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院實施電子病歷及互通補助計畫」
醫院實施電子病歷及互通補助計畫」注意事項
一、 醫院申請「醫院實施電子病歷及互通補助計畫」之補助經費，需填具補助
申請表、總經費收支明細表、及經費收支明細表共三項，填列補助申請表
向本署申請補(捐)助款，明列醫院投入建置電子病歷之全部經費內容(總經
費收支明細表)，及擬向本署申請補(捐)助之項目及金額(經費收支明細表)。
二、

受補(捐)助經費產生之利息或其他衍生收入，如工程招標圖說收入、逾期
違約之罰款或沒入之履約保證金等，應即解繳本署。

三、 經常門及資本門分配比例：本計畫係屬「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爰定
「資本門與經常門費用比例須達 3：1」，係屬申請補助款之下限。資本門
與經常門費用比例可達 3：1；或 4：1；或 5：1 以上等(以此類推)。
※舉例：某院本年度申請補助金額為 200 萬元，資本門(設備費)可申請 150
萬元以上，經常門(業務費及管理費加總)則不得超過 50 萬元。
四、 醫院接受本署補助辦理採購，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金
額在公告金額(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者，應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醫院
辦理開標、比價、決標及驗收時，並應通知本署派員監督。【註：此段說
明之「補助金額」係指醫院辦理單一採購案，擬申請由本署分攤之金額，
非指醫院申請補助之總金額。】
申請補助醫院在軟、硬體設備辦理採購案件，應依政府採購法第 14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6 條、第 13 條之規定辦理，不得有規避政府採購法之
實情，採購之招標紀錄、契約或承攬書、保固證明書、結算驗收證明書等
相關文件，應附在原始憑證之後，彙送本署核轉送審。
五、 本補助計畫經費報支基準
1. 主要費用科目別：
業務費：如講師鐘點費、外部教育訓練報名費、物品材料費、委辦服務費、
維護費、系統整合費(不涉及軟硬體增修)等屬之。
設備費：與電子病歷相關，且單價金額達 1 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達 2 年以
上之軟硬體設備。例如硬體設備、軟體購置、系統整合費(涉及軟
硬體增修)及系統開發等，均列屬設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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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費：與電子病歷相關之水費、電費、及正職人員協辦本計畫業務之加
班費。
2.業務費與設備費區分原則，請參考「中央政府第一級至第三級用途別科
目分類定義及計列標準表(100 年適用) 」
；管理費及其他規範請
參考「行政院衛生署醫院實施電子病歷及互通補助計畫」附件
十一：
「行政院衛生署醫院實施電子病歷及互通補助計畫經費使
用原則」。
六、 各年度補助經費應單獨設帳登錄，明確記載收支項目，列帳應使用當年 1
月 1 日至與本署簽約日間之機構支出憑證【註一】影本報支，並檢附支出憑證
款項核付之醫院內部審核文件(如支出憑證黏貼單、支出單、或出具傳票
等支付證明)，填明具體用途且由經手人、會計人員等相關權責人員核章，
原始憑證正本請留存醫院內妥為保管，以備審計機關及本署派員查核。各
項原始憑證及報銷證明，請參照行政院衛生署經費收支處理要點、行政院
衛生署補捐助款項會計處理作業要點、支出憑證處理要點之規定辦理。
各項費用用途及其注意事項如下：
費用科目
業務費

用途別
參與外部教育訓
練報名費、及其
交通費、講師鐘
點費

說明
1. 參與外部教育訓練報名費：參與電子病歷相關之課
程或研討會，須檢具標示有講題名稱、講師姓名、
日期、時間、地點之課程表、繳費收據(標示有參加
人員姓名、機構全銜)。
2. 交通費：需距離機構地點 30 公里以上，須檢具清晰
可辨識之憑證影本，惟計程車、油料、過路(橋)、停
車等費用不得報支。詳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規定辦理。
3. 講師鐘點費：依規定標準支給，應抄附每天、每週
或每月實授課程時間表，並檢附領款人簽章之領
據，註明身分證字號、戶籍地址(包含鄰、里、聯絡
電話)及領款事由，以憑審核。主管或主辦人員就其
職掌業務舉辦訓練或講習(例如醫院資訊室辦理資訊
安全講習等)、所作之精神講話、業務報告等，均不
得視為課程而支領鐘點費。授課時間每節達 50 分鐘
以上，國外學者不得逾 2,400 元/節，國內學者不得
逾 1,600 元/節，與主辦或訓練機關有隸屬關係之機
關(構)學校人員不得逾 1,200 元/節，受補助醫院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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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科目

