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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美國醫療救助制度之檢討及對台灣的啟示 

 

第一節 美國現行制度之檢討 

 

一、 美國醫療救助制度之批評 

 

(一) Medicaid 造成政府財政沉重負擔 

 

Medicaid 屬於「非繳費系統」的社會安全制度，其經費來源由政府稅

收（聯邦補助及各州財政）支應。據統計顯示，Medicaid 占全國醫療費用

總支出的比率，從一九六六年的 2.9％增加至一九九八年的 14.8％。聯邦

補助各州比率（FMAP)規定上最低不得低於 50％，最高不得高於 83％。而

實際上聯邦補助各州辦理 Medicaid 的比率都在 50％到 80％之間。 

 

據會計年度一九九九年的統計，各州一般基金（General Funds）支

出在 Medicaid 的比例占 14.6%。公共救助（Public Assistance）佔 2.7%。

聯邦基金提供補助給各州的部分，有 43.6%花費在 Medicaid 上，有 4.2%

花費在公共救助上
230。因此，Medicaid 雖提供貧民醫療服務，但也造成聯

邦與各州的財政負擔。於一九九三至一九九四年間，柯林頓總統因公共醫

療方案財務負擔沈重，而推動全民健保之法案改革。雖法案並未獲得國會

通過，但亦顯示出 Medicaid 等公共醫療方案對聯邦及各州的財政壓力。

反福利論者針對 Medicaid 所造成的財務負擔加以抨擊，政府也確實作了

一些修正。如一九九七年針對 DSH 制度設立經費節制規定，減緩每年

Medicaid 財務支出。 

 

惟 Medicaid 制度仍持續成長，顯示雖對 Medicaid 所造成政府財政過

度負擔有所批評，但 Medicaid 仍深獲美國國民支持。 

 

(二) 醫療服務的階級差異 

 

美國的醫療市場是一個開放的醫療市場，並非所有的醫療院所都提供

Medicaid 受益人醫療服務。Medicaid 的受益人在就醫前，必須先詢問該

                                                 
230 HCFA. 2000. A Profile of MEDICAID, USA, 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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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院所是否有與州政府合作提供 Medicaid 受益人醫療服務。除非在緊

急的情況，方可例外直接尋求醫療協助。 

 

有論者認為 Medicaid 造成醫療資源利用階級差異，投保私人健康保

險者可藉由私人保險公司的安排，獲得較高品質的醫療服務。相對地，

Medicaid 受益人原則上僅能向部分醫療單位求診，而給付的品質僅為一般

合理有效的醫療服務。遂有人譏稱 DSH 醫院為 Medicaid「醫療工廠」，具

有差別待遇的醫療服務，不符合人道精神。 

 

「Medicaid 造成醫療上的階級差異」。如此的批評是否恰當，應持保

留。畢竟，醫療行為是對症狀與治療方法一連串複雜的專業判斷。通常一

種疾病仍存在多種治療方式。亦即在合理且有效的治療範圍內，存在多種

治療方式或多種藥品可達合理且適當的療效。此時 Medicaid 選擇採用相

對低廉且具一定療效的醫療方式或藥品，乃是權衡實質醫療效果與節省

Medicaid 財務支出的適當手段，此即為效率與經濟的觀點。 

 

(三) 福利依賴 

 

成為 SSI 受益人不僅可領有生活津貼，往往亦可獲得 Medicaid 所提

供的醫療服務。造成 SSI 受益人不願提高生產力以獲致更高的所得。相同

的狀況亦存在 TANF 尚未取代 AFDC 前。因此，乃有論者批評 Medicaid 將

造成福利依賴的現象。 

 

道德風險疑問在美國的社會福利改革史上一直存在。一九九五年通過

個人責任與工作調和法（PRWORA）時，即針對道德風險的批評作回應，結

合現金救助與積極尋覓工作。就 Medicaid 的要件部分，則規定當所得超

出 AFDC 的受益標準時，仍可繼續獲得 Medicaid 給付半年到一年期間，以

鼓勵貧者努力工作脫離貧窮，不需擔心喪失 Medicaid 醫療保障。 

 

二、 Medicaid 制度之分析 

 

Medicaid 從一九六五年制訂後發展，經歷八０年代的飛揚飆升，到九

０年代及二十一世紀的穩定成長，Medicaid 仍受美國人民信賴。從其制度

內涵加以觀察，分析 Medicaid 受支持的原因，大致有下列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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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實質醫療需求為主，立法精神可取 

 

美國醫療救助自一九六五年創立時，即設有醫療救助需求（Medically 

Needy）類型。除強制各州一定的受益類型外，並開放彈性由各州針對醫

療救助需求類型的要件及給付內容加以補充。Medicaid 制度未設立唯一的

標準與規格，而下放部分權力給各州，委由各州視其各州經濟及社會狀況

加以補充。 

 

此類型的立法精神乃針對實質上有醫療救助需求者，提供適當的醫療

救助，彰顯國家保障人民生存權重要性。並非恣意擴大受益要件而造成支

出的浪費，也並非僅追求形式上的標準而遺落實質上的需求。此針對實質

狀況進行救助，不造成政府財政過鉅的負擔，亦不造成浪費資源的情形，

深植肯定。 

 

