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COVID-19居家隔離/檢疫及自主防疫快篩陽性個案評估

及通報費之申報及核付作業、確診者由親友代看診之評

估使用口服抗病毒藥物診察費申報

二.居家自行快篩陽性及PCR核酸檢驗結果-健保卡通報上傳

三.公費COVID-19口服抗病毒藥品健保卡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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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居家自行
快篩陽性

2

每小時
SFTP傳送

院所醫師視訊
診療：可查詢

TOCC確認身分

依結果
上傳

至醫療機構
採檢PCR

民眾

健保署 疾管署

醫師與民眾是否有
共識為陽性個案 ?

新冠肺炎核酸檢驗及居家自行快篩陽性健保卡通報上傳流程

上傳
HSTP-COVID19是

家用快篩上
1.書寫姓名及
採檢日期

2.與健保卡放
置在一起拍照

否

民眾到醫療機
構進行PCR

判斷結束後，
請民眾銷毀或
塗銷家用快篩

結束診療
限居家隔離/自主防
疫/居家檢疫身分



COVID-19居家隔離/檢疫及自主防疫個案-快篩陽

性評估及通報費

➢支付代碼：E5207C(限西醫門診)

➢比照本署協助疾管署辦理「COVID-19確診個案居家

照護之相關醫療照護費用」申報、核付及健保卡上傳

作業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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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確診者-由親友代看診之評估使用口服抗病毒藥物

診察費申報

➢支付代碼：E5208C-防疫門診口服抗病毒藥物門診

限設防疫門診且有配賦 Paxlovid之醫院申報

*醫院名單：https://www.cdc.gov.tw/File/Get/KMnbePAOTtq0NWE4qVD_Cw

➢比照本署協助疾管署辦理「COVID-19確診個案居家照護之相關

醫療照護費用」申報、核付及健保卡上傳作業規定辦理

4

https://www.cdc.gov.tw/File/Get/KMnbePAOTtq0NWE4qVD_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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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確診個案居家照護之相關醫療照護費用

申報及核付作業
健保卡登錄上傳 醫療費用申報

具健

保身

分

➢ 資料型態A00)：1-健保就醫資料

➢ 就醫類別(A23)：依現行規範填寫

➢ 就醫序號(A18)：

‒ 有登錄健保卡 (過卡)

‒ 無法過卡：「HVIT：COVIT-19疫情期

間通訊診療無法取得健保卡」

➢ 主要診斷碼(A25)：U071

➢ 給付類別(A55)：W-行政協助法定傳染病通

報且隔離案件

➢ 醫令類別(A72)： 3-診療或G-虛擬醫令

➢ 診療項目代號(A73)：醫令代碼(表1)及增加

虛擬醫令NND000

➢ 案件分類：門診-C5、交付機構-1(原處方案件分類:C5)

➢ 身分證號：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居留證統一證號

➢ 給付類別：W-行政協助法定傳染病通報且隔離案件

➢ 就醫序號：

‒ 有登錄健保卡 (過卡)：比照申報格式規範

‒ 無法過卡：「HVIT：COVIT-19疫情期間通訊診療

無法取得健保卡」

➢ 主診斷代碼：U071(原處方案件分類之主診斷:U071)

➢ 申報醫令：醫令代碼(表1)及增加虛擬醫令NND000

未具

健保

身分

異常就醫序號=「IC09：無健保身分之法定傳染

病」

1. 異常就醫序號=「IC09：無健保身分之法定傳染病」

2. 外籍人士(如無居留證號請填護照號碼，護照號碼>10

碼者，取前10碼填報)



醫令代碼 說 明 金額

E5200C COVID-19確診居家照護個案管理費-初次評估(每案限申報一次) 每案500元

E5201C COVID-19確診居家照護個案管理費-遠距照護諮詢(一般確診個案) (每案限申報一次) 每案1,000元

E5202C COVID-19確診居家照護個案管理費-遠距照護諮詢(高風險確診個案) (每案限申報一次) 每案2,000元

E5203C
COVID-19確診居家照護個案管理費-遠距照護諮詢(使用抗病毒藥物治療增加給付)

(每案限申報一次)

