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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健保署倡議慢性連續處方箋

將收取藥品部分負擔。而全

聯會則熱列討論如何落實健保法第

三十三條有關部份負擔的規定。但是

消費者、醫院、基層、政府各自立場

不同，短時間內可能不易形成共識。

本人就試著對此問題加以探討，就教

各位先進。

(一 )增加部分負擔，點值會上昇嗎?

答案是不會影響點值。

因為健保的收入面與支出面是脫

勾的。健保收入分三方面 :
1.健保署依健保法規定，分別向員工、

雇主、政府三方面收取分擔的費

用。

2. 補充保費。

3. 病患每次就診時，醫療院所代收的

部份負擔。

至於支出則是每年健保費與醫界

談判後的年度總額。理論上，增加部

分負擔，是健保署收入增加，並不是

醫界年度談判的總額增加。如果支付

標準不變下，服務量不變的話，醫界

看病後，申請的總點數也是不變。分

子、分母都不變，當然點值不變。醫

療院所拿到較多的現金，但拿到較少

的尾款，醫療院所是過路財神。

但實際上，部分負擔增加，可

能造成民眾就醫減少，醫界服務量減

少，申報總點數減少，如果談判總額

不變的話，會造成點值某幅度的增

加。至於政府增加收入後，如與醫界

談判總額不變 ( 支出不變 )，則健保

署安全準備金會上昇。屆時可能消費

者代表，或民意代表會要求降費率。

至於安全準備金水位增高，會不會對

醫界總額談判較有利，則無法預知。

( 二 ) 增加部分負擔的作用何在 ?

1. 減少醫療資源浪費。全世界人性皆

然，免費的會造成最大的浪費。日

本曾一度為體恤老年人，將老年人

的部分負擔由 30% 降為 10%，結果

醫療支出，快速暴漲。不得不趕快

調回 30%，以日本守法的民族性都

如此，台灣會更好嗎 ? 這也同時證

明了一件事，提高部分負擔確實可

以減少浪費。

2. 落實使用者付費的觀念，促進民眾

提升自我照護智能。這對於自我照

護智能好的人，較少使用醫療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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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而言，是較公平的。

3. 利用經濟手段，導正民眾就醫的觀

念及習性，落實分級醫療。同樣內

容相差無幾的牛肉麵，如果售價大

大不同，結果會是如何 ? 大家不用

想也知道。群眾會往 C/P 值高的地

方去。因此，醫院與基層部分負擔

金額差距，如果達到病患”有感”

