫療費用進行計算，再依個人收入
條件調整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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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保險給付及非保險給付之
手術價格比較表

手術項目
U.S. Insurer’s 

cost 
U.S. Retail’s 

price
Ratio 

(retail/Insurer)

心臟支架Heart 
Angioplasty

832,296- 1,202,204 1854,144-2,678,182 2.23

心臟繞道手術Heart 
bypass

1,772,514-
2,560,319

3,964,089 - 5,725,917 2.23

心臟辦膜置換術

Heart-valve replacement

2,311,964-
3,339,544

N/A N/A

髖關節置換術
Hip replacement

591,939-855,059 1,417,596 –2,047,646 2.39

子宮切除術Hysterectomy 310,557-448,592 661,070 –954,854 2.13

膝關節置換術
Knee Replacement

570,762-824,460 1,315,923 –1,900,771 2.31

乳房切除術Mastectomy 316,482-457,141 767,697 –1,108,885 2.43

脊髓融合術Spinal fusion 819,279-1,183,392 2,032,751 –2,936,186 2.48

資料來源：www.planethospital.com

（單位：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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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際醫療價格建議

1. 為使台灣的價格更有競爭力，價格的考量在參考主要競爭國後，
將預估國際醫療價格設定在健保價至少1.7 - 2倍間。

2. 各院應依據特有醫療強項、專業醫師或提供增值服務項目，評
估各院訂定國際醫療價格之標準。

3. 國際病人之醫療服務收費及個人服務相關費用，依據醫療法第
21條規定，報請當地衛生主管機關核定後，並於核定範圍內收
取相關費用：

（1）醫療服務相關：包含單人病房費、診察費、
藥事服務費、藥品費、各項檢查及治療處置
費、注射費、麻醉費及特殊材料等健保支付
標準所訂相關費用。

（2）個人服務相關：機場接送、代辦簽證及行政
程式、隨身翻譯、膳食提供、旅行配套行程
規劃及安排、通訊服務及設備租用、後續追
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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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Stage

◆ Independent  Building or Floor

- privacy

- comfortable

- luxu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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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Stage

國際醫療旅遊需要跨國界監理的原因(Ravi.Raghavan, 2008)

1. 病人安全考量

2. 没有一個國家，可以單獨地保護其國民於國外所接受的醫療

3. 趨勢所在：已開發國家民眾至發展中國家尋求醫療服務業已

形成潮流，而開發中國家對醫療疏失處理，往往相關法律資

源不甚充足，故更需要有一國際性的治理策略

◆ Malpractice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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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國際化之法律議題

⚫ 美國醫療糾紛之管轄法院以州法院為主

⚫ 法院要審理醫療糾紛案件一定要有司法管轄權

⚫ 在推行醫療國際化的過程中，以下是最容易引起醫療糾紛的狀況：

(一)  美國醫療旅遊公司對客戶發表不實說明

(二)  台灣醫療院所未盡告知義務

➢ 建議預防措施：
(一)  慎選在美合作機構，實地查核其商業營運
(二)  合約中明確規定合作機構的賠償責任
(三)  選擇在有醫療糾紛賠償金額上限規定的州營運
(四)  重視告知義務
(五)  要求病人簽署同意書
(六)  合約中明確規定醫療糾紛的司法管轄權屬於台灣的法院
(七)  資訊透明、標準化
(八)  避免採用不實、誇大行銷策略
(九)  購買醫療責任保險，並慎選適當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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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Stage

1. 確認海外提供醫療之醫院或提供者有投保醫療保險

2. 了解整個流程及內容，以評估可能衝擊及司法辯護問
題

3. 了解於美國制度上，拒絶或事先放棄責任義務等語言
(文字)的可能性

4. 了解損害賠償協議或共同合作機構的保險狀況，或其
背後的資產情形

5. 了解於此商業模式下的可能司法辯護模式或危險性，
例如於網路上的文字或可能潛在的危險

6. 確認美國司法制度於目標市場上的最小風險性

◆ 要如何降低國際醫療的法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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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Stage

