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年第二類投保單位 

健保實務及醫療服務新資訊研習會 

南區業務組工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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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4 

107年1月1日投保金額調整 

◆第二類保險對象最低投保金額自107年1月1日起調為
24,000元(原為22,800元)，保費675元。  

◆依據：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06年5月12日健保財字第
1060031402號公告。 

106年5月24日以健保南字第1065020790A號函通知轄
區各工會。 

◆作業方式： 

本署於107年1月主動篩選在保且投保金額22,800元名
單批次逕予調整為24,000元，無頇單位逐筆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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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費新計費原則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計收作業要點」公告 

◆依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06年11月

2日健保承字第1060030680號。  

執行：自計費月份106年12月份起，

追溯加、退保者一律適用。 

健保法第30條第2項規定：保險費

應於被保險人投保當月繳納全月

保費，退保當月免繳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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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計收作業要點 

一、保險人為執行全民健康保險法（以下稱本法）第三十條規
定之保險費核定事項，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定投保紀錄與退保紀錄，應以符合本法規定適法
身分為之。 

三、被保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保險人應向其當月最末日所
屬之投保單位計收全月保險費： 

（一）當月於一個投保單位持續在保。 

（二）當月有一個以上投保紀錄與退保紀錄。但於當月最末日退保

者，由保險人核定以次月一日為退保日。 

四、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於當月最末日退保者，不適用前點第
二款但書規定： 

（一）死亡。 

（二）合於本法第十三條所訂條件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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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費新計費案例(一) 

例：曾健康103年1月1日起投保於A工會，未離職。  

答：曾健康106年12月全月保險費在A工會計費，
由A工會扣收後繳給健保署。 

例：曾健康103年1月1日起投保於A工會，106年
12月31日離職（健保署核定轉出生效日為
107年1月1日）。  

答：曾健康106年12月全月保險費在A工會計費，
由A工會扣收後繳給健保署。 

案例1 

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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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費新計費案例(二) 

例：曾健康103年1月1日起投保於A工會並於106年12月5
日離職、106年12月10日至106年12月20日投保於B工
會、106年12月25日起投保於C工會並於同年12月31
日離職（健保署核定轉出生效日為107年1月1日）。  

答：曾健康106年12月全月保險費在C工會計費，由C工會
扣收後繳給健保署。 

例：曾健康於106年12月1日投保於A工會並於12月20日離
職；同年12月31日投保於B工會。  

答：曾健康106年12月全月保險費在B工會計費，由B工會
扣收後繳給健保署。 

案例3 

案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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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費新計費案例(三) 

例：曾健康103年1月1日起投保於A工會，106年12月31日
死亡退保。  

答：曾健康106年12月全月保險費不計費，A工會不用扣
收保險費。 

例：曾健康106年12月1日投保於A工會並於106年12月5日
離職，107年1月25日起投保於B工會後未離職。  

答：曾健康106年12月最末一日未在A工會投保，故A工
會不用扣收曾健康12月保險費。 

曾健康106年12月6日至107年1月24日中斷投保，
應以適法身分投保。 

曾健康107年1月全月保險費在B工會計費，由B工
會扣收後繳給健保署。 

案例5 

案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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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上網加退保 

讀卡機+健保卡 
（負責人） 

完成健保卡註冊 

讀卡機+健保卡+註冊密碼
（負責人） 

登入「多憑證網路 
加退保作業」 

為會員申辦勞健保加退保 

進入「健保卡網路服務 
註冊」（申請註冊） 

輸入戶口名簿戶號、 
戶籍地址 

電子郵件取得驗證碼 

點選「確認」 

授權承辦人健保卡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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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加退保  健保卡嘛也通 

原有方式：需先以單位之組織及團體憑證(XCA) 
辦理註冊後，再授權承辦人之自然
人憑證申報權限。 

新增方式：完成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 

負責人 
健保卡 

單位組織 
憑證 

替 
換 

承辦人 
健保卡 

自然人 
憑證 

替 
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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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申報作業新增項目 

外籍人士加保(上傳相關證明文件)  

育嬰留職停薪申報(上傳相關證明文件)  

薪資調降申報(免附證明文件)  

復保申報(免附證明文件)  

批次申報勞健合一(EXCEL檔)-加保、退
保、薪資調整等異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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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服務範圍(一) 

 外籍人士加保(上傳相關證明文件) 

