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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界衛生組織(WHO)於1978年揭示「公元2000年時全人類均能享有健康」

的綱領後，此一信念成為世界各國追求之目標。我國自民國六十九年起，社會與

政府揭開為期十餘年對於該法案之討論與立法之過程。嗣後，全民健康保險法草

案於民國八十三年完成立法院三讀審查，制定通過，但旋因立法品質之粗糙，而

於該法尚未施行前，立即在立法院進行修法。 

 

自民國八十三年七月十九日立法院三讀制定全民健康保險法後，分別於民

國八十三年九月十六日、民國八十八年六月廿二日，以及民國九十年一月四日修

法三次。其修法過程、修法環境均有相當程度之差異。本文試圖以全民健康保險

法立法及修法為核心，分析該法案之法制變遷，其中包含該法案與憲法及相關法

律間的關係，以及該法案在修正時所面對的政治體制與結構之變遷。 

 

關鍵詞：全民健保、全民健康保險法、立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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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mulgation and Amendments of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ct in Taiwan                     

 Jin-kuo Pei 

Abstract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NHI)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in Taiwan. It was legislated by Legislative Yuan on July 19, 1994. But the 

NHI Act has been amended three times in seven years. Such as Committee Review, 

Proceed Directly to Second Reading, Second Reading and Third Reading of the 

Legislative procedure are full- filled of interesting. We may look up the amendment 

environment and find how different they are. 

According to this paper, we may indicate the past amendments are very hard to 

get consensus in the Legislative Yuan. How to change the condition in the future is a 

contemporarily serious course in Taiwan. 

 

Keywords :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ct, Legislative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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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全民健康保險法制定與變遷初探 

 

裴晉國 
 

一、 前言 

我國全民健康保險法的制定，由於牽涉到政治、經濟及社會的層面甚為廣

泛，保險對象更近乎涵蓋全國每所有人口，因此格外受到各界的重視，甚至有台

灣四十年來最大的民生法案之稱（郭明政，1995:188）。民國七十五年實施自由

地區增額立法委員選舉1時，台灣省區域立委提出「擴大醫療保險範圍，實施全

民健康保險」的政見，位居該次選舉中十大政見之第二位，可見社會大眾對於全

民健保之實施，具有相當程度之期待，也開展全民健康保險政策合法化之歷程。 

 
全民健保法案制定過程中，最早開始運作、影響力最大的社會團體，非醫療

利益團體莫屬（傅立葉，1995:62），醫師在社會上的地位較高，能夠當選立法委

員的比例也較其他職業為高2。具有醫師背景之新科立委首先組成「全民健康保

險促進小組」，並於民國七十七年成立立法院次級團體「厚生會」，開始整合公衛、

社會、法律、醫管及財金學者的意見，並於民國八十二年一月率先制定「厚生會

版」全民健康保險法草案，首先於立法院完成一讀提案，送交內政、財政兩委員

會審查。其後，沈富雄委員亦提出草案，於同年三月通過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

於民國八十二年十月向立法院提出全民健康保險法草案後，又有吳東昇、林正杰

及陳哲男等委員各提版本併案審查。各版本爭執點較大之處在於保險費率、保險 

                                                 
1
 第一屆立法委員選舉於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廿一日舉行，計選出760人。政府遷台後，於民國五

十八年舉行立法委員增補選計十一位。民國六十一年至七十八年間，共舉辦六次第一屆增額立法

委員選舉。民國八十一年起舉辦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我國正式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參見中

華民國立法院簡介。 
2
立法委員具醫師背景者，首屆增額立委計有洪文棟、黃明和、潘至誠及林庚申等人。民國七十

八年增額立委選舉，選出黃明和、高資敏、楊敏盛、張博雅、洪奇昌、許禎祥等六位。民國八十

一年第二屆立委選舉，則有洪奇昌、沈富雄及柯建銘(牙醫師)等三位當選。民國八十四年第三屆

立委選舉，則有洪奇昌、沈富雄、柯建銘、林耀興、陳永興、陳其邁等六位。民國八十七年第四

屆立法委員選舉，有洪奇昌、沈富雄、柯建銘、林耀興、陳其邁、黃明和及賴清德等七位。民國

九十年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則有洪奇昌、沈富雄、柯建銘、陳其邁、賴清德、高明見、候水盛、

陳道明、邱永仁、廖國棟、林進興等十一位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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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負擔比率及保險機構公營與民營等問題上，而這幾位不同委員的提案，直接顯 

