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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今日您支持健保      明日健保照顧您 

序 
由當年李明亮署長所推動的二代健保

改革，邀上百位專家學者，經十多年規劃協

商，終於在去(100)年的 1 月 4 日完成法案

三讀，並且經總統於同月修正公布。 

    但原先規劃的「家戶總所得制」，由於

被批評為處罰單身，而且引發虛擬所得爭

議，經立法院審議結果，認為不妥沒有通

過，取而代之的是「加收補充保費」。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要另外加收補充

保費？這是因為以前係按薪水計算每人應

繳的健保費，形成很大的不公平。依財政部

統計，如將國民所得，依高低分層，較低層

級，所得絕大部分來自薪水，則他的總所得

就幾乎全部須計繳健保費；較高層級，所得

只有少部分來自薪水，則他的總所得並非絕

大部分須計繳健保費，明顯違反保費量能負

擔精神。二代健保實施之後，薪水以外六類

 

 

 
今日您支持健保      明日健保照顧您 

一、 為什麼要實施二代健保 
    我國實施健保以來，已成功讓全民健康

獲得基本保障，使大家不致再陷入因病而

貧、因貧而病的惡性循環中，民眾滿意度也

都非常高。但是，如同其他已實施健保的先

進國家一樣，我們的健保也曾經發生入不敷

出的情形及一些相關問題。 

    較嚴重的問題包括：財務收支無法維持

平衡、保費負擔未盡公平合理、政府責任有

待適度提高、相關資訊不夠透明公開、受刑

人仍不能參加健保，以及許多民眾因積欠健

保費被鎖卡而不能以健保的身分就醫。如不

針對問題加緊腳步處理，健保將會面臨嚴重

危機，甚至無法永續經營下去。 

    為了有效解決問題，並讓制度更加完

備，必須進行全面改革，趕快實施二代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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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今日您支持健保      明日健保照顧您 

所得，都要加收補充保費，就可解決以上不

公平的問題。 

 
也許您會納悶：為什麼不實施家戶總所

得制？前面已經說明，主要因為立法院審議

後，認為不妥沒有通過。其實，就算沒有實

    薪水，指的是在目前需計繳健保費的經常性薪資 

    六類所得，指的是未來將計收補充健保費的六種收入，包括高

額獎金、兼職所得、執行業務收入、股利所得、利息所得及租

金收入等 

其他所得，指的是不容易查得到的財產交易及地下經濟等所得

按照薪水計收健保費所造成之不公平現象 

（概念圖示） 

所得較低層級民眾 所得較高層級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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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今日您支持健保      明日健保照顧您 

施家戶總所得制，二代健保照樣有其推動價

值，因為，只要依照立法院通過的健保法修

正案，針對六類所得，加收補充保費，大家

納入計收健保費的所得，已經占各家戶總所

得的九成。也就是說，推動家戶總所得制，

如果是一百分的話，那麼實施加收補充保

費，起碼可達到九十分，不能因為改革無法

一次到位，就因此放棄掉所有改革機會！ 

    為了幫助廣大民眾瞭解二代健保內

容，我們特別挑選一些重要問題，透過易看

能懂的文字，使用一問一答的方式，印製成

問答集，分給各界參閱，希望您看完後，轉

送其他親友，為推動二代健保，而善盡一份

心力，讓我們的健保得以永續經營，使全民

的健康持續獲得保障！ 

行政院衛生署  署長 

敬上 

101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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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今日您支持健保      明日健保照顧您 

二、 二代健保做了哪些改革 
   二代健保從制度面進行以下重大改革： 

（一）將負責收入面（健保費率審議）的健

保監理會，與負責支出面（醫療費用

分配）的健保費協會，兩會合併，一

起運作，建立收支連動，維持財務平

衡。 
（二）對經常性薪資以外六種所得，加收補

充保費，以便擴大費基，充裕健保收

入，落實量能付費，促進負擔公平。 
（三）有關於健保的重要會議實錄、醫療機

構財務報告及保險病床等資訊，均予

以公開，讓民眾瞭解。 
（四）將政府應負擔保險經費比率，由現行

33.6％，提高至 36％（每年多負擔 2
百億元左右），加重政府財務責任。 

（五）低收入的民眾，免繳補充保費，有欠

費的民眾，如確實繳不起，可免鎖

卡，照常就醫。 
（六）讓六萬多名受刑人，納入全民健保體

系，享有健保各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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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國家一樣，我們的健保也曾經發生入不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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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適度提高、相關資訊不夠透明公開、受刑

人仍不能參加健保，以及許多民眾因積欠健

保費被鎖卡而不能以健保的身分就醫。如不

針對問題加緊腳步處理，健保將會面臨嚴重

危機，甚至無法永續經營下去。 

    為了有效解決問題，並讓制度更加完

備，必須進行全面改革，趕快實施二代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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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今日您支持健保      明日健保照顧您 

