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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在瑞士的发展现状
宋雪 谭巍 黄琳
【摘要】

郭颖

国际市场上对中医药服务需求日益扩大，瑞士作为中医药服务接受度较高的国家，发展

前景广阔。本文介绍了中医药疗法在瑞士当地治疗的有效病种、中医诊所资质及人员认定等，通过对瑞
士传统中医药国际股份公司的发展、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后认为，中医药在瑞士的接受程度
较高，有市场需求，但在推广过程中，要尊重当地市场经济规律和文化接受能力，以便推动中医药服务
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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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lobal market shows gaint need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oday.
Switzerland is the pioneer and has a wide TCM market. The paper anaylses the local diseases, TCM therapies,
the difficulties of MediQi TCM clinic and certificates of TCM clinics in Switzerland, in order to get a general
image of TCM situation of Swtierzland today. It coucluds that TCM is well accepted in Switzerland and has
marketing needs and the better way to push TCM service trade is to respect local 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ultural capability.
【Keywords】 Swis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ediQi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inic;
Difficulties; Challenges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际市场上对中

1 中医在瑞士的概况

医药服务的需求日益扩大，其发展市场前景广阔。

1.1 中医治疗的主要病种：中医在瑞士应用广泛，

目前，我国中医药服务贸易已逐步形成外向型的

目前治疗病种较多。其中，针灸治疗的病种涉及

健康服务产业，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大格局的重要

临床各科，常见病种为痛症、运动损伤、过敏性

组成部分。中医药服务的本土化对海外中医药贸

疾病、风湿和类风湿关节炎、抑郁症、失眠，消

易市场具有深远意义。随着世界各国对中医药医

化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胆汁返流性胃炎、肠易激

疗服务疗效及安全性认可度的提高，以针灸为先

综合征、克隆氏病)，皮肤病(如湿疹、神经性皮

导的中医药治疗技术进入海外各国的医疗机构，

炎、银屑病、荨麻疹)，妇科病(如月经不调、子

成为所在国家主流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宫肌瘤，更年期综合征、不孕、产后抑郁、缺乳)，

[1]

势在必行 。

疑难病(如多发性硬化、帕金森氏病、肿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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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见效快且无不良反应等原因很受患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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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开展的主要治疗项目：①针灸：因疗效

②推拿按摩：按摩对于肌肉劳损等运动损伤见效
快，且不刺破皮肤，较易接受。按摩后患者感觉
减轻，身体舒适，故成为仅次于针灸的治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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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中药：中药配合针灸、推拿，对多种复杂病症、
疑难杂症有较好疗效，但在使用上有较多限制。

4

瑞士传统中医药国际股份公司诊所
中医诊所进入瑞士始于二十多年前。瑞士传

其他疗法还有艾灸、火罐、特定电磁波谱治疗灯、

统中医药国际股份公司(现更名为 MediQi 公司)与

刮痧、耳穴疗法等。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传统医药国际交流中心合作，
于 1996 年在瑞士开设了第一家中医诊所。诊所位

