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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H7N9 反思兩岸醫藥合作的方向 
陳昌宏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2013 春大陸華東地區爆發了嚴重的禽流感（H7N9）事

件，臺灣也傳出一例確診案例。雖然大陸當局宣稱目前仍未

達到「人傳人」的地步，但是 2003 年的SARS風暴重創亞洲

地區的殷鑑不遠，兩岸又是全世界最密切往返的兩個地區，

就第一線防疫工作而言，十分難以防堵H7N9 病毒不入侵臺

灣，更無法防止其擴散效應。兩岸在 2010 年 12 月 21 日已

經簽署了「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針對此次疫情，大陸

方面也已經提供「病毒株」給臺灣作為防疫研究之用，1 但
對於疫情進入臺灣或進入臺灣產生「人傳人」變異症狀能有

多大助益，恐怕仍是未知數。就兩岸的現狀而言，如何攜手

合作對抗H7N9，而非阻斷兩岸人員貨物交流的正常生活或祈

禱病毒不會入侵與擴散可能才是最務實的作法。 

壹、前言 

    目前兩岸人民互動往來頻繁，除了投資金額屢創新高外，

人員與貨物往來頻繁的程度恐怕超越世界上任兩個地區或

國家。以 2012 年為例，臺灣赴大陸的人次高達 534 萬人，

若以人口比來算，臺灣一年約有 23.2％的人口赴大陸，若以

1987 開放探親開始到 2012 年底計算，臺灣赴大陸累積人數

更高達 7,165.2 萬人次；2012 年大陸赴臺人數也達到 200 萬

人次，幾乎是臺灣人口的十分之一。臺商自 1991 年至 2012
年在大陸累積的投資金額更達到了 1,244.9 億美元；大陸對

                                                      
1 為了有利於Ｈ７Ｎ９流感防治，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依 2010 年所簽訂的「海峽兩岸醫藥衛

生合作協議」請中國大陸提供Ｈ７Ｎ９流感病毒株，在符合國際生物安全規範的運輸條件下，今

天上午運抵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實驗室。聯合新聞網，病毒株抵臺兩岸醫藥合作新階段， 
http://udn.com/NEWS/BREAKINGNEWS/BREAKINGNEWS9/7844200.shtml#ixzz2RFpIYIWD 
 Power By udn.com，2013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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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投資金額亦有 34 萬美元。2012 年臺灣出口至大陸有

