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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上世纪 70 年代，为了解决民众的就医问题，台湾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医疗业，允许民营

医疗机构申请特约医事服务机构，加强民营医疗机构及执业医师的监管，使民营医疗机构的医疗品

质得到有效保证。许多大型民营医院应运而生，逐步呈现出大型化、优等化、集团化发展趋势。整

合台湾的医疗机构管理经验，促进两岸医疗机构的桥接，应当在医疗机构注册、设立、执业、医疗品

质、税收优惠等方面实行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的标准，落实医师多点执业政策，引导医学生到民营

医疗机构就业，提高民营医疗机构医疗水平，将民营医疗机构纳入医疗保险体系，同时，加快医院医

疗品质评鉴和管理制度的出台，完善民营医疗机构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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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作为连接医患双方的桥梁，在医疗卫生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它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关

节点，医疗卫生领域内的所有改革都绕不开医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对高

质量医疗服务需求的增加，公立医院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多样化的就医需求，迫切需要引进民营资本进

入医疗卫生领域，形成更为合理的医疗服务体系，切实解决民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然而，不容忽

视的事实是: 我国大陆地区的民营医疗机构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着行业竞争不公、硬件投入不够、

优秀人才匮乏、医疗水平不高、运营不够规范、社会信任不足等方面的问题，使得大陆民营医疗机构面

临着巨大的发展困境，这就需要借鉴境外较为成功的经验，探索出一条能够促进大陆地区民营医疗机

构发展的道路。我国台湾地区在解决民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时，注重加强医院尤其是私立医院和

私人诊所等民营医疗机构的建设，采取“补助医疗设备费”，提供“兴建医院费”及“贷款或补助利息”

等措施，［1］修订“台湾医疗法”，使民营医疗机构“享有独立的法人地位”，解决了民营医疗机构“继续

经营、继承以及合伙”等诸多法律难题，［2］推动民营医疗机构向着“连锁经营”与“集团化”方向发

展，［3］形成了较为科学的经营管理体制机制。台湾地区的经验为大陆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提供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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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启示。汲取台湾地区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经验，并移植到大陆地区来，不仅能够更好地推进大陆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而且能够促进两岸医疗卫生系统的对接和资源整合，造福两岸民众，夯实祖国统

一的民众生活基础。

一、台湾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

私立医院或私人诊所总是先于公立医院而存在，这是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普遍规律。有关资料表

明，早在西班牙、葡萄牙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就陆续出现了服务于欧洲人的医院或诊所。19 世纪晚期

日本侵占台湾后，台湾已经出现了一定数量的私立医院和私人诊所。上世纪 50 年代，国民党政权退

居台湾后实行了鼓励民营医疗机构发展的政策，推动台湾地区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总体上看，台湾

民营医疗机构在一百年来的发展过程中可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民营医疗机构的缓慢发展。19 世纪晚期日本侵占台湾后，统治者创办医学校培养医生，建立

了一些公立医院，以解决在台日籍人员的就医问题。由于当时的台湾还处于农业社会，现代工业经济

比较薄弱，加上公立医院主要服务于日籍人员，普通民众只好选择私立医院、私人诊所乃至郎中就医，

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台湾民营医疗机构的缓慢发展。据记载，1898 年台湾民营医疗机构仅有 16

家，到日据末期的 1942 年才达到 350 家。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客观上需要台湾当局从制度上加以完

善、政策上加以规范。早在 1898 年 9 月，日本侵略者就规定凡私设医院皆须加“私立”两字，以便与官

( 公) 立医院有所分别。1934 年台湾出台“诊疗所取缔规则”，“举凡其构造、设备、监督、罚则等，皆一

一加以规定”。［4］“二战”期间，为了垄断整个医疗资源，殖民当局卫生署于 1944 年颁布了“医院诊所

管理规则”，强化对私立医院及私人诊所的管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
“二战”结束以后，众多大陆人士来台客观上促进了民营医疗机构的快速发展，到 1950 年，台湾仅