另一方面，醫療救助為一種實物給付。原則上只提供醫療服務，不直

接給予受益人現金給付。最初將 Medicaid 受益要件緊繫於 AFDC 及 SSI 等

現金救助制度。後來於一九九五年社會福利改革時針對 AFDC 作部分脫勾

的修正，說明現金救助與醫療救助在目標及本質上不同。 

 

(二) 各州制度因地制宜 

 

除聯邦設立綱領式的規定與部分強制受益類型外，原則上聯邦授權各

州補充 Medicaid 的受益要件與給付內容。各州政府可依各州的經濟及社

會狀況對要件加以調整，如在收入及資產部分有很大的彈性。此外，醫療

救助需求者(Medical Needy)類型是授權各州最為明顯的一個制度，委由

各州加以補充內容。各州的 Medicaid 制度各有其不同的面貌，即使相同

的受益類型亦有不同的所得或資產限度。 

 

各州同中有異的制度，造就「美麗」的 Medicaid 制度，「美麗」在於

各州可以依據其社會狀況作些微的調整。另方面，不同的所得及資產要

求，則可能造成各州標準不同、福利分配不均的現象，甚至造成「福利移

民」現象或引發憲法上平等權的爭議。但此點似乎在美國並未造成困擾，

主因在美國各州政府對此設有等待期間之規定，即必須遷居一段期間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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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為 TANF 或 SSI 的受益人。 

 

 

第二節 台灣相關制度之比較 

 

一、 概說 

 

美國的醫療服務體系，係以民間主辦的健康保險為主，包括藍盾與藍

十字等非營利組織與一般商業保險公司，公共醫療服務體系的 Medicare、

S-CHIP 與 Medicaid 為輔。聯邦政府雖不斷地擴張 Medicaid 與 Medicare

之公共醫療方案的範圍，但目前仍約有四千萬人民未有任何醫療保險，歷

任總統所提出全民健保的方案都未成功（特別是一九九三年至一九九四年

柯林頓總統的倡議）。而美國的醫療救助（Medicaid）受益人口約佔美國

15%，其中同時領有現金救助（如 SSI 與 TANF 等）與醫療救助的比例不到

50%。  

 

台灣自民國八十四年實施全民健保制度後，原則上係以全民健保為

主，其他健康保險為輔的情況。亦即一般私人保險公司仍可販售健康保險

保單，或勞工保險針對職災發生時給予給付。依據我國全民健保法第三十

七條、社會救助法第十八條與縣（市）醫療補助辦法等相關規定，被認定

為低收入戶者可獲得健保保費與健保自行負擔部分（住院與門診的自行負

擔部分）的全額補助231。社會救助法中的醫療補助，則必須符合縣（市）

醫療補助辦法等相關規定，方可獲得健保保費或健保部分負擔等補助。但

我國目前被認定為低收入戶僅 0.97％的人口，而醫療補助在民國九十七年

的受益人口僅有 8,007 人。相關人數統計數據如下表所示： 

 

                                                 
231 參照全民健保法第三十七條、社會救助法第十八條、醫療補助辦法第四條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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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台美兩國醫療救助數據比照表 

 

台灣 人數 占總人

口比率

美國 人數 占 總 人

口比率 

低收入戶

總人數 

223,699 

   

0.97% SSI 受益人

數  

7,359,535 

 

2.4% 

醫療補助

人口 

8,007   Medicaid

受益人數 

 

58,714,800 

 

19.5% 

保費協助方案 未 獲 醫 療

保障人數 

4,660 萬人 15.5% 

愛心轉介 2,672 件 

紓困貸款 8,708 件 

分期攤繳 248,205 件 

 

 

二、 台灣之全民健保制度 

 

民國八十九年全民健保投保率已超過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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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整體而言，全民健保通過後，提供給

全民基本的健康保障，原則上幾乎所有的人都可獲得健保所提供的醫療服

務。 

 

全民健保具有強烈的的社會連帶與所得重分配效果，被保險人原則上

都享有相同水準的醫療服務。相對於美國以商業健康保險為主的醫療服務

體系所造成的醫療服務分配不均的問題，在我國關於醫療服務階層化的批

評並不若美國嚴重。 

 

我國全民健保採行全民強制納保的方式，其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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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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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民

健保的保障下，使大多數的台灣人民獲得的基本的醫療服務。但採行全民

                                                 
232 中央健保局，全民健康保險統計—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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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保的制度，使所有法定被保險人負有繳納健保保費的義務。因此，須進

一步解決低收入者健保保費的給付問題。 

 

據此，全民健保法第八條將被保險人分為六類，每一類的投保金額、

保險負擔與保險計算方式皆有差異。對於符合低收入戶標準者，即為第八

條所規定第五類「合於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戶成員。」第二十七條233則

規定低收入戶成員的保費由政府全額補助，至於健保應自行負擔部分（門

診與住院的部分負擔），則依據全民健保法第三十七條規定，由中央社政

主管機關編列預算支應。因此，全民健保乃是一具有社會保險與社會救助

雙重性質的社會安全制度234。依據民國九十八年一月的統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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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235。 

