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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提案第 27672 號

案由：本院委員蘇巧慧、吳秉叡、張宏陸、林宜瑾、陳亭妃等 22 人
，為公正迅速處理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產生之醫療事故，
保障被保險人及醫事服務機構之權益，以促進醫病和諧，並
維持醫療秩序，特擬具「全民健康保險醫療事故處理及補償
條例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蘇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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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醫療事故處理及補償條例草案總說明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自 1987 年至 2021 年 3 月 5 日，該機關受司法檢調機關所託，總計受
理 11,881 件醫療訴訟鑑定，除 190 件尚未完成鑑定者外，已完成鑑定之 11,691 案中，有疏失計
987 件，約占總數 8%，可能疏失或無法認定有無疏失合計 1,379 件，約佔總數 12%。換言之，在
所有完成鑑定案中，約 8 成為無疏失或非醫療糾紛。此一結果，與國外學術研究發現，頗為相似。
即，提出告訴之醫療糾紛訴訟案，大部分無醫療疏失，但相對的，也有醫療疏失引起之損害事故，
當事人未提出告訴。
醫療事故糾紛複雜難解，各國皆然。我國目前除當事人循司法途徑外，亦有採調處方式處理
。據衛生福利部統計各地方政府自 2014 年至 2020 年調處案件數（每年約 6 百至 7 百件），醫療糾
紛調處成立案件數，大約 3 成至 4 成，顯然，調處方式，也有其限制。
鑒於我國實施全民健康保險以來，絕大多數醫事機構均為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
而大多數醫療行為，亦為依全民健康保險法之保險給付醫療服務。因此，因醫療行為而產生之醫療
事故，其實也正是保險給付之附帶結果。由此觀之，此類醫療事故造成之損害及引起之糾紛，似不
宜純粹以民事糾紛看待。進一步言之，當保險給付醫療服務發生傷害、殘廢或死亡事故，且醫療事
故與醫療行為有因果關係且非不可避免，或無法排除非不可避免時，保險人（即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理應處理事故糾紛，並對損害予以補償，以為救濟。
參考丹麥、瑞典、紐西蘭等國無過失補償制度，爰擬具全民健康保險醫療事故處理及補償條
例草案，以救我國現行法制之不足，立法要點如下：
一、本法立法目的、主管機關及用詞定義。（草案第一條至第三條）
二、明定全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因保險給付醫療服務所生之醫療事故，經調查與醫療行為有因果關
係且非不可避免，或無法排除非不可避免者，當事人得依本條例申請處理及補償。（草案第
四條）
三、明定中央主管機關設置醫療事故糾紛審議會，中央健康保險署並應於各分區業務組設置醫療事
故糾紛處理委員會。（草案第五條）
四、申請醫療事故糾紛處理之程序、期限。（草案第六條及第七條）
五、各分區醫療事故糾紛處理委員會得就醫療事故糾紛案件進行調查、委託鑑定。（草案第八條及
第九條）
六、各分區醫療事故糾紛處理委員會處理醫療事故糾紛案件之期限。（草案第十條）
七、各分區醫療事故糾紛處理委員會處理醫療事故糾紛案件應作成處理報告書，並送請法院核定。
（草案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
八、明定處理報告書經法院核定後，當事人並請領補償金者，不得就同一醫療事故提起告訴、自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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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民事訴訟。（草案第十三條）
九、明定醫療事故糾紛之當事人得申請再處理。（草案第十四條）
十、明定各分區醫療糾紛事故處理委員會於當事人領取補償金後，認醫療事故糾紛有醫療疏失情事
者，得向管轄法院代位提起民事訴訟。（草案第十五條）
十一、明定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醫療事故補償，應設醫療事故補償基金。（草案第十六條）
十二、明定醫療事故糾紛補償標準。（草案第十七條）
十三、明定申請醫療事故補償，以醫療事故在中華民國境內發生者為限。（草案第二十二條）
十四、中央主管機關對所處理醫療事故糾紛事件，應進行統計分析，每年公布結果。（草案第二十
三條）
十五、違反本條例之罰則。（草案第二十五條至第二十八條）
十六、明定本條例施行細則及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草案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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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醫療事故處理及補償條例草案
條

文
第一章

總

則

說

明

章名

第一條 為公正迅速處理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
務產生之醫療事故，以保障被保險人及醫事

明定本法之立法目的。

服務機構之權益，並維持醫療秩序，特制定
本條例。
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
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明定本法之主管機關。

為縣（市）政府。
第三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本條例用詞定義。

一、醫療事故：指全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因
接受保險醫療服務而發生傷害、殘廢或死

二、醫療事故，特指全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因
接受保險醫療服務而發生傷害、殘廢或死

亡結果之事故。
二、醫療事故糾紛：指被保險人或其家屬認

亡結果之事故，非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給
付或醫療行為造成之醫療事故，非本條例