私人诊所就激增到 2 980 家，［5］不过这类民营医疗机构规模普遍不大，病床位数总共才有 350 床，而公

立医院病床位数则达到 3 320 床，民营医疗机构的病床位数仅占市场份额的 9. 5% 左右。到了 1961

年，台湾的民营医疗机构床位数达到 2 253 床，病床位市场份额维持在 28. 7% 左右。［6］这表明，早期的

台湾通过政策规制将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到公立医院，民营医疗机构虽然数量较多但规模较小，医学生

毕业后不愿到这里就业，民营医疗机构难以获得所需要的人才资源与政策支持，发展较为缓慢。

二是民营医疗机构的快速发展。上世纪 70 年代初，台湾人口已经增长到 1 400 多万，但是医疗资

源不足且分布不均衡问题非常突出，平均每万人只有 11 位医师、7． 8 张病床，医院的病床大部分集中

在少数几家公立医院，普通民众罹患重病难以获得公立医院的医疗资源。［7］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台湾

当局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医疗行业，从而催生了奇美、长庚以及后来的慈济等大型民营医院的诞生。借

助雄厚的资金、科学的管理，这些民营医院呈现出大型化、集团化、优等化发展态势，逐渐得到了民众

的信任，进而被纳入医疗卫生体系，成为整个台湾医疗卫生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表 1 可以看出，

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台湾民营医疗机构无论是医疗院所数还是病床及医事人员数都有了快速增长，

10 年间民营医疗机构由 6 338 家增加到 10 158 家，增长了 60. 3%，病床数增长率为 81. 8%，医护人员

数约为 1971 年的 3 倍。

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改变了台湾公、私立医院的对比格局，使得民营医院数量超过了公立医院。

例如，台湾 1986 年公立医院只有 85 家而民营医院达到 750 家，1991 年两者分别为 94 家及 727 家( 另

有私人诊所 12 360 家) 。又如，据台湾统计年鉴，1986 年，台湾民营医疗机构病床数为 48 867 床而公

立医疗机构则为 32 124 床，1991 年两者分别为 54 870 床及 32 915 床。民营医疗机构无论是医院数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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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病床数均占据明显优势。

表 1 1971—1981 年台湾民营医疗机构及医事人员变动情况

年份 院所数( 家) 病床数( 床) 医事人员( 人)

1971 6 338 15 056 12 878

1972 6 378 15 997 23 567

1973 6 758 18 721 14 707

1974 7 492 18 549 16 287

1975 8 470 19 705 19 738

1976 8 563 21 852 24 786

1977 8 840 26 127 26 814

1978 9 140 24 692 27 764

1979 9 618 23 746 30 885

1980 9 993 25 454 32 544

1981 10 158 27 264 34 991

资料来源: 林洋港等:《重修台湾省通志》卷七，第一册，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5 年。

三是民营医疗机构的优化发展。上世纪 90 年代，台湾着手推行全民健保制度，这就要全面评估

民营医疗机构，使民营医疗机构的软硬件能够符合“全民健保法”规定的基本要求，从而成为全民健保

特约医事单位，这反过来推动民营医疗机构的完善与发展。2010 年 1 月 25 日，因应“二代健保”制度

的实施，台湾修订了《医院设立或扩充许可办法》，规定民营医疗机构设立的申请人为“负责医师”，该

《办法》明确提出，近三年内医院各类病床平均占床率未达 65% 的“不得申请扩充该类病床”，［8］这意

味着台湾当局对全民健保特约医事单位的医院品质有了更高要求。另外，2013 年 12 月修订的《全民

健康保险医事服务机构特约及管理办法》对特约医事服务机构的申请条件、不与特约的条件、续约条

件、医院评鉴等方面作出详细要约，淘汰了一些不符合要求的民营医疗机构，推动民营医疗机构逐渐

形成“统一管理、股权关系联合、合同联合等集团化发展模式”，［9］使得台湾民营医疗机构步入稳步发

展、优化组合时期。从表 2 看到，全民健保制度实施以来，台湾民营医院数趋于递减并逐步稳定在 420

家左右，而民营医院病床数以及私人诊所数却在逐年增加，2012 年已达到 2 万多家，体现出民营医院

从追求数量的增多、规模的扩大到医治水平的提升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表 2 1996—2012 年台湾民营医疗机构情况

年份
民营( 私立) 医院 私人诊所

医院数量( 家) 病床数( 床) 诊所数( 家) 病床数( 床)

