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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健保相關業務宣導 

依 107 年 6 月 6 日西基總額共管會議決議辦理 

一、健保相關法規修正說明 

   (一)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107 年 3月 15 日健保審自第 1070035055 號，公

告「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法」其回推倍數上

限值及隨機抽樣案件數計算方式，皆自 107 年 4月 1日(費用年月)起生效。 

      公告事項： 

� 各總額回推倍數上限值： 

1、醫院總額部門採設定回推倍數上限值，門診 10 倍、住診 3倍。 

2、 西基總額部門採設定回推倍數上限值，門診 20 倍、住診 5.8 倍。 

3、中醫門診總額部門採設定回推倍數上限值，門診 20 倍。 

4、牙醫門診總額部門採不設定回推倍數上限值。 

� 隨機抽樣案件數計算方式：抽審案件核減點數之極端值案件數，門

住診皆以全部抽審案件數之 14%計算(四捨五入)。 

 

   (二)衛生福利部 107 年 4月 27 日衛部保字第 1071260206 號令修正「全民健康保

險轉診實施辦法」第 3條、第 10 條及第 4條附表 1、第 7條附表 2： 

� 考量保險對象於矯正機關、本保險山地離島地區及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接

受醫療服務，受限於巡迴、定點醫療站之人員、設備或專長能力，無法

確認病人病因或提供完整治療，經醫師診斷有轉至他處繼續接受診療之

必要時，安排轉回提供定點或巡迴醫療服務之特約醫院、診所繼續接受

診療，宜亦認屬轉診，適用轉診相關規定，並無須加重保險對象就醫應

自行負擔之部分醫療費用，故配合修正轉診之定義及因應同機構間診治，

酌修作業規定。 

� 為保障跨性別者及雙性人之性別人權，刪除附表性別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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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衛生福利部 107 年 4月 27 日衛部保字第 1071260203 號令修正「全民健康

保險醫療辦法」，本次共計修正 24 條、刪除 1條，修正重點摘述如下： 

修正條文 重點摘要 施行日 

第 7條 
【他人代領藥】 

增列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受監護或輔助宣告，經

受託人提供法院裁定文件影本，以及失智症病人，得委

請他人代為陳述病情領取相同方劑。 

107.06.01 

第 10 條  
【住院押健保卡 

規定】 

特約醫院於保險對象辦理住院手續時，應查驗其健保卡

後歸還保險對象，以利少數特殊病況之住院保險對象有

外出門診之需要。 

107.06.01 

第 14 條 
【未攜帶健保卡

就醫當次】 
【慢性病藥品遺

失或毀損】 

1.增列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得併列印二維條碼; 

2.保險對象未攜帶健保卡就醫，以開立一般藥品處方箋

為限； 

3.保險對象領藥後，因藥品遺失或毀損，再就醫之醫療

費用，由保險對象自行負擔。 

4.增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AB)」疾病為本保險慢

性病範圍。 

1.107.06.01 
2.107.06.01 
3.107.06.01 
4.發布日 

第 3條  
【就醫身分證明】 

為避免未滿十四歲兒少無其他足以證明身分之文件，增

列得以切結方式代之;另刪除以戶籍謄本之影本為證明

文件之適用。 

發布日 

第 4條 
【暫行停止保險

給付對象】 

保險人依法僅得對有能力繳納但拒不繳納保險費之保

險對象暫行停止保險給付，爰刪除無力繳納保險費之保

險對象得例外先行就醫之規定。 

發布日 

第 6條、第 18 條 
【轉診規定】 

明定特約醫院、診所因限於人員、設施、設備或專長能

力，得依規定辦理保險對象轉診。 
明定保險對象就醫時，應遵從醫囑接受轉診服務。 

發布日 

第 19 條 
【輸血規定】 

保險對象需要輸血及使用血液製劑時，應優先使用捐血

機構供應之血液及其製劑。�刪除保險對象應優先使用

家屬、親友捐贈之血液及其製劑之規定。 

發布日 

第 8條、第 22 條 
【透析用藥規定】 

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中所用

診療項目名稱，將「洗腎」修正為「血液透析、腹膜透

析」。 
配合臨床作業腹膜透析用藥療程，放寬透析液得一次給

予三十一日以下之用藥量。 

發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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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條 
【處方調劑】 