2 在瑞士开办中医诊所的情况

于瑞士东北部圣加伦州的小镇巴德拉嘎兹(Bad

2.1

瑞士本国人：为瑞士医疗从业人员，包括执

Ragaz)。由于医生水平高、疗效显著，MediQi 诊

业西医师、理疗师，学习中医并通过考试取得资

所数量曾达到十余家，分布于瑞士各大小城市。

格后在自己诊所基础上，兼提供中医服务。瑞士

为了确保良好疗效，实行了严格的选派标准，要

的理疗师大部分是专科学校毕业，做按摩等物理

求派出人员是能够开具中药处方的针灸、推拿专

治疗。这两种人既是投资者又是经营者。瑞士执

家，均为我国中医药高等院校 5 年全日制本科以

业医师也可聘请中国医师在自己诊所提供服务，

上学历、获学士及以上学位，副高以上专业技术

但这类瑞士医师因不懂汉语、中医，需聘请翻译

职称、具有 15 年以上临床经验的资深中医专家。

进行交流。

经过中方与瑞方的多次协商和努力，2016 年中方

2.2 中国人独立开业：有在中医诊所工作的经历，

派出医生的工资已在 1996 年基础上翻了近一番，

或在中医诊所做过医师或翻译，熟悉中医诊所的

还有奖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13 个月工资及

运作与管理，尤其早期被瑞士中医诊所聘用的一

带薪休假、一年回国探亲一次等待遇，医生本人

些中医师，工作一段时间后，语言达到能与患者

及派出单位均表示满意。中方在获得社会效益的

交流水平，且取得了长期居留资格，自己既做老

同时，也得到较为可观的经济效益。

板又做中医师。或从中国聘请中医师，自己做老

MediQi 诊所的每个诊疗中心一般有 2～3 位

板兼翻译、秘书。

来自中国的中医师，每日接待患者 30～40 人。现

2.3

瑞士大公司或医疗机构与中国医疗机构或部

今正式登记的中医诊所已超过 1 500 家。所治疗病

门合作。瑞士方面提供场地、资金和管理；中方

种约百余种，其中排前 10 位的依次是腰背痛、关

派遣中医专家。

节痛、花粉症、疲劳乏力、头痛、颈椎病(神经根
型)、失眠、慢性疼痛、更年期综合征、头晕，约

3 在瑞士中医诊所工作的中医师情况

占总病种的 67.31%，其中前 5 种疾病占 50.32%，

3.1

兼做中医针灸的西医医生和理疗师：为扩大

有效率在 90%以上，其中“临床治愈”不低于 40%。

经营范围，吸引患者，瑞士的部分西医、治疗师

疗效好的病种依次为：牙痛、胃痛、呕吐、腹泻、

学习针灸。目前瑞士基础医疗保险可报销西医医

头痛、偏头痛、痛经、肩颈痹、腰腿痛、失眠、

师的针灸治疗费用，故患者人数较多，效益好，

郁证、小儿厌食、产后乳汁不足、花粉症、戒烟

因而从事中医治疗的西医不断增加。

戒酒、肿瘤放化疗后综合征、骨伤及神经外科手

3.2

中国培养的中医师：包括已入瑞士籍的华人

术后并发症(疼痛、麻木、活动受限)等。内分泌

中医师。由于近年瑞士联邦对中医师进入瑞士有

或代谢失常引起的肥胖症、包块、静脉曲张等属

了新限制，加之一些欧洲国家保险不报销中医治

治疗效果不明显的疾病。MediQi 诊所采用的主要

疗费用等，使瑞士的很多诊所开始在欧盟国家聘

治疗方式为针灸、推拿、中药、艾灸、红外线烤

用以前来自中国的中医师。

灯、拔罐、耳穴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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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5.1

7 小结

当地病种复杂，疑难病较多：瑞士当地有许

通过分析 MediQi 公司中医诊所的经营方式、

多病种在我国鲜有耳闻。到瑞士工作的专家需要

特点、效果，结合中医药服务贸易的特点和优势，

对陌生、复杂的病种进行学习、研究、讨论后才

笔者认为，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是中医药服务贸

能进行治疗。

易的发展重点。从市场需求角度看，中医药服务

5.2

当地中医从业人员水平参差不齐：瑞士当地

市场需求较大，通过大力发展可对中医药服务贸

中医从业者水平高低相差悬殊，无序竞争造成中

易发展起到拉动和示范作用，形成规模经济的领

医影响下滑，影响中医在当地的推广与发展。瑞

域。因此，从中医药服务贸易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士对中医药接受率较高，仅苏黎世一个城市就有

看，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是应大力发展的领域之

200 多家中医诊所，但并非所有诊所任职的中医师

一。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可较好推动中医药

都是专家，不少在当地通过短期培训即上岗行医，

服务贸易的发展。瑞士患者对中医药治疗接受程

影响中医整体口碑及中医在瑞士的顺利发展。

度较高，尤其对于针灸更是欢迎和信任。因对于

5.3

疗效期望值较高，故治疗中患者能够遵从医嘱，

收费相对较贵：因患者难以接受自费治疗，

费用多为额外医疗保险支付，故影响推广。

几乎全部接受治疗手段。因此中医药在瑞士有广
阔的市场需求，但在推广过程中要有计划、有重

6 中医药国际化的壁垒
由于东西方药政、法规、文化、认识方面存

点、有步骤，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文化接受能
力的方式开展。

在差异，且中医药品、保健品成分复杂，安全及
有效性缺乏数据支持等，导致中医药的国际化进
程一路坎坷。国内中医师在国外不被承认，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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