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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給付國外緊急就醫
醫療費用  
編輯部 （資料參考來源：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中央健康保險局（以下簡稱健保

局）特別提醒保險對象留意在

國外旅遊期間的健康，如果在國外有

發生不可預期的傷病或緊急分娩，必

須在當地醫療院所立即就醫，也應該

注意本身的權益，可以在回國後向健

保局申請核退醫療費用，但記住在國

外，就醫時一定要向醫院索取醫療費

用收據正本、費用明細及診斷書，並

應於就醫後六個月內提出申請，填送

自墊醫療費用核退申請書，並檢附醫

療費用收據正本、費用明細、診斷書

及影印護照上當次入出境紀錄等資

料，向投保單位所在地的健保局分局

申請核退醫療費用。

也特別提醒上述就醫如果發生在

中國大陸地區，而且是申請核退「住

院 5日（含）以上」的自墊醫療費用
核退，申請文件（包括：醫療費用收

據正本、費用明細、診斷書或證明文

件等），必須先在大陸地區公證處辦

理公證書，再持公證書正本向國內財

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申請驗證 。
健保局特別呼籲保險對象，出國

期間雖有健保的醫療保障，但因國外

醫療水準和收費標準不一，保險對

象宜視個人需要及前往國家情形，規

劃另行購買相關醫療保險或旅行平

安保險，以獲得更完善的保障。

申請文件請先完成公證驗證

經常往來兩岸的保險對象要特

別注意了！從 95年 4月1日（住院出
院日）起，民眾（保險對象）如果在

大陸地區就醫，回國後向健保局申請

核退住院 5日（含）以上之自墊醫療
費用，以及健保局各分局認定有查證

必要之核退申請，一定要取得醫療證

明等文書，包括醫療費用收據正本、

費用明細、診斷書或證明文件後，到

大陸各市、區公證處辦理公證，回國

後再拿公證之文書正本，到國內海基

會（台北市民生東路 3段 156號 16
樓）申請與副本做比對，完成文書驗

證後，才能向健保局各分局提出核退

自墊醫療費用的申請。

為便利兩岸文書的流通使用，此

項新制是依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資訊櫥窗

人民關係條例及其施行細則，對於大

陸地區醫療機構出具之證明文件須

驗證的規定，不僅能確認申請文件的

有效性，縮短申辦作業時間，更可避

免因少數偽造的不實文件，浪費全民

珍貴的健保醫療資源。若民眾（保險

對象）對於在大陸地區之文書公證，

及在國內海基會文書驗證手續有任

何疑問，可向下列單位查詢：

1. 海基會法律服務中心

（網址：http://www.sef.org.tw）

台北市民生東路 3 段 156 號 16 樓

電話：02-27134726 

2. 海基會中區服務處

台中市干城街 95 號自強樓 1 樓

電話：04-22548108

3. 海基會南區服務處

高雄市成功一路 436 號 4 樓

電話：07-2135245

舉例：

民眾出國時若發生意外，如早

產、車禍等緊急狀況必須就醫，回國

後可憑據向健保申請核退醫療費用。

健保署醫管組長林阿明指出，健保

提供民眾核退費用的服務屬「急難救

助」性質，因此訂有上限，類似幾年

前孟太太遊韓早產的情形，超額部分

仍需自行負擔；他建議，國外醫療費

用遠高於台灣，民眾出國最好另保平

安險或意外險。

孟姓夫婦到韓國首爾旅遊，妻子

半夜上廁所時不慎跌倒，導致預產

期在 5月下旬的小女嬰提前出生，體
重僅 1千 3百公克，光是 2個月的保
溫箱費用就高達新台幣 220萬元。此
外，藝人郭子乾在 2012年 1月赴韓
旅遊時，也因旅館內提供的熱水壺

故障而遭燙傷；國人出國洽公及旅遊

時，遭逢意外而有就醫需求問題，引

發國內熱議。

【核退國外醫療費】

根據健保署「國外或大陸地區自

墊醫療費用核退」辦法，民眾若在國

外發生「不可預期的緊急傷病」時，

只要在事發 6個月內，檢具醫療收據
正本、費用明細、診斷書、出入境證

明影本、住院病歷摘要等文件，向健

保署申請核退，若金額未達門診每次

1967元、急診每次 3237元、住院每
日 7309元的核退上限，醫療費用都
由健保給付，超出部分則由民眾自行

負擔。

林阿明表示，車禍、早產、急性

盲腸炎、心臟病發需要緊急開刀等狀

況，都屬於自墊費用核退涵蓋範圍，

但慢性病患者出國領藥，或在國內受

傷但出國後仍需換藥者，就不得申請

核退；至於某些慢性病患者，若出現

急性症狀突然發作等較複雜的狀況，

健保署會將就醫紀錄交由專人審核是

否具備核退資格。

【出國需另外投保】

「健保基本上是以國內進行的醫

療行為作為給付對象，」林阿明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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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外或大陸地區自墊醫療費用核退上限

