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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張珈健助理教授、中山大學政治所黃韋豪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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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PECC 亞太區域論壇──

美國印太戰略演變與東亞金融發展

CTPECC 秘書處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CTPECC) 在本年度 3 月 14 日以「美國印太戰

略演變與東亞金融發展」為題，於國立中山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辦理本年度首場亞太區域論壇實體

會議。與會受邀主持人暨講者涵蓋國立中山大學

政治所、亞太所、與文藻外語大學東南亞學系共

五位教授齊聚一堂，聚焦在美國政府於 2021 年

所提出的「印太新經濟框架」(Indo-Pacific New 

Economic Framework) 之主題，進而由淺入深地剖

悉及探究美國與相關印太及東亞國家間的互動關

係、印太區域中的地緣戰略、經濟分工、美中貿

易戰之走向及供應鏈重分配等發展趨勢，與會現

場更有來自不同系所的碩博士班學生積極參與且

踴躍發言，論壇現場師生間交流互動熱絡且融洽。

亞太區域論壇開幕式由 CTPECC 周子欽秘書

長與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劉正山所長進行

開幕，緊接著由劉正山所長代表校方擔任與會第

一場次之主持人。周子欽秘書長感謝劉所長提供

機會，使 CTPECC 得以在南台灣的校園針對區域

性的經濟合作相關議題，舉辦論壇並邀請在地學

者參與。國際金融是戰略競爭中的「制高點」。

當前印太地區強權間的戰略競爭日漸升高，區域

金融地景隨之變化，值得所有人關心。劉所長在

開幕致詞時提到，未來政治學的發展涵蓋的議題

深且廣，在全球化時代下推演出更多元的議題。

於此，渠勉勵與會的師生能不受政治學之框架束

縛，勇於跨出次領域，在研究時以多元視角去看

待各層次議題。渠更以近期國際大事烏俄衝突事

件為實例指出，在全球化時代之下，不同區域議

題彼此間亦有存在著間接影響性，猶如牽一髮而

動全身，諸如此類的歐亞國際性議題，不僅使得

各界提高對於國際關係議題的關注，且該相關議

題更將進而對印太地區帶來一定程度之衝擊。

亞太區域論壇開幕式由主辦單位 CTPECC 與中山大學政治所共同

揭幕：左起 CTPECC 周子欽祕書長、國立中山大學政治所劉正山

所長。

亞太事務

CTPECC 亞太區域論壇 ──

美國印太戰略演變與東亞金融發展



Asia Pacific Situation Monthly
2022年3月 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Asia Pacific Situation Monthly
2022年3月 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2

