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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實施全民納保的健保制度已有 1/4 世紀，醫療保健支出占國內生產毛

額的比率僅為 6.6％，與多數已開發國家約 10~17％的水準有明顯落差（英國 9.6

％、美國 17.2％、德國 11.3％、日本 10.7％）。檢視國內醫療保健支出配置，

政府在健保支出持續增加，但透過公衛投入之預防卻未增加太多（2011~2017

年間平均約在 4.04~4.82%的占比），如此醫療資源的配置不易落實「預防勝於

治療」的理念，例如投入疫苗新藥開發、推廣預防醫學、普及衛生保健教育。 

未來的醫療發展，根據 PwC Global 2030 未來醫療調查，全球醫療支出將

從 2018 年 10.6 兆美元增加到 2030 年 15 兆美元，其中傳統醫院或醫藥品在整

體醫療支出占比減少，人均醫療支出也將是下降的，但對新興的精準診斷、數

位醫療和預防保健的投資卻會增加 2 倍，可預期這些項目對整體醫療支出之佔

比將增加。 

因此，未來健保支出只會隨著人口高齡化、醫材與藥品推陳出新、癌症、

慢性疾病與重大傷病人數不斷逐年攀升，加上充斥民間的各種醫療資源浪費，

使保費收入無法追趕上支出面的成長速度，健保支出缺口持續擴大，預估 2019

年短絀達台幣 400 億元，2021 年將接近 1,000 億元。 

醫療照護之需求和龐大之財務，同樣是各國政府頭痛的課題，以稅收為基

礎的全民醫療體系(社會主義理想)如英國 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歷經

數次改革，對於醫療服務實施總額預算控制以遏制經費、引入內部市場競爭機

制以提高效率，改革理念與實務突顯對於公平與效率的困難選擇；或是以自由

市場決定醫保的美國，也在歐巴馬執政時推動法案，擴大聯邦對醫療補助計畫

（Medicaid）的資助，才讓全美超過 2 千萬人能享有平價的健保。後來儘管歐

巴馬醫改（Obamacare，盼能削減支出，並提供所有國民負擔得起的醫療照護）

美好願景落空，川普執政極欲以新政策（包括立法減輕家庭和企業負擔、以病

人為中心的醫療系統、建立個人健康儲蓄帳戶、允許保險跨州購買、充分引

入市場機制等）取代，在國會提案與表決過程中受到錯綜複雜的牽制而尚未有

成果。不論是具有社會主義理想或是自由主義色彩的醫療政策，對於財務改革

也都在艱難地摸索中，但方向都是朝向實現公平正義、兼顧效率且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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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財務改革議題於國內也已討論多年，為維持永續的健康照護體系，不

得已需要採取調漲保費費率、降低不必要的給付項目等措施時，應當落實資訊

透明與擴大參與，讓民眾充分瞭解健保資源有限與財務面臨壓力的窘境，以獲

得國人支持、產業與行政立法各界的共識，但相當不容易。 

因此，亟需賦予國人健康識能與節省醫療浪費的責任，以務實的誘因機

制與多元的健康促進，協助有醫療照護需求的民眾善用資通訊科技做好自我病

情管理並鼓勵健康的民眾培養保健習慣，降低不需要的就醫行為，共同為世代

永續享有健康保障，免於醫療匱乏而努力。  

此外，天下雜誌今年中也曾報導醫療照護體系運用科技，有機會提高效能

並降低醫療支出。可預見未來的健康照護體系將以全人、以數據為中心，產生

政研產學跨界與創新的服務生態系統，例如英國 NHS 與新創業者合作，用 AI

進行遠距諮詢，提供初診或轉診服務，NHS 因此減少 3 千萬次門診與 80 億英

鎊的支出；另有國際傳統醫材業者透過 IBM 研發全自動血糖機可提供偵測糖尿

病問題，同時也與保險業者合作創造出新的商業模式。 

有鑑於此，今年度在財務永續的主軸下，彙整目前全民健保財務收支情形

及面臨問題，再以控制健保支出為目的，探討在現有醫療資源下，如何調整醫

療服務模式與配置醫療服務資源，也借鏡新加坡的醫療保健改革，藉由「健保

給付及支付制度的改變」、「建立全民健康促進機制」、「透過科技強化健康

照護效能」及「結合商業保險」，促使民眾就醫行為合理化，以減少醫療及照

護支出。特別感謝臺北醫學大學邱弘毅特聘教授擔任召集人，協助邀請中央研

究院羅紀琼兼任研究員、臺灣師範大學郭鐘隆副院長、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徐建

業主任、長庚大學盧瑞芬教授、淡江大學郝充仁教授、中華經濟研究院簡毓寧

助研究員等專家學者進行半年多的研討並提出建議，並感謝衛生福利部周淑婉

技監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讓本報告能順利完成，供政府施政及各界參考。 

 

財團法人中技社 董事長 

潘文炎 

2019 年 12 月 

  



III 
 

 

 

 

    

序     Ⅰ 

執行摘要   1 

第一章 前言 邱弘毅 5 

第二章 全民健康照護財務現況檢討與分析 
邱弘毅 

簡毓寧 
11 

第三章 醫療支出與服務資源配置的挑戰 盧瑞芬 31 

第四章 健康促進對健康照護體系的重要性 郭鐘隆 53 

第五章 科技應用與健康照護體系 
徐建業 

李修安 
73 

第六章 醫療財務制度的探討 羅紀琼 95 

第七章 全民健康保險與商業健康保險之合作機制 
郝充仁

李立文 
109 

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陳潔儀 

潘惠萍 
141 

   

 

  

目錄 



 



1 
 

執行摘要 

一、問題及目標 

未來我國高齡化將衍生對醫療資源的高度需求，影響層面體現在全民健保

支出的快速增加，而另一方面將因少子化，使得工作人口不增反減，而使全民

健保的收入逐漸減少。在這種收支無法平衡現實下，且費率調漲不易的情況下，

將對健康照護體系產生嚴重的衝擊。希冀讀者能藉由本專題報告充分瞭解健保

資源有限與財務面臨壓力的窘境，以及為維持永續的健康照護體系，政府、民

眾與產業應盡的責任、義務與可努力的方向。 

二、研究範圍及內容 

在健康照護財務永續主軸下，研究目前全民健保財務收支情形及所面臨問

題，再以控制健保支出為目的，探討在現有醫療資源下，如何調整醫療服務模

式與配置醫療服務資源，並藉由「健保給付及支付制度的改變」、「建立全民健

康促進機制」、「透過科技強化健康照護效能」及「與商業保險的合作及互補」

等，促使民眾就醫行為合理化，以減少醫療及照護支出。 

三、研究結論 

研究發現健保制度不僅是提供醫療服務，也應賦予國民健康識能及強調預

防(改善生活環境與健康習慣)勝於治療，而這二項是控制醫療照護支出的關鍵

因素，透過資通訊科技可協助醫病資訊透明、增進個人自我健康責任與降低不

必要的醫療浪費。保險財務制度是影響醫療或就醫行為的重要因素，現階段不

論是論量計酬或是總額給付制，皆尚未見有效減緩整體醫療支出，醫療服務量

的增加並不等同服務品質或民眾健康的改善。健保在財務面開源節流的可行方

向，可從既有的措施為基礎擴充可行的方案包括：(1)調整健康保險支付及服務

模式；(2)積極推動健康促進，預防勝於治療；(3)透過資訊科技應用，提升健康

照護體系效能；(4)多元創新之商業保險與全民健保之搭配。 

四、改善對策及建言 

面對高齡、少子化現象衍生健保支出年年增長，但健保收入難以成長之挑

戰，健保改革不論是收入或支出面，宜落實資訊透明與擴大參與，讓民眾充分

瞭解健保資源有限與財務面臨壓力的窘境，以及為維持永續的健康照護體系，

政府需要採取調漲保費費率、提高部分負擔、減少不必要的給付項目等開源節

流的策略；更重要的是，賦予國人應有健康識能與節省醫療浪費的責任，同時

協助有醫療照護需求的民眾善用科技(或其他非醫療院所資源)做自我健康管理、

接受第一線醫療諮詢建議，或是購買符合需求的保險商品，增加經濟保障。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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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本專題報告提出建議如下： 

(一) 調整健康保險支付及服務模式，提高健康照護的成本效益 

1. 善用論人計酬及論質計酬支付制度 

高齡社會慢性病盛行，特別是糖尿病常因民眾疏於自我照護管理而引

發諸多後續併發症，如腎衰竭、截肢、失明等需更龐大之醫療支出。依健保

醫療支出統計，洗腎費用持續快速成長(目前年支出已超過 5 百億元)，而每

年新增超過 1 萬名的透析(洗腎)病人中，約有一半是糖尿病病人。建請研議

將國人常見之慢性病由現有論量計酬的支付制度，部分轉型為論質計酬及論

人計酬，鼓勵做好預防照護及民眾自我管理，提升醫療品質及給付效率，是

健保未來可以努力的目標和方向。 

2. 善用健保大數據研析門診等服務量與相關方案成效 

建議善用大數據分析全國健保申報資料，提供實證數據以檢視執行成

效，包括持續觀察如分級醫療中的門診變化趨勢、醫院的自費門診是否有

增加的趨勢、及基層診所與地區醫院的門診量變化等。惟健保資料並無涵

蓋自費項目，未來可進一步連結醫療院所的相關數據，瞭解國人就醫需求

與行為及其在醫療保健照護等實質支出情況，以規劃具成本效益之醫療照

護模式。 

3. 倡導預立醫療決定，適度補助「醫師諮商費用」 

為達到醫療需求合理化，提議倡導預立醫療決定，補助醫師諮商費用。

目前國內為推動「病人自主權利法」，產生醫師諮商費用是否適合由健保給

付的爭論。為避免收費問題或其他非個人因素等而使民眾卻步，建議初期

可先由政府以公務預算針對中低收入戶提供補助，並責成公立醫院及財團

法人醫院以社福基金(列入公益支出)補助弱勢團體醫師諮商費用，逐步推廣

民眾的接受度，以落實立法美意。 

4. 設定符合特定臨床條件者「積極侵襲性治療」之健保給付上限或收取部

分負擔 

對於符合「病人自主權利法」第 14 條「末期病人、處於不可逆轉之昏

迷狀況、永久植物人狀態、極重度失智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病人

疾病狀況或痛苦難以忍受、疾病無法治癒且依當時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解

決方法之情形」的臨床條件者，建議考慮限制健保在「積極侵襲性治療」

部分的給付（設定上限或收取部分負擔）。  

(二) 推動健康促進，並建構健康促進產業生態系 



3 
 

1. 積極將「健康促進」融入高齡社會民眾的生活中  

透過健康促進活動增強老年人健康，延緩老化進展程度，可避免過早

離開住家住進養護機構，帶領老年人邁向在地老化、成功老化與生產老化。

因此將健康促進融入生活、結合相關新興科技來做好自我健康管理、提升

民眾健康識能、延緩失能的提早發生，建立健康生活的支持性環境，可促

進國民的生活品質與整體健康狀態。 

2. 建構健康促進產業生態系 

資訊爆發的時代，消費者能透過科技掌握越來越多的健康相關訊息做

好自身管理，政府與產業應以消費者需求思考整體服務體系。以餐飲業為

例，可以開發慢性病健康餐飲，藉由個人化設計的健康飲食減少慢性病的

進程，並結合健身運動產業提供客製化運動方案及健康雲，做好個人各項

生理數據的管理、控制慢性病病情，再結合商業健康保險的健康數據機制，

提供民眾做好自身健康管理的誘因，促進民眾健康，預期將可有效減少醫

療支出與保險的給付，達到民眾健康、產業發展與政府健保支出減少三贏

之目標。 

(三) 建置以病人為中心的整合式醫療資訊平台，提升健康照護體系效能 

1. 運用資通訊科技促進個人健康管理 

透過資通訊科技將各式量測設備之資訊整合，上傳個人醫療健康紀錄，

再結合衛政醫療等單位健康保健資訊，提供民眾自我健康評估管理、個人

客製化運動處方、與健康促進資源共享等服務之平台。衛福部已在推動健

康雲、健康存摺等相關計畫，未來建議參考國外的推動經驗，在資訊安全

與保護個資前提下，積極結合民間健康產業之多元發展及健康資料加值應

用，共同推動個人化智慧健康促進。  

2. 運用資通訊科技提升醫療服務品質 

建立安全措施與認證機制，藉由健康數據平台(如區塊鏈)蒐集、整合、

分享及交換健康數據，進行人工智慧的數據分析與預測模型建立，發揮健

康資料的最大價值，輔助醫護人員決策，提升衛生醫療服務品質。 

3. 建構一個醫、養、護整合之健康資訊架構 

長照的醫養護結合需求已經迫在眉睫，透過如健康數據區塊鏈，串聯

醫療、安養與照護機構，在健康資料安全與保密前提下，尋求達到資料之

有效應用及照護之連續性，提高醫養護效率、節省醫事成本、降低國家醫

療負擔，以落實醫、養、護之全面性長期照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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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引導商業保險合作開發多元健康促進方案，提供社會多元健康保障 

1. 建立健保資料庫公益研究與使用回饋機制 

健保資料庫大數據，除可做為疾病預防治療的公共衛生研究外，應在

兼顧個資與資訊安全原則下，以公益研究為目的，提供產學合作研究的友

善途徑，鼓勵運用資通訊技術與數據分析，開發高齡社會所需的服務或商

品，同時建立資料庫加值運用之公益捐助或使用費回饋全民健保的規範機

制。  

2. 鼓勵商業健康保險創新服務，促進國民健康管理 

透過商業保險推動國人健康意識，將健康促進融入風險評估與提供經

濟誘因回饋機制，如推廣外溢健促保單等，以事前健康管理降低事後理賠

機率，減少國家醫療成本，是預防疾病，延緩臥床的務實方法。應鼓勵商

業健康保險運用大數據與 ICT 等創新科技，整合個人之相關數據，進行更

細緻的疾病發生率評估或就醫行為分析等，如糖尿病人糖化血色素值符合

良好照護品質之要求，則予以保費折讓，以貼近國人需求的風險費率，開

發更具吸引力與實用的健康促進產品。 

3. 研議商業健康保險可補充全民健保角色之政策 

個人會購買商業健康保險來降低健康財務風險，但商品型態會隨全民

健保給付制度變動而有不同，在可預見之全民健保財務壓力下，應視商業

健康保險為重要的合作夥伴與避險工具。健保在考量減除較偏福利取向的

給付項目時，除須考量是否為必要醫療服務外，還需顧及買不起商業保險

民眾的權益；而對一般能負擔自己健康風險的民眾，則可鼓勵購買其他優

質的服務或創新商品，提供有需求、有經濟餘裕的民眾更多元的選擇。除

了健保、商保雙層健康保障外，建議相關主管機關進一步共同探討，如何

引導商業保險之發展方向，如特殊藥品險、醫材險、補充健保給付等。 

 

 

財團法人中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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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2018 年 8 月發表的「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10 至

2065 年）」，我國人口歷經長期粗生率下降及粗死亡率緩步上升，導致人口增長

趨緩。若排除國際淨遷徙因素，我國粗出生率與粗死亡率曲線將於2019年交叉，

人口由自然增加轉為自然減少。 

 

資料來源：國發會中推估結果，2018 

圖 1.1  我國粗出生率及粗死亡率（‰）變動情形(1975-2065) 

依照這個人口變化趨勢，至2065年我國人口總量將介於1,880萬（高推估），

1,740 萬（中推估）及 1600 萬（低推估）間。人口負成長預估將於未來 3～10

間發生(2021～2028年人口總增加率轉負)，最高峰人數介於 23.6～23.7百萬人，

較 2018 年增加 1.1～12.5 萬人。2065 年人口數，約為 2018 年之 67.9%～79.7%。 

以上人口變動最大的衝擊就是老年人口不斷增加，由圖 1.2 可得知我國由

1993 年變成高齡化國家（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超過 7.0%），到 2010 年邁入

高齡國家（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超過 14%），而很快 8 年後（2026 年）即會

進入超高齡國家（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超過 20%），顯示我國高齡化的現象

十分嚴重。表 1.1 更顯示，在 2018 年 75 歲以上高齡老人佔老年人口 40.6%，而

此一數字到了 2065 年將增加到 61.2%，十分驚人。 

相對老年人口的增加，少子化是另一項對我國人口的衝擊，由圖 1.3 資料

顯示，2065 年我國總人口較 2018 年減少 624 萬人或 26.4%。其中，15 歲以下

幼年人口減少 146 萬人或 48%，15-64 歲青壯年人口減少 849 萬人或 50%，65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則增加 372 萬人或 1.1 倍。再由圖 1.4 的資料，15-64 歲青壯

年人口已於 2015年達最高峰後逐年減少，老年人口於 2017年起超越幼年人口，

預估於 2027 年突破 500 萬人。與 2018 年相比，2065 年幼年人口及青壯年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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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減少一半。 

 

資料來源：1975-2065，國發會，2018 

圖 1.2  我國 65 歲以上人口成長情形 

 

表 1.1  我國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年齡結構 

年齡組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年齡結構(%) 

1975 年 

年底 

2018 年 

年底 

2065 年年底 

高推估 中推估 低推估 

65-74 歲 年輕老人 75.0 59.4 38.7 38.7 38.7 

75-84 歲 高齡老人 21.9 29.6 35.1 35.1 35.1 

85 歲以上 超高齡老人 3.1 11.0 26.1 26.1 26.1 

資料來源：1975-2065，國發會，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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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發會中推估結果，2018 

圖 1.3  我國幼年、青壯年及老年三大族群人口變動情形 

 

 

資料來源：國發會中推估結果，2018 

圖 1.4  三階段年齡人口變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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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人口高齡化與少子化的變動趨勢相對於國際，其變動的速度極快，由

圖 1.5 資料顯示，我國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相對於圖中的主要國家，

由 2010 年排名最低到 2065 年快速增加到第 2 名，僅次於韓國；再由圖 1.6 資

料可以看出，高齡化使我國工作人口佔比由 2010 年排名最高，快速滑落到 2065

年的倒數第 2 名，僅高於韓國，而且佔比低於 50%。 

 

資料來源：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18 至 2065 年）」，國家發展委員會繪製。

日本－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韓國－韓國國家統計局（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美國－US Census Bureau。英國、法國、德國及義大利－EUROSTAT。 

圖 1.5  主要國家老年人口佔總人口比率 

 

資料來源：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18 至 2065 年） 」，國家發展委員會繪製 。

日本－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韓國－韓國國家統計局（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美國－US Census Bureau。英國、法國、德國及義大利－EUROSTAT。 

圖 1.6  主要國家工作年齡人口佔總人口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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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內人口變動的狀況及與世界主要國家所做的比較，可以看出我國在高齡

化及少子化的趨勢，遠較世界其它國家嚴重，再由圖 1.7 我國生育率在亞洲排

名倒數第 2，就可了解我國人口問題的嚴重性，而且在可見的未來無法有改善

的可能性。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內政部「中華民國人口統計年刊」。日本－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

韓國－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新加坡-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香港-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統計處，國家發展委員會繪製。 

圖 1.7  亞洲主要國家總生育率 

基於前述的分析，未來我國高齡化將衍生對醫療資源的高度需求，影響層

面體現在全民健保支出的快速增加，而另一方面將因少子化，使得工作人口不

增反減，而使全民健保的收入逐漸減少。在這種收支無法平衡現實下，將對健

康照護體系產生嚴重的衝擊，如何回應如此嚴峻的挑戰，是本報告要探討的主

要議題。本報告第一章為前言，第二章針對全民健康財務現況進行檢討與分析；

第三章為當前醫療支出與服務資源配置的挑戰，就健保支出合理成長之供給面

及需求面進行相關論述；第四章探討健康促進對健康照護體系的重要性，期待

由健康促進的介入實證，將預防的機制導入健康照護體系，減輕高齡化對健康

體系的財務衝擊；第五章著重於科技應用於健康照護體系之應用現況、效益及

趨勢，期待分析科技應用於健康照護體系，從健康促進、疾病預防到提升醫療

品質與預防失能，全方位探討科技應用如何協助公衛、醫療體系，以精準健康

來提升照護的品質；第六章為醫療財務制度的探討，分析各種健康保險的支付

制度，特別以新加坡為例，探討我國全民健保能永續經營的財務策略；第七章

為全民健康保險與商業保險之合作機制，在未來民眾對精準醫療的期待，以及

醫療科技進步及高齡化對醫療需求的增加，如何將商業保險的資金引入健康照

護體系，與全民健保共同築起對國人健康保護的安全網，是健康照護體系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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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的前瞻思惟，但亦會面臨如何落實的嚴峻挑戰；最終是第八章的結論與建

議，期待透過第二章到第七章的探討，為我國在高齡社會下的健康照護體系面

臨的挑戰，提出解決的策略供政府參考，幫助政府提出有效的政策，讓我國健

康照護體系的發展更為穩健，為全體國民的健康提供最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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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全民健康照護財務現況檢討與分析 

我國於 1995 年開辦全民健康保險，採用全民納保的社會醫療保險制度，開

辦後健保造福無數過去無法接受適當醫療保護的民眾，不僅大幅提升了民眾就

醫可近性，更獲得民眾的高度滿意及國際肯定。然而，隨著醫療科技進步、人

口老化及醫藥費用支出持續攀升，我國健保如同其他國家的健保制度，面臨到

收支連動關係不佳的問題。圖 2.1 為歷年全民健保以權責為基礎的財務收支趨

勢圖，可以清楚發現 2003 年健保財務收支缺口約 4 億元1，其後幾年財務缺口

日益擴大，至 2009 年財務收支缺口達 317 億新台幣。 

 

註：1.紅色虛線為健保業務支出，綠色實線為健保業務收入(=保費收入-呆帳+其他收入)。 

2.健保業務收入與支出之計價單位為每億元新台幣。 

3.其他收支=利息收入+買賣票券損益+公益彩券分配收入+菸酒社會健康保險捐+其他保險收入-利

息費用-其他保險成本。 

資料來源：中央健保署重要統計資料及梁景祥等(2016)「全民健保財務平衡及收支連動機制之研析」，

衛生福利中央健保署委託計畫。 

圖 2.1  歷年全民健保以權責為基礎的財務收支趨勢圖 

為因應日漸擴大之財務缺口，2010 年 4 月政府與民間歷經長時間溝通，遂

將健保費率由 4.55%調漲至 5.17%，並同時採行配套措施，以降低弱勢民眾負

                                                
1
據中央健保署重要統計資料所發布之統計數據指出，2003年健保業務收入為 3354億元，健保業務支

出為 3,358億元，收支缺口為 4億新台幣。2009年健保業務收入為 4,031億元，健保業務支出為 4,348

億元，收支缺口為 317億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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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其後，政府又於 2013 年 1 月推出二代健保制度，將一般保費費率由 5.17%

下修至 4.9%，增列補充保費，並建立收支連動機制。補充保費開徵後，徵收狀

況良好，依序收入 468.21 億元(2014 年)、474.54 億元(2015 年)、443.93 億元(2016

年)、449.94 億元(2017 年)及 463.64 億元(2018 年)，大幅挹注健保的安全準備(衛

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會，2019)。2016 年 1 月政府基於二代健保財務收支連動

之精神，將一般保險費率調降至 4.69%，補充保費調降至 1.91%。2016 年調降

之初，健保財務收支尚有財務盈餘 186億元，惟於 2017年起陸續出現財務缺口，

2017 年財務缺口為 98 億元，2018 年財務缺口達 250 億元。2
 

 

資料來源：1.每人年申報點數、各年齡層占率資料取自歷年指標要覽，資料來自衛生福利部

報奉行政院核定之「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範圍」中之「各總額

部門人口結構改變率」資料。 

2.投保總人數資料取自健保署全民健康保險統計「表 3.保險對象人數－按保險對

象類目分」，係採年底投保人口數。 

圖 2.2 我國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成長比例以及醫療資源耗用情形 

面對逐漸擴大的財務缺口，我國人口老化所伴隨而來的醫療耗用，不啻是

雪上加霜。圖 2.2 為我國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成長比例以及醫療資源耗用情形，

據健保署全民健康保險統計所載，2000 年至 2017 年間我國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

占總人口比率由 8.8%增加至 13.2%，成長率達 50%；而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對

我國醫療資源耗用占率亦由 28.8%增加至 37.3%，醫療支出成長將近 30%，故

                                                
2
據中央健保署重要統計資料所發布之統計數據指出，2016年至 2018年間健保業務收入依序為 5,869

億元、5,899億元、6,066億元；健保業務支出依序為 5,683億元、5,997億元、6,316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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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及早擬定因應措施，在可預見的未來，人口老化所衍生的政府醫療支出負

擔，勢必將逐年劇烈。對此，如何健全健康照護體系，讓高齡者皆能享有健康

且良好生活品質的老年生活，將為我國社會重要議題。 

一、全民健康照護支出現況檢討分析 

(一)橫斷面之支出資料分析 

以橫斷面資料來看，如圖 2.3 所示，依據衛生福利部發布的「國民醫療

保健支出」統計報告指出，2017 年國民醫療保健支出(NHE)約為 1 兆 1,274

億元，按最終用途可劃分為 3 大部分，以個人醫療保健支出所占比重最大3，

約 88.2%，其次為一般行政與公共衛生，約 6.5%，最末為資本形成，占 5.3%。

其中，在個人醫療保健支出中，金額最大宗為醫療照護支出8,153億，占82.0%，

其次為醫藥保健用品用具支出 1,787 億，占 18.0%。 

若進一步檢視其資金運用，保險部門(健保)支出的 5,997 億元最高(占

60.3%)，其次是私部門支出 3,805 億元(占 38.3%)，政府部門 138 億元(占 1.4%)

位居最末。在醫療照護方面，費用多數投注於保險部門(健保)約 5,717 億，占

70.1%，主要花費在醫院門診及住院的個人醫療照護服務達 4,008 億，約占

70.5%；而私部門花費約 2,301 億元，占 28.2%，與健保不同的是，私部門花

費在醫院及診所的比例相近，分別為 49.2%與 46.8%。在醫藥保健用品用具方

面，則以私部門支出居多，約有 1,504 億元，占 84.2%，其次為健保的 280 億，

占 15.7%。 

整體而言，由健保所給付的個人醫療保健項目中，約 95.3%運用於醫療

照護，而醫藥保健用品用具僅占 4.7%，其比例十分懸殊。然在私部門給付的

個人醫療保健項目裡，則約 60.5%用於醫療照護，39.5%運用於醫藥保健用品

用具。 

                                                
3
其中個人醫療保健，則涵蓋了醫院(門、住診)、診所(西醫、中醫及牙醫)、其他專業機構、以及藥品、

保健及醫材消費支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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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此處所指診所包含西醫、中醫及牙醫診所之門診費用；其他則指其他專業機構及全民健保境外給

付等項目。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衛生福利部於 2018 年 12 月所發布之「106 年國民醫療保健支出」，頁 7。 

圖 2.3  2017 年國民醫療保健支出之支出面分析 

在私部門所支出的 3,805 億元裡，家庭自付醫療保健支出達 3,792 億元，

占 99.7%，按支出用途可細分為醫療照護、醫療用具設備及器材、醫藥保健

用品等項目，如圖 2.4 所示。其中，醫療照護為 2,293 億元比重最高，占 60.5%；

其次為醫藥保健用品 1,201億，占 31.7%；再次為醫療用具設備及器材 298億，

占 7.9%。若進一步細分醫療照護的支出用途，可發現門診(西、中、牙醫、假

牙及矯正)的支出最高，約 1,571 億，占 68.5%，其次為住院 631 億，占 27.5%；

此外醫療保健用品亦可細分為非處方藥 344 億(占 28.6%)，以及健康食品及其

他 857 億(占 71.4%)。 

整體而言，與 2007 年資料相比，2017 年運用於醫療照護的支出比例，

由 65.5%下降至 60.5%，降幅為 5%；運用於醫療保健用品支出比例，則由 27.4%

增加至 31.7%，增幅為 4.3%；而醫療用具及器材之支出比例，亦由 7.0%增加

為 7.9%，增幅為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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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衛生福利部於 2018 年 12 月所發布之「106 年國民醫療保健支出」，頁 8。 

圖 2.4  2017 年家庭自付醫療保健支出 

(二)時間趨勢之支出資料分析 

我們若進一步以時間軸分別檢視我國國民醫療保健支出(NHE)、個人醫療

保健支出及藥品消費支出之趨勢變化。表 2.1 為我國國民醫療保健支出(NHE)

之時間趨勢，發現 2017 年 NHE 年增率約 3.73%，GDP 年增率約 1.89%，其

NHE 金額占 GDP 比重達 6.44%。整體而言，我國國民醫療保健支出(NHE)呈

現持續成長的趨勢，若將 2017 年與 2007 年相比較，可發現 NHE 金額占 GDP

比重由 6.08%增加至 6.44%，增幅為 0.36%。 

表 2.1  國民醫療保健支出(NHE)之趨勢 

年度 
國內生產毛額(GDP) 

年增率(%) 

醫療保健支出(NHE) 

年增率(%) 

NHE/GDP 

比重(%) 

2007 6.06  4.11  6.08  

2017 1.89  3.73  6.4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衛生福利部於 2018 年 12 月所發布之「106 年國民醫療保健支出」。 

表 2.2 為個人醫療保健支出年增率之時間趨勢。2017 年我國個人醫療保

健支出年增率約 4.28%，其金額占 GDP 比重達 5.68%；若以健保給付的個人

醫療保健支出而言，年增率為 5.52%，占 GDP 比重約 3.43%。值得注意的是，

無論是個人醫療保健支出，抑或是健保給付的個人醫療保健支出，近 10 年來

皆呈現持續正向成長的趨勢，且年增率逐年攀升，又相較於 2007 年，個人醫

療保健支出占 GDP 比重 2.99%增加至 3.43%，增加了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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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個人醫療保健支出年增率之趨勢 

年度 
GDP 年增率

(%) 

個人醫療保健

支出年增率

(%) 

個人醫療保健

支出占 GDP 比

重(%)  

個人醫療保健

支出(健保)年

增率（%） 

個人醫療保健

支出(健保)占

GDP 比重（%） 

2007 6.06  4.32  5.23  4.96  2.99  

2017 1.89  4.28  5.68  5.52  3.4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衛生福利部於 2018 年 12 月所發布之「106 年國民醫療保健支出」。 

表 2.3 為藥品消費支出年增率之時間趨勢。由表可知，2017 年我國藥品

消費支出年增率約 6.15%，占 GDP 比重約 1.18%，又其金額占個人醫療保健

支出比重約 20.81%。整體而言，藥品消費支出年增率多呈現正向成長的時間

趨勢，與 2007 年相比較，藥品消費支出占個人醫療保健支出比重由 20.64%

增加至 20.81%，增幅為 0.17%，又藥品消費支出占 GDP 比重亦由 1.08%增加

至 1.18%，增幅為 0.1%。 

表 2.3  藥品消費支出年增率之趨勢 

年度 
GDP 年增率

(%) 

藥品消費支出年增

率(%) 

藥品消費支出占

GDP 比重(%) 

藥品消費支出 

占個人醫療保健支

出比重(%) 

2007 6.06  6.53  1.08  20.64  

2017 1.89  6.15  1.18  20.81  

註：藥品消費支出包含醫院門診藥費、診所(西醫、中醫及牙醫)藥費、醫藥及保健用品支出之西藥

與中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衛生福利部於 2018 年 12 月所發布之「106 年國民醫療保健支出」。 

(三)國際比較分析 

國際間現存之健康照護服務模式，大致可區分為國民保健服務模型(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Model, NHS)、社會保險模型(The Social Insurance 

Model, NHI)以及私人保險模型(The Private Insurance Model)。其中，所謂國民

保健服務模型(NHS)，其財務來源取自稅收，代表性國家如英國、澳洲、丹麥、

芬蘭、冰島、挪威、瑞典、紐西蘭、愛爾蘭、希臘、義大利、西班牙、葡萄

牙等國。而社會保險模型(NHI)，其財務由雇主及員工共同負擔，屬強制性的

全面保險，代表性國家如德國、法國、比利時、瑞士、荷蘭、盧森堡、奧地

利、韓國、日本等國，以及美國之老人保險、貧民保險和我國之全民健康保

險。又所謂私人保險模型，其財務由個人或與雇主共同分擔，屬私人保險制

度，代表性國家如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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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能夠進一步將我國醫療保健支出與國際統計數據，進行比較分析，

本研究依據 OECD 所發布操作型定義建立相對應之國際比較指標。其相對應

之國際指標以及其操作型定義，如表 2.4 所示。 

表 2.4  OECD 所發布之國際比較指標及其操作型定義 

我國支出項目 OECD 發布之國際指標 操作型定義 

國民醫療保健支出

(NHE) 

經常性醫療保健支出

(Current Health 

Expenditure, CHE) 

CHE=NHE-資本支出 

健保給付之個人醫療

保健支出 
強制醫療保險 

內容除保險支付之醫療費用外，

尚包含保險人行政管理費用 

藥品消費支出 藥品消費支出 

1. 我國藥品消費支出包含健保

及非健保之醫院門診藥費、診

所（西醫、中醫及牙醫）藥費、

醫藥及保健用品支出之西藥

與中藥。 

2. OECD 國家藥品消費支出為

其健康統計資料中「藥費及其

他醫療非耐久財｣項下「處方

藥｣及「非處方藥｣ 之合計。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健康統計資料(OECD Health Statistics)。 

鑒於我國屬於社會保險模型國家，故圖 2.5 以社會保險模型國家為比較

對象，依序檢視經常性醫療保險支出(CHE)、強制醫療保險、及藥品消費支出

占 GDP 之比重。在經常性醫療保險支出方面，2017 年我國 CHE/GDP 比重為

6.1%，位居各國最低。在強制性醫療保險部分，2016 年其金額占 GDP 比重

約 3.3%，2017 年略為升高至 3.5%，就歷年趨勢來看，我國在此支出項目僅

在 2013 年之前，略高於南韓，2013 年之後，則位居各國最低。而在藥品消

費支出部分，2016 年其金額占 GDP 比重約 1.1%，2017 年略為升高至 1.2%，

就歷年趨勢來看，大致穩定在 1.1%～1.3%之間，波動幅度僅落於 0.2%以內，

與各國相比，其金額占 GDP 比重僅有盧森堡低於我國，位居倒數第 2。 

整體而言，在同為社會保險模型國家中，我國醫療保健支出占 GDP 的比

例皆是各國最低，顯示我國政府在這部分把關十分嚴格，而國人實以非常低

廉的價格享受著全民健保所帶來健康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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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健康統計資料(OECD Health Statistics)。 

圖 2.5 各項國際指標占國內生產毛額比重(社會保險模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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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民健保收入現況檢討分析 

針對我國醫療保健支出與收入，若按資金來源可區分為以下四類，一為政

府部門，包含醫療保健支出、補助醫療給付經費及投保單位健保保費；二為企

業及民間非營利團體，包含投保單位健保保費、醫療保健支出；三為家庭部門

包含醫療保健支出、健保保費等收入項目；四為私人醫療保險行政管理費等。 

 

 
註：政府部門包含醫療保健支出、補助醫療給付經費及投保單位健保保費；企業及民間非營利團體包

含投保單位健保保費、醫療保健支出；家庭部門包含醫療保健支出、健保保費等收入項目。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衛生福利部於 2018 年 12 月所發布之「106 年國民醫療保健支出」。 

圖 2.6 醫療保健支出與收入按資金來源區分之趨勢 

圖 2.6 為醫療保健支出與收入按資金來源區分之變化趨勢，可發現我國主

要的資金來源係以家庭部門為主，占 51.6%；其次為政府部門(含健保餘絀數) 約

占 26.9%，企業及民間非營利團體約佔 20.6%位居第 3，最末為私人醫療保險行

政管理費占 0.8%。又統計自 2007～2017 年之時間序列資料來看，健保來自於

家庭單位的資金，其結構比約為 51.6%～55.0%之間，平均約 53.7%，若將 2017

年與 2007 年相比則減少 1.6%；政府部門若將健保餘絀數併入計算結構比，則

落於 22.2%～27.9%，平均約 24.7%，與 2007 年相比則增加 0.5%；企業及民間

非營利團體約落於 19.2%～22.1%，平均約 20.8%，與 2007 年相比則增加 1.0%；

私人醫療保險行政管理費則僅微幅變化，變動區間落於 0.6%～0.8%之間，與

2007 年相比僅增加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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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保險費收入」為全民健康保險的主要財務來源，且在二代健保財務

新制的推動實施下，於 2013 年 1 月 1 日增列「補充保費」收入項目，以達到舒

緩財務壓力及維持健保永續經營之目的，故以下我們將進一步就我國保險費收

入概況來進行說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衛生福利部統計處於 2018 年 12 月發布的「106 年全民健康保險統計電子書」，

頁 10-11。 

圖 2.7  2017 年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收繳概況 

圖 2.7 為 2017 年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收繳概況。我國健保保費乃由保險

對象、投保單位及政府等三方共同負擔，其收入項目有三：一般保費、補充保

費及滯納金。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所發布的「106 年全民健康保險統計」報

告指出，2017 年應收一般保費為 4,797 億元，實收 4,701 億元，整體收繳率為

98.0%。在補充保費部分，共計 449 億元，多數來自於投保單位挹注，占 53.6%，

其次依序為股利所得占 20.4%，逾當月投保金額 4 倍部分之獎金占 12.5%、租

金收入占 6.0%、兼職薪資所得占 3.8%、利息所得佔 2.2%。在應收滯納金共計

有 2 億元，其中一般保費應收滯納金為 1.67 億，實收 1.23 億，收繳率為 73.4%；

補充保費應收滯納金為 0.38 億，實收 0.21 億，收繳率為 56.8%。以健保保費收

繳率而言，其收繳狀況係屬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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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民健保給付現況與未來走向 

(一)全民健保財務收支給付現況分析 

表 2.5 為全民健保財務收支概況(權責基礎)之時間趨勢，由於全民健康保

險的財務來源主要為保費收入，並納入其他收支項目，例如：利息收入、買

賣票券損益、公益彩券分配收入、菸酒社會健康保險捐及其他保險收入等相

關資金，做為健保業務的資金收入來源，故我們進一步依權責基礎，來檢視

我國保險收入與保險支出的時間趨勢變化。 

表 2.5  全民健保財務收支概況(權責基礎)  

