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屏區西醫基層總額 107 年第 1 次共管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3 月 14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健保署高屏業務組 7 樓第 1 會議室
主席：林組長立人、王主任委員宏育
紀錄：陳瑩玲
出席單位及人員：
西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高屏分會
王副主任委員欽程、鄭副主任委員英傑、周副主任委員明河、
梁組長宏志、林組長俊傑、林組長誓揚、莊委員維周、賴委員聰宏
列席單位及人員：
高雄市醫師公會

黃醫師鵬國

高雄縣醫師公會

盧醫師榮福(請假)、高醫師維祥

屏東縣醫師公會

江醫師俊逸

高屏分會會務人員
本署高屏業務組

黃雅惠
丁參議增輝、蔡副組長逸虹、許專門委員碧升、
謝科長明雪、張科長清雲、楊科長斐如、林視察
惠英、邱複核專員姵穎、黃複核專員璽螢、莊複
核專員專圓、黃專員雅蘭、蔡專員麗伶、張專員
玉蓉、曾順麟、王秋娥、陳榆萍、顏如玉、葉美
伶、陳香吟、林耘樞、何姿瑤、沙芸飛、許嘉紋

壹、 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一、本署高屏業務組：
(一)轄區西醫基層醫療費用申報概況、醫療費用點值結算及預估、
近期西基執行費用管控措施暨追蹤事項(西基皮膚科處置成
長分析、持續追蹤西基復健診療、25 項開放表別及四肢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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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申報情形、健保卡登錄上傳輔導暨保險對象特定醫療資訊
系統查詢監測等)、107 年西醫基層總額分配等。
(二)重要推動事項:糖尿病與氣喘品質支付服務、C型肝炎全口服新
藥健保給付執行計畫、門診特定藥品重複用藥費用管理方案、
善用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20類重要檢查(驗)管理專案
、鼓勵醫事服務機構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居家醫療照
護整合計畫、全民健康保險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推動健保醫療無紙化作業等。
(三)重要訊息轉知:兒童節及民族掃墓節開診時段維護作業、協調
分散假日看診時段、106年度季西醫基層申訴統計、電子化續
約、公告修正支付標準增修內容(開放6項醫令表別)暨修正檔
案分析不予支付指標(指標修正5項、刪除3項)，其他宣導事項
(新版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國外自墊醫療費用核退標準
、協助輔導健保欠費繳納作業、重申醫療費用申報受理日之認
定等)。
二、高屏分會各組工作報告(略)。
參、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高屏分會)

案由：有關西醫基層總額高屏分區委員會主任委員異動乙案，如說明
段，惠請確認。
說明：
一、高雄縣醫師公會業於 107 年 3 月 11 日完成會員大會改選，由
王宏育醫師當選理事長。
二、另依「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
行會高屏分會組織章程」第五條規定: 委員任期為二年，委員
因執業地點異動時，由原屬縣市醫師公會推派遞補之；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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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委員資格隨職務同進退。
三、爰以前述一、二點，原盧榮福主任委員乙職將由王宏育理事長
接任。
四、共管會議主席將由王宏育主任委員擔任，盧榮福委員則聘任為
列席代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高屏業務組)

案由：針對參與「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而尚未收案診所，擬進行
問卷調查，俾利「居家醫療推動小組」輔導及研擬推動策略，
請討論。
說明：
一、 依 106 年第 4 次高屏西醫基層總額共管會議決議，由本組與各
縣市醫師公會推派代表成立「居家醫療推動小組」
。
二、 轄區西基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執行及推廣運作模式如下：
運作模式
診所獨自運作型

團隊(或代表院所)
西基診所
高雄市衛生所

執行方式
1.由診所自行收案評估、VPN 收案登錄及
費用申報，個案來源如行動不便長期
代拿藥之病人。
2.高雄市衛生所目前大多配置照管專員
1-3 人不等，有潛在個案即轉介衛生所
收案評估。

團隊合作運作型
(跨層級合作)

