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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HO正式關係之INGOs名單：https://goo.gl/uEZCv7  

WHA與會代表 

國際組織 
觀察員 

會員 
聯合國及
相關組織 

特別機構 

國際藥學會 
FIP 

世界醫師會 
WMA 

世界牙醫會 
FDI 

世界醫學生聯盟 
IFMSA 

世界藥學生聯合會 
IPSF 

國際護理協會 
ICN 

醫師公會全聯會 

牙醫師公會全聯會 台灣醫學生聯合會 中華民國 
藥學生聯合會 

台灣護理學會 台灣藥學會 
台灣臨床藥學會 

鼓勵國內醫衛專業團體參與國際醫衛相關非政府組織 

世界神經外科學會 
聯盟WFNS 

國際外科學會 
ICS 

國際外科學會 
中華民國總會 

社團法人台灣神經 
外科醫學會 

 INGOs 

https://goo.gl/uEZCv7


2017年國際醫療人次主要利用者為
中國大陸及東南亞 
(初期在越南、馬來西亞及印尼3個國家
設置國際醫療病人服務平台) 

國際醫療歷年服務總人次與產值 

國際醫療推動現況 
 

外籍人士來台就醫數據，主要以國際病人(非本國人
、非健保) 自費個案為蒐集目標，並排除外籍勞工來
台職前健檢及外籍新娘來台婚前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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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三年來，新南向國家病患來臺人次呈現穩
定成長，來臺人次從102年的38,383人次(16.6%)
到106年的10萬人次(33.73%)。 



2016 MTI Overall Ranking 
2016 MTI 整體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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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訓(106-107年6月已培訓302位醫事人員) 

 Global surgery 外科種子醫師培訓計畫，106年共計培訓8
國10位外國醫師，107年預計培訓20位。 

 護理人才培訓(遠距教學) 
 衛福部長期推動、專責國際醫事人員培訓的「台灣國際

醫療衛生人員訓練中心(TIHTC)」，迄今共培訓來自62國
、近1,500位國際醫事人員，其中新南向國家約470位。 

 我國歷年已有諸多醫療機構及醫學院校與新南向國家合
作，協助培訓醫事人員，並赴國外提供公共衛生教育與
醫事服務。 
 

11 
107年5月成大醫院辦理「醫療及健康照
護工作坊」，傳承自體動靜脈瘻管手術
的技術予肯亞，提高肯亞洗腎病人的醫
療品質。 

106年11月10日衛福部舉辦「TIHTC15週年
暨國際醫衛援助分享會」，邀請印尼、泰
國、越南、菲律賓等新南向國家的醫衛專
家及學員與會，分享在台培訓經驗。 

106年成大醫院與緬甸護理與助產士學會
合作，於仰光護理大學辦理「急重症照
護訓練」，計50位護理人員參加訓練。 



 Taiwan’s Global Surgery Program 

In response to WHO's Global Surgery initiative, the Taiwa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provides funding to train 50 
surgeons from other countries in five years. In addition to 
surgeon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receiving training of 
essential surgery, there are also surgeons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receiving training of microsurgery, transplantation 
and other advanced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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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 the trainer 





扎根醫學教育‧培植國際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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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訓練 

攻讀學位 

強力招募國際優秀學生 吸引專科臨床醫師 



Taiwan International Healthcare 
Training Center (TIHTC) 

 This pie chart shows the areas where the 1,443 trainees 
came from since the inception of the TIHTC program. 

Asia 
80% 

America 
10% 

Africa 
6% 

Europe 
2% 

Oceania  
2% 

簡報者
簡報註解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established the Taiwan International Healthcare Training Center in 2002 to train foreign medical and health personnel. The training courses range from clinical programs like surgery and internal medicine, to acupuncture and traditional complementary medicine; they also include emergency care and health care management. The center has trained 1,443 professionals from 62 countries. 



公私協力，共同打造臺灣成為區域醫療發展中心 
 越南 震興醫院 
 3億美金(約90億新

臺幣) 
 占地8.7公頃。自

2013年動工興建，
已於本年5月開始試
營運，造福當地人
民及臺外商。初期
將提供600個病床，
未來目標為2,000張
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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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臺商與慈濟  
 2015年興建綜合醫院

，預計2020年完工 
 印尼首家附有骨髓移

植手術的醫院，設有
528張病床，占地2.68
公頃 

 2014年已興建護理人
員宿舍，2018年1,250
人的醫師公寓將與醫
院同時完工 

 馬來西亞 彰基與金群
利集團聯營專科醫療
中心 

 7.5億新臺幣 
 於達城的城中城合作

興建專科醫療中心，
醫院占地約10英畝，
將設400張病床，預計
2019年底或2020年竣
工 

 馬來西亞工業發展局
、森州投資中心也派
員出席意向書簽約儀
式 

 彰濱秀傳 「中彰投
苗醫療器材發展園
區」（中台灣微創
醫材與智慧輔具聯
盟平台）、亞太微
創手術生醫聚落 

 10億新臺幣以上(亞
太微創手術中心) 

 據報導，政府將提
供20公頃土地 

 2.6億臺幣 



IHH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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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國、49家醫院、10,000床 

