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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醫療 

» 一般民眾適用版 

厝邊好醫師  社區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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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感冒痊癒後，仍為聲音沙啞
所苦，嘗試過飲食、生活習慣控制、
健康食品等等都沒有改善。 
到住家附近常去的耳鼻喉科診所醫
師檢查，發現疑似一側聲帶麻痺，
近一步安排胸部X光檢查， 
竟是肺部腫瘤... 

也許我們身邊 
有這樣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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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持家庭醫師的轉診單 
順利在醫學中心掛號， 
目前正在治療中... 
 

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分級醫療
最好的安排 

也許我們身邊 
有這樣的個案。。。 

• 家庭醫師熟悉您的身體狀況與疾病史，有助於您疾病的診
斷、轉介適當的檢查或治療，提供適切的醫療協助。 



分級醫療是什麼? 
醫療法 第88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醫療
資源均衡發展，統籌規劃
現有公私立醫療機構及人
力合理分布，得劃分醫療
區域，建立分級醫療制度，
訂定醫療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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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105年起件數及點數係按前10年點數及件數之幾何平均成長率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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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往 
大醫院集中 

以全台每日門診量 
100萬件計算， 

預計至109年醫學中心 
每日門診量增加3.1萬件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提升基層醫療服務量能 

尋找我的好醫師 

厝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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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醫師對我 
有什麼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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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與關心個人的健康問題 

深入了解個人疾病史、過敏史及體質造成的
藥物反應 

依您身體狀況，提供適當的預防保健和
衛教諮詢 

如果需要轉診，家庭醫師會協助轉介到
合適的院所或科別就醫 

減少民眾時間與金錢的浪費 



提升基層診所 
服務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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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診所服務範疇 

陸續開放給付醫療服務項目，民眾至診所也
可以享受相同的醫療服務 

基層診所朝向聯合執業的方式 

聯合執業的方式，可提供民眾更全面性、跨
專科別，一站式整合性醫療服務(配合衛福部
規劃) 



提升基層診所 
就醫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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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就醫環境 

內政部營建署已研擬增列「樓地板300平方

公尺以上診所應設無障礙空間」 

輔導基層診所規劃無障礙空間，建立友善

就醫環境。 

未來民眾可於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APP)查

詢相關資訊。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導引民眾轉診就醫習慣
與部分負擔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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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急診就醫部分負擔 

保險對象應自行負擔門診或急診費用之20%，
居家照護醫療費用之5%。 
不經轉診，於地區醫院、區域醫院、醫學中心
門診就醫者，應分別負擔其30%、40%及50%。  
部分負擔得以前一年門診費用及所定比率，以定額
方式收取(現制)。 

免部分負擔 
重大傷病、分娩及山地離島地區就醫 

得予減免部分負擔 
醫療資源缺乏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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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部分負擔調整方案 

民眾經轉診至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就醫，
調降門診部分負擔，醫學中心由210元
降至170元，區域醫院由140元下調至
100元，地區醫院維持不變； 

 

未經轉診至醫學中心看病，則調高門診
部分負擔，由現行360元調升至420元，
區域、地區醫院則維持不變。  

健保署將建置 
電子轉診單系統，
方便民眾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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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106年2月18日衛部保字第1061260072號公告) 

公告生效日：106年4月15日 



調整後 
門診部分負擔規定 

西醫門診 基本部分負擔 

醫院層級 
經轉診 未經轉診 

現行 調整後 現行 調整後 

醫學中心 210 170 360 420 

區域醫院 140 100 240 240 

地區醫院 50 50 80 80 

診所 50 50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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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衛生福利部106年2月18日衛部保字第1061260072號公告) 



 
急診部分負擔調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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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傷分類 
時段 

1 2 3 4 5 

現行規定 450 元 

調整後 450 元 550 元 

至醫學中心急診，於完成急診診療後，醫院依檢傷分類為
為第1、2級者部分負擔仍維持不變。 

檢傷分類非屬1、2級者，部分負擔由450元調高至550元。 

醫學中心 

(衛生福利部106年2月18日衛部保字第1061260072號公告) 

不變 



急診檢傷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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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來源：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 

急診部分負擔， 
依離院時醫師判定

之檢傷分類 



檢傷分類第1~2級 

• 檢傷分類第   級 

 

 

• 檢傷分類第   級 

 

 

• 檢傷分類為第1、2級者部分負擔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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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立刻復甦急救 

病情危急 

►病況危急，生命或肢體需立即處置。 定義 

►潛在性危及生命、肢體及器官功能狀況，

需快速控制與處置。 

定義 



弱勢照護 好安心 

 領有「重大傷病證明」 

 分娩及在山地離島地區就醫 

 經離島地區院所轉診至台灣

本島當次之門診或急診 

 低收入戶、榮民、3歲以下

兒童、百歲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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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特定病患就醫，可免除部分負擔： 