807.292 億美元，進口則有 409.1 億美元；大陸出口至臺灣有

1,322.01 億美元，大陸自臺灣進口則有 367.89 億美元。就總

體數據而言，兩岸間人流、金流與物流的數字均是極大的量

體。然而在如此密切往來的情況下，兩岸間的衛生疾病與醫

療卻缺乏相對應的制度設計，尤其在過去尚未簽署「兩岸醫

藥衛生合作協議」時期，兩岸交流過程如遭遇醫藥衛生問題，

只能透過海基海協兩會進行簡單的聯絡與瞭解，並各自將資

訊轉介給所屬的主管機關，再由主管機關依照職權處理。但

是兩岸曾經發生SARS疫情和三鹿毒奶粉等衛生事件，在聯

繫過程中不僅缺乏效率，且許多重要的訊息無法及時、正確

與完整的被傳遞，對民眾的健康與生命安全產生不可逆的傷

害。2 另外，臺灣的中藥材有高達九成仰賴大陸輸臺，目前

也尚未有明確且統一的檢驗標準，地方衛生機關進行市售中

藥材與中藥抽查時常檢驗出重金屬與農藥含量超過標準，國

人赴大陸地區工作與旅遊，如遭遇緊急重大傷病需要返臺就

醫時，在沒有統一官方窗口情況下，僅能尋求國際緊急醫療

救援組織的協助，家屬往往得負擔高額的救援費用。 

貳、 兩岸醫藥衛生合作現狀 

嚴格說來，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其實分成三大部分，「醫療、

藥品與衛生」。在醫療部分，臺灣醫療體系發展較大陸為早

且成熟，在此方面的投資也較多，因此在 2000 年時，大陸

首度開放外資申設醫院，當時取得執照的臺資企業，有旺旺、

明基、臺塑等企業。其他企業的醫院體系，也隨著逐步成形。

例如，日月光與聯安診所 2004 年在上海浦東設立景康診所，

引進聯安高檔的健康檢查；寶成集團的裕元紀念醫院也準備

在廣東成立；日月光則在經營了診所後，後來更往醫院發展。

                                                      
2
「SARS 衝擊兩岸關係」，中時新聞網，

http://forums.chinatimes.com/report/SARS/Forums/htm/92052651.htm，檢索日期：2013 年 4 月 30
日。 

http://forums.chinatimes.com/report/SARS/Forums/htm/92052651.htm，檢索日期：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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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2 月 3 日，大陸國務院辦公廳發佈關於進一步鼓勵

和引導社會資本興辦醫療機構的意見，內容放寬了社會資本

興辦醫療機構的准入範圍，進一步改善社會資本興辦醫療機

構的執業環境，並促進非公立醫院醫療機構持續健康發展等

多方面。 

目前規模較大的大陸臺資醫院有 6 間，分別為：廈門長

庚、南京明基、湖南旺旺、上海瑞東、辰新和昆山宗仁卿醫

院、北京寶島婦產醫院，其中最高投資額為 18 億人民幣。

截至 2012 年底，已有北京寶島婦產醫院、南京明基醫院等

22 家臺資及兩岸合資醫院在大陸開設，多集中在沿海地區，

規模最大的約有 2,000 個床位。關於臺資醫院在大陸地區設

置狀況，詳見下表。 

臺資醫院在大陸設置情況 

分類 集團名

稱 
醫院所在

地 
開發進度、營運規模 

醫療體

系 

長庚 
廈門 廈門長庚醫院投資人民幣 17.8 億元，總計

2,000 床，2008 年 5 月 6 日開業，先啟用 500
床，與臺灣長庚醫院合作。 

敏盛 

河南 2004 年與河南平頂山市第二人民醫院合作

成立健檢中心。 

2006 年與長沙旺旺醫院洽設策略合作。 
江西 擬經管江西中寰國際醫院，800 床，預計 2008

年開業。 

秀傳 
上海、寧

波 
2006 年、2007 年先後在上海、寧波成立秀

傳眼科。 

聯新 
上海 2003 年與上海電力醫院合資成立辰新醫

院，60 床。 
聯新國際醫院，投資美金 1 億元，300 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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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臺灣壢新醫院合作，尚未動工。 

企業集

團 

旺旺 
長沙 湖南旺旺醫院，投資人民幣 6.4 億元，2005

年 12 月 31 日開業，總計 1,200 床，建成 507
床。 

明基電

通 

南京 南京明基醫院，投資人民幣 10.5 億元，2008
年 5 月 12 日開業，總計 3,000 床，先啟用

500 床，與臺灣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合作。 
蘇州 蘇州明基醫院，預計投資人民幣億元，1,500

床，已完成規劃設計，尚未動工。 

六和 
昆山 昆山宗仁卿紀念醫院，預計 2008 年啟用，

500 床，與臺灣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合作。 

寶成 
廣州 中山市寶元製鞋廠職工醫院，社區醫院。 

東莞裕元醫院，1992 年興建，95 床。 

日月光 
上海 景康健康管理中心，投資人民幣 5,000 萬

元，2005 年 6 月啟用，由臺北聯安診所經營。 

翔鷺 
廈門 翔鷺國際健康體檢中心及門診部，2007 年

12 月開幕。 

臺商協

會 

深圳臺

商協會 
深圳 深圳愛群醫院，規劃 600 床，預計投資人民

幣 7 億元，正進行土地公開招標程序。 
東莞臺

商協會 
東莞 東莞臺商醫院，規劃 600 床，預計投資人民

幣 7 億元，2008 年初獲衛生部審批許可，預

計 2010 年開業，尚未動工。 
嘉善臺

商協會 
浙江嘉善 嘉善博愛醫院，預計投資人民幣 3 億元，2007

年 12 月獲衛生部審批許可，尚未動工。 

其他 
環宇投

資公司 
上海浦東 上海瑞東醫院，取得 55%股權，擬於 2008

年重新規劃使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在藥品方面，在第六次江陳會議時，海基海協兩會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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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簽署了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其中有一項重要目的在

