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保對於自費特材處理措施

中央健康保險署南區業務組2017/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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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說明會目的

� 為促進新醫療器材發展，提供保險對象所需之
醫療照護，及配合自99年起DRGs支付制度之實
施，本保險自102年1月1日起實施「全民健康保
險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收取自費特材費用規範」，
經統計105年全年特約醫療院所申報自費特材費
用約89億元。

� 為促進特約醫療院所對本保險處理自費特材的
瞭解及增進彼此溝通，並蒐集實務上面臨之相
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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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收取自費
特材費用規範」((((簡稱自費特材規範))))介紹

� 自費特材品項代碼編碼原則

� 過程面特材無法含括健保診療項目支付點數
之處理

� 新功能特材於DRGsDRGsDRGsDRGs項目的支付原則

2017/12/21

3333



自費特材規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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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費特材規範緣起~~~~1111
5

++++ 新醫材新醫材新醫材新醫材？？？？藥費

病房費

技術費
+53% 特殊

材料費

………………………………

DRG

DRGs支付制度

評估醫療
費用

新醫療科技
發展

使用新特材
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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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費特材規範緣起~2~2~2~2
6666

� Tw-DRGs支付通則第二點：各Tw-DRG之給付,已包含當
次住院屬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及藥物給付項
目及支付標準所訂各項相關費用 ,特約醫療院所不
得………,或另行向保險對象收取給付範圍費用,,,,違反本
項規定者,,,,整筆醫療費用不予支付。

� 醫界反映上開不得逕行向保險對象收取費用之規定窒
礙難行,故經本署與醫院協會、醫改會、消基會及費協
會代表研議後擬訂「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收取
自費特材費用規範」，並自102年10月1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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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費特材規範下管理的特材~1~1~1~1

� 尚未收載之特材品項，保險醫事服務機構
或特材許可證持有廠商應向本署建議納入
給付，未向本署建議核價之特材，健保不
予給付，且不得向保險對象收取自付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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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費特材規範下管理的特材~2~2~2~2

醫療器材

依健保法第51條不列入給付之品項
如︰假牙, 義眼, 眼鏡, 助聽器, 輪椅, 拐杖,美

容用途醫材等及其他非具積極治療性之裝具

特材
植入物

部分過程面

一般材料
手術處置麻醉或檢查時使用之品項(如縫合線、紗
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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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費特材規範下管理的特材~3~3~3~3

� 可建議納入健保給付特材
� 現行健保特材收載之原則主要以植入物為主。

� 部分過程面特材

�短期留置於體內或體表之特材
�短期與健保給付特材併同使用之特材
�導入或移除植入物之特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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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費特材規範下管理的特材~4~4~4~4

� 部分過程面特材
類序 分類原則 品項名稱(許可證) 科別或使用單位

1
短期留置於體
內或體表之醫
材

康威膚舒穩大便失禁套件(衛署醫器輸字第
019353號)

加護病房、燒傷病房、移植
病房、呼吸治療單位

"愛樂康"傷口引流裝置(衛署醫器輸字第
009375號)

一般外科、泌尿外科、大腸
直腸外科、整形外科、腫瘤
科

"利膚來"可拆除式皮膚縫合釘(衛部醫器輸壹字
第013899號)

一般外科、急診外科、整形
外科、婦產科、骨科

2
短期與健保給
付特材併同使
用之醫材

"雃博"立補傷口照護裝置及其配件-集液包(衛
署醫器製字第003990號)

一般外科、整形外科、骨科、
復健科

"史耐輝"非動力式，單一病人使用，可攜式之
抽吸器具(衛署醫器輸壹字第012010號) 整形外科、骨科、創傷外科

3 導入或移除植
入物之醫材

"史特勞斯"導線移除裝置(衛署醫器輸字第
022128號) 心臟內科

"史特勞斯"雷射分離鞘組(衛署醫器輸字第
021786號) 心臟內科 2017/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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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須建議納入給付醫材
11

健保法第51條規定不列入給付範圍之品項

如美容用品、人工協助生植技術用品、義齒、眼
鏡、助聽器、輪椅、拐杖及其他非具積極治療性
之裝具。

個人衛生用品或可由病患攜回之醫療用品

內含於醫療服務支付標準之ㄧ般材料，不得要求民
眾自費

如檢驗試劑、縫線、開刀巾、一般敷料、器械折
舊…等。

無須請醫療器材廠商向健保署建議納入給付之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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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院所收取自費特材原則~1~1~1~1

