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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中醫科主任（Director of Chinese Medicine, 
Tainan Hospital,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成功大學法律
系 兼 任 副 教 授（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Law, Cheng Kung 
University）、成功大學醫學系臨床助理教授（Clinical 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Medicine, Cheng Kung University）、中國醫藥
大學中醫學系兼任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中醫科中醫師（Chinese Medicine Physicians, 
Tainan Hospital,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關鍵詞： 支 付 標 準（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payment）、 專 科 醫

師（diplomate）、 專 科 醫 師 分 科 及 甄 審 辦 法（Diplomate 
Specialization and Examination Regulations）、設置標準（standard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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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使兩者失去區分實益，不僅無法彰顯政府與

法規之公信力，更引發許多亂象，實有重新檢視之必

要。

Diplomate Specialization and Examination Regulations 
has authorized from Physicians Act, it has implemented 
more than 30 years since 1986 in Taiwan. The purpose of 
diplomate system is to promote medical services quality 
and medical expertise by diplomate certificate issued 
form competent authority.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of 
government such as standard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payment, must comply with the 
diplomate from government certification, not from other 
private associations. Unfortunately, part of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misuse these two kinds of qualifications which 
causes the disorder phenomenon and harms the credibility 
of government. 

壹、前言

傳統醫師制度早於1947年之憲法，於1943年國民政府即

以（32）喻文字第599號訓令制定公布醫師法，遷臺後，曾於

1967年首次修正，其後歷經多次修法，至1986年始有「專科醫

師」制度產生。依據醫師法第7條之1訂定之「專科醫師分科及

甄審辦法」（下稱甄審辦法），目前（西）醫師之分科已達

23個專科，牙醫師共10個專科1，中醫師則無（本文將此33類

1  甄審辦法第3條︰「醫師之專科分科如下：一、家庭醫學科。二、內
科。三、外科。四、兒科。五、婦產科。六、骨科。七、神經外科。
八、泌尿科。九、耳鼻喉科。十、眼科。十一、皮膚科。十二、神經
科。十三、精神科。十四、復健科。十五、麻醉科。十六、放射診斷
科。十七、放射腫瘤科。十八、解剖病理科。十九、臨床病理科。
二十、核子醫學科。二十一、急診醫學科。二十二、職業醫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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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甄審辦法明文規定之專科，簡稱為法定專科）。然醫療實務

及政府機關對外行政規範，如健保支付與醫療機構設置標準

等，事涉醫療品質與健保支付之重大事項，其所使用之專科醫

師科別卻遠超過法定專科之名稱與數目。本文將試圖由專科醫

師制度之法理、證書之核發、名稱之使用等面向，探討主管機

關相關法令之適法性與妥當性，期能追求合理的專科醫師制度

運作。

貳、醫師與專科醫師

醫療法與醫師法所稱之「醫師」，包含（西）醫師、中醫

師及牙醫師三類2，「醫師」為憲法第86條第2款所稱之「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下稱專技人員），其資格須經考試院考選

部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及「醫師法」考選銓定始

能取得，應試者須為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合

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之西醫、中醫、牙醫科

系畢業，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領有畢業證書後方可參加考

試，考試及格後由考選部發給考試及格證書，始得向衛生福利

部（下稱衛福部）請領醫師證書，並得充醫師，非領有醫師證

書者，不得使用醫師名稱3，而醫師證書並無有效期限，除非

被衛福部依法廢止4，否則終身有效。

其後隨著醫學進步，各專業分科逐漸成形，為因應此醫療

分科，使醫師接受完整臨床專業訓練，促使其不斷吸收醫學新

二十三、整形外科。」及同辦法第4條︰「牙醫師之專科分科如下：
一、口腔顎面外科。二、口腔病理科。三、齒顎矯正科。四、牙周病
科。五、兒童牙科。六、牙髓病科。七、復補綴牙科。八、牙體復形
科。九、家庭牙醫科。十、特殊需求者口腔醫學科。」

2 醫療法第10條第2項。
3 醫師法第1∼7條，以及第7條之2第1項。
4 醫師法第25條之1第5款、第28條之4、第29條之1、第29條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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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以提升醫療品質，1986年11月24日制定公布醫療法，規定

專科醫院、專科診所之負責醫師必須具有專科醫師資格，醫療

機構設置標準（下稱設置標準）亦規定，醫院各診療科至少

必須有1位以上醫師具有專科醫師資格，同年12月26日公布增

訂之醫師法第7條之1第1項復規定：「醫師經完成專科醫師訓

練，並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甄審合格者，得請領專科醫師證

書。」同法第7條之2第2項規定：「非領有專科醫師證書者，

不得使用專科醫師名稱」5，其立法理由為︰「為提高醫療服

務品質及提升醫療專業技術水準，並配合醫療法草案第十四

條專科醫院、專科診所之負責醫師須具有專科醫師資格之規

定，乃增訂本條，以建立專科醫師制度」6，至此專科醫師成

為法定制度。

法定專科醫師的養成，係以取得醫師資格為前提要件，依

甄審辦法所定分科完成專科醫師訓練，或領有外國專科醫師證

書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可者，始得參加各該分科之專科醫

師甄審，若醫師證書遭處分廢止，即同時喪失其專科醫師資

格7。法定專科醫師甄審過程可由衛福部自行辦理，或委託各

專科醫學會辦理初審，再經衛福部複審，甄審合格者得向衛福

部申請發給專科醫師證書8，並得稱為「專科醫師」。而專科

醫師證書有6年的有效期限，須參加足夠之繼續教育訓練，始

得向衛福部辦理展延，與醫師證書終身有效不同。目前依甄審

5  醫事司，專科醫師制度概況，https://www.mohw.gov.tw/dl-27453-
1cc7c5c9-d98b-4c5b-8a47-95cc267797bd.html（瀏覽日期︰2018年
6月13日）。