(Malay-Singapore) 

(Singapore) (Turkey) 
(Malaysia) 

(Malaysia) 

(Singapore) 

(Singapore in Real Estate) 



IHH集團簡介 

 IHH集團成立於1974年，總部在吉隆坡，主要股東有 
• Khazanah Nasional(馬來西亞政府主權基金) 
• Mitsui(日本) 
• Citigroup(美國) 

 亞洲最大的醫療集團，專注在高階醫療市場 
 IHH在9個國家營運醫療體系，包括49個醫院，10,000個病床

，以及其他醫療檢驗等單位 
 在星馬成立控股公司經營醫療機構、醫院地產信託基金，投

資土耳其Acibadem醫療集團(佔60%) 
 新加坡Parkway控股公司是IHH持股100%的子公司 

• 在新加坡經營4家Parkway醫院 
• 有1,000病床，1,200位醫事專家 
• 單人病床/天：S$688(約NT$15,000);ICU：S$858(NT$19,000) 18 



新南向計畫-背景說明 

 蔡英文總統於105年8月16日召集「對外經貿戰略會談」
，並在會中通過「新南向政策」政策綱領。 

 蔡總統英文於106年4月20日針對新南向政策提出五大旗
艦計畫，涉本部為「醫衛合作與產業鏈發展計畫」。 

 106年7月17日本部「新南向醫衛合作與產業鏈發展中長
程計畫」業經行政院奉核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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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6國) 



戰略目標 

透過全面性醫衛合作與相關產業鏈連結，
促進我國生技醫衛產業發展。 

政府與民間共同合作，打造臺灣成為區域
醫療發展中心。 

藉由我國醫療衛生軟實力，深耕醫衛人脈
網絡，擴大我國在新南向國家的影響力。 

強化防疫境外之理念，建構更安全之區域
聯合防制網絡，保障人民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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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 

一中心 

越南 

菲律賓 

印度 

印尼 

馬來西
亞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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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一中心」之主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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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中、高榮總
與陽明大學 

花蓮慈
濟醫院 

成大醫院 

臺大醫院 

彰濱秀
傳醫院 

彰化基督
教醫院 

資訊
蒐集 

協調
整合 

精進
拓展 

骨髓治療 

牙材 

尖端醫療(移植、葉克膜) 

微創手術 

智慧
醫療 

牙材、骨材 



「一國一中心」推動成果 

醫衛人才培訓 
•建立師徒制之長遠規劃 

•原設定今年度培訓119人 

•迄9月底已完成148人(超標) 

 

醫衛產業搭橋 
•運用深耕已久之醫衛專業人脈進行醫
衛產業搭橋策略，協助醫衛相關產業
鏈結與拓展 
•原設定今年度介接18家企業至當地 
•迄9月底六家醫院共達成25家(超標) 

臺商健康諮詢服務 

六家醫院均在主責國家當地提供相
關諮詢與照護服務，並舉辦各項講
座(達標) 

營造文化友善之醫療環境 

大部分醫院均在院內建置文化友善環
境，如穆斯林祈禱室、新住民門診、
外語標示等(達標) 

 

醫衛相關產業之法規及市
場調查 

六家醫院均持續蒐集主責國家當地
之相關資訊(符合需求) 

 

資訊整合 

•蒐集國內外醫衛及產業相關資訊收集 

•六家醫院均持續蒐集主責國家當地之
相關資訊(符合需求) 

22 

※配合衛福部、外交部、駐外館處之新南向相關業務，擔任該國主責機構，推動一國
一中心，打造醫衛產業生態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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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泰國代表處與本部合作成立
「台泰醫衛交流服務平台」，
建構涵蓋產、官、學、研的台
泰醫衛交流平台群組，串聯我
國各大醫院、大學醫學院、醫
衛研究機構及醫療產業，整合
我醫衛領域發展的優勢及需求。 

 彰基於泰國辦理舉辦台商遠距
健康諮詢講座，免費提供泰國
500名台商兩年call center 及遠距
健康照護服務。 

 駐泰代表處童代表振源於107年
4月中旬率領泰國台商、泰國記
者與網紅約20人赴我國彰化基
督教醫院進行高階健檢。 

以泰國為例： 
 

由彰基主責「一國一中心-
泰國」計畫 



醫療與產業結合-1 

學術交流 

醫療產業 

 

醫院主管來訪 

(決策者) 

癌症次世代基
因檢測體驗 

 種子醫師
訓練 

(執行者) 

印尼當地 

健康諮詢講座 

(使用者) 

印尼舉辦 

學術研討會 

主管短期 

研習班 

(決策者) 



醫療與產業結合-2 

合作之廠商 

精準醫療 ~ 世基生物醫學、行動基因 

    乳癌復發風險評估、家族遺傳性基因檢測、 
    癌症多基因用藥檢測 

藥物基因體學 ~ 世基生物醫學 

   藥物治療預測與預防解決方案 

兒童聽損基因診斷 ~ 德必碁分子診斷 

   應用次世代定序技術建立兒童聽損基因診斷平台 

 醫療資訊系統 ~ 商之器 



特色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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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慈濟醫院-骨髓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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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骨髓庫為全球第二大華人骨髓庫 

