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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全民健康保险制度建立对内地医改的启示
潘杰①④，徐菲③，刘国恩∞，臧文斌④③
摘要：在全民医保覆盖的“新医改”思路下，通过对台湾地区建立全民健康保险的经验的介绍和分析，作者建议内地医
改当务之急是戮力开放医疗市场。此外，以台湾医改为借镜，建议进一步通过建立单一的医保制度和舆论监督体系，促进社会
公平和提高医疗体制整体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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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１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

地“健保法？’规定，其主管机关为当地“卫生署”。承保人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正式确定以推进基本医疗保

为当地“中央健康保险局”，设置为政府机构。监理机关是

障制度建设等５项改革为重点的“新医改”思路，目标在

当地“全民健康保险监理委员会”。因此。健保局为地区唯

３年内基本实现“全民医保”。取得广泛肯定与称羡的台湾

一的医疗费用的给付实体。对药品、医疗服务价格制定及

地区医改正是以建立全民健康保险制度为核心。因此。本

支付方式的确定等都具有非常强的支配力。

文就台湾地区实施全民健保的经验作一介绍和分析，以作
为内地医改的借镜。
１

在运行上．全民健保为强制性社会保险。将地区所有
户籍者纳入参保对象。其收入主要来自被保险人、雇主和
政府所分担的保险费。并按就业、收入等标准将被保险人

台湾地区全民健康保险制度概况

分为有雇主之公民营机构员工、无雇主但有加入同业工会
为促进医疗服务利用的平等和控制急剧增长的医疗费

之人、农渔业从业人员等６类，每类身份对应不同的保险

用，台湾地区历经７年（１９８６－－１９９３年）的筹划和准备，

费率。财务上，全民健保自给自足、自负盈亏。不以累计

于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９日由地方议会通过“全民健康保险法”。

盈余为目的，以随收随付维持短期财务平衡。为维持财务

建立全民健康保险（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平衡。至少每两年精算一次保险费率，并预估未来２５年的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ＮＨＩ）制度。

１９９５年３月１日起，全民健保正式实施，标志台湾地区医
疗体制进入一个崭新的公立、全民、单一的医疗保险制度
阶段。

财务收支计平衡以供费率调整参考。
在享受的服务方面，全民健保提供了非常充足的医疗
服务包，包括门诊、住院、中医、牙科和分娩等项目。

全民健保是当地政府经营的单一的医疗保险。依照当

为控制过度使用医疗服务．患者在享受这些服务的同时
也承担部分负担（ｃｏｐａｙｍｅｎｔ），但分担率较低．药品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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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６１００７１

②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率在２０％以下．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的个人分担支付率

（勘北京大学中国医药经济研究中心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分别为２０％、１０％左右，并按当地平均收入的６％和１０％

作者简介：潘杰（１９８３一），男，博士在读；研究方向：卫生经济与

分别作为一次入院和一年住院费用个人支付的上限。另

管理；Ｅ－ｍａｉｌ：ｐａｎｊｉｅ．ｊａｙ＠ｇｍａｉｌ．ｃｏｎｌ。

外，对低收入户、退伍军人以及包括癌症、血友病、尿

通讯作者：潘杰，Ｅ—ｍａｉｌ：ｐａｎｊｉｅ．ｊａｙ＠ｇｍａｉｌ．ｃｏｒｎ。

毒症等３１类重大伤病患者都采取了免除个人分担费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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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医疗系统产出方面。尽管没有确切宏观数据证实

