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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由於家庭型態急速變遷，受少子女化現象、公共衛生發展、疾病之有效控

制，及科技醫療發達等影響，全球人口高齡化現象日益顯著。根據內政部統計，我國截

至2012年止，老年人口所佔比率，已大幅攀升至11.15%，該現象顯示未來，老年生活之

經濟安全保障，已成為國內重大社會課題之一，而政府為了加強老人福利服務、醫療照

護與保健等，近幾年來更是積極規劃「長期照護」等相關政策。 

在我國，「長期照護」主要係指針對缺乏自我照顧能力者，提供健康與社會照顧之服

務，雖然各年齡層人口均有發生長期照顧需要之風險，惟老人係照護服務需求之主要族

群；由於照護時間往往漫長且無法預期，其成本往往超出家庭成員可負擔之範圍，普遍認

為需由政府積極介入；惟中央財政缺口日深，舉債額度業逼公債法之上限，如何籌措財源

即成為首要之務，按政府目前規劃方向，係朝開辦單一制之社會保險因應。 

然而，我國已開辦之社會保險種類繁多，根據立法院預算評估報告，勞保、退撫、國

民年金保險三大退休保險基金財務缺口總額已逾台幣八兆元，且持續惡化中，如今再將全

民強制納入長期照護之被保險對象，是否適當有待商榷，且長期照護保險未來開辦後，若

仍維持「高給付、低費率」之設計，恐落入相同財政困境，使負債世代移轉問題日益嚴重，

且影響基金永續經營。 

況且，如何說服所有民眾願意繳納長達數十年之長照保險費，直至「有可能發生」身

心功能障礙，且持續達六個月以上時，始得被列為長期照護服務之對象，獲取保險給付及

相關補助等，亦是項艱難的任務；另外，開辦後對於國內經濟將產生之影響與衝擊，更須

妥為評估。 

本研究將以目前已開辦之社會保險經營現況、國家財政、經濟發展情況及各界觀點等

為切入點，佐以他國實施之經驗為參考，並就各種財源籌措方式之優缺點，以及社會民眾

之接受度等，討論我國長期照護財源籌措較可行之方式。 

 

關鍵字：長期照護、財源籌措 



 

Abstract 

Globally, population aging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 trend in recent years due to rapid 
changes in family patterns, low fertility rate, development of public health and effective 
control of diseases, and advanced medical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local statistics, as of 2012, 
Taiwan’s elderly population has substantially increased to 11.15%. This denotes the future 
economic security of old people which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social issues in Taiwan. 
In recent years, the government has also actively implemented policies relating to “long-term 
care” in order to strengthen welfare services, nursing and medical care for the elderly.  

In Taiwan, “long-term care” means to provide health and social care for dependent-care 
patients. Old people are the primary focus of care services, although people of all ages are 
likewise at risk of requiring long-term care.  Given the long-term and unexpected time 
involved in care giving as well as the high expense that families could incur, the government is 
actively considering a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With the increasing gap between the national 
budget and the debt limit which affects the law governing government bonds, raising funds has 
become a priority. To establish a unitary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is the current direction that 
the government wants to take.  

However, Taiwan has already established various forms of social insurance. Based on 
reports from the legislatures’ budget and assessment, there is a financial gap in three major 
pension funds including labor protection, civil service pension and national annuity insurance, 
which has exceeded NTD 8 trillion and is constantly getting worse. Recently, there was an 
issue whether to require everyone to apply insurance with long-term care. By implementing a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in the future, there would be a constant need to maintain a “high pay, 
low rate” package that could possibly lead to a similar fiscal difficulty, which would 
increasingly aggravate the transfer of debt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ffecting sustainable 
operation of the fund. 

It is also difficult to persuade people to pay insurance premium for decades until physical 
and mental problems occur and last for over 6 months. It is only during this period that people 
can avail long-term care services and receive compensation and subsidy.  The effect and 
impact of introducing this form of insurance on the domestic economy needs to be further 
evaluated.  

With an established social insurance management status, the national budget, the 
economy and opinions from all members of society as well as experience of other countries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starting point or reference in initiating such plans. This study 
discusses potential measures for long-term fund raising based o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various fund raising measures as well as social acceptance. 

Keywords: long term care, fund ra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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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 研究背景 

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五條規定：「公務人員任職滿五年以上，年滿六十五歲者，

應予屆齡退休…」，另依老人福利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老人，指年滿六十五歲

以上之人」。王順民、黃明發 (2012)指出，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簡稱為WHO）之定義，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率超過人口7％的國家稱為

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達14％稱為高齡社會（aged society）、達20％稱之為超

高齡社會（hyper-aged society）。顯示將65歲以上長者視為老人，已是社會普遍認知之

分界。 

近年來，家庭型態急速變遷，受社會少子化、公共衛生發展、疾病之有效控制，

以及科技醫療發達等因素影響，在老年壽命延長及出生率下降之情形下，人口高齡化

現象日益顯著，根據內政部統計，截至1993年止，我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佔總人口數

達7.1％1，超過WHO所訂定之7％標準，已邁入所謂的高齡化社會；又截至2012年止，

老年人口所佔比率，更大幅攀升至11.15％2，台灣已成為名符其實之高齡化國家。 

另外，依據行政院經建會3對我國未來近50年高齡化程度(中推計結果)之報告顯

示，我國老年人口所佔比率將於2018年超過14％，進入高齡社會，2025年此比率將再

超過20％，使我國正式成為超高齡社會之一員(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2：13)。

該現象亦顯示未來，老年生活之經濟安全保障，已成為國內重大社會課題之一。 

行政院為因應我國人口快速老化及家庭結構變遷所帶來之長期照護需求，自2001

                                                     
1 2013年6月22日取自內政部統計處/內政統計年報/戶籍人口統計年報-戶政司網頁/人口年齡分配，

檢索網址：http://sowf.moi.gov.tw/stat/year/list.htm 
2 同上。 
3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簡稱：經建會）曾是我國於 1948 年到 2014 年設立有關經濟建設的最高主

管機關，隸屬於行政院；2014 年 1 月 22 日與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合併改制為國家發展委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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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2003年以建構「長期照護體系先導計畫」，探討資源發展、服務提供、經濟支持

及組織管理等四個面向之可行性(劉淑娟、葉玲玲、蔡淑鳳、徐慧娟、廖彥琦、周世

珍、蕭伃伶、謝佳容、謝嫣娉、毛慧芬、胡月娟、張晴翔，2013：93)；更參照已開

發國家長期照顧政策之發展，選擇以社會保險制作為財源之日本，以及採取一般稅制

作為財源之英國，經過比較研究該兩國長期照顧之實施策略及成果後，2007年行政院

核定「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大溫暖社會福利套案之旗艦計畫」4，且完成「長期照

護服務法草案」之規劃，並於2012年2月23日送立法院審議；另成立「長期照護保險

籌備小組」，自2008年底開始著手長期照護保險制度之規劃。 

 

 
圖 1-1 三階段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趨勢-中推計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2：13) 

說明：1.1990 年至 2011 年為內政部「中華民國人口統計年刊」。 
      2.2012 年至 2060 年為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中華民國 2012 年至 2060 年人口推計報告」。 
      3.圓圈內百分比數字代表三階段年齡人口結構百分比。 

貳、 研究動機 

為瞭解我國老年人口需求，內政部每3至5年定期舉辦1次「從內政業務需要看人

口及住宅普查」，最近一次所進行之全國性調查為2010年，係以蒐集「55歲至64歲」

                                                     
4 2013 年 6 月 22 日取自內政部社會司/公告連結/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檢索網址：

http://sowf.moi.gov.tw/newpage/tenyearspla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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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65歲以上」人口健康、居住、就業、經濟、社會活動等狀況、生活起居困難情形，

及其對政府辦理老人安養、養護、醫療、休閒等福利措施之瞭解與需求，提供有關單

位擬訂老人福利措施，期以加強老人福利服務、醫療照護與保健措施之參考。 

政府除了積極規劃長期照護政策外，為保障老年基本經濟生活，社會保險制度「國

民年金」亦於2008年正式開辦，該年金保險主要納保對象係為：年滿25歲、未滿65

歲，在國內設有戶籍，且未參加勞工保險、農民保險、公教保險及軍人保險之國民，

俟被保險人年滿65歲時，就可依規定請領相關年金給付或一次性給付，藉以保障老人

或其遺屬之基本經濟生活。 

目前，各在職勞動者各依職業別加入勞保、農保、公保、軍保外，國民年金保險

之開辦，可謂己補足了社會保險制度之缺口，讓台灣邁入了全民保險時代；惟國民年

金保險因開辦前未事先辦理精算，保險費率訂定遠低於最適費率，又屬柔性強制加

保，對不繳納保費者亦無罰則，導致收繳率過低5，開辦甫逾3年即面臨保險基金之淨

值由正轉負，前經監察院於2012年3月8日以101內正0008號案文公告糾正在案。 

然而，國民年金保險基金財務經營不善之狀況，僅為冰山一角；2012年9月30日

據媒體報導6指出：勞退基金財務缺口日益惡化，30年內可能悉數破產！根據立法院

預算評估報告，勞保、退撫、國民年金保險三大退休保險基金財務缺口總額已逾台幣

八兆元，且持續惡化當中…，未來退休保險制度若仍維持現在「高給付、低費率」設

計，將導致收支不平衡及負債世代移轉問題日益嚴重，影響基金永續經營。 

除了各基金財務情形日益惡化外，復加以全民健康保險自開辦以來，持續性之

收支失衡，導致預備金見罄，為彌平預算，又自 2013 年度起實施之二代健保補充

保費，雖然暫時緩解了財務缺口；惟其設計讓必須仰賴打工或兼職二份工作，方得

以維持生計之中低階層國民，得同時支付一般健保保費與補充保費，在雙重負擔下，

                                                     
5 截至 100 年 9 月底止保險費(繳費期限為 100年 11 月 30 日)應繳人數為 386 萬餘人，截至 100 年 12
月 13 日止，已繳費被保險人僅 198.2 萬餘人，188.6 萬餘人欠費 (2013 年 6 月 22 日取自監察院網站

/監察成果/糾正案文/101.3.8 案號 101 內正 0008 號) 。 
6 2013 年 6 月 22 日摘自中國時報電子報 2012 年 9 月 30 日報導：三大退休基金 恐撐不了 30 年，檢
索網址：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11050105/1120120930001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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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較單一高薪俸收入者所繳之健保費還多7，亦因而引發了不合理、不公平及違反

社會正義之怨聲不斷。 

長久以來，政府推動相關之社會安全制度、措施，總是予民眾不切實際之幻想，

面臨各項退休基金之破產危機及潛在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長期照護財源之

籌劃與相關法令之推動，宜更為謹慎。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 研究目的 

在我國，Long-term care 被譯為「長期照護」，主要係指針對缺乏自我照顧能力

者，提供健康與社會照顧之服務。雖然各年齡層人口均有發生長期照顧需要之風險，

惟老人係長期照護服務需求之主要族群；由於照護時間往往漫長而無法預期，其照護

成本往往超出家庭成員可負擔之範圍，普遍認為亟需由政府積極介入，爰長期照顧公

共化之歷程可視為家庭、市場與國家三方間之角力過程，早期長期照護議題被認為是

家庭個別問題，故當時機構式照顧對象必須是低收入戶獨居老人或是榮民，係以「社

會救助」方式為之。 

然而「社會救助」僅為社會安全體系(social security system)之一環。基本上，該

體系主要由「社會保險」(social insurance)、「社會救助」(social assistance)、「福利津

貼」(welfare allowance)以及「福利服務」(welfare service)等四大支柱組合而成（王順

民，2012）。此外，從歷史發展之軌跡中，亦不難發現「社會保險」在我國安全體系

中著實扮演了舉足輕重之地位。 

目前，政府基於財源之獨立性、充裕性，擬以開辦長期照護保險(社會保險)之方

式籌措相關財源，或許是在所難免之策進行為，惟中央財政缺口日深，舉債額度業逼

公債法之舉債上限8之際，復加上近十年來，我國GDP成長雖逾3成，惟失業率仍不斷

                                                     
7舉例而言：一樣是月收入五萬元，A 為中、高階主管，每月健保費自負額 745 元（月投保金額

50,600、4.91%之費率、個人應負擔 30%）；B 為行銷專員，月領兩萬五千元，依上述公式扣了健保

費，另外兼差賺得兩萬五千元，要再扣 2%之補充保費，加計後總保費為 871元。換言之，低薪者B
反較高薪者 A，還要多繳 126 元來挹注健保。 

8 財政部統計處2013年3月15日之財政統計通報(第5號)發佈，截至2012年底，中央政府1年以上非自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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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升，薪資水準與經濟成長之間落差甚大，低薪之「窮忙族」不斷增加，勞動市場薪

資水準停滯不前，物價卻不斷上漲，上班族在此窘境下，除須繳納所得稅，尚須按月

繳納勞保、健保費或補充健保保費，實質薪資不升反降，惟政府對於創造就業或薪資

水準之提升等相關議題，尚乏統籌擘畫之遠見。 

如今，政府再將全民強制納入長期照護之被保險對象，時機是否成熟與適當仍有

待商榷；況且如何說服所有民眾願意繳納長達數十年之長期照護保險費，直至「有可

能發生」身心功能障礙，及日常生活有一部或全部由他人協助或照顧之需要，且持續

達六個月以上時，經過保險人(健保局)評估「符合資格」後，始得被列為長期照護服

務之對象，獲取保險給付及相關補助等，亦是難上加難的事。 

然而，隨著社會結構轉變、家庭功能式微及少子化等問題嚴重，再加上台灣人口

老化速度驚人，鑑於失能人口快速增加，及非正式支持系統之式微，長期照護需求成

長急速，未來老年照護問題也愈來愈受到重視，各國無不開發或建構更適切之長期照

護政策方案以為因應，爰財政、人力等方面之壓力亦日益增加，本研究欲藉由參考各

國財源籌措之實施經驗，作為政府立法之參考，達成研究目如下： 

一、 探討長期照護之意義、沿革，及我國目前籌劃程度及面臨之問題。 

二、 探討先進國家長期照護財源籌措方式與改革發展經驗，作為理論之基礎及參

考。 

三、 試圖結合目前之社會保險安全體系架構，建置可行之財源籌措替代方案。 

貳、 研究問題 

筆者以為於推動立法前，政府對於現階段中央、地方之財政困境；所經營之社會

保險績效及財潛藏負債情形；開辦長期照護保險後可能之影響；其他國家辦理之情

形；有無其他可行之替代方案…等相關資訊，予以充分揭露。 

是以，本研究將根據前揭研究目的，作相關問題探討如下： 

                                                                                                                                                              
性債務未償餘額達4兆9,495億元，占前3年國民生產毛額（GNP）平均數為36.3%，趨近公共債務法規
定40%之上限，財務狀況日益緊絀；若加計短期借款2,750億元，中央政府債務未償餘額為5兆2,245億
元，國人平均每人負擔債務22.4 萬元。2013年6月22日取自財政部/財政統計通報第5號，檢索網址：
http://www.mof.gov.tw/public/Data/331415243339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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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前我國傾向以長期照護保險作為長期照護服務之財源，且採全民強制納保方

式辦理，惟此舉勢將同時增加雇主及勞工之負擔，屆時是否對勞動市場產生影

響或衝擊？ 

二、 從各國之經驗來看，長期照護制度之財務來源有各種不同之組合，不同的財源

籌措方式之差異性及效果何在？ 

三、 行政院衛生署998年12月18日所擬之長期照護保險草案，將全民納入被保險對

象，繳費期間長達60餘年，相對於未來給付之不確定性是否合理？長期照護保

險開放商業保險之可行性為何？又與我國其他社會保險結合之可行性為何？ 

                                                     
9行政院衛生署於 2013 年 7 月 23 日 改為衛生福利部，將原衛生署署內 21 個單位與任務編組、5 個
所屬機關、內政部社會司、兒童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國民年金監理會以及教育部國

立中國醫藥研究所等單位，一起整併為 8 司 6 處事權統一的新機關-「衛生福利部」及 6 個所屬三級

機關(構)包括：「疾病管制署」、「食品藥物管理署」、「中央健康保險署」、「國民健康署」、「社

會及家庭署」及「國家中醫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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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流程 

壹、 研究限制 

本研究主要限制如下： 

一、 本研究主要係針對各先進國對長期照護財源籌措方式及發展經驗等，加以觀

察研究，至各國或許因為長期照護所涵蓋之對象、範圍及給付項目不同等，

進而影響其主要財源籌措等因素，亦不無可能，惟囿於時間、人力等因素，

及研究主題之聚焦，尚未作關聯性之探討。 

二、 有關各先進國家政府財政負擔情形及稅課輕重因素，對其長期照護之財源籌

措方式，雖有舉足輕重之影響，其關聯性本應列入探討，惟因考量各國之政

治、經濟、文化環境、人口數及老年化程度…等亦未盡相同，其影響因素具

有複雜、高難度及多元性，本研究尚難作廣泛、全面性之探討。 

貳、 研究流程 

本研究將以目前已開辦之社會保險經營現況、國家財政、經濟發展情況及各界觀

點等為切入點，佐以他國實施之經驗為參考，並就各種財源籌措方式之優缺點，以及

社會民眾之接受度等，討論我國長期照護財源籌措較可行之方式。本研究流程繪製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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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源籌措方式 

國民經濟發展 國家財政情形 
已開辦之社會
保險經營現況 

各界觀點 

 

 

 

 

 

 

 

 

 

 

圖 1-2 研究流程(本研究自繪) 

較適合之財源

籌措方式 

我國歷史、文

化及政治背景 

 

社會接受度 

各種財源籌措

方式之優缺點

探討 

先進國家經驗 理論基礎 

一般租稅收入 
長期照護保險 

(附加險或單獨開辦) 

其他 
(如:鼓勵商業保險或實施公

積金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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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重要名詞解釋 

 本節係針對本研究所提及之重要名詞，予以概念性之基本定義： 

壹、 公共財相關理論 

    公共財又區分為「純公共財」、「準公共財」、「殊價財」三種： 

一、 所謂純公共財(pure public goods)係指具有非敵對性non-rivalry)與非排他性

(non-excludability)兩項特質之財貨；「非敵對性」係指所有的純公共財都可

以被消費者等量消費，額外增加一位消費者，並不會為社會帶來額外成本(即

邊際成本為零)之特性；而「非排他性」係指所有的純公共財被提供後，在

技術上無去排除特定消費者的使用，換言之，當部分消費者不願意為該公

共財之消費支付代價時，提供者亦無力將之排除於消費行列之外(石俏箴，

2009：22)。舉例而言，國防就是個相當典型之公共財，當政府挹注了龐大

的國防經費，提供軍事設施與軍隊之後，所有的國民都可以等量地接受國

防所提供之防護(非敵對性)，而且政府也無法將某些人(如:逃漏稅之國民)排

除在國防的保護範圍之外(非排他性)。 

二、 準公共財 (Quasi-public Goods)：所謂準公共財係指具有「非敵對性」

(non-rivalry)，但具有「排他性」(excludability)特質之財貨；易言之，此類財

貨在適當使用之情形下，尚可被消費者等量消費，惟使用人數一旦超出一

定規模後，額外增加一位消費者，會為社會帶來額外成本之特性，例如:不

擁擠但收費的道路。 

三、 「殊價財」(merit goods )：是馬斯葛雷夫(R. A. Musgrave) 在1959 年的文獻

中所提出殊價慾望(merit want) 之概念而延伸出來的財貨10，是不依消費者

選擇而強制提供的財貨，與公共財二者的區別在於殊價財適用排他原則，

由於此類財貨具有「殊價性」(Meritorious) 及「外部性」(Externality)，尤其

                                                     
10根據馬斯葛瑞夫的假設(Musgrave's hypothesis)，政府對殊價財支出的所得彈性(即:政府支出增加的

比例佔 GNP 增加的比例)大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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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有外部利益(External Benefit)之財貨，當消費者消費不足時，由政府介

入管理，可以滿足社會對於該財貨特殊利益性質之需求，例如義務國民教

育、國民住宅、社會保險等，除了可視為準公共財外，亦可視為殊價財。 

貳、 私有財相關理論 

    私有財又區分為「純私有財」、「準私有財」二種： 

一、 所謂純私有財 (private goods)：係指同時具有敵對性 (rivalry)及排他性

(excludability)之財貨，稱為「純私有財」。經濟市場絕大多數之財貨，係為

純私有財，一方面是因為其「獨享」性，表示一旦為你所用時，就無法再

提供別人使用之財貨，舉凡生活上食、衣、住、行所需之物品與勞務皆是，

另一方因為它具有「排他性」，因此透過價格機能在市場上進行買賣交易，

可以充分發揮它最大經濟福祉的市場機能。 

二、 所謂準私有財(Quasi- private Goods)：係指具有「敵對性」(rivalry)，但具有

「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特質之財貨，例如：山林中或川、河、海洋

中之生物，這類財貨為「無主物」，往往因為具有消費價值，而被過度開發、

掠取，產生了外部效果(External Effect)，造成了社會成本( Social Cost )，而

產生了市場失靈現象；在日常生活中，此類財貨在適當使用之情形下，尚

可被消費者等量消費，惟使用人數一旦超出一定規模後，額外增加一位消

費者，會為社會帶來額外成本之特性，例如：擁擠但不收費之道路亦屬之。 

參、 價格機能 

如果讓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去做對自己最有利的買賣，則市場會形同被

「一隻看不見的手」所牽引，在不知不覺中得到對社會最有益的結果11，這

是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所描述的市場神祕力量，稱價

格機能為「一隻看不見的手」（an invisible hand），在自由競爭的市場裡，任

                                                     
112013 年 8 月 31 日取自大紀元電子日報，第 11 期財經專欄/經濟講義專欄/一隻看不見的手，檢索網

址：http://www.epochtimes.com.tw/011/13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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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個產品的價格，由買賣雙方根據各自的「自利動機」互動而共同決定的，

是以價格機能在兩百多年來，被奉為市場經濟之最高指導原則。 

肆、 免費搭乘 

搭便車者(Free Riders）也稱「免費搭車者」，在財政學上，免費搭車係

指不負擔任何成本，卻得以消費或使用公共物品之行為，有這種行為的人或

具有讓別人付錢而自己享受公共物品收益動機的人成為免費搭車者。該現象

緣自於公共財生產和消費之非排他性及非敵對性，基於消費者自利心理之誘

惑下，因為不用白不用之心態而過度消費，因此該行為往往導致公共財供應

不足，造成公共支出容易浮濫之主因。  

伍、 財政幻覺 

所謂「財政幻覺」(Fiscal Illusion)是民眾對政府財政支出所帶來的好處感

受深刻，但卻忽略了自己必須付出之代價。財政幻覺得以用來解釋政府支出

規模為何居高不下，最主要是源自於投票者(納稅人)對財政收支過程的混沌

性，以致於產生對稅收負擔之錯覺，並低估稅收價格，導致對公共財之需求

增加，而支持了較高的公共支出水平。  

這種幻覺會使得公眾對預算方案產生先入為主之判斷，從而影響其決策

12；例如經濟蕭條時期，政府為迅速增加就業、刺激私人消費與投資，促進

經濟繁榮，往往會興建大型公共工程應急，而這項公共工程成本分散在若干

年內，且由全體納稅人共同承擔，以致於個人未有明顯之感受，於是公共工

程支出造就了財政幻覺，又因為這種財政幻覺造成支出效益顯著、成本不明

顯之錯覺，就刺激了決策者更願意用增加財政支出來刺激經濟，從而最終加

重了納稅人的負擔或財政赤字。  

幻覺行為是選民或個人在「錯誤」選擇對象的情況下，所進行之選擇行

                                                     
12  2013 年 8 月 30 日取自智庫百科(wiki.mbalib.com/zh-tw/財政幻覺)，檢索網址：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4%A2%E6%94%BF%E5%B9%BB%E8%A7%89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4%A2%E6%94%BF%E5%AD%A6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5%AC%E5%85%B1%E7%89%A9%E5%93%81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5%8D%E8%B4%B9%E6%90%AD%E8%BD%A6%E7%8E%B0%E8%B1%A1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5%8D%E8%B4%B9%E6%90%AD%E8%BD%A6%E7%8E%B0%E8%B1%A1
http://wiki.mbalib.com/zh-tw/%E9%9D%9E%E6%8E%92%E4%BB%96%E6%80%A7
http://wiki.mbalib.com/zh-tw/%E6%B6%88%E8%B4%B9%E8%80%85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4%A2%E6%94%BF%E6%94%B6%E6%94%AF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D%8E%E4%BC%B0%E7%A8%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5%AC%E5%85%B1%E6%94%AF%E5%87%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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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但該幻覺行為不一定全然為「非理性的」，過去統治者為維護自身利益，

總是極力創造財政幻覺；現代政府雖然不再有意識地創造財政幻覺，但仍會

有意地透過政治技巧使選民產生樂觀之幻覺，從而影響選民的公共選擇意向。  

陸、 市場失靈 

狹義之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理論認為，因為壟斷、公共財、外部性和

資訊不對稱之存在，僅僅依靠價格機制來配置資源無法實現效率，使得市場

難以解決資源配置的效率問題，此時市場就失靈了，該理論之假設前題係認

為完全競爭(買賣雙方均得以自由進出市場)之市場結構是資源配置的最佳方

式，惟該競爭市場只是西方經濟學家在研究市場經濟理論的一種理論假設，

而由於其假設前提條件過於苛刻，在現實中幾無一種產品市場可能全部滿足。  

柒、 政府失靈 

政府為了彌補市場失靈，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過程中，由於政府自身之

局限性和其他客觀因素等制約而產生新的缺陷，進而無法使社會資源配置效

率達到最佳的狀態13，薩繆爾遜(Paul Anthony Samuelson)將其定義為：當政府

政策或集體行動所採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經濟效率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

