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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 COVID-19疫情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提供保險對

象視訊診療作業須知」問答集 

110.5.25 

面向 序號 問題 說明 

申請 

方式 

1 特約醫療院所(含醫院及西、

中、牙醫診所)如有意願參與

視訊診療，應如何與衛生局

報備？ 

有意願參加之特約醫療院所(含

醫院及西、中、牙醫診所)須事

先函報當地衛生局，衛生局應

依衛福部規定同時將轄內指定

之視訊診療醫療機構名單，函

送本署分區業務組，俾後續核

付醫療費用。 

2 110年5月15日前已為衛生局

指定之視訊診療機構，還需

重新申請嗎？ 

1. 業經衛生局指定之視訊診療

醫療機構，不需重新申請。 

2. 指定名單詳見「健保署全球

資訊網/重要政策/ COVID-

19保費與就醫權益/就醫/因

應COVID-19疫情之視訊診

療」，名單陸續更新，請密切

留意。 

照護

對象 

1 因COVID-19可視訊診療之

對象條件？ 

1. 依衛生福利部109年2月10日

衛部醫字第 1091660661號

函，因COVID-19配合居家隔

離或檢疫者，如有就醫需求

經地方衛生局轉介之無發燒

或呼吸道症狀(病情穩定之

慢性病患者)且有急迫醫療

需要之情形，得視為醫師法

第11條及通訊診察治療辦法

所定之急迫情形辦理視訊診

療。 

2. 另隨著疫情發展，如衛生福

利部函釋調整通訊診察治療

辦法之適用對象，得準用「因

應COVID-19疫情全民健康

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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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序號 問題 說明 

保險對象視訊診療作業須

知」。 

(1) 依衛生福利部109年2月26

日衛部醫字第1091661228

號函，適用對象擴及中央

疫情指揮中心發布應自主

健康管理者。 

(2) 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防疫政策，暫定自110年

5月15日至110年6月14日，

適用對象放寬至門診病

人。 

2 視訊診療適用對象包括初診

病人嗎？或不得為初診病

人？ 

包括初診病人，由醫師依醫療

專業判斷病人病情是否適合視

訊診療。 

3 提供一般行動不便病人居家

醫療照護，可以採用視訊診

療方式嗎？ 

居家醫療個案，得採視訊診療

取代訪視，惟如提供居家醫療

個案「視訊診療」服務，視為「視

訊診療」門診就醫，不得申報居

家醫療相關費用。並依門診部

分負擔向保險對象收取費用。 

4 扶療養機構機構之病人是否

適用視訊診療？ 

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

疫政策，暫定至110年6月14日

止，適用對象擴大至門診病人。 

就醫

流

程 

1 如何查詢衛生局指定之視訊

診療醫療機構？ 

民眾可利用健保署全球資訊網

(健保署全球資訊網首頁/重要

政策/COVID-19保費與就醫權

益/就醫/因應COVID-19疫情之

視訊診療)，查詢自己住家附近

「視訊診療指定院所」。 

2 病人若害怕進出醫療院所，

如何使用視訊診療就診？除

了視訊診療外，還能以什麼

方式進行？ 

1. 視訊診療參考流程如下(詳

附件流程圖)： 

(1) 就醫民眾請先利用健保署

全球資訊網(健保署全球資

訊 網 首 頁 / 重 要 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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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序號 問題 說明 

/COVID-19保費與就醫權

益 /就醫 /因應COVID-19疫

情之視訊診療)，查詢自己

住家附近「視訊診療指定院

所」。 

(2) 電洽視訊診療院所預約視

訊診療時間，並提供身分證

字號，約定共同使用的視訊

APP並預先下載(健保署全

球資訊網首頁 /重要政策

/COVID-19保費與就醫權

益 /就醫 /視訊診療示範影

片)。 

(3) 待院所聯繫進行視訊診療。 

(4) 視訊診療完成後，請家屬攜

帶健保卡至看診院所特定

窗口(如得來速窗口)過卡、

繳費、領藥，並領取第2、3

次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或經

院所同意後，由藥師送藥到

府。 

(5) 後續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第

2、3次領藥，可持健保卡及

處方箋自行選擇至原看診

院所或社區藥局領藥。 

2. 如視訊診療病人為「慢性病

複診病人」，本措施暫訂經醫

師評估病情穩定可採電話問

診，實施期限至110年6月14

日止。 

3 視訊診療是否可開立慢性病

連續處方箋？ 

1. 可以。 

2. 視訊診療病人經醫師依其專

業知識之判斷，確信可以掌

握病情，得依病情需要開立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4 

 