已受理尚在審核中

已審議不納入健保
給付

已給付不符給付規
定

各醫療院所之自費特
材代碼/名稱/許可證/
生效起日及迄日等資
訊公布於本署自費醫
材比價網

若有新增或刪除自
費特材品項，變動
收費標準等，應隨
時於健保資訊網服
務系統(VPN)更新。

可
向
保
險
對
象
收
取
全
額
自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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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院所收取自費特材原則~2~2~2~2

內含於手術((((加計
53%)/53%)/53%)/53%)/治療處置////檢驗
檢查之一般材料費

手術////處置已另加
計內含拋棄式特材

不
可
向
保
險
對
象
收
取
費
用

何謂一般材料

棉棒、紙膠、抽痰管、拋棄式手術
布包、透明薄膜式敷料、一般導尿
管、鼻胃管、拋棄式產包、拋棄式
鴨嘴、拋棄式手術衣、導尿包、原
裝灌腸套及灌腸器、灌食空針、急
救甦醒球、抽吸瓶、氧氣潮濕瓶、
高透氣防水透明敷料、口表套、耳
溫套、氧氣濃度調節式面罩、手圈、
甘油球、抽痰用之隔離手套、心電
圖電極片、引流管、引流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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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院所收取自費特材原則~3~3~3~3

內含於手術((((加計
53%)/53%)/53%)/53%)/治療處置////檢驗
檢查之一般材料費

手術////處置已另加
計內含拋棄式特材

不
可
向
保
險
對
象
收
取
費
用

如：淚囊鼻腔造瘻術 (編碼:65016B，
支付點數:6586)含一般材料費及特殊
材料費(單一使用拋棄式特材)，得另
加計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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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院所收取自費特材作業程序

資訊公開

•特材品項、費用、產品特性、健保已給付品項之療效比較公布於網
路或明顯處所。

事前告知

•手術或處置前2日(緊急情況除外)。

•自費品項費用及產品特性、使用原因（含不符健保給付規定之原因）、應注
意事項、副作用，與健保給付品項之療效比較說明書予保險對象或家屬。

簽立同意
書

•填寫同意書(1式2份)，1份提供家屬，1份留存病歷。

•同意書應含自費品項名稱、品項代碼、醫療器材許可證字號、保險醫事服務
機構特材單價、數量及自費金額等資訊。

製發收據

•收取自費特材費用。

應依本保險自費特材規範規定辦理

註:應依醫療法第21條規定報請主管機關核定費用標準。
2017/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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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費特材品項代碼編碼原則

2017/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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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健保受理新功能特材原則

有相關之醫療服務項目支付標準無相關之醫療服務項目支付標準

特材

由醫療機構或學會提
出新增相關支付標準 植入物

(編Z碼)
過程面使用特材

(編X/Y)

列入HTA評估：
俟完成HTA後再研議是否納
入健保，增修支付標準前，
相關特材可暫收自費。

新增診療項目：
獲得納入健保給付共識後至增修
支付標準公告前，相關特材可暫
收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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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HTA診療項目之自費特材編碼方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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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HTA診療項目之自費特材編碼方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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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HTA診療項目之自費特材編碼方式~3

2017/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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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納入給付的特材編碼原則~1~1~1~1

21

•AAAA，如塑膠接頭、活塞接頭等接頭類

•BBBB，如餵食袋、便袋、尿袋等容器類

•CCCC，如氣球擴張導管、血管支架、引流管等管套類

•FFFF，如人工關節、心臟節律器等人工機能代用類

•HHHH，如血液過濾器等過濾類

•LLLL，如電極導線等傳導類

•NNNN，如注射針筒、組織切片等針具類

•R，如呼吸訓練器等復健治療類

•SSSS，如自動縫合釘、血管夾等縫合結紮類

•TTTT，如特殊手術刀等工具類

•W，如繃帶、特殊敷料等傷口護理類

第1111碼為
大類碼

第2222碼
為小
類碼

第3333碼為
X/Y/ZX/Y/ZX/Y/ZX/Y/Z

第4~94~94~94~9碼為醫
療器材許可
證((((不足補0)0)0)0)

10~1210~1210~1210~12碼
序號如

001001001001

共12121212碼

2017/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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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納入給付的特材編碼原則~2~2~2~2