1996 678 63 986 15 375 9 989

2000 573 74 050 16 930 11 502

2001 543 74 970 17 136 12 055

2003 501 78 921 17 703 13 893

2004 500 83 802 18 169 14 906

2005 476 85 275 18 404 16 068

2006 467 87 076 18 667 17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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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民营( 私立) 医院 私人诊所

医院数量( 家) 病床数( 床) 诊所数( 家) 病床数( 床)

2007 450 86 903 18 909 18 157

2008 435 87 570 19 198 19 195

2009 434 88 803 19 331 21 357

2010 426 89 420 19 722 22 869

2011 425 89 828 20 174 24 404

2012 420 89 453 20 488 25 335

注: 医院数统计包括中、西医; 诊所数统计包括中、西医和牙医。

数据来源:《台湾统计年鉴 2013》

公立与民营医院对比如图 1、图 2 显示，随着“全民健保法”的实施，2000 年以来，台湾的公立与民

营医院数之比基本维持在 1 ∶ 4 左右，公、私立医疗机构病床数量之比则维持在 1 ∶ 2 左右，表明民营

医院已经稳居台湾医疗服务市场的半壁江山。

数据来源:《台湾统计年鉴 2013》

图 1 1996—2012 年台湾公立、民营医院数量对比
数据来源:《台湾统计年鉴 2013》

图 2 1996—2012 年台湾公立、民营医疗机构病床数量对比

二、台湾当局规制民营医疗机构的经验

医疗卫生是最复杂、最特殊的民生行业，民营医疗机构在医疗卫生体系中的地位及角色非常特

殊: 一方面，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必须要整合包括民营医疗机构在内的所有医疗卫生资源，为患

者提供专业而便捷的服务; 另一方面，民营医疗机构又具有追逐利润的本性，如果不加以有效规制，任

其打开逐利本性的魔盒，“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将永难根治。在这方面，台湾当局着眼于满足民众的

就医需求制定适宜的政策法规，在鼓励民营医疗机构发展的同时加以有效规制，推动民营医疗机构在

解决民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中发挥积极作用。台湾当局规制民营医疗机构发展的经验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面。
第一，鼓励发展民营医疗机构。规制不是限制，不限制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而是对它的设立标

准、质量要求加以明确规范，引导民营医疗机构建成标准化、规范化的医院，满足民众的就医需求。为

此，台湾当局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任何医师只要具备条件都可以设立民营医疗机构，如果到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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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缺乏的区域设立民营医疗机构还“予以奖励”，如果规模达到“主管机关公告的规模以上”就应该

按照“医疗法人型态设立”。［10］这些规定促进了民营医疗机构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当然，民营医

疗机构的设置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例如，它的法人必须有充足的财产保证，新设医疗法人及私立医

院改设医疗法人，“每设立一病床应有新台币 150 万元的净值”; 医疗法人设立医院或诊所其“土地、房
舍应以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的账面价值核实计列，且应为自有”。［11］2014 年 3 月 17 日，台湾《医疗机构

设置标准》对民营医疗机构的“名称”、“诊疗科别”、“医事人员”、“医疗服务设施”、“建筑物的设计、

构造与设施”等都做了详尽规定，不符合标准者不予设置。［12］同时，为了鼓励民营医疗机构与公立医

院进行平等竞争，实行均等的“需方补贴”政策，［13］鼓励患者自由选择医疗机构就医，这就为整个医疗

系统营造了公平的生存环境。

第二，允许民营医疗机构申请特约医事服务机构。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为了保证全民健保制度

的顺利实施，“中央健保局”与医疗机构签订契约，所有医疗机构甚至包括私人诊所都有权申请成为全

民健保制度的特约医事服务机构。2002 年 3 月，《全民健康保险医事服务机构特约及管理办法》规

定，只要符合相关要求、具备相关文件，“领有开业执照”的医事服务机关包括“特约医院及诊所、特约

药局、特约医事检验机构和其他指定的特约医师服务机构”均可以申请为保险医事服务机构。［14］表 3

中可以看到，“中央健保局”几乎把所有的民营医疗机构纳入全民健康保险体系中，2006 年以后，民营

医疗机构与“中央健保局”的签约率在 90%以上，2007 年以来的签约率稳定在 93%左右。将民营医疗

机构纳入全民健康保险体系，借以保证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公平地参与全民健保体系，使民营医疗机构

