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 106 年第 1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2 月 19 日(星期日)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本會第二會議室
出席：周慶明、吳國治、蔡其洪、張金石、莊維周、陳相國、朱建銘、吳欣席、
吳順國、呂紹達、李偉華、李紹誠、林安復(邱國華代)、林義龍、徐超群、
張志傑、張孟源、張嘉訓、連哲震、陳正和、陳晟康、黃振國、塗勝雄、
廖慶龍、蔡有成、鄭俊堂、鄭英傑、盧榮福、賴聰宏、謝坤川、藍毅生、
顏鴻順、羅倫檭
請假：王正坤、王欽程、王維昌、王錦基、周明河、林俊傑、林應然、張志華、
莫振東、黃宗炎、劉家正、
主席：黃主任委員啓嘉
列席：許鵬飛、陳宗獻(請假)、王宏育、王必勝(請假)、林工凱(請假)、林恒立、
涂俊仰、張必正
紀錄：洪郁涵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報告事項
一、有關中華民國診所協會於 106 年 1 月 16 日函請本會邀請該會理事長或代
表列席「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案。
決定：本案暫保留，併函復表達二會溝通管道暢通，委員名單與該會成
員亦有所重疊，該會無論以任何形式提出意見，本會或全聯會基
層醫療委員會會議均會審慎研議。
參、 討論事項
一、案由：請研議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組織章程條文修正草案。(提案
人：黃主任委員啓嘉)
決議：
（一）通過，修正章程第五條副主任委員人數增加為六名，由六分會各
推派乙名擔任，以及修正章程第八條有關各組組員人數規定，如
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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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五條 基層審查執行會設主 第五條 基層審查執行會設主
任委員一人，綜理全部執行
任委員一人，綜理全部執行
事宜，其人選由全聯會理事
事宜，其人選由全聯會理事
長提名，經基層審查執行會
長提名，經基層審查執行會
委員過半數通過；設副主任
委員過半數通過；設副主任
委員六人，輔助主任委員處
委員五人，輔助主任委員處
理基層審查執行會事務，其
理基層審查執行會事務，其
人選由六分會各推派乙位
人選由主任委員所屬分會
委員擔任。主任委員因故不
以外之五分會，各推派乙位
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副主
委員擔任。主任委員因故不
任委員一人代理之，未指定
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副主
時，由委員就副主任委員中
任委員一人代理之，未指定
推舉一人代理之；設執行長
時，由委員就副主任委員中
一人，並指定職務代理人一
推舉一人代理之；設執行長
人，負責裁示基層審查執行
一人，並指定職務代理人一
會事務執行方向及處理方
人，負責裁示基層審查執行
式，由主任委員指定，經基
會事務執行方向及處理方
層審查執行會通過任命之。
式，由主任委員指定，經基
層審查執行會通過任命之。
第八條 基層審查執行會分設 第八條 基層審查執行會分設
審查、法規會務、品質資訊
審查、法規會務、品質資訊
三組，各組執掌如下：
三組，各組執掌如下：
一、審查組：
一、審查組：
1.關於審查之擬定、修改。
1.關於審查之擬定、修改。
2.關於各科別之間有關審
2.關於各科別之間有關審
查事項之協調、仲裁。
查事項之協調、仲裁。
3.關於特殊科別醫療費用
3.關於特殊科別醫療費用
之審查。
之審查。
4.關於各區醫療費用審查
4.關於各區醫療費用審查
準則之協調。
準則之協調。
5.關於醫療費用審查醫藥
5.關於醫療費用審查醫藥
專家之遴聘及管理。
專家之遴聘及管理。
6.關於醫療費用審查及相
6.關於醫療費用審查及相
關檔案分析之建立。
關檔案分析之建立。
7.其他有關醫療費用審查
7.其他有關醫療費用審查
及醫療服務審查之研
及醫療服務審查之研
究與改制事項。
究與改制事項。
8.關於爭議審議事項。
8.關於爭議審議事項。
二、法規會務組：
二、法規會務組：
1.關於組織架構之建立。
1.關於組織架構之建立。
2.關於基層審查執行會及
2.關於基層審查執行會及
各分會共同守則之研
各分會共同守則之研
擬。
擬。
3.關於總額支付行政委託
3.關於總額支付行政委託
2

說明
為擴大參與，爰副
主任委員人數增
加至六人，由六分
會各推派乙名擔
任。
附註：因東區分會
推派至執行會之
委員共 2 人(黃啟
嘉委員、朱建銘委
員)，修正通過，
因黃啟嘉委員已
被選任為主任委
員，爰由朱建銘委
員擔任東區推派
之副主任委員。

