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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參閱並確認上(第 6)次委員會議紀錄(不宣讀)。 

說明：本紀錄業於本(109)年 9 月 7 日以衛部健字第 1093360122 號函

送委員在案，並於本年 9 月 7 日上網公開。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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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會第 4 屆 109 年第 6 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28 日上午 9 時 30 分 

貳、地點：本部 301 會議室(台北市忠孝東路 6 段 488 號 3 樓) 

參、出席委員：(依委員姓名筆劃排序) 

干委員文男 

王委員棟源  

朱委員益宏  

何委員語  

吳委員國治   

吳委員榮達 

吳委員鴻來 

李委員育家  

李委員偉強 

周委員穎政 

林委員敏華  

林委員錫維 

邱委員寶安 

柯委員富揚  

翁委員文能  

馬委員海霞  

商委員東福  

張委員文龍  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楊顧問玉琦(11：42以後代理) 

張委員煥禎  中華民國區域醫院協會劉秘書長碧珠(10：55以前代理) 

張委員澤芸  

許委員美麗  

許委員騉洪 

陳委員有慶  

陳委員炳宏 

陳委員莉茵 

黃委員金舜 

黃委員啟嘉 

葉委員宗義 

趙委員銘圓 



 

3 

滕委員西華 

蔡委員明鎮  

蔡委員登順 

鄭委員建信 

鄭委員素華 

盧委員瑞芬 

謝委員佳宜  

羅委員莉婷 

肆、請假委員：(依委員姓名筆劃排序) 

賴委員進祥 

伍、列席人員： 

本部社會保險司      盧副司長胤雯 

中央健康保險署      李署長伯璋 

           李組長純馥 

           戴組長雪詠 

本會            周執行秘書淑婉 

           張副執行秘書友珊 

           洪組長慧茹 

           邱組長臻麗 

           陳組長燕鈴 

陸、主席：周主任委員麗芳 

            紀錄：馬文娟、張琬雅 

柒、主席致詞 

各位委員、各位與會先進，大家早安！ 8、9 月份是

健保會年度中最重要的時刻，110 年度醫療給付費用總額

協商即將展開，在此向各位委員報告，行政院已核定 110

年度醫療給付費用總額範圍，下限為 2.907%，上限為 4.5%，

換算成預估的醫療費用，下限為 7,745 億元，上限為 7,865 億

元。請各位委員在行政院核定的總額範圍內，秉於職責，

從會前協商到正式進入總額談判，讓健保預算能夠發揮最

大的效益，屆時也拜託大家群策群力，讓健保業務蒸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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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天比一天更好。 

其次，向大家報告健保會的另一項年度大事，我們已

於本(109)年 7 月 28、29 日召開各總額部門 108 年度執行

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首先感謝健保會委員們在百忙之中

撥冗參與 2 天的會議，非常地盡責；更要特別感謝吳委員

榮達、滕委員西華、盧委員瑞芬、周委員穎政擔任評核委

員。個人覺得在評核當中，評核委員們盡責又辛勞，未來

有機會的話，希望讓本會委員的意見都能夠被納入，大家

共同參與、共同發聲。至於評核結果部分，評核委員及當

日出席評核會議的委員們都注意到，4 個總額部門 108 年

度的執行成果，皆能超越自我，在民眾的醫療可近性以及

醫療照護品質上，都有明顯的進步，惟因獎勵額度有限，

加上評核等第只有「特優」、「優」、「良」、「可」、「劣」5 個

等級，而各總額部門的表現都很好，評核等級幾乎很少出

現「劣」或「可」，所以今年評核的結果，是評核委員幾經

考量，最終做出的艱難決定。 

今天柯委員富揚、黃委員啟嘉與吳委員國治都在場，

首先要肯定中醫門診及西醫基層總額部門，其表現大幅超

越去年；另外，牙醫門診及醫院總額部門在王委員棟源及

翁委員文能 2 位理事長的帶領之下，表現更為精進傑出，

這也是給予「優」級獎勵的理由。今天的委員會議正式開

始。 

捌、議程確認 

決定：確認。 

玖、請參閱並確認上(第 5)次委員會議紀錄 

決定： 

一、會議紀錄確認。 

二、另有關柯委員富揚所提「總額預算協商順序調換」案，

經翁委員文能口頭附議，本案成立，納為臨時動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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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拾、上(第 5)次委員會議決議(定)事項辦理情形及重要業務報
告，請鑒察。 

決定： 

一、上(第 5)次委員會議決議(定)事項辦理情形： 

(一)擬解除追蹤案(共 1 項)：同意依幕僚擬議，解除追蹤。 

(二)擬繼續追蹤案(共 1 項)：同意依幕僚擬議，繼續追蹤。 

二、確認 110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各部門醫療給付費用總額

「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如下表。 

總額 

部門別 

醫療服務 

成本指數 

改變率(A) 

人口結構 

改變率(B) 

投保人口預

估成長率(C) 

