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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善加利用新版VPN查詢健保相關公告 

VPN網站已於107年3月26日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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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雲端安全模組啟用 

二. 固定長假開診時段登錄 

三. 健保即時查詢就醫資訊方案及醫療資訊雲端查詢 
1. 固接網路申請 

2. 健保雲端查詢：檢驗檢查報告、調閱影像資訊 

3. 減少重複檢驗檢查、減少重複用藥 

4. 檢驗檢查數據上傳獎勵 

四. 落實分級醫療及雙向轉診合作 

五. 醫療費用電子化作業 

六. 電子轉介平台_居家醫療照護計畫專用 

七. 醫療費用正確申報 

八. 業務宣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投保金額規定、境外就醫自墊醫 

                       療費用核退 、健保卡有相片就醫好方便 3 

107年重要政策推動業務 

大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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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卡機控制軟體由3.3版升級為5.0版， 
   (健保專用讀卡機 + 實體安全模組 )及(晶片讀卡機+雲端安全模組) 
       兩種模式皆可正常運作 

備妥簡易型讀卡機
（一部電腦配2台

卡機） 

安裝讀卡機驅動程
式，接上讀卡機及

插入卡片 

安裝新版控制軟體
5.0及雲端安全模

組檔 
檢視及調整網路設定 

開啟應用系統服務， 

 測試各項功能是否正常 
完成轉換！ 

一、雲端安全模組啟用(1) 

轉換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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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兩台晶片讀卡機(若電腦已內建一台只需再增購一台) 

• 於健保資訊網VPN透過醫事機構卡申請及下載雲端安全模組 

• 於全球資訊網[主題專區]->[健保卡]->[健保卡資料下載區]    

下載讀卡機控制軟體5.0版 
• 資訊廠商協助安裝及設定雲端安全模組及讀卡機控制軟體並驗
測確認看診作業系統可正常作業 

• 相關說明文件請至健保資訊網VPN->下載專區->共通作業     
(醫事機構轉換簡易讀卡機及雲端安全模組_操作手冊)                              

(醫事機構轉換簡易讀卡機及雲端安全模組_說明會簡報)                          

(醫事服務機構雲端安全模組申請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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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雲端安全模組啟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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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說明文件下載指引 

一、雲端安全模組啟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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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現在已可在健保APP查詢各院所開診狀況 

看診年度先選為107 

可直接於日曆類點選休診日期，
當日期被點選成黑色，表示該日
為特休日 

4/4-4/8(兒童清明)長假
期開診狀況--自即日起可
開始登錄 

院所VPN登錄畫面路徑：首頁/醫務行政/看診資料及掛號費維護/ 

 
 

二、固定長假開診時段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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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品資訊 (雲端藥歷、過敏藥、 

      中醫用藥、凝血因子、管制藥品) 

 *檢驗檢查資訊(檢驗檢查紀錄、 

       檢驗檢查結果-數據及影像調閱) 

 *其他 (手術紀錄、出院病摘、復健醫療) 

 

健保雲端資訊查詢系統 

*檢驗檢查-20類重要檢查(驗) 管理 

*藥品-門診特定藥品重複用藥費用管理 

*減少浪費、就醫安全、提升點值 
 
                                                                                

減少重複檢查檢驗及開藥 

*速度快-更新網路頻寬 

*費用低-補助網路費用 

*好申辦-VPN線上申請 

 
 

申辦即時查詢方案 

上傳檢驗檢查結果 

 *自行檢驗檢查-診所上傳 

 *交付檢驗檢查-代檢單位上傳 

 *資料上傳獎勵(基本+額外) 

 

 
 

三、健保即時查詢就醫資訊方案及醫療資訊雲端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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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即日起， 

申請新加入或已申請本方

案欲變更頻寬者，可至健

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

線上申請，並以 

負責醫師之「醫事人員卡」

登入，至「醫療費用申報/

醫事機構固接網路申請作業」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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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醫事機構固接網路申請作業(1)   

三、健保即時查詢就醫資訊方案及醫療資訊雲端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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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保資訊 雲端查詢 

  點選申請頻寬項目及填寫聯絡資訊後，確認申請，即完成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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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醫事機構固接網路申請作業(2)   

