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福利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醫療(事)機
構事業產業補償紓困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醫療機構因配合中 第三條 醫療機構因配合中央 一、為配合防疫實際需求，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需要
有關通知停診之地方衛
需要，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經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書面
生主管機關，擴大為中
中心或衛生主管機關書面 通知停診者，其在停診原因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或
通知停診者，其在停診原因 存續期間之損失，得向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爰配合
存續期間之損失，得向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申請補償。但
修正第一項相關文字。
衛生主管機關申請補償。但 已依傳染病防治法或其他法 二、醫療（事）機構於無疫情
已依傳染病防治法或其他 規領取補償者，不得重複申
發生時，以正常運作客
法規領取補償者，不得重複 請。
觀事實作為比較基期，
申請。
前項停診損失之補償基
爰第二項有關停診損失
前項停診損失之補償 準，依下列規定辦理：
之補償基準，比照第二
基準，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全民健康保險（以下簡
十三條、第二十五條之
一、 全民健康保險（以下
稱健保）特約醫療服務
一至第二十五條之三及
簡稱健保）特約醫療
機構全面停診者：以前
第二十九條之一規定，
服務機構全面停診者
一年同期之健保申報
修正為以「一百零八年」
：以中華民國一百零
醫療費用點數及掛號
為參考基準。
八年同期之健保申報
費給予補償，申報點數
醫療費用點數及掛號
不包括藥費及特殊材
費給予補償，申報點
料費，點數以一點新臺
數不包括藥費及特殊
幣一元計算，或以停診
材料費，點數以一點
原因存續期間所應支
新臺幣一元計算，或
出之基本人事費、維持
以停診原因存續期間
費及掛號費給予補償，
所應支出之基本人事
擇一申請。特約未滿一
費、維持費及掛號費
年之健保特約醫療服
給予補償，擇一申請
務機構及非健保特約
。特約未滿一年之健
醫療服務機構，以停診
保特約醫療服務機構
原因存續期間所應支
及非健保特約醫療服
出之基本人事費、維持
務機構，以停診原因
費及掛號費給予補償。
存續期間所應支出之 二、 健保特約醫療服務機
基本人事費、維持費
構部分停診，整體醫療
及掛號費給予補償。
費用未及前一年同期
二、 健保特約醫療服務機
者：以停診原因存續期
構部分停診，整體醫
間被停診部分所應支
療費用未及中華民國
出之基本人事費、維持
一百零八年同期者：
費及掛號費給予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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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停診原因存續期間
被停診部分所應支出
之基本人事費、維持
費及掛號費給予補償
。特約未滿一年之健
保特約醫療服務機構
及非健保特約醫療服
務機構部分停診者，
亦同。

特約未滿一年之健保
特約醫療服務機構及
非健保特約醫療服務
機構部分停診者，亦同
。

第四條 前條第二項所定基 第四條 前條第二項所定基本
本人事費，為於各該醫療機 人事費，為於各該醫療機構
構停診前已任職，而於停診 停診前已任職，而於停診期
期間仍留任人員之經常性 間仍留任人員之經常性給與
給與薪資，或停診之個別醫 薪資，或停診之個別醫師於
師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 前一年同期之健保申報醫療
同期之健保申報醫療費用 費用點數，點數以一點新臺
點數，點數以一點新臺幣一 幣一元計算。
元計算。
前項經常性給與薪資，
前項經常性給與薪資， 不包括不定期獎勵金，並以
不包括不定期獎勵金，並以 停診前六個月之經常性薪資
停診前六個月之經常性薪 平均計算；未能提供薪資證
資平均計算；未能提供薪資 明文件者，逕以其參加健保
證明文件者，逕以其參加健 之投保金額計算。
保之投保金額計算。
第一項停診之個別醫師
第一項停診之個別醫 於前一年同期健保申報醫療
師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 費用點數，不包括藥費及特
同期健保申報醫療費用點 殊材料費。
數，不包括藥費及特殊材料
基本人事費之補償，以
費。
醫療機構對停診前已任職之
基本人事費之補償，以 人員，於停診期間繼續給付
醫療機構對停診前已任職 薪資者為限。
之人員，於停診期間繼續給
付薪資者為限。

