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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戒菸服務補助計畫契約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戒菸服務補助計畫契約書 醫事機構戒菸服務補助計畫契約書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以下稱甲方）為

辦理戒菸服務補助計畫（以下稱本計

畫），特約 ________________（以下稱乙

方）為戒菸服務特約機構(戒菸服務特約

醫療機構或戒菸服務特約藥局)，雙方約

定如下: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以下簡稱甲方）

依菸害防制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特約

________________（以下簡稱乙方）為甲

方醫事機構戒菸服務補助計畫（以下簡稱

本計畫）之契約醫事機構並辦理戒菸服

務，雙方約定事項如下: 

第一條 乙方於本契約有效期間，應為

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並

應置有接受甲方、衛生局或甲方委託

專業機構、團體辦理之戒菸服務訓練

課程，取得學分認證之醫事人員。 

前項人員應依甲方規定接受繼續

教育，定期換證，始得提供服務。 

第一條  乙方應為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

服務機構，提供戒菸服務之醫事人員，

應接受甲方、衛生局或甲方委託專業機

構、團體辦理之戒菸服務訓練課程，取

得學分認證。 

第二條 本計畫服務對象應為十八歲

以上之全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且尼

古 丁 成 癮 度 測 試 結 果 四 分 以 上

(FagerstrÖm Test for Nicotine 

Dependence) 或平均一天抽十支菸

以上者。但於九十天之連續療程內，

或未使用戒菸輔助用藥(以下稱戒菸

用藥)時，得不受年齡、尼古丁成癮

度之限制。 

 

第二條  本計畫戒菸藥物之提供服務對象

為十八歲以上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

象，於接受服務時其尼古丁成癮度測試

分數達四分以上(新版 FagerstrÖm 量

表)或平均一天抽十支菸以上者。本計畫

戒菸衛教暨個案管理之提供服務對象為

不論年齡、性別及尼古丁成癮度，有意

願接受戒菸服務之吸菸者。 

提供服務對象不符前項之規定者，甲方

不予補助其費用。 

第三條 乙方提供戒菸服務時，應先完

成服務對象戒菸動機之評估，並依甲

方所定之同意書，取得其書面同意。 

前項書面同意，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三條  乙方提供前條所列對象戒菸服務

時，應辦理下列事項： 

ㄧ、評估服務對象之戒菸動機。 

二、告知服務對象其權利與義務，並徵

得其同意接受戒菸服務。 

三、取得服務對象同意，接受甲方或其

委託專業機構、團體之戒菸服務相

關訪查、調查及進行個案資料蒐集。 

第四條 乙方於提供服務時，應遵守下

列事項： 

一、 查核服務對象之全民健康保險

第四條 乙方於每次提供戒菸服務時，應查

核服務對象之全民健康保險憑證（以下

簡稱健保卡）是否與本人相符，並於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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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以下稱健保卡）。 