三、健保即時查詢就醫資訊方案及醫療資訊雲端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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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申辦狀況/各診所申辦固網方案及家數統計 

網路頻寬 各頻寬月租費上限 
  (單位：新台幣元) 申辦家數 

西 
醫 
基 
層 
診 
所 

企業型  FTTB 2M 6,591 108 

企業型  FTTB 1M 5,031   88 

專業型  FTTB 2M 3,760   50 

專業型  FTTB 1M 1,980 462 

一般型 FTTB 6M/2M 1,702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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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日期: 107年3月1日 

三、健保即時查詢就醫資訊方案及醫療資訊雲端查詢 

1、醫事機構固接網路申請作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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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類型 
ADSL VPN 
FTTX 一般型VPN 

公告頻寬 4M/128K 6M/2M 

實裝頻寬 4M/128K 16M/3M 

費率 
431 1,702 

全額自付 / 無補助 參加方案 / 月租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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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優 

註：參加即時查詢就醫資訊方案方案，月租費即補助 50%，851元。 

 達成1項指標再行補助25%，即補助75% , 1277元，自付額425元。 

 達成2項指標則再補助25%，即全額補助,1702元，自付額 0 元。 

 

 

服務內容說明新增固網頻寬方案與ADSL服務比較 

三、健保即時查詢就醫資訊方案及醫療資訊雲端查詢 

1、醫事機構固接網路申請作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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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保資訊 雲端查詢 

方案月租費補助說明：申辦即補助基本費50% + 指標5項中任2指標達成再補助(50%)=全額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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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標名 稱 指標達成率 支付權重 

 1.門診病人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雲端藥歷查詢率 ＞45％ 50% 

 2.特定醫療資訊查詢關懷名單網頁開啟率 ≧ 90% 50% 

 3.門診抽審案件數位審查 
完成保險人分區業務組認可之 
試傳作業後，並正式單軌運作 50% 

 4.健保卡上傳作業正確率  ≧ 90% 50% 

 5.檢驗（查）結果上傳率 ≧ 70% 50% 

1.健保卡上傳作業正確率指標，依107年1月份為例西醫基層只有4家上傳正確率未達 90%， 
    即99.75% (4/1603)診所皆已達成, 所以只要參加本方案一般型FTTB6M/2M(1,702元)， 
    即可享補助1277元， 自付425元, 比自行申辦ADSL 431元還要少。 
2. 指標: 雲端藥歷查詢率 ＞45％ ，西醫基層106年Q4已有69.24%達成，推估至少7成診所 
     都可獲全額補助固網費用。 

1、醫事機構固接網路申請作業(5)   

三、健保即時查詢就醫資訊方案及醫療資訊雲端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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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保雲端查詢(1) 

三、健保即時查詢就醫資訊方案及醫療資訊雲端查詢 

VPN入口 / 醫事人員常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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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 

查詢憑證：醫事人員卡+病人健保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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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三、健保即時查詢就醫資訊方案及醫療資訊雲端查詢 

2、健保雲端查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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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提醒頁面「效期內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最近6個月內有執行檢查(驗)項目」 

三、健保即時查詢就醫資訊方案及醫療資訊雲端查詢 

2、健保雲端查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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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項頁籤操作流程 

三、健保即時查詢就醫資訊方案及醫療資訊雲端查詢 

2、健保雲端查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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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   檢查檢驗結果 
3.常用類別已設定快速鍵，方便查詢 

2.檢驗類別可用自行下拉選單篩選 

 1.可依篩選條件查詢。 
  2.可依下拉式選單查詢，如:檢查項目、醫令名稱、就醫區間。 
  3.顯示欄位設定可選擇呈現哪些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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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檢驗結果開啟 

三、健保即時查詢就醫資訊方案及醫療資訊雲端查詢 

2、健保雲端查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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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閱影像資訊 
檢查檢驗結果 / 報告末端點選/院所上傳影像查詢(IE10.0以上) 

三、健保即時查詢就醫資訊方案及醫療資訊雲端查詢 

2、健保雲端查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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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調閱IE環境10.0版以上 

三、健保即時查詢就醫資訊方案及醫療資訊雲端查詢 

2、健保雲端查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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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管理：從處方前、處方
後資訊回饋輔導及立意專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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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提示 
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 

資訊回饋 
20類重要檢查(驗) 

