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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604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7年3月7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1672 號

案由：本院委員鄭天財 Sra Kacaw 等 16 人，鑑於行政院組織法於 99
年 2 月 3 日修正後，已將原行政院衛生署之業務移交至衛生
福利部，全民健保業務亦由行政院衛生署全民健康保險會移
交至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此外，社政相關事項亦由
內政部移交至衛生福利部，然全民健康保險法尚未做出主管
機關之修正，為統一法律用語，修正相關條文。此外，原住
民族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政府應依原住民族特
性，策訂原住民族公共衛生及醫療政策，將原住民族地區納
入全國醫療網，辦理原住民族健康照顧，建立完善之長期照
護、緊急救護及後送體系，保障原住民健康及生命安全。」
另同條第三項更具體規定：「政府應寬列預算，補助距離最
近醫療或社福機構一定距離以上之原住民就醫、緊急醫療救
護及後送，長期照護等醫療或社會福利資源使用之交通費用
，其補助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然全民
健康保險法第四十八條僅將「山地及離島地區」列為免除自
負額之範圍，查原住民族基本法所明定者為「原住民族地區
」，非僅限於「山地及離島地區」，且該地區亦有醫療資源
嚴重缺乏之情形。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主管機關應於本法施行後三年內，依本法之原則修正、
制定或廢止相關法令。」全民健康保險法尚有保障未周之處
，爰擬具「全民健康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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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行政院組織法於 99 年 2 月 3 日修正後，已將原行政院衛生署之業務移交至衛生福利部，全
民健保業務亦由行政院衛生署全民健康保險會移交至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然全民
健康保險法尚未做出主管機關之修正，為統一主管機關之法律用語，修正相關條文。
二、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政府應依原住民族特性，策訂原住民族公共
衛生及醫療政策，將原住民族地區納入全國醫療網，辦理原住民族健康照顧，建立完善之
長期照護、緊急救護及後送體系，保障原住民健康及生命安全。」另同條第三項更具體規
定：「政府應寬列預算，補助距離最近醫療或社福機構一定距離以上之原住民就醫、緊急
醫療救護及後送，長期照護等醫療或社會福利資源使用之交通費用，其補助辦法，由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此乃法律所規定國家照顧原住民族之義務。
三、查 105 年原住民平均餘命為 71.92 歲，較同年度全體國人平均餘命 80 歲少 8.08 歲，且近十
年來原住民族與全體國人的平均餘命差距僅縮短 1 歲，足見原住民族在於整體健康及醫療
上之保障仍有加強之空間。
四、次查原住民族地區，無論是山地鄉（區）或是平地鄉（鎮）皆有醫療資源不足之情形，故
若僅限於山地鄉（區）將會有保障漏洞，因此，除三十個山地鄉（區）外，應一併納入平
地原住民地區之鄉（鎮），始能周全保障醫療資源不足地區就醫、健康之權利。
五、此外，因原住民族整體平均餘命較全體國人低 8 歲，為顧及原住民族健康權，應更加維護
原住民族就醫之機會，且避免因就醫問題而陷入貧窮循環，應將原住民族納入免自負額之
對象。

提案人：鄭天財 Sra Kacaw
連署人：徐榛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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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第四條

本保險之主管機關為

衛生福利部。

現

行

條

文

第四條

本保險之主管機關為

行政院衛生署。

說

明

「行政院衛生署」於民國 102
年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成立「
衛生福利部」，修正本條文主
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

第七條

本保險以衛生福利部

中央健康保險署為保險人，
辦理保險業務。

第七條

本保險以行政院衛生

署中央健康保險局為保險人
，辦理保險業務。

「行政院衛生署」於民國 102
年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成立「
衛生福利部」，修正本條文主
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

第二十七條 第十八條及第二
十三條規定之保險費負擔，
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一、第一類被保險人：

第二十七條 第十八條及第二
十三條規定之保險費負擔，
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一、第一類被保險人：

