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第八屆第五會期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27 次全體委員會議

衛生福利部
關於蘇清泉委員等 22 人擬具「醫療法第 59
條及第 60 條條文修正草案」、劉建國委員等
20 人擬具「醫療法第 59 條條文修正草案」、
劉建國委員等 19 人擬具「醫療法第 102 條條
文修正草案」
、
「江惠貞委員等 21 人」及「李
桐豪委員等 27 人」分別擬具「醫事檢驗師法
第 3 條條文修正草案」
、
「趙天麟委員等 22 人
」及「蘇清泉委員等 27 人」分別擬具「醫事
檢驗師法第 49 條條文修正草案」、劉建國委
員等 17 人擬具「醫事檢驗師法第 51 條條文
修正草案」等 8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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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

大院第 8 屆第 5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召開第 27 次全體委員會議，本人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
關於蘇清泉委員等 22 人擬具「醫療法第 59 條及第 60
條條文修正草案」、劉建國委員等 20 人擬具「醫療法第 59
條條文修正草案」、劉建國委員等 19 人擬具「醫療法第 102
條條文修正草案」、江惠貞委員等 21 人、李桐豪委員等 27
人分別擬具「醫事檢驗師法第 3 條條文修正草案」、趙天麟
委員等 22 人、蘇清泉委員等 27 人分別擬具「醫事檢驗師法
第 49 條條文修正草案」、劉建國委員等 17 人擬具「醫事檢
驗師法第 51 條條文修正草案」等，提出本部意見，敬請各
位 委員不吝指教：
一、蘇清泉委員等 22 人擬具「醫療法第 59 條及第 60 條條
文修正草案」、劉建國委員等 20 人擬具「醫療法第 59
條條文修正草案」、劉建國委員等 19 人擬具「醫療法
第 102 條條文修正草案」等 3 案
（一）綜合各委員修正案重點
1.醫療服務作業有其特殊性，依現行勞動基準法相關
法規所定工時態樣，並無法適用於醫療的工作型
態，包括病人照護及緊急情況所需之「值班」
、
「待
命」，要求一體適用，將造成醫療人力調度上的困
難，危害民眾就醫的權益。
2.考量醫師工作之高度專業及不可替代性、醫院提供
24 小時醫療服務作業之特殊性，爰於醫療法第 59
條增訂值班醫師的工作時間、休息時間、延長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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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醫師診療時間等授權規定，並明定醫師職業災害
補償準用勞基法規定。另為落實執行，並於醫療法
第 102 條增訂違反規定之罰則。
（二）本部意見
1.住院醫師工時過長之問題，本部已自 100 年起限制
住院醫師照顧病床數（15 床/人日）及值班上限（平
均不超過 3 天 1 班）
，並於 102 年 5 月 16 日頒訂
「住
院醫師勞動權益保障參考指引」，將醫師工時之限
制、職業災害、保險條件、休息/休假規定等，訂
定定型化契約，由各衛生局督導推動轄區教學醫院
與住院醫師簽訂契約事宜。
2.上開措施並已列入民國 102 年、103 年醫院評鑑中
進行試評及收集各醫療專科工時資料。試評資料彙
整後已回饋各醫院做為比較與改進的依據，同時也
已進行調整增加部分科系醫師之訓練容額，以有效
降低其工時問題，更依 大院決議於本部「醫院資
訊公開專區」公布不同醫院層級的平均數據，及去
除辨識後個別醫院的數據，提供社會大眾參考。這
兩年的試評結果亦將作為訂定合理的評鑑項目之
參考，以自 104 年起納為正式醫院評鑑項目。
3.醫師的專業服務與病人的就醫權益息息相關，因此
許多改善措施需在不減損民眾就醫權益及專科訓
練強度的原則下，多管齊下，循序漸進。本部並將
持續研訂推動六大策略及相關措施：（1）保障睡
眠，創新值班模式。
（2）精實醫療，減輕值班負荷。
（3）增加人力，補足醫師缺口。（4）合理工時，
平衡工作學習。
