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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如何思考台灣全民健保 》

以數據驅動
追求卓越創新的健保醫療資訊系統
孫浩淳、王美珠、吳淑慧、黃明輝、李伯璋　
（中央健康保險署資訊組）

健保署之業務範圍涵蓋全體國民及全國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龐大之資

訊傳輸與資料倉儲管理是健保業務之重要一環，而為了提高行政效率及加快

作業之時效性，資訊系統更扮演非常吃重的角色。健保資訊系統要服務全台

2,300 萬保險對象，也要支撐全國 2 萬多家醫療院所、每月 3 千萬次的線上

查詢請求，提供即時且正確的資訊服務，對於國內醫療資訊的發展更是扮演

引領創新應用的領頭羊角色。

隨著各階段健保政策與支付制度的調整，健保醫療資訊系統歷經了三波

重大的改變：

1. 電子化：1995 年健保開辦之初，著重各特約醫療院所的醫療費用電

子化申報作業，於開辦一年內，逾 90% 特約院所採媒體或連線申報費用，

加速資料的收載，也提高資料的正確性。

2. 連線化：2004 年起健保 IC 卡全面上線，醫療院所與健保署資料管理

中心每日進行連線認證、過卡取號、民眾的卡片更新、就醫資料上傳、費用

申報作業，全國特約院所全面升級到連線作業，加速資料流並大幅提升醫療

資訊化各種應用服務。

3. 互動化：2013 年建置健保雲端藥歷系統（PharmaCloud）查詢

內容，逐年擴充功能於 2016 年改名為「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

（MediCloud），2018 年起新增查詢 CT、MRI 等影像資料功能，MediCloud

系統與醫院資訊系統（HIS）透過 API 緊密連結，院所與健保雲端資料即時

連線跨院分享，二者互動關係更加緊密扣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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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醫療品質與持續發展永續經營之間取得平衡，一直是健保署努

力的目標，故每一階段健保署皆進行多項醫療政策之改革，除了強化內部數

據應用外，亦擴大對外資訊分享。例如，2016 年 MediCloud 增加提供檢驗

檢查紀錄及結果等民眾就醫資訊，對於病人用藥安全、避免重複用藥及檢驗

檢查等無不發揮效益。自 2017 年起更進一步規劃集中式的「醫療影像分享

調閱」機制（如圖 1-8-1），提供診間醫師即時跨院調閱病人檢查之醫療影像，

更是將分級醫療邁向新的紀元。2018 年 MediCloud 更進一步擴大功能，線

上即時提醒診間醫師是否有重複開立藥品或檢驗檢查之警訊，為病人安全把

關，同時可節省不必要的浪費。

值得一提的是，健保署利用健保資料庫，進行資料探勘，建立以醫療院

所別、醫師別、疾病別、醫令別（含藥品、檢驗檢查、處置、手術、特殊材

料等）、病人歸戶等不同面向的大數據分析，作為政策規劃、執行與評估重

要參考依據，以及開放資料（open data）主要來源。

圖 1-8-1、「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整體環境運作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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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亦隨時增修醫令自動化審查系統，強化電腦審查邏輯，使得各

特約院所申報資料均經過電腦完整且一致性的審查；精進中央智慧管理系統

（Central Intelligence System, CIS）篩異平台功能，依據設定的指標找出異

常，使審查作業更加精準有效率；精進數位化專業審查系統功能，記錄審查

醫師個人化的操作環境，方便醫師查找病歷相關電子檔與審查注意事項等訊

息，提高審查標準一致性與增進審查工作效率；新增健保大數據智慧分析平

台，建立 AI 分析模型，協助醫師精準審查。

另外，健保署更精進「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App 之查詢功能，提供民

眾可經由手機認證，可快速查詢個人保費繳費及「健康存摺」內的就醫、健

康檢查、預防保健等相關資訊（my data），以方便其自我健康管理；2018

年健保署亦著手開發健康存摺軟體開發套件（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SDK），提供第三方業者介接（如圖 1-8-2），在民眾授權的前提下，提供資料