 作業方式–於單獨申報健保異動(尚未開放勞、健合一申報)→
勾選外籍人士→輸入其基本資料及加保日期等→點瀏覽→點選
附加檔(居留證明文件影像檔)→上傳→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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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保申報(免附證明文件) 

僅限單獨申報健保異動，尚未開放勞、健合一申報 

 

 

擴大服務範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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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作業彈性-延長收檔時間 

原收檔時間由18：00改為22：30 

※當天鍵錄資料於收檔前，皆可由單位承辦人自

行刪除資料(等於未向本署申報) 。 

※刪除後務必重新申報，以免造成事後爭議。 

 

 

擴大服務範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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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查眷屬最後轉出日 

查詢方式–於單獨申報健保異動→勾選眷屬→輸入其
基本資料→點申請查詢最近健保狀況 

擴大服務範圍(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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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化作業系統之差異 

多憑證網路 
承保作業 

承保業務網路 
服務專區 

主要 
功能 

資料查詢、線上承保異動 僅供查詢 

使用 
方式 

投保單位註冊 

指派管理者 

指派承辦人或由管理者直接登

入使用 

註冊後，使用

密碼登入 

設備 
需求 

電腦網路、讀卡機、 

組織及團體憑證/負責人健保卡、 

自然人憑證/個人健保卡 

電腦網路 

※多憑證網路申請詳見附錄1 



一、外籍人士應依法加保 

二、重設戶籍加保之適用 

三、停、復保申報要審慎 

四、投保身分及金額需覈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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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士領有台灣居留證明文件者：自取得

日起在台居留滿6個月。 

◆臺灣地區出生的外籍新生兒：取得居留證明

文件後追溯在台出生日起滿6個月。 

※106年11月7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健保法部分條
文，在台出生並領有居留證明文件之外籍新生嬰兒

一出生就可納入健保，施行日期將由行政院定之。 

※連續居留滿6個月或最近出境一次未逾30日，其實際
居住期間扣除出境日數後，併計達6個月。 

外籍人士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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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 

內政部移民署96年12月21日移署出綜鴻字第

09620265880號函釋，有關外國人在臺居留期間

之起算方式，係自入國或事實發生翌日起算而

非居留證之核發日期。 

 說明： 

外籍人士在臺灣地區領有居留證明文件係指，

其於進入臺灣地區取得居留證時，移民署核准

合法在臺居留之生效起始日，而非該署核發證

件之日。 

領有居留證明文件日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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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陳古木先生的外籍配偶(阮氏芷)於106年1月11
日入境，1月18日其至內政部移民署申請並核准
是日起在台居留，2月5日領取居留證。詴問其
應自何日加保？ 

答：106年7月18日(106年1月18日+6個月) 

說明：阮氏芷於106年1月11日入境，雖於2月5日領取居
留證，惟本署於移民署介接外國人居留資料查調
帄台，查得其居留生效起日為106年1月18日，該
期間迄今未出境，故以是日(1月18日)加6個月。 

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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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06年7月3日在臺灣出生之外籍新生兒，
同年10月21日取得居留資格，詴問其加保
生效日？ 

答：107年1月3日 

 

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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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設戶籍加保之適用 

※102年1月1日後設籍：適用新法第8條 

最近2年內曾有參加本保險紀錄且在臺灣地區

設有戶籍，或參加本保險前6個月繼續在臺灣

地區設有戶籍。 

核定投保日期： 

1.除籍日 > 2年者→設籍日加6個月。 

2.除籍日≦2年者→設籍日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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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春嬌與志明二人自104年5月1日戶籍遷出

國外，退保後即無投保紀錄，嗣春嬌於

106年4月25日先回國恢復戶籍，志明因故

於106年5月10日才返國設籍，二人應於何

時辦理健保加保？ 

答：春嬌106年4月25日(設籍日)為加保日 

    志明106年11月10日加保(設籍日加6個月) 

案例 



26 

出國停復保應審慎 

◆法源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37、39條  

◆預定出國6個月以上者得申請停保  

 
出國前辦妥停保手續者 出國當月起停保 

出國後辦理者 
停保申請表寄達當月起停保不得追溯
自出國日辦理停保 

出國滿6個月返國 返國日復保，屆滿3個月才可再次停保 

出國未滿6個月返國者 
應註銷停保並補繳保險費，再次停保
不受3個月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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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辦理停保之情況 