(一)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一目被保險人及其

(一)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一目被保險人及其

眷屬自付百分之三十
，投保單位負擔百分

眷屬自付百分之三十
，投保單位負擔百分

之七十。但私立學校
教職員之保險費，由

之七十。但私立學校
教職員之保險費，由

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
付百分之三十，學校

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自
付百分之三十，學校

負擔百分之三十五，
其餘百分之三十五，

負擔百分之三十五，
其餘百分之三十五，

由中央政府補助。
(二)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

由中央政府補助。
(二)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二目及第三目被保
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

第二目及第三目被保
險人及其眷屬自付百

分之三十，投保單位
負擔百分之六十，其

分之三十，投保單位
負擔百分之六十，其

餘百分之十，由中央
政府補助。

餘百分之十，由中央
政府補助。

(三)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四目及第五目被保

(三)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四目及第五目被保

險人及其眷屬自付全
額保險費。

險人及其眷屬自付全
額保險費。

二、第二類被保險人及其眷
屬自付百分之六十，其餘

二、第二類被保險人及其眷
屬自付百分之六十，其餘

百分之四十，由中央政府

百分之四十，由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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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相關事項亦由內政部移交
至衛生福利部，故社政主管機
關一詞應，然全民健康保險法
尚未做出主管機關之修正，爰
將「社政」改為「衛生福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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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
三、第三類被保險人及其眷

補助。
三、第三類被保險人及其眷

屬自付百分之三十，其餘
百分之七十，由中央政府

屬自付百分之三十，其餘
百分之七十，由中央政府

補助。
四、第四類被保險人：

補助。
四、第四類被保險人：

(一)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
第一目被保險人，由

(一)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
第一目被保險人，由

其所屬機關全額補助
。

其所屬機關全額補助
。

(二)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
第二目被保險人，由

(二)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
第二目被保險人，由

中央役政主管機關全
額補助。

中央役政主管機關全
額補助。

(三)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
第三目被保險人，由

(三)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
第三目被保險人，由

中央矯正主管機關及
國防部全額補助。

中央矯正主管機關及
國防部全額補助。

五、第五類被保險人，由中
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全額

五、第五類被保險人，由中
央社政主管機關全額補助

補助。
六、第十條第一項第六款第

。
六、第十條第一項第六款第

一目之被保險人所應付之
保險費，由行政院國軍退

一目之被保險人所應付之
保險費，由行政院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補助
；眷屬之保險費自付百分

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補助
；眷屬之保險費自付百分

之三十，行政院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補助百

之三十，行政院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補助百

分之七十。
七、第十條第一項第六款第

分之七十。
七、第十條第一項第六款第

二目之被保險人及其眷屬
自付百分之六十，中央政

二目之被保險人及其眷屬
自付百分之六十，中央政

府補助百分之四十。

府補助百分之四十。

第三十條

第十八條及第二十

第三十條

第十八條及第二十

社政相關事項亦由內政部移交

三條規定之保險費，依下列
規定，按月繳納：

三條規定之保險費，依下列
規定，按月繳納：

至衛生福利部，故社政主管機
關一詞應，然全民健康保險法

一、第一類被保險人應自付
之保險費，由投保單位負

一、第一類被保險人應自付
之保險費，由投保單位負

尚未做出主管機關之修正，爰
將「社政」改為「衛生福利」

責扣、收繳，並頇於次月
底前，連同投保單位應負

責扣、收繳，並頇於次月
底前，連同投保單位應負

擔部分，一併向保險人繳
納。

擔部分，一併向保險人繳
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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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類、第三類及第六
類被保險人應自付之保險

