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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人員至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衛生福利

部部立及指定醫院醫療費用補助作業須知 

國防部 

108.04.26 

壹、 依據 

行政院 108 年 4 月 2 日院臺防字第 1080009687 號函核定「國軍

人員至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衛生福利部部立及指定

醫院醫療優惠實施方案」。 

貳、 實施日期 

自 108年 5月 1日起實施。 

參、 補助適用對象 

一、 國軍現役官兵。 

二、 國防部（含所屬單位）編制內聘雇飛行教官。 

肆、 補助醫療機構及醫療照護項目 

一、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輔導會）所屬醫院：

門（急）診掛號費及健保部分負擔全額減免。 

二、 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衛福部）部立醫院及指定醫院（臺大

醫院雲林分院、連江縣立醫院）：健保部分負擔全額減免；但

門（急）診掛號費仍必須自付。 

三、 補助適用對象就醫急診或住院期間身分改變，採入院日或出

院日之身分擇優予以補助。 

四、 補助適用對象就醫急診或住院期間，如係跨本方案 108 年 5

月 1 日施行前後，以出院結帳時之身分予以補助，惟醫院已

切帳申報者，108年 4月 30日前之健保部分負擔由病人自付，

108年 5月 1日（含）後之健保部分負擔予以補助。 

伍、 補助對象之身分認定 

一、 國軍現役官兵出示軍人身分證正本（證件樣張如附件 1，臨時

身分證明如附件 2）、健保 IC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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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防部（含所屬單位）編制內聘雇飛行教官出示國軍聘雇人

員服務證正本（標示「醫療優惠」字樣，證件樣張如附件 3）、

健保 IC卡。 

三、 補助對象至第肆條所定之醫院就醫時，未攜帶軍人身分證或

軍聘雇人員服務證正本（標示「醫療優惠」字樣），請出示健

保 IC 卡以「一般民眾健保身分」先行繳費，並於就醫後 90

日內，攜帶軍人身分證或國軍聘雇人員服務證正本（標示「醫

療優惠」字樣）及醫療費用收據正本，至任一家國軍醫療院

所門診批掛櫃台核退健保部分負擔（補助對象常見問題如附

件 4，就醫查驗流程如附件 5）。 

四、 補助對象就醫時未攜帶健保 IC 卡，請以「自費身分」繳費，

並依健保署規定，於就診醫院公告之退費時限內，攜帶健保

IC卡、軍人身分證或國軍聘雇人員服務證正本(標示「醫療優

惠」字樣) 及醫療費用收據正本，回原就診醫院核退醫療費

用。 

五、 若有爭議請洽詢國防部軍醫局醫務計畫處，聯絡電話：

02-85099261（平日）、02-23116117#636231（夜間及假日）。 

陸、 醫療機構向中央健康保險署申報各單位補助對象之門（急）診及

住診醫療費用，健保部分負擔代碼請依下列代碼填寫：913（代

辦國防部補助健保部分負擔）。 

柒、 前條部分負擔代碼，如同一申報案件同時符合二項以上免部分負

擔條件者，請依健保署「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門診醫療費用點數申

報格式及填表說明」註十及「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住院醫療費用點

數申報格式及填表說明」註四之「免部分負擔代碼及規定」之原

則填報： 

一、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九十四條規定之職業災害（含職業傷害

及職業病）優先填寫，即部分負擔代碼 006（勞工保險被保險

人因職業傷害或職業病門診）優先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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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屬前述則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免自行負擔者，優先擇一

適用代碼填寫，包括重大傷病（001）、分娩（002）、預防保

健服務（009）及山地離島地區之就醫（007）之部分。 

三、 如非前二款情形者，屬受委任或行政協助其他單位辦理醫療

項目之部分負擔補助者，再由上而下優先擇一適用填寫。 

捌、 其他 

定期會商各項配套措施，並滾動檢討及周延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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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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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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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醫療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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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軍人員赴非國軍醫院就醫優惠實施方案 Q&A 

 

一、 政策源起為何? 

答：(一)行政院 108年 3月 12日研商警消海巡空勤人員醫療照護會議，討論「警

察消防海巡空勤人員醫療照護實施方案」時，決議略以：現役軍職人員

除至軍醫院或榮民醫院享有相關醫療補助外，亦擴大至所有縣市之衛生

福利部部立醫院或指定醫院，享有政府部分負擔補助之措施。 

   (二)國防部遵循政策指導，為保障國軍官兵及本部（含所屬）編制內不具軍

人身分而實際執行安全勤務現職人員受到完整醫療照護，以維持健康身

心狀態踐行各項勤務，將上開醫療優惠措施適用範圍除國軍醫院外，擴

大至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醫院、衛福部部立醫院及指定醫院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連江縣立醫院)。 

 

二、政策實施日期為何？ 

答：自 108年 5月 1日起實施。 

 

三、適用人員身分範圍為何? 