政策。

在支付制度上，全民健保对医疗机构全面实施总额预

全民健保有效促进台湾地区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和医疗系统

算支付。在总额之下，仍以按服务付费为主，并逐步推动

服务质量的提高，但全民健保的实施确实显著提高了那些

按病种付费和按品质付费。

实施前健康水平相对较低的乡镇人口的期望寿命．缩小了
地区间健康不平等的差距。ＷｅｎＩＩｌ的研究证实了这点。

２促进公平和提高效率

全民健保在公平和效率等诸多方面的成功使得它在台
１９９５年开始在台湾地区推行的全民健保达到了预期的

湾地区赢得了民众广泛的认同。为了更好地监督和管理全

目标：促进民众对医疗服务利用的公平和控制日益增长的

民健保的运作，当地政府定期收集民意调查。民调显示，

医疗卫生支出。

从刚推行全民健保（１９９５年４月）的３０．００％左右的满意度，

２．１促进公平

在其实施一年后（１９９６年１月）便上攀至５５．ＯＯ％，之后便

在全民健保推行前（１９９５年３月），台湾地区的健康保

在６０．ＯＯ％一７０．ＯＯ％左右波动，在２００５年１２月更是达到

险囊括了１３种不同形式的保险项目，主要有劳工保险、公

７６．ＯＯ％的满意度。因此．全民健保被称作台湾民众满意度

务人员保险、农民保险、低收入户保险。这些项目种类虽

最高的一项公共政策同。

多。但仅覆盖了台湾地区５９．００％的人口Ｉｌｌ，４１．００％的未参
保人口中主要是１４岁以下的小孩和６５岁以上的老人。全

３对我国医疗改革的启示

民健保实行后。整合了所有项目，大规模纳入之前未参保

以全民健保建立为核心的台湾地区医改作为最成功的

人群。在１９９５年末便覆盖了９２．００％人口，到２００１年年底上

医改之一．尽管与内地在医疗体制和经济发展上存在一定

升到９７．００ｑ＇ｊｎ，截止２００６年。台湾地区９８．３０％民众拥有全

差异．且自身尚存不足之处，但由于其改革前后面临的诸

民健保。

多问题与内地相似。其许多经验可以作为解决内地医疗

全民健保在促进医疗保障制度全民覆盖，提高全民就

“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的借镜。以下参考其改革经验。探

医财务可及性的同时，还为每位民众提供了几乎完全平等

讨对内地医改的启示。

的医疗服务包。尽管实行了患者对医疗费用的分担，但较

３：１

医疗卫生服务的高度市场化

低的分担支付率仍然大大减轻了民众的医疗费用负担，特

由于经济发展民众收入的提高和医疗技术进步等多种

别是一系列免除个人分担费用的政策还有效地为弱势人口

原因。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２０世纪后几十年都出现了

提供了最大的医疗保障．实现了整体社会对医疗风险的共

医疗支出的快速增长。内地在１９８归２００７年期间。真实卫

同分担，促进社会公平。以２００６年为例，个人分担支付

生总费用增长了１７倍，真实ＧＤＰ增长了１３倍，平均增长

医疗费用仅占台湾地区平均家庭总消费的３．７４％，并且在

率分别达到了１１．１８％和９．８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收入分层上的分布呈现，收入越低的家庭医疗费用负担越

２００９）数据计算整理得到）；而台湾地区从１９６０年开始，

低四。

真实医疗支出平均增长率也达到６．ＯＯ％一８．００％，真实收入
Ｌ

２．２提高效率

增长约４．ＯＯ％一５．００％ｌＺｌ。由于医疗支出的增速都超过了收入

从卫生总费用上看，从１９９５年占台湾地区ＧＤＰ的

增长．两地都出现了“看病贵”问题。针对此问题，两地

５．２９％，上升到２０００年的５．４４％，再到２００９年的６．３０％。

都采取了一系列医改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通过扩大基本

尽管全民健保的推行确实增加了全社会对医疗的投入，但

医疗保险覆盖面的方式提高民众的财务可及性，从而减轻

是对比与其经济发展接近的其他地区。在控制卫生费用随

民众就医财务负担。台湾地区在１９９５年推行全民健保后，

时问递增的全球趋势后，全民健保实际上是有效控制了台

基本覆盖了地区所有人群。当地民众就医的财务风险得到

湾地区卫生支出增长的１２１。其中，包括总额支付方式的改革

极大地降低；而内地“新医改”目标在２０１１年基本实现医

在内的一系列医改措施都发挥了控制总费用的重要作用。

保全民覆盖，我们预期内地的“看病贵”问题会因此得以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总费用的控制很大一部分归功于全民

