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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0408版

★111年使用者付費之
部分負擔說帖★



增加部分負擔，強化費用意識，

進而優化就醫行為與醫病決策共享。

醫病關係、醫療品質的進步可期！

陳時中2022/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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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109年有就醫的總次數
超過3億6千3百萬次

◆平均一個人看病15.9次，
國外平均大約為10次

◆我們比國外多了6次

台灣就醫次數高於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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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爆發兩年多來，醫護貢獻有目共睹

◆為健保永續，醫療資源獲得更有效率使用，

調整使用者付費部分負擔，強化費用意識

1. 弱勢族群及重大傷病的部分負擔不變，而
享有的醫療品質能夠再提升

2. 導引國人就醫習慣，改善醫療品質

台灣健保 世界稱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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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珍惜醫療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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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民眾成本意識，讓小病(例如喉嚨痛、流鼻水)及穩定慢

性病患者回歸至社區院所就醫

◆急重症患者依醫療專業轉診至醫院就醫

◆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回歸急重症照護任務及新醫療科技之

研究

◆經濟弱勢(如低收入戶)及重大傷病不受影響

◆避免增加年輕世代的經濟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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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慢性病第1次處方箋要收取
藥品部分負擔

◆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慢箋）人數逐年增加，110年已超過

730萬人，約占門診就醫人數約31.2%

◆ 藥費890億元，約占總門診藥費約43.9%

◆ 舊制慢箋第1-3次全部不用收費，慢箋藥費逐年增加已造成

健保沉重壓力，許多民眾家中堆積沒有吃的藥物。

◆ 新制第1次領藥收取部分負擔，希望民眾領藥時能斟酌家中

是否還有餘藥，讓醫師確實掌握病人服藥狀況，達到更好慢

性病控制，第2、3次維持免收部分負擔，減輕民眾負擔。

◆ 希望民眾能對藥品妥善使用，珍惜藥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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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調高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的藥
品部分負擔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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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費占所有醫療費用約29%，且費用逐年成

長，藥費成長幅度為最高

◆110年藥費支出2,245億點

◆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一般藥品費用高於社區

醫院及基層診所2-3倍

◆希望民眾能珍惜藥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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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檢驗、檢查要收取部分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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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檢查費用占所有醫療費用約13%，且

費用逐年成長。

◆110年檢驗、檢查支出985億點。

◆舊制檢驗檢查不必收取部分負擔，已造成健

保沉重壓力，不必要之檢驗檢查造成醫療資

源浪費。

◆新制依不同就醫層級、轉診與否收取不同額

度部分負擔。

◆希望民眾能珍惜檢驗、檢查資源。
8



為什麼要調整急診部分負擔

◆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回歸急重症照護任務，保障急重症

民眾就醫權益，調降第1-2級部分負擔

◆避免輕症急診就醫，加重第4-5級部分負擔，引導民眾

正確就醫行為

◆改善急診醫療品質

註：第1級「復甦急救」、第2級「危急」、第3級「緊急」、第４級「次緊急」、第５級「非緊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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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付費部分負擔調整-門診藥費

院所層級
一般藥品及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第1次調劑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第2次以後調劑

基層院所

/中醫

/地區醫院

藥費100元以下 免收

免收
藥費101元以上

比率20%

上限200元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比率20%

上限300元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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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付費部分負擔調整-門診檢查(驗)
院所層級 未經轉診 經轉診

基層院所/牙醫

/中醫

1,000元以下－免收

1,001元以上-100元

地區醫院
500元以下-免收

501元以上－比率10%，上限100元

區域醫院
比率20%

上限300元

比率10%

上限150元

醫學中心
比率20%

上限400元

比率10%

上限200元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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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付費部分負擔調整-急診

院所層級
第1-2級

(少收100元-150元)

第3級
(不變)

第4-5級
(多收250元-300元)

基層院所 150元

地區醫院 150元

區域醫院 200元 300元 600元

醫學中心 300元 550元 800元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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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穩定慢性病病人如何聰明就醫

李先生是慢性心臟病病患，每次未經轉診就醫，由醫師開立檢驗、檢查項
目 (共計8,778點)，及開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共計1,613元)

個案情境：慢性心臟病病患

部分負擔
院所層級

掛號費 基本負擔 新制後增加
每日增加

(藥費)(藥費+檢驗檢查)

社區醫院 100元 80元 300元 2.2元~3.3元\日

區域醫院 150元 240元 600元 3.3元~6.7元\日

醫學中心 200元 420元 700元 3.3元~7.8元\日

新制與舊制收取差異

13

慢性心臟病病患選擇地區醫院，比至區域醫院或醫學中心一年可節省2,460元~3,3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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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三高病人會增加多少負擔

劉老太太是高血脂病人，每次未經轉診至醫學中心就醫，由醫師開立檢驗、檢查項目血液及總膽固醇
(70點)、低密度膽固醇(250點)、三酸甘油酯(120點)；及30日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之口服降血脂等藥物(共
計1,006點)

個案情境：以高血脂病人為例

部分負擔
項目 新制

檢驗檢查 80元
(401~500點，部分負擔80元)

藥費 200元
(1,001~1,100點，部分負擔200元)

新制與舊制收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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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領取慢性病連續處方12次，
每日藥品部分負擔2.1元

每年執行2~3次檢驗檢查，
每次檢驗檢查負擔80元

你
如
果
到

到社區醫院或基層診所
每年領取慢性病連續處方12次，

每日藥品部分負擔2.1元
每年執行2~3次檢驗檢查，

每次檢驗檢查負擔0元

部分負擔
項目 新制

檢驗檢查 0元
(500點以下，部分負擔0元)