強化兩岸醫療生技產業的發展與管理。 

為了能順利讓兩岸生醫療產業十分關注的新藥臨床認

證能早日啟動，目前TFDA已領先中國大陸藥監局 （SFDA）

成立「兩岸醫藥品合作專案推動辦公室」，開放讓廠商申請

試點及專案試辦計劃，啟動兩岸以聯合審查方式，合作審查

兩岸同步申請的多中心新藥臨床試驗機制下，2012 年 12 月

已有 25 個案件獲選，等待SFDA做最終審查。3 

兩岸醫藥合作的市場廣大，且因為臺資醫院在大陸已有

若干家醫院，對於藥品的需求十分龐大，廈門長庚因為有臺

灣長庚醫療體系的協助因此能夠在藥品方面獲得一定程度

的挹注，但是其他臺資醫院仍然必須透過其他管道和大陸藥

商購買昂貴的藥材，對於成本控管極為不利，因此，推動藥

品合作將有利大陸的臺資醫院有效降低營運成本。 

在衛生通報機制部分，在未簽署「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

議」之前，大陸疫情並未對臺灣呈現透明的資訊，尤其是重

大事件如SARS和毒奶粉事件，直接或間接造成臺灣極大的

經濟損失，在協議簽署後，雙方同意平時應以書面方式定期

互相交換傳染病疫情及衛生檢疫等資訊並儘速通報可能或

已構成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傳染病疫情，持續溝通及通

報相關資訊。如接獲對方查詢時，應儘速給予回應與協助。

重大疫情通報的內容，包括病例定義、實驗室檢驗數據、疫

情來源、病例數、死亡數及採取的防治措施等。必要時，雙

方得商定變更通報內容。如有對方人民在發生重大疫情方受

感染的資訊，該方應通報對方。4 

參、 兩岸醫藥衛生合作瓶頸 
                                                      
3
「兩岸藥品合作臺 25 件搶當指標」，工商時報，2012 年 11 月 22 日，

http://showbiz.chinatimes.com/politics/11050201/122012112200099.html。 
4 行政院衛生署，「海峽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

http://www.cde.org.tw/SubLink/CSCA/cross_strait_Cooperation_Agreement.pdf。 

http://showbiz.chinatimes.com/politics/11050201/122012112200099.html
http://www.cde.org.tw/SubLink/CSCA/cross_strait_Cooperation_Agree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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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雖然在第六次江陳會已經簽署「兩岸醫藥衛生合作

