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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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2748 號

案由：本院委員徐志榮等 17 人，有鑑於全民健保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照顧全民之健康，但現行決定健保費率、給付項目及健保總
額的「全民健保會」，病友代表卻僅有一名席次，對比醫界
代表有十席、被保險人代表有十二席，比例之懸殊實無法保
障病友發聲權益，爰建議明列病友團體為健保會之組成份子
，以保障病友。又目前醫療服務及藥物納入健保給付項目係
依照全民健保法第四十一條所定之共同擬定會議審查，然現
行體制下，與共擬會議結論息息相關之病友團體卻被卻被排
除在外，雖健保署訂有全民健康保險促進病友參與藥物納入
健保給付決策作業要點，但該要點僅只於表達意見，非於共
同擬定會議中訂有法定名額，為避免共擬會議在決策討論嚴
重傾向單一方意見，並保障病友權益，爰建議於同法第四十
一條，明訂病友團體為共擬會議成員，爰擬具「全民健康保
險法第五條及第四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說明：
一、健保法第一條第一項明訂：「為增進全體國民健康，辦理全民健康保險（以下稱本保險）
，以提供醫療服務，特制定本法」。故全民健保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照顧全民之健康，但現
行決定健保費率、給付項目及健保總額的「全民健保會」中，對於最關心健保制度、與健
保使用有息息相關之病友團體病友代表卻僅有一席，並且該席非法定名額，僅為經公開徵
求之被保險人代表推薦團體。對比醫界代表有十席、被保險人代表有 12 席（3 席為經公開
推薦），比例之懸殊實無法保障病友發聲權益。
二、另同法第四十一條之共同擬定會議為實質決定醫療服務及藥物納入健保給付項目之決策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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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但卻同樣沒有病友團體代表入會參與並表達意見，僅透過全民健康保險促進病友參與
藥物納入健保給付決策作業要點得表達意見，非於共擬會議中訂有法定名額，對於病友團
體之保障實有缺漏。綜上，爰建議增訂病友團體代表為健保會及共擬會議之法定代表。
三、又第四十一條增訂第三項，該項係比照同法第五條第四項後段關於健保會之組成代表，其
中保險付費者代表之名額，不得少於二分之一；且被保險人代表不得少於全部名額之三分
之一，以避免共擬會議在決策討論嚴重傾向單一方意見並落實全民健保法增進全體國民健
康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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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五條及第四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本保險下列事項由全
民健康保險會（以下稱健保
會）辦理：
一、保險費率之審議。
二、保險給付範圍之審議。
三、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
之對等協議訂定及分配。
四、保險政策、法規之研究

第五條 本保險下列事項由全
民健康保險會（以下稱健保
會）辦理：
一、保險費率之審議。
二、保險給付範圍之審議。
三、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
之對等協議訂定及分配。
四、保險政策、法規之研究

一、目前健保會委員共有 35
席，其中醫事機構代表 10
席、專家學者 5 席、政府機
關 2 席、被保險人 12 席（
含 3 席經公開徵求之被保險
人代表推薦團體）、雇主代
表 5 席、主計總處 1 席，然
最關心健保制度、與健保使

及諮詢。
五、其他有關保險業務之監
理事項。
健保會為前項之審議或
協議訂定，有減少保險收入
或增加保險支出之情事時，
應請保險人同時提出資源配
置及財務平衡方案，併案審

及諮詢。
五、其他有關保險業務之監
理事項。
健保會為前項之審議或
協議訂定，有減少保險收入
或增加保險支出之情事時，
應請保險人同時提出資源配
置及財務平衡方案，併案審

用有息息相關之病友團體卻
未被健保法所保障，實為法
律之缺陷。
二、為保障病友之權益，爰建
議於本條第四項明訂病友為
健保會之代表。

議或協議訂定。
健保會於審議、協議本
保險有關事項，應於會議七
日前公開議程，並於會議後
十日內公開會議實錄；於審
議、協議重要事項前，應先
蒐集民意，必要時，並得辦
理相關之公民參與活動。
健保會由被保險人、雇
主、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
專家學者、病友、公正人士
及有關機關代表組成之；其
中保險付費者代表之名額，
不得少於二分之一；且被保
險人代表不得少於全部名額
之三分之一。
前項代表之名額、產生
方式、議事規範、代表利益
之自我揭露及資訊公開等有
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

議或協議訂定。
健保會於審議、協議本
保險有關事項，應於會議七
日前公開議程，並於會議後
十日內公開會議實錄；於審
議、協議重要事項前，應先
蒐集民意，必要時，並得辦
理相關之公民參與活動。
健保會由被保險人、雇
主、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
專家學者、公正人士及有關
機關代表組成之；其中保險
付費者代表之名額，不得少
於二分之一；且被保險人代
表不得少於全部名額之三分
之一。
前項代表之名額、產生
方式、議事規範、代表利益
之自我揭露及資訊公開等有
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

定之。
健保會審議、協議訂定

定之。
健保會審議、協議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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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應由主管機關核定或

事項，應由主管機關核定或

轉報行政院核定；其由行政
院核定事項，並應送立法院
備查。

轉報行政院核定；其由行政
院核定事項，並應送立法院
備查。

第四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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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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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現行體制下，與共擬會議
結論息息相關之病友團體被
卻被排除在外，雖健保署訂

險人、雇主、病友及保險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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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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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全民健康保險促進病友參
與藥物納入健保給付決策作
業要點，但該要點僅只於表
達意見，非於共同擬定會議

準，由保險人與相關機關、
專家學者、被保險人、雇主
、病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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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示意見，報主管機關核定發
布。
前二項之代表，其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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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二項標準之擬訂，應

中訂有法定名額，爰建議於
第一項及第二項中，明列病
友為共擬會議之代表，以保
障病友權益。
二、增訂第三項，該項係比照
同法第五條第四項後段，以
避免共擬會議在決策討論嚴
重傾向單一方意見。

險付費者代表之名額，不得
少於二分之一；且被保險人
代表不得少於全部名額之三
分之一。
第一項及第二項標準之
擬訂，應依被保險人、病友
之醫療需求及醫療給付品質
為之；其會議內容實錄及代
表利益之自我揭露等相關資
訊應予公開。於保險人辦理
醫療科技評估時，其結果並
應於擬訂前公開。
第一項及第二項共同擬
訂之程序與代表名額、產生
方式、任期、利益之揭露及
資訊公開等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依被保險人之醫療需求及醫
療給付品質為之；其會議內
容實錄及代表利益之自我揭
露等相關資訊應予公開。於
保險人辦理醫療科技評估時
，其結果並應於擬訂前公開
。
第一項及第二項共同擬
訂之程序與代表名額、產生
方式、任期、利益之揭露及
資訊公開等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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