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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台灣各類團體對健保財務主張意見明細表【開源部分】 

 保費調整保費調整保費調整保費調整 調整部分負擔調整部分負擔調整部分負擔調整部分負擔 地方政府催收款地方政府催收款地方政府催收款地方政府催收款 政府挹注政府挹注政府挹注政府挹注 

衛生署 

健保局 

1. 除調高費率外，並擴大

費基，最高由一級由

60,800 元提高為

80,200 元。 

方案一：4.25％→4.55％ 

 

1. 這是為了減少醫療資源浪

費，並落實使用者付費的概

念，才推出的措施。（910724

中晚）  

2. 落實使用者付費，僅有約

10%受到影響 

3. 弱勢族群排除（重大傷

病、榮民、低收入戶、三歲

以下幼兒免部分負擔；中度

以上殘障病患可享減半優

惠；慢性病領藥不列入醫療

費用） 

4. 調整醫學中心的部分負擔 

5. 增列檢查費 

1. 各地方政府的欠款

雖多，卻不是健保

存續最關鍵考量。

（910724 中晚） 

2. 除北高兩市外，其

餘地方政府不再有

新欠款（910725 中

時） 

3. 北高所積欠的 190

億元都已經貸款還

清，這部分已經不

是問題。（910719

中時） 

 

醫界 1. 包括醫學中心協會、醫

院協會、私立醫療院所

協會…都相繼發表聲

明，原則支持費率調

漲。（910725 民生） 

2. 醫師公會支持合理調

漲自負額。（910720 自

由） 

1. 台灣醫療可近性高、無家

庭醫師制度，要靠此落實

轉診不太可能。（910719

民生） 

2. 部分負擔應逐步調漲，否

則將引起民眾與醫院的對

立，破壞醫病關係。 

3. 地區醫院和區域醫院規模

差距不大，收費卻差了近

一百元，並不合理（910728

民生報）。 

4. 為了享受更好的醫療照

顧，多付一些部分負擔，

也是無可避免。（910728

民生報） 

5. 中華民國基層醫療協會昨

天表態支持門診部分負擔

（910720 民生）。 

6. 大型醫院認為無異懲罰重

症病患，基層醫師則表示

有助落實轉診。（910719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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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費調整保費調整保費調整保費調整 調整部分負擔調整部分負擔調整部分負擔調整部分負擔 地方政府催收款地方政府催收款地方政府催收款地方政府催收款 政府挹注政府挹注政府挹注政府挹注 

學者 1.「有條件」的支持 

2. 以現在的情況來看，調

整費率與增加部分負

擔都是必要的（910729

工商時報羅紀瓊）。 

3. 調整費率，才可能及時

補足健保財務缺口

（910729 工商時報朱

澤民） 

1. 部分負擔調漲將使弱勢醫

療民眾就醫更困難，提高

不得不去大醫院就診的民

眾之負擔，有失公允。 

2. 是否能減少民眾不必要的

醫療行為，關鍵多數是由

醫師所決定。 

3. 調漲部分負擔，多數學者

認為是「懲罰病人」持反

對態度（910728 聯合） 

4. 結構性問題不解決，提高

部分負擔，健保仍難永續

經營 

5. 重大傷病範圍只涵蓋 50

多種，並非所有重症病患

皆排除，他們的權益勢必

受到損害 

6. 調整部分負擔，我只能「勉

強接受」，因為這對抑制醫

療浪費和落實轉診的成效

有限（910729 工商時報葉

金川）。 

7. 以現在的情況來看，調整

費率與增加部分負擔都是

必要的（910729 工商時報

羅紀瓊）。 

.1.應催討北高兩市健

保欠費 

 

全民健

保監理

委員會 

1. 支持健保保費調整，但

卻無法同意現有決策，

因為不尊重監委會 

 1.催收地方欠款、加強

對醫療機構審查及對

民眾欠費管理等，都有

努力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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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費調整保費調整保費調整保費調整 調整部分負擔調整部分負擔調整部分負擔調整部分負擔 地方政府催收款地方政府催收款地方政府催收款地方政府催收款 政府挹注政府挹注政府挹注政府挹注 

醫改會 1. 醫改會現在不能接受

調漲方案實施（910728

民生報）。 

2. 在醫療院所醫療資源

浪費改善前，反對增加

保費或調高部分負擔。 

3. 當局應把財務問題和

解決方案徹底說清

楚，並提出證據說明，

否則全民都有權說

「不」。 

1. 看不出落實轉診制度的

「內涵」，每年僅增加約六

十億收入，相對龐大的健

保財務黑洞，助益顯然有

限。 

2. 健保財務不佳是基本面有

問題，應朝擴大費基、催

收政府欠款等方向著手。 

3. 醫療院所浪費隨處可見，

卻將虧損責任轉嫁社會大

眾，並不公平，健保還有

「不調」的空間，衛生署

應先做好把關的工作。 

1. 應催討北高兩市健

保欠費 

增加公益

彩券盈餘

挹注是可

以考慮的

方向。 

消基會 

 

1. 消基會一向是本著政

府在催討北高兩市的

健保欠費、消弭藥價黑

洞、抑制醫療浪費後，

再談是否調漲的問

題。（910724 自由） 

2. 「含淚接受」，但應該

搭配相關配套措施，包

括防止醫療浪費、催討

欠費、軍公教全薪投保

等，一味以調高費率來

解決財務問題並非有

效方法。（910728 台灣

日報）  

 

