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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使用者付費之部分負擔調整【問答集】 
 

一、 民眾篇 

編號 面向 問題 說明 

01 藥品題 

假如預定出國而一次領取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的總用

藥量，部分負擔如何計

算？ 

一、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藥費部分負擔之

收取，第1次調劑係按不同層級訂

定收取上限，第2次及第3次調劑無

論至任何層級(含社區藥局)皆免收

藥品部分負擔。 

二、 預定出國而一次領取慢性病連續處

方箋的總用藥量，只收取處方箋第

1次調劑之部分負擔，處方箋第2及

第3次調劑不收取藥品部分負擔。 

02 藥品題 

同時開一般藥品及慢性病

連續處方箋，藥品部分負

擔計算方式？ 

因一般藥品及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第1次調

劑採相同藥費級距，藥品部分負擔之採

計為總藥費合計。 

03 藥品題 

我會睡不著，需要安眠

藥，但是醫師不願意開慢

箋，卻要被收那麼多錢。 

因安眠藥具有成癮的特性、使用不當容

易造成濫用、社會危害，因此，食品藥

物管理署特將其列為「管制藥品」加強

管理。故倘經醫師診治評估不宜開立慢

性病連續處方箋，為確保用藥安全，宜

遵從醫囑服藥並定期就診。 

04 藥品題 

慢箋的部分負擔張數分開

算嗎？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第一次調劑同一般

藥品規定；第二次以後調劑無論至任何

層級 (含社區藥局 )皆免收藥品部分負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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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面向 問題 說明 

05 藥品題 

藥品部分負擔在100元以

下地區醫院、診所免收，

但醫學中心、區域醫院須

收取費用，不同層級收費

不同，是否不公平？ 

 

一、 為落實分級醫療，鼓勵民眾至基層

診所及社區醫院就醫，至基層診所

及地區醫院開立一般藥品處方箋或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第1次調劑之

藥費100元以下免收藥品部分負

擔，且藥品部分負擔上限較區域醫

院及醫學中心低100元。 

二、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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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則高1.1-1.9

倍，調高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藥品

部分負擔上限，希望民眾能珍惜藥

品資源。 

三、 為鼓勵慢性病患穩定持續用藥，慢

性病連續處方箋第2次及第3次調劑

無論至任何層級(含社區藥局)皆免

收藥品部分負擔。 

06 
檢 查

(驗)題 

檢驗檢查部分負擔收取級

距為何？是否設立上限？

有無免收情形？ 

一、 檢驗檢查之部分負擔係按層級別、

轉診及未經轉診訂定不同比率及上

限。 

二、 經轉診採比率10%以定額計收，檢

查(驗)費用每增加50元，部分負擔

增加5元；未經轉診採比率20%以

定額計收，檢查(驗)費用每增加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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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面向 問題 說明 

元，部分負擔增加10元 

07 
檢 查

(驗)題 

醫師一次開好幾種檢查，

有當次檢查，也有預約排

程，時間都不相同，那什

麼時候需要繳費？ 

就醫當次即須繳交所有部分負擔，如預

約排程檢查(驗)，但後續未做該項檢查

(驗)項目時，可以到健保署各分區業務

組進行退費。 

08 
檢 查

(驗)題 

為什麼只挑檢查(驗)算部

分負擔？慢性病人固定檢

驗就醫部分負擔會增加

嗎？ 

一、 檢驗、檢查費用占所有醫療費用約

13%，且費用逐年成長。為使負擔

公平，使民眾珍惜健保資源及及推

動分級醫療，故訂定檢查(驗)部分

負擔按層級別、轉診及未經轉診訂

定不同比率及上限。 

二、 慢性病人如需常規檢驗，建議可至

基層診所就醫，檢驗、檢查費用小

於500元則免收部分負擔，以落實

分級醫療。 

09 
檢 查

(驗)題 

檢查(驗)費用已收到上限

了，那醫師可不可以再幫

我多做幾項？ 

考量健保資源有限，建議遵從醫囑專

業，珍惜健保，勿任意要求其他檢查

(驗)項目。 

010 急診題 

急診檢傷分類的標準是否

會有不同醫師有不同標

準？要去哪裡看到檢傷分

類的標準？ 

一、 所謂檢傷分類是將病患病情輕重分

為不同的等級，嚴重的病人先看，

輕的病人後看。從民國99年起，衛

生福利部全面實施急診五級檢傷分

類標準，分成復甦急救、危急、緊

急、次緊急、非緊急等5個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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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面向 問題 說明 