每案500元

E5204C COVID-19確診居家個案-遠距診療費 每次500元

E5205C COVID-19確診居家個案-居家送藥費(一般) 每次200元

E5206C COVID-19確診居家個案-居家送藥費(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 每次400元

E5207C COVID-19居家隔離/檢疫及自主防疫個案-快篩陽性評估及通報費 每案500元

E5208C 防疫門診口服抗病毒藥物門診(每人限1次)-限設防疫門診且有配賦 Paxlovid之醫院申報 每次500元

表1-確診個案居家照護之相關醫療照護費用給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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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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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一.COVID-19居家隔離/檢疫及自主防疫快篩陽性個案評估

及通報費之申報及核付作業、確診者由親友代看診之評

估使用口服抗病毒藥物診察費申報

二.居家自行快篩陽性及PCR核酸檢驗結果-健保卡通報上傳

三.公費COVID-19口服抗病毒藥品健保卡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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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卡通報上傳作業-居家自行快篩陽性及PCR核酸檢驗結果

A00資料型態：1-健保就醫資料

A01資料格式：2.異常上傳

A18就醫序號：CV19-健保身分、FORE-無健保身分

A19補卡註記：2

A23就醫類別：CA

A54實際就醫(調劑或檢查)日期：

1) PCR結果：採檢日期

2) 居家自行快篩陽性：民眾家用快篩上書寫之採檢日期

A72醫令類別：G

A73診療項目代號：

1) PCR陽性：PCRP-COVID19

2) PCR陰性：PCRN-COVID19

3) 居家自行快篩陽性：HSTP-COVID19(111.5.12起)

A75用法(必填)：民眾聯絡電話(手機或市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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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111年5月12日上午10點民眾居家自行快篩陽性

醫師111年5月12日16時54分23秒判讀確認

健保卡資料上傳說明：

A01資料格式：2.異常上傳

A23就醫類別：CA

A17就醫日期時間：1110512165423-醫師判讀(看診)日期時間

A18就醫序號：CV19-健保身分；FORE-無健保身分

A19補卡註記：2

A54實際就醫(調劑或檢查)日期：1110512-民眾家用快篩上書寫之採檢日期

A72醫令類別：G

A73診療項目代號：居家自行快篩陽性：HSTP-COVID19(111.5.12起適用)

A75用法(必填)：民眾聯絡電話(手機或市話)

健保卡通報上傳作業-居家自行快篩陽性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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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111年5月7日上午10點5分23秒採檢，於111年5月7日16點30分30秒結果產出

健保卡資料上傳說明：

A23就醫類別：CA

A01資料格式：2.異常上傳(因檢驗結果報告出來時，無法過健保卡)

A17就醫日期時間：1110507163030(結果產出日期時間)

A18就醫序號： CV19-健保身分；FORE-無健保身分

A19補卡註記：2

A54實際就醫(調劑或檢查)日期：1110507採檢日期

A72醫令類別：G

A73診療項目代號：PCR陽性：PCRP-COVID19、PCR陰性：PCRN-COVID19

A75用法(必填)：民眾聯絡電話(手機或市話)

A91補充說明：健保碼;採檢日期時分秒;檢驗醫事機構代碼

(例如：B1096802555;1110507100523;5901000000)

健保卡通報上傳作業- PCR核酸檢驗結果-範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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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卡通報上傳作業- PCR核酸檢驗結果-範例-2

➢PCR核酸檢驗結果可由採檢機構或檢驗機構上傳

1) A14醫療院所代號：為上傳結果之醫療院所代號

2) A91備註說明：依序填入檢驗醫療院所代號

3) 如採檢及檢驗機構為同一家，則上述A14欄位與A91

欄位之醫療院所代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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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卡COVID-19檢驗結果上傳資料查詢作業-1

登入入口網頁

15



服務項目

健保卡就醫資料上傳
檢核結果查詢

健保卡COVID19檢
驗結果上傳資料查詢

16

健保卡COVID-19檢驗結果上傳資料查詢作業-2



健保卡COVID-19檢驗結果上傳資料查詢作業-3

17

查詢類別

查詢日期起日-查詢日期迄日

申請

下載



A75用法(必填) -民眾聯絡電話(手機或市話)

