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場化：台灣醫療危機的根源 

近年來台灣醫療體系發生了許多問題，例如目前內、外、婦、兒科四大皆空，

急診壅塞，急診醫師出走，醫生護士的過勞，偏遠地區醫師荒，大小醫院護士荒，

出現血汗醫院、戰鬥陀螺等比喻，此外，醫病關係緊張，醫療訴訟頻繁，眼看台

灣醫療崩壞在即。過去令人稱道的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備受抨擊，扭曲的醫療評鑑

制度也遭詬病，然而，問題恐怕不僅是表面如此。 

我們認為台灣醫療體系的問題，和日益嚴重的商品化和市場化息息相關，本

論壇將分析醫療市場化的邏輯和在台灣的發展。醫療市場化造成對臨床現場的衝

擊，尤其是急診。還有，護理勞動環境也受到醫療市場化的影響，最後，隨著社

會高齡化，照顧需求成為社會問題，可以預期照顧服務也會市場化，我們也將借

鏡日本，瞭解長期照顧市場化可能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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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美霞 台灣醫療體系市場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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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國擁有全世界最市場化的醫療體系，這樣的體系過去幾十年來不斷的膨

脹，而“health care in crisis”的問題也在這幾十年中，成為最困擾美國的

問題之一。 

  與美國一樣的，台灣的醫療產業也是以極度商品化、市場化的邏輯運行的。

而市場化正是台灣醫療體系目前面臨的危機的根源。醫療機構將資本投入醫療市

場，主要目標是藉由醫療商品的提供以賺取利潤。依照一般資本運行的規律，醫

療機構在強大競爭壓力下，必然會使出渾身解數、以五花八門的奇招，招攬病人、

刺激創造醫療需求以賺取最大的利潤，進而不斷的積累、擴大資本。 

 

 而醫療商品與其他（如鞋子或電腦）商品不同的是：因與自己健康生死相關，

對醫療的需求必然比對其他商品的需求更迫切，且需求永遠無法滿足。如此條

件，為醫療資本提供一個絕佳的、可以無窮擴大的市場需求，造就了台灣醫療產

業的高利潤率，進而吸引了大量的醫療資本不斷的湧入。結果，過去數十年中，

台灣的醫療產業不斷的、快速的擴張。 

 

 這樣的邏輯運行下的醫療體系就導致種種問題或危機：（1）全民健保是醫

療體系的主要收入來源（台灣醫院的收入平均 80%以上來自全民健保），而不斷

擴張的醫療體系使得全民健保從開辦兩年後至今，不斷面臨虧損的問題；（2）

醫療機構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必須力求降低成本、增加利潤，因為醫療體系是

一個勞力密集的產業，因此，醫療人員成為醫療管理者減低成本的重要渠道。增

加醫療人員的勞動強度、工作負荷及工作時間來增加收入；以縮減正職人員的福

利及職場健康保護、遇缺不補或改聘薪資及福利更低的約聘或兼職人員來降低成



本，成了醫療體系維持、增加利潤的重要方法。“六大皆空”及幾年來“護士荒”

“醫師過勞死”的問題根源即在此。（3）不斷市場化的體系吸引了大量資本的投

入，台灣因為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而開始面臨長期照護的大量需求，因應這樣的

局勢，國家必須規劃長照保險，大量資本也加緊投入長照體系，可以預測，因為

長照保險是建立在市場化、私有化的長照體系之上的，類似“健保虧損”的問題

將會在長照保險推行幾年之後出現“長照保險虧損”的問題。 

 

 



2. 沈朝賢 急診室冬天：從醫療市場化的角度看急診過度壅塞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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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署立嘉義醫院 急診室 主治醫師 

