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院申請「醫院實施電子病歷及互通補助計畫」
查驗實施方案(醫院版)修正建議
原內容
封面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月

建議修正內容
封面
中華民國一 oo 年七月

修正說明
修訂公告日期

玖、查驗結果
一、合格：各項查驗項目皆符合
查驗表之要求。
二、不合格：任一檢查項目為『不
符合查驗表之要求』者為不合
格。
三、不適用：該項查驗項目不適
合該醫院使用，醫院須提出說明
及具體佐證資料。
四、限期改善：該項查驗項目未
完全符合查驗表之要求(含文件
缺件)，改善限期為一個月內(最
遲不可超過當年度十一月三十
日)，複審以一次為限。
五、醫院每次申請補助類別數於
查驗時須全數通過始給予補
助，部分通過則不予補助。

玖、查驗結果
明列說明書面審查及
一、書面審查：
實地查驗之結果及文
(一)合格：各項查驗項目皆符合 件缺失改善期限
查驗表之要求。
(二)不合格：任一檢查項目為
『不符合查驗表之要求』者為不
合格。
(三)不適用：該項查目不適合該
醫院使用，醫院須提出說明及
具體佐證資料。
(四)限期改善：該項查驗項目未
完全符合查驗表之要求(含文件
缺件)，改善限期為醫院接獲電
子 郵 件 通 知 後 七 日
內，複審以一次為限。
二、實地查驗：
(一)合格：各項查驗項目皆符合
查驗表之要求。
(二)不合格：任一檢查項目為
『不符合查驗表之要求』者為不
合格。
三、醫院每次申請補助類別數於
查驗時須全數通過始給予補
助，部分通過則不予補助。

拾壹、醫院郵寄說明
書面審查相關資料之電子檔請
燒錄於光碟片中(五片)註明醫院
名稱，併書面申請表等相關資料
密封掛號投遞(封面請註明：醫院
名稱、機構代碼、申請查驗或成
果報告字樣 )至本署收件窗口。

拾壹、醫院寄送說明
修正醫院寄送說明
醫院自行印製「醫院自核清單
(附錄十五)」確認無誤後，併同
相關資料密封寄送( 封面 請註
明：醫院名稱、機構代碼及申請
「100 年度醫院實施電子病歷
及互通補助計畫」查驗)至本署
資訊中心承辦人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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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內容

建議修正內容

修正說明

註：
一、若醫院未依前述事項辦理及
資料疏漏者，以致權益受損，概
由醫院負責。
二、本署收件時間為星期一至星
期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國定
假日視 為非收件日)。
三、非收件時間送達本署資訊中
心，視同下一工作日上午九點收
件。
四、若遇爭議事項，無法以收件
時間判定順序時，以郵戳時間先
後決定；若無法以郵戳決定，由
本署決定。
附件一 項次一
附件一 項次一
1.向衛生主管機關報備公文。
1.向當地衛生主管機關報備公
2.衛生主管機關或授權單位檢
文。
查通過之文件；合併申請者應 2.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或授權單
檢具任一已通過檢查之文件。
位檢查通過之文件；合併申
請者應檢具任一已通過檢查
之文件。

依醫療法規定，地方
主管機關為直轄市、
縣市政府，各地衛生
局非主管機關，故酌
修文字。

附件一 項次五
附件一 項次五
新增醫師以外醫事人
醫師等使用相關資訊系統之激 醫師等醫事人員使用電子病歷 員之獎勵。
勵措施執行計畫及成果彙總
系統之激勵措施執行計畫及成
果彙總
附件一 項次六
資訊人員開發、維持相關資訊系
統之激勵措施執行計畫及成果
彙總

附件一 項次六
新增資訊以外行政人
訂定資訊等行政人員開發或管 員之獎勵。
理相關資訊系統之激勵措施執
行計畫及成果彙總

附件一、資訊安全查驗表
附件二、資訊安全查驗自評表
「醫院實施電子病歷及互通補 「醫院實施電子病歷及互通補
助計畫」資訊安全查驗表
助計畫」資訊安全查驗自評表
附件二 項次 4
(1) 抽查資訊資產清冊，內容是
否辦理更新
註：抽查新購資產是否更新於資
訊資產清冊中。
(2) 抽查資訊資產清冊，內容是

明列附件三資訊安全
查驗表為醫院自評表

附件二 項次 4
文字酌作修正並刪除
抽查資訊資產清冊，內容需詳細 (2)之說明。
且符實。
註：抽查異動(含新購或報廢)資
產是否更新於資訊資產清冊中。
(2)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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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內容

