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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問題的提出 

第一節 台灣的現制及問題 

 

全民健康保險法（以下簡稱「全民健保法」）自民國八十四年三月實

施已超過十年。雖在立法當時引發不少政治爭議，並在施行期間面臨各種

挑戰，迄今有過六次修法。但調查台灣全體民眾對於全民健康保險（以下

簡稱「全民健保」）制度的看法，依民國九十四年六月的調查報告顯示，

民眾對全民健保的滿意度達到 72.3％。在民國八十九年，全民健保投保率

已超過 96％。自九十年一月三十日總統公布修正全民健保法，軍人於九十

年二月一日納入全民健保體系中，目前已幾乎達到百分之百的納保率1。截

至民國九十八年一月底止，除受刑人外，參加全民健保的總人數約達

22,847,000 人2。 

 

在全民健康保險未開辦以前，對於低收入戶的醫療服務，是透過社會

救助制度中的醫療補助措施、各醫療補助辦法3及自民國七十九年施行之低

收入戶健康保險4，提供低收入戶醫療照護。而自全民健保制度施行後，低

收入戶健康保險於民國八十四年五月停止施行，改由全民健保體系提供相

關的醫療保障。亦即將低收入戶納入全民健保體系，透過費用的補助，使

其獲得所需基本的醫療保障。 

  

我國全民健保採行全民強制納保的方式，其旨在增進全民健康與公平

就醫。利用社會保險中風險分攤的原則，整合所有人可能發生的疾病風

險，共同保障被保險人風險發生時所造成的損害，以維護全民的健康。但

採行全民納保的制度，雖提供全民醫療保障。另方面則使所有法定被保險人

負有繳納健保保費的義務。因此，全民納保制度同時也將造成低收入者健保

保費的給付問題。 

 

                                                 
1 前衛生署長侯勝茂曾在專訪中表示：目前健保實質納保率已高達百分之九十九，在台灣要找到

一個沒有健保的人並不容易。龔善美，為何要推動二代健保（衛生署署長侯勝茂專訪），全民健

康保險雙月刊，第 58 期，2005.11，頁 4。 
2 中央健保局，全民健康保險統計—2009.1。 
3 民國七十九年實施低收入戶健康保險之前，醫療救助制度主要規定於民國三十二年施行的「社

會救濟法」、民國六十九年施行的「社會救助法」、民國七十五年實施「路倒病人收治及醫療費用

處理要點」、民國七十七年試辦「自費洗腎病患醫療補助試辦要點」、民國七十八年衛生署辦理「精

神病患醫療補助要點」、「試辦血友病患醫療補助要點」。 
4 低收入戶健康保險的保費由政府全額補助，一般簡稱「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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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全民健保法第二十七第五款與三十七條
5
規定，全額補助低收入戶之健

保保費及健保自行負擔費用（門診及住院自行負擔部分）。對於未符合低收入

戶者，則依社會救助法中的醫療補助制度，輔以個別訂定之醫療補助辦法給

予補助。但相關醫療補助辦法的範圍多僅針對健保自行負擔部分與健保未給

付部分。 

 

觀察我國醫療補助法制，依社會救助法第十八條一項第二款規定，所需

醫療費用非其本人或扶養義務人所能負擔者亦可申請醫療補助。縣（市）醫

療補助辦法依社會救助法第二十條授權而訂定。將非低收入戶之醫療補助

者，設限於「以家庭總收入平均未達當年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標準一點五

倍，且最近三個月所生第三條第一項之醫療費用累計達新臺幣五萬元以上者

為限。」且訂定補助標準為 70%，給付內容僅限於健保自行負擔部分與保未

給付部分。是否過度限縮醫療補助的範圍，違反社會救助法體現憲法保障人

民生存權的精神，實值研究。 

 

依據全民健保法第八條6規定，將被保險人依職業類別分作六類，每一

                                                 
5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二十七條第五款：第五類被保險人，在省，由中央社政主管機關補助百分之

三十五，縣(市) 政府補助百分之六十五；在直轄市，由直轄市政府全額補助。 
全民健保法第三十七條（低收入戶之費用支應）： 第五類保險對象就醫時，依第三十三條及第三

十五條規定應自行負擔之費用，由中央社政主管機關編列預算支應。但不依第三十三條規定轉診

就醫者，不在此限。 
6 全民健保法第八條（被保險人之類別）  
被保險人分為下列六類：  
一  第一類：  
 (一) 政府機關、公私立學校之專任有給人員或公職人員。  
 (二) 公、民營事業、機構之受雇者。  
 (三) 前二目被保險人以外有一定雇主之受雇者。  
 (四) 雇主或自營業主。  
 (五)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行執業者。  
二  第二類：  
 (一) 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參加職業工會者。  
 (二) 參加海員總工會或船長公會為會員之外僱船員。  
三  第三類：  
 (一) 農會及水利會會員，或年滿十五歲以上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者。  
 (二) 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參加漁會為甲類會員，或年滿十五歲以上實際從事漁業工作者。  
四  第四類：  
 (一) 應服役期及應召在營期間逾二個月之受徵集及召集在營服兵役義務者、國軍軍事學校軍費

