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規名稱： 助產人員法 [英]

修正日期： 民國 107 年 12 月 19 日

第 1 條　

第 2 條　

第 3 條　

第 4 條　

第 5 條　

第 6 條　

第 7 條　

第 8 條　

第 9 條　

第 10 條　

第 11 條　

第 12 條　

【所有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二 章 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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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人民，經助產人員考試及格並依本法領有助產人員證書者，得充 

助產人員。

本法所稱助產人員，指助產師及助產士。

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得應助產師考試：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學校護理助產合訓科、大學或獨立學院助產學 

    系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助產學系、組畢業， 

    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領有畢業證書者。 

二、領有護理師、護士或助產士證書，於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 

    院助產研究所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助產研究 

    所畢業，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領有畢業證書者。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醫事職業以上學校助產科、助產特科、護理助產合 

訓科畢業，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領有畢業證書者，得應助產士考試。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

經助產人員考試及格者，得請領助產人員證書。

請領助產人員證書，應具申請書及資格證明文件，送請中央主管機關核發 

之。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助產人員；其已充助產人員者，撤銷或廢止其 

助產人員證書： 

一、曾犯墮胎罪，經判刑確定。 

二、曾犯肅清煙毒條例或麻醉藥品管理條例之罪，經判刑確定。 

三、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經判刑確定。 

四、受撤銷或廢止助產人員考試及格。 

五、依本法受撤銷或廢止助產人員證書處分。 

非領有助產師或助產士證書者，不得使用助產師或助產士之名稱。

助產人員執業，應向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申請執業登記，領 

有執業執照，始得執業。 

助產人員執業，應接受繼續教育，並每六年提出完成繼續教育證明文件， 

辦理執業執照更新。 

第一項助產人員執業，其申請執業登記資格、條件、應檢附文件、執業執 

照發給、補發、換發與其他應遵行事項及前項助產人員接受繼續教育之課 

程內容、積分、實施方式、完成繼續教育之證明文件、執業執照更新與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請領執業執照；其已領取者，應撤銷或廢止之： 

一、經撤銷或廢止助產人員證書。 

二、經廢止助產人員執業執照未滿一年。 

三、有客觀事實認不能執行業務，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邀請相關 

    專科醫師、助產人員及學者專家組成小組認定。 

前項第三款原因消失後，仍得依本法規定申請執業執照。

助產人員非加入所在地助產人員公會，不得執業。 

助產人員公會不得拒絕具有會員資格者入會。

助產人員執業登記處所，以一處為限。 

助產人員執業，應在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助產機構、醫療機構、產 

後護理機構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為之。但急救、執業機構間 

之支援、應邀出外執行業務或經事先報准者，不在此限。



第 12-1 條　

第 13 條　

第 14 條　

第 15 條　

第 16 條　

第 17 條　

第 18 條　

第 19 條　

第 20 條　

第 21 條　

第 22 條　

第 23 條　

第 24 條　

第 25 條　

   第 三 章 助產機構之設置及管理

   第 四 章 業務及責任

助產人員停業或歇業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報請原發執業執 

照機關備查。 

前項停業之期間，以一年為限；逾一年者，應辦理歇業。 

助產人員變更執業處所或復業者，準用關於執業之規定。 

助產人員死亡者，由原發執業執照機關註銷其執業執照。

助產人員得設立助產機構執行業務。 

助產人員申請設立助產機構執行業務，須在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醫療機構 

、助產機構執行助產業務二年以上，始得為之。 

助產機構之設置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助產人員申請設立助產機構，應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申請 