◆失蹤未滿6個月者  

自失蹤當月起停保(超過6個月應辦理退保)。  

◆預定出國6個月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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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6個月以上者 

→自返國之日辦理復保 ，再次出國頇等待3個月
再辦停保。 

◎出國未滿6個月返國者 

→停保無效(停保之次日復保)，並補繳保險費，
下次出國選擇停保時，無頇等待3個月。 

★每次返國無論停留天數多久均需辦理復保。 

出國停保原因消失應辦理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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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蹤停保頇注意 

◆法源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13條、施行細則第39條 

失蹤滿6個月者非屬本保險對象，已參加者應予退保。 

失蹤未滿6個月者，自尋獲之日註銷停保。 

◆辦理方式  

 

 

 

失蹤未滿6個月協尋中 
本國籍以警政機關報案受理日為停保日 

外籍人士以移民署失蹤受理日為停保日 

失蹤滿6個月者 依相關機關之證明，追溯至申報受理日辦理退保 

失蹤未滿6個月尋獲者 自尋獲之日起追溯註銷原停保資料並補收保費 



例：工會會員小彬於106年2月10日出國留學並

辦理停保，106年9月5日返國探望父母，預

計106年11月15日再次出國。  

答：小彬回國後應向工會申請106年9月5日返國

復保，工會應向小彬預收106年9-11月的健

保費(返國復保屆滿3個月後，才能再度申

請出國停保)，並同時申報小彬106年12月5

日出國停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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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出國逾6個月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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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 
出國逾6個月回國 

例：工會會員大明於106年4月10日前往日本工作，

遲至8月5日才辦停保，106年10月15日回國，

預計106年12月2日再次出國工作。  

答：大明出國後遲於8月5日才辦理停保(停保日

為8月5日)，因此仍應繳106年4月至7月保費。 

其復保日為106年10月15日，返國復保需屆

滿3個月，才能再度申請出國停保，故頇繳

10月至12月的健保費，並同時申報107年1月

15日出國停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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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 
出國未逾6個月回國 

例：工會會員小李於106年3月10日出國並辦停保，

106年6月5日回國，預計106年7月2日再次出國。  

答：小李回國後向工會申請復保，因出國未滿6個月，

該工會應向小李補收106年3月~6月的健保費，

並同時申報小李106年7月2日出國停保。 

注意：因出國未逾6個月回國，106年3月10日之停保

無效，停保之次日復保，故頇補繳保費；再辦

停保時，無頇等待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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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負責：申請人或代辦人應填具停復保申

報表，並於瞭解停復保相關規定後於簽章欄

簽名。 

醫療給付部分：選擇停保期間不需繳納健保

費，亦不能享有健保之醫療保障，返國後辦

理復保，即可恢復健保醫療權益。  

停、復保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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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範例 

請確認被保險人已明瞭停復保相關規定並簽章 

務必加蓋單位大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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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免資料請確實核對 

各級政府機關補助特定對象（身心障礙、中低收入
戶及蘭嶼鄉原住民等），而依其職掌業務各自訂定
有補助標準。(參照本署全球資訊網各級政府辦理保險對象健保

費補助項目一覽表) 

當月異動暨減免清冊會顯示補助金額，請務必核對，
以避免發生應減免而未減免或已無減免而單位代墊
之情形。 

多憑證網路申報查詢減免資料方式：單位資料查詢
及變更 →減免明細查詢及列印→輸入欲查詢者身分
證號→輸入所查區間(例如：10601-10608)→按「申
請」→約10分鐘即可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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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身分及金額覈實辦理 

工會 
會員 

投保身分 
適法 

投保金額 
覈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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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查核－依法投保 

【法源依據】 

健保法第10條：被保險人區分六類。  
健保法第11條：投保之優先順位不得重複。具有被保

險人資格者，並不得以眷屬身分投保。  
健保法第15條：各類被保險人之投保單位規定。  

【查核項目】 

◎查核一：公司僅加勞保，健保加在第二、六類。  
◎查核二：勞保在工會加保者，健保以榮民身分、第

六類或以眷屬身分投保。 
◎查核三：小專技依法加保。  
◎查核四：雇主適法身分加保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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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金額查核－覈實申報 

【法源依據】－健保法第20、21條規定 

投保金額交查逕調作業： 

1.定期勞、健投保金額比對(不得低於勞保投保薪資) 