 美國新印太戰略：拓展印太「夥

伴關係」鏈結

論壇第一場次主題為「美國新印太戰略、區

域金融與東協角色的變遷」，由國立中山大學政

治學研究所黃韋豪助理教授擔任首位與談人。黃

教授由淺入深地與現場與會師生分享美國拜登政

府任內於今年 2022 年 2 月白宮所提出的《美國

印太戰略》報告 (Indo-Pacific Strategy)，並以此

作為研究核心，一方面解析拜登政府自上任以來

在 2021 年 10 月參加東亞峰會時所提出的「印太

經濟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又簡稱 IPEF) 所涵蓋之重點核心領域，及其所涵

括與印太國家強化合作的相關議題領域；另一方

面則藉此觀測美方在印太地區的諸盟友，如：日

本、紐西蘭、澳洲、新加坡及台灣等國家，對美

國提出此一新經濟框架之反應。

黃教授點出，此 IPEF 就本質定義上屬於

美方欲與印太區域國家所拓展的「夥伴關係」

(Partnership)，縱使其傳統定義上不同於以軍事

為基礎的「同盟」(alliance)，或涵蓋政治與經濟

的「結盟」(alignment)。渠點出，該 IPEF 主要

涵蓋五大戰略目標，包含：第一點，推進自由且

開放的印太地區，即強調美國在印太區域的航行

自由；第二點，建立與印太區域內外的聯繫，及

由美方提供領導角色以實現區域繁榮與穩定。第

三點，推動印太區域的繁榮，主要是藉由美國

與該周邊國家拓展經貿鏈結來達成，同時美方

也考量提供資金協助印太國家發展基礎建設；

第四點，強化印太區域的安全，除傳統軍事安

全外，更將在印太區域拓展軍工業。第五點，

建立印太區域對跨國威脅的反應能力，包括類

如 COVID-19 疫情大流行以及全球暖化等議題。

值得關注的是，拜登政府提出該 IPEF 框架，主

要的戰略目標在於藉此取代前朝川普政府任內

美方所退出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

(CPTPP)。然而，該框架就其性質而言，缺乏了

美方對其承諾的保證、以及合法約束力。黃教授

提到，儘管方對該 IPEF 框架仍心存觀望，「與

他國或其他區域組織建立夥伴關係」已逐漸成為

美國與各國間拓展國際合作之主要趨勢。

 美中金融戰略情勢：解構美元

衰退論迷思

第二位講者，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

研究所的張珈健助理教授，則將其演講主軸區分

為三，第一主軸係回顧自 2018 年美中貿易戰以

來，美元與人民幣之間各自的興衰與相互間的競

爭關係。第二主軸則檢視今年 2022 年 2 月底全球

矚目的俄烏衝突事件之下，美國率先主張對俄國

施行一系列相關制裁，引發俄、中等國的連鎖回

應，是否將導致俄國為首等國降低對美元體系之

依賴性。第三主軸則探討東協諸國針對俄烏衝突

下的國際局勢，各自的回應態勢，從中觀察美方

的印太盟友，是否必然追隨美國策略對俄國施行

經濟制裁。

綜合上述三大主軸，張教授指出，儘管美

國國內的相關報導與文獻已開始探討人民幣崛起

的趨勢，包括人民幣已成為全球第四大國際貨

幣、中國更是美國現今第一大債權國、中國總體

經濟規模逼近美國等種種跡象，不斷地從中暗示

CTPECC 亞太區域論壇 ──

美國印太戰略演變與東亞金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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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幣美元體系正逐漸走下坡。此外，張教授

也點出：部分美方國內相關文獻討論及預測中國

所發行的人民幣最終將會超越並取代美元成為全

球第一大國際貨幣。就其觀察指出，美元體系的

走向與美中貿易戰、俄烏衝突事件及相關國際重

大議題皆息息相關。就俄烏衝突議題層面，俄國

自 2014 年所爆發的「克里米亞島事件」後，截

至近年確實已逐漸大幅降低對美元外匯存底之依

賴性。然而整體而言，不論是俄國管理國際儲備

的方式，或者中國在人民幣國際化方面的努力，

在可見的未來仍難搖撼美元在國際金融中獨大的

角色。張教授也提到，當美國為了此次的烏俄戰

爭率先對俄國祭出一系列經濟制裁，美方必須意

識到經濟制裁就本質上屬兩面刃，且經濟制裁在

一定程度上將不利於美國國內物價控制與民生。

 亞投行未來進程：整合、亦或

競逐當代國際金融體系 ?