國高總團隊

1.由國高總進行診所意願調查，有意願
執行計畫之診所醫師報備至國高總協
助醫院執行醫師訪視，同時解決醫院
醫師人力不足與減少診所行政作業負
擔。
2.國高總目前有 3 位基層醫師報備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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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高總進行居家訪視，依 107 年 1 月
申報資料 3 位醫師共訪視 5 位(5 次)
病人，另有一位醫師洽談中。
屏東基督教醫院團 屏基將院內病情穩定且符合第一階收案
隊

條件之個案下轉至院內之社區醫療群診
所，由診所自行收案及訪視，初期每週
提出執行檢討，適時修正推動作業。

惠民團隊

澎湖縣惠民醫院擬結合家醫群診所採團
隊運作。

梁宏志診所

與居護所合作，居護所協助篩選個案及
VPN 收案登錄。

通報平台統籌協 岡山居家醫療照護 設立通報窗口，目前由盧理事長擔任通
調運作型

整合團隊

報平台，採傳真方式通報個案，受理通
報後再轉介給團隊內的院所作收案評
估。

社區村里長建立 無

無

合作機制型

三、 截至 107 年 2 月 28 日止參與「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診所
共計 224 家，其中 157 家(70%)診所尚未收案(原高雄市 62 家、
原高雄縣 42 家、屏東縣 42 家、澎湖縣 11 家)。
建議：為提升「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收案及照護率，擬由本組針
對前揭診所進行收案意願調查與統計(意願調查表如附件)，俟
調查結果完成，由「居家醫療推動小組」共同研討與協助會員
後續收案、個案轉介與費用申報輔導等事宜。
決議：如建議，照案通過。

肆、散會：下午 3 時 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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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執行計畫調查表
醫事機構代碼：(已套印)
聯 絡

醫事機構名稱：(已套印)

人 ：

序號：(已套印)

連 絡 電 話 ：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夥伴您好：
近期本業務組與西醫基層總額團體共議成立「居家醫療推動小組」共同規
劃與協助會員後續收案、個案轉介與費用申報輔導等事宜，各縣市醫師公會小
組代表包括:
高雄市-林俊傑醫師、馬遠成醫師

高雄縣-盧榮福醫師、林誓揚醫師

屏東縣-梁宏志醫師、江俊逸醫師

澎湖縣-周明河醫師

貴診所已加入本計畫團隊，惟截至 107 年 2 月 28 日止經查貴診所尚未於 VPN
登錄照護個案資料，為利計畫推動，請惠予協助填寫本調查表，謝謝您的協助。
1. 請問貴診所是否已自行收案或協助他院進行居家醫療訪視？
 是
 否，原因: 1.設備問題 2.無案源 3.人力不足 4.時間不足
5.VPN 登錄問題 6.支付點數誘因不足 7.其他____
2. 請問貴診所預計何時開始收案訪視？
近日 1-2 個月內 3-6 個月內 半年以上 無意願收案及訪視
3. 請問貴診所日後是否同意協助健保署或長照轉介個案之收案評估及後續之
居家醫療訪視?
 是

 否

4. 請問貴診所執行本計畫時，可以至病患家中提供醫師訪視的時段？
星期一 早上 中、下午

晚上

星期二 早上 中、下午

晚上

星期三 早上 中、下午

晚上

星期四 早上 中、下午

晚上

星期五 早上 中、下午

晚上

星期六 早上 中、下午

晚上

星期日 早上 中、下午

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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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背面)
5. 請問您若是進行收案於 VPN 登錄時，是否希望專人協助？
 是，方式:1.電話線上說明 2.實地到府實機操作說明
 否
6. 其他意見:

★問卷填寫完成囉!請貴所協助以郵寄或傳真方式寄(傳)回健保署高屏業務組，地
址:801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259 號 醫療費用二科、傳真(Fax)號碼:07-2312609，
相關問題請電洽您的費用經辦人，電話：(07)231-5151 #費用經辦人，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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