 現職：行政院衛生署嘉義醫院 急診室主任 

 著作簡目： 

(1)陳日昌主編、沈朝賢等, <<急診流程指引>>, 財團法人急重症醫療發展基

金會與社團法人台灣急診管理學會共同出版 

(2)張志富、沈朝賢, 愷它命(Ketamine)濫用引起的腹痛, 家庭醫學與基層醫

療, 第二十六卷 第三期, p. 116-119 

(3)王士豪主編、沈朝賢等, <<山野教室>>, 探索戶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4)沈朝賢、劉俞琳等, Poster: 嘉義地區意識改變的病患接受到院前測試的比

率偏低, 2011 年緊急救護研討會, 2011.11.09 

(5)沈朝賢、劉俞琳等, Poster: Increased health care demand of emergency 

department associated with climate change, 第二十屆世界衛生組織健康促進

醫院國際研討會. 2012.04.13 

 

摘要 

過去二、三十年來，醫療體系全面的市場化、商品化及私有化導致政府對公

立醫院的補助大幅減少，同一時期大量的私人資本投入醫療體系，公立醫院在自

負盈虧及市場競爭下，只能走向私立醫院的經營方式；或者節節敗退，最後走向

名存實亡的地步。 

以署立嘉義醫院為例，政府的補助款逐年減少，甚至一度委外經營，與私人

或財團醫院拚業績、搶市場，在這樣的環境下，署立嘉義醫院不再招聘公職護士，



大量改用約聘制護士，導致約聘護士比率逐年增加，甚至多於公職護士。然而約

聘護士的待遇福利方面都不及公職護士，在同工不同酬的情況之下，約聘護士的

流動率始終居高不下，這樣的情況在急重症單位更是明顯。大量的健康照護專業

人員的流失，造成仍堅守崗位的人必須承擔額外的工作份量，如此一來，勞動條

件更加惡化又造成另一波離職潮，如此惡性循環將導致醫療體系的崩解。過去幾

年來，健康照護專業人員的大量短缺，迫使醫院不得不關閉某一部份的急性病床

數(尤其是加護病房)，而急性病床的不足正是急診壅塞最重要的原因。 

醫療體系市場化的另一個問題是，醫院大型化。在市場競爭的賽場上，各醫

院無不積極擴展其市場規模以獲得最大的利益，加上目前的健保支付制度與醫院

評鑑掛勾，是以醫院產業不斷朝大型化發展。不論輕重症的醫療服務都集中於中

大型醫院，使得中大型醫院在提供輕症的醫療服務時會排擠重症方面的醫療，導

致醫療資源配置扭曲；而小型醫院凋零會使得分級醫療轉診制度無法落實，致使

醫療層級分工的功能無法發揮。因此層級愈高、急診量愈大的醫院，其急診留觀

的比率也較高。 

急診壅塞是一個醫療需求與資源兩者之間失衡的結果，代表的是醫療的可近

性被阻擋了，愈來愈多的病人滯留於急診，就是醫療崩壞的徵兆。 

 

 



3.劉亭均，護士荒～荒什麼？淺談市場化背景脈絡下台灣公立醫院護

理人員勞動之變化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護理學系(畢)、國立成功大學公衛所(在學) 