項目 號碼範例 規則說明

國內市話 0234567891
1. 內容必須包含區域號碼(即內容以「0」開頭；若以「09」開

頭，則以國內行動電話規則判別)。

2. 若含分機，則須以「#」區隔市話及分機。

3. 內容長度至少9碼。
國內市話含分機 0298765432#1234

國內行動電話 0912345678
1. 內容為「09」開頭。

2. 內容長度限10碼數字。

國際電話格式 +886912345678
1. 內容必須以「+」開頭，之後內容組成皆為數字。

2. 內容長度介於4至16碼之間。
18

1. A75(用法)欄位長度=18

2. 其內容組成僅限半形之「數字」、「#」及「+」



A91補充說明-健保碼

健保署全球資訊網/健保服務/行政

協助業務/行政協助業務相關規定

/COVID-19核酸試劑專案製造/輸入

【健保碼】對照表(111.5.4更新)

19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B97E7588060C2084&topn=5FE8C9FEAE863B46


資料錯誤之更正及刪除

請參考「健保卡資料上傳格

式1.0作業說明」(111.3.1

公告版)之附件七

資料路徑：

健保署全球資訊網/健保服

務/健保卡申請與註冊/健

保卡資料下載區/健保卡資

料上傳格式作業說明及健保

卡存放

20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865C7F96A6FE3A58&topn=5FE8C9FEAE863B46


基層診所加入COVID-19指定社區採檢院所

21

檢驗費用依

「公費支付COVID-19檢驗費用申報及核付作業」

規定申報

檢驗費用不寫IC卡且不需每日IC卡上傳

檢驗結果需由健保IC卡上傳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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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代辦「公費支付COVID-19檢驗費用」申報及核付作業-1

✓ 疾管署訂定公費檢驗適用對象、適用對象代碼、給付條件、給付

標準、檢驗方式等，健保署代辦申報及核付作業。

✓ SARS-CoV-2核酸檢驗費每件3,000元。

✓ 每月併健保醫療費用申報，由「採檢」之醫事機構以「門診」案

件申報，申報點數為0，健保署每週將申報資料傳送疾管署，後續

由疾管署審查核付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指定檢驗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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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代辦「公費支付COVID-19檢驗費用」申報及核付作業-2

✓ 門診申報格式
➢門診醫療服務點數申請總表：該類案件請併入「預防保健」件數及

申請金額申報。
➢門診醫療服務點數清單段：
1.案件分類：D2
2.就醫日期：填報採檢日期
3.健保卡就醫序號：請填IC01、無健保身分者請填F000(身分證號4

碼以上、10碼以下)。
4.部分負擔代號：請填009，部分負擔點數請填0。
5.行政協助項目部分負擔點數：請填0。
6.合計點數：醫令點數加總。
7.主診斷碼：非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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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代辦「公費支付COVID-19檢驗費用」申報及核付作業-3

✓ 門診申報格式
➢門診醫療服務醫令清單段：

1.SARS-CoV-2核酸檢驗費(E5003C)、總量1、單價及點數均為0。

2.醫令類別：請填「2：診療明細」。

3.執行期間-起：請填寫採檢日期(年月日)。

4.執行期間-迄：請填寫健保卡上傳檢驗結果日期(年月日)。

5.「自費特材群組序號」(p21欄位)：借用此欄位填報適用對象代碼001、或….

6.委託或受託執行轉(代)檢醫事機構代號(p24欄位)：申報檢驗醫事機構代號。

➢ 其他申報欄位按現行申報作業規定辦理。

➢自採檢日次月1日起3個月內申報為限。

➢病毒核酸檢驗結果應於採檢日3日內完成健保IC卡醫令上傳，否則疾管署不支付該

筆檢驗費用。



一.COVID-19居家隔離/檢疫及自主防疫快篩陽性個案評估

及通報費之申報及核付作業、確診者由親友代看診之評

估使用口服抗病毒藥物診察費申報

二.健保卡通報上傳-PCR核酸檢驗結果及居家自行快篩陽性

三.公費COVID-19口服抗病毒藥品健保卡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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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治療用口服抗病毒藥劑藥品項目表