為醫療事故應由醫事人員或醫事服務機構
負責所生之糾紛。

之處理範圍。

三、當事人：指與醫療事故糾紛有關之醫事
人員、醫事服務機構、被保險人或其他依
法得提起訴訟之人。
第四條

全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因保險給付醫

明定本條例申請處理及補償之範圍及標準。

療服務所生之醫療事故，經調查與醫療行為
有因果關係且非不可避免，或無法排除非不
可避免者，當事人得依本條例申請處理及補
償。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處理醫療事故糾紛，
應設醫療事故糾紛審議會。

一、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設醫療事故糾紛審議
會。

前項審議會，由中央主管機關遴聘被保
險人代表、醫事服務機構代表、醫事人員代

二、明定醫療事故糾紛審議會之組成方式。
三、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按所屬中央健康保險

表、醫學及法律專家組成之。
審議會組成人員之資格、任期、解任、

署各分區業務組，分別設置醫療事故糾紛
處理委員會，受理醫療事故糾紛處理之申

審議程序與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請。

中央主管機關應按所屬中央健康保險署
各分區業務組，分別設置醫療事故糾紛處理
委員會（以下稱各分區醫療糾紛事故處理委
員會），受理醫療事故糾紛處理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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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六條

申請與處理

章名

醫療事故糾紛發生時，當事人得以申

一、明定醫療事故糾紛發生時，當事人向醫療

請書，向醫療事故發生所在之各分區醫療糾
紛事故處理委員會申請處理。

事故發生所在之各分區醫療糾紛事故處理
委員會申請處理。

前項申請經查醫療行為係由全民健康保
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醫事人員施行者，各

二、醫療行為係由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
機構、醫事人員施行者，各分區醫療糾紛

分區醫療糾紛事故處理委員會應予以受理。
第七條

當事人申請醫療事故糾紛處理，應於

事故處理委員會應予以受理。
一、明定醫療事故糾紛申請處理之期限。

知有損害之日起兩年內為之。
同一醫療事故糾紛經起訴、告訴或自訴

二、明定同一醫療事故糾紛經起訴、告訴或自
訴者，不得申請處理；經申請處理者，於

者，不得申請處理；經申請處理者，於處理
期間，當事人不得提起告訴或自訴。

處理其間，當事人不得提起告訴或自訴，
以減少訟源及社會成本。

第八條 各分區醫療糾紛事故處理委員會為處
理醫療事故糾紛，得要求醫療事故糾紛之當

明定各分區醫療糾紛事故處理委員會為處理醫
療事故糾紛，得進行必要之調查。

事人及醫事人員陳述或說明，當事人及醫事
人員不得拒絕。
各分區醫療糾紛事故處理委員會為調查
醫療事故糾紛，得向醫事服務機構查詢或借
調病例及診療紀錄等相關資料，各該醫事服
務機構不得規避、拒絕或妨礙。
第九條 各分區醫療糾紛事故處理委員會為公
帄判斷醫療事故糾紛，得委託有關醫療機構
或具有專業知識之專家學者組成醫療事故鑑
定委員會，從事必要之鑑定。
第十條 各分區醫療糾紛事故處理委員會處理
醫療事故糾紛，應於當事人提出申請之日起

明定各分區醫療糾紛事故處理委員會得委託有
關醫療機構或具有專業知識之專家學者組成醫
療事故鑑定委員會，從事必要之鑑定。
明定各分區醫療糾紛事故處理委員會處理醫療
事故糾紛之期限。

三個月內完成處理，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
第十一條

各分區醫療糾紛事故處理委員會處

明定各分區醫療糾紛事故處理委員會處理醫療

理醫療事故糾紛，應作成醫療事故糾紛處理
報告書。

事故糾紛，應作成醫療事故糾紛處理報告書及
報告書應載明之事項。

前項醫療事故糾紛處理報告書（以下簡
稱處理報告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當事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
證明文件字號、住所或居所；為醫療機構
者，其名稱、負責人及機構所在地；申請
人非被保險人本人者，其與被保險人之關
係。
二、醫療事故事由。
三、醫療事故因果關係及判定。
四、醫療事故補償基數之核定。
五、處理報告書核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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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各分區醫療糾紛事故處理委員會應
於處理報告書核定之日起七日內，將處理報

明定各分區醫療糾紛事故處理委員會應於處理
報告書核定後送請管轄法院核定。

告書送請管轄法院核定。
法院應儘速審核前項處理報告書，認應
予核定者，除抽存一份外，發還各分區醫療
糾紛事故處理委員會。各分區醫療糾紛事故
處理委員會應於收受後三個工作日內，將核
定之處理報告書寄送當事人。
法院因處理報告書內容牴觸法令、違背
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而未予核定者，應將理
由通知各分區醫療糾紛事故處理委員會。
第十三條