放寬本保險居家照護個案得至非原處方之特約醫院或

衛生所領取第一級或第二級管制藥品;明定保險對象應

同時併持一般藥品處方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或管制藥

品專用處方箋於同一調劑處所調劑。 

發布日 

第 23 條 
【各類處方使用

期限】 

保險對象應於各類處方期間內向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預

約排程或接受醫療服務，逾期後，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不

得受理排程或提供醫療服務。 
排程檢驗、檢查處方：自開立之日起算 180 日。 
排程復健治療處方：自開立之日起算 30 日。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末次調劑之用藥末日。 
其他門診處方及藥品處方箋：自開立之日起算 3日。 
期間遇有末日為例假日順延。 

107.06.01 

第 25 條 
【慢箋切結對象】 

增列經保險人認定確有一次領取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總

用藥量必要之特殊病人，得於領藥時出具切結文件，一

次領取該處方箋之總用藥量。 

發布日 

修正第 17 條 
刪除第 26 條 

因藥品之容器或包裝應載明事項已於醫療法、醫師法及

藥師法規範，爰不重複規定，並整併於第十七條規範。 
發布日 

� 配合修正｢醫療辦法第 7條第 3款、第 4款及第 25 條第 4款」 ： 

門診申報格式：新增係由他人代為陳述病情或一次領取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之總用

藥量必要之特殊病人之特定治療項目代號。 

特定治療

項目代號 
類別 說明 

JL 中醫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經受託人提供法院裁定文件影本 

JM 中醫 經醫師認定之失智症病人 

JN 中醫 經保險人認定確有一次領取該處方箋總用藥量必要之特殊病人 

HG 西醫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經受託人提供法院裁定文件影本 

HH 西醫 經醫師認定之失智症病人 

HI 西醫 經保險人認定確有一次領取該處方箋總用藥量必要之特殊病人 

� 檢附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執行疑義之說明(如附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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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下稱雲端系統) 

     ※基於診療目的及舉證病情需要，本署於 107 年 6月 5日開放雲端資料可以

滑鼠右鍵複製病人醫療資料並貼至病歷之功能，惟為善盡管理責任，一併

於雲端系統提示｢複製病人醫療資料應符合診療目的之用，否則自負相關

法律責任」文字。 

   ※雲端藥歷頁籤新增藥品療效不相等通報功能 

� 「藥品療效不等」：係指同一位病患更換使用不同廠牌之同成分、同

劑型、同劑量藥品後，出現藥效改變(例如：增強、減弱)或不良反應

的現象。 

� 通報功能建置於本署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之雲端藥歷頁籤，作

為藥品療效通報管道。 

� 當發現民眾若有藥品療效不相等之問題，可由醫師或藥師於雲端藥歷

頁籤上進行「藥品療效不等」」通報，系統接獲通報資料後，本署將

定期彙整並傳送予食品藥物管理署做為後續藥品療效的評估與追蹤。 

    

三、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醫事人員溝通平台-電子轉診平台 

� 為落實分級醫療精進本署電子轉診平台功能，本署電子轉診平台自 107 年

5月 15 日起新增功能如下： 

(一)開立電子轉診單：因應出生符合納保未納保新生兒完成轉診，新增「新

生兒註記(含胎次)」欄位。 

(二)醫師單筆開立電子轉診單：優化「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服務，請參

考「電子轉診平台-醫師使用者手冊」。 

(三) 強化管理作業：新增「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管理方式，請參考「電

子轉診平台-醫療院所使用者手冊」。 

� 為鼓勵與推廣使用電子轉診平台，本署 107 年於「鼓勵醫事服務機構即

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使用本署電子轉診平台轉出、轉入每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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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點 );「全民健康保險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品質指標 3分)提

供相關誘因鼓勵，請各縣市醫師公會轉知轄區院所善加使用，並於醫療

費用申報作業，正確申報轉出、轉入院所代碼【門診醫療費用點數申報

格式點數清單段 IDd16 轉診案件註記、IDd17 轉診之服務機構代號、

IDd18 轉出代碼等欄位】。 

 

四、「健康存摺」手機快速認證 

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 APP 即日起新增「手機快速認證」方式。下載 APP 後，