• 整體而言，「透明化」，包括相關資訊的揭露
（醫院的治療結果、品質、相關數據等），可相
對地減輕課責

• 注意醫療旅遊公司或醫院的文宣內容。醫院也要
慎選合作的醫療旅遊公司，並適當地監督他們；

• 不要過度銷售醫院或提供者
Do not oversell your hospitals or providers！



Page ▪ 55

要如何降低國際醫療的法律風險

• 新加坡醫糾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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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醫療責任保險商品

◆ 美國AOS公司

◆ International Medical Group, Inc

◆ Seven Corners 
（一間專做國際旅遊健康之保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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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on Stage

1. Taiwan Accreditation (ISQua,  IAP)

2. JCI, 300 hospitals passed currently

3. Different kinds of awards, pri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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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on Stage

4. Quality Indicators, Info Release, 

Pee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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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特色醫療及推廣
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

醫事人才培訓
建立高端醫療信
譽
及轉介種子平台

海外姊妹醫院
海外民眾轉診直

送
返國療養與追蹤

旅行業合作
-規劃觀光健

檢醫美套裝
行銷

醫療仲介業者
醫療保險業者

轉介合作

網路媒體直客行銷

台灣醫療機
構

資料來源：國際醫療工作小組

醫療仲介業者
行銷通路
轉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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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模式-網路媒體直接行銷

• 美國：John Hopkins Hospital, Mayo Clinic, Cleveland Clinic
• 台灣：台大醫院、長庚醫院、中國附醫

代表案例

台灣醫院

台灣國際醫療網等網路媒體之行銷

醫院或醫師已建立很好的品牌及聲
譽，讓病人不透過任何團體或醫師
介紹，直接找到台灣醫院

有至國外就診需求的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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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模式-旅行社合作

• Bumrungrad International Hospital(泰國) x Flight Centre North America
• 新加坡CTC Healthcare Travel
• 新光醫院 x 中國海峽旅行社

代表案例

來台進進行觀
光及國際醫療

提供國際醫
療套裝行程
的旅行社

規劃觀光與國際

醫療套裝行程

台灣醫院
費用折扣、行銷
分攤管理費用等
機制

⚫ 旅行社僅限推廣健檢及美容項目

⚫ 可主推華人地區，尤其是大陸地區，以完
整服務流程做到感動化；價格若高1-2成，
仍在接受範圍

⚫ 境外旅行社是支付行銷管理費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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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Model -優劣分析

模式A 模式B

說
明

醫院收到病人費用，再在提撥某
個比例

由醫院訂底價，旅行社自行加價
販售

優
點

病人較相信醫院，費用事先匯款
至醫院帳戶

誘因強，但合約管理相當重要

缺
點

⚫ 公立醫院無法提供行銷 費用

⚫ 旅行社比較不喜歡此模式

⚫ 如何支付行銷費用需要財務技
巧

⚫ 中間人可能亂賣，結果利潤比
醫院好

⚫ 醫院要承擔所有亂賣價格的後
果

⚫ 病人不太相信中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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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模式-醫療仲介業者合作

• 韓國、日本：導入國際醫療調解仲介人員的國家技術資格認證制度代表案例

台灣醫院

海外醫院

轉介國際病
患客源

海外民眾診療，若
有必要則送往台灣
醫院接受治療

轉介國際病
患客源

醫療仲介業者

醫療仲介業者

有至國外就診
需求的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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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模式-保險業通路合作

•Apollo Hospitals Group(印度) & Anthem, United Group Program(美國)
• Bumrungrad International Hospital(泰國) & United Group Program, member 

insurance companies of Blue Cross Blue Shield Association(美國)
代表案例

特色醫療需求患者

提供國際醫
療給付的
保險業者

保險業者協助保戶，

提供轉介進行國際醫療

台灣醫院

費用折扣、行
銷分攤管理費
用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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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Mode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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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模式-品牌醫院輸出合作

• Johns Hopkins Hospital(美國)
• Parkway Pantai (馬來西亞&新加坡)

代表案例

台灣醫院

海外醫院 轉介國際病患客源
海外民眾診療，
若有必要則送往
台灣醫院接受治
療

支付品牌權
利金或管理
諮詢費用

品牌與經營
管理知識•醫療服務

•人才培訓
•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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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類型醫院應有不同的推動模式

