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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全民健保法規公告-健保醫字第1070033305號

主旨：有關衛生福利部107年5月31日以衛部保字第
1071260247號令，發布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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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七年六月一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西醫-特定診療-檢查（第二部第二章第一節）：

(一)新增診療項目「六分鐘步行測試」（編號 17023B，
900 點）及「前 庭誘發肌電位－頸性及眼性前庭誘
發肌電位」（編號 22040B，1,188 點）。

(二)開放適用表別至基層院所，計三項診療項目：「心肌
旋轉蛋白Ｉ」 (編號 09099B)、「A 群鏈球菌抗原」
(編號 12165B)及「陰道超音波」 (編號 19013B)，爰

配合修正其診療項目編號。
註：09099B→09099C、12165B→12165C、19013B→19013C

(三)配合前項適用表別診療項目編號之修正，修正編號

19003C「婦科 超音波」及19011C「高危險妊娠胎兒
生理評估」二項診療項目註之文字。

(四)配合新增編號 22040B「前庭誘發肌電位－頸性及眼

性前庭誘發肌電位」，修正診療項目編號 22037B 之
名稱為「前庭誘發肌電位－頸性或眼性前庭誘發肌電
位」及其支付規範。

(五)修正24010B「靜脈注射葡萄糖耐量試驗」及24011B

「靜脈點滴鈣試驗」英文名稱及註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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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醫-特定診療-治療處置（第二部第二章第六節）：
(一) 編號 56039B「神經外科術中神經功能監測(IONM)」

增列「小兒神經科專科醫師」可執行；編號 56040B

「導管式膽胰管內視鏡術」為避免申報疑義，爰增列
相關支付規範。

(二) 透析治療「連續性可攜帶式腹膜透析」：放寬

「1.CAPD 住院患者 指導費」(編號 58009B)及
「2.CAPD 患者輸液連接管更換材料費」 (編號
58010B)得於門診施行，爰配合修正診療項目名稱及

申報規 2 定；另修正「腹膜透析追蹤處置費」(編號
58011C、58017C 及 58028C)註之文字。

三、西醫-特定診療-手術（第二部第二章第七節）：

(一) 修正「心房-肺動脈迴路成形術(六歲以上)」(編號
68033B)診療項目名稱；配合前已開放診療項目
「上消化道內視鏡止血法（任何方法）」(編號

47043C)至基層適用，爰修正「內視鏡黏膜切除術」
(編號 72050B)支付規範。

(二) 增列口腔顎面外科專科醫師可施行神經外科「立體

定位術-切片」 (編號 83081B)及「立體定位術-抽吸」
(編號 83082B），並配合修正「立體定位術」二項
診療項目(83083B、83084B)之支付規範。

四、本次各修正項目自一百零七年六月一日生效。

最新全民健保法規公告-健保醫字第107003330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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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中區業務組承保一科

推薦貴單位多加利用「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平台」申
報勞健保異動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提供一套申辦系統「多憑證網路承
保作業」，方便您線上辦理健保各項業務。
網址https://eservice.nhi.gov.tw/nhiweb1/system/loginca.aspx

可辦理員工加退保、薪調、查詢在保人員和保費明細資料、繳
款情形及列印繳款單…等。
操作步驟如下：
步驟1：單位憑證註冊作業http://www.nhi.gov.tw→投保單位→

網路申辦及查詢→進入『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點
選「單位註冊作業」→讀卡機置入單位憑證（或負責
人健保卡）後，點選『讀取』→登打密碼→登打基本
資料→儲存

步驟2：單位管理者登錄作業（指派業務承辦人）前往『多憑
證網路承保作業』網頁→置入單位憑證（或負責人健
保卡）→登打密碼→登入→點選「單位管理者登錄作
業」→新增→登錄身分證字號→讀卡機更換承辦人自
然人憑證→點選『讀取』→勾選「允許使用所有加退
保作業」→儲存（若指派健保卡無需讀取，僅需登打
承辦人姓名、身分證字號和電子信箱）

步驟3：登入進行申報及查詢作業前往『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
網頁→置入被指派人自然人憑證（或健保卡）→登打
密碼→進入系統