能够与公立医院进行公平竞争，有利于民营医疗机构的自身发展。

表 3 台湾民营医疗机构与“中央健保局”的签约率

年份 总数( 家) 签约( 家) 签约率( % )

2005 18 880 16 942 89． 74

2006 19 134 17 774 92． 89

2007 19 359 18 029 93． 13

2008 19 633 18 320 93． 31

2009 19 765 18 562 93． 91

2010 20 148 18 870 93． 66

2011 20 599 19 252 93． 46

2012 20 908 19 549 93． 50

注: 民营医疗机构的统计包括私立医院和私人诊所。

资料来源: 台湾“卫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险统计》

另外，台湾当局着力规范特约民营医疗机构的医治行为。民营医疗机构申请成为特约单位必须

符合“特约资格、程序、审查基准”等规定，［15］由“中央健保局”对民营医疗机构的经营策略、员工管理、

安全环境与设施、服务管理、医疗照护品质管理、用药安全等 17 个大的方面进行评鉴，评鉴合格才能

获得全民健保特约医事资格。违反规定的分别予以“限期改善”、“违约记点”、“扣减其申报的相关医

疗费用的十倍金额”、“停约一个月”、“停约一到三个月”、“停约一年”、“责令停业，终止特约”等处

罚，［16］保证特约民营医疗机构为民众提供优质的就医服务。

第三，加强民营医疗机构的有效监管。由于民营医疗机构数量占据绝对优势，为了保障民众的健

康权益，台湾当局以立法的形式加强对民营医疗机构及其法人与执业医师的监管。一方面，“医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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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对全民健保特约民营医疗机构加以监管，规定民营医疗机构要依法“提出报告”，“接受主管机关

对其人员配置、设备、医疗收费、医疗作业、卫生安全、诊疗纪录等的检查及资料搜集”，［17］“中央健保

局”详细审核每一笔医保资金的使用，作为对民营医疗机构补贴的依据，如果发现违规行为，“中央健

保局”有权取消对该医院的任何补贴与援助，甚至取消特约资格。这既保证财政补贴得到充分运用，

又保证患者的就医权利。另一方面，“医疗法”加强对民营医疗机构医疗法人的监管，规定医疗法人应

建立“会计制度”向“中央主管机关”申报“年度财务报告”，未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不得对其不动产

进行“处分、出租、出借、设定负担、变更用途或对其设备设定负担”，否则予以“纠正、限期整顿改善、停
止其全部或部分门诊或住院业务、命其停业或废止其许可”等处罚，［18］这就有力地避免了医疗法人过

度谋求利润问题。

同时，“医师法”加强对民营医疗机构执业医师的监督，医师应向执业所在地直辖市、县( 市) 主管

机关申请“执业登记”，领有执业执照可以进行“多点执业”。医师如果业务上出现“重大或重复发生

过失行为”、“经判刑确定利用业务机会的犯罪行为”、“非属医疗必要的过度用药或治疗行为”、“违背

医学伦理以及其他业务上的不正当行为”等，将视情节严重程度予以“警告”、“接受额外的一定时数

继续教育或临床进修”、“限制执业范围或停业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废止执业执照”、“废止医师证

书”等惩罚，［19］以保证在民营医疗机构执业的医师素质及水准。另外，“医疗法”通过建立医院评鉴制

度，要求民营医疗机构建立“医疗品质管理制度”，并进行“检讨评估”，“中央主管机关”根据“特定医

疗技术、检查、检验或医疗仪器”等要求，规定其“适应症、操作人员资格、条件及其他应遵守事项”，［20］

确保民营医疗机构的医疗品质能够满足患者的需求。

上述情况表明，台湾有关部门在引导和规制民营医疗机构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升了民营

医疗机构的医治水平，推动了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使之成为台湾医疗卫生系统的半壁江山，得到社

会各界及广大患者的普遍认同。

三、台湾民营医疗机构发展经验的借鉴

当前，大陆地区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着许多难题，民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尚

未得到很好的解决，社会各界反响较大。我们可以借鉴同宗同源的台湾地区治理民营医疗机构的经

验，把他们好的做法移植到大陆来，这不仅有助于解决大陆地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所面临的问题，