26

**公費COVID-19治療用口服抗病毒藥物領用事宜，可參考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傳染病與防疫專題/傳染病介紹/第五類法定傳染病/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重要指引

及教材 COVID-19 治療用藥領用方案口服用藥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MPage/7UrQaVdMWdvd2J_l1wye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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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1.0作業說明-配合增修

✓ 新增重要醫令：XCOVID0001、XCOVID0002

✓ 就醫類別(A23)定義調整：

‒ AE-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領藥/非本院所處方藥品調劑

✓ 異常就醫序號(A18)增加：

‒ J000-急診留觀或急診中、住院中執行項目、床號變更/轉床，於執行醫療

服務(重要醫令)時，因故無法取得健保卡

✓ 交付處方註記(A78)增加

‒ 「08」-開立之釋出處方藥品(111年5月新增)



COVID-19治療用口服抗病毒藥劑藥品項上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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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1：住院開藥-確診隔離住院病患給藥

✓ 新增重要醫令：XCOVID0001、XCOVID0002

✓ 就醫類別(A23)：BC-急診中、住院中執行項目

✓ 就醫序號(A18)

‒ 依就醫程序確認身分，可將調劑資料登錄健保卡

‒ 因故無法過卡，異常就醫序號(A18) ：

1) 具健保身份：J000

2) 無健保身分：IC09

✓ 醫令類別(A72)：5-重要醫令

✓ 交付處方註記(A78)

A. 自行調劑：依現行填「01」-自行調劑(所執行之醫令是由本院所開之非長期藥品處方箋)，若非配賦

Molnupiravir(XCOVID0002)藥品之院所，需向藥物存放地點之院所領藥後給藥，為自行調劑。

B. 釋出處方：填「08」-開立之釋出處方藥品-限「XCOVID0001」藥品



COVID-19治療用口服抗病毒藥劑藥品項上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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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2：門診開藥
✓ 就醫類別(A23)：依現行就醫規範

✓ 就醫序號(A18)

‒ 依就醫程序確認身分，可將調劑資料登錄健保卡(非長期藥品處方箋)

‒ 因故無法過卡，異常就醫序號(A18) ：

1) 具健保身份：依健保署異常就醫序號情境辦理填入

2) 無健保身分：IC09

✓ 醫令類別(A72)：1-非長期藥品處方箋

✓ 交付處方註記(A78)

A. 自行調劑：依現行填「01」-自行調劑(所執行之醫令是由本院所開之非長期藥品處方箋)，

若非配賦Molnupiravir(XCOVID0002)藥品之院所，需向藥物存放地點之院所領藥後給藥，

為自行調劑。

B. 釋出處方：填「08」-開立之釋出處方藥品-限「XCOVID0001」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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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3：門診開藥-限「XCOVID0001」藥品

✓就醫類別(A23)：AF-藥局調劑

✓就醫序號(A18)

‒ 依就醫程序確認身分，可將調劑資料登錄健保卡(非長期藥品處方箋)

‒ 因故無法過卡，異常就醫序號(A18) ：

1) 具健保身份：依健保署異常就醫序號情境辦理填入

2) 無健保身分：IC09

✓醫令類別(A72)：1-非長期藥品處方箋

✓交付處方註記(A78)

‒ 「02」-交付調劑(所執行之醫令非由本院所開之非長期藥品處方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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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4：院所調劑-限「XCOVID0001」藥品

✓ 就醫類別(A23)：

AE-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領藥/非本院所處方藥品調劑(11105增修)

✓ 就醫序號(A18)

‒ 依就醫程序確認身分，可將調劑資料登錄健保卡(非長期藥品處方箋)

‒ 因故無法過卡，異常就醫序號(A18) ：

1) 具健保身份：依健保署異常就醫序號情境辦理填入

2) 無健保身分：IC09

✓ 醫令類別(A72)：1-非長期藥品處方箋

✓ 交付處方註記(A78)

‒ 「02」-交付調劑(所執行之醫令非由本院所開之非長期藥品處方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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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1.0作業說明-交付處方註記(A78)-更新



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1.0作業說明-異常就醫序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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