讓產業界加值應用，利用科技（如穿戴式裝置）提供客製化、個人化、更好

的健康服務，鼓勵民眾做好預防保健與自我健康促進的活動。

因應大數據（big data）及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時代之

來臨，健保署除了既有結構化資料的收載外，未來將進一步擴充到非結構化

資料（如醫療影像、檢查檢驗報告）及外部開放資料（如環保署環境資源資

料庫收載之空氣品質監測資料、中央氣象局氣象站觀測資料）之收載，採用

如影像辨識、自然

語 言 處 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 機 器 學 習

（machine learning）

等新的資訊技術架

構，以順應時代潮

流之趨勢與新的業

務服務。

圖 1-8-2、健康存摺 SDK 示意圖



421

消滅 B、C 肝，健保使命必達
陳昌志、黃兆杰、戴雪詠、陳真慧、連恆榮
（中央健康保險署醫審及藥材組）

肝癌一直為國人三大癌症死因之一，而 B 型及 C 型肝炎又是導致肝癌

的重要因素，健保署在 2003 年開始投入相關用藥的給付及照護計畫，照護

人數由 25 萬人增加到 2017 年的 68 萬人，而相關的醫療照護投入也由 30 億

點增加到 2017 年的 271 億點。B 型及 C 型肝炎抗病毒藥品較為昂貴，透過

健保給付，大幅減輕了民眾就醫負擔及提升治療意願。

很多初期感染肝炎病毒的人並沒有症狀，即使有症狀也不明顯，往往是

在肝病已進展到較嚴重時才就醫，國內於 2011 年 8 月 1 日實施「成人預防

保健『健康加值』方案」，將 B 型及 C 型肝炎篩檢納入補助，故也可以觀

察到 2011 年後的就醫人數成長率有升高的情形，可能是因為有更多人接受

篩檢而發現自己感染肝炎病毒。

台灣早年創世界之先，自 1986 年推動新生兒全面接種 B 型肝炎疫苗，

有效阻斷母嬰垂直感染的途徑，讓下一代免於因感染 B 型肝炎而罹患肝硬

化、肝癌之苦；然而，C 型肝炎迄未發展出有效的疫苗，因此，目前唯有積

極阻斷感染源、預防肝炎傳播、積極投與抗病毒藥物為最有效防治之方法。

從健保大數據分析，國內除了 39 歲以下年齡層的 B 型肝炎人數有顯著

下降的趨勢，其餘皆上升（如圖 7-4-1），應該歸因於 1986 年全面實施 B 型肝

炎疫苗接種所產生的效益，而 40 至 79 歲就醫人數仍持續增長，係因藥物控

制可延緩患者進展至肝硬化及肝癌的時間，但仍無法治癒，造成就醫人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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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累積。至於 C 型肝炎，由於目前沒有疫苗可以預防，各年齡就醫人數

呈現上升趨勢，特別在 60-69 歲就醫人數有明顯增長（如圖 7-4-2），這世代的

平均餘命尚有十到廿年，正是使用健保資源較多的年齡層，值得留意。

圖 7-4-1、歷年 B 肝病患各年齡層就醫人數

圖 7-4-2、歷年 C 肝病患各年齡層就醫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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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型肝炎照護人數由 2003 年近 16.8 萬人大幅提升到 2017 年 51.9 萬人，

醫療點數也由 17.2 億點增加到 170 億點，15 年間成長了近 10 倍（如圖 7-4-3），

其中 25.8 億點為相關口服抗病毒藥費僅占 15%，其餘直接或間接的醫療費

用達 85%。至於 C 型肝炎照護人數由 2003 年近 7.4 萬人大幅提升到 2017 年

19 萬人，醫療點數也由 13.8 億點增加到 112.2 億點，15 年間成長了 8 倍（如

圖 7-4-4），其中 23.7 億點為相關口服抗病毒藥費僅占 21%，其餘直接或間接

的醫療費用達 79%。

圖 7-4-3、歷年 B 肝病患就醫相關統計—門住合計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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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型肝炎目前並無藥物可治癒，所以直接或間接的醫療費用仍會逐年成