時，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便產生了；此外，查爾斯沃爾夫從非市場缺

陷角度分析了政府失靈，他認為政府組織存有內在缺陷，再加上政府供給與

需要的特點，決定了政府活動的高成本、低效率和分配不公平，就是政府失

靈。  

捌、 受益原則 

受益原則是依據納稅人從政府公共支出中所獲得之利益大小，作為稅收

負擔分配的標準14。換言之，政府之所以能向納稅人課稅是因為納稅人從政

                                                     
13 2013 年 8 月 30 日取自智庫百科(wiki.mbalib.com/zh-tw/政府失靈)，檢索網址：

http://wiki.mbalib.com/zh-tw/%E6%94%BF%E5%BA%9C%E5%A4%B1%E6%95%88。 
14  2013 年 8 月 30 日取自百度百科/受益原則，檢索網址：

http://wapbaike.baidu.com/view/285966.htm?uid=272ECF2A0EE5215BFC8CFB8049976513&bd_page_ty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5%AC%E5%85%B1%E9%80%89%E6%8B%A9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5%AC%E5%85%B1%E7%89%A9%E5%93%81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B%B7%E6%A0%BC%E6%9C%BA%E5%88%B6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8%82%E5%9C%BA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8%82%E5%9C%BA
http://wiki.mbalib.com/zh-tw/%E5%AE%8C%E5%85%A8%E7%AB%9E%E4%BA%89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8%82%E5%9C%BA%E7%BB%93%E6%9E%84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5%84%E6%BA%90%E9%85%8D%E7%BD%AE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8%82%E5%9C%BA%E7%BB%8F%E6%B5%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8%82%E5%9C%BA%E5%A4%B1%E7%81%B5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5%84%E6%BA%90%E9%85%8D%E7%BD%AE%E6%95%88%E7%8E%87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5%84%E6%BA%90%E9%85%8D%E7%BD%AE%E6%95%88%E7%8E%87
http://wiki.mbalib.com/zh-tw/%E8%90%A8%E7%BC%AA%E5%B0%94%E6%A3%AE
http://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6%9F%A5%E5%B0%94%E6%96%AF%C2%B7%E6%B2%83%E5%B0%94%E5%A4%AB&action=edit
http://wiki.mbalib.com/zh-tw/%E6%94%BF%E5%BA%9C%E7%BB%84%E7%BB%87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5%AC%E5%85%B1%E6%94%AF%E5%87%BA
http://wiki.mbalib.com/zh-tw/%E7%A8%8E%E6%94%B6%E8%B4%9F%E6%8B%85
http://wiki.mbalib.com/zh-tw/%E7%A8%8E%E6%94%B6%E8%B4%9F%E6%8B%85
http://wiki.mbalib.com/zh-tw/%E6%A0%87%E5%87%86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A%B3%E7%A8%8E%E4%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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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提供的公共物品中獲得了利益，因此稅收負擔在納稅人之間的分配，只能

以他們的受益作為依據，受益多者多納稅、受益少者少納稅；受益相同者負

擔相同的稅額、受益不同者負擔不同的稅額。簡單而言，就是按照人民享用

利益之多寡，作為課稅之依據，故又稱「使用者付費」原則，例如：房屋稅、 

牌照稅。 

玖、 量能原則 

量能負擔原則係指稅收之徵納，不應以形式上依法徵稅、滿足財政需要

為主要目的，而應在全體納稅人實質負擔上力求公平分配，使所有納稅人按

照其實質納稅能力，負擔其應繳納的稅收額度。所謂稅收量能負擔原則也可

稱為「量能課稅原則」，是根據負擔能力的大小，以確定稅收負擔的公平原則，

負擔能力的大小有各種測量指標，其中主要是所得和財產。舉凡所得多的，

說明納稅能力強，應規定較重的稅收負擔；凡所得少的，說明納稅能力弱，

應規定較輕的稅收負擔或者不必納稅。 

壹拾、 逆選擇 

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意指投保人只對自己本身有利的投保項目或種

類有興趣，例如：家中有成員罹患癌症者或是慢性疾病者，會因為感受自身

罹癌、罹病之壓力與機率，因此較一般人容易投保癌症險或醫療險；相同地，

無家族病史及身強體壯者通常不考慮投保醫療險，稱劣幣驅逐良幣現象或是

反淘汰。因此，許多商業保險的投保者中，其罹病或事故機率其實是高於平

均水準的，而如果是由政府提供之社會保險，則因為社會中合於資格之成員

均須加入保險，則上述現象可獲得改善。 

壹拾壹、 道德風險 

道德風險(moral hazard)是因為投保者在投保後，改變行為所造成的。其

                                                                                                                                                              
pe=1&st=3&step=4&net=0&ldr=2&statwiki=1。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5%AC%E5%85%B1%E7%89%A9%E5%93%81
http://wiki.mbalib.com/zh-tw/%E7%A8%8E%E6%94%B6%E8%B4%9F%E6%8B%85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A%B3%E7%A8%8E%E4%BA%BA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8%86%E9%85%8D
http://wiki.mbalib.com/zh-tw/%E7%A8%8E%E6%94%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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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一類風險較大，保險公司還是會予以承保的保險標的，惟為了防止自

己承擔較大之風險，保險人必須妥為控制其保險責任(例如：汽車駕駛人投保

車險時，保險公司得對曾經出過車險之駕駛人，要求較高之保險費率或自負

額)；另一類是隨著保險合約的成立，產生了新的道德風險因素和心理風險因

素，如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故意促使風險事故發生，蓄意引起財產和人身的損

失，如縱火、欺詐、投毒等。對於前一種，保險公司得透過各種技術手段加

以化解，對於後一種風險，控制難度要大得多。一般而言，所討論的道德風

險主要係指被保險人或投保人喪失道德觀念，致有欺詐之行為發生，或故意

促使風險事故發生。 

壹拾貳、 社會保險財務型態 

年金制度的財務型態可區辨為三種類型，分別是「隨收隨付制」、「完全

準備制」與「部分準備制」，簡述如下： 

一、 「隨收隨付制」（pay as you go）：又稱為「賦課制」，是由當下之保費支應，

該種制度是年金體系最為常見之財務型態，立基於契約本質之世代互助，

國家毋須為未來年金請求權累積準備基金，因此，隨收隨付放寬任何世代

在給付與貢獻之間的連結限制，具有世代所得再分配與風險分擔的功能。

多數西方工業民主福利國家在二次戰後的年金制度，都採行以「隨收隨付」

搭配「確定給付」為原則的社會保險方案。 

二、 完全準備制（fully funded）：又可稱為「提存準備制」或「公積金」，則為

過去累積的提繳費用所建立起的基金負擔，年金體系將提繳費用累積成為

基金，並進行投資運用，獲利報酬則用於回饋於未來之退休給付。原則上，

完全準備制足以負擔所有預估之潛在債務（liability）。相對於隨收隨付制，

完全準備制無世代再分配之問題發生。 

三、 部分準備制（partially funded）則介於上開兩者之間。年金體系無論選擇任

一財務型態，都各自具備優缺點，例如：「完全提存準備制」比較不易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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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口老化的影響，只是積累基金可能陷入投資失利或通貨膨脹，龐大資

金也容易被政治人物為政治動機所誤用，因此如何在制度之間截長補短、

降低風險，成為執政者的重要課題。由先進工業國家之改革經驗，可以發

現晚期發展，除了強調傳統公共年金的制度改革與調和，確保年金體系之

財政健全之外，更透過推動私人年金之擴張，以彌補削減公共年金所造成

的所得缺口，成為改革的重要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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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理論及文獻回顧 

第一節 長期照護之意義及發展 

壹、長期照護之意義 

Sokolovsky Jay (2009)指出從華盛頓特區到墨西哥、甚至是那些有著大量老人的

亞洲國家，公民熟齡化的問題正被熱列地討論著，全球老齡化的問題儼然已提升為A

級議題…。誠如該學者所述，高齡化社會來臨，受人口、家庭結構之變化及非正式系

統之式微等因素，使長期照護成為全球高度觀注之議題，建構一套適切可行之長期照

護體制與政策，以應長期照護失能人口及被照護者之快速增加，已成為世界各國所面

臨之共同挑戰。 

根據Pratt, John R. (2004：21-22)指出，對長期照護最早提出概念且具領先地位的

學者是Dr. Connie Evashwick，該學者指出健康和社會制度宜作全面性之整合以持續照

顧，而所謂之持續照顧，是一種整合以客戶為導向之保健系統，集服務於一體之組合

機制，隨著時間推移，透過一系列全面的、心理的健康及社會服務等，引導和追踪客

戶跨越各級護理的強度。 

另外，Kane, Rosalie A.指出，長期照顧係指個體因為長期的殘疾或慢性疾病限制

了本身的能力與功能，而需要他人的照護及協助 (Kane & Kane, 1987，Kane, Kane, & 

Ladd, 1998；引自. Kane, Rosalie A.,2001：294)。吳淑瓊等學者表示Weissert（1991）

更廣義定義了長期照護之服務，可於機構、非機構及家庭中提供，而包含所有年齡層

人口、罹患慢性病者及身心障礙者，均得列為照護服務之對象 (吳淑瓊等，1998；引

自行政院，2007：19)。有關學者對長期照護的定義，綜整如下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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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學者對於長期照護之定義 

年代 作者 長期照護的定義 

1977 Brody 長期照護可提供一種或一種以上的服務，使慢性功能障

礙民眾的健康及安寧幸福(well-being)維持在最高的水

準。 

1982 Brody 對罹患慢性疾病或心理障礙者，提供診斷、預防、治療、

復健、支持性及維護性的服務。這些服務可經由不同的

機構或非機構設施獲得。 

1982 Winn 長期照護是一種範圍很廣的服務措施，可滿足缺乏自我

照顧能力的民眾長期的社會保護及醫療照顧需要。 

1987 Kane & Kane 對身心功能障礙者，在一段長時間內，提供一套醫療、

護理、個人與社會支持之照顧；其目的在促進或維持身

體功能，增進獨立自主之正常生活能力。 

1987 Weissert 長期照護的目標在增進身體、社會及心理功能，其服務

對象包含所有年齡層之人口，對具有慢性身心障礙者提

供診斷、治療、復健、支持及維持服務。 

1987 Evashwick 長期照護係對暫時性或慢性功能障礙人口提供一段長

時間的健康、社會及住宿服務，使他們盡可能維持最高

水準的自主生活能力。 

1993 Somers  對家庭、社區或機構中提供一段長時間的醫學、護理、

社會和相關服務，對象為所有罹患六個月以上的慢性病

患或失能者，包括功能性受損的個案。 

1998 Kane/Kane/Ladd 當一個人因失能(disability)而經歷一段長時間的功能困

難或不能(inability)時，所給予之持續性的幫助。 

1993 藍忠孚等 提供慢性病或失能的人口關於醫療上、個人、社會及心

理上，一段長時間（六個月）的照護服務。需要長期照

顧的個案，往往因為生理上的失能（disability），無法

執行生活必要的活動（ADL），所以不需要特定的診斷。 

1995 徐永年等 一連續性與綜合性的照護服務，其所包括的層面不僅需

有醫療體系的醫療服務，更需有社會福利與生活照護的

配合。 

1995 羅紀瓊等 提供慢性病患（生理或心理方面）或殘障者相關的醫療

服務、技術護理及個人照顧等長期性、連續性並多樣性

的健康服務。其目的在使接受照顧者恢復、維持、並增

進健康，或將其疾病和殘障的影響減少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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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作者 長期照護的定義 

2005 OECD 

(即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世

界經濟合作與

發展組織) 

參考歸納各國長期照顧政策特性後，定義如下： 

(一)長期照顧服務係以日常生活需要協助的人為對象。

(二)服務內容以各項日常生活活動的協助為主，常與復

健及醫療服務結合。(三)因高齡者處於長期慢性疾病的

風險，造成身體障礙或失智狀態，致使長期照顧需求的

比率最高。(四)長期照顧主要目的在「照顧」需協助者，

急性醫療主要目的在「治癒」疾病。 

2005 Evashwick 長期照護係針對有功能失能(functional disabilities)的人

提供長時期(extended period of time)、正式或非正式

(formal or in-formal)的健康及健康相關支持服務（a wide 

range of health and health-related support services），以達

到使個案能維持最高獨立性之目標 (the goal of 

maximizing their independence)。 

2005 林進財等 長期照護泛指對於因疾病、意外而導至日常功能部分或

全部缺乏、喪失者連續供給三個月以上之醫療與個人照

顧服務；其特質為以生活照顧為主、醫療照護為輔。 

2007 行政院 長期照護為一持續性、跨專業領域的照護概念，其服務

對象主要是以身心功能障礙之失能人口為主。 

2010 行政院衛生署 乃指先天或後天之身心功能限制且持續逾六個月，導致

日常生活之一部分或全部需由他人協助或照顧者，提供

健康照護或日常生活協助。 

2012 鍾秉正 長期照護乃是對於「缺乏自我照顧能力之人」所提供連

續性照顧服務，而服務對象通常為老年人，也會及於身

心障礙者、重症病患及末期病人，所以照護需求者可能

涵蓋各個年齡層。 

資料來源：修正自黃筱薇，2000：8-9。 

由各學者對長期照護定義之界定(表2-1)可知，長期照護服務會被迫切需要，係失

能或失智人口大幅增加所致，而主要原因雖然與人口老化問題息息相關，但少子化、

婦女就業、倫理觀念之改變，及非正式照顧機構式微等問題才是主要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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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長期照護之定義亦不難歸納其特色，大致有下列幾點 (劉淑娟等，2013：4-7) ： 

一、 以身體功能或心理功能失能的人為照護對象，以失能或失智者及其家庭為服務

對象。 

二、 對身、心功能失能之人提供長時期之照護：依據美國公共衛生服務(U.S. Public 

Health Service)之界定，該長期照護時期至少為 3 個月，惟部分學者認為該段

期間至少須達 6 個月以上。 

三、 是一種整體性、持續性之照顧：整體性照顧包括生活、心理、社會、醫療、財

務等服務；持續性照顧則是依個人健康及獨立自主之程度所適時提供的照顧，

包括各階段的各種形式照顧。 

四、 正式或非正式之健康及健康相關支持服務：前者係指透過政府或民間提供財

力、物力、資源等，有系統形成之組織或機構，包含政策、組織、法規、資源、

財務、照護模式及品質等；而後者係指由親人或朋友提供之不付費照護，亦是

建構長照體制中不可或缺之一環，惟伴隨社會價值、倫理觀念與家庭型態等變

遷，往往使非正式照護面臨各種角色衝突與壓力。 

綜上可知，長期照護涵蓋層面極廣，美國聯邦政府提到服務範圍包含診斷、治療、

復健、預防、支持與維護性等系列服務(何健民，2009：104)；行政院衛生署則指出，

應包含預防、診斷、治療、復健、支持性、維護性及社會性(曾淑英，2008：6)，雖

然不同文化、國家或社會體制，長期照護服務之界定或範疇不盡相同，惟大致上都是

配合個案及家屬個別需求，以達到持續性、整體性之照護目標，故長期照護涵蓋範圍

亦是多元而複雜的。 

貳、長期照護之發展 

劉淑娟等學者(2013:54-56)大致將我國長期照護之發展情形分為渾沌期、萌芽

期、發展期、制度建構期、資源快速發展期、成熟期等六個時期，綜整如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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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我國長期照護之發展情形 

階段 期間 健康照顧政策 

一、渾沌期 1985 年以前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兒童福利

法」、「老人福利法」及「殘障福利法」等

四項重要法案通過，奠定臺灣長期照護服務

對象及服務架構之基礎。 

二、萌芽期 1986 年~1990 年 (一) 1986 年行政院衛生署(註)推動第一期醫

療網「醫療保健計畫-籌建醫療網計畫」，

積極規劃中老年病防治工作，以及推動

居家照護工作。 

(二) 中央信託局同意試辦將居家護理納入公

務人員保險給付範圍。「精神衛生法」

公布實施，強調同時要提供機構式與社

區照顧給精神障礙者，並推動整體性與

連續性精神疾病防治工作。 

三、發展期 1991 年~1993 年 (一) 行政院衛生署推動第二期醫療網「全國

醫療網第二期計畫」繼續中老年病防治

第二期 5 年計畫，且特別強調推動復建

醫療及長期照護服務。 

(二) 「護理人員法」授權護理人員開設護理

機構；發展至此，衛生主管機關已建立

其主導之居家護理與護理之家兩類機構

之長期照護服務基礎。 

(三) 修訂「兒童福利法」及成立兒童局，明

訂政府對發展遲緩及身心不健全之特殊

兒童，須提供早期療育與醫療之特殊照

顧。 

四、制度建構期 1994 年~1997 年 (一) 「全民健康保險法」實施，並試辦安寧

居家療護納入給付，將護理之家住民納

入居家照護之給付範圍。 

(二) 行政院衛生署第三期醫療網計畫，特別

強調加強發展長期照護服務，讓需要者

可獲得持續性社區照顧；「衛生白皮書—
跨世紀衛生建設」將長期照護列為發展

重點。 



 

21 

階段 期間 健康照顧政策 

五、資源快速發

展期 
1998 年~2006 年 (一) 2000 年行政院在社會福利推動小組下成

立跨部會長期照護專案小組，推動「建

構長期照護體系三年計畫」，統籌規劃

我國長期照護藍圖。 
(二) 行政院衛生署提出「老人長期照護三年

計畫」，獎勵設置護理之家及日間照護

中心，以及擴大辦理「出院準備服務計

畫」，建立急慢性醫療與長期照護間良

好之轉介管道。 
(三) 2005 年辦理第五期醫療網「全人健康照

護計畫」，規劃健全社區化長期照護及

身心障礙醫療復健網路。 
六、成熟期 2007 年迄今 (一) 2007 年修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老人福利法」及「精神衛生法」，強

調復健服務，更將失能者之照顧者納入

照顧對象。通過「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大
溫暖社會福利套案之旗艦計畫」。 

(二) 2008 年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會同衛生

署及內政部積極規劃長期照護保險。

2009 年行政院衛生署成立「長期照護保

險籌備小組」，初步規劃全民強制納保。 

資料來源：整理自劉淑娟等，2013:54-56。 

 按行政院長期照護十年計畫之規劃，其補助項目主要計有：(一) 照顧服務(含居

家服務、日間照顧、家庭托顧)(二)居家護理(三)社區及居家復健(四)輔具購買、租借

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五)老人營養餐飲服務(六)喘息服務(七)交通接送服務(八)

長期照顧機構服務等八大項，有需求之民眾經各縣市長期照護管理中心(簡稱：照管

中心)綜合評估後，依核定結果連結相關資源，提供各項服務(行政院，2007：52-57)。

按該計畫係規劃以150~200名失能個案配置1名照顧管理專員，每5~7名專員配置1名督

導，倘以20％服務涵蓋率推估，2008年各縣市照管中心需配置302名照顧管理人力(含

267名照顧管理專員及35名督導人員)，以強化評鑑與管理機制，並滿足資源匱乏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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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使用需求之可近性，普及照護資源。 

邱啟潤等學者(2012：23-34)更進一步指出，一個理想之長期照護體系，應至少包

括下列七大面向：(一)以服務使用者為導向；(二)符合所有服務使用者的需要；(三)

認識個人獨特的需要；(四)尊重不同的文化與價值；(五)為服務使用者促進品質、尊

嚴和自我改進；(六)平衡服務使用者的權利和責任；(七)使用者可選擇服務的提供者

與輸送的方式。 

關於長期照護推行方式之討論多不勝數，惟不同財源之籌措與體制之建立，除直

接影響到政府未來之財政負擔外，更會間接影響到民眾對長期照護之認同與服務利用

之需求，我國長期照護早期係提供零星之配套措施及扶助，至目前為止雖已發展較趨

整合之看法，然而就整體而言，仍無一完整、明確且連貫之政策；尤其是主管機關、

政策立意不同等因素，使得我國目前長期照護之整體樣貌，顯得格外模糊不清；至於

財源融通方面，除了醫療部分係由全民健康保險支付外，大部分照護費用目前仍以一

般租稅為來源，編列各項社會福利支出因應。 

參、 小結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年公布之「民國10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資料顯示15，

中央政府之「稅課收入」為1,271,304,000千元，占總歲入來源之74.5％，而其中「社

會福利支出」一項預算即編列高達423,638,561千元(占總歲出22.1％)，甚至高於國防

預算，位居總歲出之冠。相較於1990之前，社福支出僅占歲出第四位而言，整體比重

及總金額之成長均相當驚人，此一趨勢顯示政府在整體社會中之重要性不斷提高，惟

社會福利支出儼然已成為最主要之財政重擔，政府如何在有限之財政收入下，實現社

會公平、正義，及兼顧資源配置效率等均是難題，下一節將介紹我國財政收入之結構

與基礎理論。 

                                                     
15 2014 年 9 月 21 日取自主計總處/政府預算/中央政府總預算及附屬單位預算 /中央政府預算簡介及

總覽/中央政府總預算，檢索網址：http://www.dgbas.gov.tw/public/data/dgbas01/103/103Ctab/103C 歲

入歲出簡明對照表.PDF。 

http://www.dgbas.gov.tw/np.asp?ctNode=41
http://www.dgbas.gov.tw/np.asp?ctNode=100
http://www.dgbas.gov.tw/np.asp?ctNode=5389
http://www.dgbas.gov.tw/np.asp?ctNode=5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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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府財政收入理論 

壹、 財政收入來源及分類 

國家為維持組織運作及發揮職能，必須消耗一定資源，惟國家本身通常未直接從

事生產活動，必須藉由政治力，強制性地徵收一部分社會資源，以滿足各方面支出之

需要， 這種收入及支出分別稱為「財政收入」（Public finance-revenue）及「財政支

出」（Public finance expenditure），係政府憑藉公權力而進行之社會產品分配。從上

開概念得知財政是一種分配關係，是一種以國家為主體、在社會範圍內集中性的分配。 

進一步來說，國家透過一定的形式和渠道集中起來之貨幣資金，係為實現國家職

能之財力保證，更是財政支出的前題；而財政支出則是財政收入之歸宿，二者構成了

財政分配的完整體系。財政收入之取得不僅是聚集資金的問題，在具體操作過程中，

取得多少、採取何種方式，關係到政府執政方針的貫徹落實，亦涉及到各方面物質利

益關係之處理，惟有在組織財政收入過程中正確處理，才能達到資源配置之目的。 

國家在取得收入的過程中，不能僅顧及自身利益，更須將必要的財力留給國民，

以發揮其積極性16。是以，在規劃財政收入時，除了注重財源是否寬廣、充分外，尚

須注意可行性及合理負擔原則，不僅要按納稅人收入之多寡、能力之強弱，採取不同

之徵收比例，更要視不同的徵稅範圍，採取不同稅率，減(免)稅等方式來實現，亦必

須能配合國家經濟發展。 

財政收入就其性質，一般可分為「非實質收入」與「實質收入」兩大類，前者如

「公債收入」與「借款收入」；後者又分為「稅課收入」與「非稅課收入」二種。其

中，稅課收入又可分為「一般性租稅」與「指定用途租稅」；而非稅課收入主要包括：

「使用者付費」、「行政收入」及「財產收入」三種(徐偉初、歐俊男、謝文盛，2012：

466)。茲將政府相關財源籌措及運用方式綜整如表2-3：

                                                     
16 2013 年 8 月 30 日取自智庫百科(wiki.mbalib.com/zh-tw/財政收入)，檢索網址：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4%A2%E6%94%BF%E6%94%B6%E5%85%A5。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4%A7%E5%B8%81%E8%B5%84%E9%87%91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4%A2%E6%94%BF%E6%94%B6%E5%85%A5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4%A2%E6%94%BF%E5%88%86%E9%85%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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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3 政府財源籌措方式一覽表 

類別 收入來源別 主要項目 財源籌措及運用方式 

一、非實質收

入 
公債與借款 我國公債分為

甲、乙二類。 
(1) 當政府租稅收入與一般經常

性收入不足以因應政府支出

所需時，運用政府信用，採債

券發行方式向購買者籌措財

源，稱之為公債。 
(2) 一般主張公債收入應限制運

用在如融通資本的改善與投

資、提振經濟景氣或融通戰

爭、動亂等特殊重大事件等支

出。 
二、實質收入 (一)稅課收入 1. 一般性租稅 (1) 國家為提供政務支出所需，或

為達成特定政策目的，而強制

向所有人民課徵，僅具共同報

償而無個別報償的主要收入。 
(2) 租稅收入中未指定用途，採統

收統支方式運用者，為一般性

租稅。(如:所得稅)。 

2. 指定用途租

稅 
租稅收入被指定用途者謂之。一

般又以收入來源與支出項目是否

具有受益關係，分為受益性及非

受益性兩種；前者如工程受益

費、菸酒中另行加徵之健康福利

捐，後者如金融保險業之營業稅。 

(二)非稅課收

入 
1. 使用者付費 一般係政府透過市場價格機能

（an invisible hand），提供具排

他性財貨或勞務所收取之費用，

故又可稱為商業收入。如我國台

糖、中油、台電等公營事業收入。 

2. 行政收入 (1) 政府基於行政權給予特定對

象特定利益，或限制特定對

象違法取得特定利益，而向

特定對象收取的費用，如規

費、罰款等。 
(2) 其中，罰款係因法令規章之

規範，故與具強制性收取的

指定用途稅，頗為類似。 

3. 財產收入 指政府持有之財產所創造的收

入，如我國的財產孳息收入、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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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收入來源別 主要項目 財源籌措及運用方式 