學生、經國防部認定之無依軍眷及在領卹期間之軍人遺族。  
 (二) 服替代役期間之役齡男子。  
五  第五類：合於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戶成員。  
六  第六類：  
 (一) 榮民、榮民遺眷之家戶代表。  
 (二) 第一款至第五款及本款前目被保險人及其眷屬以外之家戶戶長或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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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的投保金額、保險負擔比率及保險計算方式皆有差異，而被保險人所

屬服務機關、學校、事業、機構、雇主、團體或指定單位應負責辦理投保

手續。其中第五類即為「合於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戶成員」。據民國

九十八年一月的統計顯示，第四、五類之被保險人之保險費為每月 1,317

元，第五類的被保險人共計約 216,000 人，占全民健保被保險人總人數未

達 1％7。 

 

總言之，關於我國採行全民健保後，醫療費用的補助可分作兩方面，

一為健保保費補助，另為健保自行負擔部分與健保為給付部分的補助。而

依全民健保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健保保費補助依身份類別作補助。對於第

五類的低收入戶的健保保費給予全額補助。其他各類則依身份類別有不同

的補助比率。而關於健保自行負擔與健保未給付部分的補助，依全民健保

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低收入戶可獲得全額的補助。非低收入戶則必須依各

該醫療補助辦法規定補助。如下圖所示： 

 

 

 

 

 

 

 

 

 

 

 

 

 

 

 

 

 

 

                                                                                                                                            
前項第三款第一目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者及第二目實際從事漁業工作者，其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

法，由中央農業主管機關會同主管機關定之。 
7 中央健保局，全民健康保險統計，2009.03。 

全
民
健
保
施
行
後
之
醫
療
補
助 

依身份類別作補助（健保法§

27） 

--第五類：低收入戶的健保

保費全額補助 

--其他各類：比例補助 

健保保費補助 

健保自行負擔

與健保未給付

部分之補助 

一、低收入戶：全額補助 

二、非低收入戶：依各該「醫

療補助辦法」 

圖一：我國醫療補助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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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無力繳納健保保費者，司法院大法官曾作出釋字第四七二號8加以

指摘，「對於無力繳納保險保費者，國家應予以適當救助，不得逕行拒絕

給付。」針對該號解釋，全民健保法曾作出幾次修法，更制訂「全民健康

保險被保險人無力繳納相關費用認定辦法」（已廢止）、「全民健康保險抒

困基金貸款辦法」及「全民健康保險經濟困難及經濟特殊困難者認定辦法」

等辦法加以回應9。 

 

對於經濟困難者的保費協助方案，中央健保局目前的處理方式，主要

透過保費分期、紓困基金申貸或轉介公益團體等方式協助繳納保費。以民

國九十七年統計，愛金轉介補助約 2,672 件，金額超過 1,563 萬元；紓困

貸款共核貸 8,708 件，金額約 5億元；分期攤繳保費約 248,205 件，金額

約 64 億元10。 

 

惟採用貸款與分期繳納是否能有效解決「經濟困難」之被保險人的問

題，不無疑問？依全民健康保險紓困基金貸款辦法，若全民健康保險之保

險對象，符合經濟困難及經濟特殊困難者認定辦法規定情形者，得依全民

健康保險紓困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之規定，向全民健康保險紓困基金

申請無息貸款。紓困貸款申請人申貸之款項應依約定逐期償還，若逾期未

為清償者，視為全部貸款到期，保險人得依相關法律規定，向申請人請求

償還。而依全民健保法第三十條第三項而訂定「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及滯

納金分期繳納辦法」。對於無力一次繳納所積欠之全民健保保費及滯納金

之投保單位或被保險人，可向保險人申請分期繳納。但辦理分期之投保單

位或被保險人，如有一期未按時繳納，視同全部到期，保險人得依法移送

行政執行，並得為拒絕保險給付、拒絕核發保險憑證或拒絕其更新保險憑

證晶片內所載就醫可用次數11。因此，經濟困難之被保險人利用分期或申

貸後，仍須償還。只是延後問題發生的時點罷了，更是治標而非治本之道。 

 

社會保險原則上是以具有工作收入為其投保的基礎。在理論上應該是

由具有工作與收入的人民參加，畢竟社會保險雖提供保障，但被保險人也
                                                 
8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四七二號解釋文主要內容為： 
（1）全民健保為一強制性的社會保險。 
（2）加徵滯納金乃屬促使投保單位及被保險人履行其繳費義務的必要手段 。 
（3）對於無力繳納保費者，國家應予以適當救助，不得逕行拒絕給付。 
9 詳細修法過程可參考：張瑞君，全民健保強制納保制度爭議問題之研究（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公

共行政與政策學系碩士論文），2005.7。 
10 吳靜美，弱勢民眾，就醫無障礙。全民健康保險雙月刊，2009.03，頁 16。 
11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及滯納金分期繳納辦法第二條及第十一條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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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繳納社會保險保費，用以平衡社會保險的財務。社會救助制度的精神，

在國家保障人民的生存權，設立最低生活費作為篩選的標準，作為社會安

全制度的最後一道防線。 

 