核退國外自墊醫療費用的措施屬補

助性質，民眾若需長期出國，應辦理

當地保險，短期出國則應辦理平安險

或意外險，以避免緊急就醫狀況發

生時，還要費心考量高額的國外醫療

費用。

林阿明解釋，孟太太住院及生產

所需的醫療費用，回國後都能向健保

申領核退，目前較棘手的問題在於，

小女嬰係在韓國出生，也就是並非我

國健保的「被保險人」，健保依法不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43條暨全民健

康保險緊急傷病自墊醫療費用核退辦法規

定，保險對象在本保險施行區域外（包括國

外及大陸地區）發生不可預期的傷病或緊急

分娩，必須在當地醫療機構就醫或分娩者，

得申請核退醫療費用，其相關規定如下：

1申請期限：保險對象應於門、急診治療

當日或出院之日起 6個月內，向投保單

位所在地的健保局各分局申請核退醫療費

用。

2.檢送文件：包括醫療費用核退申請書、
醫療費用收據正本及費用明細、診斷書、

當次出入境證明等。

3.辦理方式：保險對象可在期限內將證明
文件寄到健保局轄區分局辦理，不需親

自前往申辦。

有關全民健保緊急傷病自墊醫療費用

核退申請書以及最新核退金額上限，民眾

可以上中央健康保險局全球資訊網（http//

www.nhi.gov.tw）查詢。 

註：血液透析、論病例計酬案件，其核退上限，依實際接受門診、急診或住院之服務項目上限辦理。

能介入處理，但絕大多數的醫療費用

都是「花」在小女嬰身上，恐將全數

由孟姓夫婦承擔。

備註：根據健保局的統計資料顯示，在

所有區域外傷病申請核退案件中，以大

陸的申請件數最多，約占7成。目前核退

費用標準是依全民健康保險給付規定核

實支付，但設有上限規定，是以健保支付

國內醫學中心的標準為上限，並於每季

公告。

項目／年月 門診 ( 每次 ) 急診 ( 每次 ) 住院 ( 每日 )
106.01~106.03 $2,001 $3,636 $7,535
106.04~106.06 $2,132 $3,652 $8,398
106.07~106.09 $2,193 $3,729 $8,543
106.10~106.12 $2,169 $3,633 $8,344

項目／年月 門診 ( 每次 ) 急診 ( 每次 ) 住院 ( 每日 )
105.01~105.03 $1,993 $3,471 $8,114
105.04~105.06 $2,055 $3,533 $8,245
105.07~105.09 $2,064 $3,252 $8,396
105.10~105.12 $2,071 $3,395 $8,300

海外傷病申請核退須知

輸
血會感染愛滋、

C 肝、登革熱或 

Zika 病毒嗎？」

鍾先生一個月後計

畫進行脊椎手術，經醫

師說明術中可能會輸血，

當日門診回家後即不斷

思索以上問題，下午即

打電話來輸血醫學科做

相關諮詢。

臨床計畫性外科手術病人健康

狀況許可，可做自體儲血。自體儲

（輸）血的好處，除可免除因輸用異

體血液而感染傳染性疾病，並可預

防發生紅血球之同種異體免疫反應，

甚至還能避免異體免疫而導致輸血

不良反應。

並非每位將進行選擇性外科

手術病患均適用，病人年齡必須小

於 65 歲、體重大於 45 公斤、Hct

＞ 33％、Hgb＞ 11gm / dL、靜

脈血管適宜採血、且體能狀況良好、

無急性傳染病或菌

血症，以及冠狀動

脈疾病或出血性疾

病等病史，同時預估總

需血量不大於 1000 mL。

目前自體所捐出的

全血，在血庫庫存作業

可保留 35天，考慮病人

造血機能代償作用，通常

是在開刀前二至四星期，依照預估採

血量進行採血，1次可抽 250 mL，體

重 60 公斤以上才可抽 500 mL。最後

一次採血日期需與手術日至少間隔三

天，若能間隔一週更好，以避免因採

血造成低血量及貧血，增加手術風

險。自體儲血期間可適量給予鐵劑

及維他命 C，強化造血功能。

自體儲（輸）血，為安全輸血

的一個重要選擇，歡迎醫師與輸

血醫學科聯絡，共同提供病人優質

的輸血治療。 （轉載自榮總人第

400 期 106 年 9月號）

關於輸血，我還有其他選擇嗎？
黃莉芬　北榮內科部輸血醫學科醫事檢驗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