產處分收入、資本收回等。 

資料來源：整理自徐偉初等著，2012:466-467。 

貳、 一般租稅徵課原則 

有關「稅課收入」又稱稅賦、稅金、稅收、賦稅、稅捐或租稅收入，係各國財政

收入之主要來源，政府為提供政務支出所需，或為達成特定政策目的，而強制向所有

人民課徵之主要收入17。現代定義為：「政府為適應人民公共需要，增進人民公共福

祉，基於國家統治權，依法定範圍與方法，強制向人民或其他課徵對象徵收之財政收

入，是為稅」
18
，因此租稅具有財政收入性、政策性、強制性及共同報償性之特色，

而影響當代租稅課徵原則最深的二位學者，係分別為古典學派的亞當史密斯及歷史學

派的華格納，茲就其中心思想及課徵原則概述如下表2-4： 

表 2-4 各財政學派之租稅課徵原則 

學派(理論) 代表人物 中心思想 課徵原則 
一、 古典學派 亞當史密斯

(Adam Smith) 
(一) 個人主義 
(二) 自由市場

經濟 
(三) 國家消費

體說 
(四) 租稅中立

論 

1. 平等原則：依個人在政府保

護下所獲得之利益，依比例

負擔租稅。 
2. 確實原則：人民應繳納之租

稅之時間、地點、金額及方

法等均應確定，避免擾民。 
3. 便利原則：租稅繳納時間、

地點、方法都應使繳納者感

到方便。 
4. 節約原則：徵稅所需要的徵

課成本及行政成本最低。 
二、 歷史學派 華格納 

(Adolph Wagner) 
(一) 注重社會

全體利益 
1. 財政收入原則：租稅收入須

滿足國家經費之需求，稅制

                                                     
172013 年 8 月 30 日取自智庫百科(wiki.mbalib.com/zh-tw/稅收) ，檢索網址：http://wiki.mbalib.com/ 

zh-tw/%E7%A8%8E%E6%94%B6。 
18

2013 年 8 月 30 日取自南華大學(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第 56 期)，檢索網址：http://www.nhu.edu.tw/ 
~society/e-j/56/56-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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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派(理論) 代表人物 中心思想 課徵原則 
(二) 適當干預

經濟 
(三) 國家生產

體說 
(四) 量能課徵

原則 

之設計需要有彈性，能在經

費增加時自然增加稅收。 
2. 國民經濟原則：為避免國民

經濟發展受到阻礙，稅源應

以國民所得為課稅對象，避

免對財產或資本課稅，至租

稅之種類則應選擇不易轉

嫁，人民負擔確定，能平均

社會財富及改善所得分配

功能者為宜。 
3. 社會公平原則：基於課稅普

遍原則。 
4. 稅務行政原則：與亞當斯密

的確實、便利及節約原則一

樣。 
三、 當代租稅

理論 
 (一) 強調租稅

的 公 平
性。 

(二) 強調最適

租 稅 制
度。 

 

1. 財政收入原則：同上(略)。 
2. 稅務行政原則：同上(略)。 
3. 租稅公平原則：強調水平與

垂直的公平性。 
4. 經濟效率原則：在租稅中立

不易達成的情形下，至少要

使 租 稅 的 無 謂 損 失

(deadweight loss)或超額負

擔(excess burden)達到最低。 

資料來源：整理自徐偉初等著，2012:278-280。 

綜上可知，最適融通公共支出之財源籌措方式，往往須視支出之特性及政府所欲

達成之政策目標而定，一般而言「效率」、「公平」是最主要之訴求，亦為最常見之評

估標準；至於「效率原則」主要期透過財源籌措方式，使社會達到「最適」或「次佳」

狀態；而公平之評估則有「受益原則」及「量能原則」二項，其內涵尚包括是否能達

到水平與垂直之公平19。此外，為滿足國家經費之需求，財政收入在制度之設計上需

                                                     
19所謂「公平」，可分為「水平公平」(horizontal equity)及「垂直公平」(vertical equity)兩類。「水平

公平」：係指具有同等地位的人，應受平等的待遇，亦即指經濟能力相等的人，不論其職業、性

別、種族及階級等因素，應負擔平等之稅額，以達財政上稅負的公平性。「垂直公平」：係指納

稅條件不同之人，應負擔不相同之租稅，以所得稅而言，即所得水準較高之個人，應負擔較高之

所得稅，而所得水準較低之個人，應負擔較低之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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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具有較佳之彈性，能在經費增加時自然增加收入，如此方能使收支維持平衡，制度

得以永續發展；是以，經常性支出須以經常性收入為主要之財源，以確保財政收入之

「充裕性」，而普遍認為薪資稅20、營業稅、貨物稅及房屋稅等財源較具穩定性(王正，

1993)，稅基亦較具廣大性與普遍性。 

另外，無論就古典學派主強之「節約原則」，或是歷史學派、當代租稅理論所主

張之「稅務行政原則」，更強調課徵制度設計上必須具有「可行性」及「節約性」，以

符合徵收成本、行政成本最低之準則，如：法令規章應簡明易懂、徵納手續簡便易行、

徵收費用最少，俾稅務機關能提高行政效率，而納稅人亦能瞭解應承擔的納稅義務。  

參、 小結 

綜上可知，租稅徵課基本上應符合一、財政收入原則：以獲取充裕之財政收入，

為最首要之目標；二、經濟發展原則：租稅之課徵應注意其對經濟發展之影響，以保

持租稅中立性；三、公平原則：租稅之課徵應注意其普及性，以求垂直、水平之公平；

四、稅務行政原則：改善稅務行政、簡化稽徵手續等，以達便民、利於徵課為目標；

五、中性原則：除為了達成某種政策目的外，租稅之課徵應盡可能地保持中性原則，

使經濟行為不致因租稅之徵課而有所改變。 

然而，實務上幾乎沒有一種租稅符合全部之財政原則，以租稅能否轉嫁為標準，

尚可區分為直接稅(如：綜合所得稅、土地稅、房屋稅)及間接稅(營業稅、貨物稅、關

稅)二種；而二者各有其優缺點；以我國加值型營業稅而言，係為間接稅性質，其符

合中性、稅務行政原則，惟不論貧富均以同一比例課稅，具累退性質，違反公平原則，

且稅收缺乏彈性，易受經濟景氣波動而影響稅收。是以，為政者在制定或從事稅制改

革時應經過可行性評估，這是制定政策方案過程中的重要環節之一，亦是決策者選擇

滿意方案的依據，並關係到政策實施之成敗。 

                                                     
20 由於社會保險保險費之收取類似指定用途稅，爰薪資稅係指包含以薪資作為徵收基礎之保險費。 

http://wiki.mbalib.com/zh-tw/%E8%A1%8C%E6%94%BF%E6%95%88%E7%8E%87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A%B3%E7%A8%8E%E4%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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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社會保險基礎理論 

壹、 社會保險之財務特色 

依據憲法第155條規定：「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實施社會保險制度。人民之老弱

殘，無力生活，及受非常災害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扶助與救濟。」蓋憲法係為國家

之最高法律，人民權人民權利的保障書，我國政府為因應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全等需

要，歷年來本於憲法所賦予之權力，依循相關法律及預算法第4條第2款之規定，按預

算程序，設置各類特種基金，以辦理各項社會保險業務。 

政府按特定目的及對象所設置之特種基金21除需符合財政收入原則、財務運作

「自主性」的問題外，由於其主要收入來自於保險收入，故社會保險費率之「適足性」

相當重要，亦與支出面的含蓋範圍密不可分。據鍾秉正(2012：134-135)表示，國家在

訂定「社會保險政策」時，必須注意在人民之保障需求與公權力之侵害程度之間取得

衡平，以德國為例，在設定社會保險目的時，社會中始終有不同之意見，其主張大抵

有所謂「基礎保障」（Grundsicherung）與「生活水準保障」（Lebensstandardsicherung）

兩種；就社會法學而言，生存保障係屬社會救助制度之保障功能，其目的在形成一個

普遍而最低的社會安全網，一般均會有資產調查等配套措施；倘若將社會保險目的僅

設定在「基礎保障」，易與社會救助之功能混淆；然而當社會保險保障之水準設定得

愈高時，也代表著國民經濟負擔加重，及政府對人民基本權利之限制愈深。 

綜上，社會保險若要維持財務之「自立性」及「適足性」，其途徑不外是以「調

高保費」因應，惟不論經濟景氣是否樂觀，固定受薪階級之保費負擔愈高，意味著其

可用薪資所得愈少，雇主所負擔之保費也愈高，按照我國辦理各項社會保險之經驗，

原則上在調高保險費率時均會引發國人反對之聲浪，以及遭致民意機關之制衡，而政

府為了維持社會保險能順利運作，往往在妥協下，又以其他財政收入挹注財務缺口，

                                                     
21依預算法第 4 條規定略以，稱基金者，謂已定用途而已收入或尚未收入之現金或其他財產。基金

分二類︰一、普通基金︰歲入之供一般用途者，為普通基金。二、特種基金︰歲入之供特殊用途

者，為特種基金，其種類有︰營業基金、債務基金、信託基金、作業基金、為特別收入基金、資本

計畫基金。特種基金之管理，得另以法律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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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成本完成轉嫁予全民吸收，不僅衍生了稅賦負擔上的不公平，亦與政府冀望以開

辦社會保險之方式，來降低社會福利支出、減輕財政負擔之目的相悖。 

鍾秉正(2012：145)更進一步表示，就理論上來說，社會保險財務之運作未若商

業保險，必須依據風險發生率提存完全之責任準備金，用以確保被保險人未來得受給

付之權利。其關鍵在於社會保險係一種法定強制性的「永久互助福利制度」，藉由被

保險人不斷加入，可確保保費來源不虞匱乏；原則上，短期性之社會保險，只要保費

收入足以因應「當期保險支出」即可；反之，長期性之社會保險，則較注重準備金之

提存。此外，年金保險之財務模式尚可大致區分為：「儲金制」及「賦課制」兩種；

前者又稱為「準備提存制」（funding），亦即保險人必須提存大量準備金以因應「將來」

給付所需，如此一來雖可滿足被保險人之安全感，惟被保險人在保險制度實施初期即

須負擔較高之保險費。另外，值得觀注的問題是，長期累積下來的龐大基金，在管理

及運作上均十分不易，尤其更無法抵擋通貨膨脹所造成的貶值影響。因此，目前以完

全儲金制作為社會保險財務機制之國家，大致只見於新加坡。 

至於「賦課制」又稱「隨收隨付制」（pay as you go），社會保險的財務收支狀況

僅須維持「現在」之收支平衡即可，爰保險人幾乎無須提存責任準備金，僅須維持一

至數個月必要支出的「意外準備金」（Schwankungsreserve）。然而，為免因為政治或

經濟等因素無法迅速反應，賦課制財務更要經常面臨保險費率調整的問題；此外，該

財務制度也往往受到人口結構老化之影響，其結果將使得被保險人保費負擔愈來愈

重，否則即必須調降給付額度予以平衡收支。 

貳、 社會保險徵課原則 

我國開辦之社會保險制度大致具有以下兩個特色：(一)因應特殊之歷史因素與政

治環境，而發展出多元的社會保險體制，包含普及式保險及綜合性職域保險二種；(二)

政府在保費補助、負擔行政費與撥補虧損上均扮演重要角色。爰此，鍾秉正（2012：

135-144)主張社會保險該具備：(一)強制保險原則(二)基本生活保障原則(三)保險對價

性原則(四)社會適當性原則(五)財務自給自足原則。此外，該學者亦引述了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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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之觀點，表示政府在擬定社會保險政策時，要特別慮及對整體經濟及公平與效率

之影響，更要能配合經濟適時修正政策、注重事故移轉而非所得移轉、以重大損失補

償機制為原則(鍾秉正，2012：135-137)，相關內容略述如次： 

一、 社會保險之於整體經濟的影響 

大體來說，採社會保險國家較重視被保險人需求上之滿足，比較容易忽略在

社會保險實施後，該制度對於國家經濟所產生之正、負面之衝擊與影響。實際上，

社會保險表現在總體經濟上即是國家「社會預算」所佔之比例；此外，保險給付

在個別經濟體上也有一定之「社會產值」， 透過保費收入與給付之分配過程，形

成一種「經濟循環」，關係密切。 

二、 保障、公平與效率的關係 

社會保險之所以成為社會福利政策中之主要手段，主要係相較於其他社會救

助、社會促進…等社會福利制度而言，較具公平性及效率性；惟施行時，比起商

業保險負擔之公平性而言，社會保險往往又因為注重需求保障等因素，有時候卻

又必須犠牲個別之公平性(如對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及少數民族之補貼)，甚至

無法考慮到效率面之問題。 

三、 配合經濟變動而修正保險政策 

社會保險之實施，在每個國家皆有其歷史沿革、特殊性、社會性及發展趨勢，

例如：我國社會保險早期採「團體保險」之模式運作，就個別職業團體分別設置

「綜合性保險」。爾後，隨著全民健保之開辦，以及失業保險從勞工保險中獨立設

置後，逐漸傾向於「全民化」、「單一化」之保險保障，故社會保險通常會隨著國

家經濟發展而有所變遷與調整。 

四、 注重事故移轉而非所得移轉的原則 

社會保險通常會強調具有「所得移轉」之功能，惟既為保險即應以「保險事

故」或是「損失」發生，作為保險給付之前提，即不宜過度強調所得移轉，俾與

租稅制度「所得重分配」之角色作為區隔，例如：我國的全民健康保險較之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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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年金式之保險，有顯著之重分配效果，繳交相同保費的被保險人，其實際接受

保險給付之「價值」並不相同；反之，其他年金保險所呈現的，則是一種代際間

的所得重分配。因此，不同社會保險制度所造成之效果亦存有個別差異性， 

五、 重大損失之補償機制 

茲因社會保險制度之給付並不強調「損失原因」及「責任」等問題，故容易

引發「道德危險」而導致資源浪費的現象。例如，全民健康保險之醫療給付，並

不考慮當事人損害造成的原因、甚至不問亦不論是否有故意或過失之責，為了避

免造成保險財務負擔過大，我國全民健保實施之後，除了「部分負擔」之機制外，

近來有些學者更建議將較小之損害事項，責由個人自行負擔，以避免民眾濫用醫

療資源。 

參、 小結 

據真理大學羅白櫻、謝文盛(2010：49) 二位財經學者，利用 1956 年至 2010

年財政統計年報之國內總體經濟變數資料，進行實證分析後發現，直接稅中之綜

合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土地增值稅等三項稅收對經濟成長為負向影響；其

中，又以綜合所得稅之負向影響大於營利事業所得稅與土地增值稅；而消費稅中

之關稅、貨物稅、營業稅…等間接稅，則對經濟成長有正向之影響。從實證結論

可知，對所得課稅將不利於所得分配、勞動供給、國民儲蓄與經濟成長，因此該

二位學者也建議政府，在稅制調整方面可以考慮降低直接稅之比重。 

蓋政府欲以開辦社會保險方式籌措財源，在設計上係以薪資為徵課基礎(同勞

保、健保)，被視為薪資稅之一，然而薪資所得又占綜合所得稅之大宗，倘以上開

實證結果推論，則以薪資為課徵基礎之社會保險，亦應對經濟面有相當程度之負

面影響。其實，長期照護財源籌措機制，就經濟面、政策面而言，在設計上乃是

一項高難度之給付行政，不論以一般租稅支應，或是以開辦社會保險作為財源，

政府一方面須配合國情及社會福利發展趨勢，另一方面又要評估、分析實施後對

國民經濟之衝擊與影響，尤其更須考量是否合乎憲法上之侵害界限，更應該就我

國過去實施各項社會保險之財務經驗為殷鑑，當知錯誤之決策比貪污更可怕，政

府更應審慎規劃長照相關財務機制，方不致引發國人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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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方法 

壹、 研究架構 

從本研究相關文獻探討中得知，政府財政收入來源種類及細項繁多，復加上

以社會保險方式為籌措財源之保險收入，其中政府須負擔之比例又不盡相同，收

支結構上可謂更加錯綜複雜；惟長期照護財源不論以一般租稅因應、搭配現行租

稅改革，或是附加於全民健康保險辦理，甚或是開辦單一長期照護保險因應之，

均是牽一髮而動全身。而除了參考他國實施經驗，以及考量是否符合財政收入原

則外，更宜審慎評估對民生、經濟發展、政府財政之影響，制訂較合理之財務機

制，採取較可行之方式辦理，才是人民之福祉。本研究架構整理如圖 2-1： 

 

 

 

 

 

 

 

 

 

 

 

圖 2-1 研究架構(本研究自繪) 

 財政收入原則 

充分性、公平性、效率

性、可行性及財政運用

之彈性 

 民生經濟現況 

國民經濟發展、所得

分配情形及目前各項

社會保險負擔情形 

 政府財政狀況 

我國財政狀況、債務

舉借等情形 

 先進各國長期照護財

源籌措情形及實施經

驗 

 國內學者研究建議 

較適合我國長

期照護財源籌

措方式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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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方法 

本論文之研究方法主要採文獻探討法、次級資料分析法及比較分析法，分述

如下： 

一、 文獻探討法：包括國內外相關書籍、期刊、研究報告、論文及出版品等蒐集，

並加以研閱。 

二、 次級資料分析法：包括蒐集我國政府機構調查報告、統計資料及先進國家對

長期照護保險制度之現況、財源籌措方式、給付範圍等資料，予以分析比較。 

三、 制度比較法：包括從先進國家對長期照護財源籌措情形或改善經驗中，加以

比較分析。 

本研究將運用上述方法，再參酌我國人口、政治、經濟、政府財政狀況及社

會保險安全體系現況等情況，歸納出較為適合可行之財源籌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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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各國長期照護財源籌措方式 

面臨人口結構高齡化、疾病型態慢性化而導致之失能人口日益增加，加上社會少

子化問題嚴重、傳統家庭功能又日漸式微時，各國政府對於衍生之長期照護需求等議

題，或以人性關懷之角度出發，或為了減少失能者及其家屬對專業醫療機構之依賴，

各國之照護政策大致以「在地化」、「社區化」、「專業化」作為發展目標之順序，並倡

導「在地老化」優先之理念22；惟為因應人口老化所帶來之財政負擔，各國在財源籌

措方面，或因國家財政情況不同(財政盈餘或赤字)、文化背景差異、福利制度規劃不

同、國民經濟發展快慢等因素，有各式不同之作法，衡酌福利政策發展過程中，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23）

先進各國有其文化傳統淵源與福利哲學背景，故該等國家在財務機制上之因應方式及

經驗，自然也成為其他國家重要之借鏡或參考指標。 

目前，就OECD會員國而言，長期照護財源籌措方式亦不盡相同，有納入公共體

系照顧，建構獨立之「長期照護保險制度」來執行照顧政策之國家，如：德國、荷蘭、

日本等國家；亦有以租稅融通方式來提供長期照護相關支出之國家，如:瑞典、瑞士、

美國、英國…等，目前仍佔大多數。茲就各先進國家財源籌措、後續實施及改革情形，

綜整說明如次，冀望借鏡各國之實施經驗，探討我國開辦長期照護保險之可行性。 

第一節 社會保險方式 

壹、 荷蘭 

                                                     
22 2013 年 8 月 30 日取自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物理治療系暨研究所/老人暨長期照護學程/設置宗旨，
檢索網址 http://wecare.pt.ntu.edu.tw/about.html。 
23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於 1960 年成立，目前共有 34 個成員國，分別為：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捷克、丹
麥、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匈牙利、冰島、愛爾蘭、義大利、日本、韓國、盧森堡、墨西哥、
荷蘭、新西蘭、挪威、波蘭、葡萄牙、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國、美國、智
利、愛沙尼亞、以色列、斯洛文尼亞。該組織是先進國家聚會談論國際經濟事務之論壇，經過意見
交流以使會員國間能相互瞭解彼此採行政策所產生之影響，透過溝通協調以促進全球經濟持續成長
及健全發展。2013 年 8 月 30 日取自維基百科(zh.wikipedia.org/zh-tw/已開發國家)，檢索網址：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B%8F%E6%B5%8E%E5%90%88%E4%BD%9C%E4%B8%8E%E5
%8F%91%E5%B1%95%E7%BB%84%E7%BB%87。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76F8%u4E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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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護保險可謂濫觴於荷蘭，其1967年通過之特殊疾病成本法(Algemene Wet 

Bijzondere Ziektekosten；以下簡稱AWBZ)，並於1968年1月1日生效，為一全民社會保

險制度，荷蘭長期照護保險並不隸屬於健康保險，而是自成一格之獨立社會保險，提

供了長期照護保險，同時提供重大疾病醫療照護，是一種強制性、全民納保之社會保

險制度。  

依據AWBZ規定，被保險人要求使用照護服務時，端視其是否真正有照護的需求

面而定，依據量能原則收取保費，15歲以下或15歲以上無課稅義務者不需繳納保費；

在財務機制方面則採「隨收隨付制」(Pay-as-you-go)的財務方式辦理，並無財務提存

準備(funding)，主要係透過保費收入、政府稅收補貼，其投保金額計算基礎為「薪資

所得」加計「其他所得」後，再扣除「利息支出」(類似所得稅以淨額課徵之概念)，

有一定雇主者，和其他國民保險一起由雇主扣繳，並隨所得稅繳納 (行政院經濟建設

委員會，2009) 。 

據學者林美色 (2011，96-98) 表示，當照護支出增加時，荷蘭政府多以提高保費

率，徵收更多之保險費因應，以該國1968年實施當年保險費率僅為薪資水準之0.41

％，至1998時保險費率已上升至9.6％，三十年間漲幅約為30倍。而2000~2002年時保

費已超過10.25％，至2005年甚高達13.45％，調幅驚人，2008年時保險費雖微幅下降

至12.15％，惟如此高的保險費率在荷蘭國內引起反對聲浪，尤其做為政府政策諮詢

機構之荷蘭公共衛生及健康照護委員會(RVZ)一再向衛生福利及體育部提出廢除

AWBZ之建議。縱使保險費率已不斷調漲，然而一般特殊疾病成本基金24(AFBZ)2009

年度赤字仍高達33億歐元(相當於新台幣1,288億)，預估未來仍將持續出現赤字，更有

持續調高保費之虞，長期照護保險目前是荷蘭政府面臨最棘手的問題。 

貳、 德國 

德國在長期照護保險的立法過程中討論時，曾經出現過「社會保險」、「聯邦照

護」、「私人照護」等三種模式，其中「聯邦照護」強調由稅收支應長期照護所需之經

                                                     
24荷蘭之 AFBZ 之主要收入來源為 AWBZ 徵收之保險費(AWBZ-prem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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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而「私人照護」則主張由投保人與保險人契約約定給付之範圍。經過朝野前後討

論長達二十年後，終於在1994年4月確定採取社會保險模式，由聯邦議會通過長期照

護保險法(Pflegeversicheungsgesetz)明文規定法定長期照護險作為社會保障之新類

型，同時自健康保險給付項目中刪除重度照護需要給付，改由長期照護保險支付，使

該保險在健康保險、法定意外險(職災)、年金保險、失業保險外，成為社會保險之第

五大支柱(周麗芳，2000：109)。德國成為繼荷蘭之後，以社會保險方式解決長期照

護問題之國家；盧森堡亦於1998年跟進採行（Köstler,1997）。 

2008年，德國首度對法定長期照護保險進行改革，公布了照護繼續發展法

(Pflegeweiterentwicklungsgesetz)，以期保障和繼續發展照護之品質，主要的內容為增

訂治療的照護，以擴大有照護需求之族群。此外，考量人口老化及少子化的倒金字塔

人口結構愈來愈嚴重，及社會長期照護險對年輕世代造成世代轉嫁的問題，以及國家

未來須支出龐鉅的財政負擔，2012年3月聯邦議會再通過照護重新調整法(Gssetz zur 

Neuausrichtung der Pflegeversicherung)，鼓勵國民另外補充一個額外之長期保護險，

倘若被保險人自願投保一個額外的私人長期照護險時，每年可獲得保險金60歐元的額

外補貼，更明文規定保險公司不得因被保險人健康為由而拒絕其投保 (陳麗娟，

2014：29) 。 

有關德國長期照護保險係其任務及責任委託給主要之公法人組織體，以減輕國家

的負擔，由社會保險主體在國家監督之下完成調控任務，倘若保險主體無法完成任務

時，國家始可直接介入調控。林美色(2011，198-199)表示德國法定照護保險主要針對

照護機構之財源作規範，機構財源收入主要來自於被保險人繳交之照護保險費(含被

保險人、雇主與第三人繳納之保險費)，另外一方面來自於政府的補助，財務處理方

式採「隨收隨付制」；至於法定照護保險之保險費率，自1995年實施之初的1％，至2004

年國會修法後，因考量有子女之被保險人家計負擔較無子女之被保險人重，因此對前

揭被保險人之保險費率分別調漲至1.95％及2.20％，預估該保險費率將維持至2015年。 

相較於荷蘭長期照護保險費率年年攀升之情形，德國似乎控制較為得宜，然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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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係僅就保險費率之調控作為比較；尚未加入德、荷二國政府對於機構補助、個人補