現了立法院生態中，分別代表醫療利益團體、醫師身分立委、投資醫院並經營保

險之財團代表，以及中醫師身分之無黨藉代表等不同力量之角力（傅立葉，

1995:62）。社會大眾則對於保險負擔比率、部分負擔、醫療資源不均的現況下不
願加保等問題上，有重大的不滿及抗爭行動；醫界更延續了過去對勞保甲乙丙表

不滿的給付標準，再次對全民健保給付標準表達不滿，並以拒絕簽約的手段要求

提高給付。因此，全民健康保險法的制定對國家與社會而言，自然有別於過去公、

勞、農保之社會保險，而是重大的、整體的醫療與社會福利政策。 

 
全民健康保險法於民國八十三年七月十九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八月九日總

統公布後，尚未正式施行前即因「強制加保」條款而直接於立法院進行修法工作。

民國八十四年三月一日起，台灣地區正式實施全民健保。此後，包括社會大眾持

續提出各種需求、司法機關之釋憲案之產生等，亦源源不斷進入國家機關之政策

制定環節中，至今逐步完成該法律案之三次修正。事實上，這三次的修法雖然依

法仍必須由立法院三讀修正通過，但是其審查背景等場域均有相當不同之處，究

其原因包括立法機關之組織調整、行政機關首長易動、政黨輪替、以及其他法律

案制定所帶來的影響，造成該法案在行政、立法兩部門的提案、討論及完成修法

時所需面對之種種政治及社會結構，都有相當大的差異。 

 
因此，全民健康保險法案的制定與實施，成為政府部門重要的醫療與社會政

策之一，而政治體制及社會亦對其產生很大的影響。社會變遷塑造民眾的健康狀

況與健康問題，而健康狀況與健康問題又回饋社會體系，並進而影響整體社會的

發展(楊志良,1996:12)。就當前台灣地區而言，一方面，國家的威權控制可說正在
逐漸而顯著的下降中；但另一方面，國家明顯擴張其對社會的角色扮演，尤其強

調以總體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介入經濟社會，並符合學界對於後工業轉型國家所

規範之實質管制，例如環保與國民健康，使得社會與經濟得以長期發展(李碧涵，

1996:89)。因此，該法案的制定、實施及修正，均無法抽離外在政、經、社環境
而獨立存在。 

 
綜上所述，本文之研究目的，係針對該法案之立法與修法過程之異同進行比

較研究。就法律案而言，其政策形成、立法過程、修法內容、憲法規定、立法院

相關內規等，均成為討論法律案時之依據所在。而比較立法與三次修法時期，社

會變遷與相關憲政制度及政治結構之改變，使得法案在不同氛圍中進行審議，均

是本研究之討論重點。藉由相關國家機關結構之轉變、立法機關之組織變遷、結

構調整，以及政府部門為因應該法案所進行之各種組織與政策之調整方案、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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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所提出司法審查意見等影響因素，均成為該法案變遷研究時必須加以釐清之 

處，而了解國家政治結構近年來之具體轉變。 

二、分析架構 

本文主要採取歷史結構分析之架構進行研究。 

 
歷史研究的意義，並不在於我們認為歷史會在未來重複出現，而是因為研究

歷史讓我們瞭解過去是如何演變到現在，以及現在又將如何演變成未來，並在掌

握未來趨勢的可能變遷中，融入期望，達成對未來之理想（蕭全政，1990：10）。
而歷史存在的本身就是複雜而動態的整體，會依其內在的特質，不斷進行全面的

變遷，而其內容則是互相糾葛且不斷延展擴大的複雜因果關係（蕭全政，1990：

15）。因此，回歸於歷史的過程中，我們才能夠尋求其中的因果關係。其次，我
們對此時間長流做出橫切面，則可獲得各個不同時期的結構，成為歷史分析中的

基礎。在人類歷史與社會的複雜關係中，影響歷史發展與社會變遷的主體，除了

個人之外，也包括了其它的分析單位，例如社團、法人、政府、跨國企業，以及

國際組織等，這些不同居次的行為者，都分別被鑲嵌在重重交錯複雜的組織與制

度的脈絡中，而在這些組織制度與其它客觀因素的動態變遷中，追求或展現其生

存及發展（蕭全政，1997）。Cardoso 與 Faletto（1979）也認為，同時對社會之
結構及其中的歷史轉型演變進行處理，才能夠真正了解社會的改變，因此歷史結

構觀點的方法可說是對社會發展做全盤分析的方式。而其中的關照面不只落在國

內各種團體之間關係的分析，也要把跨國關係列入考慮（Skocpol，1979）。 

 
就全民健康保險法案而言，國家在不同時期所制定的全民健康保險政策及其

修正，均直接反映在國家整體的發展上，而且此一法案基本上也與其他的政治、

經濟及社會政策等結構息息相關，因此社會整體的發展也對此法案之政策形成與

修正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此外，利益、觀念及制度因素之互動過程，都將導

致政策變遷。就國家本身的利益言之，國家經常必須提出各種合理化管理社會秩

序之方案，以及涵蓋經濟層面的改革政策，以避免產生政權合法性危機或是資本

累積危機（李碧涵，1996）。因此，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扮演兩大功能：經濟方
面的資本累積功能與政治方面的政權合法功能，但二者之間時常產生相互矛盾與

牽制（O'Connor，1973：6）。全民健康保險法的制定與修法，正是政府在資本累
積與政權合法化兩大功能的矛盾與牽制的場域中進行的。在此分析架構下，將較

容易解釋政策變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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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擬針對全民健康保險法案之變遷做一歷史貫時性（diachronic）與結構 
性之分析。因此，全民健康保險法之立法及修法過程為討論之核心，並期待呈現

該法案與相關法律、政治體制與社會結構之異同的關係，以分析此一法案的演變。 

 

三、全民健康保險法案之制定 

全民健康保險政策的基本理念，除溯源自憲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規定，在增

修條文，以及其他政治、經濟、社會等場域，均有促成此法案得以推動落實之重

要原因。 

 
以下謹就該法案之制定過程，分為政策形成背景、立法過程分別討論之。 

 

（一）政策形成背景 

就國際環境而言，1978年世界衛生組織(WHO)Alma-Ata宣言中揭示：公元

2000年時全人類均能享有健康（Health for All）之目標。就國內而言，民國六十
八年十二月國民黨第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復興基地重要建設方針」，其中宣示：

「擴大並改進勞工保險，分期舉辦農民健康保險，辦理公教人員眷屬保險，期能

逐漸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吳凱勳，1993:160）民國六十九年，當時黨外人士
助選團提出「實施全民健康保險」為共同政見的主要依據，自此展開國內為期十

餘年就該法進行了立法討論與施行的過程。 

 

民國七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當時之行政院長俞國華在立法院提出 2000 年
實施全民健康保險成為首次官方宣示；同年五月，行政院核定「中華民國經濟建