協議」，希望能夠搭建一個有效的醫療衛生平臺，提升解決

兩岸健康衛生問題的效能。該協議內容包括加強傳染病防治、

中藥材安全管理及中醫藥研究、緊急救治及醫藥品安全管理

及研發等四項具體議題，建立正式的合作管道。但是因為兩

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強調「五不」（1.不涉及醫學人才培養，

2.不開放大陸醫事人員來臺考照，3.不開放大陸醫事人員來

臺執業，4.不開放陸資來臺設立醫院，5.不開放大陸醫院健

保給付等，因此現階段的醫藥協議仍然有不小的缺口。 

正因為兩岸醫療、藥品與衛生存在不對等的思維，同時

因為對於醫事人員的培育缺乏共識，縱使目前大陸已經有臺

資醫院，但是因為醫療法令與醫師養成制度的差異使得臺資

醫院在大陸網羅優秀醫師具一定的困難度，在大陸的臺資醫

院面臨的問題如下：5 

一、醫師素質良莠不齊 

目前大陸公立醫院對醫師的保障優於民營醫院，因此，

民營醫院在招募醫師上，較公立醫院困難。此外，大陸自 2010 
年起，開始試行專科醫師訓練制度，因此，許多公立醫院醫

師雖有專科醫師之名，但因缺乏完整一致之專科醫師訓練制

度與考核，醫師素質良莠不齊，加上 2010 年起實施之住院

醫師訓練制度，多數受大型(三甲)醫院所壟斷，而新設立之

民營醫院，尚受醫院評鑑每三年一級之限制(二乙->二甲->
三)，至少需 6-7 年的時間始得成為訓練醫院收訓住院醫師，

使其醫師人力招募上更是雪上加霜。 

 

二、臺籍醫師執業範圍受限 

                                                      
5 黃昭明，〈大陸臺資醫院的經營策略比較研究：以某三家醫療事業體為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

論文，2013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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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醫師職稱大略可分為主治醫師、副主任級醫師及主

任級醫師三級，代表其年資及專業程度，亦藉此規範其執業

範圍。雖然，2006 年 4 月大陸衛生部宣布，具有臺灣合法行

醫資格的醫師，可在大陸申請執業註冊和短期行醫執照，惟

無職稱級別之評定，影響臺籍醫師之合法臨床業務範圍，一

旦發生糾紛，不僅權利無法保障並可能因觸法而受罰。 

三、大陸醫事人員缺工問題，臺資醫院搶不過公立醫院 

中國大陸自 1998 年起開始嚴格執行各行各業之執業資

格證書（俗稱上崗工作證），加上繼續教育之要求(每年或二

年需換證)，導致市場人力不足。此外，公立醫院內之醫事人

員如護士、檢驗員等享有之福利、薪資均與醫師相當，且因

近年公立醫院不斷擴張，致使民營醫院更難攬才。另一方面，

大陸之醫事教育普遍未制度化，素質參差不齊，而大陸衛生

部門雖開放臺籍醫師可直接赴陸換照或考照，但未擴及其他

類別醫事人員，因此，臺資醫院之臺籍醫事人員只能提供教

育訓練無法直接執行醫療業務。 

四、相關成本過高以致獲利有限 

大陸診療費十分低廉，門診依醫師職級分別為 3-6-9 人

民幣，而急診僅收 1.2 人民幣，也因為如此，大陸醫院盛傳

所謂「以藥養醫」，意即醫院利用藥價差所得利潤來供作醫

師之獎金，更甚者收取藥品回扣作為利得。公立醫院之醫療

收費包括藥費一般由政府統一定價，但藥品進價部份則可由

醫院自行與廠商議價，而公立醫院因具量大之優勢，民營醫

院在議價上難與其競爭取得較低之成本優勢，另一方面，雖

然民營醫院收費可較有彈性，但如成為醫保定點醫院，其收

費仍須比照公立醫院，其經營之困難由此可見。近年來，大

陸政府雖實施壓縮藥價差之措施，但所結餘之費用僅補貼公

立醫院，民營醫院無法受惠。至於，人力成本部份，因大陸

專業人員分工過細，墊高了人力的需求，加上法規(勞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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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勞工之保障高，且近年薪資成長快速，也使經營成本提