� 自費特材品項代碼第3碼編碼

X

Y

Z

專
家
研
商
會
議

支付
點數
不足
以內
含特
材費
用

屬每個病人均需使
用之特材

非屬 每個病患均
需使用之特材

植入物特材

2017/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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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須編列暫時性品項代碼之特材

待新增診療項目(含列入HTA項目)之過程面醫
材。

經本署確認不新增診療項目(含列入HTA項目)
之過程面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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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面特材無法含括健保診療
項目支付點數的處理

2017/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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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面特材納入健保給付評估機制

可
對
應
支
付
標
準
診
療
項
目

A.符合比例原則
（支付點數足以內含
特材費用）

B.不符比例原則
（支付點數不足以
內含特材費用）

C.未經討論、未
釐清之特材項目

專
家
研
商
會
議

不得收取自費

屬每個病
患均需使
用之特材

非屬每個
病患均需
使用之特
材

不得向民眾收取自
費

增修支付標準前，
得收取自費，編
列X碼

於納入健保特材
給付前得收取自
費，編列Y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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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無相對診療項目

� 特材「"崇仁" 賓得士硬式喉頭鏡葉片(滅菌)」
納入健保給付案
� 對於困難插管(疑似脊椎損傷)或重大顏面損傷者有

臨床之需要，惟無對應之健保給付診療項目。
� 請廠商建議相關醫學會或醫療院所，按本保險新

增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程序辦理，建
議新增診療項目。
� 其相關表單已置放於本署全球資訊網/便民服務/資料下

載/表單下載/醫療服務表單/新增修診療項目及現有診
療項目修訂申請，請申請單位自行下載使用。

2017/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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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內含特材於診療項目不符比例原則

� 特材「“安佈” 電子式支氣管鏡及螢幕」(衛部醫
器輸字第029888號)納入健保給付案

� 特材相對應之健保給付診療項目，如支氣管鏡檢查(編
碼:28006C)，所訂之點數已包含支氣管鏡之材料費。

� 請廠商若特材之費用無法含括相對應之相關診療項目支
付點數，如須調整支付標準，請提出建議。

� 相關表單已設置於本署全球資訊網/資料下載/表單下載/醫療
服務表單/新增診療項目及現有診療項目修訂申請，請自行下
載使用，並於文到一個月內函復，俾本署後續作業。

2017/12/21

27272727



健保受理////審議不給付之自費特材品項資訊
公開

2017/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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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功能特材於DRGs項目的支付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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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GsDRGsDRGsDRGs制度下之特材核價

特材收載、核價作業不變，以植

入物為主。

新功能類別特材經評估合於加算

（add-on）者，則得予加算。

2017/12/21



DRGsDRGsDRGsDRGs支付制度下促進新特材使用

為避免DRG支付制度影響新特
材之引進及保障病患之就醫權
益。

DRGs支付Add on方
案

使用新特材導致臨
床診療型態或手術

方式改變

論量計
酬申報

使用新特材惟手術
方式不變

估算使用新特
材之每人平均
醫療服務點數

使用新特材之
每人平均醫療
服務點數大於
觀察DRG 之
75百分位者

額外加計算點
數

(1)新功能特材總點數之50%
或
(2)以實際醫療服務點數計算額
外加計算點數(差額70%)

註:請詳DRG支付制度下新增全新功能類別特殊材料因應方案註:請詳DRG支付制度下新增全新功能類別特殊材料因應方案
2017/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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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特殊材料對DRGDRGDRGDRG支付點數影響評估
方式~1~1~1~1

� 第一類:

� 使用新特殊材料導致臨床診療型態或手術方式改變
(例如傳統手術改變為內視鏡手術)，醫院過去住院
申報資料，缺乏相同診療型態或手術方式個案之醫
療利用資料，無評估使用新特殊材料之醫療點數影
響。

� 此類個案原應屬DRG實施期程範圍者，暫以論量計
酬方式申報，俟有完整申報資料，經評估後恢復按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第七部規定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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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特殊材料對DRGDRGDRGDRG支付點數影響評估
方式~2~2~2~2

� 第二類：使用新特殊材料惟手術方式不變1

� 估算使用新特殊材料之每人平均醫療服務點數，計算不同
DRG落點個案之平均醫療服務點數。

� 選擇觀察DRG：使用原特殊材料個案有多個不同DRG落點時，
以特殊材料使用率最高DRG(某DRG使用該特殊材料人數/某
DRG總人數)、特殊材料使用人數最高DRG(某DRG使用該特
殊材料人數/使用該特殊材料總人數)為觀察DRG。