核准登記，發給開業執照。

助產機構應以其申請設立之助產人員為負責人，對其業務負督導責任。 

助產機構負責人因故不能執行業務，應指定助產人員代理。代理期間超過 

一個月者，應報請原發開業執照機關備查。 

前項代理期間，最長不得逾一年。

助產機構名稱之使用或變更，應經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核准 

。 

非助產機構，不得使用助產機構或類似之名稱。

助產機構不得使用下列名稱： 

一、在同一直轄市或縣 (市) 區域內，他人已登記使用之助產機構名稱。 

二、在同一直轄市或縣 (市) 區域內，與被廢止開業執照未滿一年或受停 

    業處分之助產機構相同或類似之名稱。 

三、易使人誤認其與政府機關、公益團體有關或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 

    俗之名稱。 

助產機構停業、歇業或登記事項變更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 

報請原發開業執照機關備查。 

前項停業之期間，以一年為限；逾一年者，應於屆至日起三十日內辦理歇 

業。 

助產機構未依前項規定辦理歇業時，主管機關得逕予歇業。 

助產機構遷移或復業者，準用關於設立之規定。

助產機構收取費用，應開給收費明細表及收據。 

助產機構不得違反收費標準，超額或擅立收費項目收費。 

前項收費標準，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核定之。

助產機構應將其開業執照、收費標準及其助產人員證書，揭示於明顯處。

助產機構應保持整潔，秩序安寧，不得妨礙公共衛生及安全。

助產機構之廣告內容，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助產機構之名稱、開業執照字號、地址、電話及交通路線。 

二、助產師或助產士之姓名及其證書字號。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容許登載或宣播之事項。 

非助產機構，不得為助產照護業務廣告。 

助產機構不得以不正當方法，招攬業務。 

助產人員及其助產機構之人員，不得利用業務上之機會，獲取不正當利益 

。

助產機構應依法令規定或依主管機關之通知，提出報告，並接受主管機關 

對其人員配置、設備、收費、作業、衛生、安全、紀錄等之檢查及資料蒐 

集。

助產人員業務如下： 

一、接生。 

二、產前檢查及保健指導。 

三、產後檢查及保健指導。 

四、嬰兒保健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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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五 章 罰責

五、生育指導。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項目。 

助產人員執行相關業務，應製作紀錄。 

前項紀錄，由該助產人員之執業機構保存，並至少保存十年。 

助產人員執行助產業務時，發現產婦、胎兒或新生兒有危急狀況，應立即 

聯絡醫師，並予必要之急救處置。

助產人員於執行正常分娩之接生時，得依需要施行灌腸、導尿、會陰縫合 

及給予產後子宮收縮劑等必要事項。

助產人員非親自接生，不得出具出生證明書或死產證明書。

助產人員不得無故拒絕或遲延接生。

助產人員接受衛生、司法或司法警察詢問時，不得為虛偽之陳述或報告。

助產人員或助產機構之人員，對於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不得 

無故洩漏。

助產人員將其證照租借他人使用者，廢止其助產人員證書；其涉及刑事責 

任者，並應移送該管檢察機關依法辦理。 

助產人員於業務上有不正當行為者，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之停業處分； 

其情節重大者，得廢止其執業執照或開業執照；其涉及刑事責任者，並應 

移送該管檢察機關依法辦理。

違反第二十二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令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連續處罰。

違反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二項、第十八條第四項、第十九條第二項、第 

二十三條、第二十五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二十八條、第三十條或第三十 

一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或情節重大者，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之停業處分或廢止其開 

業執照。 

違反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並令其限期將超收部 

分退還；屆期未退還者，按次處罰。

違反第八條、第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十二條、第十 

二條之一第一項、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三項、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十八條 

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 

九條或依第十三條第三項所定設置標準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之停業 

處分。 

助產人員公會違反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者，由人民團體主管機關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未取得助產人員資格，擅自執行助產業務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金。但醫師或於婦產科醫師、助產人 

員指導下實習之助產科、系、所之學生或取得畢業證書日起五年內之畢業 

生，不在此限。

助產人員受停業處分仍執行業務者，廢止其執業執照；受廢止執業執照處 

分仍執行業務者，廢止其助產人員證書。

助產機構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廢止其開業執照： 

一、容留未具助產人員資格者擅自執行助產業務。 

二、受停業處分而不停業。 

助產機構受停業處分或廢止開業執照者，應同時對其負責人予以停業處分 

或廢止其執業執照。 

助產機構負責人受停業處分或廢止其執業執照時，應同時對該助產機構予 

以停業處分或廢止其開業執照。

助產機構受廢止開業執照處分，仍繼續開業者，廢止其負責人之助產人員 

證書。

本法所定之罰鍰，於助產機構，處罰其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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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六 章 公會