的程度，對落實分級必有立竿見影

之效。

( 三 ) 提高部分負擔對政府、民眾、

醫療機構 (基層 v.s 醫院 ) 各自有何

影響

政府面

(1) 收入增加，穩健健保財務。

尤其台灣社會將快速步入老

年化的時代，收入面穩健，

才能確保健保永續。

(2) 減少支出，過去健保署一直

致力於管控醫療院所濫用醫

療資源，但在病患端則少有

管控。

(3) 民調滿意度受影響，因此建

議，分幾年逐步調高，並對

弱勢者予以補助，重大傷病

者，可以不經轉診直接到大

醫院就診。

(4) 翻轉倒金字塔的醫療生態，建

立由基層醫師擔任 Gate keeper

的醫療制度 ( 世界各國已證

明，這種制度是最能有效利

用醫療資源 )。
民眾端

(1) 在經濟考量下，病患選擇就

醫場所的絕對自由度受影響。

(2) 因為落實分級醫療，讓醫療

資源更有效率使用。急重症

病患到大醫院，急診及住院

壅塞得以疏解，病患才能夠

得到及時及充份的照顧。

(3) 為大鍋飯的健保，注入使用

者付費的機制。雖增加使用

者的支出，但可以藉以轉化

為國人自我照護智能的提昇。

(4) 對重大傷病及福保、榮保、偏

遠離島病患而言，依健保法

規定是免部分負擔，因此這

部份弱勢病患是不受影響的。

醫療院所端

(1) 民眾誤解，以為拉高部分負

擔，醫師 ( 院 ) 收入增加等，

醫師 ( 醫院 ) 搶錢。政府有責

任向民眾說明，提高部分負

擔，是政府收入增加，不是

醫師 ( 院 ) 增加收入。或許也

可考慮醫療院所不再代政府

收取部分負擔，而是看完病，

院所開部分負擔繳費 ( 就如稅

單 )，由病患至各繳費單位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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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
(2) 醫院服務量減少，甚至影響

醫院營運生存 ( 醫院應及早討

論如何轉型來應付這變局 )。
(3) 基層服務量增加，如果總額

不變，會影響點值。

( 四 ) 提高部分負擔，到底要提高哪

部分部分負擔 ?

藥品部分負擔、診療 ( 檢驗治療 )
部分負擔、高診次部分負擔或不經轉

診逕至大醫院部分負擔呢 ? 如今，健

保署有意提高藥品部分負擔，而全聯

會則要求提高不經轉診逕至大醫院的

部分負擔。

由提高部分負擔的目的而言，健

保署的主張，只有減少藥品的浪費。

( 但對高貴檢驗泛濫並無遏止作用，

對頻繁就醫也沒影響，對落實分級醫

療沒有助益。) 全聯會的版本，則可

以幫忙落實分級醫療。當然診所自

強，讓病患有信心到診所就診，是壯

大基層落實分級醫療的另一重點。

以下提出一些數據供參考（參考

表一、表二）

1. 兩個表中間有差距，可能是健保

規定免部分負擔的範圍包含重大傷

病、分娩、偏遠、離島、福保、榮

民等，造成現行負擔比率以及建議

比率換算費用，計算結果的差距。

2. 由兩表看來現行各層級收取的部分

負擔均低於健保法規定的最低比例

20%，其中以地區醫院實際負擔比

例最低。

3. 如 依 健 保 法 規 定，50%、40%、

30%、20% 定率收費，換算出來，

未經轉診到醫學中心就診，平均部

分負擔必須超過 1000 元，遽然調

高，民眾可能難以接受。

4. 全聯會為求實際可行，希望能夠修

法落實，因此，初步建議逕至醫院

就診比率改為 35%、25%、20%、

15%，實際換算金額各為 843 元、

475 元、280 元、90 元。

結論

總之，提高部分負擔，並不是

減少醫療資源浪費的唯一方劑，但絕

對是一帖良藥。此外，加大不同層級

部分負擔差距，可以導正民眾就醫習

性，讓醫療資源更有效率運用，促進

國民自我照護智能的提昇。

實施與否，端看如何處理民粹的

反應，更重要的是，政府是否有魄力

與決心。

各位會員先進，你們的看法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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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現行西醫門診部分負擔收費 ( 全聯會提供 )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 基層診所

現行部分

負擔規定

轉診 170 100 50 50

未經轉診 420 240 80 50

現行部分負擔每次平均費用 385 236 107 60

健保法規定部分負擔比例 50% 40% 30% 20%

現行實際負擔比率 15.9% 12.4% 7.6% 9.9%

全聯會建議修改比例 35% 25% 20% 15%

全聯會建議比率換算費用 843 475 280 90

表二 105 年西醫醫療機構就醫狀況 ( 摘自健保署資料 )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 基層診所

門診費用 ( 億 ) 1052 1067 491 1318

就醫人次 ( 萬 ) 3208 4343 2781 18832

每人次平均費用 3279 2447 1764 699

依健保法規定

部分負擔
50% 40% 30% 20%

依健保法規定

換算費用 ( 元 )
1639 978 529 139

現行平均負擔 385 236 107 60

換算比率 11.7% 9.6% 6% 8.5%

依全聯會建議比率換

算費用
1148 612 353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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