建議修正內容

修正說明

否涵蓋重要資訊資產(包含
服務類)
註：抽查重要資訊資產是否已列
於資訊資產清冊中。
附件二 項次 8
(1) 抽查機房人員，是否遵守院
內安全規定
(2) 抽查非機房人員，是否遵守
門禁規定

附件二 項次 8
文字酌作修正並刪除
主機及儲存媒體設備之存放空 (2)之說明。
間，應設有門禁管制，對人員進
出訂有規範並有紀錄可查
(2)刪除

附件二 項次 15
本項刪除
檢查機房媒體存放作業，有否不
當

本項刪除，併入修正
後項次 8 之規範。

附件二 項次 16
附件二 項次 15
文字酌作修正。
(2) 檢查大型主機之紀錄稽查 (2) 檢查大型主機之紀錄稽查
次數
次數
附件二 項次 22
本項刪除
資訊系統設計不良導致不正常
中斷，使用者洽請修改

本項刪除。

附件二 項次 25
(1) 抽查發生資安事件未依規定
通報之件數
(2) 檢查資通安全可疑事件紀錄
單，逾期完成處理之件數

附件二 項次 23
文字酌作修正。
(1) 刪除
檢查有無通報系統、通報規定、
資通安全可疑事件紀錄單，逾期
完成處理之件數

附件三 補助計畫實施流程各階
段說明
編號 1 時間程序
當年度公告日起至當年度 11 月
15 日止（但於 11 月 1 日後提出申
請者，不予提供書面審查缺失複
審）
。

附件三 補助計畫實施流程各階 修正申請截止日期
段說明
編號 1 時間程序
當年度公告日起至當年度 10 月
31 日止。

附件三 補助計畫實施流程各階
段說明
編號 1 手段
依補助計畫內之附件填寫申請
表（附錄二~四）
、實施電子病歷
檢 查 合 格 公 文 影 本 、 ISO
27001：2005 證書影本及檢附相
關書面審查佐證資料（附件一~

附件三 補助計畫實施流程各階
段說明
編號 1 手段
依補助計畫內之附件填寫申請
表（附錄二~四）併同醫院自核
清單(附錄十五)、100 年度醫院
申請實施電子病歷及互通查驗
公文、實施電子病歷檢查合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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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醫院自核清單
(附錄十五)及修正紙
本、光碟片數及取消
PDF 格式，並酌作文
字修正。

原內容

建議修正內容

二），紙本資料一式 3 份，書面
審 查 資 料 電 子 檔 以
Word(2003)、PDF 格式燒錄成光
碟 5 片寄送衛生署。

文影本、ISO 27001：2005 證書
影本及檢附相關書面審查佐證
資料（附件一~二）
，前述資料為
紙本資料 1 式 1 份；另書面審查
佐證資料電子檔以 Word(2003)
格式燒錄成光碟 3 片，密封後寄
送至衛生署資訊中心廖先生。

附件三 補助計畫實施流程各階
段說明
編號 17
1.實地查驗合格才繳交成果報
告及醫院補助申請表 (附錄
十一~十二)、契約書(一式二
份且已用印)、總經費收支明
細表、經費收支明細表(附錄
十三~十四)、互通保證金、收
據及各項支出憑證影本及指
定帳戶。
3.並編製財產增加單、總經費收
支明細表、經費收支明細表一
式二份送衛生署審核及轉送審
計機關核銷。
（附錄十三~十四）
6. 請申請醫院將上述資料寄回
或送至衛生署資訊中心。

附件三 補助計畫實施流程各階
段說明
編號 17
1.通過本署查驗之醫院須於收
到本署函文後 7 日內提交成果
報告及補助申請表 (附錄十一
~十二)、契約書(一式二份且已
用印)、總經費收支明細表、經
費收支明細表( 附錄 十三 ~十
四)、收據及各項支出憑證影
本、支出機關分攤表、財產增
加單影本及相關佐證資料向
本署申請補助。
3.並編製財產增加單、總經費收
支明細表、經費收支明細表一
式二份送衛生署審核。（附錄
十三~十四）
6. 請申請醫院將上述資料寄回
或送至衛生署資訊中心。若申
請醫院未依期限提交申請補
助相關文件，則視同放棄，本
署即取消申請醫院該次申請
補助資格。

附件三 補助計畫實施流程各階
段說明
編號 19
1.實地查驗合格後，申請醫院將
收到契約書，詳閱後以醫院名
義簽署(蓋關防)後、併支出憑
證影本、總經費收支明細表、
經費收支明細表(附錄十三~