統計 

立意專審 

 

醫師處方前 

醫師處方後且申報費用 
抽  審  指  標 
1)同病人28日再次執行 
病人跨院門診28日內再次執行20類重要檢查(驗)超
過 5 次 
病人同院門診 <7 日內再次執行 20類重要檢查(驗)  
﹛一定期間﹜內病人跨院執行20類重要檢查   
     (驗)超過﹛5﹜次之就醫分布 

2)院所及醫師執行率異常高於同儕之管理 
院所執行率異常高於﹛同儕值﹜ 
醫師執行率異常高於同儕﹛75﹜百分位以上 

※統計表 
同病人28日再次執行：統計表、 
醫令統計表、醫師統計表及明細 
院所及醫師執行率異常高於同儕管理： 
統計表、醫令統計表及高於同儕75
百分位醫師統計表 

  

管理方案資訊回饋與抽審 

三、健保即時查詢就醫資訊方案及醫療資訊雲端查詢 

3、減少重複檢驗檢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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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提供下載時間由原申報後立即產製 
更改為當月21日後統一提供完整資訊 

管理方案資訊回饋報表下載：  VPN  服務項目：保險對象管理/保險對象管理檔案下載 
 

三、健保即時查詢就醫資訊方案及醫療資訊雲端查詢 

3、減少重複檢驗檢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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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特定藥品重複用藥費用管理方案 

106年Q4起修訂重點摘錄： 

◎對象：同院->跨院實施 

◎範圍：原6類->加新6類(共12類) 

◎核扣計算方式： 

    改為不符提前領藥規範或特定領藥原因之領藥日數超過閾值管理日數 

    (當季90日加管理區間日數30日)之案件，方列為重複用藥異常管理。 

    逕予核扣藥費，不另予核扣藥事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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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6類：降血壓、降血脂、降血糖(不分口服及注射)、抗思覺失調、抗憂鬱症、安眠鎮靜
與抗焦慮藥物。 

 新6類：抗血栓用藥、前列腺肥大用藥、抗癲癇用藥、心臟疾病用藥、緩瀉劑及痛風治
療用藥。 

三、健保即時查詢就醫資訊方案及醫療資訊雲端查詢 

3、減少重複用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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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品重複用藥管理公告:VPN/下載專區/服務項目:用藥管理/門診特定藥品重複用藥
管理方案。自106年Q4起開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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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保即時查詢就醫資訊方案及醫療資訊雲端查詢 

3、減少重複用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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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金類別 獎勵條件 基本費 獎勵金 

上傳基本獎勵金 
 上傳率>50%  且 

 上傳醫令>0 
 診所及交付機構    
          750元 

  報告型   5點/筆 
非報告型 1點/筆 

上傳額外獎勵金 
 於報告日期  或 
 健保卡補卡後24hr內  
 將報告上傳 

無 
 報告型   5點/筆 
非報告型 1點/筆 

 資料上傳獎勵                           診所上傳文字型報告或自身執行醫令 

■   報告型  ：X光、超音波、鏡檢報告  

■ 非報告型：檢體檢驗報告 
 

上傳方式 
√批次上傳-資訊廠商設定批次上傳 
√單筆上傳-VPN已建置診所單筆上傳路徑 

三、健保即時查詢就醫資訊方案及醫療資訊雲端查詢 

4、檢驗檢查數據上傳獎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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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上傳步驟  

三、健保即時查詢就醫資訊方案及醫療資訊雲端查詢 

4、檢驗檢查數據上傳獎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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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檢驗檢查數據 / 結果上傳單筆登錄/增加報告序號 

①  

三、健保即時查詢就醫資訊方案及醫療資訊雲端查詢 

4、檢驗檢查數據上傳獎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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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檢驗檢查數據 / 結果上傳單筆登錄/報告內容 

② 

三、健保即時查詢就醫資訊方案及醫療資訊雲端查詢 

4、檢驗檢查數據上傳獎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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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檢驗檢查數據 / 結果上傳單筆登錄/資料上傳 

以上個案檢驗值鍵入完畢後，請記得資料上傳 

③ 

三、健保即時查詢就醫資訊方案及醫療資訊雲端查詢 

4、檢驗檢查數據上傳獎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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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一般讀卡機或晶片
讀卡機並插入醫師人員
卡後登入 