有關停診損失之補償基準，
修正為以「中華民國一百零
八年」為參考基準，理由同第
三條說明二。

第八條 本條例第九條第一 第八條 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 一、 第一款有關通知停業之地
項所定受嚴重特殊傳染 所定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方衛生主管機關，修正為
性肺炎影響而發生營運 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之醫療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或
困難之醫療（事）機構， （事）機構，指有下列情形之
衛生主管機關，理由同第
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者：
三條說明一。
一、 受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一、 受地方衛生主管機關 二、 第二款及第三款有關發生
中心或衛生主管機關
書面通知停業而業務
營運困難之醫療（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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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通知停業而業務
中斷。
二、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
年一月十五日起，連
續六個月醫務收入或
執行業務所得總額，
較一百零八年同期醫
務收入或執行業務所
得總額減少百分之十
五以上。
三、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
年一月十五日起，連
續三個月醫務收入或
執行業務所得總額，
較一百零八年同期醫
務收入或執行業務所
得總額減少百分之三
十以上。
四、 申報中華民國一百零
九年一月至十一月之
健保醫療費用，扣除
藥費及特殊材料費後
之收入，低於一百零
八年同期同計算基礎
之百分之八十。
五、 參與因應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疫情提升暫
付金額方案之健保特
約醫療(事)服務機構
，經結算應返還提升
之暫付金額，且申請
分期攤還。
六、其他特殊狀況，經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或其委
任、委託之機關(構)專
案認定。

中斷。
構比較基期，修正為以「一
二、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
百零八年」為參考基準，
年一月十五日起，連續
理由同第三條說明二。
六個月醫務收入或執 三、 考量醫療（事）機構於嚴
行業務所得總額，較前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一年同期醫務收入或
(COVID-19）疫情期間，
執行業務所得總額減
因防疫需要所生人力、醫
少百分之十五以上。
務、設備等成本增加，加
三、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
上醫療資源移為防疫量
年一月十五日起，連續
能，以致民眾就醫減少，
三個月醫務收入或執
爰就醫療（事）機構受疫
行業務所得總額，較前
情影響導致申報一百零
一年同期醫務收入或
九年一月至十一月健保
執行業務所得總額減
醫療費用低於一百零八
少百分之三十以上。
年同期百分之八十者予
四、 其他特殊狀況，經中央
以補貼，減輕其營運負
衛生主管機關或其委
擔，增訂第四款規定。
任、委託之機關（構） 四、 又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
專案認定。
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
務審查辦法」第六條規定，
健保特約醫療(事)服務機
構申報醫療費用，衛生福
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依規
定辦理暫付。惟因 應
COVID-19 疫情期間，健保
特約醫療(事)服務機構醫
療服務申報量減少，為協
助維持正常營運，衛生福
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以一
百零九年三月十二日健
保醫字第一 O 九 OO 三二
八七二 A 號函，函知健保
特約醫療(事)服務機構以
去年同期核定金額辦理
提升暫付金額方案，予以
提升暫付款金額。茲針對
參與提升暫付金額方案
之醫療（事）機構，為減
輕於結算後須返還暫付
金額之負擔，爰增訂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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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規定，現行條文第四款
遞移至第六款。
第九條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第九條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對 一、 為減輕健保特約醫療服
對前條醫療（事）機構提 前條醫療（事）機構提供之紓
務機構之負擔，就醫療
供之紓困措施如下：
困措施如下：
（事）機構於疫情期間因
一、 前條第一款：補貼停 一、 補貼停業原因存續期
受疫情影響致一百零九
業原因存續期間之
間之損失。
年一月至十一月健保申
損失。
二、 提供信用保證，協助醫
報醫療費用(扣除藥費及
二、 前條第二款及第三
療（事）機構取得支付
特殊材料費)收入低於一
款：提供信用保證，
員工薪資之貸款（以下
百零八年同期百分之八
協助醫療（事）機構
簡稱員工薪資貸款）。
十者，予以差額補貼。茲
取得支付員工薪資
三、 補貼短期週轉金貸款
因配合防疫需求之補助
之貸款（以下簡稱
及員工薪資貸款之利
措施，所需經費由特別預
員工薪資貸款）。
息。
算支應，補貼金額以一百
三、 前條第二款及第三
前項第三款之利息補貼
零八年同期健保申報醫
款：補貼短期週轉金 ，與其他政府機關所定補貼
療費用(扣除藥費及特殊
貸款及員工薪資貸 性質相同者，醫療（事）機構
材料費)收入之百分之八
款之利息。
應擇一適用，不得重複。
十為限，並規範有關差額
四、前條第四款：補貼申
計算方式之認定，爰增訂
報中華民國一百零九
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三項
年一月至十一月之健
規定。
保醫療費用，扣除藥
二、 舉例說明如下：甲院所
費及特殊材料費後之
申報一百零八年一月至
收入，低於一百零八
十一月醫療費用點數一
年同期百分之八十之
百二十萬點，扣除藥費
差額。
及特殊材料費二十萬點
五、前條第五款：全額補
後為一百萬點，假設一
貼分期攤還金額所生
百零八年第一季至第三
之利息。
季季點值皆為零點九，
前項第三款之利息補
則一百零八年該院收入
貼，與其他政府機關所定
為新臺幣(下同)九十萬
補貼性質相同者，醫療(
元（零點九乘以一百萬
事)機構應擇一適用，不
點），該院收入百分之八
得重複。
十為七十二萬元(九十
第一項第四款補貼之
萬元乘以百分之八十)；
差額、第五款補貼之利息
另如甲院所申報一百零
，其計算方式，由中央衛
九年一月至十一月醫療
生主管機關定之。
費用點數六十五萬點，
扣除藥費及特殊材料費
(五萬點)後為六十萬
5