本論壇第二場次，主題為「美中競逐關係下

的東亞金融暨政經局勢的新發展」。國立中山大

學政治所陳宗巖副教授藉烏俄衝突議題作延伸指

出，由中國所主導的「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

( 又稱亞投行 ) 在近期內宣布暫停與俄羅斯及白

俄羅斯有關的所有業務，引發一定程度之關注。

陳教授指出，現今亞投行涵蓋共 105 個會員國及

地區，且有一半以上之會員並非亞洲國家。在分

析亞投行的內部結構及未來發展進程議題上，其

檢視兩大研究途徑的觀點，其一、為「修正主義」

(Revisionist)；其二、則採用「互補假設」理論

(Complementary hypothesis)。透過量化方法逐一

檢視這兩大途徑的主張，以瞭解亞投行的行為是

否反映了中國競逐金融霸權的企圖，或僅僅是為

現有的國際金融體系提供補充。

陳教授認為，亞投行成立之初就明顯存在

著權力過度集中於中國的現象。中國在其中握有

25% 之投票權，得以否決所有需要 75% 票數才

得以通過的「重大議題」。同時，渠更將亞投行

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 及「亞洲開發銀行」

(ADB) 進行比較後發現，後兩者分別亦由美、日

兩國握有相當大程度的否決權比重。陳教授更將

「一帶一路」戰略與亞投行兩者間進行比較，從

中發現亞投行的融資行為與「一帶一路」之間的

關連性並不顯著。渠觀察指出，與中國友好且具

親中傾向的亞投行會員國不一定藉此可獲得更高

比例之借貸，反之在「一帶一路」戰略之下的投、

融資行為，則出現相反的趨勢。陳教授相信，亞

投行作為一個欲積極融入國際金融秩序的金融組

織，其歐洲會員國亦佔一定程度比例，就其目前

的行為而言，不應純然被視為是中國對外戰略佈

局之工具。

 東亞國家向南行：解析日韓台

三國的南方金融戰略

文藻外語大學林文斌副教授擔任論壇最後

一位講者，其在開頭即一語點出，東亞國家的

日、韓、臺三國皆有「過度金融」(overbanking)

的結構現象。為此，渠以日韓台三國的金融產業

戰略作為研究途徑，進而探討該三個東亞國家的

CTPECC 亞太區域論壇 ──

美國印太戰略演變與東亞金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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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產業分別在新南向國家的發展概況，從中比

較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東南亞區域所廣泛

推行的政府發展援助 (ODA) 政策、2017 年韓國

所提出的「新南方政策」以及我國政府於 2016

年所提出的「新南向政策」三項政略異同。

林教授提到，日本方面是在前日本首相安

倍晉三在其第二次出任日本內閣期間，於 2012

年提出的「安倍經濟學」(Abenomics) 作為研究

分界，此後日本的三大國家銀行便更加積極地

向泰國、柬埔寨及越南等國拓展海外金融業務。

同期間，韓國方面則自首南韓文在寅總統上任

後，積極地向南擴，希望藉由韓國的南方政策

來平衡其對其他國家如俄國、中國、北韓及美

國等大國之外交作為。林教授觀察到，我國在

蔡總統任內，國家銀行對新向南國家的海外設

立據點比例，自 2017 年至 2020 年有大幅成長

之趨勢。縱使如此，林教授點出，由政府主導

的我國「新南向政策」涵蓋議題層面雖然深廣，

但在拓展金融合作業務的議題上，幾乎未被涉

及到。再加上，日、韓兩國在東南亞拓展金融

業務時，主要仍搭配由政府所主導的 ODA，藉

此與當地國際金融機構、他國金融機關進行業

務合作，實現雙贏共榮。礙於我國業者在新南

向國家拓展金融合作業務時缺乏政府的 ODA 協

助，因此，相較於日、韓兩國在拓展對東南亞

的金融戰略上，我國相對處於弱勢。

會議期間同學們發問踴躍。針對有同學提問

「美、中戰略競爭導致全球經濟分裂的趨勢日漸

明顯，這是否會反映在國際金融領域上，使得美

元、人民幣在各方的資產配置上分庭抗禮？」，

周秘書長表示，整體而言，美元的地位難以搖

撼，且尚無有力的替代者出現。即便中國尋求外

匯儲備多元化，其所持有的美元計價資產之比例

依然很高。即便在供應鏈重組的趨勢下，未來與

中國之間的商業往來，恐仍以美元結算為主，不

必然需以人民幣結算。

論 壇 尾 聲， 由 CTPECC 周

子欽秘書長進行閉幕，現場學術

交流氛圍融洽，有諸多與會師生

積極且踴躍地提進行會後提問及

交流。首次於國立中山大學辦理

的論壇也使 CTPECC 及論壇實體

暨線上與會者對於印太戰略、東

南亞金融情勢變遷及當今烏俄衝

突議題等綜觀面向，具有更全面

性之了解與體悟。

CTPECC 亞太區域論壇 ──

美國印太戰略演變與東亞金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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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疫苗接種防疫規定與勞工個
人選擇權利之爭