輸入手機門號、身分證號、圖形驗證碼後，再輸入健保卡號後 4碼及設定密

碼，可同時完成健保卡註冊和行動裝置綁定，即可使用健康存摺查詢「個人

健康資料」。請鼓勵院所及會員下載個人健康存摺。 

 

五、正確填報門診申報格式 

  (一) 依「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有訂定診療部位終身使用

限制次數或數量規定。 

  (二)藥物訂有「每人每眼給付數量」限制之相關給付規定皆公告於本署全球

資訊網，因應是類藥物之左、右眼部位之使用限制次數或數量計數事宜，

請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於申報是類藥物時，確實配合於特約醫事服務機

構門診、住診醫療費用點數申報格式(三)醫令清單段「IDp6:診療之部

位」欄位填列:右眼填 R、左眼填 L、雙眼填 B。 

  (三)本次新增「Lucentis solution for injection 10mg/mL  in pre-filled 

syringe」(醫令代碼：KC00990288)，自費用年月 107 年 6月起，請確

實填列，若院所未正確申報，自費用年月107年 9月起將會以退件處理。 

    為免影響院所申報及暫付權益，請各縣市醫師公會協助轉知會員。 

 

六、近期增修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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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衛生福利部 107 年 5月 31 日衛部保字第 1071260247 號令，修正發布「全

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部分診療項目，並自 107 年 6

月 1日生效。 

本次西醫基層修正重點，新增下列三項開放表別診療項目： 

(1) 心肌旋轉蛋白 I(新增後醫令代碼 09099C、450 點)。 

(2) A 群鏈球菌抗原(新增後醫令代碼 12165C、200 點)。 

(3) 陰道超音波(新增後醫令代碼 19013C、957 點)。 

   (二)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107 年 4月 13 日健保醫字第 1070004720

號，公告修正「全民健康保險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並自 107 年 1

月 1日起實施。 

   (三)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07年5月1日健保醫字第1070005217號，

公告修正「全民健康保險末期腎臟病前期(Pre-ESRD)之病人照護與衛

教計畫」，並自公告日起實施。 

 

 七、其他宣導事項詳見共管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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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執行疑義之說明 
1070601 

條文 執行疑義 說明 

第三條 保險對象至特約醫院、

診所或助產機構就醫或分

娩，應繳驗下列文件： 

一、全民健康保險憑證(以下

稱健保卡)。 

二、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足以

證明身分之文件。但健

保卡已足以辨識身分

時，得免繳驗。 

前項第二款文件，於未滿

十四歲之保險對象，得以戶

口名簿影本、其他足以證明

身分之相關文件或切結文件

代之。 

保險對象至第一項以外之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接受醫療

服務，除應繳驗第一項之文

件外，並應繳交特約醫院、

診所交付之門診處方。 

保險對象有接受居家照護

服務必要時，應由保險醫事

服務機構診治醫師先行評

估，開立居家照護醫囑單，

並由各該保險醫事服務機構

逕向設有居家護理服務部門

之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出申

請。 

於未滿十四歲之保險對象至特

約醫院、診所就醫，應繳驗之

證明身分文件，增列得以切結

文件代之（臺北、中區）。 

一、陪同就醫者如為外籍看護

可以簽切結文件嗎?  

二、複診是否每次均須填寫切

結書? 

 

 

 

 

 

 

 

 

 

 

 

 

 

 

一、本條第 2項之切結文件： 

(一)由陪同就醫者簽名即

可，並未限制外籍看護

不可簽切結文件。 

(二)保險對象至特約醫療院

所就醫，應繳驗足以證

明身分之相關文件，其

中未滿十四歲之保險對

象就醫，包含切結文

件，故每次就診，均須

簽切結書。 

 

 

 

第七條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接受

保險對象就醫時，應查核其

本人依第三條第一項及第二

項應繳驗之文件；其有不符

時，應拒絕其以保險對象身

一、本條新增第 3 款、第 4

款，其費用申報之「特定

治療項目代號」為何?（臺

北、南區） 

 

一、本條有關委由他人代為陳

述病情領取方劑新增第 3

款、第 4 款規定，已於「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門診醫

療醫療費用申報格式及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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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執行疑義 說明 