醫療服務成本及

人口因素成長率(1

+A+B)*(1+C)-1 

醫院 1.257% 2.262% 0.204% 3.730% 

西醫基層 1.159% 1.585% 0.204% 2.954% 

牙醫門診 1.640% 0.617% 0.204% 2.466% 

中醫門診 1.873% 1.006% 0.204% 3.089% 

整體 1.285% 1.987% 0.204% 3.483% 

三、本年 9~10 月除例行委員會議及總額協商會議外，本會

尚有以下兩項重要會議，敬請委員預留時間，踴躍參

加。 

(一)9 月 2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召開「110 年度全民健保

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協商之保險付費者代表、專家學

者與公正人士及政府機關代表委員座談會」。 

(二)10 月 16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召開「全民健康

保險 110 年度保險費率審議前意見諮詢會議」。 

四、餘洽悉。 

拾壹、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會第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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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全民健康保險各總額部門 108 年度執行成果評核獎勵

額度案，提請討論。 

決議： 

一、訂定 108 年度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評核結果之獎勵額

度，其計算方式如下： 

(ㄧ)計算基礎：以各總額部門評核年度(108 年)一般服務

預算為計算基礎。 

(二)獎勵成長率：評核結果「良」級給予 0.1%、「優」級

給予 0.2%、「特優」級給予 0.3%獎勵成長率。 

二、上開獎勵額度列為 110 年度各部門總額「品質保證保

留款」專款，並與 106 年度各部門總額一般服務之品

質保證保留款額度(各部門額度：醫院 3.887 億元、西

醫基層 1.052 億元、牙醫 1.164 億元、中醫 0.228 億

元)合併運用，全數作為鼓勵提升醫療品質之用。 

三、請各總額部門持續檢討 110 年度品質保證保留款之發

放資格條件，訂定更具提升醫療品質鑑別度之標準，

落實本款項獎勵之目的。 

第二案 

提案單位：中央健康保險署 

案由：特殊材料「經導管置換瓣膜套組(TAVI)」以保險對象自

付差額方式納入健保給付建議案，提請討論。 

決議： 

一、同意中央健康保險署所提特殊材料「經導管置換瓣膜

套組(TAVI)」以保險對象自付差額方式納入健保給付

建議案，請該署盡速循行政程序，報請衛生福利部核

定公告實施，以維護民眾權益。 

二、本項為自付差額特材，請中央健康保險署在本產品生

效給付半年後，提出檢討改善報告。 

三、委員所提意見送請中央健康保險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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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提案人：干委員文男等 19 位委員 

代表類別：保險付費者代表 

案由：考量 109 年上半年健保「門診及住診件數」，相較去年

同期減少近一成，在兼顧醫療給付點值及改善健保財

務，建請健保署持續落實期中預算檢討，並依預算法

第 69 條，將原預算可節減部分，列為準備，以供未來

挹注醫療資源更有效的運用案，提請討論。 

決議：囿於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穩定，本案送請中央健康保險

署研究參考。 

拾貳、報告事項 

報告單位：中央健康保險署 

案由：109 年 7 月份全民健康保險業務執行報告，請鑒察。 

決定：本案洽悉。委員所提意見，送請中央健康保險署參考。 

拾參、臨時動議(如附件一) 

提案人：柯委員富揚 

附議人：翁委員文能  

代表類別：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 

案由：總額預算協商順序調換，提請討論。  

決議：同意中醫門診及醫院總額部門調換 110 年度總額協商

之順序，配合更新並確認 110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

給付費用總額協商會議議程，如附件二。 

拾肆、散會：下午 13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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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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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10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協商會議議程 

第 4 屆 109 年第 6 次委員會議(109.8.28)更新確認 

地點：衛生福利部 301 會議室(台北市忠孝東路 6 段 488 號 3 樓) 

時間 內容 與會人員 

109 年 9 月 24 日(四) 

09:00～09:30 報到 

09:30～11:30 1-1.醫院總額協商(120 分鐘) 
本會委員、醫院部門協商代表，及社保

司、健保署與本會幕僚 

11:30～12:30 午餐 

12:30～13:20 
1-2.醫院總額與西醫基層之門

診透析預算協商(50 分鐘) 

本會委員、醫院與西醫基層協商代表，

及社保司、健保署與本會幕僚 

(本節之協商，邀請腎臟醫學會列席) 

13:20～13:30 中場休息 

13:30～15:10 2.西醫基層總額協商(100 分鐘) 
本會委員、西醫基層部門協商代表，

及社保司、健保署與本會幕僚 

15:10～15:20 中場休息 

15:20～16:40 3.牙醫門診總額協商(80 分鐘) 
本會委員、牙醫部門協商代表，及社保

司、健保署與本會幕僚 

16:40～16:50 中場休息 

16:50～18:10 4.中醫門診總額協商(80 分鐘) 
本會委員、中醫部門協商代表，及社保

司、健保署與本會幕僚 

18:10～19:10 晚餐 

19:10～20:23 5.其他預算協商(73 分鐘) 
本會委員、健保署，及社保司與本會幕

僚 

20:23～22:23 
付費者、醫界委員視需要自行召開會議之彈性運用時間 

(120 分鐘) 