適用之醫院類型 海外合作對象 國際醫療服務合作方式

醫院
醫療仲介業者

◼ 多家醫院在醫院管理上有相當多
的突破，可補足合作對象在醫院
經營之不足之處

◼ 也讓台灣政府及其他醫院進行變
革，更能跟全球接軌

大型醫院
具豐富管理經驗

可獨力執行國際事務

1

大型醫院
中型醫院

具特定手術專長

2

保險公司
醫療仲介業者

◼ 台灣在器官移植、微創手術技術
與國際接軌；醫學院排名也在亞
洲名列前茅

◼ 可提供國外患者特定專長之醫療
服務方案

旅行社
醫療仲介業者

◼ 針對國外旅客來台設計相對應之
特色服務

◼ 以提供健康檢查等低風險之醫療
服務方式，與旅行社合作

大型醫院
中型醫院
小型醫院

提供高規格服務

3

品
牌
輸
出

特
色
醫
療

高
端
健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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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與醫院推動國際醫療之方向

透過國際性的醫療品質認證和評鑑
來推動國際醫療如JCI、TEMOS、
Acreditas Global、ACI、ACHSI、
QHA Trent和DNV GL等

 發展專長醫療項目
 進行重點行銷，提升海外知名度
 建立多元化的友善醫療環境
 與國外醫療單位合作
 輸出醫療品牌及管理經驗至海外

，可增加自身醫院之曝光機會

 聚焦發展重點醫療項目
 和海外醫療單位合作以行銷
 輸出醫療品牌及醫管服務經驗

透過國家對醫療機構的品質認證制度
和檢查程序，以吸引國際病患，如
各國的醫療與健康機構甚或醫學院的
評鑑與品質認證規範

 投入政府資源於海外行銷方面
 發展重點醫療項目
 放寬簽證限制
 對於醫療設備提供投資稅務減免
 鬆綁醫療廣告限制

 訂定國際醫療策略與目標
 鎖定發展重點醫療項目
 吸引國際醫療客戶
 法規鬆綁與租稅優惠

政府主導推動 醫院主導推動

重
點
方
向

推
動
事
項

醫
療
品
質
認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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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on Stage

6. Joint the Exhibition

行動醫療團

7. Newspaper, Magazine Web

8. Professional Channel

代訓聖文
森

Source: The Economist Source: International Medical Travel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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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ption Stage

•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

• 第4條所稱專門性及技術性工作，係指外國人受聘僱從事下列具
專門知識或特殊專長、技術之工作：一、營繕工程或建築技術工
作….八、醫療保健工作…。

• 第28條所稱醫事機構，以下列各款為限：一、醫療機構。二、護
理機構。三、藥商及藥局。四、衛生財團法人。

• 第8條規定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專門性技術性工作，其薪資不得低
於國內專技人員月平均薪資〈目前為新台幣47,971元〉。

Multilingual arrangement -

multilingual master students, white-collar

employees in their countries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N009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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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ption Stage

Healthcare travel

- transportation, hotel, recovery

Courtesy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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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ption Stage

Hospital Introduction

- core value (patient safety, excellent clinical           

quality & service of quality)

- environment-- reduce anxiety, especially 

using patient to pat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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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operation Stage

➢ Standardized English-version forms     

Care plan
Interactive

- patient video or guide

- operation mode, size of lesion, pain, LOS, 

com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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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operation Stage

• Pt-safety measurement 

• E-Hospital - PACS, HIS

檢驗報告自動標示檢驗值異常行動醫療P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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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d Stage

• EBM or Clinical  Paths
Clinical path for TURP

XXXXX  Hospital Title:TURP Admission Date: /   /   Chart No:

Department of Urology DRG:337 Discharge Date: /   /    Name:

Attending Dr.： Expected LOS:4 days Actual LOS: days

Admission Day1 Day2 Day3 Day4
Pre-op OR POD1 POD2 POD3

Consults OP permit
Anesthesia

Dietary prn Discharge

Tests CBC,CXR
EKG,PSA…..