 

全民健保的保費分擔設計與國家補貼方式236，主要基於職業與身份而

作區分。政府雖對於低收入戶給予健保保費的全額補助，但對於未被認定

為低收入戶且無法享有雇主（投保單位）補助的經濟弱勢者而言，過低的

                                                 
233 全民健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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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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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166。 
235 中央健保局，全民健康保險統計，2009.03。 
236 依全民健保法第二十七條（各類被保險人、政府或雇主保險費負擔比例） 
本保險保險費之負擔，依下列規定計算之：  
一、第一類被保險人：  
(一)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三十，投保單位負擔百分之七十。

但私立學校教職員之保險費，由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三十，學校負擔百分之三十五，中

央或直轄市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補助百分之三十五。  
(二)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及第三目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三十，投保單位負擔百分

之六十，其餘百分之十，在省，由中央政府補助；在直轄市，由中央政府補助百分之五，直轄市

政府補助百分之五。  
(三)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及第五目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全額保險費。  
二、第二類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六十，其餘百分之四十，在省，由中央政府補助；在直

轄市，由直轄市政府補助。 
三、第三類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三十，其餘百分之七十，在省，由中央政府補助百分之

六十，縣 (市) 政府補助百分之十；在直轄市，由中央政府補助百分之四十，直轄市政府補助百

分之三十。 
四、第四類被保險人：  
(一) 第八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目被保險人，由其所屬機關全額補助。  
(二) 第八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二目被保險人，由內政部全額補助。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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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第八條第一項第六款第一目之被保險人所應付之保險費，由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補助；眷屬之保險費自付百分之三十，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補助百分之七十。  
七、第八條第一項第六款第二目之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分之六十，中央政府補助百分之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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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補助比例與地區人口保費定額設計，反使得經濟弱勢者可能負擔更高

額的健保保費。除此之外，若經濟弱勢者無力繳納健保保費，則可能遭受

催繳、加徵滯納金、課以罰緩，甚至暫行拒絕保險給付237。 

 

依據全民健保法規定，在以下情況可能發生暫行拒絕給付238：不依法

參加全民健保、未繳清保險費與未依規定繳納健保自行負擔部分費用。但

依全民健保法第八十七條之一規定，被保險人若被認定為「經濟困難」，

則健保局應協助辦理保費申貸或分期繳納，不得暫行拒絕給付239。行政院

衛生署頒佈「全民健康保險及經濟困難及經濟特殊困難者認定辦法240」，區

                                                 
237 李玉君、張瑞君，前揭註 234 文，頁 172。 
238 關於「暫行拒絕保險給付相關規定之延革」，可參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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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74-89。 
239 全民健保法第八十七條之一（暫行拒絕給付之例外） 
第三十條第一項、第四項、第三十八條第二項及第六十九條之一有關滯納金、暫行拒絕給付、不

予核發保險憑證或罰鍰之規定，於被保險人符合第八十七條之五所稱經濟困難資格期間，不適用

之。 
240 全民健康保險及經濟困難及經濟特殊困難者認定辦法（節錄） 
第 2 條：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認定其家庭成員為本法所稱之經濟困難者：  
一、全家人口之工作收入、動產收益、不動產收益及其他收入之總額，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

每月未超過社會救助法所定最低生活費之一點五倍，且其家庭財產未超過社會救助法主管機關依

該法規定公告之當年度一定金額，經取得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社政單位證明者。  
二、主要負擔家計者，具有下列情形之一，致無力繳納保險費者：  
（一）死亡，依戶籍之除戶資料證明者。  
（二）行蹤不明，經向警察機關報案且取得未經銷案達六個月以上證明者 。  
（三）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依尚在效期內之身心障礙手冊影本證明者。  
（四）罹患重大傷病或患病須長期療養不能工作，依最近一個月醫療院所開立之證明文件，足以

證明者。  
（五）懷胎六個月以上或分娩二個月以內，依最近一個月醫療院所開立之證明文件，或子女之出

生證明，或其戶籍資料，足以證明者。  
（六）入營服役或服替代役，役期尚有一年以上，依兵役單位或服役單位開立之證明文件，足以

證明者。  
（七）在監所服刑，刑期尚有一年以上，依監所服刑通知書或服刑監所開立之證明文件，足以證

明者。  
（八）於申請時失業達半年以上，依前一工作單位之離職證明書、相關機關之停歇業證明，或向

公立就業輔導機構填寫之求職登記表影本等相關證明文件，足以證明者。  
三、家庭成員具有下列情形之一，致無力繳納保險費者：  
（一）配偶或共同生活之血親，罹患重大傷病，需人照顧，依最近一個月醫療院所開立之證明文