點，假設一百零九年第
一季至第四季點值皆為
零點九五，則一百零九
年一月至十一月收入為
五十七萬元(零點九五
乘以六十萬點)。相較一
百零八年一月至十一月
該院百分之八十收入七
十二萬元，將補貼十五
萬元(七十二萬元減五
十七萬元)。
三、 又為減輕參與提升暫付
金額之醫療（事）機構於
結算後應返還暫付金額
欠費之負擔，全額補貼
申請分期攤還所生之利
息，爰增訂第一項第五
款規定。有關 補貼利息
之程序須向衛生福利部
中央健康保險署申請分
期攤還經審核認定具有
特殊困難者後辦理；其
補貼利息之標準，依據
中華郵政公司一百零九
年三月二十五日起宣布
之存簿儲金年利率(即
百分之零點一二)加計
利息。
四、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酌修文字。
第十條 醫事機構因配合中 第十條 醫事機構因配合中央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需要
需要，或其醫事人員因照顧 ，或其醫事人員因照顧對象
對象確診，致該醫事人員被 確診，致該醫事人員被隔離
隔離無法執行業務，經中央 無法執行業務，經地方衛生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或衛生 主管機關書面通知停業者，
主管機關書面通知停業者， 其在停業原因存續期間之損
其在停業原因存續期間之 失，得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損失，得向中央衛生主管機 申請補貼。但已依傳染病防
關申請補貼。但已依傳染病 治法或其他法規領取補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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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有關通知停業之地方
主管機關，修正為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或衛生主管機關，
理由同第三條說明一。

防治法或其他法規領取補
貼者，不得重複申請。
前項停業損失之補貼
基準、基本人事費與維持費
之認定、申請期間、申請程
序及應檢附之文件、資料，
準用第三條第二項及第四
條至第七條規定辦理。

，不得重複申請。
前項停業損失之補貼基
準、基本人事費與維持費之
認定、申請期間、申請程序及
應檢附之文件、資料，準用第
三條第二項及第四條至第七
條規定辦理。

第二十三條 住宿式機構有下 第二十三條 住宿式機構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為本條例第 列情形之一者，為本條例第
九條第一項所定受嚴重特 九條第一項所定受嚴重特殊
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發生 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發生營運
營運困難之事業：
困難之事業：
一、 受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一、 受地方主管機關書面通
中心或主管機關書面
知停業而業務中斷。
通知停業而業務中斷 二、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
。
一月十五日起，任連續
二、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
三個月平均收入，較一
年一月十五日起，任
百零八年下半年或一百
連續三個月平均收入
零八年同期月平均收入
，較一百零八年下半
減少達百分之十五。
年或一百零八年同期 三、 其他特殊狀況，經中央
月平均收入減少達百
衛生主管機關或其委任
分之十五。
、委託之機關（構）或
三、 其他特殊狀況，經中
團體專案認定。
央衛生主管機關或其
委任、委託之機關（構
）或團體專案認定。

第一款有關通知停業之地方
主管機關，修正為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或主管機關，理由
同第三條說明一。

第二十五條 住宿式機構因配 第二十五條 住宿式機構因配
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
防疫需要，或其人員因照顧 疫需要，或其人員因照顧對
對象確診，致該機構人員被 象確診，致該機構人員被隔
隔離無法執行業務，經中央 離無法執行業務，經地方主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或主管 管機關書面通知停業者，其
機關書面通知停業者，其在 在停業原因存續期間之損失
停業原因存續期間之損失， ，得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申
得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申 請補貼。但已依傳染病防治
請補貼。但已依傳染病防治 法或其他法規領取補貼或補
法或其他法規領取補貼或 助者，不得重複申請。
補助者，不得重複申請。
前項停業損失之補貼基

第一項有關通知停業之地方
主管機關，修正為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或主管機關，理由
同第三條說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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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停業損失之補貼基
準，按停業原因存續期間所
應支出之基本人事費及維持
費給予。
前項基本人事費，為於
各該住宿式機構停業前已任
職，而於停業期間仍留任人
員之經常性給與薪資，並按
停業前六個月之經常性薪資
平均計算；未能提供薪資證
明者，逕以其參加健保之投
保金額計算。
基本人事費之補貼，以
住宿式機構對停業前已任職
之人員，於停業期間繼續給
付薪資者為限。
住宿式機構停業損失補
貼之維持費認定、申請期間、
申請程序及應檢附之文件、
資料，準用第五條至第七條
規定辦理。