面向 序號 問題 說明 

4 民眾接受視訊診療需有哪些

設備？ 

就醫民眾向視訊診療院所預約

視訊診療時間時，先與院所約

定共同使用的視訊APP(如：

Line、Skype、FaceTime…等)並

預先下載。 

5 高齡長輩或其家人無法操作

智慧手機之視訊裝置，是否

能由衛生單位專人提供公用

之手機供其使用？ 

病人視訊診療使用之手機，不

限本人或其家屬所有。 

6 特約醫療院所申請視訊診療

服務需有哪些設備？ 

可上網的手機、平板或電腦，安

裝可視訊之APP(如：Line、

Skype、FaceTime…等)。 

7 一般門診病人進行視訊診

療，需經過衛生局轉介嗎？  

1. 屬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自

主健康管理者： 

由衛生局轉介至指定醫療機

構，安排看診。 

2. 門診病人： 

民眾撥打指定醫療機構視訊

診療門診掛號專線，或上網

至指定醫療機構視訊診療網

頁掛號，約定診療時間。 

8 曾經視訊診療的病人，第2次

看診還需經過衛生局轉介

嗎？ 

如果是屬於居家隔離、居家檢

疫或自主健康管理者，每次看

診都需要經衛生局轉介至指定

醫療機構，安排看診。 

9 未經衛生局轉介的居家隔離

或檢疫病人(或家屬)自行以

視訊通話撥給醫師，可以適

用本須知之視訊診療嗎？ 

1. 不可以。 

2. 居家隔離或檢疫、應自主健

康管理者之保險對象，仍須

經衛生局轉介。 

10 如何確認取得病人知情同

意？是否需要相關證明文

件？ 

1. 視訊診療照護對象為居家隔

離或檢疫、應自主健康管理

者之保險對象，經衛生局轉

介者。依據衛生福利部109年

2月16日之居家隔離或居家

檢疫民眾視訊診療參考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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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序號 問題 說明 

程，衛生局轉介前須確認病

人就醫需求，並取得知情同

意，因此特約醫療院所無須

再重複確認。 

2. 門診病人撥打視訊診療醫療

機構之掛號專線或至視訊診

療醫療機構提供之網頁掛

號，因屬病人主動聯繫醫療

機構，故視同病人同意以視

訊診療方式就醫。 

11 視訊診療如何確認病人身

分？需要留存的內容包含哪

些？ 

為確認病人身分，視訊診療看

診前應請病人出示健保卡，並

拍照留存，故照片應可清晰辨

識病人正面全臉及健保卡面資

訊，足以證明身分。如將醫師+

病患+健保卡，3者同時入鏡更

佳。 

12 同病人是否每次視訊診療都

需拍照？或是只要第1次看

診拍照即可？ 

每次視訊診療看診前均應請病

人出示健保卡，並拍照留存。 

13 請問拍照、經病人同意後全

程錄影之檔案，或以電話方

式執行錄音之檔案，其留存

方式、期限是否有規範？ 

視訊診療照片、錄音、錄影檔案

之保存方式如下： 

1. 建議併病歷保存，保存期限

2年(自保險人受理申報醫療

費用案件之日起算)。 

2. 錄影、錄音檔案可參照辦理，

或另外存檔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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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序號 問題 說明 

14 看診前須請居家隔離或檢疫

者出示健保卡以核對身分，

並拍照留存。如無健保卡該

如何處理？ 

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4

條規定，保險對象就醫時如未

能及時檢驗健保卡，應先自費

就醫，並於就醫日起10日內補

卡。 

15 如因網路或手機畫質問題，

無法清晰拍到清晰病人正面

全臉及健保卡資訊，還有其

他解決方法嗎？ 

如畫面擷取圖像不清晰，視訊

診療病人可自行拍攝與健保卡

之合照，透過通訊軟體將照片

提供看診醫師確認。 

16 視訊診療提供門診診療服

務，是否包含西醫、中醫或牙

醫？ 

1. 是。 

2. 視訊診療可提供西醫、中醫

或牙醫門診診療服務。 

17 視訊診療包括初診病人，看

診時又無法取得健保卡，醫

師不了解病人過去病史，是

否有以身分證號查詢健保醫

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之方

式？ 

看診時請病人提供身分證號，

醫師可利用健保醫療資訊雲端

查詢系統之「因應天災及緊急

醫療查詢作業」查詢病人過去

就醫資訊，作為病情診斷參考。 

18 VPN「因應天災及緊急醫療

查詢作業」，該服務項目之使

用者權限是否預設與「健保

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服

務項目之線上查詢者相同即

可？不需再授權，以減少院

所作業時間。 

1. 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

之「因應天災及緊急醫療查

詢作業」，預設衛生局指定

之視訊診療醫療機構使用。 

2. 考量本服務項目可以身分證

號查詢病人醫療資訊，院內

使用者仍請醫療院所個別授

權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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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序號 問題 說明 