長，至於 C 型肝炎照護的投入，已有重大突破，除原先干擾素（Interferon）

及雷巴威林（Ribavirin）等外，於 2017年提供口服直接抗病毒用藥（DAA），

對於 C 型肝炎的療效更是顯著地提升，2017 年開始於健保醫療總額編列

31.01 億元專款經費，作為 C 肝治療所需之藥品預算，其中使用新藥受惠人

數共 9,538名。2018年健保醫療總額提高C肝治療藥品專款經費 49.36億元，

分配新藥名額共 18,637 個，其中保留 670 個名額予原鄉地區 C 肝治療使用。

2019 年總額經費增加至 65.36 億元，總金額較 2018 年增加約三成，且 2019

年元月起放寬給付條件，至少有 4 萬多人受惠。

C 肝新藥之臨床試驗結果顯示治癒率均有 9 成以上，惟臨床試驗之情境

圖 7-4-4、歷年 C 肝病患就醫相關統計—門住合計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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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5、健保口服 C 肝新藥初步成果

因不一定與實際臨床治療時相同，實際臨床治療結果是否能等同於臨床試驗

常無法得知，故為瞭解 C 肝新藥納入健保給付後實際使用後之效果，健保

署建立登錄系統蒐集患者治療前、中、後之檢驗結果，及個案無法完成完整

療程之原因。

我們分析 2017 年接受 C 肝新藥治療的結果，總治療個案共 9,626 人，

其中用藥結束後過12週檢測不到病毒量者8,423人、檢測到病毒量者348人、

提早停藥者 493 人、太早檢驗者 262 人，完成治療但未回診檢驗者 100 人。

若從已經有檢測病毒量者分析治療成果，則治癒率為 97.0%（8,423/8,683），

2018 年陸續也有很好成果（如圖 7-4-5）。

資料更新日期 : 2018/12/12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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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表停藥人數 529 人，包含 28 名用藥第 4 週未下降 100 倍而停藥者，及 8 名提早停藥但有檢驗用藥結束後 12 週
         病毒量者。

在提早停藥者當中，「醫師評估建議停藥」（如 4 週病毒未降 100 倍

以上、治療期間病毒突增、肝功能異常、其他不適或疾病）約占 43%、「病

人自行停藥」（如身體不適而放棄、逾時未回診）約占 51% 及「病人死亡」

約占 5%（見表 7-4-1）。

表 7-4-1、2017 年病人提前停藥原因分布

自 2017 年 1 月 24 日把全口服 C 肝新藥納入健保給付後，開啟國內 C

肝防治的新紀元。由於初期健保預算有限，給付條件先是參採消化系醫學會

之建議，以肝纖維化程度為 F3（含）以上者，作為優先給藥之對象，截至

2018 年底，國內有 2 萬 9 千人接受口服 C 肝新藥治療（如表 7-4-2）。隨著世界

衛生組織宣示，希望在 2030 年達到 80% 的 C 肝治療覆蓋率，衛福部已提出

2025 年提早達標的願景，希望在 2025 年完治 25 萬名 C 肝病人。因此，從

2019 年元旦起，C 肝全口服新藥給付條件不再設限須達肝纖維化的標準，

可藉此鼓勵更多 C 肝病人積極治療（如圖 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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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2、2019 年起待治療人數為 21.5 萬人

健保署過去十餘年積極投入 B、C 肝炎的醫療照護，我們相信，併由相

關防治計畫的推動，例如 B 型肝炎疫苗的施打等，未來台灣將再寫下奇蹟

的一頁，成為少數消滅 B、C 型肝炎的國家。

圖 7-4-6、健保口服 C 肝新藥給付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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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砍價？透視藥價差的真相
李伯璋