二、第二類、第三類及第六
類被保險人應自付之保險

費，按月向其投保單位繳
納，投保單位應於次月底

費，按月向其投保單位繳
納，投保單位應於次月底

前，負責彙繳保險人。
三、第五類被保險人之保險

前，負責彙繳保險人。
三、第五類被保險人之保險

費，由應補助保險費之中
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於

費，由應補助保險費之中
央社政主管機關，於當月

當月五日前撥付保險人。
四、第一類至第四類及第六

五日前撥付保險人。
四、第一類至第四類及第六

類保險對象之保險費，應
由各機關補助部分，每半

類保險對象之保險費，應
由各機關補助部分，每半

年一次於一月底及七月底
前預撥保險人，於年底時

年一次於一月底及七月底
前預撥保險人，於年底時

結算。
前項保險費，應於被保

結算。
前項保險費，應於被保

險人投保當月繳納全月保險
費，退保當月免繳保險費。

險人投保當月繳納全月保險
費，退保當月免繳保險費。

第三十六條 有經濟上之困難
，未能一次繳納保險費、滯

第三十六條 有經濟上之困難
，未能一次繳納保險費、滯

社政相關事項亦由內政部移交
至衛生福利部，故社政主管機

納金或應自行負擔之費用者
，得向保險人申請分期繳納

納金或應自行負擔之費用者
，得向保險人申請分期繳納

關一詞應，然全民健康保險法
尚未做出主管機關之修正，爰

，或依第九十九條之規定申
請貸款或補助；保險人並應

，或依第九十九條之規定申
請貸款或補助；保險人並應

將「社政」改為「衛生福利」
。

主動協助之，必要時應會同
衛生福利單位或委託民間相

主動協助之，必要時應會同
社政單位或委託民間相關專

關專業團體，尋求社會資源
協助。

業團體，尋求社會資源協助
。

前項申請之條件、審核
程序、分期繳納期限及其他

前項申請之條件、審核
程序、分期繳納期限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保險
人擬訂，報主管機關核定發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保險
人擬訂，報主管機關核定發

布。

布。

第四十八條

保險對象有下列

第四十八條

保險對象有下列

一、按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二十

情形之一者，免依第四十三
條及前條規定自行負擔費用

情形之一者，免依第四十三
條及前條規定自行負擔費用

三日行政院提案修正全民健
康保險法修正草案中，對於

：
一、重大傷病。

：
一、重大傷病。

加入「山地離島地區之就醫
」。其目的係為平衡醫療資

二、分娩。
三、原住民族地區及離島地

二、分娩。
三、山地離島地區之就醫。

源不足之地區，醫療之困境
。

區之就醫。
前項免自行負擔費用範

前項免自行負擔費用範
圍、重大傷病之項目、申請

二、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四
條第一項規定：政府應策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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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重大傷病之項目、申請
重大傷病證明之程序及其他

重大傷病證明之程序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

原住民族公共衛生及醫療政
策，將原住民族地區納入全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關定之。

國醫療網，辦理原住民族健
康照顧，建立完善之長期照
護、緊急救護及後送體系，
保障原住民健康及生命安全
。
三、然本條僅將「山地及離島
地區」列為免除自負額之範
圍，查原住民族基本法所明
定者為「原住民族地區」，
非僅限於「山地地區」，爰
修正為原住民族地區。

第四十九條

符合社會救助法

第四十九條

符合社會救助法

一、憲法第十條第十二項規定

規定之低收入戶成員就醫時
，依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七

規定之低收入戶成員就醫時
，依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七

：國家應對於原住民族之衛
生醫療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

條規定應自行負擔之費用，
由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編

條規定應自行負擔之費用，
由中央社政主管機關編列預

發展。此乃憲法課予國家之
族群照顧義務。

列預算補助。
具原住民身分者就醫時

算補助。但不經轉診於各級
醫院門診就醫者，除情況特

二、查原住民族之平均餘命較
全體國民低 8 歲，整體健康

，依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七
條規定應自行負擔之費用，

殊者外，不予補助。

狀況較全體國人差，對於醫
療就醫上應有額外之保障，

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編
列預算酌予補助，其補助辦

以符合憲法增修條文之意旨
。

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定之。

三、爰修正第四十九條增列具
原住民身分者，至於是否具

前兩項不經轉診於各級
醫院門診就醫者，除情況特

原住民身分者一概皆免除自
負額，則由中央原住民族主

殊者外，不予補助。

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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