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協助弱勢個案就醫補助申辦文件檢查表 

一、 申請人身分資料 

申請人身分 檢備文件 

(擇一證明) 

自主檢查重點 檢查欄 

有 無 

(或不需檢附) 

設籍本市市民 □身分證影本 

□全戶戶口名簿

影本 

 

□核對身分並於檢備文件影 

本註記「與正本相符」及

承辦人簽章。 

※當年度第一次向初審單位

申請者，需檢附左項證

件，第二次申請者只須

核對身分證件後，證件

檢還民眾，申請時不須

送左項證件影本。 

  

有健保身分之外

國人士 

□居留證影本 

□護照影本 

□核對身分並於檢備文件影

本註記「與正本相符」及

承辦人簽章。 

※當年度第一次向初審單位

申請者，需檢附左項證

件，第二次申請者只須

核對身分證件後，證件

檢還民眾，申請時不須

送左項證件影本。 

  

 

二、 經濟困難資格資料(具區公所或社會局開立下列證明之一) 

法規依據 檢備文件 自主檢查重點 檢查欄 

有 無 

高雄市政府辦理低收入

戶及中低收入戶審核作

業要點 

□低收入戶證明 □核對身分並檢具文件正本 

□本年度已申請計畫補助者，可

檢送證明書影本並註記「與正

本相符」及承辦人簽章。 

  

高雄市政府辦理低收入

戶及中低收入戶審核作

業要點 

□中低收入戶證

明 

□核對身分並檢具文件正本 

□本年度已申請計畫補助者，可

檢送證明書影本並註記「與正

本相符」及承辦人簽章。 

  

高雄市中低收入老人特

別照顧津貼審核作業辦

法 

□中低收入老人

生活津貼證明 

□核對身分並檢具文件正本 

□本年度已申請計畫補助者，可

檢送證明書影本並註記「與正

本相符」及承辦人簽章。 

  



高雄市政府辦理身心障

礙者生活補助審核作業

要點 

□身心障礙生活

補助證明 

□核對身分並檢具文件正本 

□本年度已申請計畫補助者，可

檢送證明書影本並註記「與正

本相符」及承辦人簽章。 

  

高雄市弱勢兒童及少年

生活扶助辦法 

□弱勢兒童及少

年生活扶助證

明 

□核對身分並檢具文件正本 

□本年度已申請計畫補助者，可

檢送證明書影本並註記「與正

本相符」及承辦人簽章。 

  

高雄市弱勢兒童及少年

醫療補助辦法 

□弱勢兒童及少

年醫療補助證

明 

□核對身分並檢具文件正本 

□本年度已申請計畫補助 

者，可檢送證明書影本並註記

「與正本相符」及承辦人簽

章。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辦理

弱勢單親家庭扶助審核

作業要點 

□單親家庭子女

生活教育補助

證明 

□核對身分並檢具文件正本 

□本年度已申請計畫補助 

者，可檢送證明書影本並註記

「與正本相符」及承辦人簽

章。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辦理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審核

作業要點 

□特境家庭子女

生活津貼證明 

 

□核對身分並檢具文件正本 

□本年度已申請計畫補助 

者，可檢送證明書影本並註記

「與正本相符」及承辦人簽

章。 

  

高雄市街友安置輔導辦

法 
□街友、遊民安

置輔導辦法之

證明者。(如

本市三民街友

中心、鳳山街

友中心開立證

明) 

 

□核對身分並檢具文件正本 

□本年度已申請計畫補助 

者，可檢送證明書影本並註記

「與正本相符」及承辦人簽章。 

  

三、 就醫相關費用資料 

※下列各項補助費用合計每人每年 30,000元為上限。 

申請項目 檢備文件 自主檢查重點 檢查欄 

有 無 

※健保欠費 □中央健康保險署

健保欠費當年度

繳納收據正本 

□核對身分並檢具收據正本 

 

  

※健保部分負擔 □醫療明細收據正 □核對身分並檢具收據正本   



※住院膳食費(每人每次

最高上限 7,500 元) 

本或欠費明細 □欠費明細並註記「與正本

相符」及出具單位「戳

章」。 

□申請住院膳食費須標示申

請費用之天數 

□不得申請補助項目：如:

證明書費用、醫療特材費

用、非屬健保支付標準所

收取之費用(美容整型、

矯正牙齒、義齒…等)。 

※掛號費(每人每次最高

上限 300 元) 

※無健保身分者就醫時

之醫療自付費用 

※救護車費用 

(每人每年最高補助 6,000

元) 

□救護車費用繳納

收據明細或欠費

明細 

□急診醫師開立之

需緊急就醫證

明、院間轉診證

明或強制就醫證

明 (如 :診斷證明

書) 