年度別 

健保業務 

收入 

健保業務

支出 赤字

缺口 

健保業務

支出 

年增率 

健保業務

收入 

年增率 
保費 

收入 
呆帳 

其他 

收支 
合計 醫療費用 

億元 億元 億元 億元 億元 億元 % % 

2007 3706  200  32  3874  4011  -138  5.0% 1.4% 

2008 3849  202  31  4020  4159  -140  3.7% 3.8% 

2009 3858  209  37  4031  4348  -317  4.5% 0.3% 

2010 4387  258  36  4608  4423  185  1.7% 14.3% 

2011 4695  265  36  4924  4582  342  3.6% 6.8% 

2012 4829  272  31  5070  4804  265  4.9% 3.0% 

2013 5301  294  37  5557  5021  536  4.5% 9.6% 

2014 5451  282  38  5695  5181  514  3.2% 2.5% 

2015 5694  755  40  6410  5381  1029  3.8% 12.5% 

2016 5567  341  39  5869  5683  186  5.6% -8.4% 

2017 5730  209  40  5899  5997  -98  5.5% 0.5% 

註：1.健保業務收入(=保費收入-呆帳+其他收入)。 

2.健保業務收入與支出之計價單位為每億元新台幣。 

3.其他收支=利息收入+買賣票券損益+公益彩券分配收入+菸酒社會健康保險捐+其他保險收入-利

息費用-其他保險成本。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衛生福利部統計處於 2018 年發布的「106 年全民健康保險統計電子書」、以及

梁景祥等(2016)「全民健保財務平衡及收支連動機制之研析」，衛生福利中央健保署委託計畫。 

以橫斷面資料來看，2017 年全民健康保險財務收支狀況，在健保業務收

入方面，總計為 5,899 億元，其中保費收入為 5,730 億元，占 97.1%，為主要

收入項目，而當年度健保業務收入年增率為 0.5%。在健保業務支出(醫療費用)

方面，總計為 5,997 億元，當年度健保業務支出年增率為 5.5%。 

以時間趨勢來看，過去近 10 年間，我國健保於 2007~2009 年間財務狀況

曾出現赤字缺口，分別為 138 億元、140 億元及 317 億元，其後自 2010 年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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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轉虧為盈並逐年攀升，至 2015 年收支淨結餘達 1,029 億元，惟 2017 年我

國健保業務收入雖然較前一年度仍增加 30 億元，但支出項目卻增加了 314 億

元，致使 2017 年出現收支淨短絀 98 億元。 

(二) 未來走勢預測 

依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所發布的「106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財務評估

報告」指出，其運用精算模型針對未來健保 10 年財務收支狀況進行推估，如

圖 2.8 所示。在費率維持 4.69%的前提下，2017 年至 2021 年平均每年財務支

出將持續擴大，預估至 2021 年財務收支短絀將達 994 億元，屆時我國安全準

備月數亦將消耗殆盡，預估將為-0.14 個月。 

 

 
註：1. 單位為億元。 

2.保險收入=一般保險費+補充保險費+政府36%差額負擔-呆帳提存+保險費滯納金+公益彩券盈餘分

配收入+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收入+投資淨收益+其他收入。 

3.保險支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保險對象應自行負擔之費用-代位求償獲償金額-菸捐挹注罕病等之醫

療費±調整帳+其他保險成本。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衛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所發布的「106年度全民健康保險財務評估報告」。 

圖 2.8  健保財務收支推估結果(費率維持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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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行全民健保給付制度下，未來可能面對之挑戰 

我國健保保費收入項目計有：保費收入(含滯納金收入)、菸捐分配收入、

公益及運動彩券分配收入、利息收入、回收呆帳、雜項收入等。在保費支出項

目，則計有保險給付、呆帳、業務費用及雜項費用等。 

二代健保的保費收入主要以「一般保險費」及「補充保費」，作為保險費基。

「一般保險費」，乃依據「經常性薪資」對照投保金額所計算，民眾的經常性薪

資除依經濟發展自然成長外，部分無固定工作保險對象則以固定金額進行計價

(梁景洋等，2016)。「補充保費」，則納入高額獎金、兼職薪資所得、執行業務

所得、股利所得、利息所得及租金所得等，採就源扣繳方式收取 1.91%的補充

性保費。惟近年來健保費基成長有限，且保險費率受限於政治因素難以調漲，

以致保費收入成長受限。 

依據目前保險費率維持於 4.69%的情況下，我國健保收支於 2019 年底預計

出現缺口 400 億元，2017 年至 2021 年平均每年財務收支逆差約 3.26%，並且缺

口逐漸擴大，2021年健保收支赤字預估達到 994億元，而健保安全準備將於 2022

年用罄。因此，健保財務赤字是健康照護體系所面臨的最大威脅，如何提出開

源與節流的財務改善方案是目前的當務之急。 

本節將綜整目前健保開源節流所面對之挑戰與政府已執行之措施，並提出

未來可行之改善方向。 

(一)健保收入提升之阻礙 

1. 國人經常性薪資年成長率無法追上健保支出年成長率 

我國全民健康保險的收入面，如上所述，主要來自於保險費收入。然

而，保險費收入決定於被保險人經常性薪資，目前我國從 1997 年以來，經

常性薪資成長率逐年下滑，1997 年平均經常性薪資年成長率約為 4%，下

滑至金融風暴期間約為-2.3%為最低，然後再緩步上升至 2018 年的 2.4%，

1997 年至 2018 年平均經常性薪資年成長率為 1.45%，根據經常性薪資成長

率之趨勢走向，可能無法於這幾年快速提高。然而，進一步比較健保支出

平均年成長率約為 4%，若沒有其他財源挹注保險費收入之成長率，必然受

限於經常性薪資成長率，而較難達到收支平衡的目標。 

2. 我國邁入高齡化社會與少子化的衝擊 

我國邁入高齡化社會，人口結構中老年人的比例逐年增高，代表著青

壯年的人口比例逐年下降，而青壯年人口正是保險費收入的主要來源。根

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的資料，我國 2015 年每 5.9 位青壯年負擔 1 位老人，推

估 2020 年將是每 4.4 位青壯年負擔 1 位老人，2030 年為每 2.7 位青壯年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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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 1 位老人。此一扶養比的趨勢，代表著若在不調整保費的情況下，保險

費收入會隨著人口老化，而逐年降低。 

然而，面對人口老化及經常性薪資成長緩慢等總體經濟問題，提高健

保費率似乎是可以立即解決問題的方式，惟健保費率因受到政治性因素影

響，實際上潛存著向上調漲的僵固性問題，政府欲調高健保費率將是非常

困難的工程。對此，在沒有其他輔助財源挹注下，欲拉動我國健保收入的

增加，將考驗政府及各界學者專家們的智慧。 

(二)健保支出無法降低之問題癥結 

健保收支不均問題，除收入面成長有所侷限之外，更重要的是，醫療費

用的持續成長加速整體健保財務收支惡化。第一，人口結構的問題，與收入

面呈現相反的情況，老年人的醫療支出高於青壯年，我國目前面臨國人壽命

增加、老年人口比例逐年增加的趨勢，2015 年老年人口比例為 12.5%，2020

年預估為 16%，2030 年預估為 19.9%，每 5 個國人中有 1 位老人。因此，健

保支出將因老年人口比例增加而提高。 

第二，醫療器材與藥品持續推陳出新，高科技醫材與新藥有助於醫療品

質的提高，但是也使得醫療成本增加，為了顧及醫療品質，健保逐年核准高

科技醫材與新藥納入健保給付項目。 

第三，除了新科技的引進之外，我國的癌症、慢性疾病與重大傷病的人

數也有逐年上升的趨勢。根據中央健保署資料，顯示健保費用前 20 名疾病，

慢性疾病(如高血壓、糖尿病)、癌症(消化器官、乳房、呼吸道與胸腔)、重大

疾病(如腎臟疾病、心血管疾病)均名列其中，而前 20 名疾病的醫療費用就占

了整體疾病費用的 51%。如何降低這些疾病的發生率，可能是降低健保費用

支出的可行性措施之一。 

第四，醫療資源的浪費亦為加速健保財務收支惡化的重要因素，據

「102-108 年全民健康保險抑制資源不當耗用方案」內容指出，其可能成因大

致包含：(1)論量計酬制度，誘使醫療院所提供過多的醫療照護；(2)對於生命

末期患者所提供的非必要性醫療，導致醫療資源產生排擠效應；(3)防禦性醫

療衍生出非必要高科技醫療檢查及治療費用的支出；(4)患者的醫療資訊傳遞

不夠透明，及老年人口多重慢性病之整合性醫療匱乏，易造成重複就醫、用

藥、檢查及處置等問題；(5)病人在醫療院所與照護體系間轉銜機制不夠成熟

及醫療分科過細，造成片段醫療及就醫次數難以有效掌握的問題；(6)因就醫

可近性高，少數患者產生高診次就醫等醫療費用支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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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保開源節流政策之現況 

為了健保永續發展，維持健保財務平衡與降低健保費率對於我國國人之

衝擊，政府積極推動的健保「開源措施」有以下幾個部分： 

1.執行週期性查核業務 

目前健保署以財稅資料、勞保及勞退等資料，進行投保金額之每年輔

導查核工作，以維持健保保險費負擔之公平性，此措施每年約可增加 15 億

元的保險費收入。此外，針對保險對象中斷保險之開單作業，每年約可增

加 29 億元的保險費收入。 

2.調整投保級距上限與軍公教薪資納保比例 

因為修法規定調整，擴大投保金額分級最高與最低一級維持於 5 倍以

上的差距，因此，投保上限有逐次調升的情況，2002 年從 60,800 元調整至

87,600 元，2005 年再調整至 131,700 元，2010 年調整至 182,000 元。因此，

以 2018 年為例，單年約增加了 167 億元。此外，軍公教人員以全薪乘以公

告比率投保至全薪納保，經逐次調整，從 2002 年投保比率為 82.42%，分

次逐步提高，分別為 87.04%、90.67%、93.52%，至 2013 年為 100%，故以

2018 年為例，單年約增加了 168 億元。 

3.菸品健康福利捐與公益彩券盈餘之挹注 

以 2018 年為例，一年的菸品健康福利捐與公益彩券盈餘之挹注金額，

約為 154 億元。 

4.徵收補充保費 

2013 年 1 月我國健保費率由 5.17%調降至 4.91%，為求公平性並擴大

費基之目的，爰加徵補充保費 2%，其乃針對保險對象之未列入投保金額之

高額獎金、兼職、執行業務、股利、利息與租金等 6 項收入，以及投保單

位每月支付薪資所得總額逾其受僱者當月投保金額總額部分計收補充保費。

以 2018 年為例，可增加健保收入約 463 億元。 

除了開源之外，目前政府亦有「健保節流」之相關政策，以下就節流

相關措施與成效進行概述： 

(1)總額支付制度 

我國從 2002 年 7 月開始實施總額支付制度，目前為止，透過此制度

將每年醫療費用成長率控制在 5%以下。現階段僅實施 401 項 DRG
4
 

                                                
4
 是一種主要用於住院服務的前瞻性支付制度。係以住院病患之診斷、手術或處置、年齡、性別、有無

合併症或併發症及出院狀況等條件，同時考量醫療資源使用之情形，將住院病患分為數百個不同群組，

並事前訂定給付權重，除特殊個案外，原則上同一群組個案採相同支付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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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nosis Related Groups)，大約占 20%的醫療支出項目，預計 2018 年開

始推動 1089 項 DRG，但因為醫師與醫療院所的反對，暫緩實施。在兼顧

醫療成本與品質之下，若能推動更多 DRG，應該可以有效控制醫療費用

的大幅成長。 

(2)「健保雲端藥歷系統」與「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之建立 

「健保雲端藥歷系統」可以提供醫事人員查詢病患跨院就醫資訊，

減少不必要之重複醫療資源。而「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可供查

詢各種藥品、手術、檢驗紀錄資訊，有助於醫師透過雲端系統資料減少

重複醫療的情況。2018 年約有 86.5%的病患就醫時，醫事人員有使用「健

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進行查詢動作，以降血壓、降血脂、抗思覺

失調症、抗憂鬱症、降血糖以及安眠鎮靜類用藥為例，相較前一年度，

103 年減少 0.5 億元、104 年減少 1.5 億元、105 年減少 1 億元、106 年減

少 0.4 億元，可見有其減少重複開藥之效果。此外，透過此一系統可大幅

降低不必要重複的電腦斷層掃描與核磁共振造影檢查，估計每月可節省

3500 萬點檢查費用。 

(3)透過部份負擔制度，提高民眾使用健保之成本觀念，減少不必要的醫

療浪費與健保支出，並同時藉由轉診制度，改變民眾的就醫選擇與習慣。 

(4)推動「健保抑制資源不當耗用改善方案」 

根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72 條規定，為了減少無效醫療等不當耗用保

險醫療之情形，保險人每年度應擬定抑制資源不當耗用之改善方案。醫

療浪費的主要原因可歸咎於以下幾點：(a)論量計酬下的過度醫療照護；

(b)無效醫療造成醫療資源的排擠；(c)防禦性醫療下的不必要醫療檢查與

治療；(d)重複檢查與用藥；(e)照護體系間未建立病患轉銜系統，造成整

體就醫屬於片段醫療的情況。 

目前政府推廣民眾珍惜健保資源、改變就醫觀念與習慣、使用健康

存摺強化自我照護，此外，亦推動分級醫療、加強雲端醫療系統、精準

審查與強化違規查處機制，強化疾病管理與院所合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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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2013-2019 年全民健康保險抑制資源不當耗用改善方案之實施策略 

  2013-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1 
加強健保 

教育宣導 

加強珍惜健保資

源與宣導 
同左 同左 

2 
持續支付 

制度改革 
同左 

持續推動 

分級醫療 
同左 

3 
減少無效醫療 

資源耗用 
同左 

精進雲端 

醫療資訊 
同左 

4 高耗用醫療管控 
降低不必要之 

高耗用醫療項目 

減少不必要 

醫療利用 
同左 

5 
多重疾病整合 

醫療推動 

多重疾病 

整合照護 
推動疾病管理 同左 

6 高診次就醫輔導 同左 同左 同左 

7 
加強重複醫療 

查核機制 
同左 同左 同左 

8 藥費管控 合宣用藥 
促進院所 

合作機制 
同左 

9 
強化違規 

查處機制 

強化自我照護能

力 

強化自我 

照護能力 
同左 

10 
   

照護服務之銜接 

資料來源：整理自衛生福利部 2013-2019 年「全民健康保險抑制資源不當耗用改善方案」之內容。 

(四)健保財務開源節流之未來可行方向 

面對人口老化、經常性薪資僵固、高齡醫療照護費用與健保支出持續成

長，僅透過財務角度進行節流工作，仍有所侷限。本報告將從目前的開源節

流措施為基礎，再擴充其他可行的方案。 

1.加強推動安寧照護，倡導「預立醫療決定」，減少無效醫療 

政府可積極推動安寧療護，以節省病患臨終前的不必要醫療利用。目

前有「和緩醫療家庭詢問費」以及「社區安寧照護」等給付項目，為了提

高國人接受安寧治療，應積極推廣減輕或是免除痛苦之緩解性與支持性醫

療照護，對於病患的生活品質與尊嚴將會有所提升。此外，為了有效降低

無效醫療的發生，病人「預立醫療決定」將是重要的決定因素，透過倡議、

政策研擬及推動，提升民眾「預立醫療決定」接受度，讓高成本之無效治

療的發生情況降低，達到病患、家屬、健保三贏的情況。 

2.透過資訊科技應用，建構健康照護體系 

目前政府有建構「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基於此一系統的基礎，

可以擴大其功能性。電子病歷的建制，透過安全認證的情況下，可以將病

患的就醫與健康資訊進行醫療院所間之分享與交換，建構更加精確與完整

的病歷資料。藉由目前大數據科技可以分析病患就醫行為，提供醫療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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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配置之參考，此外，藉由人工智慧科技，也可以輔助醫師醫療決策，

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數據科技所建立的雲端系統，可以協助改善病患的

自我照護，提升健康促進的成效。為了照顧偏鄉與醫療資源不足地區的病

患，可藉由遠距醫療來降低偏遠地方居民就醫的時間與交通成本，同時也

降低健保成本。 

3.積極推動健康促進，預防勝於治療 

未來應由「健康促進」的角度出發，積極推動慢性病控制、失能預防、

健康老化等目標，若是可以降低慢性病與失能等疾病發生率，則將大幅減

少後續藥品與治療之健保支出。 

由於慢性病防治與失能預防均需要依靠定期的追蹤與檢查，才能警示

民眾健康情況之改變，從而開始改變其生活作息、飲食運動習慣，以避免

慢性疾病的產生。除了宣導之外，運用 AI 大數據長期監控各項健康照護計

畫之執行成效，是非常有效且符合成本效益的作法；此外，輔以經濟面之

相關手段，例如健康帳戶、保費抵減等各式財務誘因，及數位科技發展各

種社群參與保健行為等激勵方法，則可以達到事半功倍之效。 

此外，面對醫療智慧科技蓬勃發展之此刻，遠距醫療、AI 數據分析、

電子健康紀錄、健康存摺等 IoT 數位科技應用，除對於當前健康照護體系

中醫護人員、病人及照護者、醫務管理、相關產業帶來更加關鍵性的影響

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將資通訊科技融入預防醫學之元素，結合衛教、分

級保險費率、精準或加值個人化醫療選擇等各種配套機制，將健康促進的

概念融入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當中，期望透過健康促進的強化，直接降低

醫療費用支出較高的疾病發生率，以減輕健保費用支出之負擔。 

4.商業保險與全民健保之搭配 

全民健康保險屬於社會保險範疇，其設立目的在於保障社會安全及整

體公平性。因此，在此社會保險理論架構下，新興醫療科技所開發出來的

嶄新治療方式或新藥(例如：針對特定基因所開發的癌症用藥、免疫療法…

等)，在高額費用的因素影響下，無法全數納入健保的給付項目，需由民眾

自費負擔。因此健保給付審查機制所衍生的醫療需求供應缺口，透過市場

機制間接將此效應反射到商業健康保險市場，2000 年至 2010 年商業健康保

險總保費以每年 16.8%的平均年成長率急速擴大，2011 年至 2017 年趨緩，

但每年仍維持 5.8%的平均年成長率。此外，近年來商業健康保險業發展出

多元的保險商品，例如：針對醫療過程中可能觸及急診、病房及重大手術

等費用支出項目，推出實支實付型及日額型之住院醫療費用保險、ㄧ次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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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型的癌症保險、重大傷病保險…等；又例如針對健保未給付項目，推出

長期照護、失能、燒燙傷等相關保單。 

隨著醫療藥品與醫材設備日益先進與昂貴，透過與商業健康保險配搭，

或可在使健保醫療成本與醫療品質間達到較佳的平衡，讓民眾在商業健康

保險的輔助下，支付其較為昂貴的醫療替代選擇方案，而健保支應基礎醫

療項目，則可達到健保支出減少的目的，惟目前全民健保與商業健康保險

如何銜接，尚有待產官學各界集思廣益，凝聚共識，以提出具體可行的實

施方針。 

五、小結 

我國健保財務平衡之永續發展，事關全民之醫療福祉，本章介紹健保財務

收支之時間趨勢，當前我國健保於目前保費費率之下，確實存在著收支失衡與

財務赤字的情況。健保收入來源絕大部分來自於保費收入的情況下，近幾年實

施二代健保，雖有補充保費的大項收入，但是面對未來國人經常性薪資成長率

平緩、老年化社會與少子化衝擊的影響，且在支出面的藥品與醫材日益進步，

使得醫療成本提高的情況下，明顯地健保收入成長率無法跟上支出成長率。 

如何更有效地開源節流，在不調整保費費率的情況下，從減少無效醫療、

推廣健康促進、資訊科技應用、以及商業保險搭配等項目著手，以達到減少健

保支出的目標，將會是縮小健保財政赤字以及永續運作的重要改善方向，以下

章節將就這些健保未來可行的調整方向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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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醫療支出與服務資源配置的挑戰 

高齡社會代表參與勞動的人口佔率下降，亦表示以薪資計算保費的財務來

源易陷入財務不足的窘境，對依賴薪資稅為主要財務籌集來源的社會安全制度，

易產生劇烈衝擊。而全民健保永續經營的關鍵在於財務穩定性，冀能收支平衡，

收入面端視財務籌集機制，而支出面則有賴醫療資源有效配置利用及醫療費用

的掌控，本報告在財務籌集部分另有專章說明，本章係針對醫療支出與服務資

源配置，探討現況並提出建言。第二節主要呈現台灣的高齡化趨勢，及因應高

齡化趨勢，醫療需要的轉型。第三節則分別以供給面（醫療服務提供端）與需

求面（民眾端）探討醫療服務資源配置的議題，供給面的部分檢視健保醫療照

護模式，並期望透過醫療資源管控，達成健保支出合理成長的目標；需求面則

為達到醫療需求合理化，提議倡導「病人自主權利法」，減少無效醫療，同時簡

介目前台灣安寧照護的推動與病人自主權利法，以及國際在生命末期照護的經

驗。第四節則為小結。 

一、 在高齡化趨勢下，醫療需要的轉型 

台灣在 1993 年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突破 7%，成為國際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定義的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由於戰後嬰

兒潮世代(baby boomer generation)陸續成為 65 歲以上高齡人口，老年人口數自

2011 年快速增長，並在 2018 年成為高齡社會(aged society)，國家發展委員會更

預估 2026 年占比將超過 21%，屆時台灣將進入超高齡社會(super-aged society)。

從高齡社會到預估將邁入超高齡社會之間，僅有不到 10 年的時間，屆時台灣人

口結構將轉變為倒金字塔，隨著高齡人口比率的增加，慢性疾病開始盛行，醫

師需要考量病人多重疾病、合併症等層面所造成的影響。因此，在人口高齡的

趨勢之下，醫療需要轉型是必然的趨勢。 

在 1950 年代前，傳染病一直是台灣醫療衛生的重要課題，隨著經濟發展、

醫藥科技的進步及生活物理環境的改善，傳染病的威脅大大地減少，1965 年世

界衛生組織正式將台灣列入瘧疾根除地區，並在 1985 年最後一個傳染病─結核

病退出十大死因後，台灣疾病盛行的機轉由傳染病轉至慢性疾病，惡性腫瘤與

腦血管疾病開始佔據前二大死因。表 3.1 為 1942 年、1985 年、1993 年、1998

年及 2018 年十大死因的排名趨勢。1942 年(距今 70 多年前)是傳染病仍影響台

灣甚劇的時期；1985 年則為結核病退出十大死因的年份，與 1942 年死因相比

已有明顯差異；1993 年及 1998 年則為健保實施前與後，可看出影響國人死亡

的主要原因大致相同，直至 2018 年，仍以「癌症、心臟疾病、腦血管疾病、糖

尿病」為主，高居死因排名的前 5 名(扣除意外事故)，顯示出慢性疾病的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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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十大死因的排名趨勢 

排名 1942 年 1985 年 1993 年 1998 年 2018 年 

1 肺炎 惡性腫瘤 惡性腫瘤 惡性腫瘤 惡性腫瘤 

2 腹瀉腸炎 腦血管疾病 腦血管疾病 腦血管疾病 
心臟疾病（高血壓性疾病除

外） 

3 先天性與嬰兒疾病 意外事故及不良影響 意外事故及不良影響 心臟疾病 肺炎 

4 腎臟炎 心臟疾病 心臟疾病 事故傷害 腦血管疾病 

5 寄生蟲及衍生病症 高血壓性疾病 糖尿病 糖尿病 糖尿病 

6 瘧疾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事故傷害 

7 支氣管炎 糖尿病 腎炎、腎徵候群及腎變性病 肺炎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8 呼吸器結核 支氣管炎、肺氣腫及氣喘 肺炎 腎炎、腎徵候群及腎變性病 高血壓性疾病 

9 老衰 自殺 高血壓性疾病 高血壓性疾病 
腎炎、腎病症候群及腎變性

病 

10 一般消化道疾病 腎炎、腎徵候群及腎變性病 支氣管炎、肺氣腫及氣喘 自殺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資料來源：1942 年排名整理自「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1985 年排名整理自衛生福利部統計處之「臺灣地區歷年十大死亡原因」，1993、1997、2018 年排

名整理自衛生福利部統計處之「死因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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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肇慶、陳寬政與陳昭榮(1992)整理出 3 種理論說明，隨著壽命延長，疾

病率、殘障率及死亡率變化的關係。以台灣的狀況，以下僅說明「疾病壓縮」

與「疾病擴張」。所謂「疾病壓縮(compression of morbidity)」，是由 Fries(1980, 1983)

提出，為較理想的老化境界，此觀點主張疾病與殘障率均隨死亡率改善而下降，

因此延長的平均餘命多半處於健康狀態，亦即老年疾病受到控制，一般人皆能

走向自然死亡。而「疾病擴張(morbidity expansion)」則是由 Gruenberg(1977)和

Kramer(1980)提出，認為死亡率雖然改善，但平均餘命的增長只是把健康狀態

不良的期間延長，即醫藥進步、衛生改善等社會條件的提升造就以往不易存活

的個體得以在罹病情況下存活下來，但延長的壽命並非處於健康的狀態。然而

人若死亡，則不會因疾病產生費用；反之，存活尤其是帶病存活，則會產生高

額醫療費用。 

人口高齡化與疾病轉型的交互作用下，導致台灣成為疾病擴張(disease 

expansion)的國家。當平均餘命增長，慢性疾病同時增加，人們更易因慢性疾病

受苦，依據國民健康署 2015 年「中老年身心社會生活狀況長期追蹤調查」結果

報告顯示，接近 9 成(88%)的老年人自述「至少有一種」經醫師診斷的慢性病，

而前 5 名的慢性疾病為高血壓、白內障、糖尿病、心臟病、關節炎或風濕症(國

民健康署，2018)，同時可從近 10 年的老年人口死因發現，慢性病已成為老人

死亡的主因，與 1942 年死因相比，已有相當大的差別，位居 1942 年死因第 1

名的老衰，已不在近 20 年的死因排名前 10 名，高齡者前 5 大死因皆為「惡性

腫瘤、腦血管疾病、心臟疾病、糖尿病、肺炎」等慢性疾病，此現象可表明，

老年人於晚年飽受慢性病之苦，接受醫療服務的同時也逐漸增加健保的負擔，

最終生命仍因慢性疾病而結束(表 3.2)。 

另一方面，經由 65 歲以上人口醫療使用情形可以發現，2000 年起隨著老

年人口的占比提升，醫療總點數及醫療總點數占率也呈現緩慢的上升，2000 年

老年人口占率為 8.76%，2017 年已高達 13.24%；而醫療總點數占率在 2000 年

為 28.79%，2017 年則上升至 37.28%，更在 2013 年後醫療總點數突破 2,000 億

點，由此可見老年人口的醫療使用相當高，且醫療總點數占率逐年上升(表 3.3)。

再從台灣健保支出占率前 10 大的疾病來看，慢性疾病以「腎臟相關疾病」及「糖

尿病」的健保費用占率在這 20 年間有明顯的上升。在腎臟相關疾病的費用中，

1998 年「腎炎、腎徵候群及腎變性病」的費用占健保總支出比率為 5.4%，2018

年時「急性腎衰竭及慢性腎臟疾病」上升至 8.0%；而糖尿病的費用在 1998 年

總健保支出占率尚未進前 10 名，然而 2018 年已晉升至健保總費用占率的第 3

名(7%)。同時總健保支出也有明顯增加的趨勢，從 1998 年 2,866 億 1,200 萬點，

至 2018 年已達 7,008 億 5,200 百萬點(表 3.4)，更可說明醫療費用及醫療需求因

「疾病擴張」而增加，醫療資源配置更需隨著疾病及人口結構變化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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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老年人口十大死因的排名趨勢 

順位 1942 年 1998 年 2008 年 2018 年 

1 老衰 惡性腫瘤 惡性腫瘤 惡性腫瘤 

2 腦出血、腦栓塞 

及腦血栓 

腦血管疾病 心臟疾病（高血壓

性疾病除外） 

心臟疾病（高血壓

性疾病除外） 

3 腎臟炎 心臟疾病 腦血管疾病 肺炎 

4 肺炎 糖尿病 肺炎 腦血管疾病 

5 支氣管炎 肺炎 糖尿病 糖尿病 

6 腹瀉、腸炎 

及腸潰瘍 

腎炎、腎徵候群 

及腎變性病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7 其他呼吸器之疾病

（結核性者除外） 

事故傷害 腎炎、腎徵候群 

及腎變性病 

高血壓性疾病 

8 心臟相關疾病 高血壓性疾病 高血壓性疾病 腎炎、腎病症候群 

及腎變性病 

9 惡性腫瘍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敗血症 敗血症 

10 其他消化器之疾病 支氣管炎、肺氣腫 

及氣喘 

意外事故 事故傷害 

資料來源：排名整理自衛生福利部統計處之死因統計 

備註：「意外事故」與「事故傷害」為同一死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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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歷年 65 歲以上人口之醫療費用 

西元年 人數 

(人) 

人口 

占率 

人數 

成長率 

醫療總點數 

(點) 

醫療 

總點數 

占率 

醫療 

總點數 

成長率 

2000 1,875,643  8.76% -  94,375,167,026 28.79% - 

2001 1,914,968  8.84% 2.10% 100,854,543,824 29.92%  6.87% 

2002 1,969,715  9.01% 2.86% 114,423,717,216 31.02% 13.45% 

2003 2,026,963  9.22% 2.91% 121,117,350,343 31.90%  5.85% 

2004 2,080,150  9.40% 2.62% 142,642,310,658 32.73% 17.77% 

2005 2,151,646  9.64% 3.44% 147,856,593,510 32.92%  3.66% 

2006 2,222,349  9.88% 3.29% 151,476,239,585 33.49%  2.45% 

2007 2,304,804 10.11% 3.71% 159,975,062,527 34.08%  5.61% 

2008 2,353,828 10.27% 2.13% 169,028,085,457 34.44%  5.66% 

2009 2,364,883 10.27% 0.47% 173,198,989,620 34.48%  2.47% 

2010 2,448,115 10.61% 3.52% 181,104,510,151 34.38%  4.56% 

2011 2,479,490 10.69% 1.28% 189,290,629,728 34.17%  4.52% 

2012 2,537,537 10.90% 2.34% 193,015,392,763 34.06%  1.97% 

2013 2,630,187 11.21% 3.65% 204,815,953,729 34.63%  6.11% 

2014 2,737,743 11.59% 4.09% 216,210,430,036 34.99%  5.56% 

2015 2,856,640 12.03% 4.34% 225,984,070,838 35.43%  4.52% 

2016 3,004,336 12.62% 5.17% 243,580,006,515 36.38%  7.79% 

2017 3,161,312 13.24% 5.22% 261,855,612,481 37.28%  7.50% 

資料來源：2019 年健保會會議資料 

備註：人口數採年底人口數；醫療總點數=[各年齡層人數*該年齡層每人年申報點數]之總和；各年齡層

人數=投保總人數*該年齡層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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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台灣全民健保支出前十大疾病之醫療費用點數與占率 

 
1998 年 2008 年 2017 年 

順位 疾病 
醫療費用值 

(百萬點) 

占率 

(%) 
疾病 

醫療費用值 

(百萬點) 

占率 

(%) 
疾病 

醫療費用值 

(百萬點) 

占率 

(%) 

1 牙及其支持組織之疾病 22,175  7.7  惡性腫瘤 37,532 8.0  急性腎衰竭及慢性腎臟疾病 50,364 8.0 

2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21,667  7.6  腎炎、腎徵候群及腎變性病 35,311 7.5  口腔及唾液腺之疾病 44,323 7.5 

3 損傷及中毒 21,223  7.4  牙及其支持組織之疾病 33,075 7.0  糖尿病 29,688 7.0 

4 骨骼肌肉系統及結締組織之疾病 21,175  7.4  骨骼肌肉系統及結締組織之疾病 31,535 6.7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25,366 6.7 

5 腎炎、腎徵候群及腎變性病 15,546  5.4  損傷及中毒 29,702 6.3  高血壓性疾病 23,773 6.3 

6 惡性腫瘤 14,427  5.0  精神疾患 22,036 4.7  消化器官之惡性腫瘤 19,150 4.7 

7 心臟病 10,311  3.6  心臟病 19,509 4.2  腦血管疾病 18,261 4.2 

8 高血壓疾病  9,830  3.4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17,120 3.6  缺血性心臟病 17,980 3.6 

9 眼及其附屬器官之疾患  9,449  3.3  高血壓疾病 16,659 3.5  流行性感冒及肺炎 14,604 3.5 

10 精神疾患  7,952  2.8  糖尿病 15,240 3.2  
思覺失調症、準思覺失調症

及妄想性疾患 
12,704 3.2 

 
前十大總計 153,755  53.6  前十大總計 257,719 54.8 前十大總計 256,211 37 

 總計 286,612  100  總計 470,027 100 總計 700,852 100 

資料來源：數據整理自 1998, 2008 年全民健保醫療統計年報及 2017 年國人全民健保就醫疾病資訊公布的醫療費用。但 2017 年疾病分組和描述與 1998 及 2008

年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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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健保醫療支出與服務資源配置 

我國採單一保險人制度，同時全民健保總支出占全國醫療總費用達 53.69%

（2017 年），可見全民健保對我國醫療服務資源配置的影響甚鉅。以下分別從

供給面（醫療服務提供端）與需求面（民眾端）探討醫療服務資源配置的議題。 

(ㄧ)供給面 

首先檢視健保醫療照護模式，除一般門診及住院服務，健保署並推動各

項試辦計畫，期能強化醫療可近性，及提升醫療品質。近期則為提升醫療資

源使用效率，積極推動分級醫療。此外為優化治療成效，每年健保總額預算

協商，持續增加新醫療科技的預算協定，並設有審查程序，決定納入給付範

圍之新藥或新科技。 

在醫療資源管控方面，對於一般案件，健保署委託各總額部門，進行申

報案件的審查，同時健保署亦針對「長期使用呼吸器」實施相關管控措施。 

1.健保醫療照護模式 

(1)試辦計畫 

健保署所推動的各項試辦計畫主要可分為提升醫療可近性(表 3.5)和

提升醫療品質(表 3.6)二大類。提升醫療可近性的試辦計畫，除為醫療資

源不足地區所提出各項醫療資源的改善方案，還有針對特殊族群(如因失

能或疾病特性以致外出就醫不便患者、矯正機關與山地離島地區)所提出

的服務計畫，旨在強化該地區民眾之在地醫療，以點值保障該區域或鄰

近區域之醫院，鼓勵醫院醫師、基層診所醫師、牙醫師及中醫師至當地

提供醫療服務。除一般醫療服務，亦提供居家醫療照護、助產所、精神

疾病社區復健及銜接長照 2.0 等預防保健服務。同時加強提供醫療服務及

社區預防保健，以增進醫療可近性，使該地區具備較佳醫療提供之能力，

均衡醫療資源，使全體保險對象獲得適當之醫療服務。 

提升醫療品質計畫則可以分為 3 個面向：a.以支付誘因建立連續性疾

病追蹤管理模式，提供病人整合式之醫療照護服務，及確保重大疾病照

護品質、落實品質導向轉診制度、提升急診病人處置效率。b.提供多重慢

性病人整合性醫療及慢性病照護和衛教，避免重複不當用藥或處置，及

依病人失能程度在治療黃金期給予積極性整合性照護，減少長期失能風

險，亦積極提升牙醫醫療服務品質，加強提供特殊牙醫醫療服務。其中

醫療透析共有 3 項計畫，「Early-CKD 方案」、「Pre-ESRD 計畫」及「品質

獎勵計畫」，針對初期慢性腎臟病患者(第 1、2、3a 期)提供治療及衛教措

施，降低或延緩腎功能惡化；針對慢性腎臟病之高危險群(第 3b~5 期)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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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進入末期腎臟病透析之時機與併發症之發生，期能提升腎臟病整體之

醫療照護品質。c.針對癌症及患有過敏性鼻炎之兒童，藉由中醫輔助醫療

介入措施，使其順利完成西醫療程並進行體質調理，提升生活品質。 

2019 年各項醫療計畫/方案合計投入 133 億 5,290 萬元(99 億 9,190 萬

元提升醫療可近性、33 億 6,100 萬元提升醫療品質)。 

表 3.5  2019 年健保總額各部門專款項下之各項醫療可近性計畫/方案 

單位：百萬元 

總額部門 計畫名稱 金額 

醫院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資源不足地區之醫療服務提升計畫 950.0 

醫院 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80.0 

西醫基層 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217.1 

牙醫門診 牙醫門診總額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280.0 

中醫門診 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門診總額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135.6 

其他預算 居家醫療照護、助產所、精神疾病社區復健及轉銜長照 2.0 服務 

(含: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整合照護試辦計畫) 

6,020.0 

其他預算 全民健康保險提供保險對象收容於矯正機關者醫療服務計畫 1,653.8 

其他預算 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升計畫 655.4 

   資料來源：2019 年健保會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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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2019 年健保總額各部門專款項下之各項品質提升計畫/方案 

單位：百萬元 

總額部門 計畫名稱 金額 

醫院 醫療給付改善方案 

1.糖尿病、氣喘、孕產婦全程照護、早期療育、慢性阻塞性肺病 

2.乳癌 

3.思覺失調症 

4.B、C 型肝炎個案追蹤 

5.醫院用藥安全 

1,187.0 

醫院 全民健康保險急診品質提升方案 160.0 

西醫基層 醫療給付改善方案 

1.糖尿病、氣喘、孕產婦全程照護、早期療育、慢性阻塞性肺病 

2.思覺失調症 

3.B、C 型肝炎個案追蹤 

400.0 

牙醫門診 牙醫特殊醫療服務計畫 534.0 

中醫門診 中醫癌症患者加強照護整合方案 166.0 

中醫門診 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門診總額兒童過敏性鼻炎照護計畫 10.0 

其他預算 推動促進醫療體系整合計畫 

1.醫院以病人為中心門診整合照護計畫 

2.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 

3.跨層級醫院合作計畫 

500.0 

其他預算 慢性腎臟病照護及病人衛教計畫 

1.初期慢性腎臟病(Early-CKD)醫療給付改善方案 

2.末期腎臟病前期(Pre-ESRD)之病人照護與衛教計畫 

3.慢性腎衰竭病人門診透析服務品質提升獎勵計畫 

404.0 

  資料來源：2019 年健保會會議資料 

(2)分級醫療 

分級醫療目的為提升醫療資源使用效率，「大病看大醫院，小病看小

醫院」，使各級醫療院所能分工合作照顧病人，執行上是期能讓醫學中心

與區域醫院能夠減少初級照護案件，使初級照護個案能下放至基層醫療

院所。依據衛生福利部 2016 年 11 月 9 日衛部健字第 1053360140 號公告

「民國 106 年度醫院總額醫學中心與區域醫院之初級照護案件，件數不

得超過 105 年之 90%，超過部分，不予分配」。為執行上述公告，健保署

於 2016 年 11 月 16 日、12 月 7 日及 2017 年 1 月 5 日、2 月 7 日與各專

科醫學會及醫院各層級協會召開 4 次討論會議，並於 2017 年 2 月 22 日、

4月11日及5月24日提案至健保署召開之醫院總額研商議事會議中討論，

針對 2017 年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初級照護管控項目獲得共識，並自 2017

年起執行，其中初級照護件數係以主診斷(即國際疾病分類碼第一項診斷

碼)認定。鑑於初次實施，健保署與醫界代表及專家在實施後持續召開會

議討論，並於第 2 季確定初級照護管控範圍及定義，惟實際執行後，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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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反應門診量大及診斷編碼各醫院不一致，且對初級照護定的定義及範