答：(一)國軍現役官兵。 

    (二)國防部（含所屬單位）編制內聘雇飛行教官。 

  註：爰行政院「警察消防海巡空勤人員醫療照護實施方案」，適用對象含編

制內非警職實際執行勤務人員，認定標準為執行飛行或船務人員；國

防部比照訂定國軍人員至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醫院、衛福

部部立醫院及指定醫院醫療優惠實施方案，適用對象納入編制內非軍

職實際執行安全勤務現職人員(限聘雇飛行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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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放醫院類別為何？ 

答：（一）輔導會所屬醫院，計 15家。 

   （二）衛福部部立醫院，計 30家。 

   （三）指定醫院：臺大醫院雲林分院、連江縣立醫院，計 2家。 

（詳如附表） 

五、就醫優惠內容為何？ 

答：（一）輔導會所屬醫院：門（急）診掛號費及健保部分負擔之費用全額減免。 

   （二）衛福部部立醫院及指定醫院：健保部分負擔之費用全額減免；但門（急）

診掛號費仍必須自付。 

 

六、享有就醫優惠時，必須出示何種證件? 

答：國軍現役官兵請出示軍人身分證正本及健保 IC 卡；國防部（含所屬單位）

編制內聘雇飛行教官，請出示國軍聘雇人員服務證正本(標示「醫療優惠」

字樣)及健保 IC卡。 

 

七、若無攜帶軍人身分證或軍聘雇人員服務證(標示「醫療優惠」字樣) 至輔導

會所屬、衛福部部立及指定醫院就醫，其做法為何? 

答：請出示健保 IC 卡以「一般民眾健保身分」先行就醫繳費，並於就醫後 90

日內，攜帶軍人身分證或國軍聘雇人員服務證正本(標示「醫療優惠」字樣)

及醫療費用收據正本，至任一家國軍醫療院所門診批掛櫃台核退健保部分

負擔，另所持醫療費用收據正本由國軍醫療院所收執，以作為後續帳務憑

證。 

 

八、若無攜帶健保 IC卡至輔導會所屬、衛福部部立及指定醫院就醫，其優惠做

法為何? 

答：請以「自費身分」先行就醫繳費，並依健保署規定，於就診醫院公告之退

費時限內，攜帶健保 IC 卡、軍人身分證或國軍聘雇人員服務證正本(標示

「醫療優惠」字樣) 及醫療費用收據正本，回原就診醫院核退醫療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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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體 系 醫 院 地 址 總 機 

輔
導
會
所
屬
醫
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 臺北市石牌路二段 201號 02-28712121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

分院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三段 100號 03-3384889 

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

分院 
新竹縣竹東鎮中豐路一段 81號 03-5962134 

臺中榮民總醫院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650號 04-23592525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

分院 
南投縣埔里鎮榮光路 1號 049-2990833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

分院 
嘉義市西區世賢路二段 600號 05-2359630 

臺中榮民總醫院灣橋

分院 
嘉義縣竹崎鄉灣橋村石麻園 38號 05-2791072 

高雄榮民總醫院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號 07-3422121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

分院 
臺南市永康區復興路 427號 06-3125101 

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

分院 

屏東縣內埔鄉龍潭村昭勝路安平 1

巷 1號 
08-7704115~8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

分院 
宜蘭縣蘇澳鎮蘇濱路一段 301號 03-9905106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