設長期展望」，規定民國八十九年完成全民健康保險。民國七十七年，經建會成

立專案小組，展開初期規劃作業；民國七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俞國華在立法院

宣示全民健保提前於民國八十四年開辦。由於俞院長任內兩次對於全民健保發表

重要談話，多半是在引發族群衝突歷史記憶的二二八紀念日宣佈，因此此一政策

為政府重要福利政策，以及消弭國內族群對立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蔡篤堅，

2001）。 

 
民國七十八年六月，新任命之閣揆郝柏村指示「不浪費、不虧損」原則下，

於民國八十三年實施全民健康保險；民國七十九年七月，經建會完成全民健康保

險制度第一期規劃報告；民國八十年二月，衛生署成立「全民健康保險規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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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自此全民健保之規劃改由衛生署接手；民國八十一年五月，國民大會進行

「一機關兩階段修憲」之第二階段修憲，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八條第三項明定「國 

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險，並促進現代化和傳統醫學之研究發展。」3；民國八十 

一年底，衛生署完成「全民健康保險法(草案)」及「中央健康保險局組織條例(草

案)」，提交行政院院會審議。 

 
民國八十二年三月，新任行政院長連戰裁示，全民健康保險原訂於民國八十

三年實施的計畫不變；民國八十二年十月，行政院會議通過「全民健康保險法(草

案)」及「中央健康保險局組織條例(草案)」，送立法院審議；民國八十三年七月，
立法院通過「全民健康保險法」，並於同年九月修正通過「全民健康保險法」強

制納保條文(第 87條、第 11條之 1第 69條之 1)；民國八十三年底，立法院通過
「中央健康保險局組織條例」；民國八十四年三月一日，全民健康保險正式開辦。 

 
全民健保實施前，由於公立醫療機構權屬、醫療保險的主管均有所區別，其

中的利益衝突較無交集處。但進行全民健康保險的規劃過程中，其間的利益衝突

便已展現（裴晉國，1996b）。健保小組的規劃方向是「不浪費、不虧損」，整合
原有社會保險醫療給付部份，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負責，並在財務方面精算保險

費率、盈虧自負，達成公平性、效率性及全民共擔風險 (行政院衛生

署:1993:16–18)。醫療政策權與保險經濟權的結合，使衛生署對健保的實施寄予
厚望，期待經由保險變革，除去許多醫療體系既存的弊病。變動較大的，是保費

的分擔比率，除無固定雇主之勞工、地區人口之個人與政府負擔比率為六四比，

其他被保險人與雇主 (政府 )的保險比率齊一建議為四六比 (羅紀瓊、尤素

娟:1994)。這樣的變動造成各部會間不同的意見:財政部與主計處一致傾向勞雇各

負 50%的保費；勞委會則建議勞工保費負擔比率為 30%；農林廳亦表示不一提

高農民的負擔比率(林慧芬，1993:98)。各部會的意見表達，的確反應了各部會的
利益；但衛生署健保小組及中央健康保險局對意見探納的整合，制定行政院版全

民健康保險法草案，確立未來衛生署將具有兩項權力：醫療政策的制定權與醫療

費用支付的掌控權。 

 
但在草案審查過程中，社會力的介入、各部會、行政與立法部門間的意見衝

突，保費制度設計因造成勞工利益受損而首當其衝，立法機關最為法案審查部

門，更加成為各方角力場域。全民健康保險法的保費負擔比率因此有所調整，已

政府負擔勞工一成保費收場。在此時牽涉政府支出的增加，中央與地方亦因健保

實施而擴大支出，並對其他預算形成排擠作用，財政部門的影響力便開始增強，  

                                                 
3
 嗣後歷經數次修憲，第六次修憲後該條文已調整為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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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與地方的衝突也隱然展現，更導致日後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對於保險費補助 

款如期繳納問題發生衝突（裴晉國，1996b:66）。該法第二十七條對於相關政府
保險費負擔比例之規定，更成為地方首長不斷抗爭之處，造成地方政府首長以「中

央請客，地方買單」加以譏諷。開辦一年餘，高雄市政府之欠繳率便已接近五成， 

欠繳金額達二十餘億，至民國八十九年，各級政府總欠繳金額高達新台幣二百八

五十億元，欠繳率為 27%4。全民健保的開辦，造成地方政府財政問題，以及財

政收支劃分法爭議所在，身為地方政府的台北市政府已表示將提出大法官會議釋

憲5。 
而全民健康保險正式開辦的時間，也因種種因素而一再改變。由於行政院在

民國七十九年曾宣示於民國八十三年開辦全民健康保險，故規劃作業進度一旦落

後，開辦日期亦勢必同步延後。立法工作於民國八十三年八月方才完成通過全民

健康保險法，行政院遂因而宣布以民國八十四年一月為開辦目標。其後因健保相

關子法的延宕、醫療體系之作業不及，以及民眾教育宣導不足，行政院只得在民

國八十三年底宣稱延後健保開辦日期至民國八十四年三月一日，並於民國八十四

年一月正式成立中央健康保險局。但是在二月底時，相關的配合措施仍然不足，

原有社會保險修正案也未完全通過立法院的審議，行政院仍要求衛生署如期開辦

全民健康保險6。因此，由台灣開辦全民健保的經驗來看，推動全民健保的主力

是經濟與政治，而非健康需要（江東亮，1999:131）。 

 

（二）「全民健康保險法草案」之立法過程 

如前所述，由於全民健康保險牽涉之範圍甚廣，遠超出醫療照顧與健康維護

的層面。因此，該法在法律案的提出，形成了立法委員提案先於政府提案排入委

員會審查的情形。本章節以立法過程為分期加以說明。 

 