圍有諸多爭議，待健保署再次彙整意見並公告門診編碼指引已近第 4 季，

並依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不溯既往之建議，衛生福利部於 2018 年另頒布

新規範。 

健保署依據衛生福利部公告「民國 107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

費用總額協定事項」，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執行區域級(含)以上醫院門診

件數降低，多次與醫界開會協調並採逐年逐步推動，初期門診減量範圍

先排除重大疾病、罕病、偏遠、急診及經轉個案，以輕症及慢性病穩定

為主，惟不設定範圍，以保留醫院視個案狀況彈性調整之空間。根據 2019

年 6 月份全民健保業務執行季報告，區域級以上醫院 2019 年第 1 季門診

件數降低情形符合降低 2%範圍，其中醫學中心下降 5.3%，區域醫院下

降 4.9%(表 3.7 及圖 3.1)。醫學中心門診件數需降低 2%範圍者共 19 家(奇

美分院 2019 年已合併申報)，19 家全數達標。區域醫院門診件數需降低

2%範圍者共 69 家(排除 12 家)，其中達標者共 55 家(占 80%)，未達標者

共 14 家(衛生福利部，2019)。健保署提供的數據係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

向健保申報的門診量變化，因此不含自費門診，醫院的自費門診是否有

增加的趨勢，及基層診所及地區醫院的門診量變化，應持續觀察。 

表 3.7  2019 年第 1 季區域級以上醫院門診件數變化 

                                                              單位：千件 

層級別 家數 基期(2017)年 2019 年 成長率 

醫學中心 19  4,297  4,070 -5.30% 

區域醫院 69  6,265  5,955 -4.90% 

合計 88 10,562 10,026 -5.10% 

資料來源：2019 年 6 月份全民健保業務執行季報告 

備註：已排除不納入之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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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19 年健保會會議資料 

    備註：未實施分級醫療之推估件數係按前 10 年件數之幾何平均成長率推估 

           2019 年件數以 1~6 月申報資料*2 推估 

圖 3.1  各層級醫療院所門診趨勢圖 

(3)新藥新科技 

隨著現代醫療的持續演進、人口快速老化與疾病型態多元化，民眾

不僅希望疾病受到治療，更希望治療能精準適切，然而新藥、新醫材或

是新的醫療技術，在上市初期，高昂的價格並不是一般民眾所能負荷的，

因此每年的健保總額預算協商，持續增加新醫療科技的預算協定。至於

納入何種新藥或新科技，則是依據健保署「全民健保的醫療服務、藥物(藥

品與特材)的給付項目與支付標準增修流程」(圖 3.2)，由各單位向健保署

提出，健保署收案後會召開專家諮詢會議，成員包括主管機關代表和醫

療經濟、藥政、專科醫師、臨床藥學等背景專家學者，以及必要時從審

查委員挑選專科相關之機動委員，共計 15-20 名(衛生福利部，2014)，並

進行醫療科技評估(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HTA)，再依健保法第

41 及 42 條召開共同擬定會議，其中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擬會

共 37 人代表、藥物(藥品、特材)之共擬會代表共計 29 人(詳見表 3.8)，共

同擬訂會議達成共識通過後，最終由衛福部核定發布。 

自 2014 年起，每年增加的預算皆在 20 億左右，甚至在 2018 年突破

30 億(衛生福利部，2019)(詳見表 3.9)。但將新醫療科技項目納入總額核

定，因其效益一直不易精確評估，亦成為健保營運的挑戰，同時產生醫

療資源合理分配的問題 

 



 

42 
 

 
資料來源：圖片整理自健保會 2019 年 1 月臨時會議 

備註：1. 健保法第 41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條文：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由保險人與相關機關、專家

學者、被保險人、雇主及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等代表共同擬訂，報主管機關核定發布。藥物給付

項目及支付標準，由保險人與相關機關、專家學者、被保險人、雇主、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等代

表共同擬訂，並得邀請藥物提供者及相關專家、病友等團體代表表示意見，報主管機關核定發布。 

2. 健保法第42條第2項條文：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訂定，保險人得先辦理醫療科技評估，

並應考量人體健康、醫療倫理、醫療成本效益及本保險財務；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訂定，

亦同。 

圖 3.2  健保給付項目(含醫療服務、藥品及特材)及支付標準之訂定 

 

  

健保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增修 

可由醫學會、公協會、保險醫事服務

機構、藥物許可證持有廠商、病友團

體等單位向健保署提出 

健保署收案 

1.評估辦理醫療科技評估(HTA)之必要

性，必要時委託「醫藥品查驗中心」

辦理 

2.召開專家諮詢會議 

健保署召開共同擬訂會議 

依健保法第 41、42 條辦理註
 

1.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

會議 

2.藥物(藥品、特材)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共同擬訂會議 

主管機關(衛福部)核定發布 

討論通過之項目，健保署依健保法第41

條報部核定 

1.醫療服務給付項目，由健保署於通

過後即報部核定發布 

2.藥物給付項目，由健保署公告暫予

收載支付，並於次年第一季報部核

定發布 

共
擬
會
議
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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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專家諮詢會議與共同擬定會議之各單位代表人數 

單位：人 

會議代表 專家諮詢會議 
共同擬定會議 

醫療服務 藥物(藥品與特材) 

主管機關代表 
 

1 1 

藥物管理機關代表 
 

0 1 

專家學者 15-20 2 9 

被保險人代表 
 

2 3 

雇主代表 
 

2 3 

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 
 

31 7 

藥物提供者代表 
 

0 3 

病友團體代表 
 

0 2 

合計 15-20 37 29 

資料來源：數據整理自「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辦法」及「全民健康

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辦法條文」 

 

表 3.9  2010-2019 年總額「新醫療科技」預算增加金額 

單位：百萬元 

總額年度 
醫院總額 

增加金額 

西醫基層總額 

增加金額 

牙醫總額 

增加金額 
合計 

2010 1405.5  99.9 - 1505.4 

2011  930.2 101.5 - 1031.7 

2012  987.4  34.6 - 1022.0 

2013 1349.1  38.4 - 1387.5 

2014 2001.4 100.2 - 2101.6 

2015 2275.5 120.0 - 2395.5 

2016 1853.5  83.0 - 1936.5 

2017 2063.0  84.0 - 2147.0 

2018 3440.0 116.0 - 3556.0 

2019 3019.0  42.0 12.0 3073.0 

資料來源：數據整理自衛福部歷年公告之「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配方式」 

備註：協商項目「新醫療科技(包括新增診療項目、新藥及新特材等)」列一般服務項下，每年協定

增加金額，並滾入下一年度總額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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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醫療資源管控 

(1)一般案件 

對於醫療資源管控，健保署委託各總額部門，進行申報案件的專業

審查，依據健保署公布之「醫療費用申報及審查流程」，除特定已事前審

查之醫療服務項目，其餘醫療項目在醫療院所申報費用，健保署受理後

進行前端審核，審核通過後先行暫付款項，之後進行程序審查、立意抽

審、隨機抽審及專業抽審，最後核付醫療費用予醫療院所(衛生福利部，

2016)。並在 2016 年起實施「全民健康保險醫院總額醫療費用案件專業雙

審及公開具名試辦方案」，藉此減少專業見解差異，提升專業審查品質，

但爭議頗大，反對者以期刊審查為例，主張為能獲取高品質公正審查意

見，仍應維持匿名制。目前僅有少數科別（婦產科，泌尿科，耳鼻喉科，

精神科）試辦公開具名專業審查。 

(2)長期使用呼吸器 

健保署亦針對「長期使用呼吸器」實施相關管控措施，如 2000 年推

動「全民健保呼吸器依賴患者整合性照護前瞻性支付方式計畫」，全面納

管呼吸器依賴患者，醫院需及時上網登錄所有個案之異動狀態，鼓勵醫

療機構組成整合性照護系統(加護病房、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慢性呼吸

照護病房及居家照護)，依不同照護階段訂有住院日數上限，以降低長期

使用呼吸器病人占用加護病房或急性病房之情形，所有個案皆須依「階

段下轉(Step Down Care)」原則，下轉至地區醫療機構，收治呼吸器依賴

患者之院所應積極協助病患嘗試脫離呼吸器，並於 2019 年將「呼吸器脫

離成功率」列為品質監控指標；2013 年實施「全民健康保險抑制資源不

當耗用改善方案」，加強長期呼吸器依賴患者管控，鼓勵呼吸器依賴病患

進行安寧緩和照護。同時並針對加護病房及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進行異

常管理，加強醫院輕病住院實地審查，不符收治條件者核減其費用；此

外針對慢性呼吸照護病房之管理，則在各醫院訂有目標點數，超出部分

逕予核減。 

透過相關管控措施，呼吸器照護醫療費用在 2011年約 270億，至 2018

年醫療費用降至約 260 億，2019 年 1 至 6 月使用醫療費用約 130 億，預

估 2019 年全年使用 260 億；呼吸器脫離成功率在 2000、2017、2018 年

分別為 30%、51.2%、52.9%，脫離率呈現上升趨勢(衛生福利部，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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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求面 

由於台灣全民健保對被保人就醫選擇權未加限制，容易導致民眾有道德

危害(moral hazard)的情形，民眾在有保險給付（面對實質價格下降）的情況

下，易過度需求無效醫療服務。需求面則以民眾端探討醫療服務資源配置，

則主要論述民眾醫療需求合理化，應推動安寧照護，倡導「病人自主權利法」，

以減少無效醫療，同時取經國際經驗看生命末期照護的發展。 

1.無效醫療 

無效醫療(Medical Futility)一詞的界定相當困難，至今還沒有明確的定

義，學者 Bernat (2005)提出「無效醫療」指的是醫師的預測聲明，對於無

法治癒的疾病或傷害，進一步的治療不會改善患者的病情，因此不應該嘗

試。「無效醫療」的確定涉及倫理考量，因為在這種情況下進一步治療是無

效的並且無法幫助患者，因此即使患者的家人要求治療，理論上醫師沒有

道德義務提供。由於台灣全民健保對被保人就醫選擇權未加限制，容易導

致民眾有道德危害(moral hazard)的情形，民眾在有保險給付（面對實質價

格下降）的情況下，易過度需求無效醫療服務。若要限制民眾就醫自由權，

可考慮以降低保費來激勵民眾，期能減少醫療資源浪費。 

為避免無效醫療，醫療人員應落實病人自主並尊重病人意願，推動預

立意願書，與病人及家屬有良好的溝通，並提供正確對等的醫療訊息，同

時醫療機構應制定「無效醫療」策略(林芳如等人，2010)。 

病人雖然是身體的擁有者且有權利決定接受醫療處置，但在加護病房，

由於大部份的人因昏迷或意識不清，無法表達其「不施行以及終止或撤除

心肺復甦術」的意願，除非其曾於昏迷前已預立意願書或預立醫療委任代

理人，否則難以猜測病人的意願。因此，為避免生命末期病患 接受不必要

的 CPR 或維生措施，應推廣大眾簽署 「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林

芳如等人，2010)。病人及家屬有良好的溝通是生命末期照護極重要的事項。

經由良好的溝通，病患及家屬才能充分表達他們的需要，醫療團隊才能給

予病患及家屬清楚透明的醫療訊息。只有在醫療訊息對等的狀態之下，才

有機會讓醫療團隊及家屬共同做出對病人最有利的決策(蔡翊新、林亞陵、

黃勝堅，2007)。 

2.推動安寧照護 

衛生福利部自 1996 年起推動安寧照護，並於 2000 年辦理「安寧療護

納入健保整合試辦計畫」，且於同年立法通過「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賦予

國人生命末期時可拒絕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DNR)的權利，並將此意願註

記於健保 IC 卡，至疾病末期時，醫療人員可依健保 IC 卡註記之個人意願，

javascript:;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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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家屬溝通提供病患安寧療護服務，減少急救爭議，並於 2015 年立法通過

「病人自主權利法」，成為亞洲第 1 個完成自然死法案及病人自主權利立法

之國家。 

安寧照護能提升醫療資源的使用，使末期病人皆能得到完整的身、心、

靈之關懷與醫療，減輕末期的身體疼痛及心理壓力。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

健康署資料顯示，癌症病人死亡前 1 年安寧照護利用情形(含安寧住院、安

寧居家與安寧共同照護服務)，由 2000 年 7%大幅提升至 2017 年 60.9%，此

外，2016 年通過補助 90 家醫院推動建立癌症病人病情告知計畫，當年病人

知情率已達 94.8%。 

陳雪姝等人(2015)，探討安寧天數對末期病患醫療資源耗用的影響研究

顯示，安寧療護使用天數的長短與醫療費用節省呈現正相關，從安寧照護

天數對死亡前 0-30 天每人醫療點數影響的分析中發現，死亡前 0-10 天及

0-15 天的每人醫療點數，與使用安寧照護的天數成反比，安寧照護天數每

多一天，費用減少 523 及 598 點；再與非安寧組比較，安寧天數越多點數

節省越多，研究結果建議應倡導安寧照護觀念，以減少無效醫療。 

羅健銘等人(2007)，對住院癌末病患照護型態對住院醫療費用與住院天

數之影響進行研究，結果顯示安寧與非安寧照護的平均住院天數分別為

15.23 天與 23.77 天，比較安寧與非安寧照護之醫療費用，若將兩照護型態

選擇隨機化後，安寧照護估計可以降低約 4 萬至 22 萬元的住院醫療費用。    

3.我國病人自主權利法 

我國於 2019 年 1 月 6 日正式施行「病人自主權利法」，共有 19 條條文，

其中病人自主權利法第 14 條，「末期病人、處於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況、永

久植物人狀態、極重度失智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病人疾病狀況或

痛苦難以忍受、 疾病無法治癒且依當時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解決方法之情

形」，以上符合臨床條件之一，且有預立醫療決定者，醫療機構或醫師得依

其預立醫療決定終止、撤除或不施行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之全部或一部分。透過醫療自主權的表達，可尊重病人醫療自主意願，保

障尊嚴與善終權益，進而減少無效醫療資源的耗用。 

依衛生福利部發布的「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醫療機構管理辦法」第 4

條規定，醫院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的團隊成員需包括醫師 1 人，護理人

員 1 人，心理師或社會工作人員 1 人(護理人員、心理師或社會工作人員均

需具有 2 年以上臨床實務經驗，且需完成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的預立醫療照

護諮商訓練課程)；第 6 條規定，(1)意願人依本法擁有知情、選擇及決定權；

(2)終止、撤除或不施行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應符合之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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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條件(3)預立醫療決定書之格式及其法定程序；(4)預立醫療照護決定書

之變更及撤回程序；(5)醫療委任代理人之權限及終止委任、當然解任之規

定。諮商機構應就諮商之過程作成紀錄，並經意願人及參與者簽名；其紀

錄應併同病歷保存。諮商機構於完成諮商後，應於決定書上核章交予意願

人。 

「預立醫療決定書」 (Advance Decision, AD)，是意願人經「預立醫療

照護諮商」後，已經清楚瞭解 「病人自主權利法」相關規定，賦予病人預

先表達在符合特定臨床條件的情況時，接受或拒絕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

營養及流體餵養的正式書面文件。 

醫事司亦正在推動病人自主權利法當中的預立醫療決定，未來初步規

劃透過爭取公務預算辦理相關計畫，部分補助或補助預立醫療照護諮商費，

同時與衛生局共同研商收費核定原則，初步以收取 3,500 元/時為上限，中、

低收入戶可至「預立醫療照護諮商推廣獎勵計畫」之示範醫院，免費接受

照護諮商服務。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在 2019 年 7 月初特別針對台灣 6

個直轄市共 45 家符合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資格的醫院，就「預約諮商需

等待的時間」、「諮商費用收取的金額」、「有無團體諮商制度」、「對弱勢民

眾有無減免優惠措施」、「諮商過程所需時間」、「醫院諮商團隊的成員」等

項目進行調查(消費者文教基金會，2019)。 

調查統計結果顯示，(1)法規上對於醫院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團體成

員資格的嚴謹要求，加上每位接受諮商者完成一次諮商需耗費 60 分鐘或 90

分鐘的工作時間，諮商所收取的費用又僅在 2,250 元至 3,500 元間，在成本

與營收的考量下，實很難期待醫院有高度的意願和誘因積極推行；(2)目前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費用是屬於自付範圍，對於部分確有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需要或意願的民眾而言，在政府無任何經費的挹注和幫助下，民眾是否會

望之卻步，實值思量；(3)從調查結果亦看到要預約醫療諮商，除少數醫院

可以在短時間內經安排而進行諮商外，其他醫院或許基於成本考量，實際

開診不多，需預約等候，短者 1 個月、2 個月、長者甚至要等候 3 個月以上，

甚至需等候至 2020 年始能獲得諮商機會(消費者文教基金會，2019)。病主

法自實施以來，顯然尚存有諸多障礙和配套措施不足之處，包含收費與否、

價格高低、有無補助，等候時間等，都可能影響預立醫療決定政策的推行

成效。 

https://tpech.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4116B1D37FF74CFA&sms=7D2D8361A3FCFF6C&s=5BEBA5564D419BBC
https://tpech.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4116B1D37FF74CFA&sms=7D2D8361A3FCFF6C&s=5BEBA5564D419BBC
https://tpech.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328FBE002F4D067D&sms=4E5CD5FE8B228997&s=62817F0654212857
https://tpech.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2C8726B15FF9714D&sms=6A80DD614501A2AA&s=5CA0A27ABD1FD93C
https://tpech.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E434171ACDC48CFE&sms=53A1D7857AE82857&s=4F10B912913D8D24
https://tpech.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E434171ACDC48CFE&sms=53A1D7857AE82857&s=4F10B912913D8D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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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命末期照護的國際經驗 

執行生命末期的醫療決定，大致有3種方式，分別為安樂死(Euthanasia)、

協助自殺(assisted suicide)及安寧緩和醫療(palliative care)的名詞解釋。安樂

死是指第三者為減輕病患之痛苦而有意採取之加速病患死亡的行為。安樂

死有時也被稱為「仁慈的謀殺(mercy killing)」。而協助自殺是指由第三人提

供協助，但由病患自行服下致死劑量的藥物或自行啟動能將致死藥物注射

入體內的裝置。安寧緩和醫療則為減輕或免除末期病人之痛苦，施予緩解

性、支持性之安寧醫療照護，或不施行心肺復甦術，稱為安寧緩和醫療(蔡

甫昌、劉珈麟、朱怡康，2006)。安樂死在比利時，加拿大，哥倫比亞，盧

森堡和荷蘭是合法的，但瑞士只允許協助自殺。而在美國協助自殺屬合法

的州，則為 Oregon, Washington, California, Hawaii, Vermont, New Mexico, 及

Montana。 

在 2002 年，荷蘭通過《應要求終結生命與協助自殺法》（Act on 

Termination of Life on Request and Assisted Suicide），成為全球第 1 個通過

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比利時是繼荷蘭實施安樂死後，全世界第 2 個實施

安樂死的國家。根據《應要求終結生命與協助自殺法》，在荷蘭，合法的安

樂死有 6 項應符合的原則： 

(1)患者的請求是出於自願，且經過審慎思考的。 

(2)患者所承受之痛苦是無法忍受，且沒有希望痊癒或改善的。 

(3)患者已被清楚告知其病況和未來的發展。 

(4)患者沒有安樂死外其他合理的替代治療選項。 

(5)主治醫師已諮詢過另一名具有獨立觀點之醫師。 

(6)結束生命之過程，應施以充分醫療照顧與注意。 

患者提出安樂死要求後，由醫師送交委員會審查；審核通過後，再由

醫師注射巴比妥類藥物或肌肉鬆弛劑，完成安樂死。這個流程，荷蘭社會

經歷超過 20 年的時間，才得到多數民意的認可並完成立法(Buiting et al, 

2009)。 

一項比較荷蘭、比利時及瑞士 3 國的安樂死及醫師協助自殺(euthanasia 

and 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EAS))執行現況調查(Dierickx et al., 2019)指出，

由於 EAS 在比利時及荷蘭係合法執行，但 EAS 在瑞士並無相關法律判定。

因此比利時及荷蘭的安樂死比例為死亡個案4.5-4.6%，遠高於瑞士的0.4%，

而瑞士的醫師協助自殺比例為 1.0%則遠高於比利時的 0.05%及荷蘭的 0.1%。

該研究指出除法律的規範外，文化的差異涵蓋醫師對於現存法律對執行

EAS 規範之必要性的態度，醫師對於公開討論和執行態度亦是重要的決定

因素。比較美國 Oregon 及 Washington 州與瑞士的醫師協助自殺盛行率，



 

49 
 

發現 Oregon 及 Washington 州的醫師協助自殺盛行率為 0.4%，較瑞士的 1%

為低，作者認為此係瑞士執行醫師協助自殺始於 1980 年代，歷史較久，而

美國 Oregon 州則遲至 1997 年才將醫師協助自殺合法化，同時瑞士倡導死

亡自主權(right to die)的組織其可見度及積極介入程度亦是成因。 

Bosshard et al 的研究(2016)，比較瑞士德語區 2001 年及 2013 年生命末

期醫療抉擇，將生命末期醫療抉擇分為 3 項： 

(1)放棄維生治療 (forgoing life-prolonging treatment) 

(2)密集症狀舒緩 (intensified alleviate of symptoms) 

(3)醫師協助死亡 (physician-assisted death) 

a.協助自殺 (assisted suicide) 

b.安樂死 (Euthanasia) 

c.非病患明確要求的生命結束(Ending of life without the patient’s explicit 

request) 

發現 2013 年有 58.7%的人有選擇至少一項醫療抉擇，選擇放棄維生治

療的比例增加最多(自 2001 年的 28.7%上升到 2013 年的 35.2%)，而醫師協

助自殺則自 1.0%上升至 2.2%。同時至死亡都持續使用重度鎮靜劑

(continuous deep sedation until death)的比例亦大幅提升，自 4.7%到 17.5%。 

瑞士在所有歐洲國家中一向被視為在面對生命末期醫療抉擇(medical 

end-of-life decisions, MELDs)時，病人有較高自主權。即使在同一法治制度

下，文化仍有相當深遠的影響力，因此瑞士不同語言區對 MELDs 呈現不同

的盛行率。在比利時亦發現 MELDs 在荷語區較法語區盛行率高。不同於安

樂死合法的國家如荷蘭、比利時及盧森堡，瑞士僅將協助自殺予以合法化。 

Hurst, et al (2018)對瑞士開立死亡證明之醫師的問卷調查研究顯示，在

非突發可預期的死亡個案中，有進行生命末期醫療選擇的民眾在德語區的

比例最高(82.3%)，其次為法語區 75%，及義語區 74%，而盛行率最高的選

項為放棄維生治療，分別為 70%(德語區)、59.8%(法語區)、57.4%(義語區)。

協助自殺的占率，德語與法語區分別為 1.6%及 1.2%，但義語區則無個案通

報。義語區則在「持續深度鎮定選項」的盛行率高於其他兩區。 

由各國的經驗可知，在需求面病人端、文化的因素、對生命末期照護

的正確認知及相關法規的制定，會影響民眾的醫療需求甚鉅，倡導「預立

醫療決定」是目前重要的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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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結 

本章係針對醫療支出與服務資源配置，探討現況並提出建言。在供給面（醫

療服務提供端）的部分，檢視全民健保醫療照護模式，除一般門診及住院服務，

健保署主要針對提升醫療服務可近性及醫療品質，推動各項試辦計畫；近期則

為提升醫療資源使用效率，積極推動分級醫療。同時為優化治療成效，每年健

保總額預算協商，持續增加新醫療科技的預算協定，並設有審查程序，決定納

入給付範圍之新藥或新科技。而在醫療資源管控方面，除特定已事前審查之醫

療服務項目，其餘醫療項目在健保署受理醫療院所申報費用後，健保署會進行

前端審核，之後進行程序審查、立意抽審、隨機抽審及專業抽審，並將醫療服

務專業審查委託各總額部門專業團體承作。同時，健保署亦針對高使用率高費

用的項目，如「長期使用呼吸器」，實施相關管控措施。 

健保署可善用大數據技術分析全國健保申報資料，提供實證數據以檢視執

行成效。惟健保資料並無法涵蓋自費項目，因此分析實施成效時須瞭解此限制

及其可能影響。如分級醫療中的門診變化趨勢，醫院的自費門診是否有增加的

趨勢，及基層診所及地區醫院的門診量變化，應持續觀察。 

在需求面（民眾端）部分，由於台灣全民健保對被保人就醫選擇權未加限

制，容易導致民眾有道德危害(moral hazard)的情形，民眾在有保險給付（面對

實質價格下降）的情況下，易過度需求無效醫療服務。本章簡介目前台灣安寧

照護的推動與病人自主權利法，以及國際在生命末期照護的經驗。無效醫療衍

生的醫療資源浪費，會是高齡社會一項可觀的財務支出，但因牽涉複雜的個人

資產處理與家庭關係，而不易處理。依國外經驗，倡導民眾預立醫療決定時，

醫師專業的諮商宣導，顯然也是重要的決定因素。 

為達到醫療需求合理化，提議倡導「預立醫療決定」，補助「醫師諮商費用」。

目前國內為推動病人自主權利法，產生醫師諮商費用是否適合由健保給付的爭

論。為避免收費問題或其他非個人因素等而使民眾卻步，建議初期可先由政府

以公務預算針對中低收入戶提供補助，並責成公立醫院及財團法人醫院以社福

基金（列入公益支出）補助弱勢團體醫師諮商費用，逐步推廣民眾的接受度，

以落實立法美意。 

符合病人自主權利法第 14 條，「末期病人、處於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況、永

久植物人狀態、極重度失智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病人疾病狀況或痛苦

難以忍受、 疾病無法治癒且依當時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解決方法之情形」的臨

床條件者，則考慮限制健保在「積極侵襲性治療」部分的給付，如限制植物人

每週健保腎臟透析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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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健康促進對健康照護體系的重要性 

一、健康促進之理念對醫療與照護永續的重要性 

(一) 台灣罹患慢性病及醫療支出情形 

依據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大數據分析顯示，臺灣的慢性病人數及醫

療費用不斷攀升，2017 年慢性病的醫療費用達 2,318 億元，約占總醫療費用

之 3 成，較 2013 年成長 2.3%（見圖 4.1）。2017 年罹患慢性病人數已超過 1,100

萬人，約相當於總人口之一半，較 2013 年成長 13%。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

險署健保推動以病人為中心之相關整合照護計畫顯示，2017 年罹患 1 種慢性

病約占 34%，其餘 66%則罹患 2 種以上慢性病，而 65 歲以上患者罹患 2 種以

上慢性病的比率近 6 成，顯見慢性病已經成為健康照護以及健康保險花費的

大宗，而老年人口又是高度的利用者。從平均醫療費用觀察，65 歲以上老年

人慢性病藥費達 180 億元、醫療費用為 337 億元，兩者均遠高於 19~64 歲勞

動年齡人口的 93 億元及 165 億元。若趨勢不變，未來隨著勞動年齡人口逐

漸邁向老年，健保醫療支出將更為可觀。 

 

 

資料來源: 2019年健保推動以病人為中心之相關整合照護計畫 

圖 4.1  慢性病醫療費用占總醫療費用比率 

另根據衛生福利部 2017 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指出，老年人罹患慢性病比

率為 55~64 歲 40.68%，65 歲以上 64.88%，較 55~64 歲增加 24.20％，患有慢

性病比率隨年齡增加而增加，再細分年齡及性別觀察，70~74 歲以前男性罹

患率較女性高，之後女性的比率較男性高(見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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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衛生福利部 2017 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 

圖 4.2  55 歲以上人口罹患慢性病情形—按性別分 

老年人慢性病比例逐年上升，導致衰弱的比例也上升。依據 Study 

Osteoporotic Fractures(SOF) 之 3 項衰弱評估(最近 3 年內體重減少 5%、無法

完成 5 次椅子坐站和覺得精疲力竭)，發現我國 55~64 歲老年人中有 1 項者占

6.41%，至少 2 項以上者占 0.85%；以 5 歲為年齡分組來觀察，55 歲以上老年

人衰弱情形隨年齡增加而比率遞增，75~79 歲老人為明顯衰退之年齡層，2 項

以上衰弱指標比率 4.46%，相較 70~74 歲者增加 2.09 個百分點，而 80 歲以上

衰弱情形最為嚴重(見表 4.1)。 

表 4.1  55 歲以上衰弱評估情形(5 歲年齡組分) 

 

備註：SOF 3個問卷項目分別為 1.體重減輕 2.下肢功能衰退 3.精力降低。 

資料來源: 衛生福利部 2017 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 

因慢性病和衰弱隨著老年人年齡增加而逐年上升，我國醫療成本支出也

隨之增加。2017 年國民醫療保健支出報告指出，個人醫療保健支出 9,940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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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2007 年為 7,006 億元，其占 National Health Expenditure (NHE)之比率，由

2007 年 86.0%增至 2017 年 88.2%；一般行政及公共衛生 2017 年 735 億元(較

2007 年增加 25.6%)，但占 NHE 比率則由 2007 年 7.2%減至 2017 年 6.5%，資

本形成 2017 年 599 億元(較 2007 年增加 7.8%)，占 NHE 比率由 2007 年 6.8%

減至 2017 年 5.3%，由此可見個人醫療保健呈現逐步上升趨勢，已經對其他

項目有造成排擠的趨勢，若不透過健康促進手段加以抑制，難以逆轉此一趨

勢。(見表 4.2) 

表 4. 2  NHE 按最終用途分 

 

    資料來源: 衛生福利部2017年國民醫療保健支出報告 

(二) 健康促進之重要性 

許君強、胡哲豪(2018)提出「健康促進是使人們能夠強化其掌控並增進自

身健康的過程。要達到身體，心理和社會的完整狀態，個人或團體必須能夠

辨識與實現願望、滿足需求、改變或應對環境」。因此，健康被視為日常生活

的資源，而不是生活的目標。健康是一個強調社會和個人資源以及身體能力

的積極概念。健康促進不僅是衛生部門的責任，而是超越健康的生活方式和

幸福感。」此外，Caro, Bass & Chen（1993）認為：生產老化是指個人身體與

心理的成功老化，再加上積極的參與經濟與社會的生活，讓這些長者在社會

上可以扮演貢獻者的角色。而世界衛生組織所提出的概念是活躍老化（Active 

ageing），指以健康、安全、參與的政策架構。活躍老化是優化健康、參與及

安全機會的過程，以增進生活品質。「活躍」係指繼續參與社會、經濟、文化、

精神和公民事務，不僅僅是身體活躍或參與勞動力的能力（WHO, 2002）。在

地老化，生產老化，成功老化，皆需透過健康促進活動的推展使能達成。一

個完整的老年時期健康照護網絡，除了疾病醫療和長期照護外，還需要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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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才能建構一個完整的「預防治療及照護模式」，唯有替人民建

構一個從疾病預防到疾病治療及追蹤皆完善的健康照護網絡，才是一個理想

的全人照護模式，而我國長期照護中，加強老年人健康促進，將是未來抑制

健康照護與健保費用成長的有效策略。 

1. 理論基礎 

學者Fries於1980年提出「疾病壓縮理論」(The compression of morbidity)，

主張人們能夠延後疾病或殘障發生的年齡，且幅度超過壽命延長的程度。

換言之，我們可以將重大殘障在一生中所佔的份量加以壓縮，特別是在晚

年時期得以減少受到殘障拖累的程度，使我們活到老又活得好，這也為老

化社會帶來一線曙光。 

Fries(2005)曾以一對兄弟為例說明疾病壓縮論，這兩兄弟其中一位每天

抽三包菸，另一位則是一包半，這兩位兄弟在 30 歲左右均罹患肺炎。若生

在 1900 年，他們應該在肺炎病發後 3 天就都往生，所花費的醫療費用並不

高，病痛的日子也短。不過隨著醫藥科技的進步，如盤尼西林的問世與應

用於疾病治療，他們都不會因肺炎而在年輕成人階段過世；若生在今天，

菸癮較重者 40 歲左右起會開始出現肺氣腫的相關症狀，如咳嗽、氣喘與呼

吸短促。如果他沒有接受戒菸服務再繼續抽菸，這些症狀將會持續，而後

在 50 幾歲時期發展成心臟病（如心肌梗塞或冠狀動脈心臟病）。在以往醫

藥科技不發達的時代，可能會死於心臟病；而當代醫學科技，可以有效治

療心臟病並延長病患生命，但是心臟病發作數年之後可能發生中風，將需

接受眾多的醫療與復健照護。最後，在 70 幾歲時，他應該會罹患肺癌，並

在一連串共病的慢性病中，因疾病纏身而病逝，預計他使用的醫療資源約

是一般人的 4 倍。當這類病患的生命往後延長時，將帶給社會更沉重的疾

病負擔，而且各類慢性病在他們生命週期中所佔的年數與比重也愈高。 

相對地，菸癮較輕者可能一直要到 70 歲左右才會出現肺氣腫症狀，而

相關的慢性疾病也會隨之後延，因此雖然幾年後他應該也會陸續出現心臟

病與中風危機，但是在他過世前有可能不會罹患肺癌。與前一位手足比較，

這位吸菸者的生活品質較高，享有健康年數較多，也帶給照護系統和健康

保險顯著較低的醫療照護負擔，例如肺氣腫所帶來的健康歲月，就可能減

少長達 30 年。因此 Fries 指出，避開會傷害健康的危險因子(如抽菸、肥胖、

缺乏運動)對疾病壓縮很有幫助；此外，他也認為持續工作與活動、不斷地

接受挑戰與解決問題、以及認知到自己有貢獻與生產力，對延緩殘障的發

生以及促進年長者的生活品質與健康都有重大的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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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知名的理論為卡路里限制理論(Calorie Restriction)也指出，若平

時飲食攝取上不暴飲暴食，且限制熱量的攝取，相對於沒有限制熱量者來

的長壽，原因在於食物代謝過程中會產生一些自由基，日積月累下來也會

對身體造成危害。卡路里限制可以降低代謝與減少氧化損傷。美國國家衛

生研究院老年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贊助 3 所機構，進行大

規模的卡路里限制理論研究，以瑞德曼與同事(2018)的研究為例，其透過飲

食減少攝取 25%卡路里來檢視其效果，研究對象為 25-45 歲女性、25-50 歲

男性，體重正常與過重者各約佔一半。研究過程中參與者可以吃自己想吃

的東西，並可攝取維生素的營養補充品以確保飲食中有足夠的營養素。每

位參與者都發給一個體重計測量體重，參與者不必每天計算卡路里是否減

少攝取 25%，而是用減少的體重來估計每位受試者隨著時間總共減少多少

卡路里之攝取。 

如同以往遵循減重菜單者所預期之困難，參與者並未達成減少 25%卡

路里的目標，2 年後只達成減少 15%卡路里的目標，然而成果依然顯著。

第 1 年結束時參與者每人平均減少約 9 公斤體重，第 2 年也能維持體重沒

有復胖。另外的健康成果是減卡飲食也導致睡眠代謝率減少約 10%。代謝

率減緩代表身體使用營養素產出能量更有效率。換言之，可以減緩自由基

產生進而延長壽命。本研究支持卡路里限制理論的論述，即降低代謝和減

少氧化損傷以延長壽命（Redman et al., 2018）。 

從上述兩個理論，可以顯現老人健康促進與降低慢性病發生率、延長

健康的壽命，進而減少醫療費用與健康保險支出的重要性。 

2. 其他實證研究 

健康促進活動除了延緩衰弱情形、預防與減緩慢性病外，也可以提升

老年人之社會參與，降低寂寞感，增加生理、心理、社會的健康。方進隆

(2007)以運動介入為例，其可分為結構式介入(structure intervention)與生活

型態式介入(lifestyle Intervention) 二種。結構式介入是指特別安排固定時間

場所來運動的方式，像教育部體育署推廣的健康體適能計畫（每週至少運

動 3 天、每天至少 30 分鐘）即是所謂的規律運動，此優點為主要在藉由規

律、適度的運動來提升健康體能；但其缺點為運動過程會造成約束與不便，

且年紀較長或健康狀態不佳者較難適應運動時所要求之運動強度。而生活

型態式的運動介入方式，優點在於不需要特別安排時間與場地，只要在生

活中隨時隨地利用時間來增加身體活動量即可，對於忙碌、健康體能不佳

者、年紀較長或久未運動者，是一種相對較容易接受之運動方式；但其缺

點為身體活動必需累積到一定的運動量時，才能對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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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明顯的改善效果。另有研究指出增加身體活動量確實與降低未來死亡率

有相關。運動強度愈高者，未來死亡率愈低，即使 50 到 60 歲間改變運動

習慣，將中，低強度運動改為高強度運動，也能在未來 10 年後顯現降低死

亡率的效果(Byberg et al.,2009)。運動介入被認為是健康促進中最有效預防

疾病和延長壽命的策略之一，且具有可觀的經濟效益來減少疾病率與降低

死亡率。推動時的重點是如何針對個人環境條件及身體狀況給予客製化的

運動介入模式是介入成功的關鍵，芬蘭的全國性活躍老化健康促進計畫就

是最好的例子(方怡堯、何信弘、張少熙，2014)。 

陳一涵、胡凱揚(2018)也提出療癒性休閒，如：藝術、遊戲、園藝及運

動（身體活動）為主之相關專業領域。其中，養成規律性的身體活動不但

可促進身心健康、降低疾病危險因子、增進身體機能並可獲得較健康的生

活型態，更能讓長者繼續維持獨立自主之自我照護能力，進而提升其生活

品質與個人尊嚴。也有相關實證研究，如結合 VR 科技介入於老年人療癒

性芳香樂活手作活動，其活動課程設計為 8 堂課程，活動課程安排共計約

兩個半月，其研究結果發現老年人身心健康各項指標皆有進步，整體來看

提升快樂感、壓力相對減少、睡眠品質提升與正念經驗增加，且生活滿意

度提高(Cheng et al., submitted)。此外，也運用 3D VR 結合園藝休閒活動，

其研究結果發現老年人對於生命意義之得分顯著改善，孤寂感顯著降低，

知覺被看重顯著提升。換言之，接受 3D VR 園藝治療和手作課程後，老

年人身心健康相關指標之表現均較控制組顯著進步(Lin et al., submitted)。

由此可見，老年人對於科技結合健康促進活動課程是有成效且具有前景。  

我國目前長期照護中的醫療與護理服務屬於較「後端」的照護措施，

基本上屬於治標而非治本；若要讓長者擁有良好的身心健康狀況，以適應

樂齡生活，達到成功老化目標，則其「前端」措施，方為當今應積極追求

之「治本」方法。而具有療癒功能之老年人運動、休閒和飲食健康促進活

動，即為「前端」措施之一種。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亦在其健康老化範圍中提出較佳生活型態 (better 

lifestyles)的概念與作法，來降低危險因子：防止老人跌倒及預防中風，其

主要內涵：1、促進身體活動(physical activity)：透過良好運動習慣降低高血

壓、骨質疏鬆、心臟疾病、癌症、憂鬱及失智等發生率，並減少老人依賴

程度；2、均衡的飲食與營養(nutrition)：協助老人建立良好的飲食習慣及確

保營養均衡，以避免肥胖或體重過輕所引起的健康問題；3、避免物質使用

/濫用(substance use/misuse)：避免菸、酒等物質濫用以及建立正確用藥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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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老年人擁有健康生活型態，台灣地區最可行的策略之一就是透過