二、 第一級復甦急救，病人立即就診後

醫護人員馬上處置，第二級危急，

醫護人員需10分鐘內處置病人，第

三級緊急，醫護人員應在30分鐘內

處置病人，第四級次緊急，醫護人

員可在60分鐘內處置病人，第五級

非緊急，醫護人員可在120分鐘內

處置病人。 

011 急診題 

區域及醫學中心門診基本

部分負擔再加上藥品及檢

查(驗)最高部分負擔金額

可能比醫學中心檢傷分類

第 4-5級部分負擔費用

多，這樣我是不是可以直

接到急診就醫就好？ 

一、 配合藥品與檢驗檢查部分負擔的調

整，本次一併檢討急診之部分負

擔，強調醫學中心應回歸急症照護

角色，避免輕症到醫學中心急診看

病。針對檢傷分類4-5級加重部分

負擔，已較原急診部分負擔增加

250元~300元。 

二、 期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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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為引導民眾正確就醫，健保署將就

醫院及民眾加強宣導，並進行監控

並隨時研議修正。 

012 急診題 我去急診就醫，是不是可 急診檢傷分類係按病患病情輕重分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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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面向 問題 說明 

以要求醫師將我急診檢傷

分類為更嚴重之級數？ 

同的等級，嚴重的病人先看，輕的病人

後看。分成復甦急救、危急、緊急、次

緊急、非緊急等5個等級。其等級之分類

判斷署醫療專業，為避免增加急診醫療

糾紛之疑義，健保署將進行監控並隨時

研議修正。 

013 急診題 

民眾不知道自己狀況嚴不

嚴重，可不可以先去檢

傷，再決定要不要掛號？ 

醫院有義務勸導檢傷分類4-5級的民眾回

歸門診就醫。 

014 
弱勢 

對象 

目前現行免除所有部分負

擔者 (重大傷病、榮民

等 )，調整後是否仍不需

收取藥品部分負擔？ 

健保法法定免部分負擔之重大傷病患

者、分娩及山地離島地區之就醫，以及

由中央其他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之弱

勢群體(低收入戶、3歲以下兒童、無職

榮民、榮民遺眷之家戶代表等)，本次部

分負擔調整皆不受影響。 

015 
弱勢 

對象 

我住在山地離島地區，這

次的調漲方案，會受到影

響嗎？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48條規定，山地離

島地區就醫免部分負擔，故本次調整，

於山地離島地區就醫民眾不受影響。 

016 
權益或

其他 

既然是使用者負擔，高使

用者應該負擔更多，上限

訂太低，是否會讓高使用

者不痛不癢？ 

一、 「使用者付費部分負擔」的精神，

在於增加民眾費用意識，鼓勵民眾

分級就醫，以國外案例顯示，微幅

提高每次門診就醫之部分負擔，能

顯著降低門診次數；又依我國資料

顯示，全民減少1次就醫，健保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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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面向 問題 說明 

源節省約378億點。 

二、 就本次小額的部分負擔調整在不增

加民眾太多負擔下，即可達抑制浪

費之效應。而若過度增加部分負

擔，對於收入較低之慢性病患者，

亦恐有減少或延遲就醫之慮，而產

生不利健康之情形。 

017 
權益或

其他 

身心障礙者就醫的部分負

擔，如何收取?  