1. 第一讀會──院會交付審查 

 
全民健康保險法草案，率先由洪冬桂、楊敏盛等二十三位立法委員以「厚生會」

規劃之草案為版本，於民國八十二年一月八日通過院會一讀，交付內政、財政兩 

                                                 
4 請參見邱清華著：破解全民健保的財務危機http://www.doh.gov.tw/new/moth/page46.html。 
5 請參見中時電子報 http://tw.politics.yahoo.com/news/2002/01/07/ctnews/2999012.html。 
6參見 1995.2.28中國時報三版。應修正之相關社會保險法案，均須處理因全民健保實施後費率為
4.25%，並且保險範圍涵蓋疾病、傷害、生育事故，故原有之保險費率應予調降，保險範圍亦應
修正停止適用上述三種類型。其中，公務人員保險法及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條例，於該年一月二

十八日修正公布，保險費率由 9%調降為 4.5%；勞工保險條例於該年二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保
險費率由 7%降為 6.5%。但農民健康保險條例,迄今仍未修正，保險費率仍報行政院核定由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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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審議；同年十一月十九日，院會通過行政院函請審議「全民健康保險法 

草案」案，交付內政及邊政、財政兩委員會7併案審查；同年十二月三日，通 
過吳東昇等二十九人所提草案交付審查；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通過林正杰等十 

八人提案，交付委員會併案審查；民國八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立法 

院第二屆第三會期第二十五次會議8，通過陳哲男等四十一名委員之提案，交付

審查。該法案在第一讀會之情形如表一。 

 
表一:全民健康保險法草案之提案來源與通過審查表 

提案來源 議程編列名目 通過交付審查之院會會期及日期 
楊敏盛等委員 討論事項 82.01.08第一屆第九十會期第二十次會議 
沈富雄等委員 討論事項 82.03.19第二屆第一會期第八次會議 
行政院 報告事項 82.11.19第二屆第二會期第十四次會議 
吳東昇等委員 討論事項 82.12.03第二屆第二會期第十七次會議 
林正杰等委員 討論事項 82.12.24第二屆第二會期第二十六次會議 
陳哲男等委員 討論事項 83.05.27、30、31第二屆第三會期第二十五次會議 

資料來源：立法院祕書處：《全民健康保險法案》。 

 
依據立法院議事規則第二十九條之規定，政府提出之議案或立法委員提出之

法律案，應先送程序委員會，提報院會後，交付有關委員會審查。又該規則第十

七條第二項，「由政府提出之議案，於付審查前，應先列入報告事項」。因此，該

法草案包含立法委員提案，以及行政院提案，均必須經由此一程序後，送交內政

及邊政、財政兩委員會加以審查。自該法草案送委員會審查後，共舉行五次聯席

會議，最後於民國八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完成該法案審查，提出審查會通過名稱

及條文，提交院會進行二讀。但由於該法爭議極大，因此除有多條條文保留外，

並有多位委員聲明保留院會發言權9。 

 

2. 法律案之討論及表決 

 
在行政部門迫切要求全民健康保險法草案必須快速完成審議的壓力之下，該法案

排入立法院第二屆第三會期的最後一次(第三十六次)院會第八案，並經變更議程 

                                                                                                                                            
降為 1.35%，現今則略微提高至 2.55%。 
7立法院組織法第十八條條文於民國八十二年修正，原內政委員會與邊政委員會結合為「內政及

邊政委員會」，並於同年十月二十日經總統公佈實施，故與前述「內政委員會」名稱不同。 
8立法院常因特殊狀況，透過主席之議事處理，常形成多天的連續院會均視為一次會議。 
9 依立法院議事規則第六章之規定，讀會均於院會中進行之，因此，交付委員會審查至完成的過
程，應為第一讀會後至第二讀會間之立法程序，故完成委員會審查之議案常有所謂「一讀半」的

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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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提前進行討論全民健康保險法草案之二讀會。依據立法院議事規則第三十條 

，第二讀會應將議案朗讀，依次或逐條提付討論。因此，在朗讀議案標題、宣讀 

審查報告及說明後，院會開始廣泛討論及逐條討論、修正動議及表決。開始審議

時間為民國八十三年七月10十五日十六時，於同日二十二時開始逐條討論及 

表決。次(十六)日六時，主席宣布於十八日上午繼續開會。 

 
由於該次院會跨越數日，是否可延續為同一次院會存在合法性的問題，故於

十八日開會時，有廖福本等三十一位委員臨時動議，要求確認該次會議之合法

性，最後經由記名表決方式加以確認。但因該法案存在許多爭議，雖然法律案已

經交由委員會審議通過，提交院會進行二讀。但政黨間仍存有重大歧異，故於十

八日上午開始進行朝野協商。在此時期朝野協商之法律地位並未明定，但已實質

凌駕審查會通過之條文，成為院會表決之依據11，因此，原來完全不存在於任何

草案中的第八十九條條文12，不必經由任何修正動議的方式出現，卻成為最後的

法律條文。由此可見，朝野協商成為立法院二讀會時最為重要的程序之一。經由

漫長的二十一小時院會審議、表決過程後，於次日上午完成該法案草案二讀。為

貫徹國民黨決心快速通過該法案之意志（劉宜君，2000：303），經委員提案後，
逕付三讀，制定通過，並通過七項附帶決議。 

 

3. 法律案之公佈 

 
該法案於七月十九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後，立法院於七月三十日咨請總統公

佈。總統於八月九日公佈全法八十九條條文13。至此，全民健康保險終於建立法

源依據。 

 

 

 

 

                                                 
10
 憲法第六十八條規定，立法院會期，每年兩次，第一次自二月到五月底，第二次自九至十二月

底，必要時得延長之。因此，此次會議為延會期間。 
11
立法院秘書處編：《全民健康保險法案》下輯，第814頁開始。而黨團協商之法律地位，在民國

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才由立法院三讀通過「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二章中明文規定。 
12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八十九條: 「本法實施滿二年後，行政院應於半年內修正本法，逾期本法失

效。」因此，全民健康保險法必須於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一日前修正，否則將自動失效。亦有論者

認為已一條款為當時身兼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總統指示增列之「落日條款」，使全民健康保險法

