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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年月10603起，申報時需在診療部位
填列右眼、左眼或雙眼

待程式修正後，會於三月份通知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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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發布日期：106年02月24日

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部分診療項目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一般西醫門診及山地離島地區的診察費調整至352元，精
神科門診診察費改為338元，實施日期為106年3月01日起，
會於三月份時通知改版！
改版時機：三月份費用申報以前須進行改版！



推動分級醫療及全民健康保險門急診部分
負擔調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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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為推動分級醫療，衛生福利部於106年2月18日正式公告

調整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應自行負擔門診與急診費用，

本次部分負擔將自106年4月15日起實施新規定，經轉診

至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調降40元；未經轉診至醫學中心

看病，門診部分負擔調高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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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170元 360元 420元

區域醫院 140元 100元 240元 240元

地區醫院 50元 50元 80元 80元

診所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檢傷分類 部分負擔金額

1級、2級 450元 450元

3級、4級、5級 450元 550元

至醫學中心急診，於完成急診診療後，依檢傷分類為3、
4、5級者之部分負擔調高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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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食品藥物管理署 發布時間：106年02月27日

流感快篩 報您知

最近天氣變化大，民眾若未注意保暖或在流感流

行期間經常出入人多擁擠的場合，可能感染流感。流

感是急性病毒性呼吸道疾病，好發於冬季，主要致病

原為流感病毒，症狀為發燒、頭痛、肌肉痛、疲倦、

流鼻涕、喉嚨痛以及咳嗽等，若家中有小孩或是年長

者，應特別留意有流感症狀或流感危險徵兆時應立即

就醫治療，以避免發生重症或合併症。

醫療院所為了判斷流感病毒的病原，以利及早治

療，通常會使用流行性感冒快速篩檢(Rapid Influenza 

Diagnostic Tests, RIDT，簡稱流感快篩) 來輔助醫師

診斷，流感快篩試劑屬醫療器材列管，須由醫師或醫

療專業人員使用，經由採取病患鼻咽、喉嚨等部位之

檢體，滴入流感快篩試紙測試區塊，依區塊顏色變化

來判斷是否感染流感。因為檢測過程不需使用特別的

儀器，在醫院診間或病房就可以直接操作執行，過程

只要15分鐘左右。雖然快速方便，但流感快篩試劑仍

有一定敏感度與準確度的限制，且易受檢體內病毒活

性及病毒量影響檢測結果，可能造成偽陰性，所以篩

檢結果僅提供醫療專業人員初篩參考，醫師仍須依症

狀及實驗室檢驗結果，綜合判定是否受流感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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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發布時間：106年02月24日

長照十年計畫2.0︰聚焦個案職能生活，預防、
維持與延緩失能

隨著長照十年計畫2.0的推行，向來素有「失能個案
生活魔法師」之稱的職能療師也在長照服務上扮演著相當
重要且關鍵的角色。衛生福利部為了讓民眾了解長照2.0

服務體系中相關醫療團隊的專業角色與功能，特別在今
（24）日上午邀請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公會全國聯合會向
國人說明，如何應用職能治療師所提供之多元職能治療活
動，結合「生活功能重建」與「生活型態再造」模式之模
組課程，達到預防疾病、矯治障礙、協助適應與增加生產
力，以預防生理、心理及社會功能的退化，進而提升個案
生活品質。

職能治療師的服務對象包括︰衰弱及失能族群、認知
障礙、輕中度失智族群等。對於衰弱族群，除了要注意體
能退化的問題外，還需要加入健康促進的生活型態（自主
健康管理）的概念與介入；而輕中度失能族群，則需要維
持促進健康的活動參與，並在引導下改善生活活動型態，
以適度的提升其功能。至於認知障礙、和輕中度失智的族
群，則可藉由非藥物治療活動團體，以維持失智症個案之
最佳功能狀態，減緩認知之退化並提升生活品質，另，可
透過在進行團體活動時，提供照顧者喘息與交流空間，安
排照顧者參與照顧訓練課程，以增加照顧者在家面對失智
個案的應變能力。目前，除了在醫院服務的職能治療師外，
在社區設置的｢職能治療所｣，也是職能治療師的舞台，未
來，職能治療在長照2.0陸續推動的「預防及延緩失能照
護方案」中，仍將持續扮演著重要且關鍵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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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除所有部分負擔

(1)重大傷病、分娩及於山地離島地區就醫者。

※重大傷病證明所載傷病，或經診治醫師認定與該傷病相關

之治療，為免自行負擔費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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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民患者就診時，建議先更新卡片，確認榮民註記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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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別請填重大傷病， (系統判斷年齡及身份，申報時自