程明彥

台經院國際事務處助理研究員

 前言

COVID-19 疫情爆發至今已超過兩年，隨著

疫苗問世及施打率逐漸提升，經濟也展露出復甦

跡象。然而，近來出現應強制規範特定工作場所

人員施打疫苗，或是尊重個人隱私與選擇之爭論。

加拿大與美國自本（2022）年 1 月起實施

跨境疫苗強制令，要求往來兩國邊界的卡車司機

必須接種疫苗，導致加拿大卡車司機發起「自由

車隊」（Freedom Convoy）抗議行動，不僅癱瘓

首都交通，更阻斷美加邊境大使大橋，導致雙方

貿易往來受影響，也導致加拿大安大略省進入緊

急狀態。1 

紐西蘭則強制衛生、執法、教育和國防等

部門工作的民眾接種 COVID-19 疫苗，若拒絕可

能面臨解僱。同時，民眾必須出示疫苗接種證明

方能進入餐館、運動賽事和宗教場所。為反對疫

苗強制接種令，部分民眾以百計卡車及露營車占

據威靈頓市中心街道，並在國會大樓外的草坪紮

營抗議。2 

除了兩大已開發 APEC 經濟體加拿大與紐

西蘭以外，法國也發生部分民眾因不滿需出示疫

苗護照才能進餐廳、咖啡館及其他公共場所的防

疫管制，組成自由車隊進行抗議，近期更意圖前

往比利時發起抗議。3 

一、國際組織公布施打疫苗相關指引

國 際 雇 主 組 織（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of Employers, IOE） 於 本 年 1 月 22 日 發 布

《COVID-19：雇主疫苗與防疫須知》（COVID-19: 

What Employers Need to Know about Vaccination 

1        REUTERS (2022), “U.S.-Canada bridge reopens after police clear protesters”,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mericas/canada-protesters-police-
          deadlocked-tensions-simmer-blocked-border-bridge-2022-02-13/
2      CNBC (2022), “Thousands protest Covid rules as New Zealand crosses 90% fully vaccinated milestone”, https://www.cnbc.com/2021/12/16/

thousands-protest-covid-rules-as-new-zealand-hits-90percent-fully-vaccinated.html
3       REUTERS (2022), “French COVID protest convoy defies Paris stay-away order”,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police-stop-50-vehicles-

heading-paris-protest-convoy-2022-02-12/

淺談疫苗接種防疫規定與
勞工個人選擇權利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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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evention）4，綜整 2021 年企業防疫會議之