（5）加強保障，維護醫師健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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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不過勞，確保病人安全。以系統性解決、分階段
執行，逐步踏實方式，保障醫師職業安全及病人權
益。
4.各委員之提案，其修法意旨與本部保障醫師執業健
康及全民健康醫療權利之職責一致，本部深表支
持。
5.上揭醫療法修正草案如蒙 大院審查通過，本部當
再行會商勞動部及醫界等相關團體，針對值班醫師
之工時、延長工時及休息時間等事項，以本部 102
年 5 月 16 日頒訂「住院醫師勞動權益保障參考指
引」之精神為基礎進行研議，以制定妥適、合理並
具共識之相關規範，確實保障醫病雙方之權益。
二、江惠貞委員等 21 人、李桐豪委員等 27 人分別擬具「醫
事檢驗師法第 3 條條文修正草案」共 2 案
（一）綜合各委員修正案重點
鑒於行政院為因應政務需要推動組織改造，
「衛生
福利部組織法」於民國 102 年 5 月 31 日制定，同
年 6 月 19 日公布施行，原衛生署升格為衛生福利
部。爰此，擬具「醫事檢驗師法」第三條條文修
正草案，修正主管機關「行政院衛生署」為「衛
生福利部」。
（二）本部意見
「衛生福利部組織法」業於民國 102 年 6 月 19 日
公布施行，原衛生署業升格為衛生福利部，故本
部所訂相關法規，亦應配合修正主管機關「行政
院衛生署」為「衛生福利部」
，以符法制。本部尊
重且支持委員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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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趙天麟委員等 22 人」、「蘇清泉委員等 27 人」分別
擬具「醫事檢驗師法第 49 條條文修正草案」共 2 案
（一）綜合各委員修正案重點
鑒於民國九十九年調整行政區域劃分後，部分縣
市合併改制或與原有直轄市合併改制為新直轄
市，原行政區域內已設立之醫事檢驗師公會，依
醫事檢驗師法第四十九條規定，應整併為一個同
級公會，惟原各縣市公會存在已久，強制要求合
併或解散有違政府對人民的信賴保護原則。且針
對五都縣市合併後，原有之人民團體如醫事檢驗
師公會等組織，如無合併意願，主管機關應予以
同意維持現狀分立為荷。爰此，為維持民間團體
專業管理自主能力、強化組織運作暨保護民眾信
賴利益，擬提案修正醫事檢驗師法第 49 條條文。
（二）本部意見
按醫事檢驗師法第 49 條規定，醫事檢驗師公會之
區域，依現有之行政區域，在同一區域內，同級
之公會以一個為限。惟，現行之公會等人民團體
皆成立在先，且各擁有自有資產、文化與共識，
而原有之人民團體如醫事檢驗師公會等組織，如
無合併意願，為保有既有組織之會員權益，而維
持現狀繼續經營，似無不可。
四、劉建國委員等 17 人擬具「醫事檢驗師法第 51 條條文修
正草案」案
（一）委員修正案重點
鑒於人民團體之運作及發展可彰顯我國家民主化
的重要象徵，為尊重人民團體之會務自主暨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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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等原則，而訂定人民團體法規範。惟於 100
年 6 月 15 日該法刪除第四十條:「社會團體有分
級組織者，下級團體應加入其上級團體為會員。」
之規定，爰提出修正醫事檢驗師法第五十一條第
二項。
（二）本部意見
因人民團體法第 40 條，下級團體應加入其上級團
體為會員之規定業已修法刪除，若於本法案增修
第二項，「前項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成立
後，本法第四十八條之直轄市、縣(市)醫事檢驗
師公會應加入之。」似有違刪除人民團體法第四
十條之精神。
五、結語
本部承 大院各委員之支持與協助，完成多項法律案，
對業務之推動，有極大之助益，本人在此敬致謝忱。尚祈各
位委員，繼續給予支持並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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