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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打電話請兒子 

明天要請假帶我去醫院了… 

可是他好忙….. 

不知道會不會臨時沒辦法帶我去… 

醫院這麼大、這麼亂.. 

到底要怎麼看病…… 

老伴明天又要回診了… 

這次號碼好前面… 

要好早…好早出門... 

要轉好多趟車才會到的…. 

生病者與陪病者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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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醫療照護需求推估分析 

高齡者為 
死亡人數 
貢獻大宗 

轄內就醫不便 
之高齡身障者 

仍屬 
就醫弱勢 

轄內居訪個 
案照服專員 

併同 
用藥協助 

獨居老人 
被忽略的 
就醫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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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到宅醫療的需求  健保署聽到了    
期盼您們的共同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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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簡介 

由具備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資格之醫療院所(醫
院、診所、居家護理所等)前往符合居家收案民眾
家裡，提供個別性居家醫療照護服務。 

提升行動不者就醫可近性、照護連續性，在熟悉
的環境接受醫療照護。 

銜接長照在地老化精神，減少社會性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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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轄區收案院所計有134家，個案數6,849人 

 

 

 

註：截至107.04.30 健保VPN收案檔 

        案源 
 
照護階段 

住院轉
介個案 

非住院個案(病患
或家屬自行申請) 

非住院個案(衛
生所、長照管
理中心轉介) 

總計 

居家醫療 49  1,156  151  1,356 

重度居家
醫療 

964  3,130  147  4,241 

安寧療護 458  777  17  1,252 

合計 1,471  5,063  315  6,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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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轄區居家醫療照護人數 

案源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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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醫療與長照案源銜接 



積極推動居家醫療與社區相關單位轉介 

• 鄰里長 

• 健保VPN 
  轉介平台 

• 紙本 
   轉介單 

• 健保弱勢 
  通報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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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介院所查詢：依區域別，查詢目前個案住家附近
有哪一家院所可提供居家服務。 
健保署全球資訊網www.nhi.gov.tw/一般民眾 
其他居家相關醫療服務特約醫事機構查詢 

全國居家照護院所詳細資訊(1/2) 

http://www.nh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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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居家照護院所詳細資訊(2/2) 



長照單位或鄰里長 
填入個案資料 
並請案家簽名。 

(一)現行居家整合計畫- 案源轉介方式：紙本轉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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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入轉介之醫療院所
轉交予醫療院所。 

醫療院所評估是否收
案並回復轉介單位。 



通報者的健保卡卡號 

(二)案源轉介方式：健保弱勢民眾通報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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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醫現況 
就醫需求(門/住診) 
就醫院所 
疾病狀態簡述 

通報需求必勾選「居家醫療」 
收案條件必勾選原因 

(二)案源轉介方式：健保弱勢民眾通報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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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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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醫療與長照2.0：雙向轉介、確保追蹤 

健保VPN電子轉介平台 

(三)新增居家整合計畫-案源轉介-電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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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VPN電子轉介平台-開啓權限 

 請長照單位申請VPN服務項目：電子轉介平台 
*居整計畫參與院所*： 
  請務必申請該項目、並設定使用者每日開啓查看。 

https://medvpn.nhi.gov.tw/iwse0000/IWSE0001S01.aspx 

VPN首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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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VPN操作流程 (依對象區別) 
3/10 



醫事機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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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VPN操作流程 (一)長照中心 

步驟1.單位指定之管理人員以政府憑證卡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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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VPN操作流程 (一)長照中心 

步驟2.新增管理人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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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VPN操作流程 (一)長照中心 

勾選項目名稱：電子轉介平台-長照中心 

步驟3.新增長照單位之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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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機構卡 

管理者的 

申請VPN操作流程 (一)長照中心 

步驟4.管理人員改置入自己的自然人憑證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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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VPN操作流程 (一)長照中心 

步驟5.新增使用人員(照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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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VPN操作流程 (一)長照中心 

步驟6.新增該使用人員(照專)可使用的服務項目 

勾選項目名稱：電子轉介平台-長照中心 



醫事機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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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VPN操作流程 (二)照管專員 

使用者的 

步驟1.使用人員(照專)置入自己的自然人憑證卡，即可使用 



醫事機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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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VPN操作流程 (三)醫事機構 

步驟1.醫療院所指定之管理人員(負責人)以醫事機構卡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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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VPN操作流程 (三)醫事機構 

步驟2.新增醫療院所該服務項目 

勾選項目名稱：電子轉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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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機構卡 

申請VPN操作流程 (三)醫事機構 

管理者(醫事機構負責人)的 

步驟3.管理人員改置入自己的醫事人員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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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VPN操作流程 (三)醫事機構 

勾選項目名稱：電子轉介平台 

步驟4.授權該使用人員(醫護人員)該服務項目 



28 

醫事機構卡 

申請VPN操作流程 (三)醫事機構 

使用者(被授權的醫事人員)的 

步驟5.被授權的使用人員置入自己的醫事人員卡，開始使用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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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立電子轉介單 
 長照單位： 
 轉介居家醫療需求個案予醫療機構。  