用途別
臨時工資

【註二】

物品、
物品、材料費

【註三】

委辦服務費
委辦服務費

維護費

設備費

系統整合費
資訊硬體設備
費、軟體購置費
及系統開發費等

管理費【註七】 電費、
水費、

說明
部人員不得支領本項費用。
實施本計畫特定工作所需勞務之工資，以按日計酬者為
限，每人每天最高 800 元，受補助單位內人員不得申請，
勞、健保費用、及公提勞退金由申請醫院自行負擔。核
銷時工資收據(領款人簽名)或印領清冊(領款人簽名或
經金融單位蓋章)，須詳細註明工作內容，並檢附臨時
雇用人員出勤紀錄且須經受補助單位權責人員簽署(單
位主管、會計或出納人員等)證明。
單價未滿 1 萬元或使用年限未達 2 年之物品，如讀卡
機、螢幕等，憑證應詳列各項材料之名稱(如僅為英文
名稱，須加註中文名稱)、單價、數量及總價。
服務期間務必為當年度，並應檢附服務合約、服務內容
紀錄單、輔導內容(含詢價比價紀錄、計價原則、輔導
目標、輔導名稱、輔導作業之時程規劃、參加人員簽到
單、輔導效益及評估之標準等)、及服務證明文件，並
敘明該品項為非採購軟、硬體設備及其提供之勞務，且
與電子病歷密切相關之文件佐證。
維護期間務必為當年度，並應檢附維護合約、紀錄、驗
收證明等佐證文件。本署補(捐)助計畫內所購置之設
備，受補(捐)助之醫院應列入財產妥善保管，其設備之
修繕及維護費用，應由受補(捐)助之醫院自行負擔。
例如，醫院 99 年度購置設備並向本署申請補助款，其
設備之修繕及維護費用應自行負擔，不得於 100 年度補
助計畫申請該項費用。
不包含軟、硬體之增修，請檢附整合項目與說明文件。
單價金額達 1 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達 2 年以上。核銷時
應檢附支出憑證影本、支出憑證款項核付之醫院內部審
核文件，填明具體用途且由經手人、會計人員等相關權
責人員核章(如支出憑證黏貼單、支出單、或出具傳票
【註四】
等支付證明)、驗收
驗收證明文件
、請購單或院內請購簽
驗收證明文件
【註五】
呈影本、及完整合約書
合約書
，並應檢附財產增加單
財產增加單【註六】
等。其他證明文件(如保固書等)，應自行保留供實地備
查。
若為系統開發，應檢附系統開發之差異分析文件，以符
合「醫院實施電子病歷及互通補助計畫」第 15 條第 6
項之規定。
1. 電費：核銷時檢具電費收據、電費通知單、支出機
關分攤表、並詳列計算公式及計價分攤基準(如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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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科目

用途別
加班費

說明
板面積、電腦台數或人員工作時數)、及其他相關證
明（如支出單等）。
2. 水費：核銷時檢具水費收據、支出機關分攤表、並
詳列計算公式及計價分攤基準(如樓地板面積、電腦
台數或人員工作時數)、及其他相關證明（如支出
單）。
3. 加班費：以受補助單位的正職人員，為辦理補助計
畫所額外增加之工作，無法於正常上班時間完成，
需加班趕辦，所需之加班費為限。核銷時應檢附正
職人員證明、加班申請單(需明列加班事由、日期、
起訖時間、經加班人員及權責人員核章）
，及加班費
印領清冊或領據(職稱、姓名、應領金額及受領人簽
名)、差勤紀錄、醫院內人事差勤規定及加班費支給
標準等，並由人事單位檢具加班人員之每月薪資明
細，每小時加班費為月支薪俸、專業加給之總數除
以 240 小時。如每月薪資(月支薪俸、專業加給)36,000
元之人員，每小時加班費至多 150 元，以此類推。