分就醫。但須長期用藥之慢

性病人，有下列特殊情況之

一而無法親自就醫者，以繼

續領取相同方劑為限，得委

請他人向醫師陳述病情，醫

師依其專業知識之判斷，確

信可以掌握病情，始能開給

相同方劑： 

  一、行動不便，經醫師認定

或經受託人提供切結文

件。 

  二、已出海，為遠洋漁業作

業或在國際航線航行之

船舶上服務，經受託人

提供切結文件。 

  三、受監護或輔助宣告，經

受託人提供法院裁定文

件影本。 

四、經醫師認定之失智症病

人。 

五、其他經保險人認定之特

殊情形。 

 

 

 

 

 

 

 

 

 

 

 

 

 

 

 

二、本條第 4 款經醫師認定之

失智症病人。醫師是為當

次看診醫師，還是確定為

失智症病人醫師？是否需

要診斷證明文件、失智症

之證明？因有可能該科別

醫師非診斷失智症之醫

師，要如何經醫師認定？

（臺北、北區） 

 

三、本條第 5 款，其他經保險

人認定之特殊情形，何種

情況下可使用該方式 ? 

（臺北） 

 

 

表說明」新增特定治療項

目之代號如下如下： 

(一)JL:中醫-受監護或輔

助宣告，經受託人提

供法院裁定文件影本

。 

(二)JM:中醫-經醫師認定

之失智症病人。 

(三)HG:西醫-受監護或輔

助宣告，經受託人提

供法院裁定文件影本

。 

(四)HH:西醫-經醫師認定

之失智症病人。 

 

二、本條第 4 款經醫師認定之

失智症病人，係指該病人

前已經醫師診斷為失智症

，並提供當次看診醫師相

關診斷證明文件，始得委

請他人向醫師陳述病情，

再開給相同方劑。 

 

 

 

三、本條第 5 款：「其他經保險

人認定之特殊情形。」之

作業方式： 

(一)應以非第 1 至 4 款所列特

殊情形，其他經專業認

定為長期用藥之慢性病

人、確需委託他人向醫

師陳述病情、開立處方

之特殊個案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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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執行疑義 說明 

(二)得由病人（或其家屬）或

診治院所協助，檢送病

人無法親自就醫之原因

、困難事實等說明（建

議加附如診斷證明書、

病歷摘要、檢查報告等

參考資料）送轄區業務

組依個案情形辦理認定

。 

(三)另本署現推動居家醫療，

亦可建議多採用此一方

式，減少保險人認定。 

第十條 特約醫院於保險對象辦

理住院手續時，應查驗其健

保卡後歸還保險對象。 

保險對象住院期間，如

因不同診療科別疾病，經診

治之醫師研判確須立即接受

診療，而該醫院並無設置適

當診療科別以提供服務時，

得依第十三條規定請假外出

門診；透析病人住院期間，

經診治之醫師認定確須立即

接受透析，而該醫院無法提

供透析之服務時，亦同。 

保險對象住院期間，入

住之特約醫院或婦產科診所

不得以同院、所門診方式提

供醫療服務。但入住之特約

醫院或婦產科診所因限於人

員、設備或專長能力，無法

提供完整之檢驗(查)時，得

以轉（代）檢方式，委託其

他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供檢

一、有關保險對象住院期間「

請假外出門診」：（臺北

、中區、南區、高屏） 

(一)是否開放住院中可以領用

慢箋？ 

(二)醫院無病人的自備藥，因

非『立即接受診治』，可

否請假到其他醫院以健

保開藥? 

(三)某醫院未設置中醫科、牙

醫科，是否由病人之診

治醫師同意後，病人即

可至他院中醫門診、牙

醫門診? 

(四)病人已在他院申請專案事

前審查藥品，可依本法

讓病人請假回診領取該

藥品嗎? 