二、 將其接受服務之有關資料登錄

於健保卡。 

三、 於服務後二十四小時內，依甲

方所定格式上傳至衛生福利部

中央健康保險署（以下稱健保

署）建置之資訊系統。 

四、 於提供服務日之次月二十日

前，依甲方所定格式上傳至甲

方建置之戒菸服務資訊系統

(以下稱戒菸資訊系統)。 

乙方未依前項規定上傳健保署之資

訊系統者，甲方得不予補助費用；已

補助之部分，得予追扣。 

甲方知有乙方未依第一項規定，上傳

資料至戒菸資訊系統時，應通知其限

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追扣已補助

之費用。  

供戒菸服務後，依「全民健康保險憑證

製發及存取資料管理辦法」上傳予衛生

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以下簡稱健保

署）備查。 

乙方應將服務對象之基本資料及各項

戒菸服務資訊，於提供該項服務日起之

次月二十日前登錄上傳至「醫事機構戒

菸服務系統」，並依第九條規定申報費

用。「醫事機構戒菸服務系統」應記錄之

內容或傳輸方式，依甲方規定辦理。 

乙方未依第一項規定登錄健保卡並上

傳，甲方不接受其補申報，並追扣乙方

該筆戒菸服務費用。 

乙方未依第二項規定將相關資料登錄

上傳至「醫事機構戒菸服務系統」者，

經通知後仍未補正者，甲方不予補助該

筆戒菸服務費用，甲方已支付者，應予

追扣。 

第五條 乙方於接受服務對象符合使用

戒菸用藥時，應依其藥物之性質及藥事

法令有關調劑之規定辦理。 

前項調劑於藥局為之時，限由戒菸服務

特約藥局或戒菸輔助用藥契約調劑藥

局(以下稱契約調劑藥局)辦理。 

戒菸服務特約醫療機構於釋出處方箋

時，應加註限由前項藥局調劑，否則不

予給付補助相關費用意旨之文字；未加

註者，經非屬第二項藥局調劑而申報之

費用，由該醫療機構負擔。 

戒菸服務特約藥局應備有甲方補助之

各種戒菸用藥；乙方因藥品品項不足，

致無法提供完整調劑時，應即告知服務

對象，並宜轉介至其他戒菸服務特約藥

局或契約調劑藥局。 

第五條  乙方應依醫藥分業規定，提供戒

菸治療藥物予服務對象。未備有戒菸治

療藥物者，應以交付處方箋之方式由全

民健康保險合約藥局代為提供。 

第六條 乙方應於每年四月底前，比照全

民健康保險藥價調查機制向甲方申報

必要之資料。 

新增 

第七條 乙方之戒菸服務醫事人員於登

記執業處所以外提供服務時，應依各該

醫事人員法令規定辦理，並由其執業登

錄所在地衛生主管機關函轉甲方同意

後，始得為之。 

 

第六條  乙方於登記執業場所以外提供本

服務者，應事前依法令規定向所在地衛

生局申請報准，由所在地衛生局轉陳甲

方同意後，始得執行。 

  乙方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甲方不予補

助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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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甲方得規定乙方每年度之合理

戒菸服務量；逾該數量之部分，不予補

助。 

戒菸服務特約醫療機構逾前項合理服

務量而釋出戒菸用藥處方，所產生之藥

事費用，由該醫療機構負擔。 

第七條  乙方提供戒菸服務量不得逾甲方

每年公告之年申報診(人)次上限，但乙

方申請預定服務診(人)次逾公告之年申

報診次上限，經甲方審查同意者，不在

此限。 

乙方依前項規定提出申請者，須依甲方

公告之期限、內容及格式辦理。乙方提

供戒菸服務量逾公告或經甲方審查同意

之年申報診（人）次上限者，其逾限人

次之戒菸服務費用，甲方不予補助。 

無 第八條  本服務不計入全民健康保險就診

次數，乙方應依甲方之規定申請戒菸治

療服務費、戒菸藥品費及戒菸衛教暨個

案管理費等補助費用。 

第九條 乙方申請戒菸服務補助費用，其

程序、期限及補助費用之核付事項，比

照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

及醫療服務審查辦法之規定，並應併全

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之。 

前項費用有不可歸責於甲方或健保署

之事由，致未能於期限內撥付補助費用

時，甲方及健保署不負遲延責任。 

第九條  甲方應支付之補助費用，得委請

健保署代為撥付乙方，乙方應依該署之

申報規定，按月併同全民健康保險醫療

費用向該署申報。 

前項費用之核付，依醫事機構戒菸服務

補助計畫及「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

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法」相關規

定辦理。 

因不可歸責於甲方或健保署之事由，致

未能於期限內完成撥付手續，甲方及該

署不負遲延責任。 

乙方未依規定申報，健保署不撥付費

用。 

第十條 甲方得委託相關機關(構)、團體

或法人(以下稱委託單位)辦理戒菸服

務之查核業務，乙方應配合提供必要之

紀錄、電子資料及其他有關文件。 

第十條  甲方或其委託專業機構、團體為

審查給付之需要，得請乙方提供說明，

或派員至乙方查詢或調閱病歷紀錄及相

關文件、電子資料，乙方不得拒絕。 

甲方或其委託專業機構、團體所派人

員，執行前項職務者，應出示有關執行

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

誌。 

乙方未依第一項規定提供相關文件、資

料者，甲方或其委託專業機構、團體得

依調查所得之證據逕為事實認定。 

第十一條 乙方有下列情事之一時，甲

方應追扣其申報費用，並處以該費用十

倍之懲罰性違約金： 

一、由非醫事人員提供服務。 

二、上傳戒菸資訊系統之內容虛偽不  

第十一條 乙方有下列違規情事者，應返

還申報費用，並應支付十倍懲罰性違約

金：  

一、領藥量以少報多。 

二、登錄上傳「醫事機構戒菸服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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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 

三、服務對象不符合第二條規定而申報

費用。 

四、未提供戒菸服務而申報費用。 

五、交付服務對象之戒菸用藥，項目不

符或數量低於所申報者。 

乙方有前項第一款情事時，甲方應移請

其所在地衛生主管機關依相關醫事法

令辦理。 

乙方有下列情事之一時，甲方應追扣其

申報費用，並處以該費用二倍之懲罰性

違約金： 

一、服務人員以不符合醫事法令規定之

方式，或服務對象未到場而提供戒

菸服務。 

二、由未取得戒菸服務資格證明書或其

證明書逾效期之醫事人員提供服

務。 

之內容虛偽不實。 

三、收治非保險對象或非戒菸就診個

案，以戒菸服務之名義申報費用。 

四、未提供戒菸服務卻申報費用。 

五、申報藥品項目與交付個案藥品項目

不符。 

六、以虛偽之證明、報告、陳述 或其

他以不正當行為，申報費用。 

乙方有下列違規情事者，應返還申報費

用，並應支付二倍懲罰性違約金： 

一、本合約醫事人員以遠距或一對多方

式提供戒菸服務。 

二、任由他人代領藥。 

三、由非本合約醫事人員提供戒菸服務。 

 