分院 
宜蘭縣員山鄉內城村榮光路 386號 03-9222141 

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

分院 
花蓮縣玉里鎮新興街 91號 03-8883141~3 

臺北榮民總醫院鳳林

分院 
花蓮縣鳳林鎮中正路一段 2號 03-8764539 

臺北榮民總醫院臺東

分院 
臺東市更生路 1000號 089-222995 

http://www.ndmb.mnd.mil.tw/ponline/mab/vac.htm
http://www.ndmb.mnd.mil.tw/ponline/mab/vac.htm
http://www.ndmb.mnd.mil.tw/ponline/mab/vac.htm
http://www.ndmb.mnd.mil.tw/ponline/mab/vac.htm
http://www.ndmb.mnd.mil.tw/ponline/mab/vac.htm
http://www.ndmb.mnd.mil.tw/ponline/mab/vac-1.htm
http://www.ndmb.mnd.mil.tw/ponline/mab/vac-1.htm
http://www.ndmb.mnd.mil.tw/ponline/mab/vac-1.htm
http://www.ndmb.mnd.mil.tw/ponline/mab/vac-2.htm
http://www.ndmb.mnd.mil.tw/ponline/mab/vac-2.htm
http://www.ndmb.mnd.mil.tw/ponline/mab/vac-2.htm
http://www.ndmb.mnd.mil.tw/ponline/mab/vac-2.htm
http://www.ndmb.mnd.mil.tw/ponline/mab/vac-2.htm
http://www.ndmb.mnd.mil.tw/ponline/mab/vac-2.htm
http://www.ndmb.mnd.mil.tw/ponline/mab/vac-2.htm
http://www.ndmb.mnd.mil.tw/ponline/mab/vac-2.htm
http://www.ndmb.mnd.mil.tw/ponline/mab/vac-2.htm
http://www.ndmb.mnd.mil.tw/ponline/mab/vac-3.htm
http://www.ndmb.mnd.mil.tw/ponline/mab/vac-3.htm
http://www.ndmb.mnd.mil.tw/ponline/mab/vac-3.htm
http://www.ndmb.mnd.mil.tw/ponline/mab/vac-3.htm
http://www.ndmb.mnd.mil.tw/ponline/mab/vac-3.htm
http://www.ndmb.mnd.mil.tw/ponline/mab/vac-3.htm
http://www.ndmb.mnd.mil.tw/ponline/mab/vac-3.htm
http://www.ndmb.mnd.mil.tw/ponline/mab/vac-3.htm
http://www.ndmb.mnd.mil.tw/ponline/mab/vac-3.htm
http://www.ndmb.mnd.mil.tw/ponline/mab/vac-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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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系 醫 院 地 址 總 機 

衛
福
部
部
立
醫
院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基隆市信二路 268號 02-24292525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 127號 02-22765566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

院 

新北市八里區華富山 33號 
02-26101660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

院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794號 
02-82006600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1492 號 03-3699721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新屋分院 

桃園市新屋區新屋里 14鄰新福二路

6號 
03-4971989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

院 

桃園市桃園區龍壽街 71號 
03-3698553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苗栗市為公路 747號 037-261920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臺中市豐原區安康路 100號 04-25271180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99號 04-22294411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南投院區)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 478號 
049-2231150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中興院區) 

南投縣南投市環山路 57號 
049-2239165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

院 

南投縣草屯鎮御史里 14鄰玉屏路

161號 
049-2550800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二段 80號 04-8298686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嘉義市北港路 312號 05-2319090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 嘉義縣朴子市永和里 42-50 號 05-3790600 

衛生福利新營醫院 臺南市新營區信義街 73號 06-6351131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 125號 06-2200055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新化分院 

臺南市新化區那拔里牧場 72號 
06-5911929 

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臺南市仁德區中山路 864號 06-2705911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

院 

臺南市仁德區裕忠路 539號 
06-2795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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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系 醫 院 地 址 總 機 

衛
福
部
部
立
醫
院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高雄市旗山區大德里中學路 60號  07-6613811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 270號 08-7363011 

衛生福利部恆春旅遊

醫院 

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 188號 
08-8892704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 600號 03-8358141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豐濱原住民分院 

花蓮縣豐濱鄉豐濱村光豐路 41號 
03-8791385 

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 花蓮縣玉里鎮中華路 448號 03-8886141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臺東市五權街 1號 089-324112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成功分院 

臺東縣成功鎮中山東路 32號 
089-854748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復興路 2號 082-332546 

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 10號 06-9261151 

指
定
醫
院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斗六院區)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２段 579號 05-5323911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虎尾院區) 

雲林縣虎尾鎮學府路 95號 05-6330002 

連江縣立醫院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 217號 0836-23995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8%A1%9B%E7%94%9F%E7%A6%8F%E5%88%A9%E9%83%A8%E6%97%97%E5%B1%B1%E9%86%AB%E9%99%A2/@22.8805882,120.4833041,17.75z/data=!4m5!3m4!1s0x346e6a552204ec49:0xd84c57b2357e6737!8m2!3d22.880645!4d120.4833323?hl=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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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補助國軍人員至輔導會、衛福部部立及指定醫院醫療費

用就醫查驗流程 

 

· 國軍現役官兵
· 國防部編制內聘雇飛行教官

· 輔導會所屬醫院：門（急）診掛號費及
健保部分負擔全額減免

· 衛福部所屬醫院及指定醫院（臺大醫院
雲林分院、連江縣立醫院）：健保部分
負擔全額減免，
但門（急）診掛號費仍須自付

出示軍人身份證、
國軍聘雇人員服務證（標示「醫療優

惠」字樣）、健保卡

是

否 先行自付所需醫療費用

就醫結束

於就醫後90日內，攜帶軍人身分
證或國軍聘雇人員服務證正本(
標示「醫療優惠」字樣)及醫療
費用收據正本，至任一家國軍醫
療院所門診批掛櫃台核退健保部
分負擔，另所持醫療費用收據正
本由國軍醫療院所收，以作為後
續帳務憑證

就醫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