貼(如：德國對個人額外投保長期照護險時之補貼)及稅式支出等因素考量，至於給付

項目內涵、品質及被保險人自負比例等因素雖然與保費息息相關，惟因缺乏相關數

據，亦未在探討之列。 

參、 日本 

1995年日本厚生省老人保護福祉等議會通過「有關新高齡照顧系統之確立」(中

期報告)之政策建議，體認到日本有建立老人照護新制度之必要性(詹火生，2005)，1997

年乃通過「照顧保險法」，明文訂定日本介護保險制度於2000年實施，該保險制度的

設立是基於共同體的理念，對於因高齡伴隨而來之老衰或特殊疾病而需要照顧的人，

藉由全體國民的相互支援，提供適切之醫療保健或服務，介護保險制度被保險人分為

兩類，65歲以上高齡者為第一號被保險人，40歲以上未滿65歲之國民為第二號被保險

人。 

日本介護保險的財源介護保險財源50％來自於稅金收入，總支出除了10％由使用

者負擔外，其餘90％由稅收及保險費各分攤一半，在政府稅收50％當中，國庫負擔以

2：1：1分攤，中央負擔25％；都道府縣負擔12.5％；市町村負擔12.5％。在保險費的

部分，需負擔保費者為65歲以上老人(第一號被保險人)，負擔比例約為20％，至於 

40-64歲民眾(第二號被保險人)，因尚有工作能力，所以負擔比例為30％（蔡文輝，

2009）。 

介護保險的保險人為市町村25等地方自治團體，服務提供者可分為居家照護服務

提供者及機構照護服務提供者。因各市町村人口數、照護機構數、被保險人人數不同，

被保險人所需繳納之保費亦不一致，而原則上高所得者之保費負擔亦較低所得者為

高。此外，保費之徵收方式又因年齡而異，第二號被保險人之保費隨國民健康保險或

                                                     
25 町是日本行政區劃名稱，如：府中町、八丈町、奧多摩町等；行政等級同市、村，相當於中國的

鎮。市町村（日語：しちょうそん）為日本對於市、町、村等「基礎自治體」（基礎的地方公共團

體；根據日本《地方自治法》第 2 條第 3 項）的總稱，也是日本最底層的地方行政單位。其上有廣

域自治體的都、道、府及縣等地方公共團體。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4%BA_(%E8%A1%8C%E6%94%BF%E5%8D%80%E5%8A%8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8%A1%8C%E6%94%BF%E5%8D%80%E5%8A%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A%9C%E4%B8%AD%E7%94%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B%E4%B8%88%E7%94%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A7%E5%A4%9A%E6%91%A9%E7%94%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5%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8%AF%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4%BA_(%E8%A1%8C%E6%94%BF%E5%8D%80%E5%8A%8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9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F%BA%E7%A4%8E%E8%87%AA%E6%B2%BB%E9%AB%94&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6%96%B9%E6%94%BF%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6%96%B9%E6%94%BF%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6%94%BF%E5%8D%80%E5%8A%83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B%A3%E5%9F%9F%E8%87%AA%E6%B2%BB%E9%AB%94&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B%A3%E5%9F%9F%E8%87%AA%E6%B2%BB%E9%AB%94&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3%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1%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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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投保之健康保險一起徵收。 

據黃慧雯、劉淑惠、白玉珠(2010：77)之研究發現，日本介護保險制度的開發，

係受到年代福利多元主義思潮之影響，特別強調國家福利角色之縮減，及福利供給之

分權化，與民間福利組織力量之參與，故日本介護制度雖屬國家立法之強制社會保險

制度，惟實際提供介護服務的，仍為民間老人福利機構，政府(中央與地方政府)主要

功能與角色，僅止於籌措介護保險之相關財務。 

1995年4月制度初始時保險費率為1％，半年後導入機構照護之際，保險費提高為

1.7％，之後保險費每隔三年調整一次，據李世代等(2009：42-44)研究以第一號被保

險人為例，被保險對象計分階分級收費，其分級保險費率為0.5％至1.5％不等，

2003~2005年計分為5階，平均每人約年繳保險費日幣40,000元左右；2006~2008年計

分為6階，平均每人約年繳日幣50,000元左右；2009~2011年計分為八階，平均每人約

年繳日幣61,500 左右。第二號被保險人（40~64歲）被保險人介護保險給付提撥金的

總額=（全國市町村所需的照護服務費總額×30％÷全國第2號被保險人總數）×各醫療

保險的第2號被保險人數。故2003年、2009年之健康保險均為8.2％，而介護保險費率

則分別為0.89％及1.12％，並隨健康保險一起徵收。 

第二節 租稅融通方式 

壹、 瑞典 

瑞典為三級行政劃分，分別為中央、區域及地方，在長期照護之於老人、殘障者

之健康護理及照顧政策上，權責如次：一、中央主要負責立法及財政支出之控制；

二、 區域(或稱郡政府)計有21個，主要負責提供健康及醫療服務；三、 地方(或稱自

治市)計有290個，主要負責居家各項護理服務 26。因為郡政府及自治市分別負責兩類

服務且分開提供，產生了協調聯繫困難，造成服務無法持續；此外，又因郡政府負擔

                                                     
26 2014 年 8 月 1 日取自臺灣服務貿易商情網/國際醫療/商情新聞/瑞典長期照護產業，檢索網址：

http://www.taiwanservices.com.tw/org2/1/news_detail/zh_TW/3367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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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照護服務成本，自治市不願以自有經費提供居家照護，故試圖把照護責任推給對

方，形成老人超長住院盛行，不僅無法回家生活，更造成照護經費上揚(吳淑瓊等，

2001：61)。茲因該國二次大戰後至1980年代經濟基礎良好，故醫療照護及社會服務

多由公共部門負擔。 

然而全球人口老化現象加上經濟的緊縮，各國皆開始擬定新的社會政策，瑞典亦

不例外。1982年、1983年分別通過社會服務法（Social Service Act）、健康及醫療照

護法（Ｈealth and Medical Act），賦予國民權利，國民在身體需要時，有權利主張獲

得日常生活協助，獲得健康醫療照顧之權利(莊豐溪，2011：90)；惟老人照護是一項

沈重的負擔，而服務接受者通常僅付實際成本中極少之比例，又每個自治市有權決定

其老人照護之價格；結果，獲得相同照顧類型之服務接受者發現其付出的價格不同，

甚至在同一自治市內也出現同樣情形 (吳淑瓊，2001：61)，不符受益原則及公平原

則。 

如前段所言，瑞典長期照護財源雖由「全民健康保險」及社會福利負擔，然資金

來源大多為稅賦，不景氣時，自得縮小給付範圍，把居家照護用於最需要者身上，這

表示原有部分人口在經濟景氣時期（稅收充裕），可享有之使用權變小了，但是否也

意味著原有的部分是過度滿足了 (莊豐溪，2011：91)，該筆者提出了不同面向之論

點。 

瑞典長期照護服務大部分（佔80％）由自治市向當地居民徵收的稅來負擔，少部

分則是由中央補助，自治市在預算壓力下量入為出，以最經濟方式提供服務，倘從1965

年至1999年使用機構式及居家式服務之趨勢觀察，發現老年人口持續增加，但自治市

服務之範圍卻逐漸縮小，顯示服務提供的範圍與速度與老年人口增加的速度不一致

(吳淑瓊，2001：61)，這似乎也說明了以稅收作為財源，供給容易受景氣波動而影響。 

貳、 美國 

相較與我國之全民健康保險採社會保險制，美國的醫療開支一般由民營的醫療保

險公司負擔，聯邦政府僅提供老人與低收入窮人的醫療保險；雖然2009年美國國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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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健康保險改革法案，其中要求民眾應於2014年前加保之規定，惟該法案引發多個州

政府提起違憲訴訟，是以，美國是否是保持自由市場或是轉向社會保險制，仍待觀察。 

由全民健康保險在美國仍屬自由市場機制可窺知，其長期照護政策亦極具「福利」

色彩，對殘障老人照護亦多與與貧窮老年救助密切相關，直至1935年「社會安全法」

(Social Security Act)通過後，老年照護政策方不再侷限於貧窮老年人口，更能普及一

般老年人口在經濟安全、醫療保健與社會服務方面之需求(葉秀珍，2000：31)。此外，

據林其毅探討「長期看護保險制度與推動之研究」(行政院金融管理監督委員會，

1999；引自林其毅，2013：17-18)表示，美國政策一向強調最少干預、強調個人主義，

中央政府2006年稅收收入佔GDP的比例為33％，相對於OECD國家平均38％，係採取

較低的稅收，是以，美國政府並未有一完整之照護系統或保險計劃，僅依賴一套私人

和政府共同提供資金的保險制度，因此在美國健康保險的保費十分昂貴，特別是含家

庭成員的保險，大部分的上班族健康保險係由雇主負擔，作為企業聘用員工的一項福

利。 

美國長期照護所需費用之主要來源有四項，分別為：「病患自行付擔」

（out-of-pocket payment）、「私人的長期照護保險」（private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社會醫療保險」(Medicare)、 「貧窮補助醫療保險」(Medicaid)；其中，「社會醫療

保險」屬於全國性醫療保險計劃，具有社會保險性質，主要在於提供老年人與殘障者

醫療保障，財源有部分來自於薪資稅課徵，部份來自於自志願性投保。該方案係由聯

邦政府執行，一般大多透過合約方式交由私人保險公司執行(OECD，1996)，美國公

民無需購買社會醫療保險，只要超過65歲就自然符合資格，就能享受該醫療福利。 

另一項「貧窮補助醫療保險」則是由州政府執行之醫保計畫，服務對象主要為低

收入孕婦、低收入戶 19 歲以下的兒童、具有子女未滿 19 歲的低收入人士或殘疾人

士。根據統計，僅有不到5％的老年人擁有私人長期護理保險，對沒有私人保險亦無

醫療保險涵蓋長期護理的失能老人必須依靠自己的資源，當這些資源被耗盡，只得轉

向醫療補助來支付長期護理，因此Medicaid是公共財政的長期照顧老人的主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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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ener and Stevenson，1997)。 

第三節 其他方式 

長期照護服務支出除了以一般稅收及社會保險方式籌措財源外，政府尚得修訂稅

法，以租稅減免或補貼等方式，鼓勵個人自行儲蓄或購買商業年金保險，(行政院經

濟建設委員會，1996：6-8)，用來支應長期照護可能發生之費用，亦不失為可行之道。 

以新加坡為例，並無專為長期照護設計之福利制度，惟相關措施約可溯及於1955

年創立之公積金制度(Central Provident Fund)，其施行之醫療保障制度，主要是在政府

的主導下，實行保健儲蓄（Medisave）、健保雙全（Medishield）和保健基金（MedisFund）

的「3M計劃」，根據王勤(2007)之研究，說明如下： 

一、 保健儲蓄計劃(Medical Savings Accounts, MSAs)   

 它是新加坡中央公積金制度中主要的醫療保障計劃，1984年4月公積金局推出保

健儲蓄計劃，並設立了會員的保健儲蓄帳戶，該計劃允許會員動用公積金之存款，支

付個人或直系家庭成員醫療費用。此外，公積金帳戶中分為「普通帳戶」(Ordinary 

account)、「保健儲蓄帳戶」(Medisave)和「特別帳戶」(Special account)。其中「普通

帳戶」可提供買房、各類特准投資、支付高等教育費以及為父母填補退休帳戶；「保

健儲蓄帳戶」供會員及其直系家屬在當地的醫療費用，主要支付公立醫院和獲准私人

醫院之住院費及某些門診費（如B型肝炎疫苗注射、洗腎治療、放射治療、化學治療、

艾滋病藥物治療、人工受孕以及首三個孩子的分娩費等）；「特別帳戶」主要用於老

年、意外事故及退休養老。在保健儲蓄計劃下，公積金會員每月須把部分的公積金存

進保健儲蓄帳戶。年齡在35歲以下的會員，每月將月薪6％撥至保健儲蓄帳戶的公積

金；年齡在35－44歲和45歲以上者，比例分別提高至7％、8％。據統計，每年有超過

22萬名會員動用其「保健儲蓄帳戶」的存款支付醫療費。  

二、 健保雙全計劃(Medish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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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7月公積金局實施了健保雙全計劃，這是「重病醫療保險(Medishield)」，

它允許會員以公積金保健儲蓄帳戶之存款投保，確保會員有能力支付重病治療和長期

住院的費用。1994年7月，公積金局又推出增值健保雙全計劃（Medishield Plus）。它

與健保雙全計劃相類似，惟投保者須繳付之保費和理賠金額均較高，可讓其接受收費

較高的醫療護理。到2006年7月，參與健保雙全計劃的人數高達275萬人，佔新加坡人

口的76.5％，大約有9成的工作人士投保健保雙全或動用保健儲蓄支付醫療保險。  

三、 保健基金(Medifund) 

保健基金是新加坡政府於1992年為貧窮的國民所設立的一項「貧戶醫療基金」，

它是在保健儲蓄和保健保雙全均無法提供保障的情況下的最後一道「安全網」。該項

投資所得每年分派給公立醫院，專門協助貧窮的國民支付在公立醫院的醫療費用。需

要此項醫療援助的患者可以通過其接受治療的醫院的醫務社會工作者提出申請，有關

醫院的保健基金委員會將根據現有的援助準則和申請者的經濟狀況來決定援助的款

額。 

 實施「醫療儲蓄帳戶」主要目的，係藉由加重個人於醫療使用上之責任，讓被

保險人有強烈動機保持健康，以及對醫療支出謹慎為之，策略性導正病人非必要就醫

之壞習慣，以減少不必要之醫療浪費；此外，它避免了一般社會保險(如：我國全民

健康保險)，民眾存在著不用白不用的心態，因為在醫療儲蓄帳戶制度中，所省下的

積金是自己的，可以存起來以備未來不時之需。透過該機制使醫療資源能作最有效之

運用，對於醫療支出之管控亦有顯著、相當之成效。 

第四節 小結 

就前揭各國對長期照護財源籌措方式及實施情形看來，同樣採取社會保險方式

為財源籌措的國家，其辦理之情況亦大不相同，如最早開辦的荷蘭，其保險費率之

控制上似不如德國及日本，甚至財政收支在保險費率已屢創新高下，仍然出現短絀

之情形，其究係肇因於失能、失智人口迅速攀升，或是保險給付項目涵蓋範圍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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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有審核過於寬鬆，導致支用有浮濫之情…..等因素，囿於相關論述有限，尚無法

確切得知，值得深入考察研究外；縱使以一般租稅支應長期照護財源之瑞典，因為

每一個自治市(類似我國地方政府)有權決定老人照護之價格；使獲得相同照顧類型

之服務接受者，其付出之價格卻不相同，顯然有違受益原則；又因該國各級政府之

間互相推諉，造成醫院或護理之家機構式照顧服務增加，大多數老人無法回家自己

生活，不僅使「在地老化」、「去機構化」淪為口號，亦造成照護經費不斷上揚，未

來我國不論以一般租稅或是以社會保險方式作為財源，均應引以為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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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長期照護財源籌措可行方式 

第一節 我國目前長期照護政策實施情形 

有鑑於我國近年人口老化快速，按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核定本(行政院，2007)

所定義的照護對象計有：65歲以上老人、55至64歲之山地原住民、50至64歲之身心障

礙者、僅IADLs27失能且獨居之老人等五大類，倘以上開服務對象推估，我國長照服

務需求人口數，2007年為245,511人，2010年為270,325人，2015年為327,185人，2020

年為398,130人，為確保將來國人於失能、失智時之經濟安全及生活保障，相關制度

之整合與建置刻不容緩；尤其是慢性病與功能障礙之盛行率亦呈現急遽增加之情形，

而這些身心障礙者或缺乏自我照顧之能力，或造成家庭沉重之負擔，或衍生其他社會

問題(如:棄養)，亟需政府介入照護，惟我國現有政策卻得零散而片段，未能周延且整

合制度之規劃以因應。 

根據吳淑瓊、呂寶靜、盧瑞芬、徐慧娟、簡加奇(1998)研究發現，我國目前之長

期照護主要有下列十項問題28：（一）長期照護業務分屬社會福利與衛生行政體系，

統籌、協調與管理困難；（二）供需產生失衡，人力與設施資源嚴重欠缺；（三）居家

與社區服務支持之匱乏，無法落實居家化、社區化之照護理念；（四）家庭照顧者獨

撐長期照顧責任，負荷至鉅；（五）長期照護病人超長佔用急性病床，浪費急性醫療

資源；（六）全民健保支付制度給付慢性病床，並未嚴格控制急性病床住院日，助長

超長期佔用急性病床之問題，導致倚賴機構服務之情形增加；（七）未立案之安養中

心快速增長，服務品質堪慮；（八）長期照護機構規定與標準設立不當，又分屬不同

行政體系，造成多類機構功能混淆不清，發展、管理不易；（九）缺乏制度化之財務

支持，造成個人及家庭之經濟危機；（十）衛生行政體系核准大型機構設立，引導我

國長期照護朝向機構化、集中化趨勢發展，與世界主要國家方向背道而馳，亦無法增

                                                     
27 IADLs 是與環境有互動的活動，由 Lawton 及 Brody 於 1969 年所發展，用於評估較為複雜的社會

生活及獨立生活能力的日常生活活動指標。共 8 項，計分方式為 1 或 0 分，分數越高表示依賴性越

低(男性個案不需要評估煮飯、洗衣及做家事，故總分為 5 分)。  
28 2014 年 10 月 1 日取自政大機構典藏，檢索網址: 
http://nccuir.lib.nccu.edu.tw/bitstream/140.119/42775/1/532410415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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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功能障礙者獨立自主的生活能力。 

考量資源開發之有限性，推動之急迫性，爰我國大致上參照日本(採取社會保險

制度之國家代表)及英國(採取稅收制度之國家代表)兩個國家實施經驗為借鏡，以及參

考已開發國家長期照顧政策之發展趨勢，於2007年訂定「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大

溫暖社會福利套案之旗艦計畫」核定本，並將我國長期照顧制度、規劃原則與實施策

略等，納入該白皮書內；按該白皮書之規劃說明，在發展長期照顧服務資源方面，將

採「引進民間參與」之實施策略辦理，即透過民營化策略中之購買服務(政府採購)方

式鼓勵民間參與，此外也透過補助方式鼓勵相關資源之建置，爰2007年可謂是長期計

畫的巨擘點。 

第二節 我國目前已開辦之社會保險及財務情形 

按行政院所研提之十年長照計畫，未來擬開辦以單一獨立之社會保險為財源，

就不得不一併採討我國目前已實施之社會保險究竟有哪些，而被保險之對象、負擔保

費情形，保險給付範圍及其財務經營現況又是如何，或者可輔以探究就我國目前經濟

現況，倘再獨立開辦單一之長期照護保險是否適當？茲整理說明如表4-1及4-2。 

表 4-1 我國目前已實施之社會保費及保險負擔情形表 

保險名稱 保險對象 
保險費負擔情形 

保費計算標準 法定保費費率 
(現行保險費率) 負擔比率 

一、公教人員保

險 
(一) 公教人員、公

立學校教職
員 

「每月保險俸
(薪)給」(即為每
月「本俸」或「年
功俸」)。 

依公教人員保險法
第8條規定，費率為
7％~15％ (現行保
險費率：8.25％)。 

1. 公教人員 :被保險
人自負35％、政府
負擔65％。 

(二) 私立學校教
職員 

2. 私校教職員：被保
險人自負35％、政
府及雇主各負擔
32.5％。 

二、軍人保險 (一) 志 願 役 軍
官、士官及義
務役軍官 

「保險基數金
額」(即為被保險
人的月支薪俸)。 

依軍人保險條例第
10條規定，費率為3
％~8％ (現行保險
費率:8％)。 

1. 被保險人自負 35
％、政府負擔 65
％。 

(二) 義 務 役 士
官、士兵 

2. 政府全額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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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名稱 保險對象 
保險費負擔情形 

保費計算標準 法定保費費率 
(現行保險費率) 負擔比率 

三、勞工保險 
-「普通事故保

險」 

(一) 年滿十五歲
以上，六十五
歲以下之勞
工  

「 月 投 保 薪
資」。 

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13 條規定，費率為
7.5％~13％(現行保
險費率:8％) 

1. 被保險人自負 20
％、雇主負擔 70
％、政府負擔10％
(註1)。 

-「職業災害保

險」 
(二) 同上 「行業別災害費

率」加「上、下
班災害費率」。 

依「勞工保險職業
災害保險適用行業
別及費率表」現行
費率介於 0.09 至
1.06 之間 (員工達
70 人以上者，依「勞
工保險職業災害保
險實績費率表」計
算) 

2. 雇主全額負擔 
(註1)。 

四、就業保險 同上 「 月 投 保 薪
資」。 

就業保險法第 8 條
規定，費率為 1％
~2％ (現行保險費
率：1％)。 

勞工、僱主及政府負擔
比率均比照勞工保險-
普通事故分攤。 

五、農民健康保

險 
農會法第十二條所
定之農會會員；年
滿十五歲以上從事
農業工作之農民，
未領取相關社會保
險老年給付者，得
參加本保險為被保
險人。 

勞工保險前一年
度實際投保薪資
之加權平均金
額。 

依農民健康保險條
例第 11 條規定 6％
~8％ (現行保險費
率：2.55％)。 

被保險人自負 30％、
政府負擔 70％(在直轄
市：地方政府負擔 30
％、中央主管機關負擔
40％；在縣、市：地方
政府負擔 10％、中央
主管機關負擔 60％)。 

六、全民健康保

險-「一般保
險費」 

具有中華民國國
籍，在臺灣地區設
有戶籍滿6個月以
上的民眾 ,以及在
臺灣地區出生已辦
妥戶籍登記之新生
兒，全民納入保
險；被保險對象計
分為六大類(註2)。 

(一) 受雇者之月
投保金額為
每月「薪資
所得」，惟
不得低於基
本工資。 

(二) 雇主及自營
作 業 者 以
「 營 利 所
得」為投保
金額。 

(三) 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自
行執業者則
以「執行業
務所得」為
投保金額。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
第18條規定，保險
費率上限為6％(現
行保險費率：4.91
％)。 
 

1. 第一類： 
(1) 公教人員:被保險

人自負30％、政府
負擔70％。 

(2) 私校教職員：被保
險人自負30％、政
府及雇主各負擔
35％。 

(3) 公民營機構：被保
險人自負30％、雇
主負擔60％及政
府負擔10％。 

2. 第二類： 
被保險人自行負
擔60％、政府負擔
40％。 

3. 第三類： 
被保險人自負 30
％、政府負擔 70
％。 

4. 第四類： 
政府全額負擔。 

5. 第五類： 
政府全額負擔。 

6. 第六類： 
(1) 榮民由政府全額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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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名稱 保險對象 
保險費負擔情形 

保費計算標準 法定保費費率 
(現行保險費率) 負擔比率 

助；榮眷自負30
％、政府負擔70％。 

(2) 地區人口之被保險
人自負60％、政府
負40％。 

全民健康保

險-「補充保險

費」 

民眾如有：全年累計
超過當月投保金額4
倍部分的獎金、兼職
薪資所得、執行業務
收入、股利所得、利
息所得、租金收入六
項所得或收入時，應
繳納補充保費。 

左列除了獎金以
外之執行業務所
得等單次給付達
5,000 元 ；惟兼
職所得一項自
2014 年 9 月 1 日
起，如未達 19,273
元時，則無需扣
取補充保險費。 

2011年1月修訂之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1條補充保險費
率，於第一年，以
百分之二計算；自
第二年起，應依本
保險保險費率之成
長率調整。(現行保
險費率：2％) 

由扣費單位按費率 2
％就源扣取並繳納補
充保險費。 

七、國民年金保

險 
年滿25歲、未滿65
歲，在國內設有戶
籍，且沒有參加勞
保、農保、公教保、
軍保的國民。 

2008年開辦時，
其月投保金額係
為勞工保險投保
薪資分級表第一
級(即當年度基本
工資17,280元)；
第二年起於中央
主計機關發布之
消費者物價指數
累計成長達5％
時，依成長率調
整。 

依國民年金法第10
條規定：於本法施
行第一年為百分之
六點五；於第三年
調高百分之零點
五，以後每二年調
高百分之零點五至
上限百分之十二。
但保險基金餘額足
以支付未來二十年
保險給付時，不予
調高。(現行保險費
率：7.5％。) 

1. 一般收入戶 
被保險人自負 60
％、政府負擔 40
％。 

2. 低收入戶 
政府全額負擔。 

3. 中低收入戶 
A類 :被保險人自
負30％、政府負擔
70％；B類：被保
險人自負45％、政
府負擔55％。 

4. 身心障礙者 
重度、極重度者由
政府全額負擔；中
度者由被保險人
自負30％、政府負
擔70％；輕度者由
被保險人自負 45
％、政府負擔 55
％。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註1：(1)透過職業工會參加勞工保險者，不論是普通事故或職業災害，係由勞工自行負擔60％，政府負擔40％；(2)
漁會甲類會員，不論是普通事故或職業災害，係由勞工自行負擔20％，政府負擔80％；(3)透過海員總工會或

船長公會投保之外雇船員參加勞工保險者、及依據勞保條例第9-1條規定，被保險人參加保險年資滿15年者，

被裁減資遣而自願參加保險者,由原單位為其辦理「普通保險事故」，直至得請領老年給付為止。惟前述二者

均由勞工自行負擔80％，政府負擔20％。 
註2：第一類：公務人員、志願役軍人、公職人員、私校教職員、公民營事業、機構等有一定雇主的受僱者及雇主、

自營業主、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包含眷屬:被保險人之無職業配偶、無職業直系血親尊親屬、親

等內直系血親卑親屬未滿20歲且無職業，或年滿20歲無謀生能力或仍在學就讀且無職業者)。第二類：職業工

會會員、外僱船員(包含眷屬:與第1類眷屬相同)。第三類：農、漁民、水利會會員(包含眷屬:與第1類眷屬相

同)。第四類：義務役軍人、軍校軍費生、在卹遺眷、替代役役男、矯正機關收容人(未包含眷屬)。第五類：

合於社會救助法規定的低收入戶成員(未包含眷屬) 。第六類：；榮民、榮民遺眷家戶代表(包含眷屬:榮民之

無職業配偶、無職業直系血親尊親屬、2親等內直系血親卑親屬未滿20歲且無職業，或年滿20歲無謀生能力或

仍在學就讀且無職業者)及一般家戶戶長或家戶代表(包含眷屬:與第1類眷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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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我國目前已實施之社會保險財務方式及經營現況 
保險種類 給付項目 財務方式 經營現況(註) 