� 評估新特殊材料是否成為得加計額外點數之項目：使用新特
殊材料之每人平均醫療服務點數大於觀察DRG 之75百分位
者，為得加計額外點數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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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特殊材料對DRGDRGDRGDRG支付點數影響評估
方式~3~3~3~3

� 第二類：使用新特殊材料惟手術方式不變2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加計額外點數，且不得向
病患收取費用：

� (1)實際醫療服務點數小於下限臨界點。

� (2)實際醫療服務點數小於DRG定額。

� (3)實際醫療服務點數大於DRG定額，惟DRG定額大
於上限臨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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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特殊材料對DRGDRGDRGDRG支付點數影響評
估方式~4~4~4~4

� 第二類：使用新特殊材料惟手術方式不變3

� 額外加計算點數以下列情況之一且取低者：
(1) 新功能特材總點數之50%。
(2)以實際醫療服務點數計算額外加計算點數。

A.實際醫療點數大於定額，但小於上限臨界點
者，加計定額至實際醫療點數差額之70%。

B.實際醫療點數大於上限臨界點，且上限臨界
點大於定額者，加計定額至上限臨界點差額
之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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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公布ADDADDADDADD ONONONON 新功能特材項目

� 全新功能類別特殊材料項目(106.11.30更新)

� ADD ON第1類_論量計酬申報(106.02.22更新) 

� ADD ON第2類_額外加計點數申報(106.11.30更新)

�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E6019D
6FE75132E8&topn=CA428784F9ED78C9

� 首頁////主題專區/DRG/DRG/DRG/DRG住院診斷關聯群支付制度/Tw/Tw/Tw/Tw----DRGsDRGsDRGsDRGs支付標準/(/(/(/(3)3)3)3)全新功能
類別特殊材料項目((((106.11.30106.11.30106.11.30106.11.30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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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自費特材核實申報(1/2)(1/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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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公告自公告自公告自公告自
費特材規範與費特材規範與費特材規範與費特材規範與
申報格式申報格式申報格式申報格式

103.01有申報有申報有申報有申報
大外科費用卻大外科費用卻大外科費用卻大外科費用卻
未申報自費特未申報自費特未申報自費特未申報自費特
材醫令材醫令材醫令材醫令����函復函復函復函復
原因原因原因原因

104.05部部部部
立醫院座立醫院座立醫院座立醫院座
談會談會談會談會宣導宣導宣導宣導

104.07比對自比對自比對自比對自
費特材申訴個費特材申訴個費特材申訴個費特材申訴個
案之申報情形案之申報情形案之申報情形案之申報情形
����函改函改函改函改5家院所家院所家院所家院所

104.06-105.04
多場多場多場多場Tw-DRG
說明會說明會說明會說明會宣導宣導宣導宣導

����

102.9.30
輔導期輔導期輔導期輔導期
屆滿屆滿屆滿屆滿

104.06院長院長院長院長
座談會公布座談會公布座談會公布座談會公布
未申報未申報未申報未申報D醫令醫令醫令醫令
之之之之5家院所家院所家院所家院所

104.11函請函請函請函請
各院各院各院各院自行清自行清自行清自行清
查查查查未如實申未如實申未如實申未如實申
報被替代品報被替代品報被替代品報被替代品
項項項項

106.6 .30前前前前
函請各院函請各院函請各院函請各院自自自自
行清查行清查行清查行清查申報申報申報申報
健保給付但健保給付但健保給付但健保給付但
實際上使用實際上使用實際上使用實際上使用
自費組件自費組件自費組件自費組件

南區歷年輔導作為南區歷年輔導作為南區歷年輔導作為南區歷年輔導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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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未核實申
報卻未自清

�為避免觸法，請自行將申報不實費用，盡快繳回。
�若經本組或司法查獲，將涉及特管辦法或詐欺。

重申自費特材核實申報(2/2)(2/2)(2/2)(2/2)



未來努力方向

� 為保障民眾知的權利，逐步公布各醫療院所使
用自費及健保特材件數及占率，如人工膝關節
組件、疝氣修補網片….。

� 逐步建立自費特材與相對應之健保給付特材對
照檔，如人工膝及髖關節、人工骨、疝氣修補
網片。

� 醫療院所收取自費特材作業程序應符合自費特
材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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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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