逐渐缓解。然而。为什么内地普遍存在的“看病难”问题

健保对制药企业和医疗机构的强大谈判力。以及自身内部

没有在台湾地区出现？

运作的高效。由于是唯一的医疗费用给付实体，健保局拥

我们来看以下一组数据：在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期间台湾地

有强大的谈判力。它竭力压低了药品价格，并以总额预算

区总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员增加了３９．６０％，医院的床位数增

方式严格控制了医疗费用的增长。尽管制药企业和医疗机

加３２．３％旧；而同期，内地卫生人员数仅增加了５．４０％，床

构抱怨全民健保威胁其经营，但是医疗价格和总费用确实

位数增加４．７０％（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２００９）数据计

被有效控制。在自身管理上，由于集约管理，大大降低了

算整理得到）。面对急剧扩张的需求，台湾地区医疗市场做

自身运作成本。以２００１年为例．其机构运作的管理费用仅

出了积极反应。迅速扩大供给，但内地却反应迟缓。实际

为保险金预算总额的２．２０％ＰＪ．远低于“健保法”规定的

上，正是供给对需求的底弹性反应导致了内地的“看病

３．５０％上限。

难”，并且加剧了“看病贵”。那么，什么导致了两地供给

Ｃｈｈｌ雠Ｈｅａｌ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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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的巨大差异？笔者认为，这根源于两地的市场化程度。

多学者也提出类似的观点，例如我国社保发展战略研究项

台湾地区的医疗市场化程度相当高。在２０００年６５．ＯＯ％床位

目的报告中就提出了先引导城居保与新农合并轨，再在区

数属于私营哪，而内地到２００３年仅为１．６７％。长期以来，

域内建立统一的医保。最终建立全民健康保险的“三步走”

内地的医疗卫生系统主要由各级公立医疗机构组成。公立

的战略。当然，这必须以实际国情为基础，整合的方式和

医疗机构由于制度约束，包括出资人缺位、缺乏独立法人

时间还俟诸进一步研究。

地位，无法迅速按照市场需求调整产出。尽管２０世纪９０

３．３对全面健保的民意监督

年代内地开始实行医疗卫生市场化改革。但民营资本仍然

台湾地区地方政府通过民意调查，及时反映民众对全

面Ｉ临各种“玻璃门”和“弹簧门”。故截至２００８年，内地

民健保运行的满意情况，增强民众（患方）对医疗保险机

也仅有５．０３％的医院床位数属于私营。因此。要使得医疗

构监督，从而促进医疗保险方对医疗机构（医方）的约束。

系统积极对需求做出灵活反应．就需要发挥市场作用，就

这样不仅加强民众参与、及时反映民意，促进保险机构提

需要建立起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医疗卫生市场。

高运作效率，还促使保险机构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约束，实

另一方面，由于医疗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等一系列原因，

现患者对医方的间接制约，平衡患方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在

很大一部分民众．甚至学者一直对医疗服务市场化“心存

医患关系上的“弱势”。因此。笔者认为内地也应该建立起

忌惮”，担心医疗服务高度市场化可能带来无法控制的供方

一套民众对当地医疗保险运作的舆论监督体系，可以是类

诱导需求行为和医疗总费用的不合理增长。实际上，台湾

似台湾地区的民意调查。也可以通过当地报刊，定期对民

的经验给了我们明确的答复：如果有一套好的监管体制，

众进行满意度调查，对医疗保险机构进行舆论监督。

不仅能获得市场化带来的一切好处。让民众用“脚来投

４结语

票”。促进医疗机构的改革，提高医疗服务体系的整体运行
绩效，还可以充分控制医疗机构的诱导需求和总支出的增

在全民医保覆盖的“新医改”思路下，参考台湾地区
医改经验，内地医改当务之急是戮力开放医疗市场。此外。

长，最终带来全社会的受益。
台湾地区推行全民健保之所以能获得巨大成功，这背
后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医疗卫生服务的高度市场化。当前