為符合分組實務
現況，修正第二項
各組之組員人數
規定為七人至二
十五人。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書之研擬。
書之研擬。
4.關於總額支付下特約醫
4.關於總額支付下特約醫
事服務機構合約之研
事服務機構合約之研
擬、修訂。
擬、修訂。
5.其他有關全民健康保險
5.其他有關全民健康保險
醫療服務審查法規之
醫療服務審查法規之
研擬與建議、修改。
研擬與建議、修改。
6.關於檢討與建議「全民
6.關於檢討與建議「全民
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
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
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
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
修訂。
修訂。
7.關於基層審查執行會暨
7.關於基層審查執行會暨
分會行政財務、事務之
分會行政財務、事務之
規劃處理。
規劃處理。
三、品質資訊組：
三、品質資訊組：
1.關於總額醫療費用相關
1.關於總額醫療費用相關
資料之蒐集、統計與分
資料之蒐集、統計與分
析。
析。
2.關於協調配合中央健康
2.關於協調配合中央健康
保險署電腦檔案分析
保險署電腦檔案分析
系統之建立。
系統之建立。
3.關於基層審查執行會所
3.關於基層審查執行會所
需軟、硬體資料系統之
需軟、硬體資料系統之
建立。
建立。
4.關於全民健康保險基層
4.關於全民健康保險基層
總額支付品質確保方
總額支付品質確保方
案之擬訂。
案之擬訂。
5.醫療費用點值之預估與
5.醫療費用點值之預估與
監控。
監控。
6.其他資訊、品質促進相
6.其他資訊、品質促進相
關事項。
關事項。
前項各組設組員七人
前項各組設組員十一
至二十五人，由基層審查執
人至十五人，由基層審查執
行會委員兼任，至委員任期
行會委員兼任，至委員任期
屆滿 。
屆滿 。
各組設組長一人，由各
各組設組長一人，由各
組組員推選之，組員於推選
組組員推選之，組員於推選
組長當日若不克出席會
組長當日若不克出席會
議，得委託出席委員一名，
議，得委託出席委員一名，
代理選任組長事務。
代理選任組長事務。
前項委託代理選任事
前項委託代理選任事
務之組員，應出具委託人簽
務之組員，應出具委託人簽
章委託書。
章委託書。
小組原則每二個月開會一次， 小組原則每二個月開會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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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修正條文
由組長召集並主持，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議。

現行條文
由組長召集並主持，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議。

說明

二、案由：考量執行會暨各分會支出情形，建議執行會及各分會委員出席費以
每場次元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秘書處)
決議：通過。
三、案由：聘請歷任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服務於基層之主任委員及
執行長為本會顧問案。(提案人：蔡副主任委員其洪；附議人：吳主
任委員國治)
決議：通過，聘任前主任委員林淼塘、吳首宝、陳宗獻和前執行長蔣世中
為本會顧問。
四、案由：有關健保署 106 年實施雙審制度本會因應對策案，提請
（提案單位：秘書處）

討論。

決議：移請執行會審查組研議。
五、案由：北區分會函文本會有關釐清血液透析共病就醫「疾病關聯性」之定
義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秘書處)
決議：
（一） 有關血液透析共病就醫「疾病關聯性」之審查注意事項釐清，移
請執行會審查組研議，併函請健保署針對審查注意事項有疑義之
處做更進一步說明。
（二） 針對本案歷次審查注意事項修訂，請秘書處統計分析相關申報費
用之變化。
六、案由：有關健保署醫療品質公開資訊新增公開指標網頁說明內容草案，提
請 討論。(提案單位:秘書處)
決議：依據各專科醫學會和各分會之意見函復健保署(如附件)。
七、案由：有關辦理審查醫藥專家及執行會暨分會委員團保事宜案，提請 討
論。(提案單位：秘書處)
決議：保留。由各縣市醫師公會或全聯會給予慰問金方式列入參考。
八、案由：建請本會與健保會委員建立各別平時明確之友好溝通管道，以促進
雙方溝通，尋求彼此共識，提升醫療品質。(提案人：黃委員振國，
附議人：黃主任委員啟嘉)
決議：通過。
肆、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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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由：有關 4 月 15 日即將生效提高民眾未經轉診部分負擔醫療費用，對
基層診所醫療型態與費用之影響，提請 討論。(提案人：李委員紹
誠)
決議：移請基層醫療委員會研議。
伍、 散會：上午 12 時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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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健保署醫療品質公開資訊新增公開指標網頁說明內容草案
之本會意見
慢性病連續處方
箋釋出率、慢性
病開立慢性病連
續處方箋百分比

反對兩項新增指標，理由如下：
一、 根據慢性病的現代基本醫療照顧原理，幾乎所有的慢
性病除藥物治療之外，更重要的是要配合長期持續性
的健康生活型態治療及後續密切追蹤，每月回診取藥
同時也是重新評估病情及強化衛教的最好時機。
二、 實務上常見病人在連續處方的 3 個月期間內病情惡化
而不自知，因為很多慢性病惡化的症狀癥候並不明
顯，病人常難以及早察覺。
三、 慢性病是否會惡化或突發病情變化其實是無法預期
的，慢性病連續處方只是勉強提供較不方便每個月前
來評估追蹤病情患者的權宜之計而已，並不值得鼓
勵，更不適合列入品質指標(事實上，嚴格說起來，該
2 指標應該是屬於醫療服務品質比較不好的負向指
標)。
四、 且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釋出率指標說明很矛盾，如果開
了慢箋，第 2、3 月不用「回診」，只需要回原醫療院
所領藥，或至特約藥局領藥，與下面說明不合，建議
改正。而這個指標，監測的目的很不明確，促進醫藥
分業，與提升用藥品質不是同一件事，如果有可能，
建議不監測。

每張處方箋開藥
品項數大於十項
之案件比率

第二條附表一整體性之醫療品質資訊西醫基層總額第 5 點
和附表二機構別之醫療品質資訊西醫基層總額第 14 點：每
張處方箋開藥品項數大於十項之案件比率。
建議修改成：每張處方箋開藥品項數大於十項之案件比率
(排除慢性病藥品)。
附表一整體性之醫療品質資訊西醫基層總額第 9 點和附表
二機構別之醫療品質資訊西醫基層總額第 12 點：門診上呼
吸道感染病人就診後未滿七日因同疾病再次就診率。
建議刪除，因上呼吸道感染包含太廣，病情變化多，若列
入此項，易讓民眾混淆，以為醫療品質有問題，實質並非
如此。

項
目

門診上呼吸道感
染病人就診後未
滿七日因同疾病
再次就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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