成為「暫行條例」性質之妥協版本，以便此法案順利通過（詹金月，1995:90）。 
13
 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七十二條之規定，立法院法律案通過後，移送總統及行政院，總統應於收到

後十日內公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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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民健康保險法之修正 

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二十條之規定，法規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修正之：一、 

基於政策或事實之需要，有增減內容之必要者；二、因有關法規之修正或廢止而

應配合者；三、規定之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已裁併或變更者；四、同一事項規定

於二以上之法規，無分別存在之必要者。準此，自民國八十三年七月十九日全民

健康保險法立法迄今，立法院院會處理該法案相之立法委員及政府修正提案不計

其數，其中僅以行政院而言，至今已提出計五次的修正提案。對於法案制定後之 

三次修法原因、修法過程，以及相關結構之變化，分述如下。 

（一）第一次修正──民國八十三年九月十六日 

如前所述，七月十九日通過的全民健康保險法，缺乏強制加保的條文，使得全民

健康保險形同具文，各界批評不斷，導致尚未施行的全民健康保險法，於制定完

成二個月內，進行修法工作。 

 

1. 修法原因 

 
事實上，此時期執政黨籍立法委員可於立法院提出復議的方式逕行修正法案

14；而行政院方面亦不願直接面對此問題，迴避呈請總統移請立法院覆議15的修

正方式。於是，對於社會大眾的反彈，當時之執政黨決定以立法委員提案方式修

法。 

 

2. 修法過程 

 
國民黨排除上述兩項修正方案，由該黨籍廖福本委員等二十七人，於同年九

月十六日提出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十一條之一，第六十九條之一，第八十七條條文

修正草案並逕付二讀案16。經院會討論及表決後得以逕付二讀完成，並在朝野一

致認同強制加保的重要性之下，於同日完成三讀並咨請總統公佈。十月三日，總 

                                                 
14
 依當時立法院議事規則第五十五條：復議動議，應於原案表決後下次院會散會前提出之。 

15
 憲法第五十七條第三款及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之規定，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

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之核可，於該決議送達行政院十日內，移

請立法院覆議。 
16
 依當時立法院議事規則第二十九條第二項：有出席委員提議，二十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表決

通過後，得逕付二讀。但依嗣後通過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八條之規定，逕付二讀之人數應在四

十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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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明令公布後，該法正式完成修正。因此，在全民健康保險法尚未施行之前，

立法院已修正一次條文。法律的制定與修正，與國家之政令與威信至有關係（管

歐，1988:171）。無怪乎立法院此舉引來社會大眾之反彈，更質疑強制納保違反

憲法規定，並向大法官會議提出釋憲案17。 

 

3. 結構變化 

 
由於距離前次法案立法之時間僅有數十日，並且全民健保也尚未正式施行， 

因此，此一階段並無明顯之結構變化產生。但對於強制納保是否違憲，則已 

造成社會各界之討論，並蘊釀提出大法官會議之釋憲申請。 

 
我國全民健保正式法制前，原享有社會健康保險之人口之公、勞、農保，合

計約佔 55%之總人口。由於強制納保條款的通過，除依法不得加入健保之人口

外，估計增加 40%之人口，全民納保的方向自此向前邁出一大步。 

 

（二）第二次修正──民國八十八年六月廿二日 

全民健康保險法修正通過並於民國八十四年三月一日正式施行後，行政

院、立法院、司法院及社會大眾均因全民健保之實施產生許多修法的意見。尤其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八十九條之「落日條款」18，促使行政院必須於民國八十六年

九月一日前提出修正案送立法院審議。 

 

1. 修法原因 

 
行政院於此階段共提出三次提案，分別為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提出「全民

健康保險法」修正草案、民國八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之「全民健康保險法」再修

正草案，以及於民國八十八年四月十九日函請立法院審議「全民健康保險法修正

草案」19。歷經不同之行政院長及衛生署長之版本，除導因於國內民眾、醫療利

益團體之壓力而提出之修法方向外，亦有因應民營化國際潮流之「多元保險人競

爭體制」的保險人機制設計。行政院提出之修正版本涉及保險人組織體制之調

整、強化民眾參與經營及監督之機制、落實保險人獨立自主之精神及納入多元保

險人競爭之機制等修正重點，均因茲事體大而難以達成朝野共識而無法進行實質 

                                                 
17
 釋字第472號解釋認為強制加保符合憲法規定。 

18
 同註12。 

19
 詳見立法院第四屆第一會期第十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報二七三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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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保險體制變革。 

 
就立法委員之修法動作而言，規劃七年餘之全民健保實施不到半年內，朝野立委

已有八個修正案提請審議。各版本之修正重點除沈富雄委員持續以「保大病不保

小病」的理念進行修法外，其它提案並完成委員會審查之結果大致為：第一、保

險費率降低；第二、降低被保險人眷口數；第三、老、殘及兒童之保險費由政府

支應（裴晉國，1996b:74）。凡此種種提案，與民國八十四年底立法委員選舉為

求爭取選票而開出之「選票利多」之關係極為密切（劉宜君，2000:397-8）。因
此，在此時期，行政院提案雖已送達立法院，但立法院仍然以上述「選票利多」

方式進行法案修正。 

 