有大型骨髓庫且發展成熟國家: 
美國、日本、韓國等 
有小型骨髓庫但發展未成熟國家: 
新加坡、馬來西亞 
→擴大當地合作醫院(爭取代辦) 
無大型骨髓庫國家: 
菲律賓、越南、印尼 
→擴大當地合作醫院(爭取代辦) 
→加強學術交流合作(擴及六國六中心) 
→直接至當地輔導骨髓庫成立(未來方向) 



榮陽團隊-骨材 

 骨材： 
 北榮骨科技術突出 
 透過骨科醫學研討會 ，介接本國骨材廠商予越南骨科

領導團隊 

28 

第一代海綿骨碎片 

北榮研發海綿骨造福骨癌患者 
台北榮總團隊致力於異體移植及自體骨重建
手術，以解決骨肉癌患者置換人工關節後容
易磨損的情形。 



臺大醫院-東南亞重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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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強項： 

 醫療資訊作業系統 

 超音波儀 

 尖端精準醫療-基因
診斷 

 

心臟移植- 
越南白梅醫院、越德醫院、順化中央醫院 
2011年協助越德醫院完成該院心臟移植首例 

肺臟移植- 
越德醫院 2018 

肝臟移植- 

2007年協助越德醫院完成越南首例成人活體肝臟移植 
2011年協助越德醫院完成該院屍肝移植首例 

腎臟移植- 
1992年協助完成越南首例腎臟移植 
越南越德醫院、印尼Dr. Sardjito General Hospital 

 東南亞移植醫學訓練基地 

 
 
 

資訊與通訊研究所 

 
 
 
 
1. HIS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2. LIS (Lab Information System) 
3. PACS (商之器) 
4. 台灣健保資訊系統 (資拓宏宇) 
 

License Source 
Codes 
Medical Knowledge 
Consultation 

 
 

Indonesia 
Government & 

Hospitals 

Localization & 
Maintenance 

AI Precision  
Medicine 
Knowhow 

生醫電子與資訊
教授兼台大醫務
秘書 1歲2個月病童接受活體肝臟移植手術 

1歲7個月病童接受活體肝臟移植手術 

7歲先天性心室中膈缺損病童 
心導管方式治療，免除開刀痛苦與
風險 



成大醫院-南科合作 

 南科園區串聯台灣優勢之牙科與
骨科產業已耕耘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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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e 
Graft 

• 2016年4月建立 
• 「跨國研究中心」
基地，為台灣醫材
產業布局全球通路 

• 招收「醫療器材創
新國際碩士班」 

莫斯科大學 

• 2017年9月建立 
• 「國際產學聯盟馬
來亞大學基地」聘
任成大馬國校友推
動合作，打造台灣
新南向的前進基地 

馬來西亞大學 

• 2017年11月建立 
• 鏈結台越資源，推
廣學術與研究合作 

• 推廣台灣醫材，共
14家台灣廠商產
品進駐 

越南胡志明醫藥
大學 印

度 
規
劃
中 

成大前瞻醫療器材科技中心(MDIC)海外研發基地 



彰濱秀傳醫院- 微創手術、阿育吠陀 
 微創手術 
 成立亞洲遠距微創手術訓練中心（AITS），為亞洲第一座設

備齊全、精良及目前全球規模最大的訓練中心。 
 2008-2018年6月全球國家微創培訓學員數總計61國5,730位，

其中新南向國家為1,261位(約佔22%)。 
 
 
 
 
 

 
 阿育吠陀 
 開辦阿育吠陀自然療癒相關課程，包括舒壓瑜珈、阿育吠陀

養生工作坊等，2010-2018年共辦理788場，培訓19,602人。 
 2016年與印度M.S. Ramaiah 紀念醫院阿育吠陀中心簽訂合作

協議。 

秀傳亞太育成中心展示間 
微創手術3維影像系統 

   

   
   
   
   
   

與阿育吠陀醫師交流 2016阿育吠陀養生醫學研
討會暨實作工作坊 



彰基-醫管服務、臺商健康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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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基與仁寶電腦公司共同合作開發，結
合專業醫療服務與資通訊科技，導入愛
糖寶慢性病及糖尿病遠距照護系統。 

2017年9月11日彰基與越南震興醫院簽訂
合作備忘錄，震興醫院納入彰基醫療體系
。該院引進台灣彰基醫療團隊，並延聘越
南優秀的醫師，提供高品質醫療服務。 

彰化基督教醫院赴泰辦理「臺
商遠距健康諮詢服務」講座 

 與越南震興醫院、馬來西亞金群利集團合作，進
行醫管服務輸出。 

 彰基於泰國辦理舉辦台商遠距健康諮詢講座，免
費提供泰國500名台商兩年call center 及遠距
健康照護服務。 

 駐泰代表處童代表振源於107年4月中旬率泰國台
商、泰國記者與網紅約20人赴我國彰化基督教醫
院進行高階健檢。 

 透過LINE官方帳號推播衛教資訊，即時與小編訊
息往來，讓溝通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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