動轉成部份負擔009)。請注意：部份負擔若輸入009，因

與同療共用一代碼，批價會沒有診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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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一般替代

役役男及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研發替代役役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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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免除藥品部分負擔者：

(1)持「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調劑(開藥28天以上)者。

※開藥天數低於28天者，依規定要收高藥費部份負擔(假如高

藥費為20，因為慢簽可免收掛號部分負擔，所以領

IC02~IC04時，需要付高藥費20元)

(2)接受牙醫醫療服務者。

(3)接受全民健保醫療費用支付標準所規定之「論病例計

酬項目」服務者。

可免除門診復健部分負擔者：

(1)實施的復健物理治療屬於「中度－複雜治療」，也就

是實施中度治療項目達3項以上，而且合計時間超過

50分鐘，如肌肉電刺激等14項。

(2)實施的復健物理治療屬於「複雜治療」，需要治療專

業人員親自實施，如平衡訓練等7項。限復健專科醫

師處方。

藥費

藥品部分負擔費用

藥費

藥品部分負擔費用

一般區域
醫缺區域

(減免20%) 一般區域
醫缺區域

(減免20%)

100元以下 0元 0元 601~700元 120元 96元

101~200元 20元 16元 701~800元 140元 112元

201~301元 40元 32元 801~900元 160元 128元

301~400元 60元 48元 901~1000元 180元 144元

401~500 元 80元 64元 1000元以上 200元 160元

501~600元 100元 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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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已有多間醫療院所，遭遇綁架病毒。
一旦發生資料被綁架之情形，通常處理的辦法
有三：

1.支付款項

2.電腦重灌

3.還原備份資料

未必能拿到金鑰，也不
能確保不會再被綁架

電腦裡全部資料會不見，
造成院所損失慘重

選擇有效的「備份資料」
工具

OPP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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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要開啟來
源不明的郵件
2.不要進入不
信任網站

1.安裝防毒軟
體
2.作業系統保
持更新

有效、可靠的
備份軟體

常說：預防重於治療。我們應該要…

然而，傳統式備份

外接式硬碟、
隨身碟

備份完須拔除→增加孔槽耗損

屬於可移動性裝置→不安全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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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份主機採用採用高效能 Intel  雙核心處理器
◆雙硬碟採Mirror(鏡射)的備援，讓資料無後顧之憂
◆定時備份系統，可依需求排時間
（按一周七天，按月三十天，自訂）
◆無需人員操作，降低人員忘記備份的情況

欲詳知此，請撥打(04)-23583123，將有專人為您介紹

提供最優質、人性化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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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誠 DHA看診大師

+ 管理大師
方便及快速的看掛診模式

強大的內容及報表管理系統

(含 作業 人員 收支 申報 節稅)

支援多元的加值擴充功能

(出診 影像管理 藥檢連線 家護網)

三大產品特色

無痛上手最快速
連線穩定問題少

功能齊全免加購
節稅申報無遺漏

資料更新最迅速
客服處理回覆快

省時

省錢快速

六大管理系統

掛號 看診 申報

設定 節稅 建檔

關 懷 簡 訊 常誠家護網

藥局申報軟體網路預約掛號

異地備份系統

加值服務專區

行動大師巡迴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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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誠醫療管理大師系列

適用 西醫診所
家醫科、內外科、小兒科、婦
產科、骨復建科、耳鼻喉科、
精神科、眼科、醫美整型等

適用 護理之家、康復之家

-居家謢理管理系統

適用 門市藥局、連鎖藥
局、健保藥局

-門市POS作業+進銷存系統

-藥局健保申報轉入作業(磁

片、連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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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管理大師
-病歷影像管理

家醫IDS大師
- IDS專用系統

洗腎大師
智慧備份系統

適用 巡迴醫療、居家照
護

-外出診療、訪視必要工具

-出診資料匯入主機

適用 獸醫醫院
-門診、住診管理系統



系統功能完整操作簡
易，上手速度最快

只需來電，保證無痛轉換、上手快速，

讓您安心繼續再創事業高峰！

現在
真誠/完美/共榮常誠電腦
www.esis.com.tw

常誠電腦

DHA 看診大師

榮獲最多各專科醫師的
口碑肯定及推薦

專業醫療系統服務廠商

近30年的醫療系統服務
經驗，

改版更新最迅速！

申報數據皆無誤！

服務專線(04)2358-3123
台中市西屯區福安11街20號

精準的把關每一筆申報資料
為您減少漏報或少報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