一、公教人員保

險 
本保險之保險

範圍，包括殘

廢、養老、死

亡、眷屬喪葬、

生育及育嬰留

職停薪六項 

(一) 依據「公教人員保險法」

第 5 條規定，本保險之

財務責任，屬於中華民

國 88年 5月 31日以前之

保險年資應計給之養老

給付金額，由財政部審

核撥補；屬於中華民國

88 年 5 月 31 日以後之虧

損，應調整費率挹注。

顯然自 88 年 5 月 31 日

後，該保險財務制度由

「基金制」調整為「賦課

制」。 

(二) 依據「公教人員保險法」

第 8 條「…費率應由承保

機關委託精算機構，至

少每三年辦理一次精算」

而精算之保險費率與當

年保險費率相差幅度超

過正負百分之五則需調

整費率，此為「賦課制」

之精神。 

(三) 綜合言之，該財務制度

目前應屬「混合制」中的

「部分基金制」。 

1. 依據臺灣銀行統計自 63 年至

88 年 5 月 30 日公保收入不足

以支應公保給付之累計虧損

約 737 億元，業由財政部全數

撥補完畢；88 年 5 月 31 日以

後，每年應由國庫審核撥補之

潛藏負債實現數，係由財政部

於次年度編列預算撥補。 
2. 依據臺灣銀行 101 年 1 月委託

精算研究，以 100 年 12 月 31
日為基準日，在折現率及資產

報酬率 3.5％、職級變動產生

之保險俸(薪)給調整率 0.0％
至 3.7％及待遇調整產生之保

險俸(薪)給增加率 0.3％等精

算假設條件下，估算所有在保

被保險人屬 88 年 5 月 30 日以

前保險年資折算至基準日之

政府未來 35 年內應負擔之給

付義務約為 1,602 億元。 

二、軍人保險 包括死亡、殘

廢、退伍及育嬰

留職停薪四項。 

(一) 依軍人保險條例第 5條規

定本保險，應設置基

金；其基金數額，依實

際需要，由國防部會同

財政部呈請行政院核定

由國庫撥充。惟現行實

務下，該保險未設置有

基金，係由國防部「預估

當年保險給付總額」來撥

付保險費補助。 

(一) 軍人保險條例第 10 條規

定「…費率，由國防部聘

請精算師或委託精算機

構定期精算，並評估保

依據國防部 96 年 9 月委託精算

報告，以 95 年 12 月 31 日為基

準日，投保人數 21 萬餘人為基

礎，保險費率 8％，折現率及投

保薪資調整率 3％，並採用中央

脫退率等精算假設條件下，精算

死亡、殘廢、退伍等保險給付之

應計給付現值約 563 億元，扣除

截至 100年底止已提存保險責任

準備 288 億元，尚有 275 億元未

提存保險責任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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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種類 給付項目 財務方式 經營現況(註) 

險實際收支情形及精算

結果，報請行政院覈實

釐定；費率調整時，亦

同。」 

(二) 綜合言之，該保險應屬於

名符其實之「賦課制」。 

三、勞工保險 
-「普通事故保

險」 

分生育、傷病、

失能、老年及死

亡五種給付。 

(一) 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 66
條規定，勞工保險基金之

來源有：創立時政府一次

撥付之金額、保費收支結

餘、滯納金收入、基金運

用之收益等 4 項。設計時

係為基金制之概念。 

(二) 依據勞工保險基金目前

運作的情形看來，勞保基

金非屬全額之給付準

備，故該財務制度目前應

屬「混合制」中的「部分

基金制」。 

1. 依 100 年 12 月 31 日投保人數

961 萬人，按未來服務成本

18.897％及折現率 3％之假設

條件下，加計 99 年與 100 年

增加之服務成本，並扣除 99
年與 100 年支付數後，估算截

至 100 年 12 月底，勞保普通

事故老年、失能及死亡給付之

過去服務應計給付估算現值

約 6 兆 8,508 億元。 
2. 扣除截至 100 年底止已提存普

通事故責任準備 5,377 億元，

尚有 6 兆 3,131 億元未提存責

任準備。 

勞工保險 
-「職業災害保

險」 

職 業 災 害 醫

療、傷病、失

能、失蹤、死

亡、職業訓練生

活津貼、看護補

助。 

四、就業保險 失業給付、 提早

就業獎助津貼、

職業訓練生活津

貼、 育嬰留職停

薪津貼、失業之

被保險人及隨同

被保險人辦理加

保之眷屬全民健

康保險保險費補

助。 

(一) 同勞工保險，依據就業服

務法第 33 條規定，就業

保險基金之來源有：主管

機關自勞工保險基金提

撥之專款、保費收支結

餘、滯納金收入、基金運

用之收益、其他有關收入

等 5 項。設計時係為基金

制之概念。 

(二) 就業保險法第 9條第 2項
調整保費之規定「本保險

累存之基金餘額低於前

一年度保險給付平均月

給付金額之六倍或高於

前一年度保險給付平均

月給付金額之九倍」來

看，該保險性質上應該屬

於較傾向於賦課制的「混

合財務制」。 

五、農民健康保險  分為生育、傷

害、疾病、身心

障礙及死亡五

以農保條例第41條之規定，本

保險係採基金制，惟虧損時政

府仍須撥補或調整保費費率，

依據內政部 100 年 12 月委託

精算報告，以 99 年 12 月 31
日為基準日，投保人數 151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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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種類 給付項目 財務方式 經營現況(註) 

種；並分別給與

生育給付、醫療

給付、身心障礙

給付及喪葬津

貼。 
 

傾向於「混合財務制」。 人，保險費率 2.55％，月投保

金額 1 萬 200 元，在投保金額

不變，折現率 2.5％等精算假

設條件下，精算其未來 50 年

淨保險給付現值為 1,499 億

元。  

六、全民健康保險 分為醫療服務

(包括：門診、

住院、中醫、牙

科、分娩、復

健、居家照護、

慢性精神病復

健等項目)、治

療照護(包括：

診療、檢查、檢

驗、會診、手

術、藥劑、材

料、處置治療、

護理及保險病

房等)二大類。 

全民健康保險法在財務運作

上，係稱為「安全準備金」，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78條規

定，該安全準備僅須提撥最近1
至3月的保險給付總額，傾向於

「賦課制」。 

1. 依據本院衛生署所提供資

料，截至 101 年 6 月底止各

級政府累積待撥付之健保費

為 675 億元，扣除尚未屆繳

款期限 63 億元，逾期欠費為

612 億元。 
2. 上開欠費均係地方政府逾期

未撥付之數，為其法定義務

負擔，屬全民健康保險基金

之應收債權，該基金已列帳

表達。 

 

七、國民年金保險 國民年金保險

之保險事故，分

為老年、生育、

身心障礙及死

亡四種。被保險

人在保險有效

期間發生保險

事故時，分別給

與老年年金給

付、生育給付、

身心障礙年金

給付、喪葬給付

及遺屬年金給

付。 

依據國民年金法第36條之規

定，本保險「基本保證年金」

所需經費係由中央主管機關編

列預算支應，第30、31、34條
亦規定保險給付計算結果與基

本保障間之差額由主管機關負

擔，傾向於「混合財務制」。

此外，國民年金保險第10條第2
項規定，保險基金餘額足以支

付未20年保險給付時，保險費

率即不再調整，可知該財務制

度目前應屬「混合制」中的「部

分基金制」。 

依據國民年金保險基金 101 年 7
月完成之「國民年金保險費率精

算及財務評估」報告，在保險費

率 7％、月投保金額 1萬 7,280元、
投資報酬率 3％，消費者物價指數

年增率 1.18％等精算假設條件

下，以現金流量模型對 101 年 10
月 1 日(評價日一年後)之未來保

險給付現值進行推估，再據以估

計 100 年 12 月 31 日之未來淨保

險給付現值約 2,779 億元，扣除截

至 100年 12月底止已提存安全準

備1,422億元，未提存準備約1,357
億元。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註：本欄數據係參考自行政院主計總處，2012：41-45。 

綜上可知，截至目前而言，我國社會保險計有公教人員保險、軍人保險、勞工

保險、就業保險、農民健康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國民年金保險七種，惟其保險費負

率及財務經營情形，卻普遍呈現保險費率未達適足率致入不敷出，轉投資又虧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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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各基金潛藏負債29極高(安全準備不足) 之窘境，倘若後續未能順利扭轉逆勢，國家

財政又無力彌補其財政缺口時，勢必淪落破產的命運。 

以農民健康保險為例，「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11條明文規定：「本保險之保險

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按被保險人月投保金額6％至8％擬訂，月投保金額由保險人按

勞工保險前一年度實際投保薪資之加權平均金額擬訂。」惟上開保險費率自1995年降

為2.55％後(按：原以6.8％之費率計收，1995年全民健保開辦後因醫療給付移至健保

辦理，費率爰調降4.25％)，即未依規定調整，又月投保金額亦未按勞工保險前一年度

實際投保薪資之加權平均金額擬訂，均使上開條例規定形同具文；且相較於勞工之健

保負擔，顯然違悖了社會保險所欲達到之公平原則。 

農民健康保險除了保險費率及月投保金額近20年未曾調整，又因農保被保險人

平均年齡偏高，致連年發生虧損。內政部為健全農民保險財務，允諾未來將配合行政

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於2009年11月成立之「年金制度改革規劃專案小組」，就農民保險

制度、農民身分認定與農民保險資格審核等通盤檢討，以解決農民保險虧損問題。惟

4年餘來，就上開條例2010年1月27日及2013年1月30日所通過之部分修正條文觀之，

不僅其保險費率及月投保薪資之規定仍維持不變外；更諷刺的是在實施徵收時，二者

依舊違反規定，分別停留在2.55％及10,200元的徵收基礎上，不僅財務缺口無法彌平，

更迫使全民納稅義務人要一同承擔，內政部的監察委員沈美真於2014年5月20日表

示，據她調閱行政院主計總處農業人口資料，與勞保局2012年農保人數比對後之數據

發現，顯示吃農保的假農民逾九十萬人，保守估計每年造成國庫損失逾百億。假農民

充斥，相關查核無力，諷刺的是，在宜蘭發起「穀東俱樂部」，而賴青松號召三百多

位民眾採預購方式成為穀東，支持友善耕作，務農時間長達十一年，至今仍被排除「農

民」之列，無法加入農保。 

除了上開保險，目前我國政府對長期照護之財源規劃，業已清楚定調為以開辦

                                                     
29 係指在特定精算方法與假設下，退休基金截至評價日（精算基準日），員工過去服務年資所產生

之退休金應計負債。包含兩項：1.精算基準日領取給付人員之未來給付精算現值；2.精算基準日在

職人員之未來淨給付精算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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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制」之社會保險方式因應，即是期望社會保險有別於其他以稅收作為財源支撐

的社會福利制度，主要是在於財務之「自主性」，然而不可諱言的是，我國過去在實

施社會保險財務時，其財務運作之自主性，往往因為政治選票之考量，或者受利益團

體、壓力團體之影響而無法實現，導致社會保險費率長期過低、保費始終未能真實反

映保險支出，過度依賴政府補貼的現象，不僅經常使財務陷入危機，亦招致了國人對

社會保險制度的不信任感。 

尤其當 2012 年 10 月驚爆發勞保基金可能破產的問題後，震撼勞工老年生活

保障之信心危機，政府為防止勞保基金破產，攸關 900 多萬勞工權益的勞保年金

改革，勞委會規畫從明年起，逐年調高 0.5％勞保費率，預計 2036 年達到費率上

限 19.5％，未來勞保費將逐年攀升，此舉對於領受固定薪資之勞動階層或中產階

級而言，影響甚巨，更遑論薪資中尚有一部分須自負繳納健保費，而未來如須再

繳納長期照護保險費，勢必造成受薪階級沉重之負擔，恐有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之

感。我國企業總數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為中小型企業，全國製造業總就業人口數

中，大約 7％~13％受雇於中小型企業，雇主除了分擔員工相關之勞保費、健保費

及長期照護保險費外，尚須為員工提撥 6％之退休金，在考量人事成本的壓力下，

難謂不透過隱形轉嫁之健保、勞保費用輪番調漲，不僅加重了企業負擔，也降低

了勞工實質所得。 

天下雜誌於 2010 年 4 月 7 日 444 期30報導指出，我國健保、勞保費用輪番調

漲後，不僅加重了企業負擔，亦降低了勞工實質所得，這筆強迫轉嫁之費用愈來

愈高，據統計 2002 年企業平均每月只要在每位勞工身上花費 5,327 元，佔薪資不

到 13％；惟 2009 年已攀升至 15.68％，遠超過鄰近的日、韓等國；另據工業總會

計算，這波健保調漲後，隱藏在勞工薪資內之健保、勞保、勞退業已高達薪資之

                                                     

302014 年 10 月 19 日取自天下雜誌 2010 年 4 月 7 日第 444 期財經時事／隱形七千三，勞資雙輸，檢

索網址：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00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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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6％，若以全台工商服務業平均月薪 44,424 元計算，企業平均要額外在每個勞

工身上負擔 7,311 元，僱主一開始受到法律規範，被強迫提撥之保險費、退休金，

之後為了降低人事成本，又會逐年透過不調薪、少調薪、調降起薪等措施，慢慢

地把這筆支出轉嫁給議價能力較低之勞工負擔，或是透過其他方式轉消。 

台大國發所副教授辛炳隆說：有些低薪工作者可能現在收入已經不夠生活，

怎會想要預存未來？該學者更建議，勞保年金上路後，性質重疊之勞工退休準備

可以適度退場，根據 OECD 統計，台灣的勞工退休所得替代率幾乎是世界最高水

準，接近七成；然而看似政府給的福利，實際上業已傷害了勞工當下之所得，也

影響了國內的經濟景氣，新竹縣議員高偉凱更直言，政府要企業負擔愈來愈高的

社會保險金，其實是政府向企業徵稅不足的變通方式。尤其，目前勞保、健保費

用，政府僅負擔總支出的一成，卻讓企業、勞工負擔九成，學者建議，合理的社

會保險制度，應該健全稅收，增加政府提撥的比率。 

高偉凱議員(新竹縣議員)指出政府對健保總負擔支出僅占一成部分，應該單就

一般民營機構之被保險對象而言，短估了政府對第一至六類被保險人中之公務人

員、教職人員及其他弱勢族群之負擔支出，亦短估了當保險費率長期徵收過低、

提撥不足時，政府須負擔財政缺口彌平之責任。然而，上開說法雖未盡正確，本

國企業、勞工在多項社會保險開辦後，負擔日益加重，係為不爭的事實。更何況

長久以來，我國財政收支及租稅制度之檢討，因為政黨過度之政治操弄，及利益

團體之介入下而喊停，或是在選票考量下妥協，總是在雷聲大、雨點小中草率收

場，甚至因為必須兌現候選人選前之政策承諾，各項福利支出不僅未因為開辦社

會保險後降低，反而逐年巨幅增加。 

因此，在推出「單一制」之社會保險作為長期照護財源之籌措方式之前，目

前之社會保險制度恐須先予以檢討，並研提相關改革計畫與措施，否則一旦產生

排擠效果，將嚴重沖擊本國經濟，引發更多的非議與民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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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長期照護財源籌措可行方式探討 

壹、 長期照護之財源籌措方式 

有關長期照護之財務融通機制或財源籌措方式，國內、外學者所提出之看法大

致如下表4-3： 

表 4-3 長期照護財源籌措基本類型理論 

主張學者 

(論述年代) 
論  述 

Schulte 

(1996) 

一、 市場機能(market solution):規定一定年齡以上之人口必須投保私

人商業保險。 

二、 移轉模式(transfer model)：政府對老人提供長期照護補助，財源

則由公共收入支應。 

三、 社會保險模式(social insurance model)：由保險人支付長期照護

之費用，被保險人須繳納保費以享受服務。 

鄭文輝、曾

薔霓(1998) 
一、 非保險方式：又可分為個人自行儲備、子女提供之家庭內移轉，

及政府公費提供之公部門移轉等三種 

二、 保險方式：志願性商業保險與強制性社會保險二種。 

吳淑瓊、呂

寶靜、盧瑞

芬(1998) 

一、 政府主導：按基金的來源分為(一)薪資稅(payroll tax):以社會保

險方式辦理；(二)一般稅收(general revenues)：政府用一般稅收

直接提供服務；(三)指定用途儲蓄帳戶(medisave)：如新加坡的

醫療帳戶。 

二、 民間主導：由民間籌措之方式，包括有(一)私人長期照護保險；

(二)住家資產移轉(Home Equity Conversion)；(三)租稅優惠的儲

蓄機制(Tax-Favored Saving Mechanisms)。 

徐偉初、蘇

建榮(2000) 
一、 私人保險：市場導向的機制 

二、 社會保險：由政府公辦的社會保險，可附屬於現行全民健保體

系，或是單獨設立專屬的保險。 

三、 社會福利：由一般稅收融通。 

四、 合併(混合型)：可採取社會保險或社會福利與私人保險的方式。 

藍忠孚 

(2000) 

一、 普遍式主義模式：希望以租稅為中心，以全民為對象，係屬強

制性、全面性及普遍性之照顧。 

二、 社會保險模式：係以社會保險之概念設計，希望雇主及職業別

予以設計或計算保費，採所得比例制收繳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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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學者 

(論述年代) 
論  述 

三、 市場本位模式：即以市場本位的一種模式，屬商業健康保險或

年金保險模式，使國家介入程度到達最低，希望大家能自立自

助，不足之餘則靠志工或慈善團體支援。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爰此，不難歸納出長期照護財源籌措之基本類型，大致可包括：「社會福利」、

「私人保險」、「社會保險」、「儲蓄帳戶」及「混合方式」等五大類型。據徐偉初、

蘇建榮(2000)表示，長期照護保險無論採取社會保險補貼或社會福利方式，都需政

府負擔部分或全部之財務責任，融通機制與租稅理論相似，通常著重於公平性、

效率性與適足性，而隨著財務機制設計不同亦會產生不同的經濟效果，其相關分

析如下(表 4-4): 

表 4-4 各種財務機制之經濟分析 

      經濟效果 
財務機制 

經濟效率 公平性 適足性 政府財政 
負擔 

私人保險 不符 
(市場失靈) 

不符 嚴重不足 最輕 

社會保險 收 :視保費徵收

與政府補貼

財源而定 
支 :視受益範圍

而定 

收:負擔不均 
支 :重分配效

果 

視給付範圍與

整體設計而定 
視補貼比率

與行政成本

而定 

社會福利 收 :視融通稅源

而定 
支 :改善但需有

良好管理機

制 

收 :視融通稅

源而定 
支 :重分配效

果 

基本保障 負擔最重 

合併 改善 同上 基本保障 
附加保障 

視社會保險

或社會福利

方式而定 

資料來源:徐偉初、蘇建榮(2000：171)。 



 

56 

貳、 較適合我國之財源籌措方式探討 

黃筱薇(2000：85-86)表示，行政院衛生署為因應立法院審查年度預算附帶決議

報告事項之要求，1996年完成「長期照護納入全民健康保險給付可行性評估報告」，

其中，歸納出長期照護之財源可分為： (一 )強制性健康保險 (statutory health 

insurance)；(二)自付額(out-of-pocket payments)；(三)年金制度(pension fund)；(四)

社會福利；(五)宗教慈善團體等五大類。此外，依據該可行性評估報告指出，較適

合我國辦理之長期照護方式，可分為二大類：(一)不納入全民健保：1.強制性附加保

險；2.任意性附加保；3.商業保險；4.社會福利方式辦理。(二)納入全民健康保險。 

在長期照護需求與日遽增的壓力下，政府部門亦開始加速對提供適切、有系統

及可近性服務的整體規劃和研究，探討長期照護服務各種可能財務機制之經濟問

題，正如同其他重大之財政政策一般，財務問題必定是研究及規劃之重點。雖然目

前政府仍積極以開辦社會保險之方式籌措財源，前揭研究之重點在分析私人保險，

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險等不同提供方式的財源籌措機制，並檢討各種財務機制下所涉

及的經濟層面。 

然而，由我國全民健康保險和國民年金保險的開辦經驗來看，政府在長期照護

服務中一定要承擔部分財務成本，這些額外的財政需求，政府如何因應就有不同的

影響；茲就以我國目前財政狀況、國民經濟負擔情形，參酌各國實施經驗後，以及

過往開辦各項社會保險之殷鑑等，以較可能的財源籌措方式：一般稅收、社會保險

及醫療帳戶三大類，分析說明如下： 

一、 配合租稅改革，以一般稅收支應 

 Morel（2006）以歷史制度論探討德、法二國長期照顧政策發展的例子，發現

德國處理社會福利之方式，通常是界定在「風險」的路徑上，因此德國會以社會保

險之方式因應其長期照顧之需求；而法國在處理社會福利的議題，因界定在「需求」

之路徑上，係以社會救助的方式處理了其長期照顧議題。此外，若健康與社會服務

之財源來自一般稅收的國家，如：瑞典、澳洲、紐西蘭及英國等國家亦較不會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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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險型之長期照顧制度(王卓聖、鄭讚源等，2012) 。 

綜觀，OECD 19 個會員國長期照顧之財務費用約占GDP比率之0.2％~3％之

間，多數國家大致在占GDP比率之0.5％至1.6％之間，檢視近10年長期照顧的政策，

在財務處理上多數仍以一般稅賦支付，僅德國、日本、盧森堡及荷蘭等4 國選擇以

社會保險之方式因應（OECD,2005:10），然而，德國目前在國家財政之規劃上亦陷

入人口結構老化、醫療費用高漲、高失業率、歐體負債等問題，不因各項社會保險

之開辦，使困境獲得抒解，我國在發展路徑上與德國較為相似，更應引為殷鑑。 

尤其，我國自2000年至2011年以來，對中國大陸越來越依賴，如果包含對香港

的出口，則出口到中國大陸之總額占出口總額40％以上，己過度集中在單一國家，

只要中國大陸經濟出現問題，或者中國大陸產業結構轉型，不向台灣進口，那麼我

國貿易結構將出現極大的危險，加上東亞競爭國家紛紛以區域經濟整合(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方式進軍大陸市場，甚至歐美各國，全球貿易局勢已經和過去

大不相同，正在快速改變，我國如果無法適當降低對中國大陸貿易之依存度，未來

勢必發生經濟衰退之窘境。 

日本趨勢專家大前研一早在多年前就曾預言：「M型社會已從日本，跨海到台

灣」，日本有八成民眾早已淪為中下階層，4大證據顯示台灣將步上後塵(曠文琪，

2006)，我國租稅收入占總收入之比重一直下降，已經低於60％，而租稅負擔比率（總

稅收/GNP）更低於14％，表面上看來租稅負擔並不沈重，惟就租稅的水準與結構來

看，對於財政健全和稅制的公平、合理，尤其是稅基狹窄，許多本諸身份、職業或

產業別，甚至資本利得的租稅減免，更是導致稅制改革困難，再再都有待檢討、改

進。以個人所得稅而言，目前有將近八成是由薪資所得者負擔，若將隨著薪資扣繳

且無法領回之社會保險費用(如:全民健康保險)視為薪資稅，倘再加上同性質之長期

照護保險開辦，勢必更將加重中產階級之負擔。 

按照社會保險開辦之理由，通常係以公平性及所得重分配為前題，然而同樣為

藍領階級之勞工與農民，所負擔之保費即大不相同(如表5-3)，又因費率之設計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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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未因所領受之薪資多寡差別取價，甚至保險費之計算基礎有其上限，因此難謂達

到水平、垂直之公平，其所得重分配之效果亦相當有限。 

畢竟，一套社會福利制度的運行，需要社會成員的認同與連帶感覺，當人民缺

乏參與感，對所屬的風險共同體欠缺連帶感時，濫領給付則將成為不可避免的後果，

整套社會福利制度也將無法繼續維持。是以，長期照護支出倘若仍維持目前社會救

濟之方式，僅對符合救助對象，補貼相關照護費用；另一面則加速稅制檢討與改革，

如擴大稅基，並鼓勵人民自行投保長期照護保險，並將該保險費列入個人綜合所得

稅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31，亦不失為因應措施，其優點如下： 

(一) 符合使用者付費原則，避免醫療資源浪費 

以全民健康保險為例，醫療開銷過度成長，雖然針對醫療開支過度成長的問題，

健保局引入健保總額支付制度來控制財務風險，亦即健保局不再全額給付醫療院所

的醫療支出費用，而是在事前劃定一個醫療支出費用的總額，由醫療院所各自申請

後，若申請總額低於原訂總額則全額給付，若申請總額高於原訂總額，則按比例打

折給付，雖然這個措施延緩了全民健保的破產危機，然對非經濟因素造成之財務問

題卻還是無解。 

此外，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民眾因為負擔減輕而有誘因增加醫療需求，醫療

院所因為「以量計酬」亦有誘因增加醫療開支，所以該保險本身就存有道德風險

(moral hazard)，傾向過度成長之誘因；且囿於保費之調漲又受政治力干擾，使得保

費調漲困難，無法迅速反應醫療開支的增長；上開結構性之因素致使全民健保的財

務問題始終在難以永續執行的破產邊緣徘徊。縱使，衛生福利部提出調漲健保費之

建議或是健保改革草案，亦不易獲得支持；例如前衛生署長李明亮調漲保費費率後

辭職，前衛生署長楊志良亦於通過二代健保草案後辭職。 

由此可見，如要推動調漲保費與改善財務結構的困難性。未來，保險給付項目

及結構上更為複雜之長期照護保險一旦上路後，恐仍無法避免前揭問題。語諺有云：

                                                     
31 綜合所得稅有免稅額、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等四項。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1%9B%E7%94%9F%E7%BD%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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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揚湯止沸，倒不如釜底抽薪」，倘維持以稅收支應，對現行長期照護福利政策