CBC prn ……

Treatments Weight D/C
Vital sign Q1h*2,

then Q2h*2
then Q4h

…ordinary… cont D/C

IV fluid cont D/C

Medications Analgesics IM prn
Analgesics PO……

• Cancer patients – Combine  religion

• Daily Care-長庚醫院 TURP 之Daily Care

• PHS- reduce anxiety

• Patient-Doctor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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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Operation Stage

• Discharge status

- no fever, no bleeding

• OPT follow-ups

• Family residence 

- reduce nosocomial infection

- reduce economic burden 

- enhance family contact

• Special nurse if necessary

• Tour if necessary

- only 5% for sever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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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Operation Stage

• MOHW、ICDF
• trained healthcare personnel
• mobile mission
• sister hospitals 

• Specialty society 

• Clinical training & 

healthcare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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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Outsourcing

• Difference among the same disease 

✓ 2-8 times by Mckinsey

• 47m. uninsured pt. & 30m. underinsured pt. in USA

• Long-waiting list in UK, Canada

• Employer-Sponsored Premium increased 87% in last 6 years in 

USA

• 2006 Time Report 

- 5000 American pts to Bumrumgard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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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Outsourcing

• West Virginia will pass the law

- longer leave of stay

- 20% bonus of saved premium

• India- X-ray outsourcing

• Blue Cross/ Blue Shield (SC)

- 1st contract to Bumrungrad Hospital

• Group Health Plan 

- employer-initiated 

- medical outsourcing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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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Outsourcing

• Taiwan：

德州新世紀保險公司
(New Era Life Insurance 

Company)

安聯全球救援保險公司

(Allianz Assistance)

美國，台灣醫聯
(Taiwan HealthCare LLC)

信諾人壽保險公司
(Cigna Global Health)

• Amy Tang / Network 
Director North East Asia
– +(852) 2297 5144

– amy.tang@cigna.com

• Sam Kam M.D/ President
– +626-388-2388
– skam@chmso.org

• Kitty JIANG / Provider 
Network Manager
– +86 10 8535 5588 ext.8706

– kitty.jiangc@allianz-
assistance.com.cn 

• Ellen Tsao / Assistant Vice 
President -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 +800-552-7879

– etsao@newera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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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國際醫療
發展限制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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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病患來台課題與解決方案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決定來台就醫 抵台

課題 課題 課題

• 臺灣國際醫療知名度不足
• 當地無諮詢窗口
• 醫療與觀光連結不強
• 行銷轉介通路未暢通

• 簽證取得不便，需準備多樣文件
• 當地無辦事處，需飛往他國辦理簽

證與相關手續
• 航班少，行程規劃與安排複雜

• 大眾運輸資訊與指引不清楚
• 與醫師溝通語言隔閡
• 陪同家屬長期住宿問題

解決方案 解決方案 解決方案

• 特色專科品牌形象建立與國際
媒體曝光、治療個案故事短片、
醫療及醫美服務電視短劇宣傳

• 臺灣國際醫療全球資訊網、海
外醫療諮詢單一窗口(國際醫療
諮詢服務中心)

• 槓桿我國觀光資源進行宣傳、
觀光醫療整套式行程規劃

• 改善簽證取得流程
• 增加海外辦事處或據點
• 增加航班航點

• 清楚標示交通指引並多語言呈
現

• 通譯人才資料庫彙整、醫療翻
譯認證制度 (研擬中)

• 各縣市在地觀光資源鍵結、優
良旅行社認證(研議中)

*藍色字為目前衛生福利部持續進行與探討中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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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多元友善就醫環境

1 加強醫護人員外語能力

3 推廣多元
醫療費用
支付方式

2
建置友善特
定宗教(穆斯
林)族群飲食
及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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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拓展行銷通路與異業結盟

積極拓展行銷強化異業結盟
強化我國醫療服務行銷策
略，於海內外積極推廣台
灣醫療旅遊，整體行銷我
國醫療服務品牌

持續鼓勵醫療機構多與
海外醫療轉介及保險公
司進行異業合作，政府
協助設立相關認證機制，
以確保異業合作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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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病患就醫回國後續追蹤與照護

遠距追蹤照護

鼓勵國際醫療會
員機構多與目標
市場之醫院進行

結盟合作

待目標市場病患
累積相當數量，
再於當地設立服
務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