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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指定辦理兒童發展評估鑑定醫院

契約書 

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政府衛生局政府衛生局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推動早期療育工作，特委託 

(以下簡稱合約醫院)為合於補助要

件自願辦理發展遲緩兒童評估鑑定事宜，雙方同意下列規定： 
一、本契約有效期間為自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起起起起    ((((如如如如簽約日逾簽約日逾簽約日逾簽約日逾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則由則由則由則由簽約日簽約日簽約日簽約日為起始日為起始日為起始日為起始日))))至至至至 101010109999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止日止日止日止，期滿

須重新簽訂契約。 

二、合約醫院執行兒童發展評估鑑定，由本局補助合約醫院按鑑定

項目計算，評估 1項者補助 500 元、評估 2項者補助 1,000 元、

評估 3項者補助 1,500 元、評估 4項者補助 2,000 元、評估 5

及 6項者補助 2,500 元、評估 7項者補助 3,000 元及評估 8項

(含以上)者補助 3,500 元；每人每年補助 1次。 

三、凡與本局申請之評估鑑定費，不得再向個案重複收取評估費用。 

四、本局於接到合約醫院申請兒童發展評估鑑定費之「核付表暨收

據」及「申請總表」後核付合約醫院補助費用。 

五、合約醫院應有之條件及服務內容： 

(一)須有小兒神經科、復健科、小兒遺傳內分泌科或兒童精神

科，2科以上且至少 1人專任兒童專科醫師能提供評估鑑定

服務。 

(二)至少有三種早期療育專業人員(如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

師、語言治療師、心理師…等) 及治療室空間提供各類專業

評估服務，治療室空間之配置應符合下列規範： 

1.職能治療室空間兒童使用場地至少應有 10 坪。 

2.物理治療室空間兒童使用場地至少應有 10 坪。 

3.語言治療室空間兒童使用場地至少應有 5坪。 

4.心理治療室空間兒童使用場地至少應有 5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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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評估後能提供或轉介至適當服務項目之醫療機構繼續治

療。 

(四)評估鑑定報告書及療育建議，應鍵入本局之健康管理系統

及提供家屬。 

(五)依照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完成疑似發展遲緩兒

童個案之通報。 

(六)門診日次日起 3個工作天內須將個案基本資料及評估項目

登錄本局健康管理系統(http://hms.ntpc.gov.tw)，逾時將

不予補助。 

(七)門診日次日起 14 個工作天內完成第 1項評估鑑定，以維護

個案就醫之時效，逾時將不予補助。 

(八)個案第 1項評估日次日起 45個工作天內完成評估鑑定報告

書，並提供療育建議，逾時將不予補助。惟有具體不可避免

之原因而無法依限完成，向本局提出延長申請，經本局同意

後可展延 1 次，每次以 30 個工作天為限，逾時將不予補助。 

六、本局工作人員或所轄衛生所人員為處理公務前往合約醫院查詢

有關資料時，合約醫院應給與合作及協助。 

七、合約醫院如有未履行義務之情事發生時，本局得隨時解約並予

追繳補助費用及依違反法規究辦。 

八、為避免發生虛報、浮報費用之問題，本局於早療醫療機構督考

或不定期抽查申報費用之相關證明文件或病歷紀錄，並經查核

若有申報不實之情形（例如：個案非設籍新北市、綜合報告書

未依評估項目記錄完整等），本局得於下 1個月請領補助款

中，直接核扣該筆已核撥金額乘以 10倍之罰款，或行文合約

醫院追討該筆已核撥金額乘以 10倍之罰款」。 

九、若合約醫院檢附之文件不完整，或未依規定延誤送達核銷文

件，導致無法核付相關費用，合約醫院不得異議及請求任何補

償及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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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餘依照新北市兒童發展評估鑑定補助作業說明規定辦理。 

十一、本契約自雙方簽名蓋章後即時生效，雙方各執 1份，以資備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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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代表人：林奇宏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 192-1號 

電話：(02)2257-7155 

 

合約醫院： 

代表人： 

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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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兒童發展評估鑑定補助作業說明新北市兒童發展評估鑑定補助作業說明新北市兒童發展評估鑑定補助作業說明新北市兒童發展評估鑑定補助作業說明 

 

製訂日期：106 年 11月 

 

一、依據： 

（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31 條第 1 項規定「政府應建立六歲以

下兒童發展之評估機制，對發展遲緩兒童，應按其需要，給予早期療

育、醫療、就學及家庭支持方面之特殊照顧。」 

（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各類社會福利、教

育及醫療機構，發現有疑似發展遲緩兒童，應通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接獲資料，建立檔案管理，