近日有藥廠聲稱健保連年調整藥價，導致健保核價不敷成本，擬停止供

貨或退出台灣市場；同樣的，部分醫界或藥界人士也都憂心藥價過低恐影響

用藥品質，因而質疑健保署的調整藥價措施。對於外界的指教，身為健保署

署長有必要向社會大眾說明健保署對於藥價調整的機制，及未來如何務實面

對背後藥價差的真相。

根據健保署統計，健保每年支付西醫門、住診的藥費，從民國 87 年的

677 億元增加到 106 年的 1,749 億元、107 年的 1,861 億元，廿年間成長了近

兩倍之多，顯然這些年來隨著人口老化，罹患癌症及慢性病人口逐年增加，

加上國人對於新藥新科技（如 C 肝口服藥及癌症免疫療法）的殷切期待，

藥品的支出也跟其他先進國家一樣，不斷地上漲，在健保總額政策下，如果

不做任何的管控措施，除非提高民眾保費，否則勢必會擠壓到其他醫療行為

的合理給付。健保資源在醫界、藥界各有不同論述，這也是健保署就藥價改

革的努力目標！

自二代健保上路後，健保依法開始試辦「藥品費用支出目標制」（Drug 

Expenditure Target，簡稱 DET），這是針對每年超出藥費支出目標值之額度

作為藥價調整額度的管理，一方面可供醫藥界自我管控藥費的成長，另一

方面也可穩定醫療總額的點值，實施至今，包括醫界及藥界對此制度多半持

「雖不滿意卻可接受」的態度。

新上市藥品由於擁有專利，它的銷售價格當然高，我們用 10 國藥價做

核價參考。但隨著專利期結束，勢必有其他較便宜的學名藥加入競爭，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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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原開發廠商當然很明顯自動降價。健保署是在尊重藥品自由市場的競爭

下，以醫療院所向藥廠採購藥品實際交易價格的平均值，作為調整支付價格

的參考。

外界總認為健保藥價已「砍到見骨」，但事實上，健保署計算DET公式，

一定會依據廠商申報的市場銷售價加上合理利潤做決定。以知名的降血壓藥

「脈優」5mg 錠劑為例，民國 86 年原廠藥每顆健保核價 19 元，但隨著專利

過期，各種學名藥爭相搶市，它的售價逐年下降，健保支付價格是 5 元時，

醫院診所購買的單價從 1.91 元到 4.51 元都有，換言之，健保給付的藥價差

可以有 3.09 元。治療憂鬱症的「百憂解」20mg，民國 84 年健保開辦時的核

定價格是 49 元，但隨著其他學名藥上市，去年核定的健保價格是 2.08 元，

而它在醫院診所的售價是 2.06 元到 2.08 元，廠商真的沒甚麼利潤讓醫院議

價，這也是我們在調整價格時要更細膩留意廠商實際利潤。　

默沙東藥廠的抗生素「泰寧 (TIENAM)」注射劑，它是被認為是最後一

線抗生素，現在有時候在非常嚴重敗血症病患也被建議及早使用。該藥自民

國 84 年的支付價格是 995 元，去年健保核價是 351 元，但各大醫院的實際

採購價格，平均價格是 258.2±40.5 元，使用量大的醫院議價能力夠，當然可

以獲得更多的藥價差。這原廠藥品在台灣市場占率 86%，對民眾、對醫界

是很重要的救命抗生素，的確需要多了解背景做個案事先溝通與管理。說真

的，真正的藥價成本只有賣的一方最清楚。藥品價格在研發上市時，以當時

生活水準都是天價，3 年前 C 肝口服藥開始議價時，廠商開價 150 萬→ 125

萬→ 75 萬→ 50 萬→ 25 萬，我們與廠商溝通不能比韓國的 25 萬元貴，最後

3 家廠商都站在疼惜台灣人立場跟國外總公司爭取 24 萬 9,884 元賣我們，今

年也會再降低價格。

食藥署與本土藥廠已很努力為製藥品質把關，如何讓國內醫師能正向思

考是我們努力的目標。針對部分藥品核價過低，「比一顆糖果還便宜」，健

保署將著手修訂相關法規，把現行下限價（例如符合 PIC/S GMP 的錠劑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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顆為 1.5 元，屬原開發廠之品項為 2 元），予以適度調高，也會和藥界研商

修訂 DET 之計算公式，讓藥界有合理生存空間，也藉此扶植本土製藥產業。

外界屢有健保藥價過低導致原廠藥退出的傳言，根據健保統計，近 10 年原

廠藥退出健保原因，近 5 成品項是因為學名藥競爭，其餘原因包括國外停

產、國外回收、許可證逾期，或改授權國產製造學名藥等，真正因成本或藥

價問題僅屬少數個案，更何況近年來原廠藥的市占率是不降反升的。至於少

數台廠無法生產的原開發廠醫藥材，如何合理保障以避免醫界、藥界與民眾

恐慌，這也是我們的管理方法應該再檢討與改善。

我當醫師時也覺得健保署為何一再調整藥價 ? 如今在這職務上，我明白

這是目前在台灣健保架構上的必要措施。此刻轉型期，我們努力從源頭管理

節流藥品合理使用，精進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及雲端藥歷，一方面避

免民眾因重複用藥及藥品交互作用而有潛在健康風險，另一方面則讓健保資

源更有效運用。面對問題就是要用心找出解決方向，台灣醫療生態的改革是

需要我們住在這塊土地的人民一起努力啦！！

( 本文刊於 2019.3.22 蘋果日報 )