比對標的：第二類全體被保險人 

2.年度財稅薪資所得比對健保投保金額 

比對標的：第二類被保險人月帄均所得大於等於

45,800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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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方式：務必用三合一表格一併申報勞

保及健保投保金額調升或調降。  

※勞保退休仍具會員資格者，如實際所得降

低，應以投保金額調整申報表申報調降，

並自申報次月起生效；勿以轉出再轉入方

式辦理。  

投保金額查核－覈實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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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10、11、15、84條

規定及施行細則第30條。 

1.投保單位應於保險對象合於投保條件（或退

保原因）之日起3日內辦理加、退保。 

2.被保險人頇依投保順位加保；具有被保險人

資格者，不得以眷屬身分投保。 

保險對象之加(續)保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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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滿20歲無謀生能力或在學就讀且無職業者

之被保險人二親等內直系血親卑親屬，投保

單位應於其年滿20歲當月底，辦理續保。 

4.投保單位未依第15條規定，為所屬被保險人

或其眷屬辦理投保手續者，除追繳保險費外，

並按應繳納之保險費，處以2倍至4倍之罰鍰。 

保險對象之加(續)保資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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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追溯退保(轉出)情形 

發生情形： 

 已不符合被保險人身分： 

  不具會員資格，應轉出而單位漏辦轉出。 

 已不符合眷屬身分： 
  例：夫妻離婚未主動辦理轉出。 

  追溯期可能有部分期間因請求權時效消滅而

無法退費予單位，造成影響。 



一、ACH轉帳退費效率高 

二、網路單次約定轉帳注意事項 

三、財務訪查配合管理事項 

四、補(捐)助款年終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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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簡政便民、提升服務品質。 

金融機構：原僅委託代收健保費15家，擴增為382家(含

銀行、信合社、農漁會)。 

作業方式： 

1.填寫轉帳退費申請書，並提供健保費專戶存摺影本

正面資料。 

2.退費以轉帳方式取代先前支票退費。 

3.以電子郵件管理系統滙款通知。 

4.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專區下載列印第二、三類被保

險人沖退保險費明細。 

ACH轉帳退費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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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開放申請時點 
帄日： 
計費當月20日至次月13日(例：106/8保費自9/20～10/13止)。 

假日或春節期間： 
申請期限截止日提前(例：106/3保費原申請日至5/13(六)止，
提早至5/11(四)截止)。 

2.扣款時點 
帄日：各銀行於每月16日凌晨進行扣款。 

假日：順延扣款(例：106年2月保費，4月15、16日為星期六
日，順延至17日扣款)。每月最遲應於15日前存足存款。 

3.作業小叮嚀： 
彙總表繳納日期填報應與金融機構扣款日期一致。 
約定轉帳作業後務必再確認(金額、銀行代號及帳號) 

網路保費單次約定轉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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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健保法第80條 

方式：配合縣市政府稽查或執行季訪作業 

      1.實際到府訪查 

      2.書面審查 

投保單位自行填報「自我查檢表」並

依期限檢附逐項書面資料供查察。 

健保財務查檢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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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預收之健保費應專款專用，以投保單位名義開立之健

保專戶儲存保管(勿移作其他用途)，並覈實登載收支

明細。如同時彙收各款項時，應即時分帳轉入專戶。 

2.請依規定申報欠費，勿以已繳納會員之保費代墊欠費

會員保費。 

3.健保孳息及補(捐)助款應運用於與健保業務相關之事

項；併入經常費使用時，建請獨立登載使用明細。 

4.請為承辦業務人員辦理誠實信用保證保險。 

5.依規定覈實收取健保費，勿以方便作業為由，以整數

彙收。 

※缺失改善請函文或傳真證明文件回復。 

財務訪查配合管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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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1.「全民健康保險第二類及第三類被保險人之投保

單位辦理健保業務補(捐)助作業要點」 

2.審計部99年7月30日函示，撥付補助款之主管機關

對於所撥補助款的運用應負審核單位實際支用情形。 

運用範圍： 

辦理健保業務所支付之相關人事、行政等相關費

用，並合理依比例分攤。 

作業方式：建請獨立設立明細，登載用途，以利審計

部備查。 

補(捐)助款運用規定 



填具「全民健康保險補(捐)助款金融帳號申請

表」並檢附投保單位名稱之金融機構帳戶存摺

封面影本（核撥帳戶不得與健保費儲存專用帳

戶相同） 

於年度結束前申請 

逾期申請者，補(捐)助款自申請年度開始核撥 

金融機構帳戶有變更，應重新申請 

補(捐)助款申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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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104年5月22日台審部一字第1041000798號函  