件，足以證明者。  
（二）單親，須獨自扶養未成年之子女，依戶籍資料、訴狀、法院判決書影本、保護令影本、警

察處理家暴事件調查表影本、警察局報案單影本或立案之社會福利團體個案輔導資料，足以證明

者。  
（三）子媳雙亡或子亡媳改嫁，須獨自扶養未成年之孫子女，依戶籍資料，足以證明者。 
第 3 條：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認定其家庭成員為本法所稱之經濟特殊困難者：  
一、全家人口之工作收入、動產收益、不動產收益及其他收入之總額，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

每月未超過社會救助法所定最低生活費之一點二倍，且其家庭財產未超過社會救助法主管機關依

該法規定公告之當年度一定金額，經取得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社政單位證明者。  
二、主要負擔家計者，持有重度以上身心障礙手冊，致無力繳納保險費，依尚在效期內之身心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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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作經濟困難與經濟特殊困難兩種情況。而申請人之經濟狀況於一年後仍

未改善者，應依本規定重新申請認定。 

 

(一) 未依法參加保險 

 

若被保險人未依法投保與繳納保費時，依全民健保法第六十九條之一

規定，保險對象不依本法規定參加本保險者，處新台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

千元以下罰鍰，並追溯自合於投保條件之日起補辦投保，於罰鍰及保險費

未繳清前，暫不予保險給付，即不予核發保險 IC 卡241。但對於符合第八十

七條之五所稱經濟困難者，並不適用。並應輔導其辦理抒困基金申貸，完

成投保手續。 

 

(二) 未繳清保險費 

 

若投保單位或被保險人無力一次繳納保險費與滯納金時，得向保險人

申請分期繳納。分期繳納之後，保險人則不得拒絕核發保險憑證242。而保

險人於投保單位或被保險人未繳清保險費及滯納金前，得暫行拒絕給付及

核發保險憑證243。但被保險人若符合第八十七條之五所稱經濟困難者，健

保局不得暫行拒絕給付或不予核發保險憑證。且應輔導其辦理抒困基金申

貸，完成繳費手續。 

 

(三) 未依規定繳納健保自行負擔部分費用 

 

若被保險人未依規定繳納門診及住院自行部分負擔費用時，經保險醫

事服務機構催繳後仍未繳納者，得通知保險人。保險人於必要時，得對保

險對象暫行拒絕保險給付244。但被保險人若符合第八十七條之五所稱經濟

困難者，健保局不得暫行拒絕給付。且應輔導其辦理抒困基金申貸，完成

                                                                                                                                            
礙手冊影本證明者。  
三、原住民家庭，符合前條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之一者。 
第 6 條：申請人之經濟狀況於認定之日起一年後仍未改善者，應依本辦法規定重新申請認定。 
241 依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核發作業要點（原健保 IC 卡管理須知）第四點：本局各分局應對符

合投保資格之保險對象，依其申請核發健保ＩＣ卡，但保險對象自始未投保或投保狀況為停保

者，俟其補辦投保手續後再予核發。 
242 全民健保法第三十條第四項但書參照 
243 但被保險人應繳部分之保險費已扣繳或繳納於投保單位或經依前項規定分期繳納者，不在此

限。 
244 全民健保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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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手續。 

 

依全民健康保險紓困基金貸款辦法規定，若全民健保之保險對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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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紓困貸款申請人申貸之款項應依約定逐期償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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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保險保險費及滯納金之投

保單位或被保險人，可向保險人申請分期繳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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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對於經濟弱勢保費協助的方式，除採取保費補助（如第五類被保險人

保費的全額補助）外，主要是透過保費分期、抒困基金申貸及轉介公益團

體等方式協助繳費。據民國九十七年統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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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經濟弱勢保費欠繳協助方案的受

惠人數約為 33,000 人，金額約 8億元246。如下表所示： 

 

表八：健保保費協助方案一覽表 

 

協助方式 

 

協助件數 金額 備註 

保費分期 248,205 件 金額約 64 億元  2008 年統計 

紓困基金申貸 8,708 件 金額約 5億元  

轉介公益團體 2,672 件 金額超過 1,563 萬元 

 

 

三、 台灣醫療救助（補助）制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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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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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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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醫療救助制度是由 Medicaid 統整組成。我國的醫療救助制度

則由全民健保法與社會救助法共同構成。關於醫療補助規定於社會救助法

第三章第十八條至第二十條三個條文，與依社會救助法第二十條所發佈的

行政法規，即內政部頒訂之「縣（市）醫療補助辦法247」、台北市發佈之「台

北市市民醫療補助自治條例248」（原名臺北市市民醫療補助辦法）與高雄市

發佈之「高雄市中低收入市民參加全民健康保險自行負擔醫療費用補助計

畫249」。 

 

(一) 低收入戶的之醫療補助 

 

依社會救助法第十九條規定，低收入戶參加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

由中央及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編列預算補助。被認定為低收入戶者
250可獲得健保保費補助。另縣（市）醫療補助辦法第三條第一項「本辦法

所定補助項目為因疾病、傷害事故就醫所生全民健康保險之部分負擔醫療

費用或健康保險給付未涵蓋之醫療費用251。」與第四條第一款「屬第二條

第一項第一款者，全額補助」規定，低收入戶於健保自行負擔部分與健保

給付未含涵蓋之醫療費用，亦提供全額補助。 

 