(五)同院所的『中醫』可以健

保門診就醫嗎？ 

(六)西醫醫院住院病人住院中

是否可以住院方式於會

一、住院期間請假外出門診： 

(一)應符合本條規定： 

1.因不同診療科別疾病

，經診治之醫師研判

確須立即接受診療，

且該院並無設置適當

診療科別以提供會診

服務時。 

2.依第 13 條規定請假外

出門診。 

(二)請假外出領用慢性病連續

處方箋(以下稱慢箋)、

至他院所看中醫門診、

牙醫門診及至他院領取

專案事前審查藥品等情

事，須符合上開規定。 

(三)本條第 2 項所稱，不得以

同院、所門診方式提供

醫療服務，包括同院所

之「中醫」、「牙醫」門

診。 

(四)現行西醫住院會診牙醫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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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執行疑義 說明 

驗(查)服務。 診院內中、牙醫? 

(七)醫學中心神內腦中風轉

PAC 個案給地區承作醫

院神內收案，因地區醫

院藥物不夠，此時 PAC

病患是否可以拿健保卡

回原醫學中心開藥？ 

(八)請假外出未告知要去外院

看門診歸咎原因應由那

方責任? 

 

 

 

 

 

 

 

 

 

 

 

 

 

二、住院保險對象健保卡之提

供及保管問題（臺北、

南區、高屏）： 

(一)住院期間病人急作 CT 或

MRI 等相關檢查或申報

時須上傳 IC 補正資料，

健保卡不在如何過卡執

行?  

(二)入院和出院都要過卡，但

若辦理出院手續未帶

卡，如何處理？ 

無限制，但會診中醫須

按中醫專案計畫辦理目

前有： 

  1.全民健康保險西醫

住院病患中醫特定

疾病輔助醫療計畫

。 

  2.全民健康保險中醫

癌症患者加強照護

整合方案_癌症患者

西醫住院中醫輔助

醫療計畫。 

(五)醫學中心神內腦中風轉

PAC 個案給地區承作醫

院神內收案，地區醫院

藥物不夠之問題，應由

地區醫院備妥藥品，病

患不宜拿健保卡回原醫

學中心開藥。 

(六)病人外出門診，如有不可

歸責醫院或診所之事由

，不會核扣院所費用。 

 

二、住院保險對象健保卡之提

供及保管 

(一)住院期間病人急作 CT

或 MRI 等相關檢查，

或跨月須補正資料時

，醫院應事先提醒或

通知病人準備健保卡

，如當時無法補登，

應於出院前補登完成

。 

(二)病人出院前，醫院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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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執行疑義 說明 

(三)以簽切結書或同意書方

式，幫病人代保管健保

卡，是否違反法規？精

神醫院病人常有外出看

診需求，而家屬並不會

隨傳隨到，是否可繼續

保留健保卡，由醫院保

管? 

 

 

 

三、本條第 3 項規定保險對象

住院期間，不得以同院、

所門診方式提供醫療服

務，請問中醫總額相關計

畫(如全民健康保險西醫住

院病患中醫特定疾病輔助

醫療計畫)規範以門診申

報，如何與本辦法規定相

互解釋？ 

 

事先提醒或通知病人

準備健保卡，如無健

保卡無法辦理出院手

續，應依本辦法第 4

條之規定辦理。 

(三)醫院如另以簽切結書

或同意書等方式，幫

病人代保管健保卡，

屬醫院及病人雙方自

行之決定。 

 

三、中醫總額相關計畫規範以

門診申報，係中醫專案

計畫，與第 10 條第 3 項

規範內容不同，仍應依

該專案規定辦理。 

註：本法第四條  

      保險對象就醫，因故未

能及 時繳驗健保卡或身分證

件者，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應

先行提供醫療服務，收取保

險醫療費用，並開給符合醫

療法施行細則規定之收據。 

      保險對象依前項規定接

受醫療服務，於該次就醫之

日起十日內（不含例假日）

或出院前補送應繳驗之文件

時，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應將

所收保險醫療費用扣除保險

對象應自行負擔之費用後退

還。 

第十四條 保險對象罹患慢性

病，經診斷須長期使用同一

處方藥品治療，且無下列情

一、本條第 1 項，未攜帶健保

卡就醫不得開立慢性病連

續處方箋部分（臺北、北

一、本條第 1項，為杜絕慢箋

之不當使用或遭部分藥物

依賴患者之濫用，避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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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執行疑義 說明 

形之一者，醫師得開給慢性

病連續處方箋，並得併列印

可供辨識之二維條碼： 

一、處方藥品為管制藥品管

理條例所規定之第一級

及第二級管制藥品。 

二、未攜帶健保卡就醫。 

同一慢性病，以開立一

張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為限；

其慢性病範圍，如附表。 

保險對象領藥後，應善

盡保管責任，遵從醫囑用

藥；因藥品遺失或毀損，再

就醫之醫療費用，由保險對

象自行負擔。 

區、南區、高屏）： 

(一)是否包含例外就醫、病人

卡片遺失申請中，持申

辦證明、晶片異常? 