審計部同意受補（捐）助民間團體經費原始憑證留存

於單位，健保署頇將原始憑證抽核情形作成查核紀錄，

並於次年5月底前檢送審計部。 

  106年9月29日衛部會字第1062460586號函 

單位應依「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應行注意事

項」規定妥為保管，遇有原始憑證遺失、毀損等情事

或辦理銷毀時需函報本署。 

抽核方式：併同財務查察作業時，抽檢原始憑證金額、比

率、筆數及保管情形。 

補(捐)助款原始憑證留存及抽查 



以「全民健康保險補(捐)助款領據暨收支明細表」

及原始憑證結報，並依審計法規定辦理。 

經報審計機關同意，原始憑證留存投保單位，憑

領據結報，並依會計法規定妥善保存10年。 

應於年度終了前辦理結報。 

同一案件由二個以上機關補(捐)助者，應列明各

機關實際補(捐)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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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捐)助款核銷與結報 



投保單位之受補(捐)助經費及所產生之
利息或衍生收入尚有結餘款應繳回。 

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收回當年度已
撥付款項。 

補(捐)助結餘款繳回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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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本署得停止撥付： 

積欠健保費 

未依第六點規定編制「全民健康保險補(捐)助

款領據暨收支明細表」 

違反要點規定，經本署通知後，仍未改善者。 

有上述情況之投保單位，於年底前仍未改正者，

則當年度未撥付之補(捐)助款不予核撥。 

補(捐)助款停止撥付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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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報流程詳見附錄2 



補(捐)助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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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捐)助款結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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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106年9月27日財北國稅審二字第1060037150號函、  
      106年9月30日健保承字第1060013010號函 

補（捐）助款係屬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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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捐)助款扣繳申報 

結餘款 
結報 

健保署 扣繳憑單 
(格式代號95A) 

其他所得 

實報實銷 

如符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
適用標準」第2條第1項各款之規定，免納所得稅。 

投保單位 向國稅局結算申報 



一、全民健保簡介 

二、健保卡簡介 

三、就醫權益 

四、部分負擔 

五、自墊核退 

六、就醫資訊輕鬆取得 



一、全民健保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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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全民健保 

標誌中間有兩個人，一男一女互相握手，男女握
手表示互相幫助，互相照顧，大家都健康！ 
 

男女握手的形狀像英文字H 

Help  是指大家互相幫忙。 

Health  健康的意思。 

Happy  大家都能互相幫忙，就能健康又快樂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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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對象 

部分負擔 

醫療提供者 

衛生福利部 
中央健康保險署 

補充性
財源 

費用申報 健保卡 

保險費 
(量能付費) 

醫療服務 

全民健康保險的運作 

支付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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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特色 

納保  全民納保(強制保險) 

管理  單一保險人、政府經營 

財源 

• 以保險費收入為主要財源，包括一般保險費及補充保險費 

• 保險對象、雇主、政府共同負擔一般保險費 

• 菸品捐、公益彩券分配收入等補充收入 

給付 
•  就醫給付範圍人人相同 

•  就醫自付部分負擔 

醫療提供者 
•  健保特約醫療院所 

•  特約率占全國所有醫療院所的92.83% 

支付制度 
•  在牙醫、中醫、西醫基層、醫院各總額下， 

   以同病同品質同酬(即論量計酬)為主，搭配多元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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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項目 

07.居家照護服務 

08.慢性精神病復健 

09.洗腎 

10.急診 

11.藥事服務 

01.門診診療 

02.住院診療 

03.中醫診療 

04.牙科診療 

05.分娩 

06.復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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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保給付範圍 

註：全民健康保險法第40條 

1.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
支付標準 

2.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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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保不給付範圍 

註：全民健康保險法第51條 

• 人體詴驗。 
• 日間住院。但精神病照護，不在此限。 
• 管灌飲食以外之膳食、病房費差額。 
• 病人交通、掛號、證明文件。 
• 義齒、義眼、眼鏡、助聽器、輪椅、拐杖及其他非具積極治療性之裝具。 
• 其他由保險人擬訂，經健保會審議，報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診療服務及