(二) 非低收入戶之醫療補助 

 

除對於低收入戶的補助外，社會救助法中設有醫療補助的規定。依據

                                                 
247 中華民國九十年五月十七日內政部（90）台內社字第 90722962 號令訂定發布施行。 
248 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七月九日臺北市政府（91）府法三字第 0910843900 號令修正公布施行。 
249 中華民國八十五年一月三十日高雄市政府高市社局二字第 02735 號函訂定發布全。並自八十

四年七月一日起施行。 
250 依據我國社會救助法第四條，民國九十八年的最低生活水準分別為： 
九十八年度臺灣省低收入戶最低生活費為：每人每月新台幣 9,829 元。，而臺灣省動產（存款加

投資)每人每年新台幣 75,000 元，不動產（土地及房屋）每戶新台幣 260 萬元（中華民國 98 年 2
月 16 日台內社字第 0980031312 號函）。 
九十八年福建省低收入戶最低生活費為：每人每月新台幣 7,400 元，而福建省動產每戶（四口內）

以新台幣 40 萬元為限，第五口起每增加一口加新台幣 10 萬元，不動產每戶新台幣 230 萬元（中

華民國 97 年 10 月 14 日台內社字第 0970165412 號函）。 
九十八年度台北市最低生活費定為每人每月新台幣 14,558 元，而台北市動產為每人每年新台幣

150,000 元，不動產每戶為 500 萬元。 
九十八年度高雄市最低生活費定為每人每月新台幣 11,309 元，而高雄市動產每戶（四口內）新

台幣 30 萬元，，第五口起每增加一口得增加 5 萬元，不動產以每戶為 260 萬元。。。 
九十八年度台北縣最低生活費定為每人每月新台幣 10,792 元，而台北縣動產為每人每年新台幣

75,000 元，不動產每戶以 260 萬元為限。 
251 在補助項目部分「台北市民醫療補助自治條例 」與「高雄市中低收入市民參加全民健康保險

自行負擔醫療費用補助計畫」與縣（市）醫療補助辦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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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救助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檢同有關證

明，向戶籍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醫療補助：一、低收入戶之傷、病患者。

二、患嚴重傷、病，所需醫療費用非其本人或扶養義務人所能負擔者。」

而醫療補助之給付項目、方式及標準，由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定之；直

轄市主管機關並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252。 

 

依縣（市）醫療補助辦法第二條規定，患嚴重傷、病，所需醫療費用

非其本人或扶養義務人所能負擔者（第一項第二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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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項目為因疾病、

傷害事故就醫所生全民健康保險之部分負擔醫療費用或健康保險給付未

涵蓋之醫療費用。申請醫療費用補助時，應檢附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或

診所之自付費用收據正本，及醫師診斷確有醫療必要之證明文件，於出院

或就醫後三個月內，向戶籍所在地之鄉 (鎮、市、區) 公所辦理，經核轉

縣 (市) 主管機關審查後核發而補助的比例為 70%。如下表所示： 

 

表九：非低收入戶適用縣（市）醫療補助辦法示意表 

 

適用法規 內容 條號 

社會救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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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條第一

項第二款 

縣（市）醫

療補助辦法 

補助對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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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條第二項

補助內容：健保自行負擔部分與健保未給付

部分 。 

第三條第一項

補助標準：補助標準為 70% 第四條第二款

 

 

 

臺北市依社會救助法第二十條規定，頒佈「臺北市市民醫療補助自治

條例」。被認定為低收入戶者，仍可獲得健保保費與自行負擔部分的全額

                                                 
252 參照社會救助法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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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而經臺北市社會局設立之社會救助設施免費收容及社會局委託收容

者，其參加全民健康保險自行負擔之醫療費用，扣除不補助項目後，由社

會局全額補助。對於居住臺北市並設籍六個月以上之市民患嚴重傷、病、

慢性病，所需醫療費用非其本人或扶養義務人所能負擔者253，其參加全民

健康保險自行負擔之醫療費用達新臺幣二萬元者，二萬元以上之部分，扣

除不補助項目後，由社會局補助百分之八十。但每人每年度最高補助總

額，以新臺幣三十萬元為限。 

 

高雄市亦依社會救助法第二十條規定，頒佈「高雄市中低收入市民參

加全民健康保險自行負擔醫療費用補助計畫」。對於參加全民健康保險，

自行負擔醫療費用龐大之中低收入市民提供醫療補助，以減輕其家庭負

擔。補助對象為設籍高雄市滿六個月以上，家庭收入平均每人每月未達最

低生活費用之二點五倍的市民。其參加全民健康保險，最近三個月內自行

負擔醫療費用超過五萬元，未獲其他單位醫療補助或保險給付者。由申請

人於醫療行為發生後三個月內檢附左列證明文件向戶籍地區公所提出申

請，經區公所依社會救助法規之規定調查後，陳報社會局辦理。補助標準

則視病患自行負擔醫療費用超過五萬元之部份，補助最高 70%的比率。但

每人每年以 30 萬元為限。 

 