電子轉診平台操作步驟 

四、落實分級醫療及雙向轉診合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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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保資訊 雲端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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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讀取健保卡」
系統自動帶入病
人基本資料 

電子轉診平台 /開立轉診單轉出(病人轉出)注意事項(1) 

四、落實分級醫療及雙向轉診合作(2) 



 分級醫療 雙向轉診 

 健保資訊 雲端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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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結果或用藥
資料過長時，可
以附加檔案方式
夾帶，以利接受
轉診院所查看。 

• 紅色米字號(＊)為必填欄位 

• 病情摘要、檢查及治療摘要部
分，請勿填寫紙本交給病人 

四、落實分級醫療及雙向轉診合作(3) 

開立電子轉診單(病人轉出)注意事項(2) 

 



 分級醫療 雙向轉診 

 健保資訊 雲端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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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 」 

2.輸入「 」
最多可輸入半年，
第一次請全面清查

半年內資料 

3.按「 」 

電子轉診平台 /受理轉入轉診單(病人轉入)注意事項(1) 

四、落實分級醫療及雙向轉診合作(4) 

• 情境：醫院下轉或診所平轉
病人時，診所應定期查詢。 

• 請先從VPN網頁登錄 

    (非醫事人員溝通平台) 

• 之後請每日查詢是否有轉入
資料。 



 分級醫療 雙向轉診 

 健保資訊 雲端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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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 」 

尚未過期之轉診單處理 

3.點選「 」 

2.輸入「 」 

亦可與資訊廠商接洽，
可設定以API將資料轉進
HIS系統。 

四、落實分級醫療及雙向轉診合作(5) 

電子轉診平台 /受理轉入轉診單(病人轉入)注意事項(2) 



 分級醫療 雙向轉診 

 健保資訊 雲端查詢 

• 上述步驟完成後，再另登入「醫事人員溝通平台」才能於溝通平台看到轉診資料 

35 

 
3.點選「回復」按鈕，進行接受轉診之回復作業，
於開單日期後93日內可回復該筆轉診單。 

 

 
1.點選「接受轉
診查詢作業」 

 

 
2.輸入開單日期後按查詢。 

 

四、落實分級醫療及雙向轉診合作(6) 

電子轉診平台 /受理轉入轉診單(病人轉入)注意事項(3) 



 分級醫療 雙向轉診 

 健保資訊 雲端查詢 

 

 

 

 

 

 
 

• 請注意轉診單應依需求登載交接事項，以減少紙本傳遞， 

    並利於雙向轉診，共同為分級醫療努力。 36 

轉診 
單位 

接受轉診院所之回復 轉出院所 

常見 
異常 
欄位 

處理醫師交班
注意事項 

處理輔助診斷
之檢查結果 

處理治療藥物
或手術名稱 

病情摘要 
最近一次 
檢查結果 

最近一次用藥
或手術名稱 

 
常見 
異常 
樣態 

 

請至本院官方網頁查詢、 

請詳書面轉診單、如紙本、請來電.. 等 

 

已紙本給病人、另有紙本報告.. 等 

四、落實分級醫療及雙向轉診合作(7) 

電子轉診平台 /受理轉入轉診單 / 常見異常欄位及資料 



 分級醫療 雙向轉診 

 健保資訊 雲端查詢 

南區已有656家醫事服務機構參加(全區1,400家)，感謝踴躍申辦，減少
紙本化作業。 

經本組核准後，抽樣/核定函及其相關文件，系統將自動寄發   電子郵件
通知，請醫療院所逕自VPN下載抽樣/核定函。 

若醫療院所未點閱，電子郵件將於次日起每日通知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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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書詳如附件 

五、醫療費用電子化作業(1) 

VPN下載抽樣 / 核定函 



 分級醫療 雙向轉診 

 健保資訊 雲端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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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 / 服務項目 / 醫療費用申報  /  申報案件相關檔案下載 

五、醫療費用電子化作業(2) 