藥物。 

• 依其他法令應由政府負擔費用之醫療項目 
• 預防接種及其他由政府負擔費用之醫療項目 
• 藥癮治療、美容外科手術、非外傷治療性齒列矯正、預防性手術、人工

協助生殖技術、變性手術。 
• 成藥、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  
• 指定醫師、特別護士及護理師。 
• 血液。但因緊急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必要之輸血，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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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保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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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檢查及藥品處方登錄 

各項就醫紀錄登錄 

重大傷病登錄 

器官捐贈意願登錄 

安寧緩和醫療意願登錄 

作業流程 
簡化 

醫療數據 
即時管理 

傳染性疾病 
管控追蹤 

高利用率 
案件管理 

健保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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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自行申辦 
• 持健保卡或自然人憑證(可幫自己或眷屬)申請 

• 玉山銀行晶片金融卡申辦健保卡(限晶片金融卡持有人申
請) 

• 免憑證專區(現場快速取件) 

投保單位代為網路申辦 
   (承辦人需持健保卡或自然人憑證) 

就近郵局申辦 

健保署各地服務據點辦理 

各地戶政事務所申辦 

公所申辦健保卡(特定公所) 

換補發健保卡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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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loudicweb.nhi.gov.tw/edesk/system/mainpag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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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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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了，怎麼辦？ 

•準備健保卡 

•掛號交給掛有全民健保
標誌診所 

•就醫資料提供醫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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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處方應交付保險對象 

• 特約醫院、診所應將門診處方交由保

險對象，自行選擇於該次就醫之特約

醫院、診所或其他符合規定之保險醫

事服務機構調劑、檢驗、檢查或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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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開給收據及藥品明細 

• 保險對象完成診療程序後，保險醫事服

務機構應開給醫療費用收據及依藥事法

規定為藥袋標示，其無法標示者，應開

給藥品明細表。 

• 特約醫院、診所當次診療，未開立藥品處方或處方

為交付調劑者，得免開給藥品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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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就醫後所索取之醫療費用收據上即會標示出當次就醫序號 

可以從收據看到那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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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醫應遵守事項 

• 遵從醫事人員有關醫療上之囑咐。 

• 不得任意要求檢查（驗）、處方用藥或住院。 

• 住院者，經特約醫院通知無住院必要時，應即

出院。 

• 依規定繳交應自行負擔之費用。 

73 



健保卡補卡規定 

• 保險對象就醫，因故未能及時繳驗健保卡或身

分證件者，醫療院所應先行提供醫療服務，收

取保險醫療費用，並開給收據；保險對象於就

醫之日起十日內（不含例假日）或出院前補送

應繳驗文件，醫療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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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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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填寫例外就醫情形： 

• 僅限首次加保：需檢具1個月內投保申報
表(影本)。 

• 遺失補發或換發健保卡尚未領到健保卡：
需出示14日內換補發卡繳納工本費之證
明及身分證明文件。 

例外就醫 
 

75 



76 

院所收取自費- 
聰明就醫停看聽 

是否具特殊身分？(例如：重大傷病、替代役
男或身心障礙) 
詢問是否屬全民健保給付項目？當非健保給付
項目時(例如預防接種、管灌飲食以外之膳食、
病房費差額及輪椅輔具等項目，健保不給付)，
特約醫療院所才可以要求您自費。 
部分健保給付之項目需事前向健保署申請，經
核可後才會獲得給付。(部分癌症用藥) 



77 

 
自費或負擔差額之醫療服務、藥品或特材供民眾選擇時，應
向您告知及說明自費與健保給付項目費用差異及療效等相關
資訊，並讓您有充足的考慮時間，不可在急迫情形下要求您
決定。 

要求簽同意書，載明自費或自付差額品項名稱、品項代碼、
醫療器材許可證字號、數量、單價及自費或自付金額，並於
就醫後，要求開給載明收費項目及金額之收據。 

自費比價網 
https://www1.nhi.gov.tw/SpecialMaterial/SpecialMaterial
.aspx 
 

院所收取自費- 
聰明就醫停看聽 

https://www1.nhi.gov.tw/SpecialMaterial/SpecialMaterial.aspx
https://www1.nhi.gov.tw/SpecialMaterial/SpecialMaterial.aspx
https://www1.nhi.gov.tw/SpecialMaterial/SpecialMaterial.aspx


78 



79 



四、部分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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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部分負擔 