(二)居家整合院所至案家執行

居家醫療,因網路連線不

良,無法正常取號，F000

異常取號，此情況可開

立慢箋嗎? 

(三)是否可領取二三次連續處

方箋?醫院要如何推動雲

端病歷查詢是否有開立

處方或領取處方之紀

錄？ 

(四)慢箋遺失(藥品未遺失)是

否仍從現行，以保險身

分從新看診。 

(五)病人就醫時未帶卡，醫師

開立 30 天一般處方箋,

若事後(當天)又拿健保

卡來補,要求改開立慢連

箋可以嗎? 

 

 

 

 

 

 

 

 

 

 

 

 

險對象利用無健保卡就醫

，醫師無法即時查閱其就

醫領藥紀錄，增列未攜帶

健保卡就醫為限制開立慢

箋之情形。 

(一)未攜帶健保卡就醫不

得開立慢箋部分，包

含例外就醫、病人卡

片遺失申請中，持申

辦證明、無法正常取

號、晶片異常等。 

(二)醫師如已「開立」慢

箋，而病人若為例外

就醫，仍可領取 2、3

次連續處方箋。醫院

對對領藥病人如有疑

義，可向轄區分區業

務組查詢。 

(三)慢箋遺失(藥品未遺失

)：應請民眾另行掛號

就診，由醫生依病情

重新開立慢箋後，依

規定繳交部分負擔。 

(四)如慢性病人就醫時未

帶健保卡，醫師開立

30 天一般處方箋後，

當天再拿健保卡來補

，原則上補卡是補開

立 30 天一般處方箋之

卡號，如要改開立慢

箋，則特約醫療院所

應該註銷開立 30 天一

般處方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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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執行疑義 說明 

二、有關本條第 3 項，保險對

象領藥後，應善盡保管責

任，遵從醫囑用藥；因藥

品遺失或毀損，再就醫之

醫療費用，由保險對象自

行負擔（臺北、南區、高

屏）： 

(一)此規定是否僅限慢箋？

一般處方箋是否適用此

條文？ 

(二)再就醫之醫療費用是指

全部醫療費用，還是藥

費? 

 

二、本條第 3 項係規範保險對

象罹患慢性病事宜： 

(一)本條文修法之意指係基

於保險同事故不得重複

給付原則，第 14 條規範

慢性病長期用藥。至一

般處方箋藥品遺失，得

引用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57 條規定負擔藥品費

用。 

(二)條文中「再就醫之醫療

費用」：是指全部醫療費

用（包含診察費、藥

費、藥事服務費等）。 

第十五條 保險對象持特約醫

院、診所醫師交付之處方

箋，應在該特約醫院、診所

或至特約藥局調劑。但保險

對象因故無法至原處方醫

院、診所調劑，且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至其他特約醫

院或衛生所調劑： 

一、 持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且所在地無特約藥局。 

二、 接受本保險居家照護服

務，經醫師開立第一級

或第二級管制藥品處方

箋。 

前項處方箋，以交付一

般藥品處方箋、慢性病連續

處方箋或管制藥品專用處方

箋併用時，保險對象應同時

併持於同一調劑處所調劑。 

一、本條第 1項： 

(一)所稱得至其他特約醫

院、衛生所調劑，「其

他」的定義為何？只要

非原處方醫院診所以外

皆可嗎（高屏）？ 

(二)持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且所在地無特約藥局。

「所在地」如何定義

（高屏）？ 

 

 

一、得至「其他」特約醫院或

衛生所調劑的定義：係指

至原處方醫院、診所以外

之其他醫院、衛生所調劑

。 

 

二、所在地無特約藥局：所稱

「所在地」，為期明確，

參考實務係指鄉鎮（市）

區為範圍。 

 

第二十三條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 一、本條第 1 項第 1 款（臺一、本條第 1項第 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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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執行疑義 說明 