健保署在尊重藥品自由市

場的競爭下，以醫療院所

向藥廠採購藥品實際交易

價格的平均值作為調整支

付價格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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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開放全民健康保險之初衷，即在透過自助與互助制度，增進全體國

民健康，全體國民及外國人領有在臺居留證且符合健保納保條件者，均為全

民健保所保障對象。自 1995 年健保開辦之日起，除了讓受聘僱來臺工作之

外國人並領有居留證明文件，自受僱日投保健保，自 1999 年起，未受聘僱

之外國人（含大陸、港澳）來臺，得自領有居留證明文件且在臺居留滿一定

期間（2013 年二代健保施行以前為 4 個月，現為 6 個月）參加健保。

根據 2017 年底統計，健保保險對象人數為 2,388 萬人，近 10 年間增加

約 96 萬人，平均年增率 0.5%；其中保險對象屬外國籍者約 82 萬人，10 年

間增加約 28 萬人，平均年增率約 5%（如圖 10-6-1）。

圖 10-6-1、保險對象人數統計

外國人使用多少健保資源？
魏妤璇、江姝靚、楊玉美、李宛柔、徐婉瑄
（中央健康保險署承保組）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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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保險對象以年齡結構分析，未滿 15 歲保險對象約 303 萬人，占

總投保人口 12.7%。15 到 64 歲者約 1,763 萬人，占 73.8%，65 歲以上者約

321 萬人，占 13.5%。若與 2016 年比較，65 歲以上老年保險對象增加 16 萬

人，未滿 15 歲幼年保險對象減少 5 萬人，15 到 64 歲青壯年保險對象減少 4

萬 4 千人。

2017 年全年外國人參加健保之收支統計，以國別區分，大陸、港澳地

區人民計有 8.4 萬人，保險費收入 10.9 億元，醫療支出 9.6 億點；外籍人士

全年計有 86 萬人，保險費收入 138.6 億元，醫療支出 37.5 億點（如圖 10-6-2、圖

10-6-3）。由此分析得知，外籍人士在臺加保的整體保險費收入足以支應醫療

費用，並沒有增加健保財務負擔。

圖 10-6-2、大陸港澳人士及無戶籍國民保險費暨醫療使用統計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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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吸引外國專業人才來臺，讓臺灣成為友善工作環境，相關配套措施

陸續擴大實施，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9 條修正，自 2017 年 12 月 1 日起，推動

外籍在臺灣地區出生新生嬰兒自出生日納保事宜，使其能與在臺灣地區出生

之我國籍新生嬰兒享有相同之健康照護及權益。此外，配合行政院公告定自

2018 年 2 月 8 日施行之「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凡符合所稱受聘

僱從事專業工作之外國專業人才，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身心障礙無法自理

生活之成年子女，經領有居留證明文件者，自領有居留證明文件之日起參加

全民健保，不受健保法第 9 條在臺居留需滿 6 個月之限制。

就人口結構改變而言，由於少子化與高齡化社會勢必帶來健保保費入不

敷出之壓力，值得慶幸此種趨勢是遞進且可預測的，曾有學者建議開放移民

以引進年輕人口，從臺灣實施全民健保的社會環境，許多在臺的外國人也都

稱讚臺灣健保價廉物美，或許健保會是吸引外來移民的一個亮點。

圖 10-6-3、2013 年至 2017 年外國人保險費暨醫療使用統計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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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保納入國小國語教材，深具意義
李伯璋、詹建富、張禹斌、王復中、謝惠婷、張鈺旋
（中央健康保險署署長室、企劃組）