社區關懷據點來推動，也是活躍老化和在地老化兩者整合最佳的範例，據

點本身設立的目標就包含社會參與和健康促進，同時具備關懷長輩及照顧

獨居長輩的功能，有研究也顯示關懷據點的成效，王書妤等人(2019)指出慈

濟環保站的環保志工，透過精細的垃圾分類、簡單的搬運與同儕長者互動，

不僅有益於長者身心健康，還為地球做環保，讓長者從中找到自我實現價

值。透過此活動，也改善了長輩憂鬱症及助於提升幸福感 (wellbeing)。一

般來說老年人從事志願服務工作，經常被視為有參與生產老化(productive 

aging)，也就是志願去幫助他人，是一種具有經濟性或社會性價值服務。此

外，關渡醫院也有成立社區關懷據點，關渡石頭湯長期照護計畫曾在每週

三到關渡石頭湯據點進行園藝治療教學。石頭湯據點平時有舉辦健康保健

講座與日語課程，學生成員為關渡關懷站的志工們共 15 人，這些志工早上

做完志工服務後來石頭湯據點參與各項健康促進相關的活動，志工們彼此

之間關係更為融洽，且增進手部精細動作及靈活度，志工們也樂於學習、

分享，在辦理健康促進活動課程時也觀察到志工阿姨們樂在其中，上課氣

氛良好愉快。 

2019 年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也試辦建構延緩失能之長者友善照護模

式計畫，延伸前端初級功能，透過篩檢及介入如：身體活動、營養與口腔

衛生教育、疾病管理、用藥安全、復健課程等，以延緩長者衰弱情形；此

外，也向後端提供社區式支持服務，銜接居家醫療及在宅臨終安寧照顧，

減輕家屬照顧壓力及長期照顧負擔，讓長者更有活力，促進長者健康福祉，

提升長者生活品質。 

為有效解決老年人的健康問題與提升生活品質，老年人平時之預防保

健和健康促進是很重要的。推動健康促進活動目的為增加老年人最大潛力

及減緩老化進展程度，使老人能安享晚年。國發會 2016 年報告曾彙整世界

人口老化相關策略並提出建議如下： 

(1)社區老人服務中心的建立 

目的在於促進社區居民的身心健康及維持生活安定並給予必要協助，

藉此對保健醫療的提昇與福利增進能進行全面性支援。 

(2)產、官、學結合，充分運用政府與民間合作的力量 

政府可以提供行政經費，來辦理相關健康促進活動方案如：在地老

化、社區關懷據點執行，並適時給相當的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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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老年人觀念的調整 

德國對老年人與老化的觀念很早就已改變，積極迎接老年，視老人

為社會的「寶藏」，德國政府除了調整居住環境之外，也協助高齡人口適

應其身體功能的改變，讓老人有更舒適的生活。又如芬蘭：老人把步行

輔具當做像腳踏車一樣的交通工具是很常見的現象，老人並不會引以為

恥，所有芬蘭 70 歲的老人還是很有活動力。為了因應全球年齡呈現普遍

增加之趨勢，世界衛生組織也將老人的定義提出新的標準，44 歲以下稱

為「青少年」，45-59 歲稱之「中年人」，60-74 歲稱之「年輕老年人」，75

歲以上才稱之「老人」，未來台灣政策上應可做適當的調整。  

(4)減少老人臥床時間，經費挹注健康促進 

可規劃經費挹注在健康促進，如芬蘭一樣全國推動活躍老化，降低

醫療照護與健康保險方面的支出，減少未來失能所需投入之成本。 

(5)客製化的老人健康促進 

可參閱芬蘭政府發展出一系列鼓勵民眾參與公共運動的制度，如運

用健身場館的登記資料，主動建議老人今日適合的運動量與項目，以保

有適當的健康體適能。例如：面對人口老化問題，佑華斯克拉市根據芬

蘭的法令與政策，執行多元的運動健康促進方案。其中，市政府透過與

佑華斯克拉大學的合作，大量投資於老人的運動健康促進方案，甚至應

用於老年人的慢性疾病復健。該方案的具體作法是每天早上許多老年人

會到校內運動場館選擇個人喜愛且適合的運動，由大學端經過專業訓練

的運動指導員擔任運動教練。運動指導人員除須通過急救訓練外，還要

能夠活化場館的運動氛圍，使老年人可以放心的運動，進而根據高齡者

的需求不斷開發新的體適能活動以吸引老人持續參與。因此，運動中的

每個環節都是針對老人作客製化的精心設計，而不是只根據運動書籍的

知識照本宣科。同時，善用電子資訊科技，如：電子晶片卡，除作為租

借器材用途之外，並有記錄老年人的運動量和運動類別的功能，有利於

政府進行大數據統計與教練績效的評估。運動過程中透過眾多的運動輔

助設施達到運動目的且能預防老年運動者遭受運動傷害，讓老年運動者

透過運動產生成就感而願意持續運動下去，進而養成規律運動的習慣（葉

至誠，2015）。 

(6)充分利用社區網絡以發揮綜效 

與不同世代間的互動，例如青年與長者共同居住的『青銀共居』計

畫，可以同時滿足高齡者的居住與陪伴需求，來提升社會對老人之支持

及老人之心理健康，透過群體互動可提升參與感、存在感。廣義的青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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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居可以指在一個社區內同時居住著老年人與青年，彼此互相照料；而

狹義的青銀共居則是長者和青年互相為「室友」關係，住在同一個屋簷

下，平時可能一起共餐、一起打掃、共同分享某一部份的生活。在大都

市的共居可以讓老年人持續接觸到年輕人的活力、在都市之中釋出更多

的居住資源；讓異地漂流青年減輕房租負擔的壓力、在異地有個溫暖的

棲身之處。未來還有和「在地老化」、「老幼共托」等概念結合的潛力，

青銀共居的意義在於透過人與人的連結，創造更多蘊含豐沛社會支持力

的居住環境。 

 

二、國內外推動健康促進機制在醫療照護制度上推動的經驗 

(一)健康促進理念對醫療體系的重要性 

Merrill & LeCheminant(2016)研究指出，人越不活躍，花在醫療保健成本

上也越多。美國醫療總費用的 11.1％與身體活動不足直接相關。如美國在醫

療保健方面花費了 3 萬億美元，這意味著缺乏身體活動直接造成了 3,330 億

美元的醫療保健費用，這項研究讓我們審視到執行健康促進活動來降低醫療

成本的重要性所在。而人最困難的事情就是在於改變行為，為了使健康促進

活動來減少醫療保健成本的效益，我們必須幫助個人採取和維持健康保護行

為。也有研究是以企業員工參與個人健康促進計劃情形，評估其近多年來的

醫療費用數據，研究顯示，未參與健康促進活動者比自願參與健康促進活動

者醫療費用略高，且具有健康促進觀念的人其平常的醫療支出相對較低，而

在實施健康促進活動後，健康促進參與者醫療費用在初期有明顯地降低而幾

年後仍然可以大幅降低醫療費用(見圖 4.3) 。 

資料來源:Merrill & LeCheminant(2016)  

圖 4.3 職場健康促進計畫參與者與未參與者的醫療費用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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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dana (2001)也提到，若於工作場所執行健康促進計畫，以健康支持性

環境觀點來看，有助於幫助員工保持健康、提升工作滿意度和工作效率，間

接地節省公司的各種成本，這也是被視為職場健康促進計畫的效益。 

截至 2017 年台灣共有 1 萬 8,274 家職場通過健康職場的認證。鼓勵職場

推動各項健康促進議題，包括：身體活動、健康飲食、菸害暨檳榔防制、健

康體位管理、四癌篩檢、成人預防保健服務、慢性疾病管理、婦女職場健康

及心理健康促進等，以營造健康的支持性工作環境。職場健康促進強調建構

有利的健康支持性環境，以及客製化的協助員工發展個人實行健康行為的技

巧。兩者使得員工比較願意去實踐和表現永續健康的行為。針對不同的場域

給予綜合性策略對於健康促進的推動是具有極佳效益。雅加達宣言也提到健

康促進邁入 21 世紀時，需要提高對健康的責任感以及增加健康發展的投資，

國家應重視對於健康的投資及現有資源的分配，來提高國民擁有健康的生活

品質。此外，保障健康促進的基礎建設也是重要的一環，地方政府、非政府

組織、教育部門衛生單位等，必須發展鼓勵機制以保障國民可運用之社會資

源以達健康促進。 

Goetzel 等人(1998)評估健康風險並追蹤 3 年，結果顯示，對自身健康狀

況不佳之高風險員工之支出顯著高於健康風險較低的員工，且有憂鬱、高壓

力、高血糖、過輕過重或肥胖、高血壓、久坐不動等健康問題者，其醫療費

用各高出 70％、46％、35％、21％、12％、10％；由此可知，員工本身的自

身健康狀況和高風險因素會增加醫療上對於慢性疾病的支出。Anderson 等人

(2000)也提出類似的觀點，健康風險因素與 25%之醫療總支出相關，而壓力

是最相關的因素，其餘煙草使用、超重和缺乏身體活動也有相關。Pronk 等人

(1999)也指出靜態的生活方式、肥胖和吸菸與各種不良健康結果密切相關，長

期將對社會造成重大損失。該研究並指出在制定臨床政策和進行資源分配時，

需要了解健康風險與醫療保健費用之間的關係，即健康風險對醫療成本所帶

來的影響，並透過健康促進活動計畫來改善個體對健康相關的風險因素，以

最小化醫療費用來對改善健康風險進行投資。Pronk 等人(1999) 研究分析了

醫療保健費用和肥胖、身體活動與健康倡議間的關係，結果顯示BMI異常者、

低活動量者與醫療保健成本正相關。肥胖和低活動量對於疾病之罹患率較高，

也與醫療成本直接相關，因此藉由健康促進活動來倡議健康並與之進行溝通，

這群人也會更願意去改變現況，進而帶來健康上的改善及經濟效益。 

Tucker 等人(1998)研究指出，肥胖的員工在過去半年因疾病導致 7 次或以

上的缺勤；Burton 等人研究也發現，體位異常的人比正常體位的人更有可能

面臨健康風險、疾病殘障以及更高的醫療保健成本。醫療保健費用和 BMI 之

間存在 J 曲線，低點出現在約 25 至 27kg/m2。雇主可以透過健康促進活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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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員工獲得健康的體重，員工也可以受益於免於健康風險的威脅。

Jacobson(1996)也認為員工之自覺壓力與缺勤有正相關。這也可讓雇主作為推

動健康促進活動計畫之參考依據，如評估員工的需求，給予相關的措施。

Narbro 等人(1996)在瑞典研究指出，將肥胖視為一個主要的健康問題，對社

會具有重大的經濟影響。結果並發現與瑞典一般人群相比，肥胖受試者在一

年內的病假高出 1.5-1.9 倍，約有 10%是因肥胖或肥胖造成的相關疾病所造成

的缺勤而降低生產率。由上述研究發現，健康風險相關因素對整體醫療與健

保的支出有很大的影響，若運用健康促進計畫來減少這些風險因素，有利於

控制整體醫療與健保上的支出。 

許多研究也得出共同結論提供健康促進計畫與醫療保健支出水平降低有

關，這些醫療保健費用的減少是參與健康促進計畫所帶來的效益。(Cousins et 

al., 1995；Hayenes et al.,1999)。例如：BMI 或肥胖和醫療保健費用增加有正

相關。不同的研究中對 BMI 和肥胖進行了評估，研究都發現了肥胖帶來的健

康風險提高了醫療保健成本，這也顯得運用健康促進計畫來做好體重控制顯

得格外重要，可透過長期的介入措施及制定相關政策來執行。 

眾多研究亦證實健康促進計畫對醫療保健費用支出有顯著影響，Aldana 

(2001)以系統性文獻分析法，蒐集符合健康促進與醫療保健費用支出之相關文

獻 32 篇，試圖回答兩個問題：低健康風險之個人或群體是否比高健康風險者

能降低醫療支出、提高生產力？健康促進計畫是否能降低醫療費用支出、提

高生產力?其健康促進計畫對財務影響研究架構設計如圖 4.4，此 32 篇包含 4

篇A級採隨機對照實驗研究設計，11篇B級無隨機但有對照試驗準實驗設計，

結果發現 28 篇文獻一致顯示健康促進計畫與降低醫療支出是正相關，僅 4 篇

結果顯示健康促進計畫未與醫療保健成本效益相關，而此 4 篇均未採用隨機

對照之實驗研究設計。研究者由文獻計算出健康促進計畫成與節省醫療費用

之效益平均值為 3.48，每花費 1 美元，就可以節省 3.48 美元的醫療費用。由

於以上相關性研究時間平均值僅 3.25 年，健康促進計畫與降低醫療支出的效

益持續時間多久尚未有定論，尚需要進一步的長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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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Aldana (2001) 

圖 4.4  健康促進計畫之財務影響分析模型 

Dalen(2010)也提出需要將疾病管理轉向預防和健康促進，為了將重點轉

向預防，我們需要更多的初級保健醫師如家庭醫師、一般內科醫師等。多項

研究表明，如家庭醫師的通才會比專科醫生提供更具成本效益的醫療照護，

且患者也會得到較好的健康結果。也會相對降低美國的醫療保健成本。Dalen

也建議可以通過建立一個強調預防而不是疾病管理的醫療保健系統來執行。

要做到這一點，目前的政策應鼓勵更多的醫師成為基層保健醫師，也需要更

好地控制處方藥的成本，這是未來全民健康保險可以努力的方向。 

隨著環境變化及人口老化，預防保健之推動更形重要，台灣於 2008 年開

始推動「十年長期照顧計畫」，目前各縣市設置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健康照護

與社會照護資源相互整合。並推動「社區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長者健康

管理」計畫，強化社區初級預防功能，降低長者衰弱及失能風險，開設社區

預防及延緩失能人員培訓課程，以完備社區專業人員之人力配置，廣佈社區

健康服務網絡。從 2014∼2018年推動 5年完成 500家健康照護機構認證目標，

至 2017 年底已累計有 469 家機構通過認證，涵蓋醫院、衛生所、診所及長期

照護機構，並結合社區關懷據點辦理老人健康促進活動，22 縣市之有效服務

人數皆大於目標服務人數，達成率 100%。 

國內醫療專業服務品質備受民眾重視，有助於醫療品質的提升。近年來

我國衛生醫療領域已有資通訊科技的應用基礎，包括電子轉診交換平臺提升

轉診順暢度、雲端藥歷協助醫事人員查詢民眾的用藥紀錄，也結合健康存摺

使得民眾能掌握就醫紀錄等健康相關資訊。健康促進的切入點為推動 e-Health，

部分縣市已開發可幫助民眾自我健康評估及管理的 APP，並搭配長者的運動

處方與國民運動中心合作提供免費的客製化運動計畫等健康促進方式，未來

我國也可以積極結合民間產業發展及健康資料加值應用方案，朝個人化智慧

健康管理面向發展。 

健康促進議題近年來已經開始受到重視，如台灣的菸害防制工作已經頗

見成效。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推動各項菸害防治措施，有利推動健康促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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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業務。自從 2009 年菸害防制法實施 20 年以來，在各項策略的推動下，18

歲以上成年人吸菸率從 2008 年 21.9%降至 2017 年的 14.5%，綜觀歷年來 18

歲以上成年人吸菸率，則從 1996 年 55.1%減少至 2017 年的 26.4%，男性成人

吸菸率更是下降近 5 成。由此可知良好的健康促進政策和多元的防治活動確

實可造成國民的行為改變，但需要長時間來驗證。(見圖 4.5) 

 

 資料來源: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2018 年國民健康署年報 

圖 4.5  歷年 18 歲以上成人吸菸率 

健康飲食也是目前被廣為重視的一項健康議題，因應國際飲食指標趨勢

及我國國民飲食攝取狀況，國民健康署也藉由系統性的回顧文獻、參考國際

相關飲食指引、辦理專家會議及公聽會凝聚各界共識，於 2018 年公布新版我

國「每日飲食指南」、「國民飲食指標」及 10 個生命期營養建議單張及手冊，

並公布新版各項營養基準，將每日飲食指南中建議的六大類食物，依據每日

應攝取的份量轉換成體積，並以餐盤的圖像呈現，稱之為我的健康餐盤，讓

民眾能簡單落實並融入於日常生活中，協助民眾培養均衡飲食的健康生活型

態，但成效尚待觀察。  

世界衛生組織於 2013 年 5 月通過 2025 年 9 項全球防治非傳染病（NCDs,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目標，其中包含肥胖盛行率的降低。我國目前

過重及肥胖盛行率上升趨勢已減緩，國小端過重及肥胖率從 28.2%減少至

26.1%，國中端過重及肥胖率從 27.1%減少至 23.0%，高中端過重及肥胖率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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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減少至 23.0%，這部分可能是學校多年來推動健康促進的成效；而成人

過重及肥胖率從 43.4%微增加至 47.1%，這是亟需努力之處。WHO 也指出肥

胖者相較於一般民眾罹患糖尿病、代謝症候群及血脂異常之相對危險性高達

3 倍以上，而如：大腸癌、（停經後）乳癌、子宮內膜癌、高血壓也有 2 倍

風險，由此可知執行健康促進活動對於健康體位及降低健康風險的重要。(見

圖 4.6) 

 

備註：  

1. 資料來源：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  

2. 國小、國中及高中學生之BMI標準係依據2013年衛生福利部「兒童及青少年生長身體質量指數

(BMI)建議值」。  

3. 成人過重及肥胖為 BMI ≥ 24 kg/m²。  

圖 4.6  台灣過重與肥胖盛行率 

WHO 指出缺乏身體活動或坐式生活為造成死亡的十大原因之一，有超過

200 萬死亡人數可歸因於坐式生活型態，世界上約 1/4 的成人及 8 成以上的青

少年身體活動量不足，不僅影響個人健康也增加醫療支出與社會成本，已是

公共衛生的隱憂。WHO 建議 18 至 64 歲成年人每週必須從事 150 分鐘以上的

中等費力身體活動；兒童及青少年每天都應至少達到 60 分鐘以上中等費力身

體活動，每週運動時間累積達 420 分鐘以上。依據教育部 2017 年「運動現況

調查」，13 歲以上國人從事每週至少運動 3 次、每次至少 30 分鐘、運動強度

達到會流汗而且會喘之規律運動比率，雖已從 2006 年的 18.8%，上升至 2017

年的 33.2%（男性 35.6%，女性 30.9%），但缺乏規律運動習慣之比率仍高達

66.8%，顯示我國規律運動人口比率仍待提昇。 

(二)健康促進與商業保險之連結 

因應科技智慧時代的來臨，未來健康促進可逐漸邁向與產業連結，尤其

是保險產業。透過與商業保險的結合，如透過商業保險的獎勵誘因來減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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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回饋保戶。現今商業保險已經有多家保險公司的保單具有健康促進的內

涵，透過健康促進活動來強化民眾對於健康及自主管理的決心，明顯的例子

就是六大壽險公司推出的外溢保單(見表 4.3)。富邦人壽推出健走來折扣每年

所繳的保費，主要是透過穿戴裝置來記錄平均有效步數，鼓勵患有糖尿病的

民眾管理好自身血糖控制以享保費折扣，藉此養成自主健康管理習慣。國泰

人壽推出鍾心 Walker，為鼓勵民眾養成規律運動的健康生活型態，若每日步

數達 7,500 步的保戶，可享有步數達標額外保險金外，還可以享有參加專屬

自己的健康促進方案，業者也提供獎金及折價券做為誘因(incentives)和獎勵

(rewards)，前 24 個月都達標者，最高可拿到 1.2 萬元蘋果購物金回饋，以提

升民眾自己做好健康管理。新光人壽活力心動保險結合多元健康促進的理念，

鼓勵民眾每週運動達 3 次，每日睡足 6-8 小時，每日步數達 8,000 步，若民眾

有達所規範的目標，可以獲得健康點數，累積的健康點數最高可享次年保費

折扣 50%，讓民眾更是有感，非常符合健康促進的理念。南山人壽力推的外

溢保單為強調注意自身健康的保戶有機會以相同的保費，獲得更高額的保障，

保單每兩年提供保戶指定健康檢查，並依據健檢結果，次一保單年度起的兩

個保單年度，提供最高 20％的重大疾病保障增額。中國人壽保戶可以透過專

屬 APP 或指定手錶，每週定期傳輸步數紀錄，在每一保單年度計算期間取最

高 120 日之步數後平均，符合條件者在下一保單年度就有機會享有 3 種級別

步數保險費折減，最高有 8％折扣。台灣人壽亦推出健走保單，強調壽險第

一家結合 Fintech 科技，主動提供保戶一支 Epson 健康手錶作為計步工具，保

戶享 7 項重大疾病保障，保單並提供長達 19 年健康管理回饋保險金（回饋金

換算折減年繳保費 2～4％），保戶若採自動轉帳扣繳保費，還有 1％折扣，

合計最高有 5％折扣。上述業者都給予適當的誘因和獎勵，來建立民眾長期

的參與，也透過使用 e 化健康科技來管理自己的健康，使得民眾更能有意識

到注重自己的生理健康，進而提高民眾的生產力及健康識能，間接的減少醫

療總成本的支出及醫療理賠等。 

商業保險使用健康促進策略來提高民眾對健康的認知與實踐活動已經走

在公部門的前面，目前臺灣的全民健康保險缺乏類似的機制。因應台灣人口

老化社會，未來商業保險可以包含更多健康促進策略的創意商業保險，例如

老年防跌險、老年衰弱預防險、老年防失能險、老年防失智險…等。以老年

防跌險為例，可以鼓勵病人防跌健康促進方案，內容包括老人下肢肌力和平

衡運動、正確用藥、預防骨質疏鬆的高鈣飲食、居家安全…等，每執行一項

健康促進策略，給予一定點數，應可以有效降低跌倒發生率、降低因為跌倒

發生的門診和住院率、減少醫療費用、並可以有效預防因為跌倒引起的失能、

殘障與死亡，促進老年時期的健康與增加健康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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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六大壽險的外溢保單 

資料來源: 工商時報(2019) 

全民健康保險除了可強化目前的預防保健方案外，也可嘗試突破法令限

制，與商業保險公會合作，進行全民健康保險的慢性病相關大數據分析，針

對慢性病患提出個人化的健康保險。根據健保署統計，截至 2018 年底，台灣

慢性病患約有 1,020 萬人，可開發的特殊疾病保險除現在國人十大死因第五

位的糖尿病之保險外，其他如癌症、心臟疾病、肺炎、腦血管疾病、慢性下

呼吸道疾病、高血壓性疾病、腎炎腎病症候群及腎病變、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都需要罹病民眾做好自身健康管理。短期內若全民健康保險對於上述慢性病

患推動健康促進活動之實踐有困難，建議讓民間商業保險公司開發各種慢性

病患保險，若保戶透過健康促進活動做好自身的健康管理，可折扣或透過健

康點數折抵保費，讓民眾有感，做好自身健康管理。期望讓民眾養成「多用

保健、少用健保」的觀念，將可以降低醫療支出與減輕全民健保的財務負擔，

並能提升民眾的健康與生活品質，一舉多得。 

三、未來展望—老人健康促進產業化之可能性 

因應高齡化社會的來臨，全球樂活、養生、休閒產業市場開始快速成長，

拜科技快速進步之賜，各式各樣保健食品、藥物、醫療器材、輔具產品…等層

出不窮，有效延長人類壽命。隨著網路的發達，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也

提高各種創新方案的可能性，例如近年興起的遠距醫療及照護等。在這資訊爆

發的時代，消費者也能透過科技掌握越來越多的健康相關訊息及做好自身管理，

尤其戰後嬰兒潮這代的老年人，除了傳統生理需求及安全需求外，也重視滿足

其社會、尊重及自我實現等需求。因此老年消費者的需求將逐漸從單一型式轉

而為複合型式，消費者參與共創價值的趨勢會越來越明顯。未來健康照護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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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體系，以消費者需求思考整體服務體系，包括應如何提供服務、延伸哪些現

有服務、新創哪些服務並如何透過創新來創造價值、對目標市場、客戶在那裡

及客戶的需求等，都需要重新清楚定位與深入瞭解，同時由需求端及供給端

(Demand side & Supply side)思考，如何提供創新方案，以提高給客戶、家屬、

社會之高 CP 值的服務，將是下一階段的重要課題。以餐飲業為例，可以開發

健康餐飲、提供慢性病患飲食服務，藉由經過精心設計的健康飲食來減少慢性

病的進程，並結合健身運動業者提供客製化運動方案及健康雲，做好個人各項

生理數據的管理、控制慢性病病情，結合商業健康保險的健康數據機制，提供

民眾做好自身健康管理的誘因，促進民眾健康，預期將可以有效減少醫療支出

與保險的給付，達到民眾、業者與政府三贏的目標，可使我國變成亞洲、甚至

全世界的楷模。 

四、小結 

透過健康促進活動增強老年人健康，可避免過早離開住家住進養護機構，

並帶領老年人邁向「在地老化」、「成功老化」與「生產老化」，因此將健康促進

融入生活、結合相關新興科技來做好自我健康管理、提升民眾健康識能、延緩

殘障與失能的提早發生以增加健康人年，及建立健康生活的支持性環境，可促

進國民的生活品質與整體健康狀態。而「老」是每個人必須嚴肅面對的重要生

命歷程，隨著社會環境變遷，如何讓長輩找到活到老又活得好，需要整個社會

來用心經營，希望讓台灣的老人家都能過著更快樂、更健康、有尊嚴、高品質

的生活，與社會、家庭達成共好。 

 

  



 

70 
 

參考文獻 

工商時報(2019)。外溢保單夯六大壽險公司強推。取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106000236-260205?chdtv 

王書妤、蕭心怡、羅慶徽、林欣榮(2019)。慈濟長者健康促進並預防及延緩失能計畫-

環保活動與社區關懷據點。醫院雜誌，52(1)1，8-30。 

方怡堯、何信弘、張少熙(2014)。在地老化運動促進策略之探討:以芬蘭高齡者運動促

進方案為例。中華體育季刊，28(2)，137-144。 

方進隆（2007）。結構式介入與生活型態介入的運動方式。載於卓俊辰編：健康體適能

理論與實務。 

李伯璋(2019)。看診不必趴趴走：健保推動以病人為中心之相關整合照護計畫，國土及
公共治理季刊，7(1)，118-125。 

陳一涵、胡凱揚(2018)。老年人療癒性休閒之身體活動在健康促進的運用。大專體育，

(147)，31-41。 

許君強、胡哲豪(2018)。臺灣推動老人健康促進之回顧與前瞻。健康促進暨衛生教育雜
誌，(42)，39-65。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6）。我國因應高齡社會政策之檢視與未來發展：在地老化與高齡

照護及產業發展。 

葉志成(2015)。社區高齡健康促進。秀威資訊科技公司。 

衛生福利部(2018)。中華民國 106 年國民醫療保健支出。台北市：衛生福利部。  

衛生福利部(2018)。中華民國 106 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台北市：衛生福利部。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8)。國民健康署年報。台北市：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8)。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台北市：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 

潘文涵(2011)。台灣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 1993-1996 

潘文涵、杜素豪(2011)。台灣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 2004-2008 

Aldana, S. G. (2001). Financial impact of health promotion program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promotion, 15(5), 296-320. 

Anderson, D. R., Whitmer, R. W., Goetzel, R. Z., Ozminkowski, R. J., Wasserman, J., 

Serxner, S., & Health Enhancement Research Organization (HERO) Research 

Committee. (200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ifiable health risks and group-level 

health care expenditures. 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Promotion, 15(1), 45-52. 

Burton, W. N., Chen, C. Y., Schultz, A. B., & Edington, D. W. (1998). The economic costs 

associated with body mass index in a workplace.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40(9), 786-792. 

Byberg, L., Melhus, H., Gedeborg, R., Sundström, J., Ahlbom, A., Zethelius, B., ... & 

Michaëlsson, K. (2009). Total mortality after changes in leisure time physical activity in 

50 year old men: 35 year follow-up of population based cohort. Bmj, 338, b688. 

Caro, F. G. (1993). Introduction: Achieving a productive aging society. Achieving a 

productive aging society, 3-25. 

Cheng, Y. W., Huang, C. M., Liao, J. Y., Huang, S. F., Wang, S. W., Hsu, H. P & Guo, J. L. 

(2019) Effectiveness of a Combin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Virtual Reality and 

Hands-on Aromatherapy in Improving Institutionalized Older Adults' Psychological 

Heal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 submitted. 

Cousins, M., & McDowell, I. (1995). Use of Medical Care after a Community—Based 



 

71 
 

Health Promotion Program: A Quasi-Experimental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Promotion, 10(1), 47-53. 

Dalen, J. E. (2010). We can reduce US health care cost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 123(3), 193-194. 

Fries, J. F. (2005). The compression of morbidity. The Milbank Quarterly, 83(4), 801-823. 

Goetzel, R. Z., Anderson, D. R., Whitmer, R. W., Ozminkowski, R. J., Dunn, R. L., 

Wasserman, J., & Health Enhancement Research Organization (HERO) Research 

Committee. (199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ifiable health risks and health care 

expenditures: an analysis of the multi-employer HERO health risk and cost 

database.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40(10), 843-854. 

Haynes, G., Dunnagan, T., & Smith, V. (1999). Do employees participating in voluntary 

health promotion programs incur lower health care costs?. 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 14(1), 43-51. 

Jacobson, B. H., Aldana, S. G., Goetzel, R. Z., Vardell, K. D., Adams, T. B., & Pietras, R. J. 

(199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stress and self-reported illness-related 

absenteeism. 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Promotion, 11(1), 54-61. 

Lin, T. Y., Huang, C. M., Liao, J. Y., Wang, S. W., Hsu, H. P., Gao, M. J & Gao, J.L. (2019). 

Effectiveness of a Combin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Virtual Reality and Hands-on 

Horticultural Treatment in Improving Institutionalized Older Adults' Psychological 

Heal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 submitted. 

Merrill, R. M., & LeCheminant, J. D. (2016). Medical cost analysis of a school district 

worksite wellness program. Preventive medicine reports, 3, 159-165. 

Narbro, K., Jonsson, E., Larsson, B., Waaler, H., Wedel, H., & Sjöström, L. (1996).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sick-leave and early retirement in obese Swedish 

wom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besity and related metabolic disorders: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Obesity, 20(10), 895-903. 

Pronk, N. P., Tan, A. W., & O'Connor, P. A. T. R. I. C. K. (1999). Obesity, fitness,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and health care costs.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sports and 

exercise, 31(11), 1535-1543. 

Redman, L. M., Smith, S. R., Burton, J. H., Martin, C. K., Il'yasova, D., & Ravussin, E. 

(2018). Metabolic slowing and reduced oxidative damage with sustained caloric 

restriction support the rate of living and oxidative damage theories of aging. Cell 

metabolism, 27(4), 805-815. 

Tucker, L. A., & Friedman, G. M. (1998). Obesity and absenteeism: an epidemiologic study 

of 10,825 employed adults. 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Promotion, 12(3), 202-207.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Active ageing: A policy framework.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86). The Ottawa charter for health promotion: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ealth promotion, Ottawa, 21 November 1986. 

 



 

 

 

 

 

 

 

 

 

 

 

 

 

 

 

 

 



 

73 
 

第五章  科技應用與健康照護體系 

科技技術為醫療保健服務帶來了巨大的變革。人工智慧的發展，我們現在

可以利用一些更加聰明的診斷工具，新的和先進的治療方法，以及各種的微創

手術，讓病人可以減少疼痛和快速復原。資通訊技術之發展，我們可以通過網

路和各方面的醫療專家進行遠距諮詢診療，進行針對性的治療；利用穿戴性的

裝置以及移動的應用系統，我們可以改善患者護理並提供卓越的醫療保健照護。

此外，新的治療技術其可用性也導致更好的治療結果並可提高患者的生活品

質。 

醫療保健的服務模式應隨資通訊技術的發展而改變，且應持續加強並推廣。

如數位化及標準化的健康紀錄，健康記錄應該被安全地儲存、分享、交換並利

用，藉由加密技術與區塊鏈技術的應用，健康紀錄得以被妥善的保存與交換，

而紀錄內容則可以透過數據分析，對個人健康狀態進行更深層的分析。 

以病人為中心的移動應用物聯網技術則是將各式量測設備進行資訊整合，

並將醫療健康資訊傳入整合式的醫療資訊平台，目前常見的設備從身高和體重

的簡單測量、持續的活動記錄（例如食物攝入或運動水平）到複雜而專業的醫

學指標（例如血糖、血壓）量測，改善患者護理，使用各種更精細更小更方便

的護理設備，甚至是虛擬實境的設備，以提升健康促進。藉由資訊科技達到的

互操作性使得病人可以隨時取得自身的資料，醫護人員可以隨時在任何地方取

得病人相關的資料，並且利用智慧的分析裝置取得病人相關的數據，並進行決

策輔助。建立大數據和醫療保健雲，可以經由大量而持續的醫療數據收集，進

行人工智慧的數據分析與預測模型建立，達到雲端醫療保健應用系統的目標。

而台灣歷經 20 年的推動，發展出了本土化的電子病歷，以病人為中心的電子病

歷，儲存患者各式醫療紀錄，並藉由全民健康保險完成個人化健康資料蒐集，

由政府率領推動個人化健康紀錄的「健康存摺」，期望達到全區域的病患資料分

享與交換，建立安全措施與認證機制後，達到個人化的精準醫療。 

一、科技對醫療保健服務之應用架構與現況 

(一)資訊科技改變醫療保健服務模式 

先進技術有望改變醫療保健，透過資通訊技術讓醫療領域有了更完整且

全面的應用，首先是建立醫療領域的電子健康紀錄(病歷)（HER,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完成患者醫療健康資訊的整合，電子病歷最大優點是可以在

不同的醫療資訊系統之間透過網際網路的私人通道或是受保護的安全通道完

成共享與交換。EHR 可能包括一系列數據，包括人口統計學、醫療紀錄、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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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記錄、病史、用藥和過敏、免疫狀況、實驗室檢查結果、放射線影像、生

命徵象、年齡和體重等個人統計數據以及帳務資訊。 

10 年前，電子健康紀錄（EHR）被視為是提高醫療與護理品質的關鍵，

如今，醫療服務提供者使用電子病歷改善醫療品質，透過其完成醫療與護理

計劃來改善照護與醫療品質。結合健康記錄系統中的多種類型的臨床數據，

幫助臨床醫生識別和分析不同類型患者，並使用數據分析結果作為決策支援，

來防止患者再入院或疾病復發。EHR 系統設計目標為準確地儲存數據並即時

確認患者狀態。它解決了過去書面醫療記錄的繁瑣工作以及資訊即時性的問

題，並有確保數據的準確性和可讀性。由於整體系統是共通且受安全性保護

的，因此可以降低數據遭竊取與竄改的風險，並減少了文件遺失的風險。由

於數位資訊可以快速檢索並且更易於分析，因此以電子病歷之醫學數據分析

患者可能的趨勢和長期變化時會更加有效且快速。醫院透過電子病歷之使用

可以提高醫療與資訊透明度、移植性和可用性，並可以提高醫療專業人員的

資訊取得便利性，但是與紙本病歷相比，未經授權的人或遭所竊取的資訊量

也可能增加，因此對於電子醫療記錄的安全性要求逐漸提高，應加強多層保

護措施。電子病歷可以有助於資料格式化、醫療術語和數據輸入的標準化檢

查(Gai, Qiu, Chen, & Liu, 2015)，並有助於流行病學和臨床研究的數據收集

(Baron, Fabens, Schiffman, & Wolf, 2005；Carter, 2008；Gans, Kralewski, 

Hammons, & Dowd, 2005)。總體而言，藉由 EHR 的導入與管理，可以協助醫

師臨床決策支援、並做異常值提醒與監視，進而讓患者併發症更少、死亡率

更低，也可以降低醫事成本(Amarasingham, Plantinga, Diener-West, Gaskin, & 

Powe, 2009)。 

醫療與護理密不可分，在醫院內醫師與護理人員相互配合照護患者，電

子病歷為兩角色間重要的溝通工具，詳實記載的護理照護紀錄是醫師做臨床

照護計畫調整時的重要參考依據，將電子病歷系統整合各式生理檢測設備以

及照護設備，讓設備紀錄可以直接傳輸、儲存於電子病歷之中，可以有效減

輕照護人員負擔、提高紀錄準確性。另一方面，隨著生活型態的改變與高齡

化社會的來臨，造成疾病型態的改變；也促使醫療環境的改變，加上相關科

技的發展以及支援，醫療已不再是單一的專業產業，需加入更多元的服務，

創造出更符合未來市場需求的服務。透過資訊與通信技術，開始發展遠距醫

療與遠距會診的相關服務。遠距（tele-），意指「遠距離」的意思。環顧過去

文獻中， 對於遠距醫療（telemedicine）、遠距健康（telehealth）、遠距照護

（telecare）的名詞定義會依文章敘述目的而有不同之解釋，且常出現交互使

用的現象。遠距醫療（telemedicine）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遠距醫療是

「使用互動式視訊及資訊通訊技術，進行包括診斷、治療及諮詢等醫療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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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以及衛生教育與醫療資訊的傳遞。」現今的遠距醫療結合了電腦、通