予以檢討(如:各縣市步調不一致，發給對象浮濫…等問題)；另一方面加強稅收結構

之檢討，並對全民健康保險進行改革，亦不失為解決之道。 

(二) 避免人事費用膨脹，使組織精簡政策淪為口號 

不論公部門或私部門，「人力精簡」已經成為與改造密切連結的意識型態及核心

價值，縮減組織人力規模，減少用人成本及經常性經費支出，成為改變組織運作、

促進績效提昇的主要措施；我國行政院組織改造五大基礎法案32，在各界積極凝聚

最大共識下，陸續於99年1月及100年4月間完成立法，確認行政院設14部、8會、3

獨立機關、1行、1院及2總處，由現行37個部會精簡為29個機關，以期達成組織改造

「精實、彈性、效能」之目標。 

依照長期照顧保險十年計畫規劃， 為使長期照顧個案有效獲得資源，滿足其

多元需求，各縣巿須設立「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負責連結醫療照護與生活照顧二大

體系功能，以落實單一窗口精神；民眾若要使用長照資源，可透過各縣市照管中心

提出申請，並由具備社工、醫學、護理、職能治療、物理治療、藥學、營養或公共

衛生與相關專業背景的照顧管理專員執行個案照顧管理工作，包括個案的資格篩

選、需求評估，擬定服務計畫，連結服務、追蹤服務品質。 

因此，雖然長期照護保險法目前尚停滯在草案階段，惟相關計畫已逐年編列預

算執行，故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已於2007年開始陸續設立。然而，根據監察院2012年4

月5日101000046號糾正案所載違失內容第四項略以：「…長照服務實際使用人數占社

區中失能老年人口數之比率偏低，甚至在各縣市長照管理中心收案人數占社區失能

老年人口數之比率偏低之下，實際使用服務之人數猶僅占收案人數之7成，足徵內政

部及衛生署宣導不足，致使部分失能老人及其家庭因資訊不足，而未能提出申請服

務；顯見內政部及衛生署於開辦長照服務之初，由於未能擬定相關配套措施，致無

法逐步引導並提高民眾使用長照服務之意願，此均造成長照計畫推廣執行不佳，顯

                                                     
32 行政院組織改造五大基礎法案係指「行政院組織法」、「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行政

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及「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修正案，以及「行政法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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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疏失。」除此，監察委員也表示，地方長照管理中心至今多未或僅設置1處分站，

致使行政及執行效率不佳，顯示規劃之初並未妥善運用基層衛生所、室，以便就近

服務。然而，台灣已有369個地方衛生所，政府卻捨棄不用，又另外建置長照中心，

不但浪費公帑，更致使效率低落。 

根據「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101至104年中程計畫」規劃：將目前25個長照

中心予以制度化，擬建議由中央統籌管理與評估業務的推動，並將現行長照中心人

員納入制度化的考量；倘若如此，無疑予人組織改造後，局部瘦身未果，卻又增胖

之感。 

(三) 節省培訓成本及避免過度干擾私部門資源配置 

按照行政院「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之規劃，將針對各服務方案所需之各類

長照人員（照顧服務員、社工、照管人員、醫事專業人員）進行培訓課程，並擴大

辦理訓練等，預計至104年擴大培訓照顧服務員23,400人、社工及照顧服務員在職訓

練12,900人、照管人員700人、醫事專業人員10,000人，惟依人力供需情形而言，倘

若未來職場有該類需求，前揭人員可列為技職教育培訓重點計畫，甚或藉由專技考

試等達成，未必需要由國家投入大筆經費。 

二、 以附加保險之方式，併入全民健康保險辦理 

倘若以我國實施之「失業保險」經驗為例，原本「失業給付」係屬於「勞工保

險」普通保險事故其中之一項，直至2002年「就業保險法」公布實施後，始成為一

個獨立開辦之社會保險。鑑於前揭經驗，或者在過渡期間，可暫將「長期照護」一

項，列為「全民健康保險」之給付項目，重新精算其保險費率，俟日後發展時機成

熟，評估仍有必要時，再予析出單獨開辦。 

此外，按目前之勞工保險，係將保險事故細分為「普通事故保險」及「職業災

害保險」二大類辦理，而長期照護保險所承保的失能、失智部分，其發生頻率、性

質較趨近於「職業災害」發生之不確定性，或可比照前揭分類，將全民健保分為「健

康保險」、「長期照護保險」兩大類，凡屬可治療、可逆的歸健保，屬於照護的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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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保險，根據不同之項目，獨立精算其財源、醫療給付情形，視財政收支缺口，在

量出為入、維持收支均衡之前題下，訂定不同之費率，倘有不足再緩步調整健保費

率因應，亦可達到同樣目的。 

此外，長期照護保險倘能併入全民健康保險中辦理，大致能收下列優點： 

(一) 符合財源自主原則 

尤其目前長期照護保險設計上係比照全民健康保險方式，採「隨收隨付制」

之方式辦理，倘若僅將其中慢性醫療部分從全民健保獨立精算，調整應有之保險

費率，其餘如：家庭服務、機構照顧、社區服務等支出實宜暫緩列入，原則上該

部分仍宜維持「使用者付費」方式處理，倘評估該失智、失能者係為中低收入戶

後，始給予相關補貼(如:美國)。如此一來，亦可將社會福利支出花在刀口上，而

非齊頭式之補貼；雖然社會保險立法之美意，期望藉由強制納保、大數法則等，

以達到風險均霑之目的，自然不得有排富之行為，惟不論被保險人經濟狀況為何，

只要達到給付標準，均給予一致性之給付，跟全民健保一樣，極易形成「財政幻

覺」(Fiscal Illusion)產生不花白不花的浪費心態，甚至串謀、詐領等行為，惟天下

沒有白吃的午餐，社會保險保費經營短絀部分，最終亦將透過保費調整，或以稅

收補貼其缺口，還諸於納稅義務人身上。 

(二) 較單獨開辦單一保險，能節省更多之人事費及行政成本 

由目前長期照護保險草案內容觀之，其主政機關為「衛生福利部」、保險人為

中央健康保險局，且被保險人對象之分類…等，均與全民健保對象相同，財務處

理亦均以「隨收隨付」、僅提列部分準備之方式辦理，倘能併入全民健保費辦理，

長期照護保險與健康保險之保費分列、統一收取，除可節省徵收費用及人事成本，

亦能避免行政資源浪費，實為可行之方案。 

(三) 避免單獨開辦後對經濟衝擊過大 

據行政院於2006年第3009次會議通過之經濟發展套案中指出：「我國在產業

結構方面，農業占GDP比重由2005年的1.7％降至1.2％，工業由25.0％降至22.7％(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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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業則由21.4％降至20.0％)，至於服務業因伴隨產業轉型趨勢，以及政府持續推動

各項重點服務業發展，使服務業占GDP比重由2005年的73.3％提升至76.2％，將成

為支持台灣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惟政府如果將服務業(Service Industry)33定

調為我國未來經濟發展之主力，當知人事費用(或勞務成本)係占服務業極高之比

重，故任何與雇主負擔相關之勞動條件或社會保險政策變動，均將牽引著企業主

投資之意願，倘與單獨開辦之長期照護保險相較，以附加方式併入全民健康保險

辦理，或者對產業之衝擊較小。 

三、 師法新加坡醫療儲蓄帳戶制度，配合我國健康保險辦理 

政府提供一定的醫療津貼，以確保本國國民均能享有良好的醫療保健服務。

台灣透過社會保險制度開辦全民健保，惟實施多年之後也發現不少問題，如果套

用相同之模式辦理，這些問題未來在長期照護保險中很難說不會更加嚴重；倘若

考慮以新加坡的醫療儲蓄帳戶制度(Medical Savings Accounts, MSAs)，配合我國現

有之健康保險制度改革、辦理，以確保本國國民均能享有良好的醫療保健服務。 

(一) 可有效杜絕醫療浪費的行為 

全民健保的困境就是存有極大的道德風險，民眾不願意付出更多的保費，卻

因為免費搭乘(Free riders)之自利心態，導致就醫浮濫，故而讓一些醫療院所也有

機可趁，而「醫療儲蓄帳戶制度」主要在於加重個人醫療使用上之責任，由民眾

自行管控醫療費用，以減少不必要之就醫與浪費，使醫療資源作最有效之運用，

並藉由此策略導正病人草率就醫之惡習，透過該機制，讓被保險人有強烈動機作

好自我健康管理，以及謹慎規劃其醫療支出，況且對於未用罄所結存之經費，尚

可變成儲蓄之一部分，這對喜歡居安思危的華人而言，更具鼓勵作用。 

(二) 符合公平與效率的原則 

新加坡通過實施「醫療儲蓄帳戶」、「健保雙全」醫療計劃，使公務人員、私

                                                     
33 又稱三級產業，指不生產物質產品、主要透過行為或行式提供生產力並獲得報酬的行業，即俗稱

的服務業，屬於服務業的行業主要有：貿易、飯店餐飲、大眾客運、倉儲物流、會議展覽、金融保

險、房地產仲介、商務顧問、公共服務、民防、個人化服務、社區服務、社會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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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雇員，均將有能力負擔自己及家庭的醫療保健費用，並根據自己的經濟狀況

搭配較有利的方案，除了選多元化，亦符合了水平的公平性；此外，針對不同之

年齡層，訂定不同的提撥比例(6％~8％)，對於中低收入之國民，亦設有「保健基

金」使貧戶從而得到基本之醫療保障，更符合了垂直的公平性。同時，對撥入個

人醫療保健儲蓄帳戶之資金，係以職工薪津為基礎，使得醫療保健儲蓄與個人工

作收入能緊密聯結，更能促使職工努力工作，取得更高之報酬，俾累積更多醫療

保健儲蓄，從而得到較優渥之醫療待遇，這在無形中也體現了效率原則。 

(三) 係為較合理之籌資機制 

主要係針對民眾醫療消費成立的儲蓄制度，由民眾按月(或按年)將資金存入，

倘為受雇者，則部分資金來自雇主，亦可能來自政府所挹注之補助金，該帳戶內

資金之運用僅限於支付醫療費用，不得移作其他用途；儲蓄帳戶大約每年結算一

次，倘有結餘者可持續累積生息，並得留存至翌年使用，遇有醫療費用不足以支

應時，短缺之差額則須由民眾個人自行負擔；而受雇者與雇主共同提撥之費用，

及儲蓄帳戶內之孳息都可免稅，這對偏好儲蓄的華人而言亦是個不錯的誘因。 

反觀，許多西方國家主要依賴政府稅收資助醫療保障費用，除了增加政府財

政負擔，更造成民眾對醫療保健資源之濫用，新加坡吸取西方國家醫療保障制度

的經驗與教訓，創立了個人保健儲蓄、社會醫療保險和政府醫療津貼的醫療融資

途徑，由個人、社會和政府共同分擔醫療保障費用，確立國民必須對自己的健康

負起責任的意識，而不是讓國家和社會無條件地承擔醫療福利費用。 

(四) 降低對私部門資源配置之干擾 

新加坡政府認為，在醫療保障作用的分配中，政府必須保證為國民提供基本

的醫療保障。同時，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引入市場競爭機制，讓私人機構加入醫療

保障體係。政府一方面開設公立醫院、綜合診所，提供具有政府津貼的基本醫療

服務，但同時允許開設私人醫院和診所，讓患者有選擇醫療的權利。新加坡政府

確定醫生數量，限定60％的醫生提供基本醫療保健服務，其餘為專科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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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規定醫院病床數目、管制醫院收費，以及病人應分擔醫療費用之水平。 

另一方面，不同於我國全民健保保險病床，只要選擇入住保險病床34，病房費

用完全由健保支付，不需自行支付，倘若住的不是保險病床，則須另行自付病房

費差額，致使健保病房品質低落，卻又一床難求；而新加坡政府允許醫院設立不

同等級之病床，讓患者可以按自己的經濟能力與需求，選擇病房的等級，政府或

健保局只要定期對照護機構進行評鑑，淘汰不良的機構，並公布照護成果或品質，

讓民眾參考，或教導民眾如何選擇優質照護機構，民眾在資源有限之前題下，自

會審慎評估，選擇最適合自己之照護方式。 

第四節 小結 

倘長期照護給付項目僅考量維持失能、失智者之基本生活需求，並對補助者

予以資格上之限制，則長期照護以一般租稅融通，且維持以社會救助之方式辦理，

應較為適當，亦可避免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致已編入各縣市預算執行之計畫，

為免形成各自為政之情形，中央主政單位(衛生福利部)，仍要儘速研訂一套合理之

補助基準，惟為免財政負擔過大，更應同步檢討目前給付項目及標準是否一致。

此外，若要有效杜絕醫療浪費之情形，以新加坡多年實施之經驗看來，醫療儲金

似為最可行之方式，亦符合亞洲人喜愛儲蓄之特性，惟採取該方式辦理，勢必連

同目前全民健康保險一併檢討，如此一來又恐耗時費力，且緩不濟急。 

倘若最終仍欲以「單一制」社會保險作為長期照護財源之籌措方式，則在施

行之前除了必須調查民眾及企業接受度外，更須審慎評估對經濟面可能帶來的負

面影響；筆者認為比較可行之方式，是附加於全民健康保險辦理，只須模擬勞保(普

通事故跟職業災害)計算方式，將保險費區分為急性醫療及慢性醫療二大區塊，獨

立精算其適足之保險費率即可，畢竟長照保險所設定之納保對象既為全民，且保

                                                     
34 健保特約醫院的急性、慢性病房，除每病室設二床以下的病床（如單人房、雙人房），可以收取

病房費差額外，其他三人以上的病房，或燒傷病房、加護病房、呼吸照護病房與隔離病房等都有健

保給付的特殊病床，均不得向保險對象收取病房費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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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開辦之初亦已設定保險費率為1％(或為健保現行費率之1/6)，又辦理單位均為健

保局，合併辦理徵收作業，至少可收節約之成效，民眾接受度應該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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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 論 

人口高齡化是一個無可避免的全球趨勢，平均而言，歐洲大多數國家以及世界

上許多的已開發國家，國民平均壽命以每年三個月的步伐增加，對於高齡化、少子化

對國家帶來的經濟和社會挑戰，以及可能產生的潛在問題，如：租稅結構之轉變、養

老金制度和醫療費用等35，均是各國政府亟需及早規劃、因應之重要議題，惟基於國

情、文化、歷史背景不同，各國對長期照護財源籌措之「原則」自然也有不同之看法；

簡單而言，「財源」係為社會保險與其他社會福利制度最大之差異處，前者以保險費

收入作為主要財源，而其他福利制度則大多依靠政府編列預算以維持運作。是以，各

國醫療照護之財源籌措方式，目前大致可分為：「以強制之健康保險支應」及「以一

般稅收支應」兩大類；此外，基於自由主義(市場主義)之使用者付費之概念，由私人

自行保險或籌措長期照護所需，也是方式之一。 

誠如第三章所述，OECD會員國計有34個，目前開辦長期照護保險之的國家僅有

4個，比率極低，足見一般國家，大致上仍以租稅融通方式因應相關支出；大至上可

歸納為：主張以租稅融通之國家，係將長期照護服務視為「福利支出」，故著重於租

稅支出之效率性、公平性，通常設有排富條款，故須佐以資產調查，對符合資格之對

象(如:中、低收入戶)始予以補助；而主張以社會保險融通之國家，係將長期照護服務

視為「社會風險」，強調的是「社會需求」及「風險普遍」之特性，所以是公民地位

所涵蓋之權利，主張應以「社會互助」之方式辦理，以俾提供普遍性之長期照護服務。

前揭二者之目的雖然不同，惟共同的目標均是希望對符合資格之失能、失智對象，在

兼顧「社會適當性原則」之前題下，有更為充足之財源能因應其長期照護所需。 

本研究藉由第二章之文獻探討與回顧，以財稅收入及社會保險相關財政理論為

基礎，並就第三章參採各國不同之實施經驗，再就我國目前社會保實施情形(第四

章)，探討我國較可行之方案，提出本章結論第一節之研究發現，及於第二節提出實

務建議。 

                                                     
35 2014 年 10 月 31 日取自泛科學/高齡化社會焉知非福，檢索網址：http://pansci.tw/archives/68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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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發現 

壹、 各國對長期照護財源籌措方式多數採取混合制，且呈現多元樣貌 

大體而言，不同國家採取之財源籌措方式往往與健康照護制度間存在一定的關

連性或一致性，惟從各國實施經驗看來，長期照護財源籌措並非得侷限於一種籌措方

式。以稅收支應長期照護費用之國家，囿於人口老化問題嚴重，增稅空間有限，特別

注重分配的有效性及支出的效率性，因此條件審核上有愈來愈嚴格，及逐漸加重個人

責任之趨勢；甚至不同層級之政府，負責負擔不同的給付項目(如：瑞典)。以社會保

險支應長期照護費用之國家，以德國為例，係由勞資雙方各付一半的保險費，政府並

沒有補助保險費，由「公辦民營」方式辦理，保險人即是長期照護基金會(Pflegekasse)，

其運作方式與健保基金會(Krankenkasse)相同，兩個基金會共用行政人員，惟財務獨

立計算，制度設計上係由私經濟部門共同參與；惟同樣採取社會保險之日本，其長期

照護介護保險之保險人雖為市村町(地方自治團體)，然財源結構上有90％來自於稅收

及社會保險，另10％係由使用者自行負擔，顯見不管採取何種型態，最終均將以混合

式財源支應之面向發展。 

貳、 綜觀各國實施經驗，長期照護財務機制無最佳方案，僅有最適方案 

就效率性而言不論以社會保險及租稅方式因應，均會對經濟面產生一定程度之

影響。理論上，就財源之充裕性而言，因租稅稅基較廣，故以租稅融通最為適宜；且

就公平性而言，因為一般稅收採累進稅率，相較於社會保險之單一稅率，亦較為公平。

此外，就效率性而言，原則上社會保險與一般稅收均會對經濟產生一定之影響，然而

若以社會保險開辦後，對企業造成之人事成本加重而言，後者對經濟所產生之干擾較

大。除了以一般租稅或開辦社會保險作為長期照護之資金來源外，新加坡之醫療儲蓄

帳戶不僅結合了二者的優點，更包含了使用者付費及儲蓄之觀念在內(提存不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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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自行負擔，有賸餘則可滾入次年度續用，甚至可於屆滿後結算領回)，能有效抑制

醫療浪費等行為，亦符合了亞洲國家民族愛好儲蓄之特性，雖然值得借鑒取經，惟同

一套標準若用在西方國家，則未必適合。 

參、 社會保險若採「低保費、高給付」之設計，且使用者部分負擔少，

易形成浪費，並造成財政失衡之現象 

將全民納入社會保險，並將居家服務對象全面性擴展到一般戶失能者，雖能避

免商業保險之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惟不論負擔能力之多寡，負擔相同之保險費

率，予以齊頭性之給付，除有違公平性，亦加重政府財政負擔。以往我國長期照護相

關補助，係以特殊境遇之失能者為主(如：低收入戶、中低收入老人之身心障礙者)，

主要財源來自於社會福利(或救助)之補助經費，由地方政府或結合社會福利慈善組

織，運用志願服務人力，或雇用服務員提供服務。直到2002年，為同時解決照顧與失

業問題，行政院研議將社會服務產業化，將失業人口與福利服務所需人力互相結合，

特於2002年1月31日核定「照顧服務福利及產業發展方案」，首度將居家服務補助對象

全面性擴展到一般戶失能者，主要財源仍由政府編列預算，在民眾的部分負擔方面，

依據失能程度，各有若干免費使用時數與半費使用時數，超過某個上限額度，如需繼

續使用，則由民眾全額自費（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6；行政院，2007：195）。

政府確實體會到長期照護之重要性，爰積極遊說立法院應及早通過長期照護保險法等

相關法令；惟我國政府介入社會保險較深，甚至須分擔部分比例之保費，倘按照行政

院長期照護十年計畫之規劃，其補助項目主要計有八大項36，雖然均有條件上、或使

用時數、次數上之限制(部分補助)，惟我國已正式進入高齡化社會後，前開給付項目

範圍涉及甚廣，且保險費率於開辦之初僅訂為1％，就我國目前開辦之七大社會保險

實施經驗看來，「低保費、高給付」之設計，未來勢必形成政府鉅額負擔，倘控制不

                                                     
36倘按照行政院長期照護十年計畫之規劃，其補助項目主要計有照顧服務(含居家服務、日間照顧、

家庭托顧)、居家護理、社區及居家復健、輔具購買、租借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老人營養

餐飲服務、喘息服務、交通接送服務及長期照顧機構服務等八大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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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勢必又形成另一龐大潛藏負債來源。 

肆、 我國社會保險給付項目重疊、長照相規法規未臻建全，致績效不彰 

囿於中央與地方資源分散又重疊、法令規範未臻健全、照顧服務不夠普及、服務

輸送系統分歧、財務估算不足、資訊管理亟待建立等問題，而導致推動以來績效受限

（鄭文輝等，2004；行政院，2007：195），目前我國長期照護所面臨之困境，主要包

括(一)綜合性與連續性之長期照護體系尚未建立；(二)長期照護費用缺乏制度化之財

務來源；(三)各類型長期照護人力與服務普遍不足；(四)相關獎勵措施不對等，缺乏

效率；(五)行政體系缺乏整合等問題，其中影響到整個長期照護服務是否連續之成敗

關鍵，也最為棘手的問題，莫過於財源籌措之機制選擇。雖然，國內大部分學者針對

長期照護不宜納入全民健康保險辦理之立論不無道理，然而以我國社會保險種類繁

多，倘若再加上長期照護保險，難免予人疊床架屋之感。尤其，以規劃中之長期照護

保險草案，除了給付項目不同外，其被保險對象資格、類別及保險費率之設計又大致

與全民健保相同，難謂有成本結構上之差異性及公平性之考量，且上開各項論點大多

係以政府財務觀點出發，未慮及民眾及企業之負擔。 

淺見以為，假使在未訂定相關標準前就貿然上路，反而更容易導致資源濫用，如

同監察院糾正案內所載之缺失，各縣市或可能為消化預算，或為提昇行政績效等故，

競相以降低補助門檻或提高補助之方式為之給付，反而加遽政府的財政負擔。當知社

會保險之費率往往受限於政黨選票考量等政治因素，調整保費不易，尤其，不同於全

民健保(急性醫療)，長期照護給付之機率，並非每位國民皆會受益，如再重蹈全民健

保之覆轍，又推出類似二代健保之補充保費因應，或類似荷蘭之長照保險費率一再調

漲攀升，屆時恐怕更惹民怨，甚至遭到拒繳或欠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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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務建議 

壹、 跳脫長期照護既有財源籌措模式，尋找更適合之替代方案 

筆者以為「失能」、「失智」之狀態，並非人一生中所必須面對之局面，其可能性

或發生機會等概念之事件（event）觀之，其或然率與「交通事故」似有雷同之處，

而針對『不確定』發生之交通事故，『可能』導致人員傷亡之情形，我國政府於1996

年12月27日制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以公權力方式通過後，採取「官辦民營」

方式辦理，目的在於使受害人能迅速獲得基本保障，倘以此為「發想」，則期照護保

險有無可能循上開方式辦理呢？雖然目前國內學者並未有相關建議，惟保險公司目前

在辦理長期照護保險技術上已臻於成熟，為了充分運用民間現有之保險專業及資源，

則委由民間保險公司或責由國營保險事業機構辦理，亦不失為可行之選項。 

況且，除了基本保障額度外，倘能允許被保險人自行附加「額外給付重大疾病保

險」、「滿一段期間即可領取之生存金」(儲蓄險)或「身故可領回之還本保險」等，提

供民眾部分自由選擇之空間，或許可鼓勵國民自行蓄積未來長期照護所需，以降低對

政府之依賴。再者，不論委由民營保險公司或責由國營事業機構經營，保險公司擁有

足夠專業素養之評鑑能力，盈虧由其自負，政府僅須站在監督之立場，無須額外成立

長期照護中心，除可節省業務費、設備費及人事費等開銷外，更可省去徵收、催繳保

費等稽徵成本。另外，保險公司受限於資本額和公積金數量，其承擔風險之能力有限，

為求得一定之經營規模和經營業績，增強競爭能力和提高經濟效益，勢必將其承保之

危險責任進行合理安排，透過「再保險37」（Reinsurance）機制，進行風險分散。尤其

行政院2009年10月業將金融業納入十大重點服務業之一，此舉不啻為金融保險市場注

入可觀之商機，並達到雙贏之目標。 

                                                     
37「再保險」是保險人(保險公司)將其所承保的危險責任之一部分或全部轉向其他保險人(其他保險公

司)辦理保險，即為「保險的保險」，係強調保險人之間的責任分擔，故又稱「分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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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以汽車強制責任保險為例，係允許採年繳方式繳納保險費，又可降低按月