◎負責人及承辦人健保卡註冊取得密碼：
https://cloudicweb.nhi.gov.tw/cloudic/system/Login.aspx

◎多憑證影音教學：http://goo.gl/a6qVFP

◎多憑證操作手冊：https://goo.gl/gZdW9h

如有任何疑義，請電洽本署中區業務組04-22583988，亦可
透過下列網址查詢承辦人分機，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謝謝您
的配合！
http://www.nhi.gov.tw/OnlineQuery/Insurance_UnitQuery.aspx

https://eservice.nhi.gov.tw/nhiweb1/system/loginca.aspx
http://www.nhi.gov.tw/
https://cloudicweb.nhi.gov.tw/cloudic/system/Login.aspx
http://goo.gl/a6qVFP
https://goo.gl/gZdW9h
http://www.nhi.gov.tw/OnlineQuery/Insurance_UnitQuer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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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用藥安全、就醫便利，「全民健保醫療辦法」公
告修正

健保署為保障民眾就醫、提升用藥安全與落實分級醫療，

經徵詢各界意見後，由衛生福利部於107年4月27日公告修

正「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其中與民眾權益較為息息相

關者，包括刪除醫院應在保險對象住院時留置健保卡之規定，

以及增列未攜帶健保卡就醫，限制開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並明定保險對象領藥後，藥品若遺失或毀損，其再就醫之醫

療費用，應自行負擔。

其餘的修正重點包括，病患就醫時的身分證明，考量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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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需以戶籍謄本當作證明，但後者徒增申請作業

之麻煩，因此本辦法刪除戶籍謄本之適用，增列以切結方式

代之，以方便未滿十四歲兒少就醫。另外，目前保險對象住

院須繳交健保卡並由醫院留置，為減少醫院保管健保卡之行

政作業及爭議，修正條文改為醫院查驗健保卡後歸還，以方

便患者因病情須持卡外出門診之需求。

健保署表示，配合105年6月7日起實施「健保欠費與就

醫脫鈎(全面解卡)」，因此刪除無力繳納健保費之保險對象

得例外先行就醫之規範；不過，當保險對象未攜帶健保卡就

醫，鑑於醫師無法即時查閱其就醫領藥紀錄，因此本辦法規

定醫師以開立一般藥品處方箋為限，以杜絕慢性連續處方箋

被不當使用或衍生慢箋後續調劑申報之給付爭議。此外，基

於保險同一事故不得重複給付之原則，也明訂保險對象領藥

後，若有藥品遺失或毀損，其再就醫之醫療費用不予給付，

藉以強化病人珍惜醫療資源之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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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鑑於某些慢性病人須長期、定期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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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允許行動不便或已出海之遠洋漁船作業人員，經受託人切

結領藥外，本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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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保署指出，考量居家照護之病人，外出領藥有諸多不

便，加上可調劑含第一級、第二級管制藥品處方箋之特約藥

局不多，故放寬醫師開立第一級或第二級管制藥品處方箋時，

可至非原處方院所或衛生所調劑。但基於避免保險對象將醫

師當次交付之不同類處方箋至不同處所領藥，進而影響病患

用藥安全，因此規定保險對象應併持於同一調劑處所調劑。

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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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未修

正前，僅得按病情需要，一次給予三十日以內之用藥量，為

避免膜透析病人可能因月份大小而透析液不足，本辦法放寬

得一次給予三十一日以下之用藥量。

健保署籲請醫療院所，配合上述便民就醫等措施之修正，

調整相關作業流程，提供更優質的醫療服務；於就醫領藥更

便利、醫療照護更完善下，也籲請民眾應珍惜醫療資源，共

同維護全民健康保險永續經營。

提升用藥安全、就醫便利，「全民健保醫療辦法」公
告修正



22

產

品

新

訊

真誠/完美/共榮常誠電腦 www.esis.com.tw          VPN網址: http://10.252.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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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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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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及藥師公會全聯會
攜手「推廣附掛處方箋二維條碼計畫」

二維條碼處方箋優點

購買優惠
購買二維條碼處方箋系統者

贈二維掃描器一支!

免輸入藥品

提升上傳正確率

縮短藥師調劑時間

系統操作好簡單

免手打
免等候

台中市西屯區福安11街20號

常誠電腦
真誠/完美/共榮

www.esis.com.tw

陳永欣 0982-971935 /毛嘉翎 0963-188347

服務人員

原價12,000元

特惠價 10,000元

(04)2358-3123



產

品

專

區

真誠/完美/共榮常誠電腦 www.esis.com.tw          VPN網址: http://10.252.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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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