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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論文係先探討健保局與保險對象、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間之法律關係，

接著分析健保局歷年來查處違規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統計資料，再依序就

浮報虛報健保醫療費用所應承擔之契約、行政(含移付懲戒)、刑事責任

予以論述，最後本文綜合各章節論述與探討，除結論外，並從法制面暨

刑法實務界與健保局業務精進面，提出建議。因此，本文研究架構如

下：第一章緒論。包括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架構與方法。第二章全民

健康保險之結構與法律關係。主要探討分析：一、保險人與保險對象之

法律關係，包括保險人對於保險對象之權利、權力及義務，保險對象對

於保險人之權利、義務及其得行使之行政救濟等；二、保險人與保險醫



事服務機構之法律關係，包括保險人與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之法律性質、

保險人對於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之權利、權力及義務，保險醫事服務機構

對於保險人之權利、義務及其得行使之行政救濟。第三章保險醫事服務

機構浮報虛報健保醫療費用之分析。主要在於分析健保局歷年來調查案

件統計、違約記點件數統計、扣減 10 倍醫療費用件數統計、停止特約

件數統計及終止特約件數統計，以瞭解健保局對於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違

規(約)查處之情形，特別是對於浮報虛報健保醫療費用之查處及移請司

法機關偵辦之結果。第四章浮報虛報健保醫療費用之契約責任。主要在

探討健保合約之性質與法源依據、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之違約責任及保險

對象之違約責任，藉以釐清浮報虛報健保醫療費用之契約責任之依據及

其適法性。第五章浮報虛報健保醫療費用之行政責任。在於論述健保法

之行政罰、醫師法之醫師懲戒，包括健保法第 81 條之探討、主管機關

之調查與裁罰、受處罰者之權利與救濟，暨醫師懲戒之性質與要件、懲

戒之處理程序、受懲戒醫師之權利及其得行使之行政救濟。第六章浮報

虛報健保醫療費用之刑事責任。著重於探討保險醫事服務機構與刑法公

務員、浮報虛報健保醫療費用與偽造文書罪、詐欺罪、罪數與犯罪競

合。讓浮報虛報健保醫療費用之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明確知悉其所應負

之刑事責任究竟為何。第七章結論與建議。除研究心得之結論外，並提

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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