2. 修法過程 

 
民國八十八年五月十九日至六月十四日，立法院分別召開六次朝野黨團協

商會議討論，達成六大協商結論：第一、眷口數上限由五口降為三口；第二、調

降滯納金課徵比率及罰鍰；第三、擴大納保範圍至軍中聘雇人員等；第四、設置

紓困基金供無力繳納保險費者使用；第五、低收入戶成員由政府全額補助；第六、

提高山地離島醫療服務品質，並免除該地區居民部分負擔20。而社會大眾亦相當

重視之軍公教投保金額改探全薪或八成薪，以及其負擔比例由 40%降低至 30%

等規定，並未達成朝野共識21。 

 
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立法院第四屆第一會期第十六次院會，經朝

野黨團協商後，代表政府提案之「全民健康保險法修正草案」及民進黨團所提之

「全民健康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由衛生環境及社會福利、財政兩委員會

抽出，依上述朝野黨團協商結論，順利完成二讀及三讀程序，修正全民健康保險

法第八條至第十二條、第十四條、第十九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六條、第三十

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六條、第六十七條及第八十八條條文並增訂第八十七條

之一至第八十七條之三條文。並通過對於山地、離島醫療品質提升之兩項附帶決

議。總統於民國八十八年七月十五日公布。  

 

3.結構變化 

 

                                                 
20
 立法院：《立法院公報》第88卷第37期,院會紀錄（1999年）頁175，。 

21
 同前註，頁130。事實上，軍公教人員的雇主為各級政府，如提高其投保金額，各級政府負擔

亦將增加，使整體政府歲出提高，因此各級政府也不見得支持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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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全民健康保險法制定及第一次修正近五年後，立法院才正式針對全民健

保之施行產生之問題完成修法工作。其中經歷之各種結構之變化並對該法案修正

所帶來之影響，茲分述如下。 

 
（1） 就立法過程而言 

 
首先是審查之委員屆次不同。本次修正案於第四屆立法委員任期中通過，有

別於前次於第二屆立法委員任內進行。不同屆次的立法院主要差異性顯現在立法

委員政黨比例結構上。第二屆立法院之政黨比例為國民黨 64%，民進黨 31%，

其他 5%；第四屆立法委員之比例則為國民黨 54.6%，民進黨 31.1%，新黨 4.9%，

其他 9.3%。相較之下，國民黨欲憑藉一黨獨力完成修法的可能性較低，必須聯
合他黨之力，以協商化解分岐。因此，原先期望對全盤保險體制變革進行修法未

竟其功。 

 
其次是審查之委員會不同。立法院組織法於八十八年一月十二日修正，新修

正之立法院組織法，「內政及邊政委員會」更改為「內政及民族委員會」並新設

立之「衛生環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本次審查之委員會，因新修正之立法院組

織法，更改為新設立之「衛生環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與財政委員會聯席進行

該法案所有提案之審查工作。因此，就立法院委員會之部分而言，已較前次修法

時之具有更為專業之分工。 

 
再者是審查過程不同。本次修正案經黨團朝野協商結論，由委員會抽出逕付

二讀，有別於制定法案時經委員會審查完峻後提交院會二讀之程序。因此，雖然

成立上述衛生環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進行更為專業之法案審查工作，然而面對民

意壓力及朝野協商不易達成的現實問題，此次修法仍然脫離委員會審查過程，逕

付院會二讀及三讀。但此時期立法院制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於民國八十八

年一月二十五日明令公布，該法第八條規定，逕付二讀須有委員提議，四十人以

上連署或附議22。  

 
最後是黨團朝野協商之法定效力不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亦明定黨團協商之

法律地位。黨團協商經各黨團代表達成共識後，應即簽名，作成協商結論，並經

各黨團負責人簽名，於院會宣讀後，列入紀錄刊登公報23。協商結論經院會宣讀

通過後，基本上出席委員不得提出異議，逐條宣讀時亦不得反對。有別於第二屆 

                                                 
22
前次修法之依據為依立法院議事規則，連署人數僅需二十人。 

23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七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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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時，朝野協商缺乏法定效力之態勢。 

 

（2）就行政部門變化而言 

 
首先是行政院長不同。前次制定及修正通過時之行政院長為連戰院長，而此

次修正通過時為蕭萬長院長任內。但兩人皆偏好「公辦民營」的保險人體制（劉

宜君，2000: 414）。由於行政部門所有法律提案必須經由行政院會議通過24後，

送立法院審議，且行政院會議為首長制，院長裁量權甚大（管歐，2000: 163），
因此，行政院長具有法案修正方面的決策權，無庸置疑。 

 
其次是衛生署長不同。制定全民健康保險法為張博雅擔任署長，而此時由詹

啟賢擔任。詹署長出身於台南財團之奇美醫院，因此對於保險人體制之變革，偏 

向民營化，以及多元競爭的模式規劃，更期望成立單一「全民健康保險基金會」

之法人機構辦理健保業務。由於衛生署為全民健保的主管機關，因此在全民健康

保險法修法的專業角色上，顯得十分重要。 

 
最後是中央健康保險局總經理不同。前任葉金川經理於民國八十七年二月十

日請辭，由賴美淑接任。中央健康保險局的角色，就行政層級而言，屬政策執行

單位，對於修正意見之決策能力較行政院及衛生署為低。但健保局亦提出修法方

向的看法，認為維持公營保險人體制、齊一投保金額、開徵菸酒社會捐及社會福

利彩券收益、提高部分負擔等政策（葉金川，1997: 6-8），事實上均未通過此次
立法機關之審議而付諸實現。 

 

（3）就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而言 

 
大法官會議於民國八十八年一月廿九日，針對全民健保實施之相關疑問，提

出釋字第四七二號及四七三號解釋。 

 
釋字第四七二號解釋之要旨在於，全民健保法之制定，係為國家實現憲法第

一百五十五條及第一百五十七條明定之實施社會保險制度，以及推行衛生保健事

業及公醫制度，更於憲法增修條文明定。因此，有關強制納保、繳納保費符合憲

法之意旨。但對於無力繳納保費者，國家應給予適當之救助，不得逕行拒絕給付。

而原依法參加公、勞、農保之人員，亦須加入全民健保。但有關全民健保之營運、

保險對象之類別、投保金額、保險費率、撙節開支及暫行拒絕保險給付之當否，  

                                                 
24
 憲法第五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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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適時檢討改進。而農民健康保險條例於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後，關於醫療保

