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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專業利益自給 
與擴張中的國家角色─

從魏則西事件切入
The Country’s Role in the Process of 
Self-Sufficiency and Expansion of 

Medical Professional Interests: Based 
on the Incident of Ze-Xi Wei

醫療專業利益具有利他性、自給性、擴張性等特徵，

而在其自給與擴張中國家應以何種角色出現，則決定

了在醫療專業主義支撐下的醫療行業能否良好發展。

從魏則西事件的爭論中可以看出，國家責任的缺失被

論者忽略，應進一步理順醫療專業發展中的利益自給

與擴張和國家責任的關係，加強專業自給，退出國家

過度管制，落實相應監管責任，協調各方利益，最終

推進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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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professional interests has three characteristics: 
Altruism, self-sufficiency and expansion. And what is 
important is that the country’s role in the process of self-
sufficiency and expansion determines whether or not 
medical profession can develop favorably under the support 
of medical professionalism. From the arguments on the 
high-profile incident in which Ze-Xi Wei died after medical 
treatment, we can see, the missing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untry is ignored by argu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sufficiency and expansion of medical professional 
interests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untry should 
straitened out ulteriorly. Some measures can also be done 
to promote health system reform smoothly: to enhance 
medical professional self-sufficiency, to exit the excessive 
regulation from the country, to carry out the corresponding 
regulatory responsibilities, and to coordinate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壹、事件回顧

21歲的大學生魏則西因患滑膜肉瘤求醫，透過百度搜索到

武警北京總隊第二醫院（以下簡稱武警二院）接受生物免疫療

法，經其治療後卻於2016年4月12日離世，此一事件經互聯網

發酵引起廣大關注1。相關評論集中於醫療廣告虛假宣傳、療

法無效、民營醫院過於追逐利益等，而筆者認為，在以國家為

主導的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中，國家的正當角色和責任擔當應是

最根本的推動力。因此，本文擬從該事件切入，剖析醫療專業

1  金祖臻，「魏則西事件」輿情剖析，南方日報，2016年5月4日，A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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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實現中的國家角色及其相應責任。

貳、醫療專業利益特徵

一、利他性

醫療逐漸發展成為人類福利中的一種。醫療專業常常作為

人們樹立理想、追求高等身分和地位的模範職業。T. Parsons

強調，醫療專業是利於他人且帶有集體傾向的，置患者福利於

個人利益之上，憑藉科學的、客觀的專業知識，竭盡全力幫助

患者重獲健康2；B. Good也曾強調，醫生與律師一樣，都是經

過較長時間的專業訓練，帶有服務他人的價值取向3。因此，

醫療專業本質上具有利他性。

二、自給性

醫療專業基於專業的壟斷和自主性而建立，其從業者經過

了長期的、專業化的、有系統的知識訓練，核心內容和工作過

程與其他專業有根本上的不同4。醫療專業最具戰略性和珍貴

性的特質是，醫生有決定醫療工作內容的自主性。不管國家如

何規範醫療工作的社會外部條件，都必須支持醫療專業自行控

制其工作的技術性，以保障醫療專業利益實現的內部技術供

給。

三、擴張性 

醫療技術的實施方式須經專業認定，因此，大多數診療方

2  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23 (1951).
3  Dav id  B lumen tha l  &  W i l l i am  Hs iao ,  Lessons  f r om the 

East─China’s Rapidly Evolving Health Care System, 372(14)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1281-1285 (2015).

4  ELIOT FREDSON, PROFESSION OF MEDICINE: A STUDY OF THE SOCIOLOGY 
OF APPLIED KNOWLEDGE 23-24, 72-78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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