進一步檢討對於無能力繳納保費者的健康醫療問題，理論上應由國家

基於保障生存權的法理而提供醫療服務。而觀察我國全民健保之規定，作

為社會保險體系之一的全民健保，亦對於低收入戶採取健保保費與健保自

行負擔部分的全額補助，可見我國全民健康保險具有社會保險與社會救助

的雙重性質12。 

 

我國醫療救助制度由全民健保結合社會救助法之社會扶助（低收入

戶），與醫療補助所構成。依內政部民國九十七年的統計，目前符合低收

入戶標準者，竟未達 1%的總人口，且受有醫療補助者僅有 8,007 人。面對

如此嚴苛的醫療補助門檻，本文嘗試引介美國醫療救助制度制度(Medical 

Assistance or Medicaid)及其背後思想，進而對照我國醫療救助相關制

度。關於釋字四七二號所謂揭示「無能力繳納保費之人，不得逕行拒絕給

付」後所為的修法。利用創立申貸與分期等方式解決是否恰當？在參考美

國醫療救助制度後，何以美國醫療救助制度所保障的人口竟占美國總人口

超過 15％，相對於目前我國對於代繳健保保費的低收入戶人口，未達全民

健保總投保人口的 1％。藉分析檢討美國醫療救助的背景與制度，借他山

之石作我國的借鏡。進一步探討對於經濟困難者的保費負擔問題，究竟應

利用醫療救助範疇的擴大或交由中央健保局利用分期、申貸或轉介慈善機

構的方式加以處理？ 

 

 

                                                 
12 李玉君、張瑞君，全民健保對經濟弱勢者醫療保障規定之評析，台大法學論叢第 36 卷第 1 期，

2007.03，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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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本論文研究重點 

 

本論文的主要針對美國於一九六五年所制訂的醫療救助制度（以下簡

稱 Medicaid）研究。藉美國實施醫療救制度穩定成長的經驗，竟有超過

15％的人口獲得醫療救助。相對於我國可獲得全額健保保費補助的低收入

戶人口竟未達 1%的情況，自有其得作為我國借鏡之處。因此，研究重點在

於分析美國醫療救助制度的相關議題，並與我國相關制度作比較。在章節

的安排上，主要為： 

 

第一章為「緒論—問題的提出」。首先介紹目前台灣醫療救助的現狀

乃由社會救助法與全民健保法構成。並闡述我國醫療救助制度目前所面臨

的問題，及美國醫療救助概況，以確定所欲解決的核心問題。隨之介紹本

論文研究的重點及章節架構。 

 

第二章為「美國醫療服務與社會安全體系」。本章主要介紹美國的社

會安全體系與醫療服務體系，以掌握 Mediciad 在美國社會安全制度與醫

療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並檢討在美國醫療體系中所面臨的問題，以為後

續章節深入探討的基礎。 

 

第三章為「美國醫療救助制度之建制與發展」。從美國醫療救助制度

發展過程加以分析，並依據幾個重要立法或修法時點，分作五個時期探

討，並分析其發展過程。 

 

一、 社會安全法案通過前之發展（～1935） 

二、 社會安全法案通過後至 Medicaid 制定前之發展（1935～1965） 

三、 Medicaid 制訂後之發展（1965～1979） 

四、 八０年代擴張期（1980～1989） 

五、 九０年代迄今（1990～） 

六、 Medicaid 發展評析 

 

第四章為「美國現行醫療救助制度」。本章將針對現行社會安全法

（Social Security Act, SSA）中，關於醫療救助法制之規定加以整理，

並針對以下項目詳述，以確實掌握現行醫療救助制度的內涵： 

一、 政策的目標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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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適用對象 

三、 給付項目 

四、 財務 

五、 組織與救濟 

 

第五章為「美國醫療救助制度之檢討及對台灣的啟示」。自美國醫療

救助制度實施以來，聯邦及各州的財務沈重負擔每受批評。但若觀察美國

醫療救助制度發展史，即可發現該制度以一種緩和而逐漸擴張的趨勢，未

有任何衰退的情形13。即使多次福利改革中對於窮人之福利給付（特別是

關於現金救助部份）愈來愈謹慎，但美國醫療救助制度的功能仍備受肯

定，甚至有百尺竿頭更進一步的現象。因此，本章將先針對美國醫療救助

制度進行分析檢討，即醫療救助對於整體社會具有特殊的正面意義與負面

批評。並與我國醫療補助制度作比較，最後提出美國醫療救助制度值得我

國借鏡之處。  

 

第六章為「結論」。結論中將參酌美國醫療救助制度的精神、司法院

大法官釋字第四七二號意涵及醫療救助性質加以分析，提出本文對於我國

醫療救助法制的修正建議。即應一方面降低低收入戶認定之門檻，另方面

檢討縣（市）醫療補助辦法過度限縮的問題。應進一步放寬醫療補助的標

準，以保障更多需要醫療補助卻未被列為低收入戶的人民，而非由健保局

利用紓困貸款或分期繳納等方式加以因應。 

 

                                                 
13 HCFA. 2000. A Profile of MEDICAID, USA, p25-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