除此之外，尚有其他醫療補助辦法補助經濟較弱勢或特定族群獲得醫

療服務。如「高雄市補助老人暨身心障礙者參加全民健康保險保費自付額

實施計畫（原高雄市補助老人、殘障者參加全民健康保險保費自付額實施

計畫）」對設籍高雄市滿一年以上，且年滿六十五歲以上老人或領有身心

障礙手冊者參加全民健康保險，補助其保費自負額。對於年滿六十五歲以

上老人，每人每月最高補助 604 元。領有身心障礙手冊之身心障礙者，其

保費自付額由政府補助。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重複申請補助：低收

入戶老人、身心障礙者已參加健保其保費已由政府負擔者。六十五歲以上

之榮民健保費自付額已由行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支付者。其他符合

補助對象其保費已由政府編列預算支付者不得重複申請補助。 

 

「失業被保險人及其眷屬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補助辦法254（原失業勞

                                                 
253 判斷基準參閱：臺北市市民醫療補助自治條例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認定基準。中華民國九十

三年七月二十二日臺北市政府（93）府社二字第 09306069101 號令訂定發布；並自九十四年一

月一日起實施 
254 中華民國九十六年一月二十九日行政院勞工委員會勞保 1 字第 0960140043 號令修正發布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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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補助辦法）」乃依據就業服務法第十條第二項而訂

立，補助失業之被保險人與隨同被保險人辦理加保之眷屬全民健保保費。

保險人應按月補助其參加全民健康保險自付部分之保險費。以防止勞工因

失業而喪失全民健保的保障。失業之被保險人是指依就業保險法領取失業

給付或職業訓練生活津貼者。而眷屬是指被保險人離職退保當時，隨同被

保險人參加全民健康保險之眷屬，且受補助期間為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九條

規定之眷屬或第六類規定之被保險人身分。但不包括被保險人離職退保後

辦理追溯加保之眷屬。 

 

「老人參加全民健康保險無力負擔費用補助辦法255」是依老人福利法

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訂定。其補助共分作兩類。一為低收入戶老人，係指合

於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戶老人及其法定扶養義務人均無力負擔者。全

額補助健保保費與門診及住院自行負擔部分。而保險給付未涵蓋之醫療費

用，以疾病、傷害事故所生者為限，其補助比例由地方主管機關依財政狀

況訂定補助基準辦理之。另為中低收入老人，係指合於中低收入老人生活

津貼發給辦法規定之中低收入老人及其法定扶養義務人均無力負擔者。若

年滿七十，其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由中央主管機關全額補助；未滿七

十歲者，由地方主管機關依財政狀況訂定補助基準辦理之。全民健康保險

之部分負擔費用或保險給付未涵蓋之醫療費用，以疾病、傷害事故所生，

且其自行負擔金額於最近三個月內累計達新臺幣五萬元以上者為限。其補

助比例由地方主管機關依財政狀況訂定補助基準辦理之。 

 

高雄市為協助因重傷病住院治療之中低收入戶市民獲得妥適之照料

及減輕家計負擔，訂定「高雄市中低收入市民重傷病住院看護費補助實施

計畫」。病患若因重傷病住院 需專人看護而無家屬或家屬無法提供看護。

若病患為低收入戶，每人每日最高補助 1,500 元，年度內最高補助 18 萬

元。若病患為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之中低收入戶 兒童、少年、身心障礙

者且每月自行負擔看護費用累計超過三萬元或最近三個月累計超過五萬

元以上之部份補助之，每人每日最高補助七百五十元，年度內最高補助 9

萬元。病患若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之中低收入戶年滿六十五歲以上之老

人，每人每日最高補助七百五十元，年度內最高補助 9萬元。 

 

                                                                                                                                            
及全文 6 條；並自發布日施行。 
255 中華民國八十九年六月十四日內政部（89）台內社字第 8969348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12 條；並

自發布日起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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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年醫療補助辦法」係依兒童及少年福利法第二十條第二項

訂定之。關於中低收入家庭資格審查及核定事宜，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辦理，並得委任區公所或委辦鄉（鎮、市）公所為之。補助項目為

全民健保自負的保險費及門診與住院時的自行負擔部分。關於門診與住院

時的自行負擔，其補助對象為三歲以下參加全民健康保險之兒童。若該兒

童因傷病住院期間年滿三歲者，得繼續接受補助至出院日止。可獲得全民

健保自負保險費的補助者為符合中低收入家庭內兒童或少年資格256。 

 

內政部頒訂「身心障礙者參加社會保險補助辦法257」係依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護法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訂定，針對身心障礙者參加社會保險258進行

補助。身心障礙者的保險費補助，以其自付者為限，由戶籍所在地之直轄

市或縣 (市) 政府負擔。但極重度、重度及中度身心障礙者參加全民健康

保險之自付部分保險費補助由中央政府負擔。針對身心障礙者自付部分保

險費補助類型可分極重度及重度身心障礙者全額補助、中度身心障礙者補

助二分之一與輕度身心障礙者補助四分之一。 

 