信與醫學的專業知識，使醫師可以遠距進行視訊會議及隔空會診，提供偏遠

和離島地區的民眾全面的醫療照顧，也可提供在偏遠地區醫師及護理人員的

教學訓練機會。大體而言，遠距醫療係整合文字、數字、圖形(graphics)、影

像(image)、音訊、視訊等各種資料型式，來處理並傳送病患的基本資料、檢

驗報告、生理參數與訊號、各種醫學造影、心音、呼吸聲及會診討論過程等

各類資訊，以爭取治療時效。 

遠距醫療涵蓋了 4 個關鍵的資訊應用領域： 

1. 即時影像：使用即時通訊技術與提供者之間的即時雙向交互。視訊可

用於諮詢，診斷和治療服務。 

2. 數據儲存和轉發技術：透過安全的電子通訊系統將已記錄的健康紀錄

（例如預錄的影像和圖片）通過安全的電子通訊系統傳輸給從業人員，以評

估病例或提供服務而不需即時互動。 

3. 遠程患者監視：在遠距收集個人健康和醫療數據，然後將其傳輸到不

同位置的醫護服務提供者系統，用於護理和相關決策支援。透過這種方式，

照護單位可以追蹤到家庭或護理機構中患者的醫療健康數據，進而降低再入

院率。這種方法可以維持個人在其家庭和社區中的健康狀況，而不需他們親

自去醫療院所或機構。 

4. 移動醫療：由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或 PDA 等移動通訊設備支援的

醫療健康和公共衛生實踐與教育。應用程式的使用範圍從針對性的訊息到有

關疾病爆發的廣泛警報，或者使用者自己選擇的其他任何選項。 

在高齡社會下，這些技術的應用更為重要。遠距照護結合科技、通訊與

醫療技術，運用遠距監控技術，使受照護者能就近在居家或社區環境中，藉

由不受距離限制的醫療照護傳遞和健康資訊交換，獲得充份的照顧(林廷威，

2008)。而由於全球人口高齡化，加上資訊及醫療科技的進步，「遠距照護」

的發展幾乎已成為世界趨勢。以糖尿病為例，自 1984 年起，糖尿病列入國

人十大死因，近20餘年來糖尿病死亡率雖偶有消長，但仍呈現快速上升趨勢。

而伴隨由糖尿病引起的急、慢性併發症，如糖尿病酮酸血症、高血糖高滲透

壓症、低血糖、視網膜病變、腎病變、神經病變、腦中風等，更會造成失能、

殘障及生活品質的降低(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2015)。研究指出，第二型糖尿

病的患者會增加罹患大小血管併發症的危險，研究中也證實若糖尿病患者血

糖獲得良好控制，其併發症也會相對的減少(郭寶蓮、蔡秀鸞、陽琪， 2002)。

因此，良好的血糖控制與管理，可以降低醫療支出，加上相關科技發展及支

援，使疾病的治療與管理有重大的改變，醫療資訊的整合及創新多元的服務，

已成未來醫療產業的發展新趨勢。糖尿病雖然是一種無法治癒的疾病，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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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文獻中皆指出，病患可藉由藥物控制、飲食控制、規律運動、定期監測血

糖及定期回診追蹤等方式獲得病情之有效控制。因此，糖尿病病人之良好生

活習慣培養、飲食控制及與醫護人員的配合便顯得相當重要。但大部分病人

因為對糖尿病的認知不足，沒有意願、不容易適應或注意日常生活各方面的

配合等因素，忽略了應該要定期血糖檢查、飲食控制與規律運動，致血糖控

制不好，因此，如何協助個案願意且有能力每日執行日常照顧工作將非常重

要。建議遠距照護模式需要導入在專屬於糖尿病人之整體性照護，提升目前

糖尿病人自我照護的成效。 

2007 年行政院衛生署開始積極推動遠距照護服務，使得在國家政策與民

間業者，甚至學術單位共同合作下，讓醫療照護與通訊科技能結合應用，以

發展慢性疾病在社區式、居家式、機構式 3 種情境的遠距照護服務模式(李佳

芸等，2009)。國外研究指出，遠距居家照護在慢性病的照護有具體成效，除

了在高血壓的照護上可以有效降低平均血壓；在糖尿病的血糖控制方面，也

具顯著成效。而且透過遠距照護，不但能協助個案自我管理慢性疾病，更能

有效的減少醫療費用與住院天數(Botsis & Hartvigsen, 2008)。目前在台灣網際

網路相關技術已相當成熟與普及，除提供醫護人員所需的即時資料外，亦可

為民眾提供多元化的健康照護服務，與病患建立更良好的溝通與服務(涂秀美，

2014)。其中，遠距健康照護應用的層面包含了生理監測與記錄，利用電子通

訊，提供立即、有效的衛教資訊，包含飲食、運動等教育的回饋與關心給使

用者，達到健康自我管理照護目的(黎煥中，2008)。為更有效的讓病人提升自

我照護能力，國內已有醫療院所利用資通訊設備，延伸醫療院所的照護模式

至糖尿病人家中及工作環境中，醫護人員在遠端即時了解病人生理狀況，透

過網路或電話，即時且有效地給予專業建議與諮詢，提供個案照護決策的輔

助，透過互動提供照護環境的支持，對於病人血糖控制與健康自主管理的能

力有不錯的成效(簡銘男， 2008)。因此，結合遠距照護尋求更多元化、更便

利的醫療服務方式，協助延續糖尿病個案在生活中的自我照護，成為非常重

要的醫療服務發展目標。由於遠距照護是近 10 年才開始推動的健康照護模式，

相關研究文獻大多著重在糖尿病個案的衛教實施成效、自我照顧行為以及充

能訓練(郭寶蓮等，2002)。若要落實發展遠距照護，其使用者接受度與需求也

應列入重要考量，探討人性化的關懷需求，以及資訊科技介入照護服務後，

對其健康與生活品質的影響(饒翊立，2013)。遠距照護是一種牽涉到社會與技

術互動的醫療服務，在評估其施行成效時，不僅需要針對技術品質的優劣進

行評估，更需要深入探索服務過程相關議題，方能對遠距照護的成功與否，

有著全面性的綜觀。目前遠距照護之進展已不僅只是居家監測，並強調積極

主動的健康管理和自我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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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療與健康資料相關應用的重要性 

在人口高齡化以及扶老比提升的狀況下，近 10 年來我國針對預防保健、

健康管理、健康照護建立新型態的配套辦法。投入資源於預防保健與健康管

理，並推動社區式照護服務、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醫院以病人為中心

之門診整合照護計畫，目標都是希望妥適分配醫療資源，並促進民眾做好自

我健康管理，達到「預防勝於治療」的整體目標。 

健保署於 2014 年推出以病人為中心的「健康存摺」應用平台，其包含 3

年就醫紀錄資料下載、線上應用功能，經 5 年內平台不斷改版、擴增，目前

功能已經包含整合跨機關、跨單位之醫療資料、健康資料的視覺化呈現（最

常看診項目、就醫明細、藥物資訊查詢）、疾病健康管理（肝癌風險預測、末

期腎病評估）、個人健康基本資料管理以及回診領藥條等便民應用。另一方面，

於 2015 年推出「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醫事服務機構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

案」，鼓勵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上傳檢驗(查)結果資料、醫療檢查影像、影像報

告及出院病歷摘要等資料，並將其載入健康存摺，讓民眾使用「健康存摺」

時，可以完整了解自身健康狀況，呼應 WHO 以病人為中心的概念，落實醫

療知情權與健康自主權，降低醫病之間的資訊不平等。 

在國際上，各國相繼推出與健康存摺同類型的健康保健平台、以及配套

政策，希冀能夠提升對個人健康的認知以及患者自我健康管理，達成提升整

體健康之目標。目前美、德、澳、韓等國皆有與我國類似之健康存摺系統。

其中，美國退伍軍人部針對退伍軍人的健康保險於 2010 年時推出名為「藍色

按鈕」（blue button）的健康存摺，美國白宮創新辦公室（White House Office of 

American Innovation）於 2018 年 3 月提出「My Health EData」行動倡議，希

望進一步加強個人資訊自主管理及資訊共享之範圍與權限，推出所謂「藍色

按鈕 2.0」（blue button 2.0）的規劃(Donaldson, Corrigan, & Kohn, 2000；GOV)。

此一倡議主要由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相當於我國衛生福利部）醫療補助

服務中心執行，讓具有醫療保險身份的國民得以掌握醫療健康紀錄，並自我

管理健康資訊的使用，希望可以逐步推廣至全美人民使用。既有的藍色按鈕

功能較為侷限，僅能下載自己的理賠資訊（claims data），藍色按鈕 2.0 希望

能使當事人得自主控制診療與保險相關之所有紀錄，包含個人過敏紀錄

（allergies）、藥物使用（medications）、免疫紀錄（immunization record）、單

次就診臨床紀錄（clinical notes from a single visit）以及檢驗結果或 X 光檔案

（Test results or x-rays）等資料(ONC)。未達到此一效果，美國政府邀請民間

企業共同設計「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讓

個人可以將健康資訊儲存於行動裝置上，並在安全與隱私兼顧下和相關健康

訊息互動連結並共享，以達到最大健康照護效益(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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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德國亦在近年透過制定「健康制度安全數位通訊與應用法」（Gesetz für 

sichere digitale Kommunikation und Anwendungen im Gesundheitswesen，

e-Health-Gesetz，以下簡稱數位健康法）的方式，推動類似健康存摺之制度。

德國數位健康於 2015 年 12 月通過，其主要核心目的在於透過修改該國社會

法典及相關法律的方式，推動新一代電子健保卡。該法主要目的在於透過推

動新一代「主資料管理」（Stammdaten management）提供醫師最新資料，防

止給付浮濫，並依據被保險人意願將醫療用緊急資料（Notfall daten）儲存於

電子健保卡上，以避免危險藥物可能的交互作用；最後，則是因應遠距醫療，

推動電子病例相關措施(洪政緯，2019)。根據數位健康法的規定，持卡人有權

決定卡片存放的內容，包含急救數據外的電子處方調劑資料、用藥紀錄等；

且病人可以決定醫師得讀取的病人檔案（eTickets Daten）內容；更有甚者，

急救資料非經病人書面同意，在急救時亦需病人輸入其電子健保卡 PIN 碼才

可讀取(許明暉、葉逢明、王復中，2016)。在數位健康法中規定，德國政府要

在 2018 年底建立個人健康紀錄專區，當事人除可於其內取得其醫療數據外，

亦可上傳、製作與自身健康有關之資料，例如健康日記、血糖測試紀錄、穿

戴式裝置回傳的身體數據資料（如心跳速度）(陳鋕雄、李崇僖、張兆恬，2017)。 

韓國的健康存摺稱為「我的健康銀行」（My Health Bank），建立於 2007

年，由韓國的「國民健康保險公團」（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ervice，NHIS）

負責營運，民眾透過 Health-in 登入查詢 5 年份的健康檢查結果及健康行為問

卷調查紀錄（如抽煙、飲酒、運動習慣等）以及 1 年份的醫療紀錄及自我紀

錄的生活紀錄資料，同時民眾亦可查詢其處方藥的功效、副作用、孕期禁忌、

孩童免疫紀錄等；除了個人健康服務外，韓國我的健康銀行亦可充作家族健

康連結的平台，其依據生理年齡、健康年齡、生活型態、家族病史、環境因

素等我的健康銀行內資訊，提供個人化的健康風險預測(Soon Ae-Shin, 2015)。

未來，我的健康銀行預計將蒐集更多個人平日生活型態資料（例如運動、飲

食習慣），以及醫學影像（例如電腦斷層等），以提供更多服務（例如骨折風

險預估—並在經同意的狀況下，與其他醫療服務提供者分享資訊，以提供更

好的診療與諮詢）。 

澳洲的健康存摺「我的健康紀錄」（My Health Record）是依據澳洲「我

的健康紀錄法」（My Health Records Act 2012）所成立的自願性的國家級健康

資料庫系統。其系統的建立，目的在解決澳洲健康資料「碎片化」（fragmentation）

的問題，希望透過合作增進健康資料之可及性與資料品質，並減少「不良醫

療事件」（adverse medical events）與重複治療的情形；其資料庫的內容，主

要包含自願參與者的處方藥資訊、病歷、器官捐贈意願、「出院紀錄」（Hospital 

discharge information）、醫學影像報告（如超音波、X 光片）、病理學報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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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由患者自行增加過敏源紀錄、藥物副作用資料、緊急聯絡人資訊、非處

方藥的用藥紀錄以及預立醫療決策情形等內容。該資料庫獲取資料之方法，

主要是透過澳洲之「醫療保險」（Medicare）或其他有關機構獲取自願參與民

眾之醫療資訊，使醫師及參與者本人可以更便利的參閱相關資料(Shouman, 

Turner, & Stocker, 2012)。當事人可以透過統一的網站檢視資料的內容，並自

主決定誰可以檢視資料檔案內的哪些資訊，並可隨時修改設定(Shouman et al., 

2012)。較為特別的是，澳洲的我的健康紀錄系統針對部份重大疾病或敏感性

醫療紀錄，保留醫師設定的權限，其可設定民眾必須在醫師協助下，可一起

讀取此類資訊，此一設計有「共享決策」的考量(李中一等，2018b)。 

綜觀目前各國健康存摺推動情形，可以發現上述各國健康存摺資料主要

包含就診相關紀錄、用藥紀錄、醫學影像紀錄以及可提供給當事人自行上傳

健康相關紀錄為主。此外，為尊重當事人資訊自主權，各國健康存摺多以選

擇性加入為前提，並提供當事人決定資料分享對象的權利。 

另一方面，目前各國健康管理 APP 功能大致上可以分為兩種類別，其一

是如韓國首爾大學製作的「Health4You」、韓國國民健康保險公團製作的「M 健

康保險」（M 건강보험）(李中一等， 2018a)、輝瑞大藥廠的「健康小秘書」

(徐文華，2017)或是各國健康存摺本身的行動軟體，主要提供健康檢查、醫療

資料的查詢等內容，或是根據用藥紀錄提供用藥指引等，以健康管理功能為

主。另一種則是透過穿戴式裝置蒐集生理資訊（如心跳、血壓、血糖等），透

過 APP 程式進行整理與處理，提供生理參數的監控或甚至遠距醫療照護等服

務；例如 Dexcom CGM APP 就能進行血糖監控，美國 Cerner CareAware 的

APP 則可以監控點滴的施打情形，通知醫師；WellDoc 與 J&J 合作的 BlueStar 

APP 則取得 FDA 醫療器材的核准，可以將血糖資料的蒐集與分析結果提供給

醫師使用(徐文華，2017)。韓國國民健康保險公團製作的「聰明健康 UP」

（똑똑*건강 UP (똑건업)）希望能整合既有的健康資料（如健康檢查等），以

及穿戴式裝置蒐集的生理資訊等，擬定相關健康計畫，並評估代謝症候群的

風險，給予當事人更全面的健康建議，可以視為前述兩種型態的結合，目前

此一 APP 仍在測試階段，預計完成相關功能驗證、確保系統穩定後，才會公

開給大眾使用(Play, 2019)。 

然而，此類系統亦存在一定的風險，以德國為例，北萊茵－西發利亞州

的消費者保護主管機關發現，有近 6 成 5 的健康 APP 不符合資訊透明度的要

求；另外一項針對德國市場 46 個具有糖尿病管理功能的健康管理 APP 調查

發現，其中 31 個在計算所需使用的胰島素劑量上發生錯誤，可能使糖尿病患

者陷入危險處境(Feldwisch-Drentrup, 2017)。這類健康 APP 提供的資訊往往相

當專業，消費者難以判斷其正確性；因此，如何在資料加值應用的同時，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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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相關程式的安全性，也是重要的課題。舉例而言，美國食品藥物管理署在

2016 年 1 月制定「一般保健：低風險裝置政策－產業及食品藥物管理署人員

指引」（General Wellness: Policy for Low Risk Devices: Guidance for Industry and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Staff），就是企圖對於這類健康促進的 APP 進行

分類管理的措施。根據該指引，若認定產品具一般保健使用之意圖，且只會

對使用者或他人的安全造成低度風險，則美國食品藥物管理署將不審查其是

否屬於聯邦食品化妝品法所規定的醫療器材；但若仍具有高度風險，則依照

醫療器材管理的方式納管。 

綜上所述，健康存摺的發展包含(1)資料的傳遞與有效應用及(2)推行的政

策與配套措施，目前台灣提出的健康存摺已有相關的規範與推動計畫，但在

黏著度與使用效益上可以有更加強的效果，建議發展的內容可包含健康資料

的基礎調查，精準醫療應用分析，健康資料的加值應用，以國際觀點與國內

研究專業，發揮健康資料的潛在價值，提高健康存摺使用黏著度、醫療服務

品質提升、降低醫事成本負擔、以及落實個人化精準醫療。  

二、應用物聯網(IoT)科技來提升健康促進的效益與發展方向 

(一)數據整合與交換以提升醫療資訊應用性 

醫學資訊的整體發展趨勢大約有四階段，第一階段是數位化

(Virtualization or digitization)，將醫療資訊數位化，長期儲存保護並加以利用

在醫療服務，教育，及研究上；第二階段是系統整合(Data aggregation and 

system integration)，將資料及系統都能整合，無論何時何地，醫療服務均可以

取得病人所需要的各種資料並充分的利用；第三階段是資料標準化及健康數

據交換(Standardization and EMR Exchange)，個人的健康資料不僅可以在單一

醫療健康機構內流通，還可以在不同健康醫療機構中做交換，達到以病人為

中心的電子健康紀錄，進而提供個人化健康管理的基礎；第四個階段決策智

慧化(Intelligence or smart system)，充分利用標準化的整合醫療及健康資料，

進行數據分析及模型建立，發展以知識為基礎的健康照護決策模型。 

這四個階段不見得要按照順序，但是大致上我們必須將資料數位化並且

數據能夠整合及標準化，然後才方便取得並進行數據的分析，從而建構知識

庫，進一步利用人工智慧的方法分析數據，建立智慧化的決策支援模型，例

如可以進行疾病的預防及預測，或是進行健康管理。這些步驟，都必須建立

在數據的標準以及分享利用上面，所以健康資料的整合以及交換是非常重要

的一個議題，可以大大提升醫療資訊的應用性。 

我國衛生福利部持續進行加速醫療院所實施電子病歷系統計畫，全面建

立跨院電子病歷交換中心(EMR Exchange Center, EEC)，在 2011 年已達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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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23%醫院(約 115 家)實施電子病歷(至少含醫療影像及報告、血液檢驗、門

診用藥紀錄或出院病歷摘要)；18%署立醫院(約 5 家)實施電子病歷；累計 55

家醫院可提供跨院查詢電子病歷(醫療影像及報告、血液檢驗、門診用藥紀錄

或出院病摘)。在 2012 年，全國 26%醫院(約 130 家)實施電子病歷(至少含醫

療影像及報告、血液檢驗、門診用藥紀錄或出院病摘)；23%署立醫院(約 6 家)

實施電子病歷；當時共有 75 家醫院可提供跨院查詢電子病歷(醫療影像及報

告、血液檢驗、門診用藥紀錄或出院病摘)。2016 年以後，全國基礎建設已經

完成，電子病歷交換環境能力已經達到 100%，目前持續推廣中。 

醫療健康資訊中的互操作性是各種醫療資訊系統(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能夠以互相連結方式交換、解釋和使用數據的能力，代表的是數據的

整合與系統的互助。醫療服務提供單位逐漸從紙本記錄轉換為電子健康記錄，

近年來，這一直是醫療健康領域的重大發展，也可以稱之為推動醫療資訊領

域朝著互操作性發展的主導力量。在醫療健康資訊和管理系統協會（HIMSS）

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數據交換架構和標準應允許臨床醫生、實驗室、醫

院、藥房和患者之間共享數據，而不被應用系統或應用系統供應商所控。」 

互操作性意味著健康資訊系統能夠在組織內跨越到組織外完成協同工作，

促進為個人和社區有效提供醫療服務。醫療資訊互操作性包含 3 個不同面向

的性質：  

1.基礎性：基礎互操作性是指一個資訊系統與另一個資訊系統交換數據

的能力。具有基礎互操作性的重點是接收系統不必解釋其接收的數據。 

2.結構性：結構互操作性具有中等複雜性，它定義了系統之間傳遞資訊

的數據結構。這種標準化的消息格式被允許在各個資料應用處做解釋數據，

而不必影響原始資料。 

3.語義性：語義互操作性是交換醫療數據時最複雜和最受歡迎的形式。

在此模型中，多個系統可以交換數據並最大程度地使用它，包含了跨不同系

統的數據交換，解釋和使用。 

醫療設備的互操作性是一種在一個或多個設備、產品、技術或系統之間

的安全應用，涵蓋了設備與系統間安全且有效地交換和使用訊息的能力。交

換的訊息可以透過多種方式，包括資料顯示、集中式儲存、資料解釋、數據

分析，或是自動作用於或控制另一種產品。 

隨著電子醫療設備彼此之間以及與其他技術的連接越來越緊密，連接間

的系統安全、有效地交換和使用資訊的能力變得至關重要。能夠在系統和平

台之間共享資訊的可互操作設備可以達到改善患者護理狀態、減少錯誤和不

良事件，並開發創新應用資訊系統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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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聯網科技建立智慧環境以提升健康促進效益 

EHR 系統與 IoT 的整合可以建立個人化醫療健康解決方案，從而實現以

下目的： 

･ 將任何可穿戴/物聯網設備連接到雲，即時取得和分析所收集的患者

數據 

･ 監控物聯網設備所收集的重要健康指標 

･ 數據以視覺化呈現 

･ 借助即時通訊與視訊，監測患者資訊 

･ 智慧地緊急通知給醫生/家人 

･ 可連接至醫療設備 

物聯網穿戴式設備和居家健康監測設備現在已經很普遍，如透過物聯網

連接了諸如胰島素泵、心率除顫器、體重計、心臟監測設備和氧氣罐等醫療

設備，以確保遠程監控，從而為患者及其護理人員提供有價值的即時訊息。

例如，可穿戴設備可以立即發出警報來尋求緊急醫療幫助。健身手環雖然不

是醫療設備，但是可以使用於“健康解決方案”，從使用者生活與移動獲取重

要數據並無線傳輸到系統、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 

此外，一些醫療設備製造商也提供了雲端服務平台，支援無線傳輸、儲

存和顯示臨床數據，雲端平台大多提供與各種醫療設備和應用程式的互操作

性設計，並生成了大量的臨床數據，這將有助於醫療健康行業進行許多研究。 

1.國健署推動健康體能 

我們常說的「體適能」(Physical fitness)，包含兩大類，一為 「與運動

競技有關的體適能」(Sport-related fitness)，另一為「與健康有關的體適能」

(Health-related fitness)，國民健康署關心的是與民眾健康有關的體適能，因

此稱之為「健康體能」。人的器官組織如心臟、肺臟、血管、肌肉等需要能

發揮正常功能，使身體除了具有能勝任日常工作的體能外，還能有體能享

受休閒娛樂及應付突發狀況。健康體能主要包含心肺耐力，肌力與肌耐力，

柔軟度，身體組成(身體脂肪百分比)。一個人的體能狀況可經由測量取得，

重點是還要能記錄下來並且作分析及決策建議。 

早在國外學者 A. Baca 研究，透過感測元件進行運動數據蒐集，可以得

到大量的即時分析數據，運動員受益於這種客觀的，即時的訓練回應，Erich 

Müller 及其團隊已經確定了在技術分析和性能診斷中使用生物力學方法時

要考慮的三個方面：1.建立精確的參數和準確的測量系統、2.使技術參數盡

可能具體以及 3.盡量減少測量系統干擾運動員的程度。透過數據分析能夠

有效輔助運動員進行訓練調整與訓練計畫擬定(Baca & Kornfeind,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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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利用資通訊(IoT)技術，整合感測技術，及健康輔助設備收集身

體訊號，建立智慧系統，監測分析並回饋一個人的健康體能，將可以提升

健康促進效益。 

2.物聯網設備的串聯與整合 

物聯網（IoT）、雲端計算和大數據技術在醫療保健中的整合創造了「智

慧醫療」的概念。智慧醫療是一個新興概念，指的是通過連接資訊技術和

醫療健康提供預防、診斷，並可以隨時隨地進行治療和後續管理。基於物

聯網的智慧設備使醫療中心能夠更有效地進行健康預防、疾病診斷和治療，

是作為智慧醫療保健發展的一項重大突破。近年許多醫療科技廠商發展以

IoT 智慧設備為基礎的患者健康監測平台，該平台可以收集即時患者數據並

傳輸信息，以供醫療服務提供者（包括醫生，醫院和診所）進行評估或讓

使用者進行自我管理。物聯網能即時與遠程患者監控相結合，使患者能夠

得到對他們個人化護理的控制權，從而讓患者能夠自我主動監控其特定的

健康狀況。 

3.環境輔助生活 

銀髮族的世代來臨，應用資通訊科技導入長期照護生活來協助銀髮族

的照護已經成為趨勢(周春珍等，2009)。越來越多的虛弱和障礙的人（無論

是在身體和認知功能）需要幫助，而如何協助銀髮族獨立生活，莫過於歐

洲的「環境輔助生活」(AAL, Ambient Assisted Living)科技，它是建立在智

慧屋的概念下(Cheek, Nikpour, & Nowlin, 2005)，也就是輔助生活和環境智

慧這兩個領域的結合(Mulvenna et al., 2011)，總體目標是提高老年人生活品

質的同時，加強利用資訊和通信的技術協助，讓銀髮族能住在家中，住於

熟悉的環境裡，提高他們的自主性，並促進健康和增進活動功能，隨而減

少意外的發生，能正常健康的老化且能夠生活過得安適("Ambient Assisted 

Living," 2015；Wojciechowski & Xiong, 2008)，也協助護理人員及照護人員

的工作。AAL 係由歐盟開始發展，從 2008 年至今，投注了約 7 百多萬歐

元，進行了大量的研究，至少 150 個計畫，包括活動力的監測，跌倒檢測

和預防，提供日常生活靈活性的協助和社群網路之交流，對於促成銀髮族

照護的發展，帶來相當的影響。 

資訊和通訊技術(ICT)正在為銀髮族提供社會和醫療服務更一步的進化，

可以讓一些需要護理服務的銀髮族從照護中心延伸至家庭(Moreno et al., 

2009)，國內外也已有 AAL 相關資訊的應用，在環境輔助生活領域中，平

台或系統的整合研究最廣為討論，系統可以與生理監測、居家照護、長期

照護甚至是輔助工具做整合應用。環境輔助生活（AAL）可定義為「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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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環境中使用信息和通信技術（ICT），使他們到老年也

能夠保持更長的活動時間，保持社交聯繫並獨立生活」，為了滿足老年人獨

立生活（即在家中）之環境需求，AAL 結合 IoT 的許多應用正在開發。通

常，利用機器學習結合物聯網（IoT)在傳感器的基礎架構下進行發展，這些

基礎架構會連接一系列設備，例如:電視、平板電腦，行動電話、智能居家

設備以及健康設備…等，環境傳感器和生物傳感器則會作為 AAL-IoT 核心，

用以監測高齡的生活狀態以及舒適度，並隨時提供幫助與環境輔助(Nolin & 

Olson, 2016)。 

4. Blockchain and FHIR based PHR 

區塊鏈在經濟領域中之使用已有相當多的討論。區塊鏈的技術是在

2008 年由中本聰(Nakamoto, Satoshi)提出(Nakamoto, 2008)，區塊鏈是一種

分散式公開帳本，其屬於分散式的資料庫，相較於傳統的關聯式資料庫不

同，關連式資料庫將資料分成各種表單，每個表單有不同的欄位格式，使

用者可以新增、修改、刪除，藉由分層管理給予使用者不同的權限，但無

法避免有心人士惡意篡改資料內容，並將紀錄檔刪除，而造成資料的不正

確性；但區塊鏈的資料庫只能新增不能刪除或修改，因此提升資料的完整

性與正確性。 

目前有許多不同領域嘗試應用區塊鏈技術(Casino, Dasaklis, & Patsakis, 

2019)，有研究將區塊鏈應用在供應鏈上，如追蹤食物製作與運送過程

(Galvez, Mejuto, & Simal-Gandara, 2018)，從工廠到零售商的過程，甚至確

認商品是否是仿冒商品(Hackius & Petersen, 2017)；也有專家探討如何利用

區塊鏈結合物聯網，達到資訊傳輸上的安全(Samaniego & Deters, 2016)。 

在 2016 年麻省理工學院 Ekblaw 學者等人創建了一個分散式的醫療紀

錄管理平台(Ekblaw et al., 2016)，將此區塊鏈的平台建立在以太坊(Ethereum)

的私有網路中，平台中的區塊鏈用來管理醫療領域中的身份驗證、數據共

享和其他安全功能。Omar 學者等人利用以太坊的智能合約與 Decentralized 

App (Dapp，分散式應用程式)建置一個在雲端的個人健康紀錄系統(Omar et 

al., 2019)。藉由區塊鏈的架構，可以確保資料內容的正確性、資料不被竄改

以及快速地交換資料，除了資料安全外，需要注意的還有醫療機構的資料

格式標準不同，若想要達到互操作性就需要解決資料標準的問題，有些研

究都使用到 FHIR(Fast Healthcare Interoperability Resources)格式作為資料格

式的標準(Peterson et al., 2016；Zhang et al., 2018)，Peterson 學者等人提出了

醫療區塊鏈也考慮了與 FHIR 標準的整合(Peterson et al., 2016)。Zhang 等人

架設一個 FHIRChain 的電子病歷交換區塊鏈平台(Zhang et al., 2018)，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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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C(Model–view–controller)為架構的管理平台，而病歷資料格式為FHIR，

使用以太坊上的 Dapp 方式將區塊鏈儲存在以太坊私有網路中，病例則儲存

在醫院資料庫中，並只開放給醫事人員使用。 

而在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徐建業教授團隊則開發出了跨國際應用

的區塊鏈健康資料交換平台，架構圖如圖 5.1 所示，醫療資料以國際標準

FHIR 格式建購及傳輸，並同時建立疾病與健康管理模組，以提供未來健康

照護應用所需環境。已經規畫在新南向國家測試、上線並且實際使用中。

使用上，已經確保 FHIR 格式達到的戶操作性以及平台適應性都相當的完整，

區塊鏈的架構與雙重安全認證機制讓整體資料可信度提高(Hsin-Hua Kung, 

2019；Hsiu-An Lee, 2019)。 

 

資料來源：台北護理健康大學徐建業老師研究團隊                   

圖 5.1 一個以區塊鏈及 FHIR 國際標準為基礎的跨國際健康資料交換平台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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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通訊科技與大數據於醫療保健與健康促進之應用趨勢 

(一)人工智慧(AI)應用於健康照護是大趨勢 

最近流行的精凖醫療其實講的大部分是所謂的個人化醫療。每個人生來

就不同，後天環境也不同，所以接受到的醫療照護也需要針對個人的特質來

修改。雖然精凖醫療比個人化醫療範圍大，但是，我們可以把個人化醫療看

作是精凖醫學的醫療實踐。我們利用資訊管理及巨量健康資料應用技術建立

智慧醫療系統，輔助醫師可以針對每一個病人提供客製化醫療服務，如上一

節所述，醫學資訊的整體發展趨勢及歷程，首先是先將紙本健康資訊數位化

並整合，之後要將健康數據標準化並且可以在不同的醫院之間互相交換，最

後一步是資料的分析，然後建立智慧醫療系統化，進行實務上的應用。 

(二)大數據為 AI 智慧醫療的基礎 

台灣的健保非常完善且有效率，每天有上百萬人在看病，根據統計台灣

每人每年平均看 16 次以上醫師，在健保制度之下，中央健保署收集了全國所

有人的就醫紀錄。醫院為了請領健保費用必須上傳所有相關的診斷和用藥資

訊，所以健保署就擁有醫療資訊的大數據資料庫，政府也將醫療大數據開放

利用，並鼓勵各界提出研究計畫，讓我國智慧醫療能夠以醫療資料庫中的大

數據為基礎快速的發展。因此，發展智慧醫療應該以健康大數據為基礎。台

灣目前由衛生福利部設立資料科學中心，主要目標為由政府推動建置衛生醫

療資訊所需的重要基礎建設，以「保障個人健康隱私，促進健康資訊共享，

減少資源重複投入」為核心價值，完成健康資訊共享。資料科學中心將台灣

人的個別健康資料整合成大型資料集，有效分析、加值應用，產生具更高價

值之醫療資訊，期望促進公共衛生、醫療健康產業之研發創新參考。 

回顧過去病人照完Ｘ光片必須自己拿著洗出來的底片交給醫師診斷，現

在只要照完Ｘ光之後，影像資訊就會自動傳輸至醫師端的電腦，甚至在不同

醫院之間，醫師都可以看到病人過去及目前的醫療資訊，這就是資訊整合的

成果。醫院病歷、運動及飲食的紀錄、穿戴裝置所收集的生理訊號等，要實

現醫療資訊整合與交換非常困難，因為每間醫院、每個裝置的資料結構及程

式系統都不相同，臺灣從 2000 年開始建置醫療資訊交換中心(MIEC)，花費

10 幾年的功夫才終於完成醫院之間的電子病歷交換平台(EEC)及病人可以下

載並擁有的健康紀錄－健康存摺系統，所以民眾現在不管在哪間醫院看醫生，

自己的病歷都可以互相流通，並且網路上還可以下載個人的健康存摺，查看

健康歷程。 

又藉由不同來源的健康資料、電子病歷整合後，達到 AI 智慧醫療的願景

將指日可待，因為 AI 科技研發將對醫療科技帶來創新、優勢以及衝擊。有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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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科技部提出「人工智慧科研發展指引」，將「以人為本」、「永續發展」

及「多元包容」定為核心價值，鼓勵 AI 研究發展創新。 

智慧醫療的發展一切都以數據為中心，科學家將醫療資料數據化，並且

建立數據整合系統，讓醫療資訊標準化並且可以在不同醫院之間互相交換和

分享，最後將大數據資料利用 AI 技術，轉化成為智慧醫療系統。 

全球健康照護產業型態已發生變化，加上智慧醫療的世界趨勢，傳統人

工照護模式已不敷龐大醫療需求所使用，醫療機構進而轉以提昇醫療軟硬體

設備及資通訊之強力連接，結合物聯網應用，創立「智慧病房」，在此浪潮之

下，醫療數據能有意義地被使用將備受重視，專家學者、科技大廠及各國尖

端科技競先發展「AI 人工智慧」，在改善醫療環境及人力品質的現況需求下，

醫療人工智慧輔以醫師決策及治療成了熱門議題，資通訊技術應用於預防保

健、醫療與照護等相關服務上的應用已愈趨廣泛，台灣醫療健保領先全球，

臨床醫療數據之資料庫資料完整且具連續性，作為醫療領域研究及預測可以

得到相當優秀之成果。醫療健康照護的觀念也逐漸由「疾病徵兆治療」心態，

轉向於對於「疾病預防」的重視。早在 2007 年起，台灣政府即提出長照十年

計畫，但因限制較多且嚴謹、可接受服務群眾較小，導致僅有 30%的需求服

務者獲得服務；然而，在 2016 年政府通過了長期照顧服務法，並開始推動長

照十年計畫 2.0，改善了 1.0 的缺點，擴大服務範圍與服務群眾。隨著長照十

年計畫 2.0 的發展及小規模多功能的機構、社區照護站成立，個人健康數據

取得及使用量將大幅提高，進而製造出屬於個人化之健康大數據，透過數據

蒐集及整合分析，達到健康紀錄有效應用、疾病預測分析、個人健康管理等

主要目標，提升全民之健康程度。人工智慧、行動健康數據、資料科學在醫

療上的跨界醫療領域上的運用，已是未來之趨勢。美國的 Google 公司和英國

醫院合作、針對眼睛腫瘤和頭頸部癌症，將以人工智慧研究發展出個人化的

放射治療技術；日本理化研究所亦利用超高速電腦－「京」，縮短新藥開發時

程和壓低製藥成本經費；美國 Apple 公司亦在近年利用開源軟體、iPhone、

Apple Watch 和與多所大學開發出各項行動健康大數據之技術。可以發現到，

各企業皆已開始注重人工智慧、數據科學在醫療上的跨界運用前景，未來將

發展成全球矚目的產業之一。台灣在傳統醫學領域和資訊、物聯網領域皆有

長足的發展和豐碩的成果，在追上此科技跨界應用有著極佳的優勢。 

(三)國際合作政策方案 

新南向國家醫療資訊普遍比我們落後，在電子病歷、健康保險、個人健

康紀錄、醫療服務、醫院資訊系統、個人健康管理等，都尚未有完整的通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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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因此，在醫療資訊發展與健康資料應用是我們的強項，可以以此為主

軸，於新南向國家進行推廣與合作。 

有一個國際 NGO 組織，AeHIN, Asia eHealth Information Network, 亞太

電子健康資訊網路(成員涵蓋東南亞、澳洲…等所有國家)、AeHIN 正在各國

推動亞洲標準及互操作性實驗室(SILA, Standard and Interoperability Lab- 

Asia)，AeHIN 也與亞洲開發銀行(ADB, Asia Development Bank)有密切而且充

分的合作。我們與 AeHIN 可能之合作方向，政策建議如下： 

1. 推行國際化健康數據及電子病歷，以區塊鏈交換及分享平台完成「跨國」資

料交換與安全性保護，達到遠距醫療與個人化照護的主要目標。資料則以台

灣所開發的健康存摺與照護資料為基礎，整合 IoT 生理訊號資訊技術，設計

符合國際標準個人健康資訊架構，利用區塊鏈的資訊安全特性，來儲存個人

化的健康資訊，並且串聯亞太各地區醫療與照護等單位。將我國健康存摺格

式轉化為 FHIR 的國際標準，設計個人化之健康管理平台，將可以有效推動

新南向國家與我國之國際醫療，接納不同來源之個人健康資料，提供精凖醫

療、健康照護等醫事服務。 

2. 與東南亞國家合作，適度開放及分享健康資料的加值應用，與選定的合作國

家，共同建立大數據健康資訊平台，建立公共化的健康數據分析平台，利用

資料探勘技術，設計疾病預測模型，落實預防勝於治療。藉由國際大健康資

料庫的建立，以「亞洲國家」之健康資料強化健康數據分析，建立公共化數

據分析平台，製作符合亞洲國家應用的疾病及健康預測模型，輔助個人化精

凖醫療的推動。 

3. 成立國際級合作實驗室，以國際級的合作實驗室作為我國醫療資訊與國外單

位之合作單位，實驗室成員應涵蓋專家學者、教授、政府監督者、以及醫療

資訊專家，主要工作項目將為：「個人健康紀錄跨國交換之設計」、「新南

向國家醫療資訊現況調查與更新」、「新南向國家交流與我國產品推廣」、

「國際醫療試點單位規劃」。 

(四)借鏡美國已發展成熟之醫療資訊相關法規 

美國在健康資訊科技領域已建置較成熟的政策制度與法規環境，在美國

衛生部裡設有國家健康資訊技術協調辦公室（The Office of the National 

Coordinator for 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C）主管健康資訊技術政策，

並由美國聯邦食品藥物管理署（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負責確

保健康資訊技術設備之安全性與品質。此外，在健康資料的個人隱私保護政

策方面，由美國衛生部民權辦公室（Office for Civil Rights, OCR）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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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方面，早在 1996 年，美國便通過「健康保險可攜性與課責性法

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HIPAA），當中定義何

謂「受保護的健康資訊」（protected health information, PHI），並規範資料安全

之「行政程序」、「設備空間」及「技術」 必要標準。 

此外，於 2009 年的「美國復甦與再投資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ARRA）的第 13 章中，提出了一份「促進經濟及臨床健康