並視其需要提供、轉介適當之服務。」 

（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施行細則第 9 條規定第 2 項規定「發展

遲緩兒童再評估之時間，得由專業醫師視個案發展狀況建議之。」 

二、實施目的： 

（一）縮短本市市民（學齡前兒童）接受兒童發展評估鑑定及療育等待時間。 

（二）促進發展遲緩兒童及早接受評估與療育，把握早期療育契機。 

三、補助醫院資格： 

（一）須有小兒神經科、復健科、小兒遺傳內分泌科或兒童精神科，2 科以上

且至少 1 人專任兒童專科醫師能提供評估鑑定服務。 

（二）至少有三種早期療育專業人員(如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語言治療

師、心理師…等) 及治療室空間提供各類專業評估服務，治療室空間之

配置應符合下列規範： 

1.職能治療室空間兒童使用場地至少應有 10 坪。 

2.物理治療室空間兒童使用場地至少應有 10 坪。 

3.語言治療室空間兒童使用場地至少應有 5 坪。 

4.心理治療室空間兒童使用場地至少應有 5 坪。 

四、服務對象：設籍本市（以下簡稱本市）6歲以下兒童；或已屆滿 6歲兒童，

但未到入學年齡（9 月 2 日以後出生需下學年方可入學），或已取得緩讀

證明者（9月 1 日以前出生）。 

五、兒童發展評估鑑定費內容與相關規定： 

（一）評估項目： 

評估補助項目有 14 項：小兒神經科、兒童心智科、兒童復健科、小兒遺

傳內分泌、聽力評估（兒童聽力）、視力評估（兒童視力）、臨床心理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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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衡鑑）、物理治療評估（兒童物理）、職能治療評估（兒童職能）、

溝通語言評估（兒童語言）、社會工作評估（家庭功能）、特殊教育評估（教

育評量）、耳鼻喉科、其他。 

（二）評估鑑定費： 

評估 1 項補助 500 元、評估 2 項補助 1,000 元、評估 3 項補助 1,500 元、

評估 4 項補助 2,000 元、評估 5~6 項補助 2,500 元、評估 7 項補助 3,000

元，評估 8 項（含以上者）補助 3,500 元。 

（三）合約醫院須配合規定： 

1、 每位個案 1年以完成 1份「兒童發展評估報告書」(以下簡稱報告書)

及申請 1次評估補助為原則，除非視個案需要，需進行不同項目的第

2次評估，或有特殊原因，得提前行文向本局提出說明及申請評估補

助。 

2、 合約醫院如以聯合門診形式看診，聯合門診之定義為單一窗口，個案

僅需 1 次掛號、繳 1 次部分負擔。 

3、 合約醫院提供之評估鑑定項目及療育項目於簽約後通知本局，如有異

動，須另行通知本局。 

4、 合約醫院應配合本局管控個案評估鑑定等待時間及療育等待時間，以

提升醫療品質。 

（四）時限規定： 

1、 門診日次日起 3個工作天內須將個案基本資料及評估項目登錄本局健

康管理系統，逾時將不予補助。 

2、 門診日次日起 14 個工作天內完成第 1項評估鑑定，以維護個案就醫

之時效，逾時將不予補助。 

3、 個案第 1項評估日次日起 45 個工作天內完成評估鑑定報告書，並提

供療育建議，逾時將不予補助。惟有具體不可避免之原因而無法依限

完成，向本局提出延長申請，經本局同意後可展延 1 次，每次以 30

個工作天為限，逾時將不予補助。 

（五）本局健康管理系統之配合事項： 

1、 新個案請詳實登錄基本資料，並確實查核個案之身分證明資料，需符

合戶籍地址在新北市，始可申請本補助。 

2、 門診日期、收案日期、評估項目、評估日期、評估人員、評估內容、

療育建議、報告書有效期限、通報與轉介情形等請詳實登入。 

3、 若核銷資料非本局指定之系統中下載之規格，則得不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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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維護資訊系統安全，使用者須每 3 個月修正密碼，並於登入時詳實

鍵入使用原因，使用者異動時，應於 10 天前向本局申請開通新帳戶

並關閉舊帳戶，並配合本局資訊安全稽核作業。 

（六）經費申請： 

1、 核銷資料於次月 10 日前，由本局健康管理系統中下載之「核付表暨

收據」(需附千分之四印花稅)、「補助費用申請總表」各 1份送達本局，

進行費用核撥。若檢附之文件不完整，或未依規定延誤送達核銷文

件，導致無法核付相關費用，合約醫院不得異議及請求任何補償及賠

償。 

2、 為避免發生虛報、浮報費用之問題，本局於醫療機構督考或不定期抽

查申報費用之相關證明文件或病歷紀錄，並經查核若有申報不實之情

形（例如：個案非設籍新北市、報告書未詳實記錄等），本局得於下 1

個月請領補助款中，直接核扣該筆已核撥金額乘以 10倍之罰款，或

行文合約醫院追討該筆已核撥金額乘以 10倍之罰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