險部分係以行政院函釋為權宜措施之依據，亦為大法官認為有欠允當。 

 
釋字第四七三號之要旨則在於，全民健康保險法授權主管機關訂定被保險人

投保金額分級表，符合母法授權之意旨。 

 
因此，前述所提及之強制納保問題，以及中央健康保險局所規定被保險人繳 

納保費之方式，經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之大法官會議解釋後，國家於此之
行政作為取得合憲依據，並突顯我國大法官積極保障社會保險、社會安全，以及

建立人民對於社會的團結意識，避免弱勢人口淪為二等公民之態度（雷文玫，

2000）。但對於全民健康保險法之相關措施的不當之處，亦提出要求相關機關提
出合宜措施。 

 

（三）第三次修正──民國九十年一月四日 

 

1. 修法原因 

 
與前階段修法背景相，有關保險人體制公辦民營及多元保險人架構等重大變

革方案，均難以達成立法院之共識，因此，本次修法時行政院所提出之版本仍然

無法併案審查，立法院只得就立法委員提出之個別部分條文修正案進行研修。 

 
由於大多數現役軍人表達意願加入全民健保，以便軍人在就醫方便性及選擇

性上獲得滿足（高森永等，2000；張睿詒，2000）；以及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一日替
代役實施條例之施行，提供服替代役期間之役齡男子得以依法加入全民健保。因

此，該次修法之重點，便在於回應軍人納保之社會反應，以求取政權合法性之地

位。 

 

2. 修法過程 

 
立法院第四屆第四會期第二十八次會議，院會討論事項第三十八案由國民黨

籍張蔡美委員等四十二人擬具全民健康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因已進行黨團

朝野協商，同意此「軍人納保」修正案均照提案條文通過，因此該次修正案於院

會中順利完成逕付二讀，以及二、三讀之立法程序。共計修正十四條條文。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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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民國九十年一月三十日公布。該法修正通過後，相關應納保人口規模增加。

單就現役軍官、士、兵及軍事學校學生之健保費約為十至十二億元，國防部每年

應負擔之保險費約為五十二至六十億，估計健保局每年可增加六十億以上的保費

收入25。因此，就提高軍人方便性、增進軍人就醫權益而言，此次修正結果的確

滿足了多數軍人加入全民健保之需求。 

 

3. 結構變化 

 
與上階段修法相比較，仍屬同一屆立法委員組成之立法院，而司法院亦無新 

解釋26出現，此時期之結構重大調整僅發生於行政部門。 

 
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二日，國民黨籍蕭萬長內閣提出「全民健康保險法」修正草

案，送請立法院審議，並請立法院同意撤回前送之修正草案。究政府機關撤回法

律案之原因可歸結為：第一、環境變遷，原提案失去意義；第二、為配合有 

關法案之修正，議案撤回重新研擬；第三、採納其它部門意見，撤回加以修正；

第四、採納輿情；第五、原提案不足，有補充修正必要；第六、不敘明原因（曾

濟群，1988:228-231）；第七、「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三條之規定27。本法案

之撤回理由，為立法院朝野協商軍人應加入全民健保，以及配合「行政程序法」

於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施行之故，將限制人民權利義務之法規命令提升至法律位

階等因素，做部分文字修正。 

 
然而，時隔八日，陳水扁就職擔任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並任命唐飛擔任行

政院長，李明亮接任衛生署長。雖在新政府就職前，原國民黨內閣經行政院會議

之決議向立法院提出修正草案。但實因總統大選後，整體社會及各政黨均發生重

大之形勢轉變，此時立法機關雖仍以國民黨委員居多數，但全民健康保險法之修

法走向，也無法由國民黨下令修正。以致於此次之修法，立法院並未針對行政院

所提之版本加以討論，仍循第二次修法之模式，僅就軍人納保部分，以簡單、少

數條文，由立法委員提案，達成朝野黨團共識後逕付二讀、三讀，在無法做整體

性配套修正之情形下，完成部分條文修正。 

 

                                                 
25
 相關議程請參照《立法院公報》，第九十卷第五期（2001年），院會紀錄，頁624-50。 

26
 民國九十年四月二十日，司法院另行提出釋字第五二四號解釋，對於全民健康保險法並無轉委

任之授權，行政機關即不得委由其所屬機關逕行發布相關規章。並於解釋理由書中特別提及釋字

第四七二號解釋所釋各項，至此解釋時已逾二年，未見有所措置，亦應一併注意及之。 
27
 該條文規定：政府機關及立法委員之提案，每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時，尚未完成委員會審查之

議案，下屆不予繼續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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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一）研究結果 

全民健康保險法屬社會政策之立法，其立法目的在於增進全體國民之健康。

而法律為適應社會之需要，應得隨時予以修正。本論文之研究結果條列如下： 

 

1.綜觀三次修法原因，大抵在反應民間社會之需求，如對於保險費用之降低、眷  
口數降低、軍人納保之呼聲等，行政部門之提案均難以進入立法程序而有效討論。 

 

2.就三次修法過程而言，面對各界對健保改革的壓力，立法機關選擇了經由協商
方式加以修法的途徑，摒棄藉由委員會專業審查的過程，以逕付二讀、三讀之程

序完成修法。 

 