 分級醫療 雙向轉診 

 健保資訊 雲端查詢 

目 

的 

1. 診所轉介需居家醫療個案給居家整合院所 
2. 診所轉介需長期照顧個案給長照中心 
3. 長照中心轉介需居家醫療個案給居家整合院所 
    提供上述單位雙向轉介服務，並追蹤個案後續轉介結果 
    特約院所只要完成健保服務申請及授權即可使用 
 目前本轄長照中心可使用本平台之縣市為：嘉義市長照中心、雲林縣長照中心 

居家醫療需求者 

長期照顧需求者 

 
居家醫療整合院所 

 

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六、電子轉介平台_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專用(1) 



 分級醫療 雙向轉診 

 健保資訊 雲端查詢 

電子轉介平台 

登錄平台：完成開啟VPN電子轉介平台權限作業後，機構使用者以憑
證登入 

六、電子轉介平台_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專用(2) 



 分級醫療 雙向轉診 

 健保資訊 雲端查詢 

轉介單明細表 

開立電子轉介單 

ONE 

提供居家醫療院所

與長照中心針對有

居家醫療或長期照

護服務需求之個案

開立轉介單。 

主動轉介單位
轉介查詢 

Two 

主動轉介單位可由

此畫面，多筆查詢

已開單之轉介單處

理情況，並點選單

筆以檢視個別轉介

單之詳細資料。 

接受轉介單位
受理查詢 

Three 

提供接受轉介單位

查詢主動轉介單位

開立之轉介單，並

進行個案評估結果

回覆。 

提供主動轉介及接

受轉介個案查詢並

匯出資料之功能。 

Four 

轉介平台功能 

轉介單明細表 

六、電子轉介平台_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專用(3) 



 分級醫療 雙向轉診 

 健保資訊 雲端查詢 

開立電子轉介單 

健保醫院 

E123456789 

轉介類別： 

01、03-轉長照中心 

04-轉傳給其他居家整合院所 

作業說明： 

 開立電子轉介單(1) 

六、電子轉介平台_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專用(4) 



 分級醫療 雙向轉診 

 健保資訊 雲端查詢 

*開立後請記得點選送出* 

 開立電子轉介單(2) 

六、電子轉介平台_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專用(5) 



 分級醫療 雙向轉診 

 健保資訊 雲端查詢 

主動轉介單位轉介查詢 

 主動轉介單位轉介查詢(1) 

六、電子轉介平台_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專用(6) 



 分級醫療 雙向轉診 

 健保資訊 雲端查詢 

再次轉介 

對方回復「請安排再轉他院」/長照單位時，可以再次轉介 

 主動轉介單位轉介查詢(2) 

六、電子轉介平台_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專用(7) 



 分級醫療 雙向轉診 

 健保資訊 雲端查詢 

 接受轉介單位受理查詢(1) 

接受轉介單位受理查詢 

六、電子轉介平台_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專用(8) 



 分級醫療 雙向轉診 

 健保資訊 雲端查詢 

請鍵入個案病情或生活狀況摘要 

請鍵入收案處理情形說明 
*更正後請記得點選送出* 

六、電子轉介平台_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專用(9) 

 接受轉介單位受理查詢(2) 



 分級醫療 雙向轉診 

 健保資訊 雲端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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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許可證持有商近2年未供應藥品而仍有院所定期申報案 
藥品申報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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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請藥商提供經核准且仍生產中之藥品
代碼正確申報。不同劑型或不同劑量或以低價報高價藥品：
全扣藥價。 
如:處方藥品劑量為10mlx1，若給予5mlx2，屬不同劑量；
口服藥給外用膏視為不同劑型。 
 

重申依實際調劑覈實申報 

七、醫療費用正確申報(1) 



 分級醫療 雙向轉診 

 健保資訊 雲端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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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程檢驗申報說明表  (檢驗之日不得再於健保卡登錄累計就醫序號再申報一次診察費) 

申報欄位 實際就醫日期 檢驗(查)日期 藥品(項目)代號 就醫序號 備註 

當月實施 
合併申報 

3 / 1 排程  3/5  

檢查項目 
列報點數 

 實際就醫日 

之序號 

得列報 
診察費  

跨
月
實
施 

合併申報 3/20 排程  4/1 
得列報 
診察費  

分
開
列
報 

檢查當次 
費用 

3/20 排程  4/1 
不得列報 
診察費 

就醫當日 
費用 

3/20 空白 
檢查項目 

不得列報點數 
得列報 
診察費  

七、醫療費用正確申報(2) 