「罕見疾病醫療補助辦法259」是依罕見疾病防治及藥物法第三十三條

第一項規定而訂定。針對罕見疾病病患，因罕見疾病於國內醫學中心或區

域教學醫院就醫所產生之醫療費用，得依本辦法申請補助。其補助的費用

包括對罕見疾病治療方式或遺傳諮詢建議，有重大影響之診斷費用，以及

國內外研究證實，具相當療效，經普遍採用，或已進入多中心臨床試驗之

治療、藥物及維持生命所需之特殊營養食品費用。原則上，醫療費用之補

助額度，以實際發生數之 70%為限。但若為低收入戶病患之醫療費用，或

                                                 
256 依兒童及少年醫療補助辦法 
第五條：接受第三條第二款之補助項目者，應符合中低收入家庭內兒童或少年資格。 
前項所定中低收入家庭應符合下列規定，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一定金額： 
一、臺灣省各縣（市）及福建省金門縣、連江縣：家庭總收入平均未超過其最近一年消費支出百

分之九十者。 
二、直轄市：家庭總收入平均未超過其最近一年消費支出百分之八十者。但其最近一年消費支出

百分之八十低於臺灣省各縣（市）最近一年消費支出百分之九十者，依前款比率核計。 
第六條：前條所定家庭財產包括動產及不動產；所定一定金額之規定如下： 
一、動產：存款本金、有價證券、投資及其他動產價值平均分配每人每年未超過新臺幣十五萬元。 
二、不動產：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未超過新臺幣六百五十萬元。 
257 針對身心障礙者，臺北市訂頒有「臺北市身心障礙者參加社會保險現金補助實施計畫」（中華

民國九十六年五月八日臺北市政府社會局北市社三字第 096351703），其給付標準宜內容同於內

政部頒訂之「身心障礙者參加社會保險保險費補助辦法」。 
258 指全民健康保險法、勞工保險條例、就業保險法、農民健康保險條例、公教人員保險法、軍

人保險條例及退休人員保險辦法辦理之保險。（參見該辦法第三條第一款） 
259 中華民國八十九年八月九日行政院衛生署（89）衛署保字第 0890009922 號令訂定發布並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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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見遺傳疾病病患使用之藥物及維持生命所需之特殊營養食品費用，可獲

得全額補助。 

 

總括而言，符合社會救助法之低收入戶可獲得生活扶助，及健保保費

與健保自行負擔部分的全額補助。而社會救助法中關於醫療補助的規定，

及其相關醫療補助辦法多針對健保自行負擔部分（門診與住院的自行負擔

部分）與健保未給付項目而為補助。其他醫療補助辦法，除失業被保險人

及其眷屬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補助辦法、身心障礙者參加社會保險補助辦

法有針對全民健保保費補助外，多僅提供健保自行負擔部分（門診與住院

的自行擔部分）與健保未給付項目的補助。而依內政部統計，我國醫療補

助在民國九十七年的受益人口僅有 8,007 人，而醫療補助總支出為共計

84,022,523 元；而中低收入戶住院看護補助為 6,501 人次，總支出共

114,107,649 元260。醫療補助人數統計如下表所示： 

 

表十：台灣醫療補助人數統計表 

 

內容 人數 比率 統計日期 

全民健保投保人數  22,847,000 近 100%納保率 2009.1 

第五類被保險人人數  216,000 未達 1%的總投保

人數 

2009.1 

社會救助法低收入戶

人數 

223,699  佔總人口數的

0.97% 

2008.12 

醫療補助人數 8,007  2008.12 

中低收入戶住院看護

補助人數 

6,501  2008.12 

 

觀察我國醫療補助法制，依社會救助法第十八條規定可申請醫療補助

者除低收入戶之傷、病患，與患有重傷、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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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違母法授權，過度限縮醫療補助的範圍，社會

                                                 
260 內政部編印，內政統計月報，2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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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法體現憲法保障人民生存權的規定，實值研究。若人民向政府機關請

求醫療補助未果，可透過行政爭訟方式救濟。 

 

關於命令違反法律的司法審查，各級法院法官即可實行。依司法院院

解字四０一二號解釋：「與憲法或法律抵觸之命令，法院得逕認為無效，

不予適用。」且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三十八號前段：「憲法第八十條之規

定，旨在保障法官獨立審判，不受任何干涉，所謂依據法律者，係以法律

為審判之主要依據，並非除法律以外，與憲法或法律不相抵觸之有效規章

排斥不用」之反面解釋，凡與憲法或法律抵觸之無效規章，法院自得逕行

排斥而不用。 

 

四、 台灣醫療救助制度之檢討 

 

(一) 低收入戶認定與醫療補助門檻應予放寬 

 

全民健保採行全民強制納保的方式，將所有人都納進基本的醫療保障

中。而健保具有強烈的的社會連帶與所得重分配效果，被保險人原則上都

享有相同水準的醫療服務，所以在我國關於醫療服務階層化的批評並不若

美國嚴重。政府依人民的身份及職業進行保費的補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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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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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範圍多僅針對健保自行負擔部分與健保為給付部分，鮮少針對健保保