從薪資所得中扣繳保費(薪資稅)之痛苦感，淺見認為在未開辦社會保險之前，似可精

算二者之保費負擔，倘若較現行規劃之費率為低，應可深入探討其可行性。 

貳、 財源籌措應以國家財政狀況、民生經濟為考量重點，設計一套較為

可行之籌措機制。 

從目前國內大部分學者之意見來看，最可行之長期照護財源籌措方式係為單獨開

辦「社會保險」，而大致之理由包括(黃筱薇，2000：86-87)：一、急性醫療與長期照

護所面對之事故機率不同；二、現行全民健保之被保險人分六大類，每一類別保費計

算標準不一致，如將長期照護保險附屬於現行全民健保，將使負擔分配更不平均；三、

長期照護係以照護為主、醫療為輔，若納入全民健保恐加重財務負擔；四、全民健保

係急性醫療，將長期照護保險納入不符財務獨立原則；五、全民健保如納入長期照護，

尚須支付生活費及照護費用，將使結構複雜化而不易精算；六、長期照護機構與醫院

成本結構存在差異性，倘合辦後將造成長期照護費用高估，對資源配置產生不利之影

響；七、在長期照護體系未健全，相關標準未訂定前，易導致濫用，加重財務負擔。 

然而實務上，有關長期照護服務，大部分國家仍視其為「準私有財」(Quasi- private 

Goods)，認為除了弱勢族群外，個人與家庭都應自行負擔，所以主張應遵重市場機制，

以商業保險方式因應，強調的是市場機能的發揮與特性。雖然有些國家則將長期照護

視為「殊價財」(merit goods)或「準公共財」(Quasi- public Goods)，主要係擔心私人

的長期照護保險或因為市場導向的機制，存在「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將潛在

高風險或亟需長期照護者排除在外，使真正需要長期照護者無法獲得所需之照護，形

成長期照護不足，無法提供適足之長期照護保障，所以政府有介入之必要性及正當

性；持後者看法之國家(如:荷蘭、德國及日本)，或為了符合資源配置效率，或是基於

大數法則，大致上主張採用社會保險(強制保險)模式，期望藉由擴大納保率以分散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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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強調的是所得重分配之精神。 

參、 長期照護財源若以社會保險籌措，須打破「低保費、高給付」迷思 

假設我國最終仍決定以國家介入最深之公辦公營，且採取社會保險方式運作，

仍須注意建立一套合理之財源籌措制度，考量國民經濟負擔及對整體經濟之影響，或

者可效法日本，僅將年滿45歲以上之國民強制納保；至於給付方面則應由中央統一訂

定補助標準，以維持受益公平性與一致性。以德國實施之經驗來看，值得注意的是二

個重點是：一、委外辦理之模式；二、鼓勵民眾自行投保商業保險(予以補貼)，這或

許是其長期照護保險費率控制得宜之原因，原則上為了避免重蹈健保醫療浪費之後

轍，仍應加強民眾使用者付費之觀念，以俾將有限之資源做最適當之分配。 

另外，必須注意的是社會保險之費率往往受限於政黨選票考量等政治因素，調

整保費不易，尤其，不同於全民健保(急性醫療)，長期照護給付之機率，並非每位國

民皆會受益，如再重蹈全民健康保險之覆轍，又推出類似二代健保之補充保費因應，

或類似荷蘭之長照保險費率一再調漲攀升，屆時恐怕更惹民怨，甚至遭到拒繳或欠繳。 

肆、 應建立公開透明之監督、管理機制，方能使長期照護服務可長可久 

有鑑於現行法制無法因應快速老年化之長期照護需求，政府於2007年核定之長

期照護十年計畫，堪稱我國長期照護專章規範首部曲，除因應近年來高齡化社會之老

年照護需求外，更希望藉此作為日後長期照護保險之依據；然而如同前文所述，目前

長照服務輸送系統，行政體系和法規十分分岐，縱使推出長照十年計畫仍有未能因應

之處，甚至扮演中間樞紐的長期照護管理中心(簡稱照管中心)，屬任務性編組，附屬

於各地衛生局或社會局，其任務為核定補助額度、擬定照顧計畫、安排照護服務、連

結照顧資源等，扮演著控管、執行、協調及諮詢等多種角色(鍾秉正，2012：332-333)。

是以，除了以社會保險作為財源因應之基礎是否妥適外，在實施之前相關問題是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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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克服，又照管中心人員專業素養是否到位等，亦為成敗之關鍵。 

此外，從中央到地方應建立一套監督、管理之機制，如：對於請領保險給付之

被保險對象加以不定期抽核，並對異常案件須加以持續性之追蹤訪視，尤其受到近年

經濟不景氣的影響，社會啃老族現象普遍，為防止家屬或有心人士將失能者或失智

者，作為訛詐社會保險給付之工具38，避免有限資源遭到不當利用，扭曲了政府原本

冀望實現「…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39之美意，長照保險之各項給付更應注意落實監管機制，以避免個體道德風險事件發

生。 

按行政院長期照護十年計畫之規劃，其補助項目計有八大項，其勾勒之藍圖確

實誘人，但以老年化社會後，上開補助項目勢必形成龐大的負擔；然而，當我國社會

福利支出，不因為各項社會保險之開辦而趨減時，政府是否更應該思考給付面資源浪

費的問題，例如：應該如何杜絕健保醫療浪費、防止醫療院所訛詐健保費等問題，而

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為了解決健保虧絀的問題，在增收補充保費後，又再急救章

的將慢性醫療給付部分給切割，另外開辦長期照護保險因應。尤其，當社會福利支出

儼然已成為國家財政沉痾，是否仍要堅持大有為政府，創造華而不實之財政幻覺，值

得商榷。更何況中央在歷經組織精減後，宣佈要成為小而美、小而廉的政府後，卻又

因為長期照護保險開辦，須擴大預算，增設若干長期照護中心，徒增不必要之人事成

本、行政資源支出，易與人言行不一之感，倘暫且以目前方式配合全民健保改革方案，

小幅修正辦理，再視執行情形，於成熟之時機決定是否單獨開辦，或許較能形成有利

之說帖。 

                                                     
38 2014 年 9 月 27 日據東森新聞報導「雲林地區發生了一起涉嫌虐待事件，阿嬤的孫女和外孫，長

期失業在家，一家四口全靠阿嬤七千多元的老農津貼過日子…」，該新聞事件的主角是 85 歲的老農

民，在啃老孫子女的半棄養下，僅剩不到 30 公斤。檢索網址：http://news.ebc.net.tw/apps/ 
newsList.aspx?id=1411793356 
39 摘自禮記禮運大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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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長期照護服務法草案 

第一章   總則 說明 
第一條   為健全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發

展，確保服務品質，保障接受長期照護者

之權益，特制定本法。 
 

一、明定本法之立法目的。 
二、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八項

規定，略以國家應重視社會救助、福

利服務、國民就業、社會保險及醫療

保健等社會福利工作。我國人口快速

老化，長期照護需求日益增加，健全

長期照護服務體系、發展服務人力與

機構資源及確保服務品質愈顯其重要

性，爰制定本法以資遵循。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 
行政院衛生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明定本法之主管機關，未來將適時配合行

政院組織改造修正為衛生福利部。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長期照護(以下稱長照)：指對身心失

能持續已達或預期達六個月以上，且

狀況穩定者，依其需要所提供之生活

照顧、醫事照護。 
  二、身心失能者(以下稱失能者)：指身體

或心智功能於使用可能之醫療及輔

助器具後，其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或生

活工具使用能力仍部分或全部喪失

者。 
三、長照服務人員(以下稱長照人員)：指

經本法所定之訓練、認證，領有證明

得提供長照服務之人員。 
四、長照服務機構（以下稱長照機構）：

指以提供長照服務或長照需要之評

估服務為目的，依本法規定設立之機

構。 
五、長照服務體系（以下稱長照體

系）：指長照人員、長照機構、財務

及相關資源之發展、管理、轉介機制

等構成之網絡。 

一、參考德、日等國之經驗，於第一款界

定長期照護之服務對象為身心失能持

續已達或預期達六個月以上，且狀況

穩定者，不分年齡、族群及身心障礙

別均屬之。 
二、依國際定義，第二款之日常生活自理

能力(ADLs,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包括進食、移位、如廁、洗澡、平地

走動、穿脫衣褲鞋襪等項目；生活工

具使用能力（ IADLs, 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則包括上街

購物、外出活動、食物烹調、家務維

持、洗衣服等項目。 
三、第三款規定長照人員之定義，現行照

顧服務員、生活服務員、教保員、訓

練員、社會工作人員、評估照護需要

之人員及各類醫事人員等，未來如符

合此一定義，即為長照服務人員。 
四、凡能提供長照服務或長照需要之評估

服務之機關（構）、法人、團體、合

作社、事務所等，可依本法之規定設

立為第四款之長照機構；目前各地方

政府衛生局所設立之長期照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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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個人看護者：指直接受僱，於失能者

家庭從事看護工作之人。 
中心，亦可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及

相關法規命令之規定，申請設立為長

照機構，其模式與現行地方衛生局所

屬之衛生所，一方面依醫療法規定，

為符合醫療機構設置標準之基層醫

療單位，一方面亦兼辦衛生行政業務

之運作型態相仿。又所謂依本法規定

設立之機構，包括本法第五十條第一

項規定五年緩衝期內之長照有關機

構，第五十一條第一項之機構及其他

經本法許可設立之機構。 
五、於第五款定義長照服務體系，俾利適

用。 
六、自助、互助、助人為國人之傳統善良

文化，失能者由個人看護者為日常照

顧時，本法自宜有不同之規範，爰另

為定義；惟就受僱(指受有酬勞)從事

該項工作者，宜有適度規範，並於第

五十二條範定之。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掌理下列事項： 
一、長照政策、法規及長照體系之規劃、

訂定。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下稱地

方主管機關）辦理長照服務之監督及

協調。 
三、長照機構之獎助、輔導及依第二十九

條第一項之辦法所定，應由中央主管

機關辦理之評鑑。 
四、長照人員管理、培育及訓練政策之規

劃、訂定。 
五、長照服務之國際合作。 

  六、其他具全國一致性質之長照服務事

項。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之掌理事項。 
 

 
 

 

第五條  地方主管機關掌理下列事項： 
一、轄內長照體系之規劃、宣導及執行。 
二、執行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長照政策、

法規及相關規劃方案。 
三、辦理地方之長照服務訓練。 

明定地方主管機關之掌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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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轄內長照機構之督導考核及依第二十

九條第一項之辦法所定，應由地方主

管機關辦理之評鑑。 
五、其他屬地方性質之長照服務事項。 

 
 

第六條  主管機關應邀集長照相關專家學

者與長照機構、接受長照服務者及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之代表，為長照服務有

關事項之諮詢。 
前項代表中，相關專家學者與接受長

照服務者及長照機構之代表，不得少於三

分之二；任一性別之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

一。 

明定主管機關應邀集長照相關專家學者與

長照機構、接受長照服務者(含家屬代表或

家庭照顧者)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代

表，共同參與長照有關諮詢事宜，以確保

長照政策之推動及落實。 

第二章  長照服務及長照體系 說明 
第七條  接受長照服務者，應先由長照機構

予以評估。 
前項評估，中央主管機關得訂定公告

特定範圍之首次評估、再評估及定期評

估，應由主管機關設立或指定之長照機構

為之；經指定辦理評估者，不得為該受評

估者提供長照服務。 
 

 
 

一、為使資源有效使用，並使失能者得到

適合其需要之照護，於第一項規定接

受長照服務者，應先經長照需要之評

估。 
二、第二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得就特定範

圍之首次評估、再評估（如：於長照

需要變更時）及定期評估（連續接受

長照達一定期間時）等，公告由特定

之長照機構辦理，且辦理者不得為該

受評估者提供長照服務，期使諸如接

受政府補助或社會保險給付之長期照

護資源能有效使用。 
三、長照服務需要之評估，除就其於使用

可能之醫療及輔助器具後，日常生活

自理能力或生活工具使用能力喪失之

程度，及因失能產生之生活照顧或醫

事照護之需要外，並應考量環境或親

友支持網絡等因素，訂定符合個人特

殊情況之照護計畫。 
第八條  長照服務依其提供方式，區分 
  如下： 
一、居家式：由長照人員到宅提供服務。 
二、社區式：於社區設置一定場所及設

施提供服務。但不包括第三款之服

務。 

明定長照服務提供方式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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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構收住式：以全日容留受照顧者之

方式提供服務。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服務方

式。 
    前項服務方式，長照機構得合併提供

之。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辦理長照有

關資源與需要之調查，並據以訂定長照

服務發展計畫及採取必要之獎助措施。 
中央主管機關為均衡長照資源之發

展，得劃分長照服務網區，並得於資源

過剩區，限制長照機構之設立或擴充；

於資源不足之地區，中央主管機關應獎

助辦理健全長照服務體系有關事項。 
前二項獎助之項目、方式與前項長

照服務網區之劃分及長照機構設立或擴

充之限制等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一、為健全全國長照體系，均衡長照資

源，應考量各類人員、服務方式及各

不同區域之需求，有必要建立基礎資

料，並據以劃分長照服務網區與訂定

區域資源分布、品質維護、人力配置

及發展等有關長照服務體系發展之

計畫。 
二、第一項之調查，依統計學之原則，於

人口數較少之特定地區或族群，應採

加重抽樣或全面調查方式為之。 
三、為促進長照資源均衡發展，使長照機

構及人力合理分布，爰於第二項規定

得對資源過剩或不足之地區，限制長

照機構之設立與擴充或予以獎助，以

均衡長照服務之可近性及在地化。 
四、至於獎助項目、方式與長照服務網區

之劃分及長照機構設立或擴充之限

制等有關事項辦法，則於第三項授權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長照相關資

源之發展、提升服務品質與效率及均衡服

務資源，應設置長照服務發展基金。 

長照服務發展基金原則上第一年由中央主

管機關編列一定額度之單位預算撥充之，

並檢討修正菸害防制有關法令，規定提撥

一定比率之菸品健康福利捐於該基金，以

健全並穩定其財源，並期達成收支平衡。 
第三章 長照人員之管理  
第十一條  非長照人員，不得提供長照服

務。 
長照人員應每六年為期，接受一定積

分之繼續教育，並據以辦理長照人員證明

效期之更新。 
 長照人員之訓練、認證、繼續教育課

程內容與積分之認定、證明效期及其更新

一、長照具跨專業領域之特性，長照人員

提供服務應具相關知能，爰於第一項

明定非長照人員不得提供長照服務，

並於第二項訂定相關訓練及認證規

定。 
二、長照服務人員之訓練，依其執行不同

業務須接受不同訓練，例如各醫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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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員除依其專業法規規定接受一般訓練

外，仍應接受經過長照訓練始能執行

長照服務。 
三、為確保與提升長照服務品質，長照人

員應定期接受繼續教育，其訓練、認

證、繼續教育課程內容與積分之認

定、證明效期及其更新等規定之辦

法，於第三項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第十二條  長照人員應登錄於長照機構，並

由該機構報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定後，始得

提供長照服務；長照機構不得容留非長照

人員提供長照服務。 
長照人員登錄於長照機構以一處為

限，但經其登錄之長照機構報所在地主

管機關同意者，得支援其他長照機構提

供長照服務；其得支援之項目及時間之

限制，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受支援之長照機構所在地為其

他直轄市或縣（市）時，應另報受支援地

之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項之登錄，於有異動時，應自異

動日起三十日內，由該長照機構報所在地

主管機關核定。 

一、為利長照人力之管理及運用，爰於第

一項規定長照人員需登錄於長照機

構，並由長照機構報所在地主管機關

核定，始能提供服務。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明定長照人員登錄從

事長照服務以一處為限，支援其他長

照機構或其他直轄市、縣市提供服務

時，應先報准之相關規定。 
三、第四項明定長照人員登錄後之異動報

核責任歸屬於長照機構。 
  

第十三條 長照人員對於因業務而知悉或

持有他人之秘密，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

漏。 

明定長照人員之保密義務。  

第四章  長照機構之管理 說明 
第十四條  長照機構依其得提供之服務內

容，分類如下： 
  一、第一類長照機構：提供生活照顧服務

或評估該服務需要之機構。 
二、第二類長照機構：除辦理前款所定事

項外，並提供長照有關之醫事照護服

務或評估該服務需要之機構。 
 

現行長期照護機構類型在不同體系，其

規範不同，如社政之養護機構、身心障

礙福利機構及衛政之護理之家等，應整合

資源做整體規劃、統一分類及管理，爰依

其得提供之服務內容，對長照機構加以分 
類；目前各地方政府衛生局所設立之長期 
照顧管理中心，亦得考量其服務內容，依

本法規定申請許可為某一類別長照機構。 
第十五條  長照機構之設立、擴充、遷移，

應先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明定長照機構之設立、擴充、遷移應經主 
管機關許可，至有關申請程序及審查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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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項，則於第十六條授權訂定之辦法規

定之。 
 

第十六條  前二條所定各類機構之設立標

準、負責人資格，與其設立、擴充、遷移

之申請程序、審查基準及設立許可證明應

登載之內容等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長照機構設立標 
準、負責人資格與其設立、擴充、遷移

之申請程序、審查基準及設立許可證明應

登載之內容等有關事項之辦法。 

第十七條  長照機構停業、歇業、復業或

許可證明登載事項變更，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三十日內，報主管機關核定。 
      前項停業期間以一年為限，停業逾一

年者，應於屆至日起三十日內辦理歇業；

逾期未辦理者，主管機關得逕予廢止其設

立許可。 

一、於第一項規範長照機構停業、歇業、

復業或登載事項變更應報核定之規

定，並考量事前報核優於事後告知，

爰採事前核定之方式。 
二、第二項明定長照機構之停業期間，以

一年為限。 
 

第十八條  長照機構由政府機關（構）設立

者，應於長照機構前冠以該政府機關（構）

之名稱；由民間設立者，應冠以私立二

字。 
      長照機構應於其場所外部，以明顯字

體依前項規定標示其名稱，並應加註機構

類別及其服務內容。 
    

 

規範長照機構名稱訂定之原則，應區隔私 
立或公立及應標示加註事項，以利辨識，

例舉如下：  
一、政府機關設立者，其名稱為： 

○○縣（市）立○○長照機構 
類別：第一類（生活照顧服務/評估服

務） 
第二類（生活照顧、醫事照護

服務/評估服務） 
二、民間設立者，其名稱為： 

私立○○長照機構 
類別：第一類（生活照顧服務/評估服

務） 
第二類（生活照顧、醫事照護

服務/評估服務） 
三、財團法人設立者，其名稱為： 

○○財團法人私立○○長照機構 
類別：第一類（生活照顧服務/評估

服務） 
第二類（生活照顧、醫事照護

服務/評估服務） 
四、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

譽國民之家附設長照機構，其名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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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榮譽國民之家附設○○長照機構 
類別：第一類（生活照顧服務/評估服

務） 
第二類（生活照顧、醫事照護

服務/評估服務）   
第十九條 非長照機構，不得使用長照機構

之名稱。 
 

為免混淆，明定非本法所定長照機構，其

名稱使用之限制。 
 

第二十條  長照機構不得使用下列名稱： 
一、在同一直轄市或縣（市），與被廢止

許可證明或已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立

之長照機構相同之名稱。 
  二、 易使人誤認其與政府機關、其他公益

團體有關之名稱。 

明定長照機構名稱之限制。 
 

第二十一條 非長照機構，不得為長照服務

之廣告。       
長照機構之廣告，其內容以下列事項

為限： 
一、長照機構名稱與第十八條第二項所定

應加註之事項、設立日期、許可證明

字號、地址、電話及交通路線。 
二、長照機構負責人之姓名、學歷及經

歷。 
三、長照人員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證書

或本法所定之證明文件字號。 
四、服務提供方式及服務時間。 
五、停業、歇業、復業、遷移及其年、月、

日。  
六、主管機關核定之收費標準。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得刊登

或播放之事項。 

一、於第一項明定僅長照機構得為長照服

務之廣告。 
二、於第二項採正面表列，明定長照機構

之廣告內容，且適用於書面、廣播、

電視及網際網路等廣告方式。 
 

第二十二條  長照機構之負責人，對所 
屬登錄之長照人員及其業務，負督導 
責任。 

明定長照機構負責人之責任，以確保業務

有專人負責管理，使順利運作並保障服務

品質。 
第二十三條  長照機構之負責人因故不能

執行業務，應指定符合資格者代理之。代

理期間超過三十日，應報所在地主管機關

核定。 

明定負責人因故不能執行業務時，應設

代理人及其代理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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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代理期間，不得逾一年。 
第二十四條  提供機構收住式長照服務之

長照機構，應與能及時接受轉介或提供必

要醫療服務之醫療機構訂定醫療服務契

約。 
 

明定機構收住式之長照機構，應與醫療 
機構有轉介契約之訂定，以確保接受長照 
服務者可得到及時之醫療服務；並於依第

十六條授權訂定之法規中規定申請設立許

可時，即需檢具之。 
 

第二十五條  長照機構之收費項目及其金

額，應報提供服務所在地之主管機關核

定。 
 

 
 
 
 
 
 

因長照機構經報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准者，

得支援其他長照機構或其他直轄市、縣市

提供長照服務，且考量各地消費狀況及物

價消費能力不同，長照機構之收費需因地

制宜，爰規範長照機構之收費項目及其金

額，應由提供服務所在地之主管機關核定，

非由長照機構所在地核定。 
 

第二十六條  長照機構收取費用，應開 
給載明收費項目及金額之收據。 

長照機構不得違反前條收費規定，

超額或擅立項目收費。 

為避免長照機構不當收取費用，規範收費 
後應掣給收據，且不得超額或擅立名目收

費。 
 

第二十七條 長照機構應將其設立許可證

明、收費、服務項目及主管機關所設之陳

情管道等資訊，揭示於機構內明顯處所。 

規範長照機構資訊應予透明，俾使民眾瞭

解其所提供之服務項目及收費等重要事

項。 
第二十八條  長照機構應督導其所屬登 
錄之長照人員，就其提供之長照服務 
有關事項製作紀錄。 

前項紀錄有關醫事照護部分，除依醫

事法令之規定保存外，應由該長照機構至

少保存七年。 

一、於第一項明定長照機構對所屬登錄長

照人員負有督導其製作紀錄之義務。

且紀錄之方式及其內容，於長照需要

之評估時，自應包括照護計畫；至其

他必要內容，將視未來長照人力結構

之演變，適時調整訂定於施行細則，

以符實務。 
二、執行業務製作之紀錄保存年限，經參

考其他醫事法令，醫療法第七十條規

定為七年；護理人員法第二十五條規

定為十年。爰於第二項明定有關醫事

照護之紀錄之保存年限至少為七年。 
第二十九條 主管機關應辦理長照機構之

評鑑；其對象、內容、方式及其他有關事

一、第一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長照機

構評鑑對象、內容、方式及其他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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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對長照機構應予輔導、監

督、考核、檢查；必要時，並得通知其提

供相關服務資料，長照機構不得規避、妨

礙或拒絕。 

事項之辦法。 
二、第二項則明定主管機關對長照機構之

管理責任，及長照機構應配合主管機

關通知，提供相關服務資料等。 
 

第三十條  長照機構停業或歇業時，對接受

長照服務者應予以適當之轉介或安置。 
地方主管機關於長照機構未依前項

規定為適當之轉介或安置時，得強制之，

並收取必要之費用。 

一、第一項規範長照機構停業、歇業時，

應對接受長照服務者應予適當轉介

或安置，以保障其權益。 
二、第二項賦予地方主管機關強制安置之

依據。 
 

第五章  接受長照服務者之權益保障 說明 
第三十一條  長照機構於提供長照服務

時，應與接受長照服務者或其代理人簽訂

書面契約。 
前項契約書之格式、內容，中央主管

機關應訂定定型化契約範本與其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之事項。 

明定長照機構應與接受長照服務者或代理

人簽訂契約之義務，以確保接受長照服務

者之權益；至其定型化契約範本與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之事項，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俾長照機構據以辦理。 
 

第三十二條 長照機構除為維護接受長照

服務者之安全，或為必要之權益保護外，

不得對其進行錄影、錄音或有其他侵害個

人隱私之作為。 

考量接受長照服務者之人權保護，爰為保

護其隱私之規定。 
 

第三十三條 長照機構應對接受長照服務

者予以適當之照顧與保護，不得有遺棄、

虐待、傷害或其他侵害其權益之情事。 

為保障接受長照服務者之權益，規範長照 
機構及其人員不得作為之事項。 

 
第三十四條 主管機關應建立長照服務有

關之陳情機制，並應對陳情事項及時予以

適當之處理。 

為保障接受長照服務者之權利，主管機關

應提供有關之陳情管道，並應對其陳情事

項及時處理。 
第六章  罰則 說明 
第三十五條  長照機構違反第十五條、第三

十條第一項或第三十三條規定者，處新臺

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長照機構違反第十五條規定者，除依

前項規定處罰外，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未經許可設立為長照機構，提供長照

服務者，除依前二項規定處罰外，並公布

其設立者或負責人姓名。 

一、設立、擴充、遷移未依規定申請許可

之罰則，於第一項至第三項定之。 
二、長照機構停業、歇業時，違反應對接

受長照服務者予以適當轉介或安置規

定之罰則，於第一項定之。 
三、長照機構對接受長照服務者遺棄、虐

待、傷害或違法限制人身自由等情事

時之罰則，於第一項、第四項及第五

項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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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機構違反第三十三條規定者，除

依第一項規定處罰外，並限期令其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

業處分，停業期滿仍未改善者，得廢止其

設立許可。 
長照機構違反第三十三條規定，情節

重大者，得逕行廢止其設立許可。 
第三十六條  長照機構違反許可設立之  
標準時，應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再限期令其改善；屆期 
 仍未改善者，得廢止其設立許可。 

明定長照機構於經許可設立後，違反設立

許可之設置標準之罰則。 

第三十七條  長照機構違反第二十六條 
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將超 
收或擅自收取之費用退還。 

明定長照機構違反收費規定之罰則。 
 

第三十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ㄧ者，處新臺

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非長照人員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提供長照服務。 
二、長照機構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容留非長照人員提供長照服務。 
三、非長照機構違反第十九條規定，使用

長照機構名稱。 

一、第一款明定非長照人員違反不得提供

長照服務規定之罰則。 
二、第二款明定長照機構違反不得容留非

長照人員提供服務等規定之罰則。 
三、第三款明定非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

許可設立之長照機構，使用長照機構

名稱時之罰則。 
 

第三十九條    長照機構違反第十七條第

一項規定、刊登或播放第二十一條第二項

各款規定以外之廣告內容或其廣告內容

不實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罰鍰，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並得按次處罰。 
非長照機構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為長照服務之廣告，處新臺幣一萬元