本法所定之罰鍰、停業、撤銷或廢止執業執照、開業執照，除本法另有規 

定者外，由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為之；撤銷或廢止助產人員證書， 

由中央主管機關為之。

依本法所處之罰鍰，經限期繳納，屆期未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助產人員公會分直轄市及縣 (市) 公會，並得設助產人員公會全國聯合會 

。

助產人員公會之區域，依現有之行政區域，在同一區域內，同級之公會以 

一個為限。但於行政區域調整變更前已成立者，不在此限。

直轄市、縣 (市) 助產人員公會，由在該管區域內執業助產人員九人以上 

發起組織之；其不滿九人者，得加入鄰近區域之公會或共同組織之。

助產人員公會全國聯合會應由三分之一以上之直轄市、縣 (市) 助產人員 

公會完成組織後，始得發起組織。

各級助產人員公會，由人民團體主管機關主管。但其目的事業，應受主管 

機關之指導、監督。

各級助產人員公會置理事、監事，均於召開會員 (會員代表) 大會時，由 

會員 (會員代表) 選舉之，並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其名額如下： 

一、直轄市、縣 (市) 助產人員公會之理事，不得超過二十一人。 

二、助產人員公會全國聯合會之理事，不得超過二十七人。 

三、各級助產人員公會之理事名額，不得超過全體會員 (會員代表) 人數 

    二分之一。 

四、各級助產人員公會之監事名額，不得超過各該公會理事名額三分之一 

    。 

各級助產人員公會得置候補理事、候補監事，其名額不得超過各該公會理 

事、監事名額三分之一。 

理事、監事名額在三人以上時，得分別互選常務理事及常務監事；其名額 

不得超過理事或監事總額三分之一，並應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 

理事長；其不置常務理事者，就理事中互選之。常務監事在三人以上者， 

應互選一人為監事會召集人。 

理事、監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連任者不得超過二分之一；理事長之連任 

，以一次為限。

助產人員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監事之當選，不以直轄市、縣 (市) 助產 

人員公會選派參加之會員代表為限。 

直轄市、縣 (市) 助產人員公會選派參加助產人員公會全國聯合會之會員 

代表，不以其理事、監事為限。

助產人員公會每年召開會員 (會員代表) 大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大會。 

助產人員公會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時，得依章程之規定，就會員分布狀況 

劃定區域，按其會員人數比率選定代表，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 

會之職權。

助產人員公會應訂立章程，造具會員名冊及選任職員簡歷名冊，送請所在 

地人民團體主管機關立案，並分送中央及所在地主管機關備查。 

助產人員公會全國聯合會應訂立助產人員倫理規範，提經會員代表大會通 

過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各級助產人員公會之章程，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名稱、區域及會所所在地。 

二、宗旨、組織、任務或事業。 

三、會員之入會及出會。 

四、會員應納之會費及繳納期限。 

五、會員代表之產生及其任期。 

六、理事、監事名額、權限、任期及其選任、解任。 

七、會員 (會員代表) 大會及理事會、監事會會議之規定。 

八、會員應遵守之公約。 

九、經費及會計。 



第 55 條　

第 56 條　

第 57 條　

第 58 條　

第 59 條　

第 60 條　

第 61 條　

第 62 條　

   第 七 章 附則

資料來源：法源法律網 www.lawbank.com.tw

十、章程之修改。 

十一、其他依法令規定應載明或處理會務之必要事項。

助產人員公會違反法令或章程者，人民團體主管機關得為下列之處分： 

一、警告。 

二、撤銷其決議。 

三、撤免其職員。 

四、限期整理。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處分，亦得由主管機關為之。 

直轄市、縣 (市) 助產人員公會對助產人員公會全國聯合會之章程，有遵 

守義務。

助產人員公會會員有違反法令或章程之行為者，須經會員 (會員代表) 大 

會通過之決議處分。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三日修正施行前已立案之省助產士公會，應於 

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四年內辦理解散。

外國人及華僑得依中華民國法律，應助產人員考試。 

前項考試及格，領有助產人員證書之外國人及華僑，在中華民國執行業務 

，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並應遵守中華民國關於助產人員之相關法令、 

專業倫理規範及助產人員公會章程；其執業之許可及管理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違反前項規定者，除依法處罰外，中央主管機關並得廢止其許可。

中央或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依本法核發證書或執照時，得收取證書 

費或執照費；其費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