1. 民眾健保痛苦指數增加 

2. 健保攸關全民福祉，相關

政策調整，必須接受民意

監督，不應趁立院休會，

片面宣布。 

3. 在北高市積欠保費、且政

府無法消弭藥價黑洞、醫

療浪費情況下，不宜調漲

部分負擔，增加民眾負

擔。 

4. 反對調漲部分負擔 

政府應先允諾兩個月

內有效處置縣市政府

積欠的三百億元健保

費（910725 中時）  

 

1. 增 加 公

益 彩 券

盈 餘 挹

注 

2. 提 高 菸

品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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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費調整保費調整保費調整保費調整 調整部分負擔調整部分負擔調整部分負擔調整部分負擔 地方政府催收款地方政府催收款地方政府催收款地方政府催收款 政府挹注政府挹注政府挹注政府挹注 

罕見疾

病基金

會 

1. 贊成合理提高保費，使

各類保險人所繳的保

費公平合理 

 

1. 部分負擔影響的一成民

眾，就是不得不進入大型

醫院就診的病患，罕病病

患就是一例，要他們來多

負擔，有失公平，不能因

為他們人數少就不管 

2. 衛生署公告之罕病有二至

三成無法取得重大傷病

卡，這些人如何免除部分

負擔。 

3. 疑似罕病需確診的民眾，

也會受到衝擊 

4. 反對調漲部分負擔 

1. 先解決地方政府積

欠保費 

增加公益

彩券盈餘挹

注是可以考

慮的方向。 

殘障聯

盟 

1. 調漲保費應秉持社會

公義的立場，更需擴大

現有保費級距，讓高所

得負擔高保費 

 

1. 政府要挽救健保，應從保

費調整著手，讓大家共同

成班責任，而非直接拿弱

勢者開刀 

2.  反對調漲部分負擔 

衛生署對於積欠保

費、醫療浪費等弊端應

深入檢討。  

 

智障者

家長總

會 

 1. 大醫院有充分的醫療與設

備，能提供他們必要的協

助，如果部分負擔要調

整，勢必加重這些家庭的

壓力 

2. 反對調漲部分負擔 

  

伊甸社

會福利 

基金

會、老人

聯盟 

1.衛生署不該以健保可能

破產為挾迫，強勢通過調

漲方案，其實，社福團體

可以支持費率調整。

（910728 中時） 

1. 增加門診部分負擔是拿老

人與身心障礙者開刀

（910728 中時） 

2. 反對調漲部分負擔 

  

遲緩兒

發展基

金會 

 1. 門診部分負擔調漲，恐怕

延滯早療推動工作 

2. 反對調漲部分負擔

（910728 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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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費調整保費調整保費調整保費調整 調整部分負擔調整部分負擔調整部分負擔調整部分負擔 地方政府催收款地方政府催收款地方政府催收款地方政府催收款 政府挹注政府挹注政府挹注政府挹注 

全國產

業總工

會 

1. 健保未落實改革，將上

漲費用全轉嫁給民

眾。（910728 民生報） 

2. 民生痛苦指數仍高，景

氣尚未復甦，根本不適

合調漲健保費用。

（910729 中時） 

1. 此舉對解決健保財務危機

有限，確定民眾就醫造成

障礙 

2. 未經過仔細討論，全是健

保局黑箱作業，不排除抗

爭 

3. 反對調漲部分負擔 

地方政府欠費還沒追

回，談漲價令人無法心

服。（910728 民生報） 

 

全國商

業總

會、工業

總會 

1. 調高健保費率，勢將增

加雇主負擔，值此景氣

低迷之際，對企業無異

雪上加霜（910729 工

商時報） 

 1.調費率猶如課「健保

稅」，政府應該從積欠

保費的各級政府下手。 

 

國民黨 1. 立院上會期，曾作出附

帶決議，要求健保部分

負擔一年內不得調

漲。結果健保法剛通過

修正不久，就調漲保

費，各項民調顯示有

70％反對 

2. 反對調高費率，應至

92 年底再討論 

1. 政府為抑制健保醫療支出

擬提高健保自付「部分負

擔」的規劃，使政府照顧

弱勢的美意蕩然無存。

（910720 中時） 

1. 健保財務危機是政

府未催討地方政府

積欠的健保費所

致。（910728 中央

日報） 

2. 只要催繳地方政府

積欠健保費，健保

財政至少可以撐到

明年底。（910729） 

 

親民黨 1. 反對調整保費 

 

1. 部分負擔調整案，在未向

立院報告並獲同意前，不

得任意調整。 

2. 健保局經營不善，自己卻

領四點六個月年終獎金 

3. 健保局應提出具體數據將

健保財務攤在陽光下並落

實轉診制度 

健保財務惡化，根本問

題在於地方政府欠繳

保費、藥價黑洞嚴重。

（910728 民生報）  

政府應在

財政分配

上增加目

前偏低的

國民健康

支出，一味

由增加民

眾負擔來

支付並不

公平。

（910725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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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費調整保費調整保費調整保費調整 調整部分負擔調整部分負擔調整部分負擔調整部分負擔 地方政府催收款地方政府催收款地方政府催收款地方政府催收款 政府挹注政府挹注政府挹注政府挹注 

台灣團

結聯盟 

1. 如健保在節流配套

後，財務仍無法平衡，

台聯會支持健保費率

調漲。（910730 自由） 

2. 台聯黨團支持合理調

漲的政策（910728 中

時） 

3. 要求健保局提出補救

「浪費黑洞」的配套措

施，然後再考慮調高健

保費率問題。（910728

中央日報） 

1. 調整門診部分負擔是可以

接受的（910725 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