藥費 200元
(1,001點以上，部分負擔200元) 14



15

◆全年每人累計需增加部分負擔，以「不受影響」所占人數比率最高，
約佔48.8%，「10元~200元」所占人數比率為16%

註：不受影響者包含重大傷病患者

不受影響

48.8%

10~200元

16.0%

201~500元

12.0%

501~1,000元

9.5%

1,001~2,000元

8.8%

2,001元~3,000元

3.3%

3,001元以上

1.6%

不受影響

10~200元

201~500元

501~1,000元

1,001~2,000元

2,001元~3,000元

3,001元以上

調整各項部分負擔:全年累計影響金額人數占率分布

全年每人累計
需增加部分負擔200元以下人數約占64.8%

資料來源：以健保108年有就醫的申報資料推估(就醫人數2307.8萬人)



16註：不受影響者包含重大傷病患者

調整藥品部分負擔：對拿一般藥品處方的人之影響

資料來源：以健保108年申報資料推估

138

2,170

未拿一般藥品
有拿一般藥品

(單位:萬人)

全年累計影響金額人數占率分布有拿一般藥品:未拿一般藥品

77.80%

20.70%

0.70%
0.30%

0.20%0.10% 0.20%

不受影響 10~200元

201~400元 401~600元

601~800元 801元~1,000元

1,001元以上

200元以下人數約占98.5%

【不受影響的就醫層級分布】
基層診所及地區醫院：
2,097萬人(占96.6%)

區域醫院及醫學中心：
219萬人(占10.1%)

註：就醫人數2307.8萬人



17註：不受影響者包含重大傷病患者

調整藥品部分負擔：對拿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的人之影響

資料來源：以健保108年申報資料推估

1,612

695.6

未拿慢箋 有拿慢箋

(單位:萬人)

全年累計影響金額人數占率分布有拿慢箋:未拿慢箋

7.50%

32.10%

15.90%
10.90%

9.30%

6.70%

17.60%

不受影響 10~200元

201~400元 401~600元

601~800元 801元~1,000元

1,001元以上

200元以下人數約占39.6%

【不受影響的就醫層級分布】
基層診所及地區醫院：
34.4萬人(占4.9%)

區域醫院及醫學中心：
34.8萬人(占5.0%)

註：就醫人數2307.8萬人



18註：不受影響者包含重大傷病患者

調整檢驗檢查部分負擔：對有檢驗檢查的人之影響

資料來源：以健保108年申報資料推估

964

1,368 

未檢驗檢查 有檢驗檢查

(單位:萬人)

全年累計影響金額人數占率分布有檢驗檢查:未檢驗檢查

28.30%

26.30%
15.80%

9.20%

6.20%

4.20% 10.00%

不受影響 10~200元

201~400元 401~600元

601~800元 801元~1,000元

1,001元以上

200元以下人數約占54.6%

【不受影響的就醫層級分布】
基層診所及地區醫院：
606.9萬人(占44.4%)

區域醫院及醫學中心：
19萬人(占1.4%)

註：就醫人數2307.8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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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各項部分負擔：對各項醫療需求的人之影響

資料來源：以健保108年申報資料推估

就醫人數

2307.8萬人

拿一般藥品

2,170萬人

不受影響

1,688萬人

(占77.8%)

拿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695.6萬人

不受影響

52.5萬人

(占7.5%)

檢驗檢查

1368.4萬人

不受影響

38.7萬人

(占28.3%)註：不受影響者
1.包含重大傷病患者
2.檢查驗部分負擔：除重大傷病患者，並包含基層診所和地區醫院檢查驗費用500元以下免收



期待使用者付費部分負擔調整後

◆引導輕症及穩定慢性病等患者，至社區醫院

及基層診所就醫

◆讓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以急重症照護、進階

醫療以及新醫療科技發展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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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漸序

•選擇各界最可接受方

案循序改革

健保永續

•務使有限醫療資源發

揮最大治療效益

照顧弱勢

•重大傷病者不受影響

•經濟困難者提供最大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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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民眾每年：

減少1次就醫：健保資源節省約378億點

減少2次就醫：健保資源節省約755億點

減少3次就醫：健保資源節省約1,133億點

當民眾改變就醫行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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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族群就醫免擔心

重大傷病、分娩和山地離島就醫民眾或者
為低收入戶、無職業榮民、榮民遺眷、三

歲以下兒童等由其他單位補助，仍維持免

收部分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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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經濟困難的弱勢族群

經濟困難的中低收入戶、無力繳納健
保費的民眾，健保署會補助部分負擔
費用。

23

23



領有健保重大傷病證明的民眾
是否會受影響

如持有效期限內之重大傷病證明就
醫，該傷病或其相關之治療，仍維
持免收部分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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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後，我已經繳了部分負擔，但
沒有做檢驗、檢查項目，可以退費？

於就醫當次即須繳交所有部分負擔，當
未做該項檢驗、檢查項目，可以到健保
署各分區業務組進行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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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為居家照護病人，新制部分負
擔調整是否對其有所影響？

按全民健康保險法第43條，接受

居家照護仍應自行負擔醫療費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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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相關問題歡迎撥打

健保諮詢服務專線：

市話撥打 0800-030-598或

4128-678(不須加區域碼)

手機改撥 02-4128-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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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客服 健保署全球資訊網

部分負擔專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