而且有利于渐次形成两岸民众都认可和接受的社会政策，夯实两岸社会整合的政策实践及民意基础。

一是要鼓励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这是提高医疗服务水平的最好办法。早在 2010 年，国务院就

颁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展医疗事业”，支持

民间资本参与“公立医院转制改组”，承担“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定点服务”，鼓励

“医疗人才资源向民营医疗机构合理流动”。［21］但是，民营医疗机构在市场准入、医保定点资格获得、

税收优惠、等级评审和人才、药价竞争中难以获得与公立医院平等竞争的机会。嫁接台湾地区的经

验，应当给予民营医疗机构更加宽松的生存环境，一方面，要制定统一的民营医疗机构发展政策，在民

营医疗机构的注册资金、场地设置、硬件投入、执业医师数量等方面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鼓励民营医

疗机构的发展; 另一方面，要在税收优惠、贷款补贴等方面给予民营医疗机构支持，减轻他们的经营负

担与压力，使他们能够把主要精力用到提高自身服务水平与服务质量上来。

二是落实医师多点执业政策，这是提高民营医疗机构医疗水平的有效办法。十八届三中全会《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允许医师多点执业”。［22］但

·06·



是，这一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而且很难惠及民营医疗机构。借鉴台湾地区的做法，需要我们

改变把医师当成公立医院“私有财产”观念，允许医师尤其是高水平医师进行多点执业，特别要支持他

们到民营医疗机构去执业，帮助民营医疗机构提升业务水平。这就需要出台相应的法规，规定政府有

关部门及各公立医院不得设置障碍阻止医师自由择业和多点执业，保证医师多点执业的合法权益不

受侵犯; 同时，鼓励公立医院吸收民营医疗机构的优秀医师前来执业或进修，鼓励各民营医疗机构在医

生、设备等方面组成联合体，实行资源共享，提高民营医疗机构的医疗水平，增强他们的综合竞争力。

三是将民营医疗机构纳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给予各类医疗机构公平地分享医疗保险资源的机

会，这是解决民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重要方面。长期以来，大陆地区严格管制民营医疗机构，一

些规模较小的机构特别是私人诊所要想申请成为医保定点单位非常困难，加上基层医院不发达，群众

信任度不高，群众生病后只能往大医院涌，这无疑助长了“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为此，国务院办公厅

于 2010 年转发了《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的通知》，规定非公立医疗机构

只要执行政府规定的“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政策”，符合“医保定点相关规定”，就可以“纳入医疗保险

的定点服务范围，签订服务协议进行管理，并执行与公立医疗机构相同的报销政策”。［23］但是，民营医

疗机构仍然难以被纳入到基本医疗保险体系。汲取台湾的经验，我们应完善医院评鉴制度，对申请加

入医疗保险定点服务机构的所有医院进行同等的评价和考核，民营医疗机构只要在病床、执业医生、

护士等数量方面达到要求就可以纳入医疗保险定点服务机构，私人诊所只要有执业医师同样可以申

请成为医保定点单位。通过将各类民营医疗机构普遍性地纳入到医保定点单位，既方便患者就医，又

提升民营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与服务水平，必将有助于解决民众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四是完善民营医疗机构监管体系，这是规制民营医疗机构的可行途径。长期以来，大陆地区对于

民营医疗机构重事前监管而轻事中监管，重准入监管而轻过程监管，由此经常诱发医疗纠纷。实际

上，只有注重过程监管才能保证民营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与服务水平，只有加强民营医疗机构的财务