6  立法院法律系統，醫師法異動條文立法理由， https://lis.ly.gov.tw/
lglawc/lawsingle?0052028B2D640000000000000000014000000004
00FFFFFD00^02508075121600^0001C001001（瀏覽日期︰2018年
6月13日）。

7  吳秀玲、蘇嘉宏，醫事護理法規概論，三民，十一版，2013年9月，
103頁；曾育裕，醫師法制對醫師執業資格條件之法律分析，全國律
師，15卷9期，2011年9月，85-96頁。

8  醫師法第7條之1、甄審辦法第11條第2項、第1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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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第3條及第4條，明文列舉西醫師與牙醫師共計33類法定專

科，中醫師則無。

由上述法規可知，「醫師」與「法定專科醫師」之法源、

考試機關皆不相同，其效力亦不一致。醫師屬於憲法第86條

第2款由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之專技人員，有其專屬之業務範

圍，歷年來主管機關函釋均認為「診斷、手術、處方、病歷記

載、施行麻醉」等醫療行為係核心醫療行為，應由醫師親自執

行9，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擅自執行醫療業務者，依醫師法第

28條應負刑事責任，即俗稱之密醫罪10。因此醫師不但有名稱

專用權11，其業務範圍亦受法律之保障，不容侵犯。至於法定

專科醫師，則非憲法所稱須經考試院依法考銓之專技人員，而

係以醫師法為其法源，由衛福部辦理考試並發給證書，雖有名

稱專用權，然其業務範圍之界定，除了醫師法為強化專業分

工，將醫師分為（西）醫師、中醫師與牙醫師而定其個別業務

範圍12，以及衛福部得依優生保健法第5條13、人體器官移植條

例第10條14，限制執行人工流產或結紮手術及人體器官移植手

9  請參閱1976年6月14日衛署醫字第116054號函，但2004年修正之醫療
法第67條第2項︰「前項所稱病歷，應包括下列各款之資料：一、醫
師依醫師法執行業務所製作之病歷。二、各項檢查、檢驗報告資料。
三、其他各類醫事人員執行業務所製作之紀錄。」修改病歷之定義，
關於病歷記載已非醫師專屬業務範圍。

10  姚念慈，專科護理師─護理人員法第24條問題與研究，元照，2015
年6月，6-9頁。

11  曾育裕，醫事人員的權利與義務，台灣法學雜誌，163期，2010年11
月，33-37頁。

12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04號解釋。
13  優生保健法第5條︰「本法規定之人工流產或結紮手術，非經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醫師不得為之。」

14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10條第1、2項︰「醫院、醫師應經中央主管機關
核定其資格及器官之類目，始得施行器官之摘取、移植手術。但配合
第十條之一第二項設立之全國性眼角膜保存庫之眼角膜摘取，得由眼
角膜摘取技術員為之（第一項）。 前項醫院應具備之條件、醫師及眼
角膜摘取技術員之資格、申請程序、核定之期限、廢止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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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等特定醫療業務之醫師資格等少數例外（其妥適性因非本文

重點，暫不予討論），在法律上並無直接限制專科醫師執行

醫療業務範圍或科別之明文規定，其業務範圍並無排他性15，

而無專屬業務範圍之保障。其他如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4條第

2項授權訂定之腦死判定準則第10條16進行腦死判定醫師、精

神衛生法第41條17對強制住院所為之鑑定，皆有特定醫師資格

限制，然此應屬鑑定業務而非一般醫療業務之執行。因此只要

具備醫師資格，無論是否為專科醫師，其法定業務範圍應相

同，執行任何醫療行為並無踰越業務範圍之虞。雖有學者認

為專科醫師制度僅為經中央主管機關甄審合格而取得的一種

「醫療專長認定之榮譽制度」18，然本文以為，法定專科醫師

資格除代表榮譽外，應可作為行政機關規範設置標準以及健保

支付等行政機關對外作為之依據，但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所有

醫師之法定業務範圍應相同，不得認為某醫療業務為特定專科

醫師所專屬，非具備該專科資格之醫師不得為之，而形成對其

他醫師法定業務範圍之限縮。

15 吳秀玲、蘇嘉宏，同註7。
16  腦死判定準則第10條第1項︰「進行腦死判定之醫師，應符合下列各
款之一之條件：一、病人為足月出生（滿三十七週孕期）未滿三歲
者：具腦死判定資格之兒科專科醫師。二、前款以外之病人：（一）
神經科或神經外科專科醫師。（二）具腦死判定資格之麻醉科、內
科、外科、急診醫學科或兒科專科醫師。」

17  精神衛生法第41條第1、2項︰「嚴重病人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
虞，經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者，其保護人應協助嚴重
病人，前往精神醫療機構辦理住院（第一項）。前項嚴重病人拒絕接
受全日住院治療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指定精神醫療機構
予以緊急安置，並交由二位以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專
科醫師進行強制鑑定。但於離島地區，強制鑑定得僅由一位專科醫師
實施（第二項）。」

18  吳秀玲、蘇嘉宏，同註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