3.就三次修法時之結構變化而言，分次比較如下： 
（1） 制定法律案與第一次修法，因時間相隔僅五十餘天，因此相關之 

 
各種結構差異極小，此次修正案得以成立，顯示該法案立法品質 

之粗糙，以及面對立法時之錯誤，執政當局在三種彌補措施中，尋

求立法機關直接修法改正。 

（2） 於第二屆立法院制定並進行該法案第一次修正近五年後，第四屆

立法院才正式針對全民健保之施行產生之問題完成修法工作。比

較其間之差異，主要發生在立法委員政黨結構變化、立法院職權

行使法之通過、行政院長之異動，以及司法院針對全民健康保險

法提出相關之釋憲案。凡此種種之結構轉變，使得該次修正案之

朝野協商取得法定地位，並且增加逕付二讀之連署人數。但蕭內

閣之提案雖有別於連內閣之內容，但依然無法加以審議。 

（3） 於第三次修正後僅一年半，同屆立法院完成第四次法案修正。但

此時中央政府已政黨輪替，原國民黨內閣於新政府上台前所提之

修正案，可能考量立法院之結構並未改變而欲通過，但實質之政

治及社會形勢之轉變，造成原行政院修正版本依然無法進行審議。 

（4） 就司法解釋而言，大法官至今共針對全民健康保險法提出三次解

釋，指出相關違法之命令應予修正。對於有關改制方案之考量，

亦明白指示需適時通盤檢討改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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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參酌全民健康保險法制定與三次修法時期之差異，本文可歸結其

間異同點如表二。 

表二：全民健康保險法制定與修法之比較 
 全民健康保險法草案制定 第一次修正 第二次修正 第三次修正 

三讀通過立法 1994.07.19 1994.09.16 1999.06.22 2001.01.04 

總統明令公布 1994.08.09 1994.10.03 1999.07.15 2001.01.30 
立法過程 委員會審查、協商、二讀、

三讀 
逕付二讀 朝野協商逕付二

讀、三讀 
同左 

立法院屆別生態 第二屆立法院 同左 第四屆立法院 同左 
立委席次比例 國民黨佔64% 同左 國民黨佔54.6% 同左 
總統 李登輝 李登輝 李登輝 陳水扁 
行政院長 連戰 同左 蕭萬長 張俊雄 
衛生署長 張博雅 同左 詹啟賢 李明亮 
健保局總經理 葉金川 同左 賴美淑 同左 
修正重點 略 加入強制納保條

款 
降低眷口數等六

大措施 
軍人納保 

相關法律條文之制定

或修正 
  立法院組織法、

立法院職權行使

法 

行政程序法 

大法官釋憲   472、473號解釋 

       

（二）未來展望 

民國九十年二月二十六日，張俊雄院長任內提出「全民健康保險法修正草

案」，並請立法院同意撤回國民黨執政時期行政院所提出之修正版本，其主要修

正重點為：一、合併原有兩委員會為「全民健康保險監理委員會」負責保險監理

及給付費用協定及分配業務；二、拉大投保金額差距為五倍以上，軍公教人員以

八成薪投保；三、地方政府積欠保費，保險人得報請上級政府由補助款扣減；四、

配合行政程序法規定，將涉及人民權利義務之事項明定授權依據及授權範圍等等

（吳憲明，2001），然此案仍未於第四屆立法院結束前完成委員會審議。 

 
而今（民國九十一）年適逢第五屆立法委員當選，政黨成員組成更為複雜，

行 政 院 長 由 游 錫 �接 任 ， 依 法 仍 須 重 新 提 出 行 政 院修正 版 本28。以當前立法院政

黨結構來看，民進黨籍委員佔 39%，國民黨籍委員佔 30%，親民黨籍委員佔 20%，

台聯黨籍委員佔 5.8%，欲以協商達成共識之困難度，將較前三次修法時高出許 

                                                 
28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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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此，全民健康保險體制如欲全盤修正，有待更為強烈而明顯之動機。由於

國家之社會政策，對於政治與經濟的持續發展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Skocpol and 

Amenta，1986），新內閣如仍提出與張俊雄內閣所提出相類似之修正草案，就必 
須再次面對醫療利益團體之抵制、軍公教族群之反彈、地方政府的抗議，以及整

體經濟發展等問題，恐怕無法輕易克服。而其它擬議改革方向包含健保體制、醫

療給付、健保財務（楊志良，2000；薛立敏、辛炳隆，2001）等重大問題，恐仍
是未來必須面對而不易變革的。但若能比照第二、三次修法，針對特定議題加以

解決，似乎是較為可行的修正方式。尤其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針對全民健康保險之

解釋，一再提及相關體制變革方案應通盤檢討，如能因此達成行政立法兩院形成

共識加以修法，當為全民之福。 

 
最後，本文必須再次強調，健康權是國民的基本權利，享有醫療照護與公平

就醫的機會更是基本人權之一（蔡宏昭，1989：45；江東亮，1993）。對於國民

健康之提昇，只憑全民健保是不夠的（張錦文，1994），政府應加強其它醫療保 
健政策推動、改善醫療制度、正視老人社會的問題，以避免發生現況之低醫療保

健花費，但卻又創造平均壽命延長，以及每人看病次數增加，而醫院競爭更加激

烈等矛盾現象（江東亮，2000）。就行政部門而言，為了維持統治正當性與社會

和諧，而必須調合介於資本家與勞工以及其他社會團體之間的各種爭鬥（ Block，

1977）。探究健康保險的本質，雖然立法目的為促進民眾健康，但就勞動市場而
言，則大部分是為了達到整體勞動力的保持與再生；國家負擔勞動者在健康方面

的支出，可視為一種社會消耗（social consumption）。還有，對於低收入戶健保

費全額負擔，是國家為了增進整體社會和諧而有的社會支付（social expense）

（O'Connor，1973：6－7；Block，1981：7）。因此，對於未來行政或立法提出
之全民健康保險法修法改革之方向，應由這三個面向加以分析，並經由社會各界

共同討論並持續加以重視。而就立法部門而言，長期以來議事效率之不彰，常引

發懈怠、災難、討好、作秀、統獨、雜亂等浮躁性等不當立法方式，應更加強化

立法倫理，規範立法委員追求公益、深入研究、負責、迴避利益及議事公開透明

等（林水波，1997），將是未來完善修法成功與否之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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