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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總則   

壹、 審查依據及相關規定： 

七、主管機關藥品許可證及醫療器材許可證。(102/3/1)(102/8/1 ) 

貳、病歷審查原則 

一、送審之醫療費用案件，檢送相關病歷複製本之審查注意事項如

下：(100/11/1) 

(四)送審檢送資料： 

1.以電腦製作病歷時，應將電腦儲存之病歷資料逐日、逐筆列

印黏貼於病歷紙上，並由診治醫師簽名或蓋章。如依主管

機關公告之「醫療機構電子病歷製作及管理辦法」規定，

以電子病歷送審者，依該規定辦理。(100/11/1) (102/8/1)  

     2.『檢送抽審病歷複製本，應與病歷正本相符。如依主管機關

公告之「醫療機構電子病歷製作及管理辦法」規定，以電子

病歷送審者，依該規定辦理。』(100/11/1) (102/8/1)  

5.申請爭議審議應檢送原送審查之病歷資料（病歷資料上應有

保險人核蓋之章戳）。(100/11/1) (102/8/1 )  

【附件】 

「牙醫門診總額須檢附之相關文件及資料」(100/11/1)(修訂)   

4.提供時機：依分區審查分會實際需求正式通知保險人各分區

業務組。(102/3/1) (102/8/1) 

 

第一部 醫院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 
壹、 全民健康保險非住院診斷關聯群(Tw-DRGs)案件審查注

意事項 

二、各科審查注意事項： 

(二)、內科審查注意事項 

5.其他注意事項： 

(28)結核病案件之審查原則：(96/4/1) 

甲、為顧及病人服藥安全，醫師得依專業判斷及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修訂之「結核病診治指引」，以開立一般處方

箋，或總劑量 1個月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1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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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所訂之「結核病診治指引」規

定為審查原則。(101/5/1) (102/8/1)  

(三)、外科審查注意事項 

49.肝臟移植手術審查注意事項：(95/7/15) 

 (1)同時符合下列各項條件之醫院，經向保險人報備後，於施行肝臟

移植手術時可由該院自主事前審查：(102/7/23) 

  乙、醫院內需有 2位以上具主管機關訂定摘取、移植手術執行資格

之醫師(102/8/1)  

附表九 

檢傷分類概要分級表(小兒科) 

疾病 
17.強暴(依主管機關規定) (102/8/1)  
 

第二部 西醫基層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 

貳、 各科審查注意事項： 

      二、內科審查注意事項 

    (五)其他注意事項： 

   18.結核病案件之審查原則：(96/4/1) 

(1)為顧及病人服藥安全，醫師得依專業判斷及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修訂之「結核病診治指引」，以開立一般處方箋，

或總劑量 1個月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102/8/1) 

(4)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所訂之「結核病診治指引」規定

為審查原則。(101/5/1) (102/8/1) 

附表八 

檢傷分類概要分級表(小兒科) 

疾病 
17.強暴(依主管機關規定) (102/8/1)  
 

第四部 中醫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 

三、中藥之使用依「全民健康保險中藥用藥品項表」所收載為範圍，

係以主管機關核准經由 G.M.P.中藥濃縮廠製造之「調劑專用」及

「須由醫師（中醫師）處方使用」之濃縮中藥為限；複方濃縮中

藥之使用並應用列屬主管機關整編之「臨床常用中藥方劑標準處

方」。(101/5/1) (1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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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醫特約醫療院所符合規定設置檢驗室者，若具相關檢驗、檢查

設備，且經主管機關登記核可者，得向保險人分區業務組報備實

施檢驗(如生化、血液等)項目，經核准後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

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Ｉ、西醫及牙醫部分所列檢驗項目及支付

點數申報費用。(102/3/1) (1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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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部分規定修正規定對照表                          

102.8.1 生效 

修正後審查注意事項規定 原審查注意事項規定 

總則   

壹、 審查依據及相關規定： 

七、主管機關藥品許可證及醫療器材許

可證。(102/3/1)(102/8/1) 