交付處方後，保險對象應於

下列期間內向保險醫事服務

機構預約排程或接受醫療服

務，逾期後，保險醫事服務

機構不得受理排程或提供醫

療服務： 

一、排程檢驗、檢查處方：

自開立之日起算一百八

十日。 

二、排程復健治療處方：自

開立之日起算三十日。 

三、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末

次調劑之用藥末日。 

四、其他門診處方及藥品處

方箋：自開立之日起算

三日。 

前項期間遇有末日為例

假日者，順延之。 

北、北區、南區）: 

(一)有關檢查、檢驗處方，

此 180 日是指所有檢查

驗項目均一定要給這麼

長的期限，抑或是院所

可針對檢查驗項目，自

行設定期限?  

(二)此 180 日是指 180 日內

完成排程？還是指 180

日內完成排程及執行檢

驗檢查？ 

(三)預約排程日至實際執行

日期間是否有天數限

制？ 

 

二、本條第 1 項第 2 款，醫師

於 6/1 開立「排程復健治

療處方」，病患於 6/30 才

預約排程，7/2 才接受復

健治療，因預約排程在 30

日內，但排程接受醫療服

務已超過 30 日，如此個案

是否仍符合規範?抑或，因

排程接受醫療服務已超過

30 日 ， 原 處 方 即 ” 失

效”，病患需重新掛號、

看診，重新取得處方才可

（臺北）? 

 

三、本條第 1 項第 3 款（臺

北、南區、高屏）： 

(一)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末

次調劑之用藥末日之定

義為何？ 

(一)由於病人病情變化及

避免保險對象隔一段

時日要求院所執行處

方，院所針對檢查驗

項目所訂之期限應符

合本項規定。 

(二)本條規定係指於 180

日內完成排程或接受

服務任一皆可。 

(三)預約排程日至實際執

行日期間，沒有限制

，惟仍應考量臨床參

考使用之合宜性。 

 

 

二、本條第 1 項第 2 款，醫師

於 6/1 開立「排程復健治

療處方」，病患於 6/30 才

預約排程，7/2 才接受復

健治療，因預約排程在 30

日內，仍符合規範。 

 

 

 

 

 

 

 

 

三、本條第 1項第 3款： 

(一)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末

次調劑之用藥末日之定

義：與修正前慢箋依各

該處方箋給藥日數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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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執行疑義 說明 

(二)如果保險對象第 2.3 次

慢箋領藥均未按第 24 條

「上次給藥期間屆滿前

10 日內調劑」而有延後

領藥情事,會有影響嗎? 

(三)若病人第二、三次調劑

未按規定時間辦理，隔

很久才去調劑例如第二

次調劑日為 5/1-5/10，

病人 5/25 才回原開單醫

院或特約藥局要調劑，

此時應如何調劑(調第二

次或調三次及相關配合

措施) 

 

至多 90 日之意義相同，

即慢箋如給藥日數計 90

天，則有效期間就是第

90 天為末次調劑之用藥

末日。 

(二)本條對第 2、3 次慢箋未

有設領藥期間之規定，

惟仍應符合第 3 款：末

次調劑之用藥末日之期

間規定。 

(三)第 2、3 次慢箋用藥之用

量，仍應依第 22 條第

2、3 款規定，即除有第

25 條規定之情形，得一

次領取該處方箋之總用

藥量外，每一次給予 30

日以下之用藥量。 

(四)慢箋第二次調劑為「上

次給藥期間屆滿前 10 日

內調劑」，假設屆滿前

10 日為 5/1-5/10，病人

5/25 才回原開單醫院或

特約藥局要調劑，此時

仍屬調劑第二次，至於

第三次之調劑，仍應符

合末次調劑之用藥末日

之期間規定。 

註：本法第二十二條  

本保險處方用藥之用量規定如

下： 

一、處方用藥，每次以不超過

七日份用量為原則。 

二、符合第十四條第二項慢性

病範圍之保險對象，除腹



 

  