類 型 
西醫門診 

牙醫 中醫 
經轉診 未經轉診 

醫學中心 170元 420元 50元 50元 

區域醫院 100元 240元 50元 50元 

地區醫院 50元 80元 50元 50元 

基層診所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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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凡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門診就醫時不論醫院層級，基本部分負擔費用均按診所層級收取 
50元。 

(2)門診手術後、急診手術後或住院患者出院後1個月內之第一次回診，及生產出院後6週內第一
次回診，視同轉診，並得由醫院自行開立証明供病患使用，按「經轉診」規定收取部分負
擔。 

(3)因轉診之傷病經醫師認定需繼續診療，轉診就醫日起一個月內至多4次之門診。 



 檢傷分類 1 2 3 4 5 

症狀描述舉例 
心跳停止、意識不清、
不明原因胸痛、大量
血便、重大創傷等 

輕度呼吸困難、心跳過速、
各種感染症(如感冒)、輕度

燒傷、腹瀉等 

醫學中心 450 元 550 元 

區域醫院 300元 300元 

社區醫院 150元 150元 

診所 150元 150元 

急診部分負擔 

 檢傷分類第1級：立刻復甦急救。病況危急，生命或肢體需立即處置。 
 檢傷分類第2級：病情危急。潛在性危及生命、肢體及器官功能狀況，需快速控制與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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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部分負擔 

層級 藥費 藥費部分負擔 免加計藥品部分負擔者 

 

 

 

醫療 

院所 

不分 

層級 

100元以下 0元 • 100元以下藥品 

• 持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調劑 (符
合本局規定之慢性病範圍，可
連續調劑二次以上，且每次在
二十八天以上者） 

• 接受牙醫門診診療 

• 接受門診論病例計酬項目   

     

101-200元 20元 

201-300元 40元 

301-400元 60元 

401-500元 80元 

501-600元 100元 

601-700元 120元 

701-800元 140元 

801-900元 160元 

901-1000元 180元 

1001元以上 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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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 同療程：第一次 
基本部分負擔 

同療程： 
第二至六次 

免加計部分
負擔項目 

經轉診 未經轉診 部分負擔 

醫學中心 170元 420元 50元 中度-複雜
療程 
 

複雜療程 
 

區域醫院 100元 240元 50元 

地區醫院 50元 80元 50元 

基層診所 50元 50元 50元 

復健部分負擔(含中醫傷科) 

◎ 中醫同療程：第一次基本部分負擔，不論醫院層級均為50元。 

◎ 同療程第二至六次，需持健保卡就醫「過卡」，不累計就醫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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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部分負擔 

 急性病房住院30日內、慢性病房180日內設部分
負擔上限 

5% 10% 20% 30%

急性病房 － 30日內 31-60日 61日後

慢性病房 30日內 31-90日內 91-180日 181日以後

病房別
部分負擔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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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負擔減免 
可免除所有部分負擔者： 
(1)重大傷病、分娩及於山地離島地區就醫者。 
(2)經離島地區院所轉診至臺灣本島當次之門診或急診者。 
(3)健保卡上註記「榮」字的榮民、榮民遺眷之家戶代表。 
(4)健保卡上註記「福」字的低收入戶。 
(5)3歲以下兒童。 
(6)登記列管結核病患至指定特約醫院就醫。 
(7)勞保被保險人因職業傷病就醫。 
(8)持「油症患者就診卡」或健保卡上註記「油症」身分之多

氯聯苯中毒者(以下稱油症患者)：第一代油症患者之門、
急診及住院；第二代油症患者之門、急診就醫。 

(9)百歲人瑞。 
(10)同一療程，除了第一次診療需要部分負擔外，療程期間內

都免除門診基本部分負擔（復健物理治療及中醫傷科除
外）。 

(11)服役期間持有役男身分證之替代役役男。 
 



五、自墊核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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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全民健康保險自墊醫療費用核退辦法 

• 網址：本署首頁 > 一般民眾 > 自墊醫療費用核退 

• 申請要件：臨時發生不可預期的緊急傷病或緊急生育情事 

 

自墊醫療費用核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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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單位 
投保單位所在地之健保署轄區業務組 

• 檢附書據 
核退申請書、收據正本明細、診斷證明文件（住院案

加附病歷摘要）、當次出入境證明文件影本。（如非

中、英文文件檢附翻譯）  

另大陸地區住院5日(含）以上案件，收據及診斷證明

應辦理公證驗證。 

• 申請期限 

 門、急診或出院之日起6個月內。 

 