簡報與討論成果，並納入其他相關資源與工具，

以協助雇主評估與管理職場疫苗揭種及防疫之風

險。須知一共分為五大章節，分別為職場疫苗施

打與防疫、強制施打疫苗、COVID-19 疫情現況、

疫苗施打與防疫的法律架構，以及個案研究與最

佳作法，旨在針對 COVID-19 疫苗施打與職場防

疫議題，提供雇主、企業會員組織、企業重要指

引與實際應用工具。本文摘整須知五大重點，羅

列如下：

（一）因應 COVID-19 措施

有效的政策仰賴量身打造的策略，並考量

多層次議題，包含：尊重人民選擇不施打疫苗

的自由、科學實證的防疫措施、經測試且有實

證的有效治療方式及不同的時空背景等。最重

要的是告知（inform）、教育（educate）、交流

（exchange），以及提倡（advocate）有效解決

方案，將有助於勞工自行做出決定。運用風險傳

訊（Risk Messaging）時，應有效簡化議題及訊

息的複雜性，而且不能被視為能夠一體適用於所

有國家的方法。

（二）職場接種疫苗與防疫

由於缺乏針對特定狀況的正式規範性指引，

直到科學實證權威機構進一步公布相關資訊之

前，各國應持續推行疫苗施打，並將防疫措施結

合職業安全衛生標準與規範。

（三）警示事項

COVID-19 疫情下，雇主應保持謹慎態度，

並密切留意國家、當地防疫法規。即便在國家

法律強制執行疫苗接種的情況下，強制要求所

有員工接種疫苗，否則對員工採取解僱或其他

不合規定的處置方式，將會受到相當大的挑戰。

雇主也須留意不應涉及歧視情事。相較於強制

施打疫苗，篩檢（Testing）是大眾較普遍能接

受的措施。

（四）指引

如果需採取強制施打疫苗的措施，雇主應

考量 6 項 WHO 公布的注意事項，分別為：

1. 必 要 性 與 比 例（necessity and 

proportionality）。

2. 充分的疫苗安全證明（sufficient evidence 

of vaccine safety）。

3. 疫苗效力與有效性（vaccine efficacy and 

effectiveness）。

4. 供應充足（sufficient supply）。

5. 大眾信任（public trust）。

6. 決 策 的 倫 理 過 程（ethical process of 

decision-making）。

此外，IOE 也呼籲應充分尊重個人選擇，

同時指出告知的重要性，除提倡有效的治療方

法之外，也需注意 COVID-19 因應措施不應侷

4        IOE(2022),” COVID-19: What employers need to know about vaccination and prevention”, https://www.ioe-emp.org/index.php?eID=dumpFile&t
=f&f=156453&token=ca238fc86199a349e9372736cba8536647883e12

淺談疫苗接種防疫規定與
勞工個人選擇權利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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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於施打疫苗，而需涵蓋科學實證的標準衛生

與安全預防措施。

二、我國訂有 COVID-19 疫苗接種規

定之防疫指引

我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2021 年 12

月 5 日 公 布 COVID-19 疫 苗 接 種 規 定 之 防 疫

指引清單，指出教育部、經濟部、勞動部，以

及衛生福利部針對業管之部分場所（域）人員

COVID-19 疫苗接種規範，規範原則包括所有工

作和從業人員皆應接種疫苗兩劑且滿 14 天。復

業及新進人員於首次服務前，應同時提供自費

三日內抗原快篩（含家用快篩）或 PCR 檢驗陰

性證明等。

 小結

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統計，截至本

年 2 月 7 日，我國完整接種 2 劑疫苗人數約為

1,752 萬人，占總人口 2,356 萬人之比率約為

74%。5 換言之，仍有約 604 萬人尚未完整接種

2 劑疫苗，或甚至可能不願意接種。如同 IOE

報告，目前對於是否應採取強制性的疫苗施打

措施，主要有為公共衛生安全應強制所有人施

打疫苗，以及尊重個人施打意願的兩派論述。

相較許多國家，我國民眾對於疫苗的接受度普

遍較高，惟未來若因疫情變化，擴大工作場所

或從業人員之規範範圍。可能會面臨部份人民

之反彈，建議可採取社會對話，彙整勞雇雙方

之意見，同時保障勞工權益不受侵害，以實現

平等與包容性復甦。

綜觀之，並非所有國家皆採取疫苗強制接

種令。然而，2021 年 APEC 領袖宣言指出，當

前疫苗分配不均，APEC 領袖持續支持各經濟體

平等地取得安全、有效、可負擔的疫苗。作為全

球公共財，APEC 領袖致力於擴大疫苗接種，以

確保所有人的安全。因此，為強化社會整體免疫

力為解封條件，未來可持續強化職場防疫安全，

以宣導的方式提升接種意願，並執行必要防疫措

施，以杜絕疫情於職場蔓延。

5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21），COVID-19 疫苗統計資料，https://www.cdc.gov.tw/Category/Page/9jFXNbCe-sFK9EImRRi2Og

淺談疫苗接種防疫規定與
勞工個人選擇權利之爭



Asia Pacific Situation Monthly
2022年3月 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8