 分級醫療 雙向轉診 

 健保資訊 雲端查詢 

一、善用特約及管理辦法第46條 
        在保險人或其他機關訪查前， 
       主動坦承並繳回相關費用者， 
       得不適用第37至40條之規定。 
 
二、已經被調查了怎麼辦? 
       訪查程序一經啟動，前項第46條即不適用， 
       建議應詳實說明錯誤之處，期待能在合法   

       範圍內以最輕處分結案。 
 
三、重要法條提醒(特約及管理辦法第38-40條) 
        違反者核處停止特約1個月至1年， 

        並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81條開立2倍至20倍               
        罰鍰，並移送司法機關。 

 

如果已經有不正確申報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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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 規 案 例 

A診所 

 違規情節--抽血未經醫師看診 

                     卻有申報診察費    

  結果--停約1個月併移送司法單位 

 

B診所 

  違規情節--同次看診多項檢查以 

                      補卡多刷一格方式分 

                      開申報至多申報一筆 

                     診察費 

  結果--停約1個月併移送司法單位 

 

 

七、醫療費用正確申報(3) 



 分級醫療 雙向轉診 

 健保資訊 雲端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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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104年 

執行業務所得 

投保金額自105.03調整迄今 

自行檢附105年 

執行業務所得 

證明文件 

105.03~106.02 比對104年 

執行業務所得 

此段投保金額自106.03調整迄今 

自行檢附105年 

執行業務所得 

證明文件 

105.03~106.02 比對104年 

執行業務所得 

106.03~107.02 
自行檢附106年 

執行業務所得 

證明文件 

此段投保金額自 

107.03調整迄今 

第一階段輔導對象，本組已於2月底函請主動申報投保金額追溯調整， 

截至目前仍有3成多單位未主動申報，請依時限內配合辦理。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投保輔導案例解析  

105.03 106.03 107.03 

八、業務宣導(1) 



 分級醫療 雙向轉診 

 健保資訊 雲端查詢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申報調整投保金額-本次專案輔導範例 

◎範例： 

   王醫師自行開設王大明診所，並以專技人員自行執業者身分投保，105年3月投 

   保金額為96,600元，目前健保署比對其財稅資料發現投保金額有低報情形，經 

   確認王醫師104年執行業務所得為180萬元，其所屬員工最高投保金額為48,200 

   元，請問單位該如何補申報王醫師投保金額調整？ 

 

   額為101,100元，經確認王醫師106年執行業務所得為144萬元，其所屬員工最 

   高投保金額為48,200元，請問該如何申報王醫師投保金額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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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王醫師以專技人員自行執業者身分投保，依健保法第20條規定，應以其執行業 

  務所得為投保金額，因王醫師104年執行業務所得180萬元除以所得月數12，計 

  算其平均每月執行業務所得為15萬元，對應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分級表為 

  150,000元，金額又大於勞保投保薪資最高一級45,800元及所屬員工最高投保金 

  額48,200元，故王醫師調整後投保金額應為150,000元，並追溯自105.03.01生效。 

 承保服務電話：06-2245678轉1602、1603 

八、業務宣導(2) 



 分級醫療 雙向轉診 

 健保資訊 雲端查詢 

◎範例： 
   甄醫師自行開設甄健康骨科診所，並以專技人員自行執業者身分投保，目前投 

   保金額為96,600元，經確認甄醫師106年執行業務所得為90萬元(較去年度少)， 

   其所屬員工最高投保金額為50,600元，請問該如何申報甄醫師投保金額調整？ 

 

 

 

 

 

 

53 

◎說明： 
  甄醫師因以專技人員自行執業者身分投保，依健保法第20條規定，應以其執行 

  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故將甄醫師106年執行業務所得90萬元除以所得月數12 

  ，計算其平均每月執行業務所得為7萬5,000元，對應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分 

  級表為76,500元，金額又大於勞保投保薪資最高一級45,800元及所屬員工最高 

  投保金額50,600元，故甄醫師調整後投保金額應為76,500元，仍請依健保法第 

  21條規定，於期限內申報調降，自通知之次月一日生效。 

承保服務電話：06-2245678轉1602、1603 

八、業務宣導(3)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申報調整投保金額-自行申報調整案例 



 分級醫療 雙向轉診 

 健保資訊 雲端查詢 

■申請條件： 
  因不可預期之緊急傷病於國外就醫，得於看診或出院之日起算六個月內   
  申請自墊醫療費用核退。 
■檢具資料： 
  1.全民健康保險自墊醫療費用核退申請書。 
  2.收據 。 
  3.診斷證明書(住院案件者需索取出院病歷摘要)。 