 服役期間之替代役男 

 多氯聯苯中毒的油症患者 

 登記列管結核病患 

 勞保被保險人因職業傷病

就醫。 



減輕負擔 保障不變 

 身心障礙者至門診就醫時不論醫院層級，門診基本

負擔均按診所層級收取（維持一律50元）。 

 本次部分負擔調整不影響既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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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不加重部分負擔： 

 醫療資源缺乏地區就醫，得減免20%之部分負擔： 

 醫療資源缺乏地區請至健保署官網查詢 



對經濟弱勢民眾的 
保費補助措施 
 健保欠費與就醫權脫鉤(全面解卡) 
 欠費繳納協助措施 

 紓困基金貸款 
 分期繳納 
 愛心轉介 

 失業勞工自付健保費補助措施 
 設籍前新住民健保費補助作業 
 社會救助法補助中低收入戶健保費 
 短期經濟困難民眾協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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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電子轉診資訊 
   交換平台 

►建置平台，讓接受轉診的醫師了解病人的病情，

看診結果也可回復給原醫師，加強雙向溝通。 

►研修轉診實施辦法，推動落實雙向轉診。 

[轉出] 

[接受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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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轉診辦法修訂方向 

►醫師幫患者開立轉診單前，得先洽接受轉診之院

所，提供醫事機構、診療科別等就醫安排。 

►接受轉診之醫療院所應設置適當的設施與人員，

為需要轉診病患，提供適當就醫安排，並保留門

診一定優先名額予轉診就醫的病人。 

►病患經轉診治療後，接受轉診的院所應建議病患

轉回原診治院所或其他適當院所，接受後續追蹤

治療。 

雙向轉診  更方便 



民眾轉診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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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醫師開立轉診單前，與醫師溝通，由醫師協

助安排轉診至適當之特約院所及科別。 

應於轉診單有效期限內（自開立之日起算，至

多90日） ，依轉診單上指定之特約院所及科

別就醫。 

洽詢接受轉診院所之轉診設施(櫃檯)接受就醫

安排。 

經轉診治療後，病情已無需在轉診院所繼續治

療時，接受安排回原轉出或其他適當之院所，

接受後續追蹤治療。 



轉診轉出院所注意事項 

23 

對符合需要轉診的民眾 (並非應民眾要求)，應

開立轉診單。 

協助民眾「找對醫師、看對科」： 

得於開立轉診單前，與民眾溝通，本於專業協助

轉診至最適當之特約院所及科別。 

轉診單內容應包括： 

轉診目的、病歷摘要、轉診院所名稱、地址、電

話、診療科別、開立日期、有效期限等。 

應設置適當轉診設施及人員，為需要轉診之民

眾，提供就醫安排。 

與其他院所合作，建立雙向轉診作業機制。 

轉診是基於醫療上
需要，並符合醫療
法第 73 條第 1 項
「醫院、診所因限
於人員、設備及專
長能力，無法確定
病人之病因或提供
完整治療時，應建
議病人轉診。」 



接受轉診院所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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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設置適當轉診設施及人員，為需要轉診的民眾提供

就醫安排。 

保留一定優先名額予轉診之病人。 

三日內將轉診的病人初步診療處置情形回復轉出院

所。 

若經轉診住院，接受轉診醫院應於其出院後2週內，

將出院之病歷摘要，回復轉出院所。 

病情已無需在接受轉診院所繼續接受治療，而仍有追

蹤治療之必要時，應建議病人轉回原轉出院所或其他

適當之院所，接受後續追蹤治療。 

與其他院所合作，建立雙向轉診作業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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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轉診單
格式 

全民健康保險轉診
實施辦法 

(修正草案) 



假日就醫 免煩惱 

鼓勵基層診所假日開診 

目前假日診所開診率 

週六約84%，週日約22% 

106年目標 

提升查詢「假日開診診所」便利性 

透過醫師公會，協調醫師至假日開

診率較低的地區看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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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看診 
可查詢健保行動
快易通APP 

 
 
 
 



假日就醫 免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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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院所資訊： 

 地址、電話、開診時段等 

1. 條件查詢：可依縣市、鄉鎮、地址、
診療科別、診療時段(含星期別及開診
時段)、服務項目等不同需求進行查詢。 

2. 附近院所：以地圖方式呈現所在地半
徑一公里內之所有院所位置，搭配院
所層級、科別及診療時段條件式篩選。 

 提供全國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待診待
床資訊： 

• 是否通報119滿床、等待看診人數、
等待住院人數、等待推床人數、等
待ICU人數。 

健保行動快易通APP
功能 



 

點選 

固定看診時段 

長假期看診時段 

健保行動快易通APP
院所看診時段查詢 

29 



• 院所地圖查詢功能： 

 以下拉式選單篩選特約類別、診
療科別、診療時段，搜尋附近開
診院所。 

 地圖顯示約半徑1公里區域內院
所。 

 表列地圖內診所名稱及地址，點
選可以直接呈現該院所資訊。 

 

