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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49 年，在國共內戰中戰敗的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之後，在台灣推動土改及進口替代

政策，基本上實踐孫中山民生主義“平均地權、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的主張。

然而，這個政策維持到 50 年代末，美國就逼誘台灣從進口替代轉向出口導向政策，從節制

私人資本轉向鼓勵私人資本，同時成為美國國際戰略中圍堵社會主義中國東南沿海的亞洲

四小龍之一。台灣出口導向、發達私人資本的政策經過 60、70 年代的發展，私人資本逐漸

興起，再經過 80 年代末期及 90 年代之後政府全面推動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推波助瀾，到 2000
年代，數十年越來越商品化、越來越市場化、越來越資本主義化的發展，不僅在台灣社會、

經濟、文化、政治各個層面累積許許多多問題，夾層其間的醫療體系，當然不可免的也牽

連在內：從光復後至今--尤其在 1980 年代之後，台灣醫療體系是不斷市場化及私有化的過

程。 

1950、60 年代，政府對台灣醫療體系的發展重點是公立醫院的建設；在這期間，政府

建立了兩所大型公立醫院—榮民總醫院及三軍總醫院，及修建或新建了 20 多所省市立醫

院，目標是讓每一個縣市至少有一所公立醫院。這時期，公立醫院與私立醫院的氣勢是旗

鼓相當的；公立醫院的病床數甚至比私立醫院還要多。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公立醫院是

當時台灣醫療體系的主力。 

公立醫院的優勢維持到 70 年代開始有些逆轉，越來越多私人資本在政府的鼓勵下，投

入醫療體系。80 年代中、末期開始，政府對公立醫院的支持更進一步大逆轉。這個時期，

政府全面推動新自由主義、鬆綁、及私有化政策，對政府機構進行組織再造，瘦身、裁員。

在這樣的政策主導下，政府一方面對公立醫院的補助開始大幅降低、要求公立醫療機構自

負盈虧，甚至乾脆將十多所公立醫院放手給私人資本或財團經營。 

另一方面卻以租稅優惠、醫療發展基金補助、及社會醫療保險資源的分享等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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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及鼓勵私人及財團資本投入醫院的創建。因此，大量私人及財團資本不斷投入醫療市

場，私立及財團醫院蓬勃發展，無論是醫院數、病床數、或醫事人員數都急遽竄升，高高

淩駕公立醫院之上；這些私人或財團醫院藉由大量製造及行銷醫療商品，從病患—台灣社

會大眾—賺取利潤，進一步累積及擴張其醫療資本。 

在上述不利因素兩面夾擊之下，原本以提供服務、而不是以營利為目的的公立醫院開

始受到強大波及。在競爭極度激烈的醫療市場中，為了存活，即使“公立”的醫院，也“人

（指公立醫院）在江湖（指市場），身不由己”，必須不斷的擴張，與私立或財團醫院拚業

績、搏資本、爭市場。台灣醫療體系就這樣、不斷的、快速的往全面商品化、市場化、及

私有化的道路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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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80 年代，私有化浪潮席捲了全世界，這股趨勢尤以在美國雷根政府與英國佘契爾政

府推動新自由主義之後特別明顯，政府總預算刪減、去管制與私有化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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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內容，其所造成的影響廣泛，包括國營事業民營化、社會福利業務私有化等；在公共

衛生面向則有健康醫療照護體系的私有化。 

西方有關私有化議題的研究與批判十分豐富，但是，台灣這方面的研究相對缺乏。一

些研究對公營交通事業、社福機構民營化做了分析，而在公共衛生及醫療體系的私有化的

研究則是鳳毛麟角。本文將分析台灣公共衛生體系下之防癆業務私有化的發展過程及其後

果。 

台灣防癆業務歷經三個時期的私有化過程--即 1950~1979 年的國家防癆業務公有化時

期，一些諸如民眾衛教、流行病學調查、疫苗生產與供應等預防性業務，從 1950 年迄今都

是由公部門提供服務；到了 1980~1994 年則呈現部份防癆業務私有化時期，例如村裡民眾

的胸部 X 光檢查及驗痰業務，因著公、勞、農保合約醫療院所的擴張，可以提供社區民眾

因症就診之胸部 X 光及驗痰服務，而取代了政府自 1950~1979 年所提供的主動到社區進行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之防癆篩檢業務；最後 1995~迄今的防癆業務私有化擴張時期，因政