三、 為什麼要收取補充保費 
    目前是以薪水來計收健保費，薪水以外

所得，均未納入計算，造成很多所得，不需

計繳保費，這樣對以薪水作為主要收入的上

班族，顯然有失公平。 

    另外，依財政部統計，如將國民所得，

依高低分層，較低層級，所得絕大部分來自

薪水，則他的總所得就幾乎全部須計繳健保

費；較高層級，所得只有少部分來自薪水，

則他的總所得並非絕大部分須計繳健保

費。由此可見，僅以薪水計收保費，而不計

入其他所得，對低所得民眾，實在說不過

去。 

    基於保費負擔公平性的考量，兼顧健保

費基應適度的擴大，才能維持財務平衡，使

健保得永續經營，因此二代健保針對薪水以

外，各界普遍認為應納入計費的其他六類所

得，立法加收補充保費。 

 

 

 9今日您支持健保      明日健保照顧您 

四、 哪些所得要繳補充保費 
    這要從民眾與雇主，兩方面來加以說

明： 

(一)民眾方面： 
以下項目單次所得金額達五千元以上，

而未超過一千萬元部分，均應扣繳補充

保費：1.由所屬投保單位發給，全年累

計超過當月投保金額四倍以上的那部分

獎金。2.非所屬投保單位發給的兼差所

得。3.沒納入投保金額的執行業務收

入。4.持有股票受分配的現金股利、股

票股利。5.利息所得。6.租金收入。 
(二)雇主方面： 

每個月發放的薪水總數，超過其雇用的

所有員工，當月健保投保金額累加以後

的總數時，就其所超過的部分，亦應計

繳補充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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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今日您支持健保      明日健保照顧您 

五、 補充保費應該如何扣繳 
    從民眾與雇主兩方面來說明： 

(一)民眾方面： 
為了力求簡政便民，補充保費係採就源

方式扣繳，即民眾在收到應該計收補充

保費的六項所得時，即由給付單位，依

照規定的費率（2％）及上下限的範圍（5
千元以上 1 千萬元以下）逕行加以扣

取，次月底再交付中央健保局，民眾完

全無須辦理任何手續。 
(二)雇主方面： 

每月應繳補充保費，應依規定費率（2
％）併同其員工一般健保費，按月向中

央健保局繳納。 

 

 

 

 11今日您支持健保      明日健保照顧您 

六、 股票股利為何也要扣繳補充保費 
    主要基於以下理由： 

(一)健保法已明定，股利所得必須計收補充

保費，股票股利也屬於股利所得的ㄧ

種，因此依法股票股利仍應扣繳補充保

費。 
(二)現行所得稅法，亦將股票股利，認定為

係屬於各股東的所得，健保法不能夠作

不同的解釋。 
(三)股票股利應該如何計價？將依所得稅法

認定原則，按照面額 10 元計算。 
(四)股票股利扣繳方式，係分別由發放單

位，於發放現金股利時，從現金股利中

一併加以扣取，如現金股利不足以扣

取，或無現金可供扣取，則移由中央健

保局於次年再開單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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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今日您支持健保      明日健保照顧您 

七、 受刑人為什麼也要加入全民健保 
    基於以下幾種理由，修法將受刑人納入

健保： 

(一)目前全國所有民眾，只剩下受刑人仍然

無法參加全民健保，不但有失公平，而

且與健保法立法目的「增進全體國民健

康」，也有明顯不符。 
(二)受刑人的身體健康，必須給予同樣保

障，這是全球先進國家的共同作法，也

是世界人權公約的規定事項。 
(三)受刑人的醫療照護，原來就由政府出

錢，將其納入健保體系，並由政府補助

保費，只是改變照護方式，沒有增加政

府責任。 
 

     

 

 

 13今日您支持健保      明日健保照顧您 

八、 地方政府欠費如何澈底加以解決 
    目前除台北市、高雄市、新北市仍有健

保欠費之外，其他縣市早已還清。 

    以上三直轄市積欠的健保費，係循下列

方式處理： 

(一)已依法律規定，移送強制執行，並且查

封土地，確保健保債權。 
(二)欠費的政府已分別提出具體還款計畫，

並且切實按照其所提的計畫，如期清償

健保欠費及其應負擔的利息。 
(三)二代健保已經透過修法程序，將原規定

應由地方政府來負擔的健保費補助

款，全部改由中央政府統一負擔，相對

酌減各該地方政府的統籌分配款，未來

不會再有新的欠費，加上舊有欠費逐年

還清，問題應可澈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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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今日您支持健保      明日健保照顧您 