 現職：國立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摘要 

問起對護理人員有怎樣的印象，絕大多數的人都會說到諸如南丁格爾或是白

衣天使之類的詞語。接受護理教育的時候，也常被灌輸「犧牲自己照亮別人」的

觀念…有時候我會想，是否正因如此，護理人員才總是半聲不吭，甘於成為一群

醫療領域內沉默的多數，似乎都習慣於把所有微弱的聲音聚集在護士節當天一口

氣地宣洩出來，然後繼續一整年的安靜。這種情況造成了隱蔽的一角，資訊過少

使得我們逐漸地越發不能理解這塊領域內究竟出現了怎樣的問題。 

近十年來，獲領可執業之護理證照者，約莫只有五到六成投入相關職場。西

元 2007 年至 2009 年衛生署報告各醫療院所之空缺率分別為 3.9%、5.6%，和

4.3%。西元 2009 年底對 513 家醫療院所進行調查，結果顯示 50.6%表示招募護

理人員「困難」，甚至 14.3%表示招募護理人員「非常困難」。上述三條資訊綜合

起來，我們可以推想：領有護理執照者沒有進入相關職場就業，並不是因為沒有

空缺，而是他們選擇離開這塊領域…人力不足，可是醫療院所依舊在運作。於是

我們這一兩年接觸到了一些嶄新的名詞，像是血汗醫院、戰鬥陀螺。這些只不過

是地表上的爛芽，我們更該去探討或瞭解的，是它那埋在土裡已經腐化的根。為

什麼政府對公立醫院的補助逐年減少？為什麼公立醫院也要開始自負盈虧？為

什麼絕大多數護理人員似乎都常識性地「適用」責任制？為什麼護理人員甚至有

時薪制？為什麼一堆醫院的年度目標都打上與錢有關的項目？這其中充斥著太

多的問號… 

護士荒，究竟是怎樣的荒，又是誰會慌呢？ 



4.余尚儒 長期照顧服務市場化問題：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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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聞馬總統有意在第二任內開辦長照保險(民國 105年)，同一時間點各大報也

爭相論述高齡社會照顧問題，呼籲建立完整長照體系的急迫，首先是籌措長照財

源。然而，事實上目前國內長照服務供給短缺，許多照顧服務仰賴外勞和家庭照

顧者。針對服務供給問題，政府的態度是：有了穩定長照財源(即長照保險) 後，

社會上自然會出現長照服務資源。然而，政府的規劃裡所謂長照資源，事實上主

要就是指私人經營的長照機構，或是私人提供的居家服務，政府本身只有籌措財

源和管理的角色，因此，整個長照供給可說是市場機制在運作。到底長照服務供

給該如何來執行? 對社會全體是最有利？這個問題在國內一直欠缺討論。本研究

將回顧西方和日本的長照體系市場化問題，檢視台灣國內長照發展現況，和整理

長照市場化可能的問題。 

自二次大戰之後到福利國家興起，西方國家的長照體系幾十來仰賴公部門提

供服務，從英國自 80 年代開始新自由主義影響下，開始終止公部門提供服務，

長照幾乎由私人資本接管經營，長照私有化和市場化現象日益嚴重，私人長照集

團威脅地方政府補助的事件時有所聞。90年代開始，北歐國家例如瑞典，芬蘭

的某些城市，也導入公私雙軌的長照模式。德國也同樣受到新自由主義侵蝕，放

鬆老人照顧勞動市場的管制，非典型勞動，兼差性質和低薪勞動也不斷增加。  

亞洲鄰國日本的介護保險制度一直是台灣學習仿效對象，然而日本長照服務



供給體系市場化、私有化的問題在國內卻鮮少被討論，例如 COMSN醜聞事件。1998

在福岡成立的 Community Medical System and Network (簡稱 COMSN) ，2005

成為日本居家照顧最大的公司，該公司政商關係良好，卻在 2007爆發作假帳弊

案，無預警關閉 2081 家中的 1655家服務單位，造成 24000員工被解聘，65000

位與 COMSN 有合居家服務合約的老人被遺棄，造成日本社會對居家長照的不信

任。COMSN 醜聞在日本引起許多檢討，其中對照顧服務商品化，國家角色弱化，

政府放任長照供給市場化被認為是主要原因。 

台灣的照護服務早以是市場主導機制運作，新自由主義主張管制鬆綁和減少

國家角色，公共服務私有化和市場化情形只有越來越嚴重，不但服務提供不穩

定，遇到問題私人企業可能不負責，但國家角色又沒有辦法保障民眾，如此一來，

社會越弱勢階層越顯對其不利。普及的長期照顧不僅是籌措社會互助的財源（長

照保險）而已，長照供給市場化情況若沒有良好監督控制，放任私人資本以市場

機制運作，結果不僅是接受照顧者不安心（有保險無服務），長照勞動者被剝削

（血汗照服員），以及資源分配不均（城鄉差距拉大）種種問題，幾乎可以預見

和醫療體系市場化後果異曲同工。台灣社會恐怕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