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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案第 5333 號之 14

案由：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部分條
文，請查照案。

衛生福利部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5 日
發文字號：衛部保字第 1041260905B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發布令影本（含修正條文）、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 1 份
主旨：「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5 日以衛部保字第
1041260905 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陳發布令影本（含修正條文）、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
各 1 份，請察照。
正本：立法院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部法規會（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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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5 日
發文字號：衛部保字第 1041260905 號
附件：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1 份。

修正「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
附修正「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

部

長

蔣

報 574

丙

煌

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6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十六條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一目所稱榮民，指領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核發
之中華民國榮譽國民證或義士證之人員。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一目所稱榮民遺眷之家戶代表，指領有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核發之榮民遺眷家戶代表證之人員。

第二十一條

被保險人二親等內直系血親卑親屬年滿二十歲且無職業，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得
以眷屬身分參加本保險：
一、應屆畢業學生自當學年度終了之日起一年內。
二、服義務役兵役或替代役退伍（役）或結訓者，自退伍（役）或結訓之日起一
年內。

第三十八條

被保險人辦理停保時，其眷屬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被保險人因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情形停保時，其眷屬應改按其他身分投保。
二、被保險人因前條第一項第二款情形停保時，其眷屬應改按其他身分投保。但
經徵得原投保單位同意或原依附第六類被保險人投保者，得於原投保單位繼續
參加本保險。

第四十五條

本法第三條所稱政府每年度負擔本保險之總經費如下：
一、政府為投保單位時，依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款第一目、第二目及第三十四條
規定應負擔之保險費。
二、政府依本法第二十七條與其他法律規定補助各類被保險人及其眷屬之保險費
。
三、受僱者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政府補助原由雇主負擔之保險費。

第五十九條

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所稱地區醫院、區域醫院及醫學中心，指經主管機關辦理醫
院評鑑評定為地區醫院、區域醫院及醫學中心之醫院。

第六十三條

第五類被保險人依本法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七條規定應自行負擔之費用，由中央社
政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四十九條定期撥付保險人。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一目被保險人依本法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七條規定應
自行負擔之費用，得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定期撥付保險人。

第七十三條

本細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細則修正條文，除第四十五條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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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全民健康保險法（以下稱本法）施行細則（以下稱本細則）於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訂定發
布，其後歷經十二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零一年十月三十日。
本細則配合二代健保修正施行後，因應行政院組織改造、兵役制度變革以及醫院評鑑制度修
正，相關條文應予修正，俾符時宜；且配合保險人辦理實務作業需要，增修相關規定，以求法制完
備；另外，有關政府每年負擔全民健康保險總經費之規定，為利具體明確，爰修正本細則部分條文
，共計修正七條，要點如下：
一、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修正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之名稱。（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第六十三條）
二、增訂接受軍事訓練並出具「結訓令」之役男，亦得自結訓之日起一年內以眷屬身分加保之規定
，以保障結訓役男權益。（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
三、增訂第六類被保險人出國停保後，原依附該被保險人投保之眷屬，得續留原投保單位加保之但
書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
四、有關本法第三條政府每年度負擔本保險總經費，不得少於每年度保險經費扣除法定收入後金額
之百分之三十六之規定，因其文義並未限定計入政府負擔數之範圍，為避免造成限縮母法之
誤解，爰配合現行補助項目，明定政府每年度負擔本保險之總經費內涵。（修正條文第四十
五條）
五、按九十九年度經主管機關辦理醫院評鑑，評定為第一類及第二類合格以上之醫院，合格效期至
多四年，已於一百零三年屆滿，目前已無上述評定之醫院，爰配合刪除現行條文第二項。（
修正條文第五十九條）
六、明定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七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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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第十六條

條

文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修正行

第六款第一目所稱榮民，指
領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第六款第一目所稱榮民，指
領有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

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之名稱。

員會核發之中華民國榮譽國
民證或義士證之人員。

輔導委員會核發之中華民國
榮譽國民證或義士證之人員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六
款第一目所稱榮民遺眷之家