全民健保自民國 84 年開辦至今已滿 24 年，若是以擬人化的角度來看，

都已是出社會的大學畢業生了。不過，即使許多人依賴健保，但對健保的瞭

解程度卻還停留在「幼稚園」階段，有些人以為健保和坊間醫療險、壽險、

意外險一樣有現金給付；有些人覺得每個月繳了健保費就「不用白不用，才

夠本」；還有人認為反正有了健保，生病就讓健保處理，因此疏忽了平時對

自我健康照護的義務。因此，吾人期盼，能再次透過國小國語教材，讓學童

透過閱讀文章及老師的教導，深刻感受健保的意義與價值，將珍惜資源的觀

念向下扎根。

為什麼是「再次」呢？那是當年在成大醫院積極推動器官捐贈時，有位

器官受贈者黃招榮老師將自己的生命經驗撰寫成「大愛不死」一文，文章獲

國立編譯館及翰林出版社改寫後，編入小學五年級國語課本，課文除了讓人

明白器官捐贈的意義與價值，也傳達了重生的喜悅與感恩的心情，是推展生

命教育很好的方式。對於推廣一個觀念而言，辦理參訪、演說等活動，所能

觸及的人群會有時間、空間的侷限性，但透過教科書課文的傳遞，每年都能

讓數萬學童閱讀，一代一代地向下扎根，影響更為深遠。

觀念的建立應從小開始扎根，健保概念編入國小教材，可以從教師傳達

學生，從學生影響所屬家庭，再從家庭擴散至有親緣關係的家族、具地緣關

係的社區。健保署一直非常重視並推廣「珍惜健保資源」的價值觀，本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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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自拜訪教育部與國民教育署說明此構想，深化健保教育理念也獲得潘文忠

部長認同。現在的九年國教課綱與未來即將實施的十二年國教，在健康與體

育、社會兩門學科內，都包含了全民健保與醫療制度的認識與避免資源濫用

等相關主題。

國語文教材除了傳授文學知識、增進閱讀素養與表達技巧之外，培養學

生對議題探究、思辨與實踐的能力也是教學目標之一。課文文章中呈現的社

會現象，在經由教師引導討論後，能漸漸讓學童養成公民意識。雖然健康與

體育、社會兩門學科內已對全民健保有所著墨，但國語文每週教學時數大約

有 5 節，能讓孩子們閱讀與思考的時間又更為充裕，所以將全民健保納入國

語文教材是我最大的期望。

健保署拜訪了幾家出版社表明想法，由於翰林出版社具有曾將描述器官

捐贈「大愛不死」文章改寫編入國語課本的經驗，這次也認同健保教育的理

念並大力協助，在經過多次討論之後，翰林協助撰擬「亞洲最受讚譽的健康

照護制度」一文，並編入小學五年級國語課本的「閱讀樂園」單元。此外，

南一出版社也允諾在小學五年級的國語習作加入兩篇具健保主題的文章，讓

學童在複習該課所學的生字時，也能同時接觸到健保的概念。

在這些教材文章中，我們以陳樹菊女士的兒時經驗切入，闡述健保提供

醫療照護，不再有國人會因經濟因素而無法就醫；也提到目前的資訊科技發

展，讓學生初步認識「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所帶來的便利，進而能

對分級醫療更具信心；並介紹「健康存摺」的功能與優點，以加強自我健康

照護的能力。最重要也最難得的，是藉由這樣的機會以淺顯易懂的文字說明

健保「保險互助」的理念，引導大、小讀者將珍惜健保資源的觀念內化。

將健保理念納入國語教材，即將付諸實現，希冀讓珍惜健保資源概念深

植於社會大眾的理想，相信就從這一步開始逐漸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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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15 日

李伯璋署長拜會教育

部潘文忠部長，溝通

健保議題納入國小國

語課本，獲潘部長支

持。

拜會教育部會談後合

影，與會成員含教

育部潘文忠部長（左

四）、健保署李伯璋

署長（左三）、國教

署國中小及學前教育

組武曉霞組長（右

四）、國家教育研究

院教科書研究中心楊

國揚主任（右三）、

健保署企劃組張鈺旋

組長（左二）與郭貞

吟科長（左一），以

及教育部工作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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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日期：2019 年 2 月
國小國語文教材納入健保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