府實施全民健保，幾乎全台灣的醫療院所皆加入健保合約，所有防癆醫療性如疾病之診斷

與治療業務，皆由健保合約院所提供服務，全面取代了政府自 1950 年起提供的防癆醫療性

免費服務。這個防癆業務由公轉私過程，是透過醫療保險資源對私部門的開放與全民健保

納保率的擴張得以完成。 

本研究重要結論是，醫療服務必須先成功轉化成醫療商品型式，才得以進入醫療市場

進行交換。台灣自 1980 年代起，一些個人性防癆醫療業務如疾病之檢查與治療，因具有可

以標準化、數量化生產、容易經由醫療保險代收代付，因此容易商品化、市場化，這些業

務因此成了私有化的對象；反之，一些具公共性質的防癆預防性業務如民眾衛生教育、流

行病學調查、主動性社區民眾防癆篩檢、疫苗接種等，因不具利益排他性、不容易數量化，

最大利益歸屬公共擁有，而不具商品存在特質，故迄今尚未被私有化。 

然，台灣防癆業務私有化的結果有下列值得省思：一、碎裂後的防癆體系採公衛與醫

療分流政策有利結核病防治目標嗎？二、當私有制競逐私利本質與防癆業務公益性衝突

時，該如何善了？三、防癆醫療性業務私有化對誰有利？對誰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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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去台灣的長期照顧一直是仰賴許多女性無償勞動、進入「高齡化社會」後，老人照

護需求日益增加，目前機構長照以私人小型機構 83.6％為主、加上 17萬多外籍看護工、

台灣社會儼然已將長期照護視為一種商品。然而、長期照護是高度勞力密集和技術性工

作，品質的好壞與接受服務者健康有相當關連、不應該當作商品看待。此外目前的長期照

護供給顯然不夠、因此關於長照法和長照保險討論、建立社會共同承擔、互助精神照護系

統是大家共識、因此長照應該被視為一種公共財。本文從英國長照私營化經驗來預警台灣

社會、對於長照系統中大量私營化可能造成影響、以及公共財損失。 

英國自 1946 年開始從中央稅收提供地方政府提供長期照護機構服務、直到 1980 年代

新右派政權希望減少國家長照負擔、以推展社區照顧和去機構化為由、逐漸縮減中央對地

方補助、同時另外編列社會安全預算鼓勵私人資本投入長照市場、導致私營機構蓬勃發

展、跨國企業投資和介入。80年代後期發現整體機構數量有增無減、不但原本政府希望去

機構化目標沒有達到、鼓勵私人部門投入 社會安全預算也日漸增多。1988 年 Community 

Care Act 將照顧責任下放地方政府、終止社會安全預算補助、同時鼓勵地方政府與私營長

照合作、關閉原有公營機構、並鼓勵私人資本進入居家服務市場。90年代後期公營長照嚴

格審查入住條件、NHS 的長照也只剩下殘補功能。以私營機構為主體的英國長照不但沒有

節省支出、更面臨服務端階級差別化、供給端分布極端化、勞動條件不良影響照顧品質、

以及住民因照顧不連續、私營機構惡性倒閉而不斷迫遷的身心傷害。 

英國這些私營化問題、在台灣很可能也會發生。當照顧服務輸送體系的建構未完善之

前、很可能像英國 80年代一樣造成更多私人資本投入市場競爭、機構化大型化的趨勢變

本加厲。唯有先建構非營利公共照顧服務輸送體系、再導入適當由社會共同承擔的財務機

制、台灣長照才能避免陷入類似英國私營化、財團化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