貳、病歷審查原則 

一、送審之醫療費用案件，檢送相關病

歷複製本之審查注意事項如下：

(100/11/1) 

(四)送審檢送資料： 

1.以電腦製作病歷時，應將電腦儲存

之病歷資料逐日、逐筆列印黏貼於病

歷紙上，並由診治醫師簽名或蓋章。

如依主管機關公告之「醫療機構電子

病歷製作及管理辦法」規定，以電子

病歷送審者，依該規定辦理。

(100/11/1) (102/8/1) 

   2.『檢送抽審病歷複製本，應與病歷

正本相符。如依主管機關公告之「醫

療機構電子病歷製作及管理辦法」規

定，以電子病歷送審者，依該規定辦

理。』(100/11/1) (102/8/1) 

5.申請爭議審議應檢送原送審查之病

歷資料（病歷資料上應有保險人核蓋

之章戳）。(100/11/1) (102/8/1) 

【附件】 

「牙醫門診總額須檢附之相關文件及資

料」(100/11/1)(修訂) 

4.提供時機：依分區審查分會實際需

求正式通知保險人各分區業務組。

總則   

壹、審查依據及相關規定： 

七、行政院衛生署藥品許可證及醫療器

材許可證。(102/3/1) 

貳、病歷審查原則 

一、送審之醫療費用案件，檢送相關病

歷複製本之審查注意事項如下：

(100/11/1) 

(四)送審檢送資料： 

1.以電腦製作病歷時，應將電腦儲存

之病歷資料逐日、逐筆列印黏貼於病

歷紙上，並由診治醫師簽名或蓋章。

如依行政院衛生署公告「醫療機構電

子病歷製作及管理辦法」規定，以電

子病歷送審者，依該規定辦理。

(100/11/1) 

   2.『檢送抽審病歷複製本，應與病歷

正本相符。如依行政院衛生署公告

「醫療機構電子病歷製作及管理辦

法」規定，以電子病歷送審者，依該

規定辦理。』(100/11/1) 

5.申請爭議審議應檢送原送審查之病

歷資料（病歷資料上應有健保局核蓋

之章戳）。(100/11/1) 

【附件】 

「牙醫門診總額須檢附之相關文件及資

料」(100/11/1)(修訂)  

4.提供時機：依分區審查分會實際需求

正式通知健保局各分區業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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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審查注意事項規定 原審查注意事項規定 

(102/3/1) (102/8/1)  (102/3/1) 

第一部 醫院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 

壹、全民健康保險非住院診斷關聯群

(Tw-DRGs)案件審查注意事項 

二、各科審查注意事項： 

(二)、內科審查注意事項 

5.其他注意事項： 

(28)結核病案件之審查原則：

(96/4/1) 

甲、為顧及病人服藥安全，醫師

得依專業判斷及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修訂之「結核病診治

指引」，以開立一般處方箋，或

總劑量 1個月之慢性病連續處

方箋。(102/8/1)  

戊、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所

訂之「結核病診治指引」規定

為審查原則。

(101/5/1)(102/8/1)  

(三)、外科審查注意事項 

49.肝臟移植手術審查注意事項：

(95/7/15) 

(1)同時符合下列各項條件之醫院，經向

保險人報備後，於施行肝臟移植手術時

可由該院自主事前審查：(102/7/23) 

 乙、醫院內需有 2位以上具主管機關訂

定摘取、移植手術執行資格之醫師

(102/8/1) 

附表九 

檢傷分類概要分級表(小兒科) 

疾病 

第一部 醫院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 

壹、全民健康保險非住院診斷關聯群

(Tw-DRGs)案件審查注意事項 

二、各科審查注意事項： 

(二)、內科審查注意事項 

5.其他注意事項： 

(28)結核病案件之審查原則：

(96/4/1) 