□核對身分並檢具收據正本 

□欠費明細並註記「與正本

相符」及出具單位「戳

章」。 

□診斷證明書正本 

  

※偏遠地區交通費(本市茂

林區、桃源區、那瑪夏

區、六龜區、田寮區、

內門區、永安區、杉林

區、甲仙區、東沙島、

太平島等 9 區及 2 島列

為偏遠地區，補助就醫

交通費每人每年最高補

助 2,000 元) 

□就醫證明(必備) 

□搭乘計程車之費

用收據正本 

□自用汽 (機 )車之

交通費用證明 

□核對身分 

□緊急就醫、轉診或返家之

診斷證明書正本 

□提供緊急就醫、轉診或返

家路段之公民營客運汽車

之票價及里程(限自行開車

者) 

 

  

四、 申請書(正本乙份送衛生局) 

欄位 核對文件 自主檢查重點 檢查欄 

有 無 

病患資料 □身分證明文件 □填妥申請人資料 

 

  

健保或無健保身分 □勾選醫療費用

明細之就醫身分 

□健保與無健保需分開填寫申

請書 

 

  

社工師或衛生所人員評

估個案家庭經濟狀況 

□詢問病患經濟

狀況並重點摘要

申請補助原因 

□填妥申請補助原因   

證明文件 □核對當年度經

濟困難證明文件 

□勾選區公所或社會局開立證

明項目 

  



申請人簽名 □病患本人簽名 

□非病患本人簽

名 

□病患未成年或非清醒狀態，

需填寫委託同意書。 

 

  

初審結果 

(醫療機構) 

□合格 

□不合格 

□勾選合格或不合格 

□不合格需填寫原因 

  

初審金額 □申請補助金額

未達上限 

□填寫本次申請補助項目之加

總金額 

 

  

初審單位人員 □社工師（員）

或衛生所人員 

□科室主管 

□會計 

□機關首長 

□初審單位人員簽章   

複審結果及 

複審核定金額 

由衛生局審查 □初審單位不需填寫   

五、 委託同意書(非本人申請，需填寫委託同意書，正本乙份送衛生局。) 

欄位 核對文件 自主檢查重點 檢查欄 

有 無 

委託人 □病患本人

身分 

□申請人因故須由他人代理申請者，以其親屬為優

先；無親屬者，得由社工訪視員或村里長代為申請。

但代理申請書需有申請人之親筆簽名或捺印。 

  

被委託人 □被委託人 □申請人因故須由他人代理申請者，以其親屬為優

先；無親屬者，得由社工訪視員或村里長代為申請。

但代理申請書需有申請人之親筆簽名或捺印。 

  

六、 領據 

項目 內容 自主檢查重點 檢查欄 

有 無 

事由 茲收到(○)年度高雄市政府衛

生局協助弱勢個案就醫補助計

畫費用新台幣○萬○仟○佰○

拾元整 

□檢附醫療院所制式領據或自製領

據並填寫內容 

  

匯款銀行 ○○銀行○○分行 □申辦醫療院所之匯款銀行   

匯款戶名 ○○醫院(衛生所) □申辦醫療院所之戶名   

匯款帳號 12碼 □申辦醫療院所之帳號   

統一編號 8碼 □申辦醫療院所之統編(扣稅用)   

用印 機關首長、會計、出納、機關

關防印信 

□機關首長等用印   

開立日期 中華民國○年○月○日 □領據開立日期   



七、 發文 

項目 內容 檢查欄 

有 無 

主旨 檢送本院(所)申請○年度○月份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協助弱勢個案就醫

補助，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年度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協助弱勢個案就醫補助計畫辦理。 

二、本次申請補助新台幣○元整， 

三、檢附申請書(正本乙份)、相關證明文件等○份。 

  

八、 撥款事宜 

項目 衛生局複審結果 後續辦理事項 檢查欄 

有 無 

申請人已

繳納就醫

相關費用 

□複審通過並撥款至

申辦單位(醫院) 

□由申辦單位通知申請人 

領取補助款(可請申請人填寫切結領據) 

  

□複審通過並撥款至

申請人帳戶(申辦

單位為衛生所) 

□由本局函復申請人補助 

  款撥至申請人帳戶 

(衛生所需提供申請病患之銀行撥款帳戶

影本) 

□複審未通過 □由申辦單位通知申請人 

未獲得補助 

申請人未

繳納就醫

相關費用 

□複審通過並撥款至

申辦單位(限醫院) 

□倘申請單位為申請人欠費之醫療院所，補

助款由申請單位領取補助款。 

  

□複審未通過 □由申辦單位通知申請人 

未獲得補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