之健康資訊技術法案」（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Economic and 

Clinical Health, HITECH）。HITECH 承諾投入 1,800 億美元於物聯網技術相

關的公共建設與科學研究，應用於醫療衛生、智慧電網等領域，其中承諾投

入 259 億美元於健康資訊技術（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並且有意義

使用政府認證之 EHR 系統，更要求加強落實 HIPAA，增加責任與加強取締。

此外，為因應美國各州越來越多的遠端醫療照護設施之應用，許多州也逐步

通過或正在審議遠距醫療法規（telemedicine parity laws）以處理有關使用遠

距醫療照護服務時之醫療保險給付問題。上述兩個法規皆在討論階段，但亦

可了解美國社會在健康資料分享與互通已有一定程度的需求，並且建立在足

夠程度的安全信賴上。相較於台灣，台灣已有世界優良的健康保險資料庫，

但在健康資料保護的信賴文化上尚未成熟，個人健康資料的互通需求尚未足

夠，對於資料隱私與資訊安全上的觀念應有更全面的政策溝通規劃，以加速

健全相關法規的建置。 

(五)台灣可加強投資之創新領域 

以目前智慧醫療的發展趨勢可看到美國在幾個資訊技術領域於健康照護

領域的廣泛應用，包含資料存取之軟體與設備、網路與資訊安全軟體與程式、

數據分析軟體等；相較之下，在最近一次的 HIMSS 2018 會議中(HIMSS, 2018)，

最熱門的幾個趨勢議題則為「精凖醫療」、「區塊鏈」、「大數據」與「人工智

慧」。這些領域，無論技術分享、應用經驗等都有許多討論，可預測未來美國

產業仍會持續加重在這些領域之投資，惟當前尚未出現較大規模的產業發展

或是已經廣泛使用的產品。因此，建議台灣可加強投資這些領域，借用美國

產業已投資及發展之成果基礎，早期進入投資階段並共同合作，以盡早安排

台灣與國際廠商於跨國合作的產業鏈分工。 

四、未來展望—建構一個醫、養、護整合之健康資訊架構 

將資訊科技應用於健康照護體系之最終目的，就是能夠建構一個醫、養、

護整合之智慧健康資訊數據架構，例如藉由健康數據區塊鏈平台蒐集、整合、

分享及交換健康數據，再進行資料分析、建立知識架構及預測模型與健康指標，

以創造出健康資料的應用價值。預測模型與健康指標的運算過程中，可建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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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幣之挖礦機制，同時增加健康幣「Health Coin」之價值。整合健康資料、知

識架構、預測模型與健康指標後，透過健康數據區塊鏈串聯醫療、安養與照護

機構，以達到健康資料安全與保密、資料有效應用、連續性照護，增進個人健

康管理與精準醫療，提高醫養護效率、節省醫事成本、降低國家醫療負擔，以

落實醫、養、護之全面性長期照護政策。 

因區塊鏈有著去中心且不可竄改的特性，因此採用其特性來建置醫養護整

合的長照區塊鏈，用來記錄所有使用者的個人健康紀錄，確保健康資料不被竄

改，並記錄交換的紀錄、確保資料的分享與查看權力，但未來可能面臨資料安

全與保密原則之挑戰。 

於長照機構推行新的系統可能會窒礙難行，除經費需求外，人員系統使用

之培訓、系統上線都需要相當的時間，而目前長照的醫養護結合需求已經迫在

眉睫，因此，若透過如區塊鏈的架構，直接進行資料的介接與整合，也許有機

會能夠暫緩系統更新的需求，但可達到資料交換與有效使用的目的。 

長照服務的運行有多個重要元素：需求者的滿意度、照護服務提供者的服

務項目與人力穩定、充足的資源，以及友善的服務需求申請。上述元素缺一不

可。要落實「有效率且可運行的長照服務」須建構完整的生態鏈，重點是，需

透過醫、養、護串連的資訊架構，將數據有效傳遞與整合並分析，使得健康穩

定管理，達到服務提供充足，才能夠維持穩定且正向發展。 

五、小結 

近年大數據應用盛行，從金融、物流、客戶服務、保險、交通到健康，無

不盛行大數據分析的應用發展，在 21 世紀，大數據帶來知識變革、金錢獲利、

以及創新發展的機會。健康資料的應用面向非常的廣，透過歷史健康資料尋找

疾病的發生因子，可以阻止疾病的發生；即時健康資料分析可以提供最適當的

治療建議、生活型態的改變以及控制健康；大數據建立的預測模型可以針對不

同疾病與症狀提前預測可能導致結果，促使醫療介入，改變最終生病或死亡的

結局。 

在健康資料上，透過有效的管理與應用，可以徹底發揮其「價值」，價值不

僅在金錢上的流通，透過健康資料的傳遞、交換以及大數據集分析，可以為得

到更好的醫療與健康管理建議與分析，創造出更大的利益。區塊鏈的創新發明

在產業界已有愈來愈多之應用，因為其不可竄改以及加密的特性，將區塊鏈特

性應用於「健康資料的管理」有機會發揮健康資料的價值，更多人已展開探討

透過區塊鏈管理健康數據，可以將大數據資料有效加值應用。 

長期照護的需求隨著社會變化與人口結構改變日益增加，而醫學進步延長

平均餘命也增加了長照的需求，現在長照領域提倡照護延續性與個人化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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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存的照護機構都使用各自的系統，串聯醫、養、護的資訊連接系統尚未被

建立。在醫院端透過健保補助已經蒐集大部分患者之資訊，但是養與照護端尚

未完成連接，該如何妥適的串聯齊資料，完成個人化與延續性照護，已為當前

首要議題，值得運用本章節之討論來提出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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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醫療財務制度的探討 

本章首先介紹醫療照護的特性及全球兩大主要財務來源—健康保險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與健康照護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然後分析

健康保險的運作與問題，討論保險支付及其相關影響; 接著介紹具獨特色彩，

在世界主流之外，卻最有效率的新加坡醫療財務制度及其政府的思維與作為; 

最後綜合分析相關制度對全民健保的啟示。 

一、醫療照護的特性及其主要財務來源 

醫療照護具有特殊性，其中常被提及的有不確定性（uncertainty）及資訊不

對稱性（asymmetric information）。這些特性使得醫療照護服務和一般的商品與

勞務不同。 

針對醫療照護的不確定性，一般採行的因應措施為：由民眾購買商業性健

康保險，或由政府開辦社會性健康保險，或由政府以稅收直接提供免費或低價

的醫療照護服務。世界各國在提供民眾健康照護的保障上因而主要也分成二大

體系：一為健康保險體系，一為健康照護服務體系。 

健康保險體系的主要特色為，國家實施強制性的社會保險；財源大多來自

於雇主與員工所繳納的保險費，部分來自於政府針對弱勢民眾的保險費補助。

醫療機構或歸屬於政府，或歸屬於民間。世界上以採行此模式的國家最多，國

際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中之德國、法國、加拿大、比利時、瑞士、

荷蘭、盧森堡、奧地利、日本以及韓國等國皆屬此一體系。 

健康照護服務體系的特色是，財源主要為政府一般稅收；醫療機構的所有

權及經營權歸屬政府。OECD 國家中實施此制度的主要為英國及北歐的福利國

家，如英國、澳洲、丹麥、芬蘭、挪威、瑞典、紐西蘭、愛爾蘭、義大利等。 

而在前述兩大體系之外，另有以民間商業保險或以自費為主的體系，如美

國及新加坡。美國所提供有關民眾健康照護的保障，雖然是以民間雇主為員工

及其家屬所購買的民間商業保險為主，但政府也為身心障礙者及 65 歲以上的老

人開辦了老人醫療保險（Medicare），另為低收入家戶開辦了窮人醫療保險

（Medicaid）。 

至於新加坡的醫療財務體系，主要奠基於保健儲蓄計畫 Medisave（此計畫

是一種強迫儲蓄）；及可用保健儲蓄帳戶內金額購買的民間大病保險 MediShield。

此大病保險，顧名思義，有極高的自負額（deductible），以及相當比率的共同

保險（co-insurance）。另為確保民眾有醫療照護需要時，不致因帳戶內金額不足，

又無能力自行負擔，以致得不著所需要的照護，新加坡政府為這些人設立了醫

療基金 Medifund，即經過資產調查（means-test）後可獲得醫療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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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康保險的運作與問題 

健康保險的運作機制，基本上是一個複雜的三角關係。保險人（保險公司）

決定那些醫療服務及物品要由保險支應；每一種服務及物品要如何支付給提供

服務的醫事機構（或醫師）；以及該向被保險人（或保險對象）收取多少費用，

俾便提供其所需要、且是由保險支應的醫療服務。要由保險支應的醫療服務及

物品統稱為「保險給付」。規定保險對象要如何投（加）保，保險費要如何計算，

如何繳交的程序統稱為「財務制度」。規定醫事機構（或醫師）要如何申請成為

特約的服務提供者，每次提供服務可獲多少診療報酬，以及如何請領診療報酬

的程序，則稱為「支付制度」。為杜絕少數不肖醫療機構（或醫師）申報不實，

或提供不合宜的醫療服務給上門病患，保險人另訂有「審查制度」。因此，健康

保險可以說是一種規範保險人、保險醫事機構及保險對象（涵蓋被保險人及其

眷屬）權利義務關係的財務運作機制。 

由於在保險體制下，病患就醫當時不必支付全額費用，因此少有節制醫療

利用的意願。醫事服務提供者在提供醫療照護服務時，也因並非由病患直接買

單，而很少徵詢他們的意見。尤有甚者，為要取得更多的醫療收入，醫事服務

提供者常有多檢驗、多手術、多處方的行為，甚至還有虛報醫療費用的情事。 

這種病患多利用，醫師多處方、多檢驗或甚至虛報費用的情形，一般稱為

道德危機（moral hazard）。在此情況下，醫療資源的耗用並未有對應的效用。

也就是說，保險所多支出的醫療費用，並未得到其應有的價值，造成了資源的

無謂損失（deadweight loss），喪失資源利用的效率性。然而因為醫療照護有不

確定性及資訊不對稱等特性，保險制度成為不得不爾的選擇，因此也被稱為

「必要之惡」。 

除此以外，在醫療糾紛（medical malpractice）日漸普遍的情況下，醫師為

了降低被告的機率，甚至被起訴、被定罪的醫療風險，也常常執行偏離規範化

醫療服務準則的醫療行為，亦即防禦性醫療（defensive medicine），更惡化醫

療資源使用的效率性 (Studdert et al., 2005; Ortashi et al., 2013; Bishop et al., 

2010)。 

三、健康保險支付制度 

從健康保險機制中的三角關係來觀察，影響醫療服務體系最關鍵的制度，

首推保險支付制度。亦即，為了醫療服務提供者所提供給保險對象的醫療服務，

保險人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來酬付。支付制度的主要內涵為支付單位與支付標

準。 

  

http://wiki.mbalib.com/zh-tw/%E8%A7%84%E8%8C%83%E5%8C%96
http://wiki.mbalib.com/zh-tw/%E8%A7%84%E8%8C%83%E5%8C%96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C%BB%E7%96%97%E6%9C%8D%E5%8A%A1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C%BB%E7%96%97%E8%A1%8C%E4%B8%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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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論量計酬 

從有健康保險制度以來，首先、且為最普遍採行的支付制度是論量計酬

（fee-for-service，FFS），或稱論項目（服務）計酬。意味對每一項服務或商

品（支付單位），訂定一個對應的價格（支付標準）。也就是說，保險人所支

付給醫療服務提供者的報酬，是依其所提供的服務或商品的數量及其所對應

的價格的乘積的加總。醫療服務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務愈多，所選擇提供的服

務單價愈高，其收入愈高。 

因此，在論量計酬制度之下，醫療服務提供者有誘因提供更多的服務，

多處方、多檢驗、多手術成了這個制度的代表性指標；而能節約醫療利用的

預防保健，以及能減少住院需求的各種策略與措施，則幾乎都不被採行。這

種鼓勵多提供服務的制度，必然會造成醫療費用的快速上升，然而其對醫療

品質、醫療利用效率及整合性照護的功效相對有限。 

由於保險人對醫療服務係論量計酬，所以醫療服務提供者必須藉著費用

申報（claim），讓保險人知道其對每一位保險對象，提供了什麼樣的醫療服務；

此舉使得保險體制中的醫療處置內容極為具體詳盡。在保險費用申報完全資

訊化的情況下，醫師的執業型態極為透明；不但保險人與學術研究者可從事

醫師彼此間執業行為的比較，且可使衛生政策決策者了解醫療制度與醫師行

為間的關係，以及醫療生態的變化，以便做更公平、有效的制度設計。 

(二)包裹式支付 

由於為每一項醫療服務或商品訂定價格，不但工程耗大；且因醫療服務

彼此之間的難易程度、風險程度不同，要公平合理的訂定所有價格，不扭曲

資源分配，極為不易。適當的為一些有關的服務、特殊的病例組合、特定的

手術及特定疾病等包裝一個兼顧品質及效率的支付標準，逐漸受到重視。這

種包裹式支付（bundled payment），其支付單位可以是每住院日，可以是某一

特殊病例組合，或某一特殊醫療處置(如自然生產、膝關節置換、冠狀動脈繞

道手術等)。 

以每住院日為單位的支付，因各醫院的病例組合（case-mix）及服務成本

有差異，所以要在同一體制下訂定統一的論日計酬（per diem）支付標準，在

現今的社會裡幾乎不可能。以往採行的論日計酬，係依醫院類別分級訂定支

付標準。然醫療科技快速發展，醫療化程度逐漸加深，若因原有的支付標準

無法合理支應病人處置所需的全部醫療成本時，會對醫院經營產生極大壓力，

導致醫院有誘因推拒（dumping）疾病嚴重度明顯較高的病人，而僅希望保留

疾病嚴重度較輕的病人，以免產生財務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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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特殊病例組合訂定支付標準，或稱論病(例)計酬，不但可使醫療服務提

供者在處置有該病例組合的病人時，醫療成本得著保障，並且可使醫療服務

提供者有誘因節約醫療資源的使用，以便可以有較大利潤，因此其日漸普遍。

其中尤以疾病診斷關聯群（Diagnosis-Related Groups, DRGs）最受重視，已成

為上一個 10 年工業化國家中最普遍採行的住院支付制度。(Busse et al., 2011) 

疾病診斷關聯群(Dignosis Related Groups, DRGs)是一種主要用於住院服

務的前瞻性（prospective）支付制度。係將醫師診斷為同一類疾病、採取類似

治療的疾病分在同一組；復依病人的年齡、性別、有無合併症或併發症等狀

況再細分組；並將同組的病例組合依過去的成本或費用為基礎，計算未來保

險人應支付醫院的費用。在此制度下，醫院若能有效率地提供醫療服務，減

少不必要的手術、處方及檢查，甚至減少住院天數，就可以減少醫療成本，

進而增加收入；此時會是保險人、醫院及病人三贏的局面。相反的，若醫院

或因管理不善，或因服務品質不良，或因醫療疏失，造成病人住院天數有所

延長，導致其醫療成本相對增加，則醫院的收入會相應減少，甚至可能產生

虧損。所以 DRGs 制度的實施，在於提升醫院的服務品質與管理能力，使其

服務以病人為中心，並得著最大的功效。 

雖然各國實施 DRGs 的基本原則相同，皆在增進醫療資源的使用效率及

醫院活動與管理的透明度，並且提升醫療品質，然而各國的支付模式卻頗有

差異。以 DRGs 為基礎的支付模式中，病人分類的正確性與一致性，成本的

決定，以及背後的誘因結構，都是制度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Or, 2014) 

此外，雖然原則上同一診斷關聯群應有近似的病例嚴重度，但實務上醫

院仍有選擇病情較輕病人的機會。也因為以 DRGs 為基礎的支付，屬於前瞻

性支付，醫院有催促病人提早出院或減少服務的誘因與實際作為。 

另一方面，DRGs 因屬住院服務的定額支付，是強力管控住院服務的措

施，以致同時提供門診與住院醫療服務的醫院，有誘因於病人住院前，先將

某些費用或服務（特別是檢驗、檢查等）轉移至門診，以便獲取更大的收益。

為避免這些費用移轉行為扭曲資源分配，保險人也會隨時監督，並做必要的

處理與修正。 

雖然包裹式支付較以每一項服務為定價基準的支付，可以提升行政效率；

然要公平合理的訂定包裹式支付價格（支付標準），仍需考量每一種病例組合，

或每一項特殊處置所需耗用的醫療資源；如，醫療人力與時間、藥品、醫療

材料及儀器設備的使用等。若將美國哈佛大學蕭慶倫教授等所發展出來的資

源耗用相對值（Resources-based Realtive Value Scales, RBRVS） (Hsiao et al., 

1988)，轉換為支付標準相對值，即是以相對價格來反映各項或各組服務之醫

療成本；如此可大幅增進支付的公平性及效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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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因各國的醫療處置型態、醫療投入組合及醫療成本結構等都有差異，

所以在資源耗用相對值的概念下，重新檢視美國或先進國家的參考數據，並

做適合自己國家的修正，是使本國支付制度公平、合理、有效，以及醫療體

系健全發展的必要手段。 

(三)論質計酬 

傳統的支付制度，不論是論量計酬或是包裹式支付，都是在控制醫療服

務的價格。在價格受到控制的前提下，醫療服務提供者惟有藉多提供醫療服

務，才能多獲得收入。在此情況下，醫療服務提供者的主要重心，不在醫療

品質的提升、醫療資源使用效率的增進，也不在提供以病人為中心的整合式

照護，而在增加服務量，以便增加收入。 

為提升醫療品質，論質計酬（pay-for-performance, P4P）制度應運而生。

其主要目的係以財務誘因引導醫療服務提供者遵照具實證基礎的照護指引，

且朝向以病人為中心的完整性、連續性醫療照護，並加強個案之追蹤管理、

衛生教育及提升病人的自我照護能力，以提升病人的醫療品質與照護對象的

整體健康(Rothenthal et al., 2004)。而實際作法是保險人事先與醫療服務提供

者商議好某些特定品質指標，並以品質指標事後的達成程度來做為支付的依

據。這種支付方式因而也被稱為以價值為基礎的購買方案（value-based 

purchasing programs） (Green, 2014)。也可以說，從「論量計酬」轉為「論質

計酬」，是從購買「服務」轉成購買「健康」。 

以往論質計酬支付有應用在特定疾病及處置上者，也有應用在以「論人

計酬」為基準，再搭配數十種品質指標達成而分享較高紅利的設計。前者如

美國 The Centers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CMS）的「醫院品質誘因

示範計畫」（Hospital Quality Incentive Demonstration），以及台灣地區全民健

保分階段實施的九種疾病的論質計酬方案；後者如英國的「品質與成效架構」

（Quality and Outcomes Framework, QOF），以及美國老人醫療保險結餘共享

計畫（Medicare Shared Savings Program）下的可課責照護組織（Accountable 

Care Organization; ACO），其紅利的分享水準端視 33 個品質指標的達成程度

而定。(Berwick, 2011; Chernew et al., 2011) 

(四)總額支付 

以往的研究顯示，由於醫療科技的進步、人口的老化、物價的上漲以及

健康保險的介入等因素，使得各國醫療費用的上漲速度皆超過其經濟成長的

幅度，導致醫療費用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率隨著時間逐漸升高。(OECD, 

2015)也就是說，醫療部門的資源耗用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增加；因資源受到

排擠，導致其他部門的可用資源相應減少，攔阻了經濟健全發展的腳步。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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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有效率的支付制度控制醫療費用的成長，是各國保險人與其政府持續努力

的目標。 

論量計酬、論日計酬及論病計酬皆是著眼於控制醫療服務之單價。如論

量計酬在控制每一醫療項目的服務單價，論日計酬在控制每一住院日的服務

單價，而論病計酬在控制每一特殊病例或處置的服務單價，期以控制總醫療

費用。然因控制服務之單價易造成服務量的增加，使得醫療費用的上漲幅度

減少有限；而著眼於控制服務量的支付方式，又易造成服務強度（service 

intensity）的增加，導致服務的單價上揚；至終又會反映到醫療費用的上漲。

惟有同時控制服務單價與服務量的總額支付（或稱總額預算，global budget），

才能真正控制醫療費用。 

總額支付依其控制費用的強度可分為 2 種方式，一是支出上限制

（expenditure cap），一是支出目標制（expenditure target）。支出上限制是保險

人在年度開始之前，預先訂定全年度的支出總預算。至於預算在醫療服務提

供者間的分配，仍以論量計酬，或包裹式支付等控制醫療價格（
ijp ）的支付

為基礎。只是此時價格所代表的，是相對點數（point）；而不再像總額支付制

度實施前，是真正的支付價格（
ijp ）。 

支出目標制是保險人於年度開始之前，預先訂定全年預算之支出目標。

若申報之總醫療費用超過預先設定之支出目標，保險人會於次一年度調降支

付標準，藉以控制總醫療費用。由於費用的結算多以季為單位，因此保險人

也可能會在第三季或第四季即啟動調降支付標準的程序。當然，若申報之總

醫療費用不足預先設定之支出目標，即會啟動反向調整的程序。 

由於在支出目標制下，支付標準係事先訂定，所以申報之總醫療費用與

支出目標金額完全相同的可能性低，預算超支的可能性大，因此支出目標制

又被稱為柔性預算（soft budget）。 

總額支付制度的影響程度視其實施範圍而定：或有實施於單一醫院的所

有費用者，如加拿大的個別醫院總額；或有實施於醫院的營運費用者；或有

實施於基層醫療的所有藥費，如德國等，不一而足。醫院總額的實施方式，

截至目前為止，實施範圍最大的首推台灣全民健保下的醫院總額，其實施範

圍涵蓋所有醫院的所有服務。 

台灣目前實施的醫院總額，係支出上限制。在總額支付制度實施前，主

要係論服務項目及論病例計酬。總額支付制度的實施，是建立在全民健保原

有的支付基準之上，亦即仍按服務項目或病例計酬。因此，制度的整體運作

並未有大幅度的改變，僅是將支付價格由原來的固定金額改為浮動金額。亦

即將原來的支付價格換為支付價格與轉換因子（點值）的乘積，藉以平衡申

報費用與預算（實際支付）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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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支付制度，特別是在支出上限制下，費用控制的成效殆無疑義。然

而在這種強力控制手段下，醫療資源的分配（分布）是否受到扭曲，醫療品

質是否有所降低的問題，成為評估總額支付制度的重要課題。 

(五)論人計酬 

論人計酬（capitation）是美國管理式照護（managed care）下的產物，而

以健康維護組織（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 HMO）為主要形式(Dudley 

and Luft, 2001; Casalino, 2001)。HMO 藉由按人頭預先支付在固定期間內所涵

蓋醫療服務的費用予醫療提供者的方式，可將財務責任移轉給後者。按人頭

支付的費用一般會依保險對象的年齡、性別、以往醫療利用等風險因子來調

整(張睿詒、賴秋伶，2004)。而為消除保險對象未來可能發生的疾病風險，導

致自己的醫療成本支出，甚至產生財務虧損，醫療提供者會提供各類預防保

健服務，俾便保險對象可以不發生疾病；即便發生疾病，也得以早期發現、

早期治療(Casalino, 2001)。這些促進民眾健康，且有效利用醫療資源的手段，

使得體系內保險對象的醫療費用及保險費負擔得以降低，以致能吸引更多人

參加。 

然而由於 HMO 另外採行了限制保險對象需於其網絡中的醫療機構就醫，

轉診需經預先核准，以及醫療利用需經審查等方式來控制費用，導致隨著時

間的推移，民眾對其接受度逐漸下降(US. Census Bureau,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various years)。一個以提升醫療品質並兼顧醫療費用使用效

率為訴求的新形式─部分論人計酬制度（partial capitation）應運而生：美國老

人醫療保險的結餘共享計畫（Medicare Shared Savings Program），是公辦保險

「部分論人計酬制度」的代表；美國麻州藍十字藍盾（Blue Cross Blue Shield）

保險公司所新創的另類品質合約（Alternative Quality Contract，AQC），則是

私人保險「部分論人計酬制度」的代表。 

由於醫療費用的右傾特性，以往相關研究顯示：不論是以哪些風險因子

為考量重點，醫療費用推估模式的解釋能力皆不及 5 成。因此，除非醫療服

務提供者規模夠大，可自行分散（pooling）財務風險，否則在嚴格的、以風

險校正模式來計算預先設定的保險對象醫療費用的情況下，醫療服務提供者

的財務風險難以避免；部分論人計酬制度因而是一個不錯的制度選項。 

四、新加坡的醫療財務制度 

新加坡的醫療財務體系主要由 3 個計畫構成，分別為保健儲蓄計畫

（Medisave）、健保雙全計畫（MediShield）及醫療基金（Medifund），又被稱為

3Ms 制度，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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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健儲蓄計畫（Medisave） 

保健儲蓄計畫旨在設立一個專為醫療費用而儲蓄的帳戶，這個儲蓄帳戶

是新加坡中央公積金制度（Central Provident Fund, CPF）的一環，於 1984 年

開始實施。公積金的會員被要求每月固定存入薪資（自雇者則為其前一年的

營利所得）的某一百分比至其儲蓄帳戶，以供本人及家屬（指會員的直系親

屬，如配偶、父母、子女、孫子女、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支應未來醫療費用

之所需。存入帳戶的薪資比例隨年齡而不同，年齡愈大，存入的比例愈高。

如 2016 年 1 月開始，會員年齡為 35 歲及以下，存入比例為 8%；逾 35 歲至

45 歲，存入比例為 9%；逾 45 歲至 50 歲，存入比例為 10%；逾 50 歲，存入

比例為 10.5% (Ministry of Health, “Medisave Contributions”)。 

為避免帳戶被過度使用致餘額被提早用罄，政府對於保健儲蓄帳戶內的

金額有嚴格且細緻的使用規範；另為提升家庭內成員的風險分擔功能，本人、

配偶、父母及子女等家屬的帳戶內金額可以互相流用。 

保健儲蓄帳戶內的金額可用來支付會員本人及家屬的住院費用、特定門

診費用、慢性疾病費用、以及日間手術費用等；也可用來繳納健保雙全計畫

及 PMIS（Private Medical Insurance Scheme）的保險費。存入金額可免計入所

得，帳戶內的存款也由公積金局（CPF Board）保證至少每年 2.5%的利率。 

最初保健儲蓄帳戶內的金額只能用來支應被政府高度補貼的醫院病床，

亦即公立醫院 C 及 B2 病床的住院費用，其後慢慢放寬至其他類型的病床，

現在則可用於所有住院費用。特定門診費用含經過認可的日間門診手術

（approved day surgeries）、精神科門診處置、日間復健、經認可的慢性疾病

診治、疫苗施打；癌症病患的核磁共振（MRI）、電腦斷層（CT）與其他診斷

性照射、放射治療與化療；洗腎、人工助孕及安寧療護等。(Ministry of Health, 

“Withdrawal Limits”)  

新加坡政府雖然放寬了使用保健儲蓄帳戶來支應住院費用的範圍，由高

度補貼病床至舒適病床，但每日可支用額度仍然受限：截至 2019 年 2 月止，

每日住院費用的限額為 S$450 (其中包括 S$50 的醫師費)；每一項可使用的醫

療服務也幾乎都訂有可支用額度的上限。如，經認可的慢性疾病診治，每年

每個帳戶的支用限額為 S$500，且有 15%的部分負擔等。 

新加坡政府對保健儲蓄帳戶的餘額也訂有上限，使資金可以更有效的被

使用至其他用途；亦即，超過上限的金額會被轉存至會員本人的其他公積金

帳戶，如退休帳戶。而上限的訂定，是政府依據個人老年時的基本、且受補

貼的醫療需要（Basic Healthcare Sum, BHS）來估計的，也會隨著醫療物價調

整，以確保其足敷個人未來的醫療照護需要。每一個世代，當他們屆滿 65 歲

時，其 BHS 將會被固定，餘生不再變動。2012 年時，所有公積金會員保健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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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帳戶的上限為 S$43,500，2019 年起增為 S$57,200，平均年增率為 3.99%。

(Ministry of Health, “Medisave Contributions”)  

保健儲蓄帳戶餘額曾訂有下限，目前已取消。若帳戶內金額不足時，需

由本人的其他公積金帳戶之超額儲蓄來補足，或直接以現金支付。帳戶所有

人需要在死亡前決定帳戶餘額的受益人，否則餘額會依照遺囑法（Intestacy 

Law）來分配。截至 2017 年底止，擁有保健儲蓄帳戶的人數達 3.5 百萬人，

約占新加坡居民人數的 88.2%；帳戶總餘額達 S$88.6 億；每一帳戶的平均餘

額為 S$25,600。相較於 2007 年的對應數字: 2.8 百萬人，78.2%，S$39.3 億及

S$14,100，保障能力及範圍皆有相當幅度的增加。  

(二)健保雙全計畫（MediShield） 

健保雙全計畫於 1990 年 7 月開始實施，是一個基本醫療保險計畫，旨在

幫助公積金會員及其家屬支付高額的住院費用；會員及家屬各自參加保險。

若受保會員無力支付保費，則其直系親屬可以使用自己保健儲蓄帳戶內的金

額來協助支付。健保雙全計畫的保費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也隨著時間而

上揚。而為了使年長的受保會員更有能力參加保險，在 60 歲以前投保者，從

71 歲到 90 歲期間可以享受保費的折扣優惠。 

健保雙全計畫最初施行時，僅適用於入住公立醫院 B2 及 C 級病房所需

支付的住院費用，後來逐漸放寬至所有類型病床，但保險給付比例有所不同；

病房的舒適程度愈增加，給付的比例愈低。如，入住 B2 及 C 級病房的新加

坡公民，其住院費用可 100%向健保雙全計畫要求給付，入住 B2+級僅給付

70%，B1 級病房的給付比例為 43%，入住 A 級病房或私立醫院給付比例僅

35%。但從申請加入到健保雙全計畫正式生效，有大約 2 個月的等待期，在

此等待期間，申請人所有的醫療費用皆無法向健保雙全計畫要求給付。 

除住院醫療費用、日間手術費用外，健保雙全計畫也給付經過批准的特

定門診治療，如洗腎、癌症的化學治療和放射治療；然而每一項目皆有給付

上限，且每年每份保單有給付上限（S$70,000），並訂有終生給付上限

（S$300,000）。此外，健保雙全計畫也有自負額（Deductible）及共同保險

（Co-insurance）的規定。 

這個計畫是一個典型的民間商業保險制度。不但自由投保、有自負額、

共同保險、給付上限，且有除外規定。此外，除了新生嬰兒，帶病投保也不

被接受。整體設計固然是為了保險對象的醫療給付保障，但仍然較著重於道

德風險的降低與保險財務的可負擔性。若保險對象希望有更佳保障，如入住

公立醫院的 A 與 B1 級病房，或在私立醫院接受治療，還需投保經保健儲蓄

計畫批准的綜合健保雙全計畫（Integrated Shield Plan，簡稱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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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醫療基金（Medifund） 

醫療基金是由新加坡政府於 1993 年 4 月以公務預算捐助成立的，每年且

在預算有盈餘時挹注基金。旨在以基金孳息來幫助那些在保健儲蓄帳戶及健

保雙全計畫內都未有足夠資金來支應醫療費用的新加坡公民及永久居民，以

作為其最後的安全網。2017年補助對象共有 118.0萬人次，補助額度為 S$157.8

百萬元。(Ministry of Health, “Healthcare Financing”)基金成立時規模為 S$ 2億。

而為因應人口老化，新加坡政府於 2007 年 11 月將部分醫療基金移出，另成

立銀髮醫療基金（Medifund Silver）以協助需要幫助的老年病患。首年的銀髮

醫療基金規模為 S$5 億。(Ministry of Health, “Medifund Silver”) 2017 年時二種

基金規模合計為 S$45 億，其中醫療基金為 S$31.3 億，銀髮醫療基金為 S$13.7

億。(Ministry of Health, Medifund Annual Report)。 

(四)終身健保計畫（MediShield Life） 

2015 年 11 月 1 日健保雙全計畫被新建立的終身健保計畫正式取代。雖然

這仍是一個基本醫療保險計畫，但已改成強制性、全民涵蓋、且終身受保障

的一個計畫。相較於健保雙全計畫的自由投保、已有疾病與 90 歲以上及保險

給付總額已達終生給付上限（S$300,000）者被排除在外的情況，新制度毋寧

是保險對象醫療福利的一大進步。雖然自負額和共同保險的規定仍然存在，

但保險給付金額有所增加，共同保險的負擔比率也下降，且終生給付上限被

完全取消。也就是說，給付額度僅有年度上限，不再受終生總額規範。 

將已有疾病者、年齡在 90 歲以上者、保險給付總額已達終生給付上限者

納入保險，且大幅放寬給付額度與降低共同保險的負擔比率等作為，使得保

險對象的保費負擔相對增加；新加坡政府因而對所有公民提供為期 4 年的過

渡津貼，以協助其支付新增的保費負擔。住屋年值不超過 S$13,000 者可獲全

額津貼；住屋年值介於 S$13,001 至 S$21,000 者津貼率減少 10 個百分點；住

屋年值超過 S$21,000 或擁有超過一間住屋者無法獲得津貼。而住屋年值是新

加坡房產稅的計算基礎，係稅務局每年根據各地的平均租金回報率計算的房

屋設算價值。另一方面，過渡津貼占保費的比率隨會員本人的年齡及家庭收

入的多寡而不同，如 40 歲以下之低收入者，津貼占保費的比率為 25%，中低

收入者的津貼占保費的比率為 20%，中高收入者的津貼比率為 15%。年齡在

61 至 75 歲間者，津貼占保費的比率隨家庭收入由低至高分別為 35%、30%

及 25%。(Ministry of Health, “MediShield Life”) 

五、新加坡政府的思維與作為 

新加坡的醫療財務體系，3Ms 制度，是建立在醫療服務是個人與家庭責任

的哲學思維之上。這樣的思維，可以從其開國元首李光耀總理的話語中得知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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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退休年金及醫療保障等社會福利，不但需要政府以高額稅金來支應，且會

降低民眾工作及為醫療支出儲蓄的誘因；它們就像鴉片或海洛因，會讓人成癮

（轉引自 Barr, 2001）。因此，新加坡政府在建立退休金及醫療保障制度之初，

即捨棄了以社會保險方式辦理的傳統模式，建立了以自我儲蓄為基礎的新模

式。 

新加坡從建國初始，就建立了中央公積金制度（1955 年開始實施），由雇

主及受雇者依受雇者的薪資及政府所訂的比率，將錢存入以受雇者名義開立的

帳戶，供受雇者日後退休之用。後來政府逐漸放寬公積金的用途至購房及教育，

並於 1984 年建立了保健儲蓄計畫，使得公積金的用途，同時兼顧了傳統社會保

險的最大兩個標的：養老及醫療。 

公積金的開放適用於購置住屋，以及政府於 1964 年開始為中低收入民眾興

建美觀實用且價廉的公共「組屋」，使得新加坡居民「住者有其屋」的理想基本

上得著實現。民眾對政府的施政信心，可從新加坡自獨立以來一直由同一政黨

執政，且歷次選舉其得票率都超過 9 成的事實，可見一斑。 

由於新加坡的醫療財務模式不只有新穎性，且有效率性，因此吸引了許多

學者研究探討，其中讚美者有之（Haseltine, 2013），批評者有之（Barr, 2001; Hsiao, 

2001）。從制度持續變革的過程中，我們清楚看到新加坡政府如何正面回應各方

的批評，試舉一例說明。「健保雙全計畫」雖然是政府開辦的壟斷事業，但卻採

行了民間商業保險「風險選擇」的作法；不但排除了 70 歲以上的人納保的機會，

而且某些昂貴的疾病，如先天性異常、精神疾病、HIV/AIDS 等也不涵蓋（Hsiao, 

2001）。 

針對前述的批評，新加坡政府採取的回應是：將排除納保的對象其條件予

以放寬，從 70 歲以上放寬至 90 歲以上；後又於 2015 年 11 月進一步將依年齡

及疾病的排除納保的限制完全取消；且將自由投保、已有疾病與給付總額已達

終生上限的人排除在外的「健保雙全計畫」，轉型成為強制性、全民涵蓋且終身

受保的「終身健保計畫」，並大幅上調保險給付，以及降低共同負擔率。而針對

新增的保險費負擔，政府也提供為期 4 年的過渡津貼，以協助民眾因應。津貼

的額度一如其他補助，依經濟能力而不同，經濟能力愈弱者，得到的津貼額度

愈高。 

在醫療服務是個人與家庭責任，而非世界各國所強調的社會與國家責任的

哲學思維下，新加坡政府總在民眾醫療需要還沒有變成問題之前，即已先行規

劃合宜的制度來因應，且在高效能的政府運作中逐步立法通過後施行。如：3Ms

制度的逐步建立，慢性疾病與處置以保健儲蓄帳戶支應的逐步開放適用，在公

立醫療機構就診可有相當幅度的補貼，以及政府以直接提供大量住院服務的方

式來控制醫療價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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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新加坡政府同時從醫療的需求面與供給面著力，使得醫療費用得

以合理控制。其實際作法為：以近乎完全自費的方式，使得不當需求減至最低；

以政府直接提供服務的方式，使得供給價格得以維持穩定；然而對沒有能力支

付所需醫療服務費用的人，政府另行訂定了以救濟方式來提供協助。制度的整

體運作，使得民眾不但可以擁有選擇的自由，醫療品質也可以獲得保障。 

六、相關制度對全民健保的啟示 

從前述那些細緻的制度作為中，我們不難想見新加坡醫療資源使用的效率

性，也不難理解為什麼新加坡醫療保健支出占 GDP 的比率是所有先進國家中最

低的: 2014年時為 4.6%，遠低於我國的 6.6%及OECD國家中最低的韓國的 7.2%。

然而以零歲時的平均餘命及嬰兒死亡率等醫療品質指標來觀察，新加坡與

OECD 國家評比時也都屬佼佼者。這樣的制度成效絕對是世界其他國家所欲學

習的典範。台灣地區在規劃全民健保制度時，行政院也曾希望從當時的公保、

勞保、農保等保險制度轉型為儲蓄帳戶制度，期一舉消除保險制度下的道德危

機，並且提升醫療資源使用的效率。另一方面，每一次全民健保發生醫療舞弊

案件，或醫療浪費與濫用再次被重視時，民間也常有此倡議。 

然而仔細觀察新加坡政府在其制度內涵的設計，制度變遷中所扮演的積極

前瞻性角色，以及民眾對政府施政的信心與高度配合等因素，使他們的制度難

以被其他國家複製，卻似乎不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特別是只從財務面來解

讀新加坡醫療制度的內涵時，就更是問題。中國大陸在建制其醫療財務制度時，

選擇了師法新加坡醫療儲蓄帳戶及大病保險的組合，卻沒有搭配供給面的管控

措施，以致實施之後，整體帳戶雖然累計了不少資金，保險制度卻呈現巨額虧

損(Dong, 2006；Dong, 2008)。 

台灣地區的全民健保於 1995 年 3 月開始實施，至今已屆滿 24 年。期間，

保險費率僅上調過 2 次；相較於社會保險先進國家調整的頻繁度，這是全世界

鮮見的特例。全民健保因是公保、勞保、農保等制度的整合，所以當時各個保

險制度中的優點: 給付涵蓋面廣，無(低)部分負擔等都被保留在全民健保制度之

中。後因實施了強制性的總額支付等管控措施，醫療費用的成長較先進國家緩

慢，醫療費用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率得以長久維持在低於 7%的水準。 

雖然如此，在人口快速老化、少子化嚴重，而經濟成長逐漸減緩的今天，

全民健保每年新增 3 百多億，每 3 年超過千億的支出，已成為保險財務的極大

隱憂。面對此問題，我們固然可以用調整費率來因應，但若不改變思維及作法，

不檢討現行醫療費用支出是否合宜，是否有效率，費率很快就會衝過 6％的法

定上限。另一方面，慢性病的日漸盛行，特別是糖尿病，及民眾因疏於自我照

護管理所引發的諸多後續併發症，如腎衰竭、截肢、失明等所導致的龐大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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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更將是全民健保無法承受之重。近年來，每年新增超過 1 萬名的透析(洗

