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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版更(門診、住院及交付機構)
醫療費用點數申報格式及填表說明

注意: 診所申報1月份，
系統版本需為1080121之以上版本

第一則

主旨：轉知本署版更「門診醫療服務點數及醫令清單-

書面」、「住院醫療服務點數清單-書 面」、

「住院醫療服務醫令清單-書面」，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內容請貴院所至本署全球資訊網之「首頁>

醫事機構>醫療費用支付>醫療費用申報規 定>醫

療費用XML申報格式>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

構(門診、住院及交付機構)醫療費用點數申報格式

及填表說明(版更日期107.12.07)」逕行查閱(網址: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0E3EF7A492D501E4&t

opn=D39E2B72B0BDFA15

二、依據本署107年7月11日健保醫字第107003341號

函修訂「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醫療費用點數申報格

式及填表說明」（本組已於107年7月17日以電子

郵件及VPN院所資料交換區通知）。

三、為方便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查閱，相關附件資料同

步放置本署全球資訊網及健保資訊網（VPN）供

參。

四、如對本案申報規定有疑義，請洽本署中區業務組

審核貴院所醫療費用之承辦人

(聯絡電話：04-22583988轉各醫療費用承辦人)。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0E3EF7A492D501E4&topn=D39E2B72B0BDFA15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0E3EF7A492D501E4&topn=D39E2B72B0BDF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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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則

主旨：轉知本署轉診支付標準之問答輯第三版更新，並自

費用年月108年1月起施行，已置放於本署全球資訊

網，請院所自行下載參閱並配合正確申報，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內容請貴院所至本署全球資訊網之「首頁>網站資

訊>重要訊息>厝邊好醫師社區好醫 院(最下方第四點)」

逕行下載查閱(網址: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77E733B4D7F423AC&topn=

0B69A546F5DF84DC

二、因應本署新版門住診申報格式自108年1月1日施行及

考量DRG案件，修訂重點如下：

(一)01034B-01037C之門診案件，轉往之院所代號由

原填報欄位dl7「轉診、處方調劑或特 定檢查資

源共享案件之服務機構代號」欄位改至d55「轉

往之醫事服務機構」欄位填 報。且於同一案件接

受轉診又轉出病患者，請合併申報費用。

(二)01034B-01037C住診案件，可填報之轉歸代碼增

列：「G（依醫囑出院轉機構照護」、「H（依醫

囑出院並轉介照管中心／長照需求評估）」、「I

（依醫囑出院並安排居家 醫療」、「J（依醫囑

出院並轉社區精神醫療）」、「L（依醫囑出院，

已無需於本院 繼續接受治療，但仍需接受後續醫

療服務，下轉至適當院所）」。

(三)刪除「醫令支付成數需為0」之申報規範。

三、如對本案申報規定有疑義，請洽本署中區業務組審核

貴院所醫療費用之承辦人 (聯絡電話：04-22583988轉

各醫療費用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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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重複開立醫囑提示功能更新適用
ATC5碼/醫令代碼資料(1071228起適用)

1. 診所需先開通跨院所重複用藥提醒
2. 診所須重新下載12月份藥價!!

下載藥價程式，須有紅框處欄位，沒有的話請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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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類藥品重複用藥管理方案自108年元
月上路，用藥安全大家一起來把關

為嚴密守護民眾用藥安全，健保署實施之「門診

特定藥品重複用藥管理方案」將由現行之12大類擴大

至60大類，範圍約涵蓋七成健保門診藥費。健保署並

已開發主動提示系統，可供醫師門診時即時提醒病人

家中餘藥情況；此外也建置了健康存摺APP，鼓勵民

眾可自行下載APP，以了解自身或家人近三年醫療用

藥情形。

健保署自今(107)年9月起建置「健保醫療資訊雲

端查詢系統跨院重複開立醫囑主動提示功能(API)」，

醫師於開立處方時，系統可即時比對病人近三個月領

取過之藥品，若有重複用藥情形，立即主動提示其病

人在哪幾家醫院診所領取過多少藥的資訊，醫師可依

此與病人確認家中餘藥情況，並適時衛教與調整藥品。

經過健保署宣導，目前已有99%醫院及超過6成的基

層診所使用此功能。

另以重複用藥類別分析，降血壓類(15%)、安眠

鎮靜類(10%)及抗血栓類(8%)藥品重複人數最多。

為加強管理，從明（108）年1月起，健保署將原重複

用藥管理範圍之12類藥品擴大為60類，針對開藥14

天以上之慢性病用藥列入管理範圍，短天期之急性用

藥不受影響。另醫師如遇臨床上特殊情形，如病人持

機票出國、離島地區居民、因病人病情變化調整用藥、

系統連線異常或其他病人因素等，醫療院所可於開藥

後申報虛擬醫令代碼(R001~006)，病人無需自費。

資料來源:中央健康保險署 日期:107/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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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8年起 : 門診特定藥品重複用藥管理針對
給藥日份14日(含)以上之六十大類藥品

實施時程 : 費用年季108年第1季起。

實施對象 :

1. 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西醫診所。

2. 保險醫事機構之當季重複用藥藥費1,000元

(含)以上者，方核扣該藥費。

實施範圍 : 針對給藥日份14日(含)以上之六十大類藥品。

重複用藥費用核扣對象:

費用核扣原則

1.重複用藥日數計算 : 依同一病人不同處方

之同成份同劑型、處方(調劑)日期、就醫序

號歸戶排序，逐筆判斷(處方)調劑時病人歸

戶之餘藥日數，若病人仍有餘藥，但符合

提前領藥規範，不計入重覆用藥；不符合

者，列入重覆用藥計算。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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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開重複用藥依下列公式核減 : 針對不符提前

領藥規範或特定領藥日數計算重覆用藥日數

核扣重覆藥費=該醫令處方(調劑)區間

重覆用藥日數*該醫令每日平均藥費。

作業方式:

1.按季執行，經電腦檢核後逕予核定各醫事機

構前季重覆用藥之核減費用，分區業務組一

併提供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前季之「○○院所

用藥重覆明細表」或檔案供保險醫事服務機

構自我管理。

2.若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對核定結果有疑義，可

循一般申復與爭議審議流程成業。

作業時程:

資料來源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980A2E780322ECA
E&topn=CA428784F9ED78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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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01：因處方箋遺失或毀損，提供切結文件，提前回
診，且經院所查詢健保雲端藥歷系統，確定病
人未領取所稱遺失或毀損處方之藥品。

R002：因醫師請假因素，提前回診，醫事服務機構留
存醫師請假證明資料備查。

R003：經醫師專業認定需要改藥或調整藥品劑量或換
藥者(病歷中記載原因) 

R004：其他非屬 R001~R003之提前回診或慢性病連
續處方箋提前領取藥品或其他等病人因素，提
供切結文件或於病歷中詳細記載原因備查。

R005：民眾健保卡加密或其他健保卡問題致無法查詢
健保雲端資訊，並於病歷中記載原因備查。

R006：配合分級醫療政策，病人由醫院轉出(或回轉)
診至診所後第1次就醫，並符合轉診申報規定
之案件。 (10801起適用)

備註：上開相關病人提供之切結文件，請醫事機構妥
善保留備查。

虛擬代碼新增:R006
須改版至1071214以後和一月藥價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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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大腸癌治療藥品疑遭壟斷事項

有關蘋果日報即時新聞107年12月10日報導，立

法委員黃國昌於立法院經濟委員會質詢時提及大腸癌

治療藥品疑遭壟斷，健保署說明如下：

一、本篇報導所指藥品應為臺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之Ufur capsule及其同成分的藥品，該成

分藥品目前健保收載有3個品項，藥品許可證持

有商分別為臺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大塚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及美時化學製藥股份有

限公司。

二、經查，該成分藥品目前已屬於三同藥品（健保收

載超過15年，同成分規格為單一支付價），本署

係依據藥價調查結果，訂定支付價格，該成分藥

品最早係於89年納入健保給付，支付價為77元，

106年4月起為65元。

三、健保署依據全民健康保險藥品價格調整作業辦法，

調查藥商販售價及醫療機構進價作為藥品給付價

格調整依據，若所申報銷售資料有與實際交易情

形不符情形，健保署將依相關規定辦理。至於藥

商是否涉違反公平交易法行為，由公平交易委員

會進行調查處理。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日期:107/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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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8年1月起，推動門診CT及MRI未
調閱影像及報告之管理

為減少檢查重複施作之浪費及民眾非必要檢查及

輻射劑量曝露，健保署自今（107）年1月建置雲端醫

療影像資訊分享平台，以供醫師調閱病人醫療影像或

報告。自明（108）年1月起，醫師門診開立檢查單前

未調閱病人已上傳之影像及報告，將不予支付。

醫師如遇臨床上特殊情形，例如連線中斷或查無

報告或影像、上傳影像品質不佳或不符此次看診等，

醫療院所得申報虛擬醫令代碼(S001~004)再次檢查並

向健保署申報，病人無須自費。

健保署從107年元旦起，建置雲端醫療影像資訊

分享平台，鼓勵各醫院為病人執行CT及MRI檢查後，

即時將影像及報告上傳，讓民眾至其他醫院尋找第二

醫療意見或後續照護，不需要花費200-600元燒錄電

腦斷層、核磁共振等影像。只要透過雲端查詢系統調

閱，就可看到檢查影像及報告，節省等待醫院作業流

程與金錢花費，也降低重複檢查的潛在健康風險！

同時健保署亦於107年10月起，建置「即時API

提示」提供CT及MRI最近6個月內檢查項目、地點及

日期等資訊主動提示醫師，且針對醫師調閱後發現影

像不良者，也可透過「上傳影像品質疑義案件通報系

統」通報。

資料來源:中央健康保險署 日期:107/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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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醫令代碼(S001~004)

S001 : 保險對象因素，如保險對象設定密碼限制讀取
資料、忘帶健保卡或已攜帶影像複製片等。

S002 : 醫療院所因素，同體系醫事機構HIS資訊系統
相同或透過衛生福利部全國醫療影像交換中心
查閱，無須透過健保雲端查詢系統調閱之情形
等。

S003 : 系統因素，連線中斷或查無報告或影像等。
S004 : 其他因素，提供切結文件或於病歷中詳細記載

原因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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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前藥局:輸入健保代碼搜尋藥品代號

6.建檔→6. 藥師資料(調劑輸入畫面:3、藥品輸入方式:1)

因門前藥局會接收到外來單，可輸入健保代碼搜尋藥品代
號，在代號的欄位輸入『’』 (在Enter鍵的左方) 會跳出搜尋
視窗。

1.在虛線框內輸入『’』
2.搜尋視窗打上健保碼
3.醫令帶出藥品代號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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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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

品

專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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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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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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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