甲、為顧及病人服藥安全，醫師

得依專業判斷及疾病管制局修

訂之「結核病診治指引」，以開

立一般處方箋，或總劑量 1個

月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戊、依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所訂之「結核病診治指引」規

定為審查原則。(101/5/1) 

 

(三)、外科審查注意事項 

49.肝臟移植手術審查注意事項：

(95/7/15) 

(1)同時符合下列各項條件之醫院，經向

本局報備後，於施行肝臟移植手術時可

由該院自主事前審查： 

乙、醫院內需有 2位以上具行政院衛生

署訂定摘取、移植手術執行資格之

醫師 

附表九 

檢傷分類概要分級表(小兒科) 

疾病 
 

附表七 附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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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審查注意事項規定 原審查注意事項規定 

17.強暴(依主管機關規定) (102/8/1) 17.強暴(依衛生署規定) 

第二部  西醫基層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

項 

貮、各科審查注意事項： 

二、內科審查注意事項 

    (五)其他注意事項： 

   18.結核病案件之審查原則：

(96/4/1) 

(1)為顧及病人服藥安全，醫師得

依專業判斷及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修訂之「結核病診治

指引」，以開立一般處方箋，

或總劑量1個月之慢性病連續

處方箋。(102/8/1)  

(4)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所訂

之「結核病診治指引」規定為審查

原則。(101/5/1) (102/8/1)  

附表八 

檢傷分類概要分級表(小兒科) 

疾病 

17.強暴(依主管機關規定) (102/8/1) 

第二部  西醫基層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

項 

貮、各科審查注意事項： 

二、內科審查注意事項 

    (五)其他注意事項： 

   18.結核病案件之審查原則：

(96/4/1) 

(1)為顧及病人服藥安全，醫師得

依專業判斷及疾病管制局修

訂之「結核病診治指引」，以

開立一般處方箋，或總劑量 1

個月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4)依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所訂之「結核病診治指引」規定為

審查原則。(101/5/1) 

附表八 

檢傷分類概要分級表(小兒科) 

疾病 
17.強暴(依衛生署規定) 

第四部 中醫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 

 

三、中藥之使用依「全民健康保險中

藥用藥品項表」所收載為範圍，係以

主管機關核准經由 G.M.P.中藥濃縮

廠製造之「調劑專用」及「須由醫師

（中醫師）處方使用」之濃縮中藥為

限；複方濃縮中藥之使用並應用列屬

主管機關整編之「臨床常用中藥方劑

標準處方」。（101/5/1)(102/8/1) 

 

第四部 中醫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 

 

三、中藥之使用依「全民健康保險中藥

用藥品項表」所收載為範圍，係以行政

院衛生署核准經由 G.M.P.中藥濃縮廠製

造之「調劑專用」及「須由醫師（中醫

師）處方使用」之濃縮中藥為限；複方

濃縮中藥之使用並應用列屬行政院衛生

署整編之「臨床常用中藥方劑標準處

方」。(1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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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審查注意事項規定 原審查注意事項規定 

六、中醫特約醫療院所符合規定設置

檢驗室者，若具相關檢驗、檢查設

備，且經衛生主管機關登記核可者，

得向保險人分區業務組報備實施檢

驗(如生化、血液等)項目，經核准後

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

及支付標準Ｉ、西醫及牙醫部分所列

檢驗項目及支付點數申報費用。

(102/3/1) (102/7/23)(102/8/1) 

六、中醫特約醫療院所符合規定設置檢

驗室者，若具相關檢驗、檢查設備，

且經衛生主管機關登記核可者，得向

保險人分區業務組報備實施檢驗(如

生化、血液等)項目，經核准後依全

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

付標準Ｉ、西醫及牙醫部分所列檢驗

項目及支付點數申報費用。

(102/3/1) (102/7/23) 

 


	d1020731_5787a.pdf
	d1020731_5787b.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