19 病人接受視訊診療後要如何

領藥，應於多久期限內完

成？ 

1. 視訊診療完成後，請家屬攜

帶健保卡至看診院所特定窗

口(如得來速窗口)過卡、繳

費、領藥，並領取第2、3次慢

性病連續處方箋，或經院所

同意後，由藥師送藥到府。 

2. 後續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第2、

3次領藥，可持健保卡及處方

箋自行選擇至原看診院所或

社區藥局領藥。 

3. 病人看診後之過卡、繳費、

領藥原則於當日完成。如未

能於當日完成，致處方逾期，

病人應自行負責(如：藥品處

方為開立日起算3日、慢性病

連續處方箋為末次調劑之用

藥末日)。 

20 病人可能因各種情形無法

使用視訊方式看診(例如偏

遠地區網路收訊不佳、長輩

獨居且不會使用視訊、家中

沒有安裝網路只有市內電

話等)，除了視訊方式，可否

用電話、傳真等其他方式，

健保是否給付？ 

1. 依本作業須知規定視訊診療

仍應由病人親自就醫，如為

病情穩定之慢性病複診病

人，醫師可選擇以電話方式

問診。 

2. 下列情形可採電話方式執

行： 

(1) 因偏遠地區網路傳輸問題

等特殊情況，無法以視訊方

式診療，得報經健保署分區

業務組個案准以電話方式

執行，並於病歷上註明以電

話方式進行診療及錄音留

存。 

(2) 本措施暫訂如為「慢性病複

診病人」，經醫師利用雲端

醫療系統「因應天災及緊急

醫療查詢作業」查詢過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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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序號 問題 說明 

就醫資訊，評估病人目前餘

藥量及病情是否穩定後，醫

師可選擇以電話方式問診，

並於病歷上註明以電話方

式進行診療及錄音留存，實

施期限至110年6月14日止。 

3. 非屬前述情況，健保不予支

付。 

21 為減少病患進出醫療院所

增加感染風險，醫療院所成

立戶外門診，病患在戶外透

過平板或手機讓院內醫師

診治，此種情況是否符合視

訊診療？ 

病人已至醫療院所，戶外就醫

應屬於醫療院所因應疫情所安

排之一種就醫型態。 

22 依目前規劃作業流程，患者

看病後，仍需至醫療院所付

費、取藥及過卡，為降低感

染風險，患者及其家屬、代

理人是否可由院所直接透

過視訊、拍照或其他管道提

供非正本處方箋，供保險對

象至社區藥局調劑，不過卡

申報費用? 

1. 依藥師法第18條規定略以，

藥師對於醫師所開處方，祇

許調劑一次，其處方箋應於

調劑後簽名蓋章，添記調劑

年、月、日，保存三年。 

2. 故依上開法規規範，保險對

象仍需至醫療院所領取慢性

病連續處方箋及第1次用藥，

後續可持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就近至社區藥局領取第2、3

次用藥。 

3. 如以非正本處方箋調劑藥

品，醫療院所或社區藥局無

法申報醫療費用。 

23 電話診療是否要留錄音

檔？ 

依「因應COVID-19疫情全民健

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提供

保險對象視訊診療作業須知」

第8點及第9點規定，電話問診

應於病歷上註明以電話方式進

行診療及錄音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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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序號 問題 說明 

費用

申報 

1 視訊診療健保醫療費用如何

申報？採視訊方式或電話方

式問診申報上有什麼不同

嗎？  

1. 醫療費用依一般門診診察費

支付，其餘項目依支付標準

規定辦理。 

2. 申報方式： 

(1) 於門診清單段「特定治療

項目代號」任一欄請註記

為「EE：COVID-19(武漢

肺炎)疫情期間居家隔離或

檢疫者之視訊診療」。 

(2) 於門診醫令段「醫令類別

(p3)」填寫「G」且「藥品

(項目)代號(p4)」需填寫虛

擬醫令「ViT-COVID19」

(視訊問診)或「PhT-

COVID19」(電話問診)，另

該虛擬醫令之總量、單價

及數量為0。 

(3) 其餘依現行申報規定辦

理。 

3. 西醫、中醫、牙醫院所申報

視訊診療醫療費用，均依前

開方式辦理。 

2 居家隔離或檢疫者隔離期

間，由醫師視訊診療多次，費

用是採獨立申報或併案申

報？ 

視訊診療係提供門診看診服

務，非屬同一療程，故每次視訊

診療請申報一筆費用及收取一

次部分負擔。 

3 中醫院所承作視訊診療服

務，一定只能開立7天處方予

病患？ 

1. 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

22條規定，處方用藥每次以

不超過7日份用量為原則，

如為慢性病人，得依病情一

次給予30日以下之用藥，並

得視需要開立慢性病連續處

方箋。 

2. 建議由醫師專業判斷病情開

給適當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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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序號 問題 說明 