九、 二代健保對弱勢者有何照顧措施 
    二代健保對弱勢者，也在補充保費的扣

繳、健保欠費的鎖卡方面，採取特別照顧措

施。 
    有關補充保費扣繳部分，明定低收入戶

成員完全不必扣繳。 
    另考慮有些人實在情非得已，才會四處

兼差、打工，如果他們這些所得，也要扣繳

補充保費，未免有失寬厚，因此規定兒童、

少年、中低收入戶的成員、中低收入老人、

無專職工作的專科學校及大學學士班學

生，符合一定條件的身心障礙者與經濟困難

者，每次兼職的所得，未達基本工資者，不

用扣繳補充保費。 
    有關健保欠費控卡方面，未來只有具有

經濟能力拒不繳清健保欠費的人，才會被鎖

卡，其他人不會，鎖卡人數將由目前 14 萬

人，大幅減到 4 萬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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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代健保有無加重政府財務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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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另對於服務在公家部門員工，也需要以

雇主的身分，分攤一部分的健保費。以上經

費加總結果，目前政府負擔健保經費之比率

為 33.6％。 
    二代健保實施以後，政府負擔比率將提

升到不得少於 36％，即未來每一年政府必

須多負擔二百億元左右健保費，且隨著健保

的支出不斷成長，這部分的金額也會逐年擴

大，政府負擔加重以後，相對的就可以減輕

雇主與保險對象的保費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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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今日您支持健保      明日健保照顧您 

十一、二代健保會讓哪些民眾增加負擔 
    二代健保實施以後，保險費將區分為兩

種，即「一般保費」與「補充保費」。 
    一般保費扣繳方式，並沒有任何的改

變，因此對於無需扣繳補充保費的人來說，

完全不會增加負擔。 
    補充保費依健保法規定，是要對民眾由

所屬投保單位發給全年累計超過 4 個月的

獎金、非所屬投保單位發給的兼差所得、沒

納入投保金額的執行業務收入、股利所得、

利息所得、租金收入等六種的所得，分別加

收 2％的補充保費，所以除經常性薪資外，

還有以上六種所得的人，未來的保費負擔，

可能會有所增加。 

 

         

 

 

 17今日您支持健保      明日健保照顧您 

十二、二代健保會讓哪些雇主負擔增加 
    二代健保實施以後，雇主每月發放薪

水，如超過其員工當月健保投保金額累加以

後的總數時，雇主必須針對所超過的部分，

計繳 2％的補充保費。 
    因此，雇主如以固定月薪，作為員工主

要報酬，由於大部分的報酬，已反應在投保

金額，需計繳的補充保費相當的少，雇主負

擔增加有限。 
    反之，雇主如果進用很多兼差員工，或

員工的報酬包含許多獎金以及紅利，由於以

上各種報酬，未反應在投保金額，需計繳的

補充保費相對增加，雇主負擔隨著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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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今日您支持健保      明日健保照顧您 

十三、二代健保如何維持財務收支平衡 
    目前，健保費率等收入面，由監理會負

責審議；醫療費用等支出面，由費協會負責

協定，兩會各自運作，收支缺乏連動。 
    明年，二代健保實施以後，兩會將合

併，成立健保會，健保會將會在每年十一月

底以前，整體考量醫療費用支出與保險收入

後，根據收支連動原則，針對費率進行審

議，依程序陳報行政院核定。 
    如果，發現健保財務可能入不敷出，可

依以上法定程序，由健保會審議以後，向衛

生署提出最適當的費率，再由衛生署陳報行

政院核定實施。透過兩會合一，建立連動機

制，應可維持健保財務收支平衡。 
 

 

 

 

 19今日您支持健保      明日健保照顧您 

十四、二代健保實施以後財務可撐多久 
    這問題牽涉到未來補充保費收取情

形，以及健保費率兩項因素。 
    二代健保實施首年費率，行政院已於

101 年 11 月 29 日核定為 4.91%，一般保險

費收入雖然將因此減少，但預估二代健保實

施後，每年可以收到 206 億元補充保費，加

上政府負擔保險費用比率，將會由 33.6％，

提高到 36％，每年約可為健保再增加 200
億元左右收入，因此在 105 年以前，應該可

以維持健保財務收支平衡，不會出現入不敷

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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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保費負擔未盡公平合理、政府責任有

待適度提高、相關資訊不夠透明公開、受刑

人仍不能參加健保，以及許多民眾因積欠健

保費被鎖卡而不能以健保的身分就醫。如不

針對問題加緊腳步處理，健保將會面臨嚴重

危機，甚至無法永續經營下去。 

    為了有效解決問題，並讓制度更加完

備，必須進行全面改革，趕快實施二代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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