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第一項明定長照機構違反停業、歇業、

復業或登記事項變更應先報主管機關

核定規定及違反廣告內容限制之罰

則。 
二、第二項明定違反非長照機構不得為長

照服務廣告規定之罰則。 
 

第四十條  長照機構於提供長照服務時，未

依第三十一條規定簽訂書面契約，或其契

約內容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同條第二項

所定應記載及不得記載規定者，應限期令

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一萬元

明定長照機構違反提供長照服務時，應與

接受長照服務者簽訂書面契約之規定，或

契約內容未依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記載之

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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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第四十一條    長照機構有下列情形之ㄧ

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

鍰： 
一、違反第七條第二項規定，於經指定辦

理評估情形，為該受評估者提供長照

服務。 
二、所屬長照人員支援其他長照機構，違

反第十二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未

報經所在地主管機關同意，或受支援

之長照機構所在地為其他直轄市或

縣（市）時，未另報該地方主管機關

備查。 
三、違反第十二條第四項規定，於所屬長

照人員異動時，未依限報所在地主管

機關核定。 
四、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於負責

人因故不能執行業務時，未指定符合

資格人員代理，或代理超過三十日而

未報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定。 
五、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未與能及時接

受轉介或提供必要醫療服務之醫療

機構簽訂醫療服務契約。 
六、所屬長照人員違反第二十八條規定，

未就其提供之長照服務有關事項製

作紀錄、依法保存。 
七、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規避、

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之輔導、監督、

考核、檢查或提供相關服務資料要

求。 
長照機構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

二十四條、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第二

項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並限期

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一個月以上

一年以下停業處分。 

一、第一款明定長照機構違反辦理特定長

照需要評估，不得為該受評估者提供

長照服務之罰則。 
二、第二款明定長照機構違反未經所在地

或被支援地主管機關同意或備查，前

往其他直轄市或縣市提供長照服務之

罰則。 
三、第三款明定長照機構違反機構內長照

人員異動時三十日內應報所在地主管

機關核定之罰則。 
四、第四款明定長照機構違反負責人代理

核定規定之罰則。 
五、第五款明定機構收住式長照服務之長

照機構違反應與可及時接受轉介或提

供必要醫療服務之醫療機構，訂定醫

療服務契約規定之罰則。 
六、第六款明定長照機構違反應督導其所

屬長照人員就其提供之長照服務有關

事項應製作紀錄之規定，及違反紀錄

除依醫事法令之規定保存外，應由該

長照機構保存七年規定之罰則。 
七、第七款明定長照機構規避、妨礙或拒

絕主管機關對其輔導、監督、考核、

檢查及依主管機關通知提出服務資料

等規定之罰則。 
八、長照機構有第一項第四款至第七款之

情形者，除罰鍰外，於第二項明定並

限期令其改善及停業處分之規定。 
 

第四十二條 長照人員違反第十三條、長照

機構負責人違反第二十二條、長照機構違

反第三十二條規定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

一、第一項明定長照人員無故洩漏他人隱

私、長照機構負責人違反應負督導所

屬登錄之長照人員及其業務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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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

處分。 
長照機構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 

定未報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定，即由已登錄

之所屬長照人員提供長照服務者，處新臺

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以及長照機構侵害接受長照服務者個

人隱私之罰則。 
二、第二項明定長照機構對於已登錄之所

屬長照人員，未報所在地主管機關核

定之罰則。 
 
 

第四十三條  長照機構違反第二十六條第

一項、第二十七條規定者，應限期令其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罰鍰。 

明定長照機構違反收取費用、未開立收據 
規定及服務訊息揭示規定之罰則。 

第四十四條   長照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

鍰，得併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

分；情節重大者，並得廢止其證明： 
一、執行業務時，為不實之記載。 
二、將長照人員證明租借他人使用。 

一、第一款明定長照人員執行業務製作不 
實紀錄之罰則。 

二、第二款明定長照人員將證明租借他人

使用之罰則。 

第四十五條  僱用未接受第五十二條第一

項規定訓練之個人看護者，處新臺幣三千

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明定雇主僱用未接受第五十二條第一項規

定訓練之個人看護者之罰則。 

第四十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一、 長照人員未依第十二條第一項    

規定完成登錄程序，即提供長 
照服務者。 

二、 長照人員證照效期屆滿，未完 
成證照之更新，提供長照服務。 

一、第一款明定長照人員未完成登錄程

序，即提供長照服務之罰則。 
二、第二款明定長照人員證照效期屆滿，

未完成證照之更新，提供長照服務時

之罰則。 
 

第四十七條  長照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廢止其設立許可：  
一、因管理之明顯疏失，情節重大， 

致接受長照服務者傷亡。 
  二、受停業處分而不停業。 
  三、所屬之長照人員提供長照服務  

，違反本法規定，可歸責於  
該機構，且情節重大。 

一、第一款及第三款分別規定長照機構因 
管理之明顯疏失，致服務對象傷亡 
及可歸責於機構之所屬長照人員違 
反本法規定，情節重大者之罰則。 

二、第二款明定長照機構違反受停業處分

而不停業者之罰則。 

第四十八條  本法所定罰則，由地方主 
管機關處罰之。 

明定罰則由地方主管機關裁處。 

第七章  附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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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條  本法施行前，已依其他法律規

定，從事本法所定長照服務之人員，於本

法施行後二年內，得繼續從事長照服務，

不受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因本法施行後，需有宣導及過渡期，使本

法施行前已從事長照有關服務之人員瞭解

本法之相關規定，並使其完成本法規定之

訓練，使得繼續從事長照服務，爰訂定二

年緩衝期。 
第五十條  本法施行前，已依其他法律規

定，從事本法所定長照服務之機關(構)、
法人、團體、合作社、事務所等（以下稱

長照有關機構），應於本法施行後五年內

依本法之規定，申請長照機構設立許可；

屆期未申請或申請未經許可者，不得提供

長照服務。 
長照有關機構之管理，於前項期限

內，未經許可設立前，除應符合其他法律

規定外，準用第七條第二項、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四條、第

四十九條及第十五條之規定；其有違反

者，依相關罰則規定處罰之。 

一、為使本法施行前，經現行不同體系許

可設立從事長照有關服務之機關

（構）、法人、團體、合作社、事務

所等能充分瞭解本法有關規定，

並為必要之準備，以符合長照機

構設立之要件，使其服務不致中

斷，爰於第一項訂定五年緩衝

期；至其申請設立許可所依據之

標準將考量該等機構現行之設置

管理規定。  
二、於第一項所訂過渡期間，長照有關機

構既仍繼續提供長照服務，則於重要

之管理及接受長照服務者權益保障事

項應準用本法部分條文之規定；其有

違反準用條文之規定者，仍適用相關

罰則爰於第二項明定之。 
第五十一條   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條例設立之榮譽國民之家，附設專為 
退除役官兵及併同安置眷屬提供長照 
服務之長照機構，不適用第十五條、 
第十七條及第二十五條有關許可、核 
定程序之規定。但應於經其上級主管 
機關核准後三十日內，報所在地主管 
機關備查。 

前項長照機構不適用第九條之規定。 

明定專為退除役官兵及併同安置眷屬，提 
供長照服務之榮譽國民之家附設長照機 
構，不適用本法部分條文，以避免法令 
之競合，並符合其管理實務需要。 

第五十二條   個人看護者，除應接受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訓練外，不適用本

法。 
個人看護者為外國人時，其服務對象

之評估，準用第七條第二項之規定。 
 

一、考量互助與助人為人類之善良天性，

且為鼓勵社會潛在人力資源之有效運

用，對於個人看護者，不宜全以本法

規範之；惟對有酬勞之受僱者，宜規

定應受一定訓練，使其具有基本之衛

生安全知能，俾受看護者有較適當之

保障，亦較符合社會之期待爰為第一

項規定。惟考量訓練量能，依第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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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條之授權，保留一定彈性，必要時

可酌與其他條文訂定不同之施行日

期。 
二、目前家庭外籍看護工服務之失能者評

估，係依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二

項授權訂定之標準辦理，本法施行日

起，依第二項規定將準用本法第七條

第二項規定之評估，並由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依該評估結果，審查認定雇主

是否符合申請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之

資格條件。在此之前，行政院衛生署

及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將共同研擬如何

整合認定得辦理評估之機構，及將現

行使用之評估工具整合趨於一致。 
第五十三條  失能者由家庭照顧者自行照

顧或個人看護者看護時，得由長照機構提

供支持性服務。 
      前項支持性服務之項目、需要之評估

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一、家庭照顧者或個人看護者長時間從事

看護工作，自應有合理之支持性服

務，使其得以適當休息，爰為第一項

規定。 
二、至支持性服務包括一般所稱之喘息服

務(respite care)、心理諮商支持服務及

長照有關資訊之提供等，對於此等長

照機構得提供之支持性服務項目及其

需要之評估等事項，宜予規範，以資

明確，爰為第二項之授權規定。 
第五十四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施行細則。 

第五十五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

之。 
依本法規定需整合現行長期照護資源，使

隸屬於不同行政體系之長照有關機構及人

員有一致規範，以利推動，爰將本法施行

日期，授權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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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行政院衛生署長期照護保險法草案(98.12.18)條文摘錄 

第一章總則 

第 1 條 

為辦理長期照護保險(以下稱本保險)，提

供國民黨基本之長期照護服務，增進社會

安全及福祉，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本保險為強制性之社會保險。本法所定之

保險對象，均應參加本保險；其於保險有

效期間內，發生長期照護事故時，應依本

法之規定給予保險給付(以下稱給付)。 

第 3 條 

本保險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衛生署。 

第 4 條 

主管機關得邀集有關機關、被保險人、雇

主、保險服務單位等代表及專家組成長期

照護保險委員會(以下稱保險委員會)，辦

理下列事項： 

一、保險費率之審定。 

二、給付之審定。 

三、保險支付費用之協定。 

四、保險業務之監理。 

保險委員會為前項之審定或協定，查有致

本保險財務餘絀明顯變動情事時，應即請

保險人提出財務平衡方案，並案審定或協

定。 

保險委員會(應至少每三年於次一年度開

始前四個月，完成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之審定及協定事項，報主管機關公告；其

不能於期限內審定或協定者，得由主管機

關逕行決定。 

保險委員會辦理第一項審定、協定與監理

之範圍、程序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 

第 5 條 

本保險主管機關為審議被保險人、投保單

位及本保險特約之長期照護服務單位(以

下稱保險服務單位)對保險人核定案件時

發生爭議之事項，得邀集法學、長期照護

服務及保險專家組成長期照護保險爭議審

議委員會。 

前項爭議事項審議之範圍、申請審議之期

限、程序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被保險人、投保單位及保險服務單位對保

險人核定之案件發生爭議時，應先申請審

議；對於爭議審議結果不服時，得依法提

起訴願或行政訴訟。 

第二章保險人、保險對象及投保單位 

第 6 條 

本保險以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為

保險人，辦理保險業務。 

第 7 條 

本保險之保險對象包括被保險人及其眷

屬。 

第 8 條 

被保險人區分為下列六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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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執行業務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 

二、第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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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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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徵集及召集在營服兵役義逾二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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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替代役者。五、第五類：社會救助

法所定之低收入戶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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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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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資格認定

標準及相關審查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同中

央農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 9 條 

第一類至第三類及第六類被保險人之眷

屬，規定如下： 

一、被保險人之配偶，且無職業者。 

二、被保險人之直系血親尊親屬，且無職

業者。 

三、被保險人二親等內直系血親卑親屬未

滿二十歲且無職業，或年滿二十歲無謀生

能力或仍在學就讀且無職業者。 

第 10 條 

本保險開辦當日，為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

象者，為本保險之保險對象。 

本保險開辦日之次日起，具有中華民國國

籍，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資格之一，為本保

險之保險對象： 

一、(在台灣地區)設有戶籍且最近一年內

曾有參加本保險紀錄或參加本保險前三年

繼續(在台灣地區)設有戶籍者。 

二、參加本保險時已(在台灣地區)設有戶

籍，並符合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至

第三目所定被保險人。 

三、參加本保險時已(在台灣地區)辦理戶

籍出生登記之新生嬰兒。 

前二項規定以外，(在台灣地區)領有居留

證明文件，符合第八條所定被保險人資格

或前條所定眷屬資格者，自(在台)居留滿

三年之日起，為本保險之保險對象。但符

合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三目所

定資格者，自符合資格之日起，為本保險

之保險對象。 

第 11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非屬本保險之保險對

象，已參加者，應予退保： 

一、在矯正機關接受刑之執行或街接受保

安處分、感訓處分之執行逾二個月。但接

受保護管束處分之執行者，不在此限。 

二、失蹤滿六個月。 

三、喪失前條所定資格。 

第 14 條 

各類被保險人之投保單位如下： 

一、第一類及第二類被保險人，以其服務

機關、學校、事業、機構、雇主或所屬團

體為投保單位。但國防部所屬被保險人之

投保單位，由國防部指定。 

二、第三類被保險人，以其所屬或戶籍所

在地之基層農會、水利會或漁會為投保單

位。 

三、第四類被保險人： 

(一)第八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目被保險

人，以國防部指定之單位為投保單位。 

(二)第八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二目被保險

人，以內政部指定之單位為投保單位。 

四、第五類及第六類被保險人，以其戶籍

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為投保單位。

但安置於公私立社會福利服務機構之被保

險人，得以該機構為投保單位。 

第八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二目規定之被保險

人及其眷屬，得徵得其共同生活之其他類



 

94 

被保險人所屬投保單位同意後，以其為投

保單位。但其保險費應依第二十七條規定

分別計算。 

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之投保單位，應指定專

責單位或專人，辦理本保險有關事項。於

政府登記有案之職業訓練機構或考試訓練

機關接受訓練之第六類保險對象，以該訓

練機構(關)為投保單位。 

投保單位欠繳保險費二個月以上者，保險

人得對該投保單位之保險對象，就本保險

有有關事項，洽定其他投保單位辦理。  

第三章 保險財務 

第 20 條 

保險人應每三年依費率調整公式計算費

率，並將計算結果報主管機關公告之。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保險人應即將財務平衡

方案，提請保險委員會審定後，由主管機

關公告實施： 

一、精算之保險費率，其前十年之平均值

與現行保險費率相差幅度逾百分之十。 

二、本保險之安全準備降至最低限額以下。 

三、為調整本保險給付項目、給付水準或

支付標準，致預期之給付費用總額，將較

最近一年已實現之給付費用總額增減逾百

分之十。 

第 21 條 

前條之費率調整公式，應納入下列項目： 

一、人口老化指數與需照護對象人數比率。 

二、薪資指數及物價指數。 

三、本保險財務累計餘絀。 

四、其他影響長期照護保險費用之有關項

目。費率調整公式由保險人擬訂，報主管

機關核定公告之。 

第 2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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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0 條 

第一類至第三類被保險人所屬之投保單位

或政府應負擔之眷屬人數，依第一類至第

三類被保險人實際眷屬人數平均計算之。 

第 31 條 

本保險之保險費繳納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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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類被保險人應自付之保險費，由

投保單位負責扣、收繳，並須於次月底前，

連同投保單位應負擔部分，一併向保險人

繳納。 

二、第二類、第三類及第六類被保險人應

自付保險費，按月向其投保單位繳納，投

保單位應於次月底前，負責彙繳保險人。 

三、第五類被保險人之保險費，由應補助

保險費之各級政府，於當月五日前撥付保

險人。 

四、第二類至第四類及第六類被保險人之

保險費，應由各級政府、國防部、內政部

或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補助

部分，每半年一次於一月底及七月底前預

撥保險人，於年底時結算。 

本保險之保險費，應於被保險人投保當月

繳納全月保險費，退保當月免繳保險費。 

第一項之行政機關未依本法規定撥付應補

助之保險費時，得由保險人報主管機關轉

請其上級機關，自各該機關之補助款中扣

減抵充。 

第 33 條 

投保單位或被保險人未依前條規定期限繳

納保險費者，得寬限十五日；屆寬限期仍

未繳納者，自寬限期滿之翌日起至完納前

一日止，每逾一日加徵其應納費額百分之

零點一滯納金；加徵之滯納金額，以至應

納費額之百分之十五為限。但一定金額以

下小額滯納金得予以免徵，其數額由主管

機關規定之。 

前項保險費及滯納金，自投保單位應繳納

之日起，屆三十日仍未繳納者，保險人得

依法移送行政執行；被保險人屆一百五十

日仍未繳納者，亦同。 

無力一次繳納前二項保險費及滯納金之投

保單位或被保險人，得向保險人申請分期

繳納；其申請條件、審核程序、分期繳納

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保險人

擬訂，報主管機關核定。 

保險人於投保單位或被保險人未繳清保險

費及滯納金前，得暫停給付及核發保險憑

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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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保單位積欠保險費或滯納金，無財產可

供執行或其財產不足清償時，其負責人或

主持人對屆期未繳納有過失者，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 

各級政府未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期限撥付應

補助之保險費者，得寬限十五日；屆寬限

期仍未撥付者，自寬限期滿之翌日起完納

前一日止，每逾一日，依郵政儲金一年期

定期存款利率按日計算利息，一併徵收，

保險人並得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第四章保險給付及支付 

第 34 條 

本保險之給付類別區分如下： 

一、社區型服務之給付：指社區內日(夜)

間照顧等有關服務之給付。 

二、居家型服務之給付：指居家服務、居

家護理及居家復健等有關服務之給付。 

三、機構型服務之給付。 

四、輔具、居家無障礙空間修繕及交通接

送之服務給付。 

五、照顧者支持服務之給付。 

六、經主管機關公告納入之其他服務給付。 

前項給付之給付等級、給付上限、支付條

件及支付標準，由保險人擬訂，經保險委

員會審定後，報主管機關公告之；支付標

準得以論時、論次、論日、論案例或以保

險服務單位總額等方式訂之。 

第一項之給付由保險服務單位依第四十六

條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但保險對象經保

險人同意由家屬提供居家服務者，得向保

險人請領給付；請領給付有關之規定，於

前項支付標準定之。 

前項家屬，有接受保險人之指定之教育訓

練及服務品質督導之義務；服務品質不符

合請領給付之條件者，保險人得逕改由保

險服務單位提供服務。 

第 3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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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對象應依支付標準自行負擔百分之十

之費用(以下稱自負費用)。但依前條第三

項規定請領給付者，得免自負費用。 

前項自負費用，保險人得於該比率範圍

內，以定額方式收取；主管機關並得訂定

全年自負費用之上限。 

第 36 條 

符合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戶成員，其

自負費用，由中央社政主管機關編列預算

支應。 

第 37 條 

山地離島地區之保險對象於該地區接受服

務，保險人得免除其自負費用。 

第 38 條 

保險對象之自負費用，應向保險服務單位

繳納。 

保險對象未依前項規定繳納自負費用，經

保險服務單位催繳後仍未繳納者，得通知

保險人；保險人得視需要對保險對象暫停

給付。 

第 39 條 

保險對象申請給付時，應填具申請書，並

檢附相關資料，向保險人提出。 

保險人於收受前項申請後，應對保險對象

進行長期照護需要評估，並於三十日內核

復其長期照護計畫(以下稱照護計畫)。 

前項長期照護需要，指因先天或後天之身

心功能限制，致日常生活之一部或全部有

由他人協助或照顧之需要，持續逾六個月

者。 

第二項照護計畫內容，應至少包含給付等

級、給付類別及給付上限等事項。 

照護計畫之訂定，應考量保險對象意願及

文化差異，並符合有效、經濟及以社區型

服務與居家型服務為優先之原則。 

保險對象對保險人核復照護計畫內之給付

等級、給付上限或給付水準不同意時，得

於接獲保險人核復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檢

附相關資料，敘明理由，向保險人申請複

核；複核之申請，以一次為限。 

保險對象對保險人核復之照護計畫，因情

事變更，有修正之必要時，應向保險人申

請核可。 

保險對象不依照護計畫接受服務時，保險

人得不予給付。 

第 40 條 

保險人對於接受給付中之保險對象，得視

需要進行複評；保險對象因身心功能變

化，致長期照護需要改變時，亦得申請複

評。 

前條所定長期照護需要之評估、照護計畫

之核復、申請複核與修正照護計畫及前項

複評、申請複評等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 

第 43 條 

保險對象受領給付及核退現金之權利，不

得讓與、抵銷、扣押或供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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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罰則 

第 55 條 

投保單位未依第十六條規定，為所屬被保

險人或其眷屬辦理投保手續者，除追繳保

險費外，並按應繳納之保險費，處以二倍

之罰鍰。 

前項情形非可歸責於投保單位者，不適用

之。 

投保單位未依第二十九條規定，負擔所屬

被保險人及其眷屬之保險費，而由被保險

人自行負擔者，投保單位除應退還該保險

費予被保險人外，並按應負擔之保險費，

處以二倍之罰鍰。 

第 56 條 

保險對象不依本法規定參加本保險者，處

新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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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不予給付。 

第 57 條 

保險對象違反第十二條規定參加保險者，

除追繳短繳之保險費外，並處新臺幣三千

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前項追繳短繳之保險費，以最近五年內之

保險費為限。 

第 58 條 

違反第十七條據實提供相關資料或第四十

八條提供財務報告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二

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第 60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追繳短繳之保險費

外，並按其短繳之保險費金額處以二倍至

四倍之罰鍰： 

一、第一類被保險人之投保單位，將被保

險人投保金額短報者。 

二、第二類被保險人，將其投保金額短報

者。 

第八章附則 

第 65 條 

主管機關為審議保險爭議事項，或保險人

為辦理承保業務及審查照護服務給付之需

要，得向財稅機關或其他有關機關查詢，

洽取保險對象與本保險有關之資料。 

第 66 條 

保險對象因職業災害或職業傷病發生之給

付費用，保險人得向職業災害、職業傷病

補(賠)償之義務人請求償付。 

第 67 條 

保險對象因發生保險事故，而對第三人有

損害賠償請求權者，本保險之保險人於提

供保險給付後，得依下列規定，代位行使

損害賠償請求權： 

一、汽車交通事故：向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保險人請求。 

二、公共安全事故：向第三人依法令應強

制投保之責任保險保險人請求。 

三、其他重大之交通事故、公害或食品中

毒事件：第三人已投保責任保險者，向其

保險人請求；未投保者，向第三人請求。 

前項第三款所定重大交通事故、公害及食

品中毒事件之求償範圍、方式及程序等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70 條 

主管機關得編列預算設置基金，供經濟困

難無力繳納保險費之被保險人無息申貸本

保險保險費及自負費用。 

前項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行

政院定之。 

第一項基金之申貸資格、貸款條件、償還

期限與償還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71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72 條 

本保險之給付得分階段實施；其實施時

程，由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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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3 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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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我國長期照護  服務個案評估量表 

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能力量表（IADL） 

      引用長期照顧服務個案評估量表（96.11.15） 

B、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能力（IADL） (以最近一個月的表現為準) 

1. 上街購物 【□ 不適用 (勾選“不適用”者，此項分數視為滿分)】 

□3.獨立完成所有購物需求 

□2.獨立購買日常生活用品 

□1.每一次上街購物都需要有人陪 

□0.完全不會上街購物 

勾選 1.或 0.

者，列為失能

項目。 

2. 外出活動  【□ 不適用 (勾選“不適用”者，此項分數視為滿分)】 

□4.能夠自己開車、騎車   

□3.能夠自己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2.能夠自己搭乘計程車但不會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1.當有人陪同可搭計程車或大眾運輸工具          

□0.完全不能出門    

勾選 1.或 0.

者，列為失能

項目。 

3. 食物烹調 【□ 不適用 (勾選“不適用”者，此項分數視為滿分)】 

      □3.能獨立計畫、烹煮和擺設一頓適當的飯菜      

      □2.如果準備好一切佐料，會做一頓適當的飯菜   

      □1.會將已做好的飯菜加熱                     

      □0.需要別人把飯菜煮好、擺好                 

勾選 0.者，列為

失能項目。 

4. 家務維持 【□ 不適用 (勾選“不適用”者，此項分數視為滿分)】 

□4.能做較繁重的家事或需偶爾家事協助（如搬動沙發、擦地板、

洗窗戶）     

□3.能做較簡單的家事，如洗碗、鋪床、疊被      

□2.能做家事，但不能達到可被接受的整潔程度   

□1.所有的家事都需要別人協助                 

□0.完全不會做家事                          

勾選 1.或 0.

者，列為失能

項目。 

5. 洗衣服  【□ 不適用 (勾選“不適用”者，此項分數視為滿分)】                                      

□2.自己清洗所有衣物 

□1.只清洗小件衣物 

□0.完全依賴他人 

勾選 0.者，列為

失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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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電話的能力 【□ 不適用 (勾選“不適用”者，此項分數視為滿

分)】 

□3.獨立使用電話，含查電話簿、撥號等 

□2.僅可撥熟悉的電話號碼 

□1.僅會接電話，不會撥電話 

□0.完全不會使用電話 

勾選 1.或 0.

者，列為失能

項目。 

 

7.服用藥物 【□ 不適用 (勾選“不適用”者，此項分數視為滿分)】 

□3.能自己負責在正確的時間用正確的藥物       

□2.需要提醒或少許協助                             

□1.如果事先準備好服用的藥物份量，可自行服用    

□0.不能自己服用藥物                         

勾選 1.或 0.

者，列為失能

項目。 

8.處理財務能力【□ 不適用 (勾選“不適用”者，此項分數視為滿分)】                                            

□2.可以獨立處理財務                          

□1.可以處理日常的購買，但需要別人協助與銀行往來或大宗 

買賣 

□0.不能處理錢財                                    

勾選 0.者，列為

失能項目。 

（註：上街購物、外出活動、食物烹調、家務維持、洗衣服等五項中有三項以上需要協助

者即為輕度失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