10 

條文 執行疑義 說明 

膜透析使用之透析液，按

病情需要，得一次給予三

十一日以下之用藥量外，

其餘按病情需要，得一次

給予三十日以下之用藥

量。 

三、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每次

調劑之用藥量，依前款規

定，總用藥量至多九十

日。 

第二十五條 保險對象持有效期

間內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出具

切結文件，一次領取該處方

箋之總用藥量： 

一、預定出國或返回離島地

區。 

二、遠洋漁船船員出海作業

或國際航線船舶船員出

海服務。 

三、罕見疾病病人。 

四、經保險人認定確有一次

領取該處方箋總用藥量

必要之特殊病人。       

  本條第4款，是否有指定疾

病?其切結文件是否特別需要包

含哪些內容?以及在申報時是否

有需要配合註記，以利其他指

標或方案(如重複用藥核扣方

案、用藥日數重疊率指標等)計

算時能一併排除（臺北）?  

 

 

 

一、本條第 4 款，並未有指定

疾病，建議作業方式如下

： 

(一)經專業認定、確需一次

領取該處方箋之總用藥量

之特殊個案為限，如偏鄉

、居家衰弱老人。 

(二)可依具體個案、相關就

醫資料送請專業審查後認

定。 

(三)其辦理得由病人（或其

家屬）或診治院所協助，

檢送病人就醫之病情、確

有一次領取該處方箋總用

藥量必要等說明（建議加

附如診斷證明書、病歷摘

要、檢查報告等參考資料

）送轄區業務組依個案情

形辦理認定。 

 

二、本條新增第 4 款，已於「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門診醫

療醫療費用申報格式及填

表說明」新增特定治療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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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執行疑義 說明 

目之代號如下如下：  

JN:中醫-經保險人認定確

有一次領取該處方箋

總用藥量必要之特殊

病人。 

HI:西醫-經保險人認定確

有一次領取該處方箋

總用藥量必要之特殊

病人。 

第二十六條 醫師處方之藥物未

註明不可替代者，藥師（藥

劑生）得以相同價格或低於

原處方藥物價格之同成分、

同劑型、同含量其他廠牌藥

品或同功能類別其他廠牌特

殊材料替代，並應告知保險

對象。 

一、本條所稱或同功能類別

其他廠牌，是否包含藥

品？還是只指特殊材

料？(註：有些藥品可能

是同功能類別，但不一

定達到同成分、同劑

型、同含量，這樣的狀

況下，是否可替代 ?) 

（臺北） 

 

二、病人若回院領慢箋第

二、三聯時缺藥，必須

至診間請醫師刪除原慢

箋後重開，是否可以免

診察費及部分負擔等一

切醫療費用？或可由院

方自行決定?(註：因修

改處方之因素可能為品

項異動或廠商供貨問

題，非病人個人因素造

成) （臺北） 

一、同功能類別其他廠牌：係

指特殊材料。 

 

 

 

 

 

 

 

 

二、病人若回院領慢箋第 2、3

聯時缺藥時： 

(一)應建議請病人至其他特

約藥局領藥。 

(二)如至診間請醫師刪除原

慢箋，因涉及處方箋重開

問題，需重新掛號就診，

並依規定繳交部分負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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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公文

主旨：為使接受C型肝炎治療病患遠離危險因子及避免再次感染

　　　，請貴組協助轉知並輔導轄區院所針對C型肝炎藥物治療

　　　病患納入「全民健康保險B型肝炎帶原者及C型肝炎感染者

　　　醫療給付改善方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5

　　　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辦理。

  二、旨揭方案為鼓勵院所設計以病人為中心之完整照護，遵守

　　　個案管理追蹤指引，加強患者之追蹤及衛教服務，如維持

　　　正常作息，均衡飲食及遠離菸酒，並對吸菸者提供戒菸資

　　　訊等，並使病患能定期接受後續追蹤檢查，訂有「追蹤管

　　　理照護費」(每年最多申報2次、每次100點)，以強化醫療

　　　院所於個案治療期間提供診療諮詢、檢驗及服藥指引、心

　　　理輔導、教育宣導及個案追蹤等服務。

  三、為使接受C型肝炎治療病患遠離危險因子及避免再次感染

　　　，請貴組協助轉知並輔導轄區院所針對C型肝炎藥物治療

　　　病患納入旨揭方案，以提供後續追蹤照護服務。

正本：本署各分區業務組
副本：

中央健康保險署 107/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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