附件三 補助計畫實施流程各階 修正簽訂補助計畫契
段說明
約書須檢附資料內容
編號 19
1.本署審查通過後，依醫院申請
補助內容、查驗結果，與醫院
簽訂補助計畫契約書。
2.衛生署核定後，正本一份及副
本二份寄回申請醫院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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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說明

一、詳列醫院申請補
助應繳交之文件。
二、刪除轉送審計機
關核銷之規定。
三、明定未依期限繳
交則取消補助資格。

原內容

建議修正內容

修正說明

十四)、指定帳戶、收據、報
告書及申請表等資料郵寄衛
生署受理窗口。
2.衛生署核定後，正本一份寄回
申請醫院留存。
附件三 補助計畫實施流程各階
段說明
編號 20
1.綜整醫院申請補助相關資料。
2.依行政程序進行撥款作業。

附件三 補助計畫實施流程各階 修正醫院繳交持續執
段說明
行互通之保證金之程
編號 20
序。
本署與醫院簽訂補助計畫契約
書後，將再函請醫院繳交持續執
行互通之保證金，若申請醫院未
依期限繳交持續執行互通之保
證金，則視同放棄，本署即取消
申請醫院該次申請補助資格。互
通保證金繳交方式如下：
(1)匯款(帳號：262635，戶名：
行政院衛生署 301 專戶，請檢
附匯款證明影本)。
(2)支票或匯票。
(3)現金。

附件三 補助計畫實施流程各階
段說明
編號 21
先行撥款申請醫院指定帳戶，再
由衛生署發文併契約書正本一
份寄回申請醫院留存，正式告知
申請醫院完成補助。

附件三 補助計畫實施流程各階 增加副本二份
段說明
編號 21
先行撥款申請醫院指定帳戶，再
由衛生署發文併契約書正本一
份及副本二份寄回申請醫院留
存，正式告知申請醫院完成補
助。

附錄一、查驗互通作業說明
三、查驗功能
受檢醫院在接受送交換病歷資
料功能查驗前，需具備相關軟硬
體設備，及內含全國醫療影像電
子病歷交換中心(IEC)所安裝的
閘道器軟體與資料庫伺服器軟
體(SQL Server) (如六說明)

附錄一、查驗互通作業說明
三、查驗功能
受檢醫院在接受送交換病歷資
料功能查驗前，需具備相關軟硬
體設備，及內含全國醫療影像電
子病歷交換中心(EEC)所安裝的
閘道器軟體與資料庫伺服器軟
體(SQL Server) (如六說明)

修正所有全國醫療影
像電子病歷交換中心
(IEC) 為 電 子 病 歷 交
換中心(EEC)

附錄一、查驗互通作業說明
六、軟硬體設備：

附錄一、查驗互通作業說明
六、軟硬體設備：

修正軟硬體設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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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內容

建議修正內容

修正說明

受 檢 醫 院 必 須 具 備 閘 道 器 請參考 EEC 平台建置案－醫院
(Gateway)或以 PC 取代，其規格 端配合建置事項之說明。
與系統軟體建議如下：…..
附錄二、查驗申請表
附錄二、查驗申請表
1.醫院實施電子病歷及互通補 1.100 年度醫院實施電子病歷及
助計畫查驗申請表
互通補助計畫 查驗申請表
2. 99 年度申請實施院內電子病
歷及互通為：
計
類

增加年度標示及 99
年度已申請之類別

附錄二說明 1
平均每日健保門診人次：
以健保局最新公告 97 年下半年
與 98 年上半年該院之年度平均
每日健保門診人次為準(健保全
部門診量) (計算原則：該院平均
每日健保門診人次＝健保局最
新公告…

附錄二說明 1
說明平均每日健保門
平均每日健保門診人次：
診人次之計算原則
本署以健保局 97 年下半年與 98
年上半年該院之年度平均每日
健保門診人次為準(健保全部門
診量) (計算原則：該院平均每日
健保門診人次＝健保局…

附錄三、醫院總病床數
醫院總病床數：指 98 年度向衛
生局登錄核准開放之總病床數

附錄三、醫院總病床數
增加說明總病床數之
醫院總病床數：指 98 年度向衛 計算原則
生局登錄核准開放之總病床
數；若無，則以最新向衛生局登
錄核准開放之總病床數為準(須
檢附核准後相關資料)。

附錄四、醫院實施電子病歷報備
公文範本
說明：
一、本醫療機構依據行政院衛生
署 98 年 8 月 11 日衛署醫字第
0980261732 號…

附錄四、醫院實施電子病歷報備 增列「令」字
公文範本
說明：
一、本醫療機構依據行政院衛生
署 98 年 8 月 11 日衛署醫字第
0980261732 號令…

附錄五、實地查驗行程表
一、受檢醫院代表致詞
二、查驗小組成員介紹並說明查
驗進行方式 ….