※ 註一：支出憑證如為二聯式應檢附「收執聯」，如為三聯式或電子計算機發票應檢附
「扣抵聯」及「收執聯」
，務必清晰可辨識買受人(如為分院需填寫分院名稱)、日期(要
明確詳細)、品名、數量、單價及總計金額。
※ 註二：非能直接辨識與電子病歷相關之品項，例如電腦、讀卡機、不斷電系統、防毒
軟體等，須撰擬聲明書敘明與電子病歷之相關性。
※ 註三：購買相關設備之產品說明、操作使用說明、輔導訓練等，係為購置設備所需涵
蓋之包裹式服務，不得另列名目(服務費或教育訓練費)申請費用。
※ 註四：驗收文件包含合約內明訂之驗收品項、數量及驗收日期，且應有相關會驗人員
核章。
※ 註五：合約書簽訂時可註明係依據本署「醫院實施電子病歷及互通補助計畫」為標的
所簽訂之專案，或檢附與補助計畫之密切相關證明，其合約內容須有合約總額、付款
方式(分數期付款或驗收完成一次付清)、簽約時間(簽約時間如有跨年度且已一次付清
款項，須依比例分擔後申請補助；若採分期付款，則須明列預定付款時程及採購品項
別)、採購品項規格等。
※ 註六：醫院須自行使用內部制式財產增加單等文件，以紀錄實施電子病歷之新增設
備，詳列品項名稱、規格、數量、單價、總價等，並逐一編號管理，檢附財產增加單
影本佐證，財產增加單正本應自行保留供實地備查。若醫院原無制式之「財產增加
單」，可參考「財產增加單(範例)」逕行編製。
※ 註七：不得超過總計畫補助經費之百分之三，且以業務費總和之百分之十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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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本補助計畫第 2 條補充說明如下：
(一) 廠商須先履行契約條件，醫院於驗收付款予廠商後，檢具成果向本署
申請補助款，若於辦理補助計畫之實地查驗時，未能完成相關事項(如
教育訓練、ISO 27001 安全性驗證、系統建置或開發、及相關軟、硬
體實施上線使用等)，相關單據本署不予認列，若涉及其他爭議事項，
仍由本署決定認列與否。
(二) 醫院與廠商簽約時，應檢視契約之付款條件與本補助計畫之規定是否
相符，例如：受補助醫院與廠商間簽約以本署補助與否作為付款及契
約存續之條件，即視為不符合本補助計畫第 2 條之規定。
八、 申請補助醫院提供之憑據(收、領據)，須為醫療院所正式對外開立之統一
收(領)據，若以非正規之憑據作為補助計畫申請之用途者，則應檢具切結
書載明責任歸屬並核章(醫院負責人章及醫院關防)，確認憑據合法性及擔
負法律責任，請參考「切結書(範例)」逕行編製。
九、 若為體系醫院，請注意下列事項：
1. 支出憑證「買受人」須為與本署簽訂契約之機構全銜，如○○法人○○醫
院○○分院。
2. 支出憑證務必清晰且不可有多家醫院重複使用之情形，並提供清楚採購標
的、採購流程說明、合約書、購置證明等相關佐證文件，合約書務必能清
楚判定為申請醫院全銜。倘簽約主體為總院，卻以分院提出本補助計畫之
申請，除前述佐證文件外，另需提出明確之採購標的及資材管理說明，概
由本署審核決定認列與否。
3. 應用軟體系統開發委外為同一家廠商，且開發之應用軟體系統相同，務必
舉證說明差異處。
4. 財產增加單須能明確辨別存放處為該院地點。
5. 補助款收(領)據名稱須為與本署簽訂契約之機構全銜。
6. 匯款帳戶須為與本署簽訂契約之機構全銜，不得為體系或法人之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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