第十二條 前條第一項及第三項之懲

罰性違約金，乙方應於甲方通知送達日

起三十日內繳交；逾期未繳交時，以週

年利率百分之五加計逾期費用。 

乙方有未繳還之補助費用、懲罰性違約

金或逾期費用時，同意甲方申請行政執

行。 

第十二條 前條懲罰性違約金，乙方應於甲

方追繳通知送達三十天內繳交，未於期

限內繳交者，按逾期日數，依扣款或追

繳費用總額以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逾

期費用。 

乙方應返還之補助費用或懲罰性違約

金，乙方同意自願接受執行，甲方得以

本契約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 

第十三條 乙方對甲方或其委託單位

所為之費用扣款、追繳通知或終止契

約，如有不服，得於甲方或其委託單位

之通知送達日起二十日內，檢具相關事

證，提出異議；逾期甲方不予受理。甲

方或其委託單位收到乙方之異議書，認

為有理由者，應於六十日內變更或撤銷

其處置；必要時得展延六十日。 

前項乙方異議之提出，以一次為限。 

 

第十三條  乙方對甲方或其委託專業機

構、團體所為之費用扣款、追繳通知或

終止契約，如有不服，得於甲方或其委

託專業機構、團體之通知送達日起二十

日內，檢具相關事證，提出異議，逾期

以自願放棄論。甲方或其委託專業機

構、團體收到乙方異議書，認為有理由

者，應於六十日內變更或撤銷其處置，

必要時得展延六十日。 

  前項乙方異議之提出，以一次為限。 

第十四條 乙方機構名稱或負責人變

更，或提供戒菸服務之醫事人員有異動

時，應自異動之日起一個月內，檢具相

關證明文件，通知甲方或其委託單位。 

乙方應提供專人聯絡資訊予甲方，聯絡

資訊異動時，應於十五日內以書面通知

甲方；未通知前，甲方對原聯絡人所為

第十四條 乙方因機構名稱或其負責醫事

人員變更，或取得學分認證得提供戒菸

服務之醫事人員如有異動時，應檢具相

關證明文件，報請甲方或其委託專業機

構、團體同意或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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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通知，對乙方仍生效力。 

第十五條 本契約效期自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效期屆

至前一個月，任一方未以書面通知他方

不再續約時，自動續約三年。 

本契約執行期間內，一方得於一個月

前，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他方終止本

契約；他方有不接受之理由時，應於收

受通知日起一個月內回復；逾期未回

復，視為同意。 

乙方不具健保特約醫事機構資格之日

起，本契約自動失效；於健保署中止其

全部特約醫事服務項目之期間，亦同。 

第十五條 本契約之合約期間，自簽約日起

至雙方以書面通知終止契約或甲方公告

本計畫終止日止。 

本契約執行期間內，一方得於一個月前

以書面通知他方終止本契約。 

甲乙雙方之契約關係，因乙方與健保署

停止或終止特約關係而當然終止。 

第十六條 乙方違反本契約所定事項

情節重大或違反相關法令規定，或有第

十一條所定情事時，甲方得以書面通知

乙方終止契約，並依本契約相關規定處

理，乙方不得異議。 

乙方違反本契約所定事項，經甲方通知

限期改善而未改善時，甲方得中止契約

一個月。 

第十六條 乙方有第十一條之情事，或違反

醫療法、醫師法、藥師法、護理人員法、

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其相關法規者，甲方

應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契約，並依本契

約相關規定處理。 

第十七條 本契約因法令修正或有其

他重大情事，致未能達到原目的或顯失

公平時，任一方得請求他方變更或終止

本契約。 

第十七條 遇情事重大變更，非當時所得預

料，而依原契約未能達到計畫目的或顯

失公平者，甲乙雙方之一方得請求他方

調整契約內容。 

甲方於必要調整或變更戒菸服務計畫

或契約內容時，應公告之，其調整或變

更之內容，自公告日後三十日生效。 

甲乙雙方之一方不同意調整之計畫或

契約內容，得以書面通知終止契約。 

本契約未盡事宜，依本計畫作業須知、

醫療法、醫師法、藥師法、護理人員法、

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其相關法規辦理。必

要時，甲方得以附約或換文補充之，其

效力與本契約同。 

第十八條 本契約未規定事項，依各衛

生法令及本計畫作業須知辦理；必要

時，雙方得以附約或換文補充之，其效

第十七條第四項  本契約未盡事宜，依本

計畫作業須知、醫療法、醫師法、藥師

法、護理人員法、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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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與本契約同。 

 

相關法規辦理。必要時，甲方得以附約

或換文補充之，其效力與本契約同。 

第十九條 本契約一式二份，雙方各持

一份。 

第十八條 本契約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一

份，以資為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