 

健保行動快易通APP
院所位置地圖式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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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養成正確就醫習慣 
提升自我照護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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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病人， 
我可以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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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聰明的病人 
選擇固定、長期的家庭醫師 

看病時要跟醫師說些什麼？ 

觀察自己的症狀 

藥物過敏、過去病史 

有哪些異常的醫學檢驗結果、有無開
過刀或住過醫院 

女性病患：懷孕或正準備懷孕、哺餵
母乳。 

將最近做過的健康檢查資料或固定服
用的藥物準備好。 

出示「健康存摺」資料供醫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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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健康存摺 關心自身健康 

儲存自身健康資料 

自我健康管理 

網路取代馬路 

健保計費、繳納資料 醫療資料 

•健保卡狀況及領卡紀錄 

• 保險費計費明細 

•保險費繳納明細 

• 門診、住診資料 

•牙科健康存摺 

•中醫健康存摺 

•檢驗(查)結果資料 

•出院病歷摘要 

•過敏資料 

•影像或病理檢驗(查)報告 

• 器捐或安寧
緩和醫療意願 

•成人預防保健結果 

•預防接種存摺 

自2014年9月25日 
健保署全球資訊網上線 

至2017年1月22日 
計199.7萬查詢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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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存摺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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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化健康紀錄 

雲端資料查詢方便 

瞭解自己與家人健康 

家人關心增進情感聯繫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民眾常關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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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斷疾病嚴不嚴重， 
該去哪裡就醫？ 
• 疾病嚴重度是醫師專業的判斷，如果病情嚴
重，需要進一步照護，醫師會依照專業協助病
患，請您安心就醫。 

• 原則上建議看病先到基層診所家醫科就醫，若
危及生命則至大醫院掛急診。 

• 急診部分負擔會依離院時醫師診斷的檢傷分類
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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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家庭醫師假日休診時，仍可就近選擇有開診的診
所就醫，經醫師專業診療後，視病情需要再做轉
介、轉診安排。您可以透過以下三種方式查詢其
他開診診所： 
1.運用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APP查詢 
2.健保署全球資訊網(http://www.nhi.gov.tw)查
詢（路徑：首頁>一般民眾>網路申辦及查詢>
就醫資訊>看診時段查詢服務） 

3.免費諮詢專線：0800-030-598 

假日住家附近常看的 
診所沒有開，我該怎麼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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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到其他診所或醫院看診， 
要怎麼讓不同醫生了解自己的
用藥習慣及病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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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 現在健保署幫每位民眾整理好個人的就醫資料，稱為「健
康存摺」。您可以先在家裡透過網路下載資料，或利用全
民健保快易通APP查詢，就醫時提供醫師參考。 

• 另外，您也可以請醫師利用健保雲端查詢系統，查詢個人
近三個月內的用藥資訊及就醫紀錄，協助診斷喔! 

• 您就醫前，可以把自己的藥物過敏和過去病史寫下來，在
看診時交給醫師，如果有最近做過的健康檢查資料或固定
服用的藥物藥袋，也可以出示給醫師看。 



健保署全球資訊網/分級醫療專區 

0800-030-598免付費電話 
 

歡迎訂閱本署電子報，接收健保最新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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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了解更多 

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APP 

Android版 iSO版 

分級醫療專區 



醫師服務到我家 
-居家醫療整合照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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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 

居住於住家 

失能或疾病特性所致外出就醫不便者， 

經醫師評估有明確醫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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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內容 

由醫師、護理人員、呼吸治療人員.社工
師.心理師等提供到宅醫療服務 

提供項目包含: 

1.醫師診療、藥品處方、檢驗、檢查 

2.護理處置、呼吸治療處置、其他專業人員 

  處置 

3.緩和醫療家庭諮詢、臨終病患訪視 

4.24小時電話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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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in here Text in here 

民眾財務負擔 

 醫療費用部分負擔 

 依醫療費用(不含藥費)計收5%部份負擔 

 藥品依門診藥品部分負擔規定計收(0~200元) 

 重大傷病等免收 
 

 依照住家距離酌收交通費用，請於服務前與醫
事機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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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訊 

Text in here Text in here 

個案 單位 聯絡方式 

住院 目前住院的醫院 洽詢出院準備服務小組 

在宅 

衛生局照管中心 
台中市：04-22285260 

彰化市：04-7278503 

南投縣：049-2209595 

診所 家庭醫師 

健保署全球資訊網(www.nhi.gov.tw)/一般民眾/

網路申辦及查詢/居家相關醫療服務/選擇居家

服務種類及區域別 

健保諮詢服務專線0800-030-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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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V.0301 

Thank You! 

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