費予以補助，且據民國九十七年統計，受醫療補助者共計 8,007 人次。若

比較台灣醫療補助與美國的醫療救助制度即可發現，美國有 15％的人口可

獲得醫療救助服務，但台灣總括低收入戶與非低收入戶獲得醫療補助者，

竟僅約 1％的總人口。 

 

對於未被認定為低收入戶且為經濟弱勢者，雖中央健保局提供保費分

期繳納、紓困基金申貸與轉介公益團體等方式協助，但申貸與分期仍舊必

須償還，成效仍屬有限。相對台灣目前仍有少數未能繳交健保保費而使健

保權利受損的民眾，台灣醫療補助的門檻應予放寬。 

 

(二) 檢討縣（市）醫療補助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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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社會救助法規定可申請醫療補助者為低收入戶之傷、病患，與患

有重傷、病，及所需醫療費用非其本人或扶養義務人所能負擔者。但縣（市）

醫療補助辦法將後者限縮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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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補助標準為百分之七十，補助範圍為健保

自行負擔部分與健保不給付部分，是否有違母法授權，實值檢討。 

 

此外，對於無能力負擔醫療費用者應秉保障生存權的法理給予醫療補

助，其範圍更不應僅限於自行負擔部分或健保不給付部分。況且，不因全

民健保的實施而侵害人民請求社會救助相關給付（特別是醫療補助）的權

利。國家基於生存權的保障，應主動提供醫療服務予無力負擔醫療費用的

人民。若國家選擇透過全民健保體系提供醫療服務，則應由社政機關編列

預算全額補助，其範圍不僅是低收入戶而已，更應涵蓋更多實質上無力負

擔醫療費者。我國現行對低收入戶採取全額補助健保保費與自行負擔的方

式，其他非低收入戶若被認定「經濟困難」者，則需利用申貸或分期繳納

的方式因應。但國家應本保障生存權角度提供無力負擔醫療費用者免費醫

療，不因全民健保的實施而使無力負擔醫療費用者增加健保保費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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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美國醫療救助制度對台灣的啟示 

 

一、 放寬醫療補助的界限 

 

若從憲法第十五條觀察，社會救助是國家保障人民生存權的體現，乃

為社會安全網的往下之網。理論上，實質上已達到不能生活的境地，不論

合乎社會救助法的規定與否，國家都主動積極應介入加以保障其生命，以

彰顯國家統治權的正當性261。同理，若實質上已達到無力負擔醫療費用時，

國家應本照顧義務提供醫療補助。 

 

相對於美國有 15％的人口可獲得 Medicaid 的醫療服務，我國受醫療

補助的比率則明顯偏低。據民國九十七年統計，同時可獲得健保保費與健

保自行負擔部分全額補助的低收入戶262，僅有 223,699 人，佔台灣總人口

數的 0.97％。非低收入戶而獲有健保自行負擔與健保未給付部分之費用

者，共計 8,007 人。兩者總和竟未達 1％的總人口數。比較兩國醫療救助

人口比例，應大幅放寬我國醫療補助的門檻。 

 

二、 針對特定疾病或特定團體 

 

美國醫療救助制度會針對特殊團體或特殊疾病加以保障，特殊團體例

如對於孕婦及兒童的保障特別顯著，具有強烈的生育及兒童津貼的性質。

特殊疾病如患有肺結核、乳癌及子宮頸癌的國民較易獲得 Medicaid 的保

障。我國也有類似的規定，如「高雄市中低收入市民參加全民健康保險自

行負擔醫療費用補助計畫」、「高雄市補助老人暨身心障礙者參加全民健康

保險保費自付額實施計畫（原高雄市補助老人、殘障者參加全民健康保險

保費自付額實施計畫）」、「失業被保險人及其眷屬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補

助辦法（原失業勞工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補助辦法）」、「老人參加全民健

康保險無力負擔費用補助辦法」、「高雄市中低收入市民重傷病住院看護費

補助實施計畫」、「兒童及少年醫療補助辦法」、「身心障礙者參加社會保險

補助辦法」、「罕見疾病醫療補助辦法」等。因此，未來對於醫療補助的規

                                                 
261 相同見解可參閱：蔡維音，社會國之法理基礎 2001.7，頁 85。 
262 最低生活費是按最近一年主計單位公布的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百分之六十訂之。除了最低

生活標準定的過低之外，行政機關在審查上過於嚴格亦為符合人數偏低的原因之一。民國九十三

及九十七年的修法以排除申請的障礙為主，修改方向即在於放寬資格的認定，例如：收入的認定

與不動產的認定放寬等。對於社會救助標準的放寬有一定的效果，但其幅度似乎尚嫌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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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上，可針對特定實質醫療需求的團體加以補助。 

 

三、 訂定過渡脫離醫療救助計畫 

 

參照美國 Medicaid 制度之規定，對於收入提高而喪失現金救助之人，

予以繼續保有六個月至一年期間繼續受 Medicaid 照顧的資格。使原先的

受益家庭不致突然增加一筆健康醫療保費。我國的醫療補助制度亦應作此

規定，以鼓勵人民努力工作脫離貧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