腎)病人中，約有一半是糖尿病病人。全民健保醫療支出中，洗腎費用持續快速

成長，目前年支出已超過了 5 百億元。糖尿病若能良好管理，使病人病情不惡

化，許多未來的醫療費用支出當可不致發生。善用「論人計酬」及「論質計酬」

等支付制度來鼓勵醫療體系多提供預防保健服務，且使疾病得以早期診斷與早

期處置；此外，相當程度的強調醫療是個人責任，同時納入高科技儀器來協助

民眾自我照護管理等，應是全民健保未來努力的目標，也是制度能永續的關鍵。 

七、小結 

綜觀全球醫療財務制度，台灣所採行的社會保險是最普遍的制度。雖然保

險所引發的道德危機難以避免，但單一保險體制下的總額支付，使得我國醫療

保健支出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率，在國際上一直維持於相對低的水準，僅高於

新加坡。 

由於仿傚新加坡制度所需的配合環境，在台灣並不存在，我們因而無法學

習。如何在現有體制上更好的因應人口老化、少子化、經濟成長減緩的未來趨

勢，是我們面對的艱難挑戰，然而卻也成為改變的契機。將現有論量計酬的支

付制度，部分轉型為論質計酬及論人計酬，以提升醫療品質及給付效率，是全

民健保應努力的目標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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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全民健康保險與商業保險之合作機制 

一、現行運作機制及問題 

保險若依社會政策考量來分類，可分為社會保險及商業保險兩大類，如圖

7.1。在社會保險領域，本報告謹就全民健康保險(以下稱全民健保)探討，商業

保險的說明對象則為人身保險之健康保險，以下謹就人身保險健康保險(以下稱

商業健康保險)來說明，但商業健康保險項下的長期照顧保險與失能扶助保險不

在本報告探討範圍。 

 

 

資料來源：「保險學理論與實務」廖述源、本報告整理 

圖 7.1  保險分類圖(依政策) 

(一)商業健康保險現行運作機制 

依據我國保險法第 13 條規定「保險分為財產保險及人身保險。…人身保

險，包括人壽保險、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及年金保險。」依據全民健保提供

疾病、傷害或生育事故之醫療服務，對應商業保險範圍，本文探討對象應為

人身保險之健康保險部份。本節內容謹就商業人身保險之健康保險的類型、

特性、保費收入及保險給付、投保率、台灣壽險業之平均餘命及被保險人死

亡原因分析等面向來說明。 

保險 

社會保險 

全民健保 
勞保、公保 

軍保、農保 

國民年金 

就業保險 

商業保險 

財產保險 

火險、水險 

車險等 

人身保險 

壽險、年金險

傷害險 
健康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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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保險法第 125 條對健康保險定義「健康保險人於被保險人疾病、分

娩及其所致失能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係指被保險人因罹患疾

病或於分娩時，發生醫療費用損失，甚至致成殘廢或死亡時由保險人負給付

之保險。雖保險法定義中未將意外傷害加到法條，實務上國內各保險公司所

銷售之健康保險，皆將承保範圍擴及意外事故，即不論被保險人因疾病或意

外所致之醫療費用損失或失能，皆為健康保險承保範圍。(袁宗蔚，1994)現行

健康保險可由壽險公司及產險公司經營販售，依保障期間長短可區分為長期

及短期。 

1.類型 

商業健康保險類型依國外學者分類如下(Jones，2011；Black & Skipper，

2000；Burgess，1988；Mehr, R. & Cammack, E. & Rose，1985)： 

･ 醫療費用保險(medical expense coverage) 

･ 失能所得保險(disability income coverage) 

･ 長期照顧保險(long-term care coverage) 

國內商業健康保險多元發展，謹就重要類型(如圖 7.2)概述如下： 

(1)醫療費用保險 (李立文，2003) 

a、 住院醫療保險：補償被保險人在住院治療期間的病房費與膳食費及

醫療雜費等。 

b、 手術醫療保險：補償被保險人因施行手術而支出的醫療費，不論採

門診手術治療或住院手術治療。 

 

健康保險 住院醫療保險 手術醫療保險 實支實付 

保障內容 .住院醫療日額 

(依住院日數*投保日額) 

.加護病房、燒燙傷病房 

(依住院日數*投保日額) 

.出院療養保險金 

(依住院日數*投保日額) 

.手術醫療保險金 

(依手術等級倍數*保額) 

.特定處置保險金 

(依處置等級倍數*投額) 

.住院手術療養保險金 

(保額倍數) 

.實支實付型 

(住院/門診超過全民健保

給付部分核實給付，最高

給付以投保限額為限) 

.日/定額給付型 

(住院/門診定額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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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定疾病、重大疾病保險 

特定疾病保險以被保險人患特定疾病為保險標的，當被保險人被確

診為患某種特定疾病時，保險公司按約定的金額給付保險金。重大疾病

保險提供被保險人罹患重大疾病時的經濟保障。(林麗銖，2007) 

 
特定疾病 重大疾病 特定傷病 重大傷病卡 癌症保險 

保障內容 重大疾病 

(保額) 

.輕度特定傷病 

(保額*給付比例) 

.特定傷病(保額) 

重大傷病(保額) .初次罹癌(輕度/重度) 

(保額倍數) 

.癌症化療/放射線 

(保額*給付比例) 

.罹癌補助保險金 

(保額倍數) 

疾病項目 7 項重疾 7 項重疾+ 

22 項特定傷病 

全民健保核發之

重大傷病證明 

 

(3)意外傷害醫療保險 

被保險人因遭受意外傷害支出的醫療費。 

意外傷害 

醫療保險 
傷害醫療日額保險 傷害醫療擇優保險 

保障內容 .傷害醫療日額 

(依住院日數*投保金額) 

.加護病房、燒燙傷病房 

(依住院日數*投保金額) 

.出院療養保險金 

(依住院日數*投保金額) 

.傷害醫療日額 

(依住院日數*投保金額) 

.傷害醫療限額 

(超過全民健保給付部分給付) 

→保戶自行選擇一款較有利者向公

司申請給付 

(4)失能扶助保險 

依失能等級表做失能認定，不論疾病或意外導致的失能，都在保障

範圍。當失能狀況發生，保險公司審核通過後，即會按時給付失能扶助

金，可用做失能後修復期間的看護費用、照護相關花費等。 

失能扶助 

保險 
失能扶助保險 

保障內容 ･ 失能保險金 

(符合 1-11 級失能，依失能程度給付比例*投保金額) 

･ 失能生活補助保險金 

(符合 1-6 級失能，給付保額 12 倍/年(有最高給付年限)) 

･ 保險費豁免 

(繳費期間內 1-6 級失能，免繳失能診斷日確定日後之續期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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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長期照顧保險 (廖述源，2018) 

針對身體或心理失能，需要長期照護的人，給付理賠金，以支應長

期的照護相關費用或是生活支出。理賠給付依符合「長期照顧狀態」判

定，於符合下列二項情形之ㄧ，即可領取保險給付： 

a、 「生理功能障礙」指專科醫師採巴氏量表經醫師診斷，或其他臨床專

業評量表，診斷符合下列三項（含）以上： 

･ 進食：須別人協助取用食物或穿脫進食輔具。 

･ 移位：須別人協助才能由床移位到椅子或輪椅。 

･ 如廁：須別人協助才能保持平衡、整理衣物或使用衛生紙。 

･ 沐浴：須別人協助才能完成盆浴或淋浴。 

･ 平地行動：須別人協助才能操作輪椅或電動輪椅。 

･ 更衣：須別人協助才能完成穿脫衣褲鞋襪，包含義肢、支架。 

b、「認知功能障礙」指專科醫師診斷符合失智狀態，依臨床失智量表或

簡易智能測驗在意識清醒時，符合下列兩項（含）之條件： 

･ 時間：經常無法分辨季節、月份、早晚時間等。 

･ 場所：經常無法分辨自己的住所或現在所在之場所。 

･ 人物：經常無法分辨親近的家人或平常在一起的人。 

「長期照護狀態」須定期由醫師診斷，符合標準者方可持續領取保

險給付。 

長期照顧保險 長期照顧健康保險 

保障內容 ･ 長期照顧復健保險金(一次給付)  

(符合長期照顧狀態，給付保額 12 倍) 

･ 長期照顧復健保險金(分期給付) 

(符合長期照顧狀態，給付保額 12 倍/年(有最高給付年限)) 

･ 保險費豁免 

(繳費期間內符合長期照顧狀態，免繳長期照顧狀態確定日後之續期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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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圖 7.2  商業健康保險重要類型圖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於 2004年提出，商業健康保險透過補充型、

互補型及替代型三種型態與法定健康保險(即我國之全民健保)相結合 Omar 

Paccagnellaa, Vincenzo Rebbab, and Guglielmo Weberb(2013)。 

補充型健康保險為提供法定醫療保險的除外不保項目或需部份負擔項目

（如：某些住院和門診服務、牙科、藥品、復健、長期照顧、替代性醫療）

之保障；互補型健康保險提供法定醫療保健系統未能全部或部分提供的醫療

或服務項目或需共同支付之保障；替代型健康保險提供法定健康保險中已包

含的商品和服務，透過提供消費者的選擇以獲得不同的健康服務，例如，保

證提高醫療品量及更快速的獲得治療。當公共醫療服務的滿意度較低時，替

代型健康保險接受度較高。前述法定醫療保險就是社會保險，自願性的加保

健康保險則是商業健康保險，依(OECD)的分類方式，目前國內健康保險同時

具備互補型及補充型特點，如下表： 

  

健康保險 

醫療保險 重大疾病保險 
特定傷病保險 
重大傷病卡保險 

癌症保險 

長期照顧 
保險 

失能扶助 
保險 

意外傷害 
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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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分類 說明 

醫療保險 

補充型 
透過住院醫療、手術醫療保險，民眾可獲得保險補償選

擇更佳之住房品質、手術方式 

互補型 
透過實支實付型醫療保險，民眾可選擇自費藥品、醫材

提高治療品質 

特 定 疾

病、重大疾

病保險 

補充型 

互補型 

透過特定疾病、重大疾病保險，民眾在確診罹患特定疾

病時即可適時獲得一次性大筆給付金，安心進行長期治

療甚或購買標靶藥物等自費藥材提升治療成功率 

意外傷害

醫療保險 

補充型 

互補型 

透過意外傷害醫療(含住院日額、醫療限額)，民眾可選

擇更好病房品質、自費醫材 

失能扶助

險、長期照

顧險 

補充型 
民眾處於長照狀態時，透過商業保險仍具備經濟能力選

擇較佳醫療品質或長照 2.0服務 

互補型 

透過定期給付之失能生活補助金、長期照顧保險金，保

戶亦可選擇由長照專屬機構或聘請看護協助照護服

務，降低家人照顧負擔與精神壓力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圖 7.3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分類健康保險圖 

  

健康保險 

互補型、補充型 

特定疾病 
重大疾病保險 
失能扶助保險 
長期照顧保險 
醫療保險 

意外傷害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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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性 

商業健康保險特性(Black & Skipper，2000；Jones，2011；張仲源，2009)

臚列如下： 

(1) 以損害填補為基本原則：所謂損害填補為原則是指被保險人因保險事

故發生所受之損失，應該獲得賠償，而此賠償金額必須使被保險人在經

濟上，恰好能恢復至保險事故發生以前的情況，如：健康保險實支實付

型賠償的金額在一定額度內，以被保險人醫療時實際發生的費用給付。 

(2) 屬於綜合保險：基於健康保險承保項目包括疾病、分娩、疾病所致失

能、疾病所致死亡、分娩所致失能、及分娩所致死亡等多種給付項目。

由於承保項目較多元化，健康保險已具有綜合保險之實質內涵。 

(3) 保險費計算基礎以罹病率為主：保障範圍以疾病或傷害所致之手術住

院診療為主，故其保險費計算係以罹病率為主。另為避免客戶隱匿病情

投保，將非屬於承保後所發生疾病或傷害的治療行為列為既往症，而不

提供此部份保障。 

(4) 保單條款訂有等待期間：由於健康保險隱含高道德危險與逆選擇，保

險公司設計等待期間機制以防止以上因素，一般而言住院醫療保險等待

期間為 30 天，如為重大疾病或癌症保險，等待期間最長可 90 天，但如

意外傷害事故，則不受等待期間限制。 

(5) 保證續保：由於健康保險對被保險的篩選，除在初次投保時進行，尚

依投保年期而有差異，人壽保險所銷售的長年期健康保險謹在投保時進

行，日後不可因保戶健康狀況或商品停售原因，拒絕提供保障，即為保

證續保，另產險公司銷售的一年期健康保險則未提供保證續保保障。 

3.保費收入及保費給付 

(1)保費收入 

2000 年商業健康保險總保費約 820 億元，2017 年商業健康保險總保

費已達新台幣 3,532 億元，其中 2000～2010 年急速成長，平均年成長率

約 16.8%，2011～2017 年成長趨緩，平均年成長率為 5.8%。商業健康保

險保費快速增加原因，早期的商品架構多屬定期險且附約性質，後續推

出多元性質險種如：終身型健康險、重大疾病險、癌症險等，商品架構

亦改為保證續保或事故發生給付大額理賠金，相對需提撥較高責任準備

金，這些變化皆造成保險費快速成長。2017 年商業健康保險總保費佔壽

險業所有保費收入 10.33%。若採間序列法預測 2027 年商業健康保險總保

費將達新台幣 5,088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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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險給付 

2000 年商業健康保險給付約 230 億元，2017 年商業健康保險保費給

付已達新台幣 1,220 億元，其中 2000～2010 年急速成長，平均年成長率

約 18.8%，2011～2017 年成長趨緩，平均年成長率為 8.6%。2017 年商業

健康保險保費給付佔壽險業所有保費給付 13.57%。若採時間序列法預測，

2027 年商業健康保險總保費將達新台幣 1,788 億元。 

目前商業健康保險市場主要商品多屬長年期，長年期健康保險的計

價方式係採平準保險費制，並非自然保險費，自然保險費的保險費計算

是依照危險的大小來決定，平準保險費是將同一保險期間內各年度的保

險費平均，使保戶每期繳交的保險費均相同(李立文，1997)，因此 2017

年商業健康保險總保費 3,532 億元、保險給付約 1,220 億元，並非當年度

商業健康保險收益 2,312 億元，理賠將隨著保戶平均年齡往上。 

單位：新臺幣兆元 

 
  資料來源：壽險公會、保發中心、本報告整理 

圖 7.4  商業健康保險歷年保費及理賠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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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壽險公會、保發中心、本報告整理 

圖 7.5  人口數及健康保險歷年有效保單件數及理賠件數趨勢圖 

4. 投保率 

依李立文(1997)於「保險百科」對「投保率」定義，投保率＝保險契約

有效件數 ÷總人口數 

1995 年國內實施全民健保當年商業健康保險投保率 40.4%，2005 年投

保率急速成長至 196%，成長近 5 倍(表 7.1)，投保率快速成長關鍵原因：實

施全民健保經由公衛教育帶動健康保險需求，也促進後續開發實支實付型

健康險、重大疾病險、終身型健康險、癌症險及長期照顧險等險種，投保

率持續成長至 2018 年 304%。若採時間序列法預測，2028 年健康保險單

105,114 千件約佔總人口之 437.1%。(圖 7.6) 

 
資料來源：壽險公會、保發中心、本報告整理 

圖 7.6  歷年商業健康保險投保率趨勢圖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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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商業健康保險投保率趨勢 

年度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16 2017 2018 

年底人口數 

(萬人)(1) 
2,136 2,228 2,277 2,314 2,349 2,354 2,357 2,359 

有效保單件

數(萬件)(2) 
862 3,226 4,473  5,378 6,521 6,644 6,852 7,185 

投保率 % 

(2)/(1) 
40.4% 144.8% 196.4% 232.4% 277.6% 282.3% 290.7% 304.6% 

資料來源：壽險公會、本報告整理 

5.台灣壽險業客戶之平均餘命 

投保商業保險客戶的平均餘命持續延長，根據台灣壽險業第一回經驗

生命表 (1969~1972 年 )平均餘命 64.95 歲，延長至第五回經驗生命表

(2004~2008 年)0 歲平均餘命男性 77.14 歲、女性 83.20 歲。若依性別，第五

回經驗生命表(2004~2008 年) 0 歲平均餘命男性 77.14 歲、女性 83.20 歲，

相較第三回經驗生命表(1982~1986 年) 0 歲平均餘命男性 69.57 歲、女性

74.85 歲，0 歲平均餘命男性增加 7.57 歲、女性 8.35 歲。 

表 7.2  台灣壽險業經驗生命表之平均餘命 

項目 
0 歲平均餘命 

男 女 

台灣壽險業第一回經驗生命表(1969~1972 年) 64.95 

台灣壽險業第二回經驗生命表(1977~1981 年) 68.00 

台灣壽險業第三回經驗生命表(1982~1986 年) 69.57 74.85 

台灣壽險業第四回經驗生命表(1992~1999 年) 72.91 79.61 

台灣壽險業第五回經驗生命表(2004~2008 年) 77.14 83.20 

資料來源：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6.被保險人死亡原因分析 

2017 年度壽險業被保險人死亡原因分析，惡性腫瘤理賠給付額高居首

位，保單件數達 71,957，占 39.04%，給付金額 38,754,688 千元，占 37.56%；

惡性腫瘤以外死因保單件數112,380，占60.96%，給付金額64,427,357千元，

占 62.44%。 

  

http://www.tii.org.tw/report_test/1105/%E7%94%9F%E5%91%BD%E8%A1%A8_5.pdf
http://www.tii.org.tw/report_test/1105/%E7%94%9F%E5%91%BD%E8%A1%A8_5.pdf
http://www.tii.org.tw/report_test/1105/%E7%94%9F%E5%91%BD%E8%A1%A8_5.pdf
http://www.tii.org.tw/report_test/1105/%E7%94%9F%E5%91%BD%E8%A1%A8_5.pdf
http://www.tii.org.tw/report_test/1103/69359449851529.pdf
http://www.tii.org.tw/report_test/1103/69359449851529.pdf
http://www.tii.org.tw/report_test/1104/69359449877827.pdf
http://www.tii.org.tw/report_test/1105/%E7%94%9F%E5%91%BD%E8%A1%A8_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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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2017 年壽險業被保險人死亡原因分析金額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死亡原因 
男   性 女  性 合   計 

保單件數 給付金額 保單件數 給付金額 保單件數 ％ 給付金額 ％ 

惡性腫瘤 39,638 21,893,014 32,319 16,861,674 71,957 39.04 38,754,688 37.56 

其他 29,864 16,476,133 19,139 10,672,979 49,003 26.58 27,149,112 26.31 

心臟病 13,117 7,502,369 7,867 4,094,888 20,984 11.38 11,597,257 11.24 

意外之災害 12,475 9,202,330 5,761 3,749,752 18,236 9.89 12,952,082 12.55 

肺炎 7,142 3,748,145 4,006 1,898,948 11,148 6.05 5,647,093 5.47 

腦血管疾病 4,203 2,485,174 2,755 1,366,470 6,958 3.77 3,851,644 3.73 

肝硬化 2,401 1,377,094 749 335,484 3,150 1.71 1,712,578 1.66 

支氣管炎 782 420,301 442 232,238 1,224 0.67 652,539 0.63 

腎炎 705 398,917 623 259,094 1,328 0.72 658,011 0.64 

呼吸器官結核病 242 141,990 107 65,051 349 0.19 207,041 0.20 

資料來源：壽險公會、作者整理 

7.全民健保與商業健康保險之異同 

全民健保與商業健康保險的主要共同點為採危險共同分擔、大數法則、

避免道德危險等，分別說明如下： 

(1) 危險共同分擔：保險是危險共同分擔的制度。被保險人風險危害的

發生不可預測，亦即發生的時間、地點、場合、損害的大小、所需

的費用均不可預測，有時發生的後果嚴重，非個人或家庭得以獨立

承擔，因此須建立制度，以集體的力量加以協助，例如意外死亡、

火災、墜機、重大疾病等。 

(2) 大數法則：危險共同分擔的方法，必須採大數法則。例如每萬棟房

屋，依以往經驗，每年會有一棟失火，損失一百萬。所以集合一萬

名屋主，每人繳交一百元，共一百萬。若不幸失火，則將此金額交

付之。即個人所遭遇之不幸，由眾人共同分擔其危險。又如發生重

大疾病，治療需要高額醫療費用，可由眾多被保險人各自繳交有限

的保險費共同分擔此醫療費用。(李立文，2003) 

(3) 避免道德危險：由於投保後，若發生危險，可以獲得理賠，所以保

險要避免人為故意造成的危險，以之要求賠償。而為避免導引道德

危險的發生，投保金額要少於投保物品的實際價格。例如價值 100

萬的汽車，最多只能投保 90 萬。 

全民健保與商業健康保險之相異點，謹就目的、公平性、保險費計收

的基礎、保險人對被保險人之選擇性、被保險人投保之自由性及財源等項

目，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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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全民健保的目的在於社會安全，保障成員不論貧富，都可獲

得所需的醫療服務；商業健康保險除提供被保險人合理保障外，保

險公司亦需獲得合理利潤。(楊立維，2007)) 

(2) 公平性：商業健康保險講求個人的公平，危險性高者，保險費高；

全民健保訴求社會的公平，相同所得者，負擔相同的保險費，高所

得較一般所得則需負擔較高的保險費，惟於患病就醫時，享受相同

的醫療照護。(李立文，2003) 

(3) 保險人對被保險人之選擇性：全民健保目的為增進社會安全，凡具

有健保法第 10 條資格，除第 11 條所定情形外，皆強制投保；商業

健康保險屬市場行為，考慮被保險人健康狀況，高危險性客戶，採

取拒保或收取較高保險費。(楊立維，2007) 

(4) 被保險人投保之自由性：全民健保目的為社會保障，必須被強制投

保；商業健康保險依個人需求自由選擇投保的公司或險種。 

(5) 財源：全民健保財源部分由被保險人繳費，其他來自於稅收以及雇

主必需負擔一部份；商業保險需自行負擔保費的成本。 

表 7.4  全民健保與商業健康保險比較表 

項目 全民健保 健康保險 

目的 社會安全 追求利潤 

公平性 社會公平 個人公平 

保險人對被保險人之選

擇性 

合乎資格一律納保 為控制風險，高危險性客戶，

採拒保或加費處理 

被保險人投保之自由性 強制投保 自由選擇 

保險費計收的基礎 量能付費 依風險計費 

財源 被保險人繳費、稅收、雇主負擔 需自行負擔保費的成本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二)現行問題 

1.全民健保主要問題 

全民健保開辦後財務收支失衡議題一直存在，1998 年健保財務開始出

現支出大於收入，2013 年實施二代健保以確保收支平衡，惟 2017 年保險收

支再度短絀 98 億，預計 2021 年健保安全準備金將不足以填補缺口。2015

年《遠見雜誌》進行國內醫療人員萬人問卷調查，顯示台灣醫療環境最大

問題為民眾不當使用過多醫療資源、醫護人力短缺、健保不斷壓低給付。

本節謹就家庭自付醫療費用逐年上升、人口老化及高科技醫藥的發展、對

重大傷病的照顧及給付標準調整、保險費成長緩慢、醫療提供者的道德風

險及其他等面向與《遠見雜誌》部份問卷調查結果摘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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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庭自付醫療費用逐年上升 

依據衛福部「國民醫療保健支出」統計，我國全國醫療保健支出，

1996 年為 4,236 億元，2017 年為 11,274 億元，其中，家庭自付醫療費用

占醫療保健支出之比率則由 1996 年的 26.5%上升至 2017 年的 33.6%，21

年內上升 7.1%。由於經濟成長與全民健保實施，家庭部門更有餘力負擔

自付醫療費用，這也代表著，每人自付醫療費用有逐年增加現象(由 1996

年 5,226 元，上升至 2017 年 16,098 元），14 年成長 208%，年成長率達

14.85%；此現象必須受重視，避免全民健保實施目的受影響。 

表 7.5  家庭醫療保健支出佔醫療保健支出比率 

項目 1996 2010 2011 2013 2015 2016 2017 

醫 療 保 健 支 出

(NHE,億元) 
4,236 8,896 9,170 9,679 10,385 10,868 11,274 

每人自付醫療費用 5,226 13,854 13,866 14,406 15,228 15,700 16,098 

家庭醫療保健支出

佔 NHE 比率 
26.5% 35.4% 35.1% 34.8% 34.4% 34.0% 33.6%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衛福部、內政部、自行整理 

(2)人口老化及高科技醫藥的發展 

全民健保開辦時期，1996 年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約 7%，至 2018

年 3 月老年人人口數比例已上升至 14.05%，根據健保署統計，2017 年 65

歲以上老人醫療費用佔已成長到 2,612 億，佔整體的 37.2%，估計 5 年內

將破 3 千億。 

 
資料來源：衛生署，健保財務為什麼短絀 

圖 7.7  65 歲以上保險對象人數及費用 

另為了提供給民眾更好的治療，全民健保持續增加新治療方式及新

藥品給付，高科技醫藥發展提升了治療的效果，相對付出昂貴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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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重大傷病的照顧及給付標準調整 

提供重病患者醫療照顧是全民健保重要價值，惟此亦是導致全民健

保支出快速成長原因之一，由於醫療技術進步，即便是重大傷病亦可繼

續存活多年，全民健保開辦初期重大傷病僅占人口 1.5%， 2017 年已有

96 萬張的重大傷病的病患，占投保人口之 4.02%，其中癌症領證數最高

約 43 萬張，占 44.8%、次之為慢性精神病 20 萬張，占 21.1%，全身自體

免疫症候群約 11 萬張居第 3，占 11.4%，慢性腎衰竭(尿毒症)亦達 8 萬張，

占 8.6%，總共全年花費健保 1,917 億點，占全國醫療費用 29%。 

為提供重症患者完整照顧，全民健保給付範圍持續擴大，如：提高

急重症診察費，多項器官移植等，不含藥費，因為調整支付標準而增加

支出累積已經超過 300 億元。2015 年《遠見雜誌》問卷調查顯示 58.7%

醫療人員認為全民健保不斷壓低給付是台灣醫療環境的大問題。 

(4)保險費收入減少 

全民健保保險費計算的基礎以採行受僱者的「經常性薪資」為主，

惟薪資成長的速度比不上國內生產毛額(GDP)或醫療費用的成長，根據行

政院主計處統計 2001～2016 年 GDP 平均成長率 3.49%，薪資平均成長率

-0.02%。另 2016 年起一般保險費費率由 4.91%調降為 4.69%，補充保險

費率由 2%連動調降為 1.91%。 

(5)醫療提供者的道德風險 

由於資訊不對稱，醫療提供者必須同時扮演病患代理人，因此醫療

提供者可能發生道德風險，因為醫療費用可轉嫁由保險支付，因而可能

提供病患不適當或不必要的手術、看診、檢驗或給藥等。 

2015 年《遠見雜誌》問卷調查，醫療人員認為：「私立醫院醫師會過

度診療」佔 55.9％、認為「公立醫院醫師會過度診療」佔 43.5%，「你的

醫診過程中，多常採取防禦性醫療措施」13.3％選「總是」、38.8％選「經

常」，「為避免糾紛，醫師採取防禦性醫療措施」超過 50%，「你認為一般

醫療院所的檢查，例如 MRI、PET、CT、高階超音波等，有多少比率是

沒必要的」52.9％認為逾一成檢查項目是多餘，「你認為一般醫療院所的

醫療行為，例如打點滴、給抗生素、給胃藥，有多少比率是沒必要的」

38.9%醫師認為 20.8%醫療行為沒必要。另 67.1%醫療人員認為民眾不當

使用過多醫療資源是台灣醫療環境的最大問題。 

根據健保署資料，2016～2018 年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

特約管理辦法」不當申報健保費用的醫療機構，每年平均申報費用達 1.83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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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 

依據健保署公佈醫院 2017 年 150 家醫院財報，總計約 9 成的醫院有

結餘，整體結餘金額前 3 名為林口長庚 79.65 億元、高雄長庚 49.78 億元、

台大醫院 23.97 億元，非醫療本業結餘金額前 3 名為林口長庚 77.8 億元、

高雄長庚 46.42 億元、基隆長庚 22.83 億元。(表 7.6) 

然而 2015 年《遠見雜誌》問卷調查，66.7%醫療人員認為醫護人力

短缺是台灣醫療環境的大問題，人力不足問題最嚴重是護理師、42.8％醫

師超時工作，另調查有 42.4％的護理會因人力吃緊而出錯，其中 11.6％

的護理人員回答「總是」，30.8％回答「經常」，38.4％回答「偶爾」。 

非醫務利益係因提供醫療照顧而產生，並且醫療機構已享有免稅優

惠，若能建立非醫務結餘投入醫療本業、提高員工薪酬、回饋醫療公益

等，更得以讓醫院永續經營。 

表 7.6  2017 年整體收支結餘前 10 大醫院 

單位：新台幣億元 

序 

號 
醫院名稱 

整體結

餘金額 

醫務結餘

金額 

非醫務結餘

金額 

1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79.65 1.85 77.80 

2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49.78 3.36 46.42 

3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23.97 15.23 8.75 

4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23.93 21.42 2.51 

5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21.48 3.98 17.50 

6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18.96 -3.87 22.83 

7 臺北榮民總醫院 14.86 2.22 12.64 

8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7.84 6.25 1.59 

9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6.93 8.10 -1.17 

10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6.27 3.44 2.70 

資料來源：中央健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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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7  醫療保健服務統計 

項目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銷售額(億元) 49.27 106.07 258.1 268.34 292.16 

受雇人員 327,038 336,445 345,284 356,554 368,226 

平均薪資(元) 61,298 64,100 65,236 65,681 67,014 

醫院家數 497 494 490 483 480 

診所家數 21,544 21,683 21,894 22,129 22,235 

醫療院所 22,041 22,177 22,384 22,612 22,723 

註：1.醫院家數包括公立醫院與非公立醫院；診所家數包含公立診所與非公立診所 

2.醫療院所包括西醫醫院、西醫診所、牙醫診所、中醫醫院、中醫診所 

資料來源：財政統計資料庫、薪資及生產力統計、衛生福利部統計資料、本報告整理 

2.商業健康保險主要問題 

基於商業健康保險商品的特性，所誘發的道德風險及逆選擇行為較其

他人身保險為高。本節謹就健康保險的異常理賠行為、保險爭議及商品定

價面向說明。 

(1)異常理賠行為 

由於醫療費用高漲及通貨膨脹，行銷訴求經常以建議個人投保多張

醫療保險以為因應，惟醫療保險的理賠給付多依「住院天數」來決定，

於保險事故發生時，因事故所收到的理賠金額，很可能大於實際發生的

醫療費用，另因住越久理賠給付越多，更易誘發異常理賠訴求的道德風

險。 

根據美國國家醫療保健反詐欺協會 (The National Health Care 

Anti-Fraud Association)的統計，每年醫療保險詐欺案件損失約佔總體醫療

總體支出的 3%，然而僅約 10%詐欺案件被發現，這已造成保險業損失，

更陷入保險費率持續調漲惡性循環。有關「人身型保險詐欺犯罪特性及

其歷程」研究，分析 2001 年至 2011 年間「人身保險詐欺犯罪」於法院

一審有罪之判決案件，保險詐欺案件中，親戚朋友為共犯的犯罪件數最

多，亦多有黃牛及醫師(院)介入，較高比例是以製造假意外之事故住院。

偽造證明書類型之偽造醫院診斷證明書最高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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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詐欺犯罪共犯人員 

共犯結構 百分比 

親戚朋友 39.7 

本人 23.1 

黃牛及醫師(院) 14.1 

犯罪集團 10.3 

業務員 10.3 

不知情 2.6 
 

保險詐欺犯罪－偽造證明書類型 

偽造證明書類型 百分比 

診斷證明書 53.3 

死亡證明書 10.0 

車禍事故證明書 20.0 

收據證明書 10.0 

其他證明書 6.7 
 

保險詐欺犯罪－住院事故類型 

事故類型 百分比 

疾病住院 15.4 

意外事故住院 84.6 

資料來源：「人身型保險詐欺犯罪特性及其歷程之研究」陳明興(2011) 

(2)保險爭議 

根據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資料統計，2012~2018 年受理申訴件數 29,668、

評議件數 14,194，保險類爭議案件佔 87.5%，2017 年度主要爭議類型之

壽險業理賠類依序為「理賠金額認定」、「手術認定」、「違反告知義務」、

「殘廢等級認定」、「承保範圍」、「投保時已患疾病或在妊娠中」、「必要

性醫療」、「事故發生原因認定」，壽險業非理賠類為「業務招攬爭議」、「停

效復效爭議」、「契約變更」、「解約爭議」、「保單借款」、「要保人/被保險

人非親簽」、「年金/滿期金給付」、「未遵循服務規範」。 

壽險業理賠類 

 

壽險業非理賠類 

 

資料來源：評議中心 2017 年報 

圖 7.8  2017 年度壽險業主要爭議類型 

6.53% 

7.09% 

7.65% 

7.81% 

8.37% 

8.98% 

9.49% 

11.44% 

事故發生原因認定 

必要性醫療 

投保時已患疾病… 

承保範圍 

殘廢等級認定 

違反告知義務 

手術認定 

理賠金額認定 

4.01% 

4.01% 

4.45% 

5.54% 

5.82% 

6.20% 

9.44% 

29.58% 

未遵循服務規範 

年金/滿期金給付 

要保人/被保險人… 

保單借款 

解約爭議 

契約變更 

停效復效爭議 

業務招攬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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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品定價 

保險商品主要依據大數法則與收支平衡原則，計算承保事故面臨的

風險來設計保單，因此發生率經驗資料的準確性會影響計價基礎；費率

過高，可能缺乏購買吸引力，費率偏低，則保險人將承擔巨額虧損風險。 

依民眾需求，未來醫療科技輔助早期診療後，會需要就醫現金補貼

或實物給付的規劃，保險業為因應保險需求亟需可靠的疾病發生率，許

多創新型態的商品只能透過再保公司引用國外經驗，若事故發生率多採

用國外統計資料，未必能夠充分揭露國人的醫療費用資訊，其所估算的

保費適足性值得懷疑。(李立文，2017) 

二、強化全民健康保險與商業健康保險之合作運作機制 

(一) 全民健保實施對商業健康保險影響 

1.對給付項目影響 

全民健保實施後，商業保險就跟隨就醫流程及需求，從急診、病房、

重大手術等項目，發展到健保未給付的相關項目，例如救護車、燒燙傷、

回診、療養等。終身醫療保險之給付項目演變整理如下。 

 

 

  

意外、疾病
發生 

救護車運送: 

緊急醫療運送
保險金 

急診: 

急診保險金 

住院、加護病房、燒燙傷病
房:住院醫療保險金及加護病

房、燒燙傷病房保險金 

手術: 

手術醫療保險
金 

長期住院:長期
住院生活補助

保險金 

出院療養:出院
療養保險金 

出院回診:住院
回診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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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癌症保險的商品架構亦改變，隨著癌症逐漸年輕化的趨勢，國人對於

防癌、抗癌日益重視，然而許多新型治療及藥物並不在傳統癌症險理賠項

目，致加重保戶負擔。保險公司也因應此趨勢而發展ㄧ次給付型癌症險，

讓保戶確定罹癌時即可領到一筆保險金作為後續治療使用，降低經濟負

擔。 

推出重大傷病保險，自 1995 年全民健保開辦「重大傷病卡」發卡的張

數約為 21.7 萬張，2017 年底發卡張數已達 96 萬張。重大傷病保險特色為

依照健保條件理賠，以「領取重大傷病卡」作為理賠標準。 

2.對市場規模影響 

自全民健保實施後，整體商業健康保險市場規模逐年成長，2000 年商

業健康保險總保費約 820 億元，2017 年商業健康保險總保費已達新台幣

3,532億元，其中2000～2010年急速成長平均年成長率約16.8%，2011～2017

年成長趨緩平均年成長率為 5.8%。保費給付方面，2000 年健康保險給付約

230 億元，2017 年健康保險保費給付已達新台幣 1,220 億元。 

  

給付項目 全民健保實施前 全民健保實施後 

1.緊急醫療運送  ● 

2.急診 ● ● 

3.住院/加護病房 ● ● 

4.燒燙傷病房  ● 

5.手術 ●(僅重大手術) ● 

6.長期住院  ● 

7.出院療養 ● ● 

8.住院回診  ● 

9.身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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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兆元 

 
資料來源：壽險公會、保發中心、本報告整理 

圖 7.9 商業健康保險歷年保費及理賠趨勢圖 

3.對實支實付型商業健康保險影響 

全民健保為求發展永續經營，維持財務平衡，設立許多因應政策(如自

費特材規範之建立)，預估提供基本醫療保障為未來全民健保給付的趨勢，

且民眾未來醫療自費的項目將再增加，所以是否能提升個人未來醫療品質，

商業實支實付型醫療險是關鍵的醫療規劃。全民健保給付的限縮，自費行

為便會反映在商業保險， 

根據理賠經驗，自二代健保正式實施起，商業實支實付型醫療險理賠

金額逐年成長，保戶自費醫療需求持續增加，理賠率也明顯有惡化的趨勢。

另 DRGs 對同一病症採相同給付標準的導入，讓醫院有誘因減少住院天數

並減少不必要的用藥，但從被保險人對於醫療品質的需求，想自費改用較

高品質的醫材或新藥，反而使得實支實付型醫療險蓬勃發展，理賠率也增

加。 

儘管商業實支實付型健康保險可能衍生醫療費用支出，但在被保險人

顧慮健保未來給付逐漸限縮的風險，商業健康保險則提供相輔相乘的功

能。 

4.對商業健康保險示範條款影響 

(1)示範條款設計商品緣由 

保險商品與一般商品之差異，在於保險為非可觸及、非可見到實體

化商品，保障內容係依據契約條款約定。 

主管機關為使各保險公司銷售相同險種時，有統一規範，降低因條

款說明的分歧而導致無謂的糾紛，訂定保險單示範條款(林麗銖，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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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保險公司商品設計之依循參考。依示範條款設計商品之優缺點整理