處理報告書經法院核定後，當事人

明定處理報告書經法院核定後，當事人並請領

並請領補償金者，不得就同一醫療事故提起
告訴、自訴或民事訴訟。

補償金者，不得就同一醫療事故提起告訴、自
訴或民事訴訟，以減少訟源及社會成本。

第十四條 醫療事故糾紛之當事人對核定之處
理報告書，認為不當或損害其利益者，得於

明定醫療事故糾紛之當事人對核定之處理報告
書，認為不當或損害其利益者，得向醫療事故

收受處理報告書之日起十五日內，向醫療事
故糾紛審議會申請再處理。

糾紛審議會申請再處理。

前項醫療事故糾紛再處理程序，準用第
八條至第十二條之規定。
第十五條 各分區醫療糾紛事故處理委員會於
當事人領取補償金後，認醫療事故糾紛有醫
療疏失情事者，得向管轄法院代位提起民事
訴訟，並視為當事人申請處理時已起訴。

明定各分區醫療糾紛事故處理委員會於當事人
領取補償金後，認醫療事故糾紛有醫療疏失情
事者，得向管轄法院代位提起民事訴訟。

前項告訴經法院裁判賠償金額，其額度
超過本條例補償金之部分，發還原當事人。
第三章
第十六條

補

償

章名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醫療事故補償

一、明定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醫療事故補償，

，應設醫療事故補償基金。基金之來源如下
：

應設醫療事故補償基金及基金之來源。
二、本條例之補償標的，係依全民健康保險之

一、全民健康保險基金之部分提撥。
二、政府預算撥充。

保險給付所生之醫療事故，自應由全民健
康保險基金提撥部分金額支應，但考慮財

三、代位訴訟賠償金。
四、捐贈收入。

政負擔，建議一半費用由政府預算撥充。

五、基金孳息收入。
六、其他收入。
前項補償基金創立時，政府應一次撥付
二十億元。
第一項第二款政府預算撥充金額，應與
第一款全民健康保險基金之部分提撥金額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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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醫療事故糾紛經判定符合第四條情
形者，應予以補償。

明定本條例補償之標準。

前項補償，依下列標準核定金額：
一、死亡：給予三個至三十個基數。
二、殘障：依身心障礙鑑定之綜合等級給予
一個至二十五個基數。
三、器官損傷：依受損程度給予半個至十個
基數。
前項基數之核定，應依年齡、原工作收
入、家庭經濟狀況、損害程度，制定量化之
客觀標準；基數折算金額之比率，由中央主
管機關擬定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發布之。
第十八條 醫療事故糾紛經判定給予補償者，
各分區醫療糾紛事故處理委員會應於法院核
定處理報告書後七日內，通知當事人領取補
償。

明定醫療事故糾紛經判定給予補償者，各分區
醫療糾紛事故處理委員會應於法院核定處理報
告書後七日內，通知當事人領取補償。

前項補償自通知之日起一年內未領取者
，視同放棄請領。
第十九條 醫療事故補償請求權，不得讓與、
抵銷、扣押或供擔保。

明定醫療事故補償請求權，不得讓與、抵銷、
扣押或供擔保。

第二十條 對補償金額審定不服者，得依法提
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明定當事人對補償金額審定不服者，得依法提
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第二十一條 辦理醫療事故糾紛處理及補償相
關業務之人員，因執行職務而知悉、持有他

明定辦理醫療事故糾紛處理及補償相關業務之
人員，有報密之義務。

人之秘密，不得無故洩漏，或為自己、他人
利益而使用。
第二十二條 申請醫療事故補償，以醫療事故
在中華民國境內發生者為限。

明定申請醫療事故補償，以醫療事故在中華民
國境內發生者為限。

第二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所處理醫療事故
糾紛事件，應進行統計分析，每年公布結果

為減少醫療事故糾紛，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對所
處理醫療事故糾紛事件，應進行統計分析，每

。

年公布結果，以供各界參考。

第二十四條

辦理本條例所需經費，由中央主

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之。
第四章

罰

明定辦理本條例所需經費，由中央主管機關編
列預算支應之。

則

章名

第二十五條 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明、
報告、陳述而領取醫療事故補償者，除返還

明定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明、報告、陳
述而領取醫療事故補償者，除返還補償外，按

補償外，按其領取之補償金額處二倍罰鍰；
其涉及刑責者，移送偵辦。

其領取之補償金額處二倍罰鍰；其涉及刑責者
，並移送偵辦。

第二十六條 醫事服務機構或醫事人員違反第
八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

明定醫事服務機構或醫事人員違反第八條規定
之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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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罰鍰。
第二十七條

醫事服務機構或醫事人員違反第

九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八條 辦理醫療事故糾紛處理及補償相
關業務之人員違反第二十一條規定者，處新

明定醫事服務機構或醫事人員違反第九條規定
之處罰。
明定辦理醫療事故糾紛處理及補償相關業務之
人員違反第二十一條規定之處罰。

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五章
第二十九條
關定之。
第三十條

附

則

章名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施行細則。
為利本條例之施行，本條例施行日期爰由行政
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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