附錄五、實地查驗行程表
文字酌作修正。
一、聯絡人說明
二、召集委員致詞、介紹查驗小
組成員並說明查驗進行方式
三、受檢醫院代表致詞及介紹陪
同人員…….

附錄六、實地查驗表
附錄六、實地查驗表
項次一 佐證文件
項次一 佐證文件
1.向衛生主管機關報備公文。
1.向當地衛生主管機關報備公
2.衛生主管機關或授權單位檢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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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醫療法規定，地方
主管機關為直轄市、
縣市政府，各地衛生
局非主管機關，故酌

原內容

建議修正內容

修正說明

查通過之文件；合併申請者應 2.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或授權單 修文字。
檢具任一已通過檢查之文件。
位檢查通過之文件；合併申請
者應檢具任一已通過檢查之
文件。
附錄六、實地查驗表
項次一 結果
£ 合格
通過項目：

共
£ 不合格

項

附錄六、實地查驗表
項次一 結果
£ 合格
本次查驗通過項目：
£醫療影像及報告
£血液檢驗
£門診用藥紀錄
£出院病摘
共
項
£ 不合格

修正通過項目以勾選
方式代替手寫

附錄七、補助計畫契約書
行政院衛生署（以下簡稱甲方）
為執行「醫院實施電子病歷及互
通補助計畫」，特補助「ＯＯ醫
院（以下簡稱乙方）」並訂定下
列條款，以茲雙方遵循：

附錄七、補助計畫契約書
修正錯別字
行政院衛生署（以下簡稱甲方）
為執行「醫院實施電子病歷及互
通補助計畫」，特補助「ＯＯ醫
院（以下簡稱乙方）」並訂定下
列條款，以資雙方遵循：

附錄七、補助計畫契約書
第四條
方因年度預算不足時，甲方得隨
時通知乙方終止契約。

附錄七、補助計畫契約書
修正漏字
第四條
甲方因年度預算不足時，甲方得
隨時通知乙方終止契約。

附錄七、補助計畫契約書
第六條、補助經費
(三)乙方報銷之支出憑證影本
應依「醫院實施電子病歷及互通
補助計畫」及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補助經費應用於本計畫實施
電子病歷及互通不得移作他
用，並配合審計等部門查核，若
經查核資料不實者，將追繳相關
經費。

附錄七、補助計畫契約書
明訂資料不實者，追
第六條、補助經費
繳相關經費及沒收保
(三)乙方報銷之支出憑證影本 證金。
應依「醫院實施電子病歷及互通
補助計畫」及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補助經費應用於本計畫實施
電子病歷及互通不得移作他
用，並配合審計等部門查核，若
經查核資料不實者，將追繳相關
經費，乙方繳交甲方之持續互通
保證金不予歸還並解繳國庫。
附錄七、補助計畫契約書
1.本條新增。
七、乙方若為公立醫療機構，務 2.強調採購程序之規
必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採購，若非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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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內容

建議修正內容

修正說明

公立醫療機構，申請之補助金額
佔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金
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者，應依政府
採購法辦理相關採購程序，並受
甲方監督。
附錄七、補助計畫契約書
1.本條新增。
八、雙方同意簽訂本契約，其申 2.強調核銷程序之規
請補助經費之核銷程序須依審 定。
計相關法規辦理。(註：乙方若
為公立醫療機構，依審計法施行
細則等相關法規報准者，其支出
原始憑證由審計機關派員就地
抽查，免送甲方核轉送審；乙方
若非公立醫療機構，應檢送本計
畫第十三條所列之相關資料，並
送甲方審核。)
附錄七、補助計畫契約書
七、本契約自簽約日起生效。

附錄七、補助計畫契約書
九、本契約自簽約日起生效。

條次順序變更

附錄七、補助計畫契約書
附錄七、補助計畫契約書
條次順序變更
八、本契約書正本兩份，副本四 十、本契約書正本兩份，副本四
份，分送雙方保存，以資信守。 份，分送雙方保存，以資信守。
附錄八、成果報告書大綱
附錄八、成果報告書大綱
電子檔格式取消 PDF
電 子 檔 格 式：…Word(2003) 及 電子檔格式：…Word(2003) 1 格式
PDF 各 1 式。
式。
附錄九、補助申請表
補助年度：

附錄九、補助申請表
補助年度： 100

增列補助年度

附錄十、總經費收支明細表

附錄十、總經費收支明細表
補助年度： 100

增列補助年度

附錄十二、醫院自核清單

增訂附錄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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