數位醫療轉型：疫後我國國際醫
療服務於亞太區域之展望

王家駿

台經院國際事務處研究助理

2020 年 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蔓延全球，為世界各國醫療體系來了一次大健

檢，我國自 2021 年 5 月開始本土疫情升溫，醫

療院所人滿為患，病床更是一位難求，醫療資

源不足問題浮出檯面；另，民眾擔心外出就醫

有染疫風險，致主動就醫的意願下降，危害國

民健康。如何解決民眾就醫需求，提升國民健

康的水準，乃成為政府必須面對的課題。然而

我國健保署也迅速應對此情況，放寬遠距醫療

之限制，且將其納入健保，並針對慢性疾病之

患者加強自我監測系統之應用，進而減少到院

看診之需求，數位醫療成為疫情下醫療服務能

持續提供的重要推手。近年來也因 AI、物聯網

（IoT）與資通訊（ICT）等技術成熟並應用於

各行各業，也使醫療照護產業走向數位化變革，

運用數位科技能增加醫療照護品質與管理效率，

並補足人力不足缺口。如此，疫情也就加速了

數位醫療之應用，帶動相關產業之發展，從過

去輔助實體醫療的角色，至今已儼然成為分散

實體醫療的一種必要方式。

  數位醫療轉型 : 減少負擔，提

升量能

早在 COVID-19 疫情爆發以前，推動數位

醫療轉型最大的因素乃是高齡化社會現象的來

臨，據國發會統計：我國已於 1993 年成為高

齡化社會，2018 年轉為高齡社會，並推估將於

2025 年邁入超高齡社會。主計總處發布國情統

計顯示，2020 年 65 歲以上高齡者健保醫療費用

占 39.8%，與 2015 年相較，增加 4.2 個百分點，

其中約有 9 成以上高齡者至少患有一種慢性疾

病，而醫療照護和病情追蹤佔了我國醫療資源

相當大的部分。據健保署統計，高齡者每年門

診次數接近 30 次。然而我國於 2007 年開始推

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1.0」，提供包括照顧服

務 ( 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及家庭托顧 )、交通接

送、餐飲服務、輔具購買、租借及居家無障礙

環境改善、居家護理、居家及社區復健、喘息

服務、長期照顧機構服務等，乃至 2.0 版擴大為

17 項服務，將醫療照護服務專業化，減少醫院

數位醫療轉型 : 疫後我國國際醫療
服務於亞太區域之展望

數位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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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但仍難以解決日漸增長的高齡人口頻繁

就醫問題，也使得臺灣有很大一部分的醫療量

能（Healthcare Capacity）使用在長期的醫療監

測及照護上。

過往因無迫切需求，以及國民就醫習慣難

以改變等因素，數位醫療之推動較為緩慢。此

次疫情改變了消費者習慣，低接觸性經濟 (Low-

Touch Economy) 興起，也恰好加速了數位醫療

轉型的發展。醫療數位化的影響包括慢性病管

理、自主管理與疾病預防、疾病診斷、診斷分

流、臨床決策支援與照護服務。能改善醫療成

效、病患經驗，使醫療服務更有效率，進而增

加醫護體系的效能，照顧更多病患，避免醫護

人員過勞。總言之，數位醫療之應用不論在患

者端或是醫護端都能帶來更高的效益，大幅減

少醫療成本，進而增加我國醫療量能，對於推

動國際醫療服務可說是如虎添翼。

 亞太區域國際醫療現況下我國

的角色與相關政策之推動

根 據 醫 療 旅 遊 協 會 (Medical Tourism 

Association) 所公布之數據，我國於世界 2020-

2021 醫療旅遊指數 (Medical Tourism Index) 排名，

臺灣獲得 67.96 分，世界排名為第 16 名，亞太區

域僅落後給新加坡、日本及南韓，泰國以 66.83

分緊追其後，但國際醫療產值於2019年統計約6.4

億美元，相較於新加坡的 42.1 億美元以及泰國的

98.7 億美元有著不小的差距，這也說明我國在國

際醫療產業上仍有相當大的努力空間。根據臺灣

國際醫療全球資訊網站圖表所示，我國國際醫療

人次及產值自 2017 至 2019 都是逐年上升，直至

2020 年全球疫情擴散，各國封鎖邊境及禁止跨國

人員移動等政策，才導致人次及產值銳減。

資料來源：臺灣國際醫療全球資訊網 (2021)

數位醫療轉型 : 疫後我國國際醫療
服務於亞太區域之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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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國國際醫療服務受限於法規及內需