高許多。此外，大陸對於醫院之各類評鑑、檢查項目眾多，

不亞於臺灣且皆按項目收費，如感控、檢驗品質、檢查儀器、

輻射安全等，不像臺灣對醫院之查核多數免費性質，也使臺

資醫院頗感難以適應。總之，大陸之民營醫院，雖可以公司

形態成立，收費也較有彈性，但營利型醫院無稅賦、水電優

惠，經營成本較公立醫院高出許多，而非營利型醫院雖享有

公立醫院同等之優免，但收費受限制，藥品進價仍高於公立

醫院，人事成本也較高，如何抉擇？民營醫院陷入兩難。 

肆、 未來合作方向與可能性 

兩岸間的相互往來已不可逆，在人流、金流與物流均大

幅成長的情況下，醫藥衛生問題極有可能成為阻礙或倒退兩

岸發展的關鍵因素，為免得來不易的交流中斷或萎縮，同時

也為建立兩岸新的合作項目，醫藥衛生的交流合作絕對是兩

岸交流的重頭戲。 

一、建立兩岸醫藥 ECFA，讓臺灣醫院的藥品可以免稅進入

大陸 

    隨著兩岸人民之往來越來越密切，除去每年赴陸旅遊的

臺灣民眾不計，據估計常住於大陸的臺籍居民約超過 200 萬

人，而臺資醫院因其服務管理模式及醫院氛圍之故，常常是

臺胞就醫時的首選，如能透過兩岸談判平臺，適時協助臺資

醫院發展，不僅可提供大陸地區臺灣民眾之優良醫療服務，

同時可展現臺灣醫療的軟實力，並帶動臺灣國際醫療的發

展。 

2010 年簽訂的兩岸經濟架構協議（ECFA）中，早收清

單項目內並未包括藥品。在醫院經營中成本支出有很大比例

便是「藥品支出」，同一種藥品透過不同方式與管道取得，

往往存在極大的價差，對醫院而言若能取得較低售價的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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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醫院成本控管來說十分重要。以目前兩岸的特殊關係來看，

臺灣可以透過建構類似 ECFA 的架構來建立專屬醫療產業的

ECFA，將臺灣藥品及醫療器材以免稅專用方式進入大陸（僅

限臺資醫院使用），如此對已經在大陸設立醫院的臺資企業

而言，能夠省下極為龐大的成本支出，也能做為改善醫護人

員收入的重要來源，對醫院收益也有極大的幫助，更能讓有

意前往大陸投資的醫療事業體或其他臺資企業能有效提高

投資醫療產業的項目，同時亦可促進臺灣醫療產業之發展。 

二、開放臺籍醫師赴陸習醫資格認定 

目前臺灣並不採認大陸醫事相關學歷，然近年來有許多

臺灣子弟赴陸習醫，但於畢業後因身分關係，多數無法進入

較好之教學（三甲）醫院接受住院醫師訓練，間接導致就業

困難，為使臺灣之子弟可於大陸順利就業，並協助臺資醫院

招募年輕醫師，且考量我國教學醫院之訓練容量尚有餘裕，

可研議開放臺籍陸醫，即臺灣學子赴陸習醫並畢業取得大陸

醫師執照者，於臺資醫院接受一段時間之訓練後，如經兩年

臨床經驗，得由其薦送赴臺灣之教學醫院，進行短期 3-6 個
月之臨床進修或接受最長不得逾一年之專科醫師訓練，惟為

避免密醫之風險危及病人安全，於臺受訓期間，須全程有資

深醫師在旁指導，不得獨立執行業務，違者取消該院之收訓

資格。 

三、落實衛生資訊交換 

    大陸屢遭詬病的便是疫情資訊欠缺透明性，作為一個崛

起的大國，且又與臺灣往來頻繁，實在不該讓臺灣承受因為

隱匿疫情而造成的經濟損失風險。因此，未來兩岸衛生單位

對於食品衛生或疫情應有固定交換資訊的管道，及時且充分

的資訊揭露是衛生資訊交換的重要工作。 

四、陸應鼓勵民辦醫療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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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總理溫家寶曾說：「中國有三座大山亟待剷平，一是教

育，上大學難；一是住房，買房子難；一是就醫，看病難，

看病貴。」在醫療供給不足的情況下，看病的費用自然居高

不下，中研院鄒至莊院士認為大陸早已容許民辦學校，因此

開放民辦醫療機構可以改善就醫不足與困難的問題。6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6
鄒至莊，「鼓勵民辦醫療機構是中國應走的方向」，工商時報，2013 年 3 月 21 日，A6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