  【如為中、英文以外文件時應檢附中文翻譯】 
■核退上限： 
  依據全民健保特約醫院及診所之急診每人次、門診每人次、住院每人日  

  的平均費用作為 核退上限，申請費用經審核低於上限者，核實給付，超過
上限者以上限給付。(以107年第1季為例，核退標準門診每人次920元、急
診每人次2,681元、住院每人日5,721元) 54 

 境外就醫自墊醫療費用核退 

八、業務宣導(4) 



修法中 



 分級醫療 雙向轉診 

 健保資訊 雲端查詢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分級醫療 雙向轉診 

 健保資訊 雲端查詢 

57 

參考附錄 /健保雲端查詢 / 每季就醫病人查詢率趨勢 



 分級醫療 雙向轉診 

 健保資訊 雲端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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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附錄 /健保雲端查詢 / 每月就醫病人查詢統計 



 分級醫療 雙向轉診 

 健保資訊 雲端查詢 

參考附錄 / 107年西醫基層-協商重點摘要(1) 

◎結論 
    總金額1,168.41億元    較106年增加 41.76 億元 
    協商成長率為  3.707%  (不含門診透析) 
◎協商重點 

1.強化基層照護能力｢開放表別｣ ： 
   於107年7月底前提報執行結果及成效評估報告。 
2.鼓勵院所建立轉診之合作機制： 
   全年經費1.29億元，預算不足由其它預算「基層總額轉診型態調整費用｣ 

   支應，於107年7月底前提報執行結果及成效評估報告。  
3.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 
   全年經費28.8億(挹助106年不足款4.5億+107經費24.3億)， 

   加強執行品質管控及審核社區醫療群參加資格。 
4.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增列鼓勵偏遠地區假日開診，提升偏遠地區就醫可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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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級醫療 雙向轉診 

 健保資訊 雲端查詢 

107年西醫基層成長率項目表_一般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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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成長率(%)   增加金額(百萬元) 

一般服務   

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 1.757% 1,926.8 

  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 0.175% 

  人口結構改變率 1.188% 

  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 0.392% 

協商因素成長率 0.553% 606.1 

  新醫療科技(包括新增診療項目、新藥及新特材等) 0.106% 116.0 

  B型肝炎藥費回歸一般服務 0.255% 280.0  

   其他醫療服務利用及密集度之改變   0.228% 250.0 

   違反全民健保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 -0.036% -39.9 

一般服務成長率 2.310% 2,532.9 

參考附錄 / 107年西醫基層-協商重點摘要(2) 



 分級醫療 雙向轉診 

 健保資訊 雲端查詢 

107年西醫基層成長率項目表_專款合計 

61 

項     目 
協商共識方案 

專款金額(百萬元) 增加金額(百萬元) 
專款項目 金額 增加額度 
    1.強化基層照護能力「開放表別」 450.0 200.0 

    2.鼓勵院所建立轉診之合作機制 129.0 129.0 

    3.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 2,880.0 1,300.0 

    4.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187.0 7.0 

    5.慢性B型及C型肝炎治療計畫 0.0 -688.0 

    6.C型肝炎藥費 408.0 408.0 

    7.醫療給付改善方案 300.0 0.0 

    8.新增醫藥分業地區所增加之藥品調劑費用 178.0 178.0 

    9.品質保證保留款 109.4 109.4 

專款金額 4,641.4 1,643.4 

  總成長率 
    (一般服務+專款) 

增加金額 
3.707% 

4,176.3 

總 金 額 116,8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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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級醫療 雙向轉診 

 健保資訊 雲端查詢 

西醫基層： 
西醫基層專業審查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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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 事 機 構   

南區業務組總額專區 

各分區業務組總額專區 

醫療費用給付規定 

醫療費用支付 

…
. 

參考附錄 /南區西醫基層專業審查指標查詢路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