準，按停業原因存續期間所應
支出之基本人事費及維持費
給予。
前項基本人事費，為於各
該住宿式機構停業前已任職，
而於停業期間仍留任人員之
經常性給與薪資，並按停業前
六個月之經常性薪資平均計
算；未能提供薪資證明者，逕
以其參加健保之投保金額計
算。
基本人事費之補貼，以住
宿式機構對停業前已任職之
人員，於停業期間繼續給付薪
資者為限。
住宿式機構停業損失補
貼之維持費認定、申請期間、
申請程序及應檢附之文件、資
料，準用第五條至第七條規定
辦理。

第二十五條之二 中央衛生主 第二十五條之二 中央衛生主 第一項第三款提及「一百零八
管機關對前條社會福利事 管機關對前條社會福利事業 年」，爰增加「中華民國」。
業單位提供之紓困措施如 單位提供之紓困措施如下：
下：
一、 提供信用保證，協助社
一、 提供信用保證，協助
會福利事業單位取得
社會福利事業單位取
支付員工薪資之貸款。
得支付員工薪資之貸 二、 補貼社會福利事業單
款。
位之短期週轉金貸款
二、 補貼社會福利事業單
及員工薪資貸款之利
位之短期週轉金貸款
息。
及員工薪資貸款之利 三、 補助服務存續期間所
息。
應支出之維持費，及因
三、 補助服務存續期間所
服務量增加之人員超
應支出之維持費，及
時工作酬勞，每月最高
因服務量增加之人員
補助金額為前條第一
超時工作酬勞，每月
款收入總和月平均較
最高補助金額為前條
一百零八年下半年或
第一款收入總和月平
一百零八年同期月平
均較中華民國一百零
均短差之百分之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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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下半年或一百零
八年同期月平均短差
之百分之四十，最長
三個月。
前項第三款費用之認
定及應檢附之文件、資料，
準用第五條及第七條規定
辦理。
第一項第二款之利息
補貼及第三款之費用補助，
與其他政府機關所定補貼（
助）性質相同者，社會福利
事業單位應擇一適用，不得
重複。
提供社會福利事業單
位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之紓困措施，其貸款之資格
限制、信用保證、利率、額
度、上限及其他相關事項，
準用第十一條至第十三條、
第十五條至第二十二條規
定。

最長三個月。
前項第三款費用之認定
及應檢附之文件、資料，準用
第五條及第七條規定辦理。
第一項第二款之利息補
貼及第三款之費用補助，與
其他政府機關所定補貼（助）
性質相同者，社會福利事業
單位應擇一適用，不得重複。
提供社會福利事業單位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紓
困措施，其貸款之資格限制、
信用保證、利率、額度、上限
及其他相關事項，準用第十
一條至第十三條、第十五條
至第二十二條規定。

第二十五條之三 其他照顧 第二十五條之三 其他照顧服
服務提供單位有下列情形 務提供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
之一者，為本條例第九條第 者，為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
一項所定受嚴重特殊傳染 所定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性肺炎影響而發生營運困 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之事業
難之事業：
：
一、受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一、受地方主管機關書面通知
或主管機關書面通知停
停業而業務中斷。
業而業務中斷。
二、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
二、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
月十五日起，任連續三個
月十五日起，任連續三個
月於長期照顧給付及支
月於長期照顧給付及支
付、未滿二歲兒童托育準
付、未滿二歲兒童托育準
公共化服務申報費用月
公共化服務申報費用月
平均，較一百零八年下半
平均，較一百零八年下半
年或一百零八年同期月
年或一百零八年同期月
平均減少達百分之十五。
平均減少達百分之十五。
但接受政府補助或委託
但接受政府補助或委託
辦理第二條第五款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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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有關通知停業之地方
主管機關，修正為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或主管機關，理由
同第三條說明一。

辦理第二條第五款第三
目至第五目之服務，為任
目至第五目之服務，為任
連續三個月辦理第二條
連續三個月辦理第二條
第五款第三目至第五目
第五款第三目至第五目
之服務月平均補助或委
之服務月平均補助或委
辦費用，較一百零八年下
辦費用，較一百零八年下
半年或一百零八年同期
半年或一百零八年同期
月平均減少達百分之十
月平均減少達百分之十
五。
五。
三、其他特殊狀況，經中央衛生
三、其他特殊狀況，經中央衛
主管機關或其委任、委託之
生主管機關或其委任、委
機關（構）或團體專案認定
託之機關（構）或團體專
。
案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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