國外自墊醫療費用核退(含大陸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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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單位 
就醫院所所在地之健保署轄區業務組 

• 申請要件 

 不可歸責於保險對象之事由或暫行拒絕給付期間。 

• 檢附書據 

 核退申請書、收據正本明細。 

• 申請期限 

 門、急診或出院之日起6個月內、或欠費繳清之日

起6個月內。 

 

於特約院所自墊醫療費用核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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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就醫資訊輕鬆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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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入健保署網站(https://www.nhi.gov.tw) 

住家附近就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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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h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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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資訊： 
聯絡資料 
服務項目 
看診時段 

路徑：健保署網站/一般民眾/就醫資訊 



住家附近就醫資訊 

 於健保署網站，點選「全民健保行動APP」 

 

 選擇您手機或帄板電腦的作業系統， 

    掃描QR code或下載 

 

2.下載「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APP 

Android             IOS 

 APP功能選單： 

    院所查詢、健康存摺、行動櫃檯、 

    醫療快搜、急診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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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APP功能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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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所查詢 

輸入關鍵字或選擇
選項，按條件查詢 

01院所查 條件查詢.mp4
02院所查 地圖查詢.mp4


輸入診所名稱關鍵
字，按條件查詢 

直接按電話號碼就可以通話(需支付行動
電話費用) 

96 



97 

點選診所「固定看診時段」，可查詢看診
時間表 



98 

點選「附近院所」 ，會出現半徑10公里內的院
所資料，可以點選圖標知道名稱後，再點選「詳
細資料」即可呈現資料畫面。 

02院所查 地圖查詢.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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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醫療快搜」，可進行相關項目之網路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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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急診待床」，可查詢各地區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的
等待住院雍塞程度 

03急診待床.mp4


健保APP功能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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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功能說明 

院所查詢 查詢附近或特定條件院所位置圖、查詢提供之看診服務及開診情形 

健康存摺 
查詢個人健康存摺（目前有最近一次西醫、牙醫及中醫就醫紀錄、牙
醫門診資料、就診行事曆、生理量測紀錄、就醫提醒、過敏資料、器
捐或安寧緩和醫療意願與肝癌風險預測等功能） 

行動櫃檯 
查詢未繳保費、保費繳納紀錄，使用活期帳戶或信用卡繳納健保費，
線上申辦健保卡、查詢投保紀錄、申請投保證明與變更個人通訊地址
等 

醫療快搜 
查詢醫療院所、用藥品項、特殊材料、支付標準、自費醫材比價、掃
描慢連箋條碼及用藥提醒、自墊醫療費用核退案件辦理進度 

服務據點 
查詢署本部及分區業務組的電話、地址，並結合導航定位功能，規劃
前往路徑 

健保法規 分類查詢健保法規 

急診待床 查詢全國重度急救責任醫院急診即時訊息 

健保Q&A 查詢健保Q&A 

健保快訊 新聞發布、活動園地、公告、推播訊息、健保影片及電子報訂閱 



健康存摺2.0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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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1年 

• 保險費計費明細 

最近1年 
•保險費繳納明細 

最近1年 

• 門診、住診資料 
最近3年 

•牙科健康存摺 

最近3年 
•中醫健康存摺 
最近3年 

•檢驗(查)結果資料 
(104年1月起) 

•出院病歷摘要 
(104年1月起) 

•過敏資料(104年1月起) 

•影像或病理檢驗(查)報告 
(104年1月起) 

• 器捐或安寧
緩和醫療意願 

•成人預防保健結果 
(最近2次) 

•預防接種存摺 
(92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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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健康存摺申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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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yhealthbank.nhi.gov.tw/ihke0002/ihke0002s07.aspx?loginMethod
http://www.nhi.gov.tw/webdata/webdata.aspx?menu=9&menu_id=1109&webdata_id=4938&WD_ID=1109
http://www.nhi.gov.tw/webdata/webdata.aspx?menu=9&menu_id=1109&webdata_id=4942&WD_ID=1109
http://www.nhi.gov.tw/webdata/webdata.aspx?menu=9&menu_id=1109&webdata_id=4943&WD_ID=1109


歡迎加入健保署FB粉絲團及Line@ 

立即掌握健保大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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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謝謝！ 

https://www.nhi.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