监管才能解决看病贵、避免过度医疗等问题的发生。吸收台湾地区对民营医疗机构的监管经验，一方

面，我们要建立定期汇报制度与财务报告制度，要求加入医保的民营医疗机构定期向政府有关部门提

供人员配置、设备、医疗收费、医疗作业、卫生安全、诊疗记录等方面的材料和报告，每年年终须向主管

机关提交财务报告，接受监督和审查，对民营医疗机构的经营利润予以规制。另一方面，要注重过程

监管，建立规范的医师监督与惩戒制度，避免多点执业后医师执业质量的下降，明确应受到处罚的各

种不正当行为，有效规制医师执业行为。同时，加快医院医疗品质评鉴制度的出台，根据民营医疗机

构的医疗设备、技术，规定其医护人员的资格与条件，对医疗机构医疗设备和仪器定期检查，保证医疗

设备充分合理利用，提升民营医疗机构的医治水平，形成推进民营医疗机构发展的合力，切实解决制

约民营医疗机构发展中的难题，促进大陆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注释:
［1］ 杨铭钦:《台湾地区医院的现状与未来的发展( 上) 》，《中国医院管理》，1995 年第 1 期，第 57 页。
［2］ 邹涛、田侃:《台湾地区民营医疗机构法律地位浅析》，《医学与社会》，2009 年第 12 期，第 50－51 页。
［3］［9］ 刘家桂、丰根凤:《台湾地区民营医疗机构集团化及其启示》，《集团经济研究》，2006 第 2 期。
［4］ 林洋港等:《重修台湾省通志》第七卷第一册，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5 年，第 293－296、312 页。
［5］ 林洋港等:《重修台湾省通志》第七卷第一册，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5 年，第 292－293、310－311 页。
［6］ 何国章:《台湾医院管理发展历程与现状》，http: / /wenku． baidu． com /view /d07941d476eeaeaad1f3308e． html，2012

年 10 月 13 日。
［7］ 张冉燃:《民营医疗机构狭路行》，《瞭望》，2010 年第 35 期，第 18 页。
［8］ 台当局“卫生福利部”:“医院设立或扩充许可办法”第 2 条，2010 年 1 月 25 日。
［10］ 台当局“卫生福利部”:“医疗法”第 4 条、第 16 条、第 88 条，2014 年 1 月 29 日。

·16·



［11］ 台当局“卫生福利部”:《医疗法人必要财产最低标准》第 2—4 条，2010 年 8 月 1 日。
［12］ 台当局“卫生福利部”:《医疗机构设置标准》附表，2014 年 3 月 17 日。
［13］《黄洁夫: 社会办医是公立医院改革的关键》，财新网，http: / / topics． caixin． com /2014－03－06 /100647691． html，

2014 年 3 月 6 日。
［14］ 台当局“卫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险医事服务机构特约及管理办法》第 2 条，2002 年 3 月 29 日。
［15］ 台当局“卫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险法”第 66 条，2011 年 6 月 29 日。
［16］ 台当局“卫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险医事服务机构特约及管理办法》第 35－40 条、第 47 条，2012 年 12 月 28

日。
［17］ 台当局“卫生福利部”:“医疗法”第 34 条，2014 年 1 月 29 日。
［18］ 台当局“卫生福利部”:“医疗法”第 41 条，2014 年 1 月 29 日。
［19］ 台当局“卫生福利部”:“医师法”第 8 条、第 25 条、第 25－1 条，2012 年 12 月 19 日。
［20］ 台当局“卫生福利部”:“医疗法”第 62 条，2014 年 1 月 29 日。
［21］ 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第 14 条，2010 年 5 月 13 日，国发〔2010〕13 号。
［22］ 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关于加快发展社会办医的若干意见》，2013 年 12 月 30 日，国卫体改发〔2013〕54 号。
［23］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的通知》，2010 年 12 月 3 日，国办发〔2010〕

58 号。

( 责任编辑: 石正方)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Taiwan Private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its Reference

Gao Herong，Ji Xiaojing

Abstract: In the 1970s，in order to solve the medical problems of the people of Taiwan，Taiwan encouraged private capital
to enter the medical industry，allowed private medical institutions to apply for special medical care institutions and strengthened
the supervision of the private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practicing physicians，thus ensuring their medical service quality the
quality of medical equipment． As a result，a number of large private hospitals have emerged，show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large scales，high classes and collectivization． Therefore，the mainland should implement the same standard with public medi-
cal institutions in the medical institutions' register，establishment，practice，medical quality and tax incentives in integrating
the management experience of their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promoting the bridging of the cross-Strait medical institutions． On
the other hand，we should also carry out the policy of physician multi-site practice，guide medical students to work in private
medical institutions，improve their healthcare level and finally bring them into the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Moreover，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accelerate the enactment of hospital medical quality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system，and improve the
supervisory system of private medical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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