4 申報主次診斷有特別規範申

報要有適用的ICD10碼做為

辨識嗎？ 

無，請依病人實際病況填報主

次診斷。 

5 視訊診療後一定要請家屬或

代理人持病人健保卡至看診

之醫療院所過卡嗎？若超過

24小時，可否採補上傳或就

醫序號Z000申報或是不過卡

嗎？ 

1. 視訊診療完成後，請家屬攜

帶健保卡至看診院所特定窗

口(如得來速窗口)過卡、繳

費、領藥，並領取第 2、3次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或經院

所同意後，由藥師送藥到府。 

2. 原則須過卡，並於 24 小時內

上傳健保卡就醫資訊。如因

故無法過卡，方得以例外就

醫處理，就醫序號請註記為

「Z000：其他」。 

6 因時間落差或因故無法過卡

上傳其就醫紀錄，進而無法

從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

統得知其用藥情形，視訊診

療案件能否不列入重複用藥

之計算？ 

因健保卡上傳時間落差可能導

致之重複用藥，現行已有排除

機制。 

7 衛生局轉介病人經醫療院所

評估不適合視訊診療或醫師

評估仍有當面診療需要，可

否申報診察費？ 

如經醫師實際提供診療，可申

報診察費及向病人收取部分負

擔。 

8 因視訊診療病人已耗用院方

行政成本於網頁資訊化的掛

號管理，是否可以向病人收

取掛號費? 

掛號費屬於醫療院所行政規

費，由各醫療院所決定是否收

取。 

9 視訊診療如由醫療機構藥師

將藥品送至病人住所並收

費，請問如何過卡?是否比照

家屬/代理人至醫療機構過

卡之方式? 

由藥師送藥至病人住所，如無

法過卡，得以例外就醫處理，就

醫序號請註記為「Z000：其他」。 



 

11 

 

面向 序號 問題 說明 

10 申報流程中增加「醫令類別G

且 診 療 項 目 代 號 ViT-

COVID19 視 訊 問 診 或 PhT-

COVID19電話問診」，請問

5/1-23案件需追溯申報G醫

令嗎? 

1. 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防疫政策，暫定自 110 年 5

月 15日至 110年 6月 14日，

適用對象放寬至門診病人，

病情穩定之慢性病複診病

人，醫師可選擇以電話方式

問診。 

2. 故新增以「醫令類別 G」及虛

擬醫令「ViT-COVID19(視訊

問診)」或「PhT-COVID19(電

話問診)」之申報方式，自前

開放寬起始日(110年 5月 15

日)起實施。 

審查 1 針對特約醫療院所提供經衛

生局轉介保險對象之視訊診

療服務，除依醫療法規定製

作病歷，並註明以視訊方式

進行診療外，需有哪些備查

文件？門診醫療費用抽審案

件需檢送哪些資料或證明文

件以供審查？ 

同一般門診費用申報案件，依

照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審查

注意事項之相關規範檢附資

料，病歷內容需註明以視訊方

式進行診療，並需檢附留存之

病人照片，如採電話問診，需檢

附錄音檔。 

其他 1 不具健保身分之居家隔離或

檢疫病人，亦可以視訊方式

就醫嗎？ 

不具健保身分民眾採視訊診療

應請民眾自費，不得申報健保

醫療費用。 

2 非健保特約醫療院所經衛生

局指定為視訊診療醫療機

構，其提供保險對象視訊診

療之費用，如何給付？ 

保險對象接受非健保特約醫療

院所之視訊診療服務，應自行

負擔相關醫療費用。 

3 視訊診療因無法親自看診，

可能會造成診斷失準，致病

情延誤或引起病患或家屬疑

義，後續引發醫療糾紛，是否

能免責及其依據為何？ 

醫療院所或診療醫師如評估不

適合視訊診療，或非經當面診

療無法掌握病情時，應安排病

人至醫療院所就醫(如為居家

隔離、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

理者，請先回報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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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序號 問題 說明 

4 病人可以從什麼管道確認當

次視訊診療之就醫資料？ 

民眾可利用健康存摺查詢視訊

診療之就醫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