也让我们进一步思考通过建立单一的医保制度和舆论监督
体系，促进社会公平和提高医疗体制整体绩效。

内地按照“补需方”的“新医改”思路．在３年内基本实

参考文献

现全民覆盖，实际上截至２０１１年６月，医保已覆盖１２．５
亿人。民众就医的财务可及性得到空前提高，倘若供给仍
然难以得到“解放”。很难想象“新医改”能取得预期的目
标。因此，戮力改革，进一步开放医疗卫生服务市场，是

ｆ１】Ｃｈｅｎｇ ＴＭ．Ｔａｌｗａｎ’ｓ ｎ洲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删瑚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ｇｅｎｅ－
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ｃａｒｅ

当前的首要任务。

台湾地区医改通过建立强制的单一全民健康保险体制，

ｕｎ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Ｌｅ￥８０ｎ￥ｆｒｏｍ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Ｔａｉｗａｎ叨．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ａｋ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ｆｆａｉｒｓ，２００３，２２

【３】Ｖａｎ Ｄ，Ｏ’Ｄｏｎｎｅｌｌ Ｅ，Ｒａｎｎａｎ－Ｅｌｉｙａ Ｏ，Ｓｏｍａｎａｔｈａｎ ＲＰ，ｅｔ ａ１．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ｉｃ

（１）促进了全体社会对医疗风险的共同分摊，使得所有民众
（２）减少了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７，１６（１１）：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通过规模效应降低了内部运作的机构费用；（３）作为地区

ｈｅａｌｔｈ

唯一的医疗费用给付实体，全民健保局获得了对制药企业
和医疗机构的极强约束和谈判力。有效控制了诸如诱导需
求等行为，强力地推进各项改革。
内地当前的实际情况与台湾地区改革前很类似。主要
的医疗保险项目有４种：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新农合以及公费医疗。由于筹资和统筹层次
的不同，不同的项目间报销比例差距巨大。并且同一项目
在不同地区间差距也很大嘲。这种多元分割的运行体制一方
面加剧了民众就医在财务上的不平等。另一方面由于各个
医保项目没有归于统一的政府部门管理。部门间缺乏有效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锄ｉｎ

Ａｓｉａ田Ｈｅａｌｔｈ Ｅ＊

１５９－１ １８４．

【４】Ｗｅｎ叩，Ｔｓａｉ ＳＰ，Ｃｈｕａｎｇ ＷＳ．Ａ １０－ｙｅａ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ｗｉｔｌ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各个保险与医疗机构签订相关合约的交易成本，集约管理，

沟通和协调，

ｆａ栅．Ｈｅａｌｔｈ Ａｆｆａｉｒｓ。２００３，２２卿６１－７６．

（３）：７７－８８．

３．２单一的医疗保险

同等享有就医的财务可及性，维护社会公平；

８０

【２】ｈＩ ＪＦ，Ｈｓｉａｏ ＷＣ．Ｄｏ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Ｊ】．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ｑｍ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０８，１４８（４）：

２５８—２６８．

【５】勇素华．台湾地区地区全民健保制度实施绩效论析田．经济研究
导刊。２００９（２）：１９２—１９３．
【６】Ｔａｎ Ｋ．Ｙ．“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ＮＨＩ［Ｂ］．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ｂｅｄｓ
ＤｏＨ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ｓｉｎｃｅ
ｏ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 ＮＨＩ．２００２．

【７】ＣｈａＩｌｇ ＨＪ．Ｔａｉｗａｎ’８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０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Ｔａｉｐｅｉ：ＤｏＨ。２００２．

【８】葛延风．新医改与医疗保障体系建设【Ｒ】．第四届中国社会保障
论坛．北京．２０ｌＯ．

“各自为政”造成整个系统的低效。因此，

为推进整个医疗保障制度的进步，我国全民覆盖的医疗保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４—２０】（责任编辑：张红丽）

险体制的未来发展方向应该是单一的医疗保险。于此。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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