。

戶代表，指領有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核發之榮民

款第一目所稱榮民遺眷之家
戶代表，指領有行政院國軍

遺眷家戶代表證之人員。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核發
之榮民遺眷家戶代表證之人

第十六條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六

員。
第二十一條

被保險人二親等

被保險人二親等

基於兵役法修正後，接受軍事

內直系血親卑親屬年滿二十
歲且無職業，合於下列情形

內直系血親卑親屬年滿二十
歲且無職業，合於下列情形

訓練並出具「結訓令」之役男
，與現役期滿退伍之役男相同

之一者，得以眷屬身分參加
本保險：

之一者，得以眷屬身分參加
本保險：

，均已履行兵役義務，爰配合
酌修第二款文字，以保障受訓

一、應屆畢業學生自當學年
度終了之日起一年內。

一、應屆畢業學生自當學年
度終了之日起一年內。

役男權益。

二、服義務役兵役或替代役
退伍（役）或結訓者，自

二、服義務役兵役或替代役
退伍（役）者，自退伍（

退伍（役）或結訓之日起
一年內。

第二十一條

役）之日起一年內。

第三十八條 被保險人辦理停
保時，其眷屬應依下列規定

第三十八條 被保險人辦理停
保時，其眷屬應依下列規定

考量實務上第六類被保險人辦
理出國停保後，眷屬若選擇繼

辦理：
一、被保險人因前條第一項

辦理：
一、被保險人因前條第一項

續於原投保單位加保時，鄉（
鎮、市、區）公所並無不予同

第一款情形停保時，其眷
屬應改按其他身分投保。

第一款情形停保時，其眷
屬應改按其他身分投保。

意之權利，為能切合現況，爰
配合新增原依附第六類被保險

二、被保險人因前條第一項
第二款情形停保時，其眷

二、被保險人因前條第一項
第二款情形停保時，其眷

人投保之眷屬，亦為得繼續在
原投保單位加保之例外情形。

屬應改按其他身分投保。
但經徵得原投保單位同意

屬應改按其他身分投保。
但經徵得原投保單位同意

或原依附第六類被保險人
投保者，得於原投保單位

者，得於原投保單位繼續
參加本保險。

繼續參加本保險。
第四十五條

本法第三條所稱

政府每年度負擔本保險之總

第四十五條

本法第三條所稱

一、依本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

政府每年度負擔本保險之總

，政府每年度負擔本保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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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如下：
一、政府為投保單位時，依

經費，指政府為投保單位時
，依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款

總經費，不得少於每年度保
險經費扣除法定收入後金額

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款第
一目、第二目及第三十四

第一目、第二目及第三十四
條規定應負擔之保險費，及

之百分之三十六。因其文義
並未限定計入政府負擔數之

條規定應負擔之保險費。
二、政府依本法第二十七條

政府依本法第二十七條規定
補助各類被保險人及其眷屬

範圍，而實務上，政府除依
本法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四

之保險費。

條規定負擔保險費外，尚依
其他規定提供保險費補助，

與其他法律規定補助各類
被保險人及其眷屬之保險
費。
三、受僱者育嬰留職停薪期

本條文似有限縮本法之虞，
爰配合修正文字。

間，政府補助原由雇主負
擔之保險費。

二、政府依其他法律規定之保
險費補助項目，包括原住民
健保費、六十五歲以上離島
地區居民健保費、中低收入
戶健保費、七十歲以上中低
收入老人健保費、中重度身
心障礙者健保費、中低收入
戶十八歲以下兒少健保費、
失業被保險人與其眷屬健保
費及經濟弱勢者健保費等八
項。
三、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六條
第二項規定「受僱者於育嬰
留職停薪期間，得繼續參加
原有之社會保險，原由雇主
負擔之保險費，免予繳納；
原由受僱者負擔之保險費，
得遞延三年繳納。」修正通
過時立法院附帶決議：「受
僱者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原
由雇主負擔社會保險之保險
費，改由行政院負責協調全
額補助」。

第五十九條

本法第四十三條

本法第四十三條

按九十九年度經主管機關辦理

第一項所稱地區醫院、區域
醫院及醫學中心，指經主管

第一項所稱地區醫院、區域
醫院及醫學中心，指經主管

醫院評鑑，評定為第一類及第
二類合格以上之醫院，合格效

機關辦理醫院評鑑評定為地
區醫院、區域醫院及醫學中

機關辦理醫院評鑑評定為地
區醫院、區域醫院及醫學中

期至多四年，已於一百零三年
屆滿，目前已無上述評定之醫

心之醫院。

心之醫院。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度以

院，爰配合刪除第二項。

第五十九條

前申請參加醫院評鑑，經主
管機關評定為第一類及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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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合格以上之醫院，分別視
同本法所稱之地區醫院及區
域醫院。
第六十三條

第五類被保險人

第五類被保險人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修正行

依本法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
七條規定應自行負擔之費用

依本法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
七條規定應自行負擔之費用

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之名稱。

，由中央社政主管機關依本
法第四十九條定期撥付保險

，由中央社政主管機關依本
法第四十九條定期撥付保險

人。

人。

第六十三條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六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六

款第一目被保險人依本法第
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七條規定

款第一目被保險人依本法第
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七條規定

應自行負擔之費用，得由國
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定

應自行負擔之費用，得由行
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期撥付保險人。

員會定期撥付保險人。

第七十三條

本細則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

第七十三條

本細則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

本細則修正條文，除第
四十五條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四年一月一日施行外，自發
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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