如下： 

項目 主管機關 保險公司 

優點 依各類型商品訂定示範條款，供保

險公司商品設計之依循基準參考，

降低因條款說明的分歧而導致無謂

的糾紛，並有利於主管機關監管及

活絡保險市場發展 

商品條款具明確規格化內容參

考撰寫，可提升商品設計效率，

亦能避免同業商品規範差異衍

生之相關爭議，降低客訴爭議 

缺點 示範條款僅提供方向性的規範，細

節仍可能因不同的商品架構而需因

應調整，於主管機關整體管理上仍

存在不確定性 

示範條款提供保險公司商品條

款約定規範，同時也可能影響保

險公司侷限於條款規範框架中

開發商品，恐致使創新商品發展

受限，影響整體保險市場發展 

(2)示範條款實施 

有關國內商業健康保險示範條款頒佈，依實施日期彙整如下： 

示範條款名稱 實施日期 

住院醫療費用保險單示範條款（實支實付型） 1997.9.19 

住院醫療費用保險單示範條款（日額型） 2007.11.1 

長期照顧保險單示範條款 2015.3.26 

(3)示範條款修正 

有關國內健康保險示範條款修正原因說明，以全民健保及二代健保

之實施，依修改時間整理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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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文號 說明 

全民健保實施 

新增醫療費用未

經全民健保給付

者之處理方式 

2006.10.30 金管保二字

第 09502525050 號函 

･ 修正住院醫療費用保險單示範條

款 

･ 明訂標準、降低理賠糾紛，新增

醫療費用未經全民健康保險給付

者之處理方式 

刪除指定醫師費 2012.5.7 金管保品字第

10102059590 號函 

為降低民眾「名醫」偏好、提高醫

療資源分配效率，刪除「指定醫師

費」以減少商業保險給付影響民眾

就醫習慣之影響 

二代健保實施 

增修被保險人契

約有效期間屆滿

後出院，又於 14

日內再次住院之

理賠處理原則 

2013.1.10 金管保壽字

第 10102103040 號函 

･ 修訂日額及實支型住院醫療費用

保險單示範條款 

･ 為明訂理賠處理原則，增修被保

險人契約有效期間屆滿後出院，

又於 14 日內再次住院之理賠處理

原則 

增修有無日間留

院、保證續保規範

選擇 

2014.1.22 金管保壽字

第 10202131810 號函 

依實際住院處理，增修有無日間留

院、保證續保規範選擇，以明確商

品規範 

配合保險法修訂

調整文字 

2015.6.24 金管保壽字

第 10402049830 號函 

依保險法修訂調整文字 

配合理賠實務增

列申請相關規範 

2019.4.9 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 

依理賠實務所需增列申請相關規範 

(4)疾病定義沿革 

a.重大疾病 

壽險公會自 1990 年起研擬自律性規範，以作為壽險公司設計重大疾

病保險之遵循依據，並縮短壽險公司開發新重大疾病險時程。為提升不

同病況與病患間之公平性，主管機關將重大疾病依程度分類，修訂甲(僅

重度)、乙型(包含輕重度)於 2015.7.23 金管保壽字第 10402546500 號函文

實施。 

b. 癌症、特定傷病 

為使市場中同類型商品定義一致，減少不同解釋衍生困擾，主管機

關將疾病定義標準化，並於 2018.9.17 金管保壽字 10704937510 號函文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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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溢保單之探討 

所謂外溢保單的外溢效果，在於商品設計加入預防損失機制，使保險商

品除了滿足損害填補效果，亦能透過保費折扣及保障遞增誘因，達到降低賠

付保險金的機率。其分類如下： 

1. 以步行次數計算：被保人完成保險公司規定每日步行次數，可以達到

保險次年度的保費折扣。 

2. 體檢結果衡量保費折扣：保險公司規定保險第二年度，被保人必須至

指定醫療院所，進行健康檢查，健康檢查的體況結果，作為保險費折

扣幅度的依據。 

3. 保險公司提供免費的健康檢查（適用弱體保單）：依照各家保險公司商

品內容，被保人於投保第 2 年以後，每年進行健康檢查，依據健檢結

果，提供保單之優惠。 

表 7.8  外溢保單之走路健促型比較 

回饋類型 保費折扣 保障增額 

公司 富 台 中 國 

商品名稱 定期健康保險 重大疾病終身保險 健康定期保險 重大傷病終身保險 

繳費期間 

/保險期間 
20 年期/20 年期 

20 年期(限年繳)/ 

終身(111 歲) 
10 年期/86 歲 10、20 年期/99 歲 

投保年齡 

/續保年齡 
20-55 歲 20-55 歲 21-55 歲 

20 足歲~繳費期滿

不超過 70 歲 

保額限制 50~500 萬 100~1,000 萬 10~500 萬 
20-50 歲 60~300 萬 

51-60 歲 50~300 萬 

保

障

內

容 

重大疾病 

1 倍保額 

Max(1 倍保額、所

繳保費×1.06 倍)+

未到期 

- 投保保額 60% 

身故/全殘 
所繳保費 1.2 倍(無

全殘) 

保險金額-已領重

大傷病保險金 

特定重大 

疾病 
- 1 倍保額 

取其大(1 倍保額、

所繳保費 1.2 倍) 
- 

輕度特定傷病

(一次給付) 
- - 保額 10% - 

祝壽金 - 
Max(1 倍保額、所

繳保費×1.06 倍) 
所繳保費 1.2 倍 

保額-已領重大傷

病保險金 

繳費期間健康管

理回饋保險金 

每年最高退還

保費 10%
 

每年最高退還保費

4% 

每年最高退還保費

5%
 

步數達標額外保險

金：保額 5%~10% 

退還保價 - 

給付重大疾病保險
金，退還壽險保價 

給付身故/全殘，退
還健康險保價 

- -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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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9  外溢保單之健檢型比較 

公司 國 台 南 新 

商品名稱 
重大疾病定期健

康保險(甲型) 

特定傷病 

定期健康保險 

定期 

健康保險 

重大疾病定期健康

保險(甲型) 

繳費期間/ 

保險期間 

10 年期/10 年期 

(保證續保，最高

續保年齡為 70

歲) 

10 年期/10 年期 

(保證續保，最高續

保年齡為 70 歲) 

10 年期/10 年期 

(保證續保，最高續

保年齡為 70 歲) 

10 年期/10 年期 

(保證續保，最高續

保年齡為 70 歲) 

投保年齡/ 

續保年齡 

20-60 歲 

/30-70 歲 

20-60 歲 

/30-70 歲 
20-70 歲 

20-60 歲 

/30-70 歲 

保額限制 50~200 萬 50~500 萬 
20-25 歲 100~200 萬 

26-70 歲 50~200 萬 
50~200 萬 

保

障

內

容 

重大疾病 

(七項) 
1 倍保額+未到期 

特傷保險金(10 項

特傷)：1 倍保額 

(冠狀動脈繞道手

術/急性心肌梗塞/

腦中風再加 1 倍保

額) 

保額*健康促進係

數 

1 倍保額(冠狀動脈

繞道手術 /急性心

肌梗塞 /腦中風再

加 1 倍保額) 

身故/全殘 - - 年繳保費 10 倍 - 

繳費期間健

康管理回饋

保險金 

最高退還保費

20%(體檢減費) 

最高退還保費約

20%(體檢減費) 

健檢達標：保額

15%~20% 

最高退還保費約

23%(體檢減費) 

健康促進獎

勵金(初次投

保適用) 

第一、二保單年

度減費差額 

第一保單年度減費

差額 
- 

第一、二保單年度

減費差額 

豁免保費 - - 重大疾病(七項) -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三)區塊鏈在壽險業的運用 

壽險業於區塊鏈之運用可以分為幾個層面。首先，壽險公會偕同保險犯

罪防治中心及壽險公司，共同發展「保險區塊鏈聯盟科技運用共享平台」，並

於 2019 年 4 月 29 日正式啟用。該新平台整合各家壽險業者的保單資訊，打

造保單存摺帳戶，使保戶在此平台檢視其於不同保險公司之保單內容。串接

保險犯罪防治中心系統，係為進行犯罪預防，以及詐保事件發生後的稽查追

蹤。 

另由壽險公會推動「保險區塊鏈聯盟科技運用共享平台」，目前已進入第

二階段，刻正研議串接各家醫院可能性，期望可以便利保戶，免去向醫院申

請資料後，再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作業。又根據醫療資訊專家意見，核心議

題為結構化醫療資訊，採國際疾病及死因分類第 10 版（ICD-10）作為醫院及

壽險公司之間橋樑，方可兩邊串接起來，達到智能理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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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微型保險 

為使弱勢民眾得以低保費獲得健康基本保障，避免因被保險人發生保險

事故使家中經濟陷入困境，並鼓勵保險業者善盡社會責任，金管會於 2009 年

7 月開始推動並鼓勵保險業辦理微型保險(含一年期的傳統型定期壽險、傷害

保險及實支實付型傷害醫療保險)，並明定有特定身分包括原住民、家扶低收

入、社福團體、身心障礙者、農漁民、年薪 35 萬以下單身族及夫妻合計年所

得未達 70 萬者，得以投保。微型保險開辦迄 2019 年已有 10 年，根據財團法

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統計 2019 年 3 月累計投保人數約 64.9 萬、佔總人口數

2.75%，如表 7.10；其中投保身分別以身心障礙者超過 7 萬人、接受社會福利

服務者團體 8.7 萬人、特殊境遇或中低收入戶超過 17 萬人(約占 27%微型保單)、

原住民將近 25 萬人(約占 39%微型保單)投保，獲得基礎保障。尤其對於經濟

弱勢(低收入、中低收入戶人數約合計 62.8 萬人，衛生福利部 2019 年 9 月統

計)人口的健康權也有相當的助益，商業保險發揮照顧弱勢力量不容小覷。 

 

表 7.10  2019 年 3 月微型保險累計被保險人按性別、投保年齡統計 

投保年齡 
人數 

男性 女性 

0~9 860          689  

10~19 2,721       2,332  

20~29 79,505  85,740  

30~39 40,535  47,991  

40~49 60,141  76,420  

50~59 58,334  59,561  

60~69 52,535  49,175  

70~79 15,389  14,427  

80~89 1,423  1,199  

90(含)以上 12  18  

小計 311,455  337,552  

合計 649,007 

資料來源：保發中心，2019 年 3 月。 

三、全民健康保險與商業健康保險之合作藍圖與挑戰 

(一)健康保險的搭配型態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於 2004 年提出，商業健康保險係透過補充

型、互補型及替代型 3 種型態與法定健康保險相結合模式，彙整世界各國商

業健康保險與公立保險相配搭如下表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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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1  各國健康保險佔率一覽表 

國家 
醫療支付 

商業健康保險 公立保險 

商業

健康

保險 

美國 健康保險覆蓋 64% 
覆蓋 34%國民；16%高齡保險、17%

窮人醫療補助、15%軍職 

社會

醫療

保險 

德國 

11%選擇不加入社會醫療保險改保

商業健康保險；23%加保商業健康

保險以為社會保險補充 

社會醫療保險覆蓋 89%國民 

法國 90%加保商業健康保險以為補充 

社會醫療保險全覆蓋 
日本 

70%加保商業健康保險補充社會保

險之自負部分 

中國 商業健康保險覆蓋 9% 社會醫療保險覆蓋 97.5%國民 

國家

醫療

保險 

英國 11%加保商業健康保險 

全民免費醫療 
加拿大 

67%加保商業健康保險，補充國家

醫療保險未給付部分 

資料來源：中國清華大學全球產業研究院，作者整理 

目前健康保險理賠常有侷限，例如：理賠方式大多為住院定額。隨著醫

療方式改變，部分疾病的治療能於門診手術或領藥回家口服即可，但理賠仍

以給付住院期間的醫療費用為主要方式，若要申請理賠就必須住院，造成醫

療資源效用降低，影響真正需要病床的重症病人。另理賠項目亦常與健保給

付範圍重疊，如定額的住院、手術費用保險金。 

將商業健康保險明確定位在補位全民健康保險未給付的項目，期待商業

健康保險與全民健保制度共同攜手，建構國人週延的健康照顧體系，未來全

民健康保險與商業健康保險之合作藍圖可以是下圖 7.10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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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0  全民健保與商業健康保險合作藍圖 

(二) 全民健保與商業保險合作的挑戰  

1.建立健保資料庫公益研究，以開發高齡社會及特定族群保險商品 

健保財務虧損持續擴大主要原因包括人口老化、高科技醫藥的發展及

對重大傷病的照顧。從民眾需求角度，未來醫療科技輔助早期診療後，會

需要就醫現金補貼或實物給付的規劃，保險業為因應民眾保險規劃需求亟

需可靠的疾病發生率，有關人口老化之照護，目前各國政府所提供之長期

照顧，多以基本保障及服務為原則，若要維持尊嚴與自主之目的，則得靠

商業長期照顧保險的補充。惟目前台灣尚未建立商業長期照顧保險疾病發

生率之統計資料庫，在釐訂商業長期照顧保險費率，所採用之罹病率多透

過國際再保險公司取得國外經驗統計資料，然而國外經驗統計資料與國內

的失能或失智患者人口可能存有結構上差異，台灣壽險業無法精確計算理

賠成本與準備金提存數額(李立文，2016)。以長期照顧保險為例，亟需國人

健保資料庫的研究做為開發相關金融服務商品的精算基礎。 

關於重大傷病的照顧費用，根據衛福部統計，2017 年已有 96 萬張的重

大傷病的病患，占投保人口之 4.02%，占全國醫療費用 29%。保險公司於

2014 年推出重大傷病保險，依健保重大傷病證明進行理賠，2017 年底已銷

售 12 萬張，惟商品特性誘發逆選擇已讓保險理賠嚴重，例如：2017 年癌症

領證數占病患 44.8%，而重大傷病保險癌症理賠件數佔 73%。(尹慧敏，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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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理賠失控重要原因之一，保險公司無法查證被保險人是否確實癌症首

次發卡，另一原因則是被保險人迫使醫師核發重大傷病卡。 

透過健保資料庫針對關鍵族群開發保單—初老族群及原健康保險不承

保弱體族群之保單，初老族群係指 65 歲至 74 歲長者，這群族特徵是部分

尚未退休，是高齡學習的主要參與者，普遍身體狀況良好，關心自己健康。

針對該族群開發三高及重大傷病保單與糖尿病及失智保單。另開發原健康

保險不承保弱體族群保單，如：身心障礙族群。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2019

年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人數約 118 萬，依現行核保條件，絕大部份身心障礙

列為不承保族群，倘若透過健保資料庫資料，開發輕度針對輕身心障礙族

群健康險，確實有其可行性。 

2.雙方積極合作多元健康促進方案，輔助或串連相關產業創新健康服務 

健康促進不僅可以降低醫療成本及國家經濟負擔，並可增進個人及社

會健康，提升生活及工作之品質。國民健康署多年持續於衛生所及學校、

職場、社區場域辦理健康促進活動，近期健康保險商品亦導入此觀念，開

發外溢保單，並期望透過保費折扣誘因促進保戶健康，以降低理賠金額。 

國民健康署於健康促進議題面對的問題與挑戰常是民眾對許多公共衛

生的議題是無需求、負需求或受公共衛生人員行銷社會改變的能力限制等

原因(國民健康署健康促進工作手冊，2018)。商業健康保險面臨的問題與挑

戰在於目前外溢保單所採取計步方式指標及健康檢查項目係壽險公司自行

規劃，並未與公衛教育相連結。 

若兩者能共同合作，如健保署推出多年的「健康存摺」系統，若能與

外溢保單概念相結合，協助被保險對象獲得預防保健資訊、健康風險評估

及個人健康行為養成等差異化服務，又「六分鐘護一生」，若能與女性癌症

或重大疾病險相結合，公共衛生教育結合商業健康保險，透過商業行銷人

員推展，不僅達成疾病預防衛生教育，落實全人健康及降低全民事故發生

或支出理賠的目標，同時增進及活絡我國保險及健康產業的發展。 

四、小結 

商業健康保險制度因具提升醫療照護品質功能且受惠於全民健保公衛教育

落實 2018 年保費 3,659 億(預測 2028 年 5,088 億)、投保率 304.6%(預測 2028 年

437.1%)，並自 2009 年起關注照顧弱勢，2019 年 3 月微型保險投保人口已達 64.9

萬，對於經濟弱勢者的健康權也有相關的助益，商業健康保險發揮照顧弱勢力

量不容小覷。 

全民健保實施後，整體商業健康保險市場規模逐年成長，2000 年商業健康

保險總保費約 820 億元，2017 年商業健康保險總保費已達新台幣 3,532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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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2000~2010 年急速成長，平均年成長率約 16.8%，2011~2017 年成長趨緩，

平均年成長率為 5.8%。保費給付方面，2000 年商業健康保險給付約 230 億元，

2017 年商業健康保險保費給付已達新台幣 1,220 億元。 

又因著全民健保實施，部份商業健康保險之商品架構隨之改變，如：癌症

保險之ㄧ次給付型癌症險，提供保戶確定罹癌時即可領到一筆保險金作為後續

治療使用，降低經濟負擔。另重大傷病卡保險推出，1995 年全民健保開辦「重

大傷病卡」發卡的張數約為 21.7 萬張，2017 年底發卡張數已達 96 萬張。重大

傷病保險特色為依照健保條件理賠，以「領取重大傷病卡」作為理賠標準。 

為了使全民健保能永續經營，同時也能兼顧商業保險的健全發展，以下兩

點的配套措施至關重要。首先，適度開放健保資料庫，誘導商業保險往互補的

方向進行。如此，一方面改善全民健保的財務壓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優化商業

保險的產品結構。其次，結合公私部門的健康促進方案，大家共同努力以降低

醫療費用支出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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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隨著高齡社會人口結構老化、醫療科技進步，衍生對醫療照護與保健資源

的高度需求，除慢性疾病、癌症與重大傷病及健保醫藥費用持續攀升外；更因

為少子化，工作人口不增反減，致使健保收入面逐漸減少，全民健保保費收入

成長無法追趕上龐大的支出，在收支無法平衡的現實下，將對健康照護財務產

生嚴重的衝擊。我國全民健保財務收支入不敷出情形(醫療支出自然成長4~5%，

收入挹注卻只有 2%)，在近年呈現短絀(2017 年 98 億元、2018 年 250 億元，迄

2019 年底將達 400 億)，安全準備金折合保險給付，預估在 2020 年底會低於 1.5

個月，2021 年安全準備金全數用完，故 2020 年底達到需檢討費率的條件，屆

時費率的調整將是一項重要的挑戰。 

我國醫療照護的特色，主要為所提供的醫療服務未具備國外守門員體制，

加上全民健保對被保險人就醫選權未加限制，容易導致民眾有道德危害(moral 

hazard)情形，易對無效醫療服務需求過度。而健康照護體系面臨的最大問題為

全民健保財務隱憂，因此，本報告在健康照護財務永續主軸下，研討目前全民

健保財務收支情形及所面臨問題，再以控制健保支出為目的，探討在現有醫療

資源下，如何調整醫療服務模式與配置醫療服務資源，並藉由「健保給付及支

付制度的改變」、「建立全民健康促進機制」、「運用科技提升健康照護體系

效能」及「與商業保險的合作及互補」等，促使民眾就醫行為合理化，以減少

醫療及照護支出。期望透過研究提出建言與解決策略供政府施政參考，讓我國

健康照護體系的發展更為穩健，健保財務能永續經營，提供全體國民適足的健

康保障。 

一、結論 

在我國全民健康財務現況之檢討分析中發現，保費收入難以提升；而支出

面卻持續成長。人口結構老化是影響收入之一個問題，預估 2020 年老年人口

比例為 16%、2030 年為 19.9%，屆時每 5 個人中有 1 位老人，且根據國發會的

扶養比推估，我國 2015 年每 5.9 位青壯年負擔 1 位老人，推估 2020 年將是每

4.4 位青壯年負擔 1 位老人、2030 年每 2.7 位青壯年負擔 1 位老人，面對高齡社

會與少子化的衝擊，收入勢將不升反降；另一項影響收入之關鍵因素為國人經

常性薪資年成長率(平均 1.45%)成長緩慢，無法追上健保支出年成長率(平均 4%)。

而健保支出面持續成長，無法降低的原因，除老年人的醫療支出一般高於年輕

人外；還有高科技醫療器材與新藥品持續增加的成本；癌症、慢性疾病與重大

傷病者逐年增加(前 20 名疾病的醫療費用，占整體疾病費用的 51%)；及醫療資

源的浪費，例如無效醫療、防禦性醫療衍生出非必要高科技醫療檢查及治療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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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病人在醫療院所與照護體系間轉銜機制不夠成熟、高診次就醫等。 

其實健保制度不僅是提供醫療服務，也應賦予國民健康識能及強調預防(改

善生活環境與健康習慣)勝於治療，而這二項將是控制醫療照護支出的重要關鍵。

透過資通訊科技可協助醫病資訊透明、增進個人自我健康責任與降低不必要的

醫療浪費。保險財務制度是影響醫療或就醫行為的重要因素，現階段不論是論

量計酬或是總額給付制，皆尚未見有效減緩整體醫療支出，醫療服務量的增加

並不等同服務品質或民眾健康的改善。本章提出健保在財務面開源節流的可行

方向，從既有的措施為基礎擴充可行的方案包括：(1)加強推動安寧照護，倡導

「預立醫療決定」，減少無效醫療；(2)透過資訊科技應用，建構健康照護體系；

(3)積極推動健康促進，預防勝於治療；(4)商業保險與全民健保的搭配等，分別

於第三~七章研析論述。 

第三章針對當前醫療支出與服務資源配置，就健保支出合理成長的供給面

及需求面進行相關探討。人口高齡化與疾病轉型的交互作用下，導致台灣成為

疾病擴張的國家，醫療費用及醫療需求因「疾病擴張」而增加，醫療資源配置

需隨著疾病及人口結構變化而改變。同時全民健保總支出占全國醫療總費用達

53.69%（2017 年），可見全民健保對我國醫療服務資源配置的影響甚鉅。在供

給面(醫療服務提供端)，本章檢視全民健保醫療照護模式，除一般門診及住院

服務，健保署在提升醫療服務可近性及醫療品質的使命上，持續推動各項試辦

計畫，近期的計畫諸如提升醫療資源使用效率、積極推動分級醫療、持續增加

新醫療科技的預算協定，並設有新藥/新科技納入給付的審查。此外，在醫療資

源管控方面，除事前審查特定之醫療服務項目，其餘醫療項目在健保署受理醫

療院所申報費用後，會進行前端審核、程序審查、各式抽審與委託醫療服務專

業審查等，同時，亦針對高使用率、高費用的項目(如長期使用呼吸器)實施相

關管控措施。 

在需求面(民眾端)，由於我國全民健保對於被保險人就醫選擇權未加限制，

容易導致民眾有道德危害(moral hazard)的情形，若要限制民眾就醫自由權，可

考慮以降低保費來激勵民眾，另民眾在有保險給付(面對實質價格下降)的情況

下，易對無效醫療服務需求過度，而無效醫療衍生的醫療資源浪費，會是高齡

社會一項可觀的財務支出，因此突顯推動倡導安寧照護與病人自主權利法的重

要性。同時環觀國際在生命末期照護的經驗，倡導民眾預立醫療決定是關鍵的

第一步，而醫師專業的諮商宣導，是重要的決定因素。 

第四章探討健康促進對健康照護體系的重要性，藉由健康促進的介入實證，

將預防的機制導入健康照護體系，減輕高齡化對健康體系的財務衝擊。已有研

究證實健康促進計畫對醫療保健費用支出有顯著影響，例如本章研究由國外文

獻計算出健康促進計畫成本與節省醫療費用之效益平均值為 3.48，亦即每花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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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元於健康促進活動，就可以節省 3.48 美元的醫療費用。未來應由健康促進

的角度出發，透過遠距醫療、AI 數據分析、電子健康紀錄、健康存摺等 IoT 數

位科技應用，將資通訊科技融入預防醫學的元素，積極推動慢性病控制、失能

預防、健康老化等目標於國人日常生活中，平常可以透過運動、飲食處方等作

為改變行為的策略，降低慢性病或失能等醫療費用支出較高的疾病發生率，輔

以如結合商業健康保險的健康數據機制，抵減保費，提供民眾做好自身健康管

理的經濟誘因，以減輕健保費用支出的負擔。 

全球以樂活養生休閒為目標的健康促進產業市場快速成長中，各式各樣產

品層出不窮，尤其國內戰後嬰兒潮這代的老年人需求逐漸由單一的傳統生理需

求及安全需求，轉而複合型式之社會尊重及自我實現等需求，消費者參與共創

價值的趨勢會越來越明顯。未來以消費者需求思考整體服務體系，都需要重新

清楚定位與深入瞭解。 

將健康促進融入生活、結合相關新興科技來做好自我健康管理、提升民眾

健康識能、延緩殘障與失能的提早發生以增加健康人年，及建立健康生活的支

持性環境，將可提升國民的生活品質與整體健康狀態。面對高齡化趨勢，透過

健康促進活動增強老年人健康，可避免過早離開住家住進養護機構，並帶領老

年人邁向「在地老化」、「成功老化」與「生產老化」。 

第五章著重於資通訊科技應用於健康照護體系的現況、效益及趨勢，包括

健康促進、疾病預防到提升醫療品質與預防失能，以及如何協助公衛、醫療體

系，以精凖健康來提升照護的品質。本章提供許多國內外相關資通訊科技的發

展與在健康照護的應用，包括建立電子健康病歷，透過其完成醫療與護理計畫

來改善照護與醫療品質，結合健康記錄系統中的多種類型的臨床數據，幫助臨

床醫生識別和分析不同類型患者，並使用數據分析結果作為決策支援，來防止

患者再入院或疾病復發；提供遠距醫療與遠距會診的相關服務，結合電腦、通

信與醫學的專業知識，使醫師可以遠距進行視訊會議及隔空會診，提供偏遠和

離島地區的民眾全面的醫療照顧；建置以病人為中心的「健康存摺」應用平台，

落實醫療知情權與健康自主權，降低醫病之間的資訊不平等，並促進民眾做好

自我健康管理等。 

應用物聯網(IoT)科技進行數據整合與交換，可提升醫療資訊的應用性；利

用資通訊(ICT)技術，整合感測技術，及健康輔助設備收集身體訊號，建立智慧

系統，監測分析並回饋一個人的健康體能，將可以提升健康促進效益；應用資

通訊科技導入長期照護生活來協助銀髮族的照護，監測高齡的生活狀態以及舒

適度，以隨時提供幫助與環境輔助。現階段國內健康照護體系應用資通訊科技

面臨一些問題，包括個人健康資料敏感性與隱私性、醫療院所病歷資料標準尚

不一致及健康資料加值應用應有更深度討論與研究等，面臨的挑戰為資料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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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保密原則。 

資訊科技應用於健康照護體系之最終目的，就是能夠建構一個醫、養、護

整合之智慧健康資訊數據架構，例如藉由健康數據區塊鏈平台蒐集、整合、分

享及交換健康數據，再進行資料分析、建立知識架構及預測模型與健康指標，

以創造出健康資料的應用價值。整合健康資料、知識架構、預測模型與健康指

標後，透過健康數據區塊鏈串聯醫療、安養與照護機構，尋求在達到健康資料

安全與保密條件下，資料能有效應用，增進個人健康管理與精準醫療，提高醫

養護效率、節省醫事成本、降低國家醫療負擔。 

第六章為醫療財務制度的探討，分析健康保險的各種支付制度，以新加坡

的醫療財務制度為例，研討我國全民健保財務如何永續經營的策略建議。綜觀

全球醫療照護財務制度－健康保險(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與健康照護服務

(National Health Service)為兩大主要財務來源，另有以民間商業保險或以自費為

主的體系，如美國及新加坡。本章研討新加坡的醫療財務體系 3Ms，其獨特於

世界主流之外，卻是最具效率，主要奠基於(a)保健儲蓄計畫 Medisave(強制儲蓄)、

(b)健保雙全計畫 MediShield(有極高的自負額及相當比率的共同保險)及(c)醫療

基金 Medifund(醫療救濟)。制度設計可用保健儲蓄計畫(a)之帳戶金額購買民間

大病保險(b)，並提供帳戶金額不足又無力負擔醫療費用的民眾，經過資產調查

後可獲得政府醫療基金(c)之救濟。新加坡政府在其制度內涵與財務改革中扮演

積極前瞻性角色，以及民眾對政府政策的高度配合等因素，使其制度難以被其

他國家複製。 

我國健保採行社會保險是最普遍的制度，即使社會保險所引發的道德危機

難以避免，但單一保險體制下的總額支付設計，使得我國醫療保健支出占國內

生產毛額的比率為 6.6%，在國際上一直維持於相對低的水準，僅高於新加坡的

4.6%。然而全民健保每年新增 300 多億元，每 3 年增加超過千億元的支出，已

是保險財務極大隱憂，未來如何在現有體制上強化，以因應未來人口老化快速、

少子化嚴重、經濟成長趨緩的財務收支失衡，已是全民須面對的艱難挑戰與改

變的契機。鑒於高齡社會慢性病日漸盛行，特別是糖尿病常因民眾疏於自我照

護管理而引發諸多後續併發症，如腎衰竭、截肢、失明等所需更龐大醫療支出，

將現有論量計酬的支付制度，部分轉型為論質計酬及論人計酬，以提升醫療品

質及給付效率，應是健保未來可以努力的目標和方向。 

第七章為全民健康保險與商業保險的合作機制，在未來民眾對於精凖醫療

的期待，以及醫療科技進步及高齡化對醫療需求的增加，如何將商業保險的資

金引入健康照護體系，與全民健保共同築起對國人健康保護的安全網，是健康

照護體系財務永續的前瞻思惟，但亦會面臨如何落實的嚴峻挑戰。全民健保實

施，刺激整體商業健康保險市場規模與風險保障逐年成長，以 2018 年商業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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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為例，收入達新台幣 3,659 億、投保率 304.6％，2000~2010 年平均成長率為

16.8%，2011~2017 年平均成長率 5.8%；而保費給付方面，2000 年商業健康保

險給付約 230 億元，2017 年給付已達 1,220 億元。同時健保支付制度改變商業

健康保險商品架構，發展一次給付型的癌症險、重大傷病保險、以領取健保重

大傷病卡為理賠標準等，並提供健保未給付的項目(例如救護車、燒燙傷、回診

等內容)，以補充個人所需醫療財務風險。 

為因應高齡社會健康照護財務永續、保障國人疾病或醫療支出的風險，商

業保險與健保合作健保資料庫之公益研究，一方面能掌握國人疾病發生率等資

料以精算合適的商保財務，另方面對於個資利用也能循回饋機制促進國民健康；

現階段已有推動商業外溢保單結合政府健康促進方案，未來若要開發更多元健

康促進商品的保單，需要更細緻的健康資料分析。透過商業健康保險的配搭，

可協助健保讓醫療成本與醫療品質間達到較佳的平衡，提供民眾在商業健康保

險的輔助下，有能力支付選擇所需較為昂貴的醫療方案，而健保只需支應基礎/

必要醫療項目，則可達到健保支出減少的目的。惟全民健保與商業健康保險如

何銜接，尚有待產官學各界凝聚共識。 

二、建議 

面對高齡、少子化現象衍生健保支出年年增長，健保改革不論是收入或支

出面，宜落實資訊透明與擴大參與，讓民眾充分瞭解健保資源有限與財務面臨

壓力的窘境，以及為維持永續的健康照護體系，政府需要採取調漲保費費率、

提高部分負擔、減少不必要的給付項目等開源節流的策略；更重要的是，賦予

國人應有健康識能與節省醫療浪費的責任，同時協助有醫療照護需求的民眾善

用科技(或其他非醫療院所資源)做自我健康管理、接受第一線醫療諮詢建議，

或是購買符合需求的保險商品，增加經濟保障。綜整本專題報告提出建議如下： 

(一)調整健康保險支付及服務模式，提高健康照護的成本效益 

1.善用論人計酬及論質計酬支付制度 

以論人計酬及論質計酬等支付制度來鼓勵醫療體系多提供預防保健服

務，使疾病得以早期診斷與早期處置。以糖尿病為例，近年健保醫療支出

中，洗腎費用持續快速成長(目前年支出已超過 5 百億元)，每年新增超過 1

萬名的透析(洗腎)病人中，約有一半是糖尿病病人，如能做好糖尿病的預防

照護及良好衛教，賦能民眾做好自我照護管理，不致引發諸多後續併發症，

許多未來的醫療費用支出當可不致發生。此外，政策需改變思維與做法，

例如檢討現行醫療費用支出是否合宜、是否具有效率，適度強調個人對於

醫療費用的責任，同時納入高科技來協助民眾自我照護管理，是全民健保

未來應努力的目標，也是制度能永續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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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善用健保大數據研析門診等服務量與相關方案成效 

建議善用大數據分析全國健保申報資料，提供實證數據以檢視執行成

效，包括持續觀察如分級醫療中的門診變化趨勢、醫院的自費門診是否有

增加的趨勢、及基層診所與地區醫院的門診量變化等。惟健保資料並無涵

蓋自費項目，未來可進一步連結醫療院所的相關數據，瞭解國人就醫需求

與行為及其在醫療保健照護等實質支出情況，以規劃具成本效益之醫療照

護模式。 

3.倡導預立醫療決定，適度補助「醫師諮商費用」 

為達到醫療需求合理化，提議倡導預立醫療決定，補助醫師諮商費用。

目前國內為推動「病人自主權利法」，產生醫師諮商費用是否適合由健保給

付的爭論。為避免收費問題或其他非個人因素等而使民眾卻步，建議初期

可先由政府以公務預算針對中低收入戶提供補助，並責成公立醫院及財團

法人醫院以社福基金(列入公益支出)補助弱勢團體醫師諮商費用，逐步推廣

民眾的接受度，以落實立法美意。 

4.設定符合特定臨床條件者「積極侵襲性治療」之健保給付上限或收取部分

負擔 

 對於符合「病人自主權利法」第 14 條「末期病人、處於不可逆轉之

昏迷狀況、永久植物人狀態、極重度失智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病

人疾病狀況或痛苦難以忍受、疾病無法治癒且依當時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

解決方法之情形」的臨床條件者，建議考慮限制健保在「積極侵襲性治療」

部分的給付（設定上限或收取部分負擔），例如限制植物人每週健保腎臟透

析次數。  

(二)推動健康促進，並建構健康促進產業生態系 

1.積極將「健康促進」融入高齡社會民眾的生活中  

透過健康促進活動增強老年人健康，延緩老化進展程度，避免過早離

開住家住進養護機構，可帶領老年人邁向在地老化、成功老化與生產老化，

因此將健康促進融入生活、結合相關新興科技來做好自我健康管理、提升

民眾健康識能、延緩失能的提早發生，建立健康生活的支持性環境，可促

進國民的生活品質與整體健康狀態。 

2.建構健康促進產業生態系 

資訊爆發的時代，消費者能透過科技掌握越來越多的健康相關訊息及

做好自身管理，未來健康照護與保險體系，需以消費者需求思考整體服務

體系。以餐飲業為例，可以開發健康餐飲、提供慢性病患飲食服務，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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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化設計的健康飲食減少慢性病的進程，並結合健身運動產業提供客製

化運動方案及健康雲，做好個人各項生理數據的管理、控制慢性病病情，

再結合商業健康保險的健康數據機制，提供民眾做好自身健康管理的誘因，

促進民眾健康，預期將可有效減少醫療支出與保險的給付，達到民眾健康、

產業發展與政府三贏的目標。 

(三)建置以病人為中心的整合式醫療資訊平台，提升健康照護體系 

1.運用資通訊科技促進個人健康管理 

透過資通訊科技將各式量測設備之資訊整合，上傳個人醫療健康紀錄，

從簡單量測到之身高、體重、持續之活動紀錄到複雜專業之醫學指標，如

血糖、血壓等與醫療檢驗報告，再結合衛政醫療等單位健康保健資訊，提

供民眾自我健康評估管理、個人客製化運動處方、與健康促進資源共享等

服務之平台。衛福部已在推動健康雲、健康存摺等相關計畫，未來建議參

考國外的推動經驗，在資訊安全與保護個資前提下，積極結合民間健康產

業之多元發展及健康資料加值應用，共同推動個人化智慧健康促進。  

2.運用資通訊科技提升醫療服務品質 

建立安全措施與認證機制，藉由健康數據平台(如區塊鏈)蒐集、整合、

分享及交換健康數據，進行人工智慧的數據分析與預測模型建立，發揮健

康資料的最大價值，輔助醫護人員決策，提升衛生醫療水準，達到個人化

的精準醫療。 

3.建構一個醫、養、護整合之健康資訊架構 

長照的醫養護結合需求已經迫在眉睫，透過如健康數據區塊鏈串聯醫

療、安養與照護機構，在健康資料安全與保密前提下，尋求達到資料之有

效應用及照護之連續性，增進個人健康管理與精準醫療，提高醫養護效率、

節省醫事成本、降低國家醫療負擔，以落實醫、養、護之全面性長期照護

政策。 

 (四)引導商業保險合作開發多元健康促進方案，提供社會多元健康保障 

1.建立健保資料庫公益研究與使用回饋機制 

健保資料庫大數據，除可做為疾病預防治療的公共衛生研究外，應在

兼顧國人個資與資訊安全原則下，以公益研究為目的，提供產學合作研究

的友善途徑，鼓勵開發高齡社會所需的服務或商品，例如健康保險、健康

產業等，均可運用資通訊技術與數據分析，發展各式服務或商品，同時建

立資料庫加值運用之公益捐助或使用費回饋全民健保的規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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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鼓勵商業健康保險創新服務，促進國民健康管理 

透過商業保險推動國人健康意識，將健康促進融入風險評估與提供經

濟誘因回饋機制，例如推廣外溢健促保單等，以事前健康管理降低事後理

賠機率，減少國家醫療成本，是預防疾病，延緩臥床的務實方法。應鼓勵

商業健康保險運用大數據與 ICT 等創新科技，整合個人之相關數據，進行

更細緻的疾病發生率評估或就醫行為分析等，如糖尿病人糖化血色素值符

合良好照護品質之要求，則予以保費折讓，以貼近國人需求的風險費率，

開發更具吸引力與實用的健康促進產品。 

3.研議商業健康保險可補充全民健保角色之政策 

個人會購買商業健康保險來降低健康財務風險，但商品型態會隨全民

健保給付制度(例如部分負擔、不理賠細目、不承保事項等)而有不同，在未

來可預見之全民健保支出財務壓力下，應視商業健康保險為重要的合作夥

伴與避險工具。健保在考量減除較偏福利取向的給付項目時，除須考量是

否為必要醫療服務外，還需顧及買不起商業保險民眾的權益；而對於一般

能負擔自己健康特定或基本風險的民眾，則可鼓勵購買其他優質的服務或

創新商品，提供有需求、有經濟餘裕的民眾更多元的選擇。除了健保、商

保雙層健康保障外，建議相關主管機關進一步共同探討，如何引導商業保

險之發展方向，如特殊藥品險、醫材險、補充健保給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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