市場足夠等因素，導致相關推動措施窒礙難行。

如今，數位轉型帶來的醫療量能如何轉化成實際

產值，勢將成為未來的重要課題。近年來我國

致力於推動新南向政策，在醫療產業上有「一

國一中心」（1C1C）深化產業搭橋機制，已達

成我國與新南向國家展開更為全面的醫衛合作及

開發，並開拓與當地政府及廠商合作發展之機

會，助我國於新南向國家發展相關人脈。此外，

2021 年年底衛福部計畫推動臺灣醫療健康產業

國際化，成立「醫療健康產業卓越聯盟基金會」

(MET)，結合「中國附醫」及「健康益友股份有

限公司」，配合政府發展國際醫療以及新南向政

策，推廣遠距醫療。「中國附醫」與「健康益友」

更進一步合作，從原來的急診醫療擴充到完整各

專科，提供更全面的國際遠距醫療諮詢系統整合

平台成效日漸擴大。

 結論

一直以來，我國醫療服務不論在品質或是

價格上都具有相當大的優勢，過往為保護國內醫

療體系健全，對於國際醫療行為有諸多法規上的

限制。如今，數位醫療轉型的趨勢除了可以為我

國帶來更多國際收益，同時也大大紓解了國內緊

繃的醫療人力，如何說服各界同意鬆綁過時的法

規限制，是我國政府必須思考的首要問題。從亞

太地區新加坡及泰國發展國際醫療的成功經驗可

知，發展國際醫療除了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且

應藉由商業模式發展，成功建立國家醫療形象品

牌，俾有系統地拓展海外市場。我國必須打破

「醫院為非營利組織」之想像，使醫療機構更有

空間專注於國際醫療產業發展。疫後是我國推動

國際醫療服務非常好的時機點，倘若能以國家力

量整合並補足台灣國際醫療服務平台之缺口，定

能使我國的國際醫療服務更上層樓。

閱讀小辭典：何謂「低接觸性經濟 (Low-Touch Economy)」?
指以「降低實體接觸」之目的所進行之生產、銷售、服務等調整。現有生產或服務之可能調整包含自動

化生產、分散及遠距工作、無接觸銷售及服務（電商、外送、遠距教學、遠距醫療、無人商店）、提高社交

距離及電子支付。

（資料來源：《2020-2021 商業服務業年鑑：低接觸經濟下的商業服務業發展》）

數位醫療轉型 : 疫後我國國際醫療
服務於亞太區域之展望



「亞太區域情勢月刊」係由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

會中華民國委員會出版，為國內產官學所組成的

非營利性區域經濟合作組織。

本月刊長期徵文，詳細說明請

參考右方網頁連結

歡迎投稿，請寄至以下信箱：

d33886@tier.org.tw
會再由專人回覆您！歡迎您不

吝惠賜稿件。

歡迎加入「太平洋經濟合作

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Facebook粉絲頁。

本刊將減少紙本印刷量，敬請訂

閱電子報

資訊欄

臉書粉絲頁

Asia Pacific Situation Monthly
2022年3月 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長期徵稿
CTPECC 秘書處

徵稿主題：

參加辦法：

獎勵辦法：

聯絡資訊：

涉及太平洋區域經濟發展與合作之相關主題 （能源、永續發展、國際關係、經濟轉型、數位經濟、

亞太區域政經趨勢、貿易投資、婦女經濟、氣候、糧食衛生安全等）

1、來信主旨 - 我要投稿「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您的大名 

     範例 : 我要投稿「亞太區域情勢月刊」王小明 )

     請寄送至 : d33886@tier.org.tw
2、請提供 Word 檔，檔名 - 稿件主題

3、中文字數 3,600~4,000 字，可提供圖檔、表格輔助

4、截稿日期每月 15 日

5、允許本刊獨家刊登您的稿件

6、稿件錄用與否需由秘書處方進行審核

7、稿件經錄用後另行通知刊載時間

8、審查結果將以 E-mail 方式通知

稿費每個字台幣 $1.42 元

聯絡人：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 王先生

E-mail：d33886@tier.org.tw
洽詢電話：(02)02-2586-5000 # 545
網站：https://www.ctpecc.org.tw/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