02-長期服務轉介居家醫療 

電子轉介平台：照管專員-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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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單填
寫的欄
位(紅星

號為必填
欄位) 

電子轉介平台：照管專員-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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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轉介平台：照管專員-使用方式 

開單後請追蹤醫療院所是否收案 



電子轉介平台：照管專員-使用方式 

32 

 接受轉介單位受理查詢 
 長照單位： 
 接收醫療機構轉介來的長照需求個案。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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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轉介平台：居整院所-使用方式 
 接受轉介單位受理查詢 
 長照單位： 

 接收醫療機構轉介來的長照需求個案。 
 居整計畫參與院所到場評估個案情形後，輸入「處理

情形」「處理情形說明」等資料，並可匯出轉介單明
細表為excel檔，強化轉介個案之個案管理。 

務必每日登入檢視是否有轉介案源 



電子轉介平台：居整院所-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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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立轉介單 
 居整計畫院所： 
 轉介長照需求個案予長照中心。 
  

 一般醫療院所： 
 轉介居家醫療需求個案予居整計畫院所。 
 轉介長照需求個案予長照中心。 



 開立轉介單：個案若已被居整計畫參與院所收案，
並已曾於VPN登錄過收案資料，此個案基本資料將可
逕由VPN轉檔(免重複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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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轉介平台：居整院所-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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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轉介平台：居整院所-使用方式 

開單後請追蹤照專是否收案 



健保VPN電子轉介平台：本組推動進程 
6/10 項

次 107年執行事項 

1 

與縣市政府長照聯繫窗口共同擇訂各兩處長照據點測試使用
健保VPN電子轉介平台。 
 
 
 

2 
由健保署人員至前列4個長照據點，實地協助該據點照管專
員使用健保VPN電子轉介平台。 

3 

針對雙向單位(長照據點及醫療院所)規劃分階段推廣使用。 
 
 

4 
追蹤平台使用情形，除以電話回饋協助，適需要由本案推動
成員至現場排除障礙。 

5 藉由各項過程面經驗，推展至本轄各縣市政府長照單位。 

 已有VPN長照據點 (實際地點)：  無VPN長照據點 (實際地點)： 

高雄市大寮據點(大寮區衛生所) 高雄市旗津區據點(旗津區衛生所) 

屏東縣春日區分站(春日鄉衛公所) 屏東區分站(屏東縣政府衛生局) 

長照據點： 照管專員說明會(各縣市1~2場) 

醫療院所： 已參與居整計畫院所辦理說明會(各縣市1~2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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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長照據點VPN連線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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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長照據點(分站) 連線狀態 備註 

10處 

三地門鄉、泰武
鄉、瑪家鄉、霧
台鄉、牡丹鄉、
獅子鄉、滿州鄉、
琉球鄉、春日鄉、
來義鄉。 

位於衛生所內，
使用醫療網網
路，故與本署
VPN網頁連線
沒有問題 

7處 

屏東市(含縣府)、高
樹鄉、崁頂鄉、萬
巒鄉、枋寮鄉、恆
春鎮。 

使用GSN連線縣
網，目前無法連
線本署VPN網頁 

規劃在屏東分站建置
連線伺服器(上行網
路則由屏東市衛生局
建置網路至該分站)，
但礙於無經費，所以
尚在研議階段。 

資料來源：屏東縣長期照護管理中心107.05.02提供 

請此10處協助將紙
本轉介改為VPN電
子轉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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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內容摘要 施行日 

第15條 居家照護用藥：放寬醫師開立第一級或第二級管制藥品處方箋時，保險對象
可至非原處方院所或衛生所調劑，並於當次交付之不同類處方箋，應併持於
同一調劑處所調劑。 

本法公告日 

第3條 病患就醫時的身分證明：未滿十四歲之保險對象尚未請領國民身分證，或因
健保卡上沒有照片，刪除以戶籍謄本為證明文件之適用，增列以切結方式代
之，以方便未滿十四歲兒少就醫。 

本法公告日 

 

第14條 未攜帶健保卡就醫，限制開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107.06.01 

第14條 保險對象領藥後，藥品若遺失或毀損，其再就醫之醫療費用，應自行負擔。 107.06.01 

第25條 代領藥規定：長期、定期用藥病患卻因故無法親自就醫，必須委由他人代為
陳述病情領取方劑，新增因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以及
失智症病人，得由他人代為陳述病情領取方劑。 

本法公告日 

 

第10條 刪除住院時留置健保卡規定：醫院應在保險對象住院時查驗健保卡後歸還，
以利因病情需持卡外出就醫需求。 

107.06.01 

第22條 腹膜透析病人使用之透析液：院所之醫師依臨床作業之用法、用量及用藥療
程，多係以「月」為單位，放寬得一次給予三十一日以下之用藥量。 

本法公告日 

第2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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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6.01 

修正公佈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 
衛生福利部於107年4月27日公告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與民眾權益相關者，重點摘述如下： 



因為有您的協助~  他們有了像家人般 

專業的醫療與長照人員 
用心.真心的照護及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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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健保署高屏業務組 (07)231-5151 

張小姐(2415)、黃小姐(2411)

資訊人員(3247、32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