一、 全民健保最大核心精神是保障民眾

健康權的平等，普及並提高民眾就

醫的可近性與公平性。 

二、 對於身心障礙患者，健保署原已提

供就醫減免，仍維持並無改變，無

論至任何層級之院所就醫，門診部

分負擔僅收取50元。且本次調整全

年累計需增加之部分負擔，不受影

響(如重大傷病及低收入戶)及200

元以下人數約近6成。 

018 
權益或

其他 

為什麼已經繳交健保費

了，就醫的時候還要繳交

部分負擔呢？  

一、 全民健保的立意是希望全民都有

醫療保障，著重風險分攤精神，

由全體參與者繳交少許費用，共

同分攤風險，是強制性的社會保

險。民眾只要有繳交健保費，就

可以在罹患疾病、傷害與生育事

故時，享有醫療服務；為落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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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面向 問題 說明 

用者付費精神，提高民眾費用意

識，降低不必要的就醫，規定民

眾於就醫時需繳交一部份的醫療

費用，即部分負擔。 

二、 為避免健保財務危機，衛生福利

部將提出財務平衡方案，整體規

劃健保保費費率及使用者付費調

整方案，以達健保永續經營。 

019 
權益或

其他 

藥品、檢驗檢查部分負擔

調整後，住院部分負擔是

否仍維持原收費方式？ 

一、 本次部分負擔調整以門急診為

主，住院部分負擔維持原方式收

取。 

二、 住院部分負擔之收取係依全民健

康保險法第47條保險對象應自行

負擔之住院費用如下： 

(一) 急性病房：30日以內，百分之

十；逾30日至第60日，百分之

二十；逾 60日起，百分之三

十。 

(二) 慢性病房：30日以內，百分之

五；逾30日至第90日，百分之

十；逾90日至第180日，百分之

二十；逾180日起，百分之三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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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院所篇 

編號 面向 問題 說明 

020 藥品題 

同時開一般藥品及慢性病

連續處方箋，藥品部分負

擔計算方式？ 

因一般藥品及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第1次

調劑採相同藥費級距，藥品部分負擔之

採計為總藥費合計。 

021 
檢 查

(驗)題 

轉診後由院所轉檢之案

件，於費用申報時如何區

分收取轉診檢查(驗)部分

負擔？ 

由轉入醫院按經轉診檢查(驗)部分負擔

計收方式採計。 

022 
檢 查

(驗)題 

轉(代)檢案件，由何機構

收取檢查(驗)部分負擔？ 

由開單單位收取。 

023 
檢 查

(驗)題 

民眾要求一次執行所有檢

驗項目，以避免被多次收

取檢查(驗)部分負擔，院

所該如何辦理？ 

按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18條第1項

第3款規定，保險對象不得任意要求檢

查 (驗 )、處方用藥、處置、住院或轉

診，故建議院所應柔性勸導保險對象。 

024 
檢 查

(驗)題 

集團醫院間(如林口長庚轉

至桃園長庚檢查)或同層級

院所間的轉診是否符合檢

查轉診部分負擔上限？ 

如持轉診單就醫，即可以轉診方式計收

部分負擔。 

025 
檢 查

(驗)題 

檢查費用需要醫院自己

算，會增加行政流程，要

修改程式，是否有相關補

助？ 

按全民健康保險法第50條規定，保險對

象依第43條及第47條規定應自行負擔之

費用，應向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繳納，故

屬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應辦理事項，故無

相關補助。 

026 檢 查 檢查都是依支付標準第二 一、 收取檢查(驗)部分負擔範圍以支付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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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面向 問題 說明 

(驗)題 部第二章檢查的章節點數

收的嗎？有些在檢查(驗)

但比較像是處置。 

準第二部第二章第一節「檢查」及

同章第二節第一項 X 光檢查費所列

項目（排除上述章節中48項屬治療

或併有處置者）。 

二、 相關檢查、檢驗納入收取部分負擔

範圍之項目，本署將資訊放置全球

資訊網供各界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