109 年 9 月 25 日(五) 

11:00～14:00 視需要處理協商未盡事宜 
本會委員、相關部門協商代表，及社

保司、健保署與本會幕僚 

註：時間以醫院協商時間 170 分鐘(含門診透析 50 分鐘)、西醫基層 100 分鐘、牙醫與中醫各

為 80 分鐘、其他預算 73 分鐘計算，已計列各部門得延長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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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門協商時間分配 

第 4 屆 109 年第 3 次委員會議(109.5.22)通過 

部門別 

第一階段 

提問與意見交換 

第二階段 

視雙方需要自行 

召開內部會議 

第三階段 

部門之預算協商 
合計 

推估 

最長時間 

付費方 醫界方 

醫院 30 分鐘 
門診透析20

分鐘 
30 分鐘 30 分鐘 60 分鐘 

門診透析20

分鐘 
130~170 分鐘 130~230 分鐘 

西醫基層 25 分鐘 20 分鐘 20 分鐘 50 分鐘 75~100 分鐘 75~140 分鐘 

牙醫 20 分鐘 20 分鐘 20 分鐘 40 分鐘 60~80 分鐘 60~120 分鐘 

中醫 20 分鐘 20 分鐘 20 分鐘 40 分鐘 60~80 分鐘 60~120 分鐘 

其他預算 20 分鐘 20 分鐘  35 分鐘 55~73 分鐘 55~93 分鐘 

註：1.各部門之協商草案已於會前會報告，若本時段仍須說明，請簡要說明並以 5 分鐘為限。 

2.門診透析服務預算之協商時間，併於西醫基層或醫院部門中協商順序較前者之時段(時間外加)。 

3.合計不含各自召開內部會議時間；各部門協商時間若確需延長，以不超過該部門第三階段時間之 50%為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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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第 6)次委員會議決議(定)事項辦理情形及重要業務報告，請鑒

察。 

說明： 

一、 上(第 6)次委員會議決議(定)事項計有 4 項，依辦理情形建議解

除追蹤 2 項，繼續追蹤 2 項，如附表(第 12~13 頁)。但最後仍

依委員會議定結果辦理。 

二、 委員關切兩項歷次委員會議決議(定)事項與協商事宜有關者辦

理進度說明，如附件二(第 16 頁)。 

三、 為利委員實地瞭解健保業務之推動狀況，原安排於本(109)年 3

月辦理之業務訪視活動，依本會本年第 1 次委員會議(109.2.21)

決定延期辦理，目前規劃延至本年 12 月，預定於 12 月 24~25

日至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高屏業務組，辦理業務訪視

活動與第 10 次委員會議，訪視主題「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

效益提昇計畫執行成效」，時間為 2 天 1 夜(行程表草案如附件

三，第 17 頁)，請委員預留時間參加。 

四、 健保署本年 6 至 9 月份發布及副知本會之相關資訊如下：[內

容已置於該署全球資訊網，詳細內容及相關附件業於本年 9 月

11 日寄至各委員電子信箱] 

(一) 本年 8 月 24 日公告修正「特殊功能人工水晶體」及「塗藥或

特殊塗層血管支架」之自付差額上限金額，自 109 年 9 月 1

日起調整以醫材比價網功能分類之院所收費百分位為管理

特約院所收費極端值，如附錄一(第 33 頁)。 

(二) 本年 6 至 9 月份公告暫予支付及修正「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

付項目及支付標準」部分項目(藥品計 28 件；特材計 9 件)，

如附錄二(第 34~37 頁)。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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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上(第 6)次委員會議決議(定)事項辦理情形追蹤表 

一、擬解除追蹤(共 2 案) 

項
次 

案    由 決議(定)事項 
本會 

辦理情形 
相關單位 
辦理情形 

追蹤建議 
完成期限 

/管考週期 

1  討論事項第2案： 

特殊材料「經導

管置換瓣膜套

組(TAVI)」以保

險對象自付差

額方式納入健

保給付建議案。 

 

委員所提意見送請

中央健康保險署參

考。 

於 109 年 9

月 3 日請辦

健保署。 

健保署回復： 

委員所提意見，

說明如附件一

(第14頁)。 

解除追蹤 — 

2  報告事項： 

中央健康保險

署「109 年 7 月

份全民健康保

險業務執行報

告」。 

本案洽悉。委員所

提意見，送請中央

健康保險署參考。 

於 109 年 9

月 3 日請辦

健保署。 

健保署回復： 

委員所提意見，

說明如附件一

(第14~15頁)。 

解除追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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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擬繼續追蹤(共 2 案) 

項
次 

案    由 決議(定)事項 
本會 

辦理情形 
相關單位 
辦理情形 

追蹤建議 
完成期限 

/管考週期 

1  討論事項第2案： 

特殊材料「經導

管置換瓣膜套

組(TAVI)」以保

險對象自付差

額方式納入健

保給付建議案。 

同意中央健康保

險署所提特殊材

料「經導管置換瓣

膜套組(TAVI)」以

保險對象自付差

額方式納入健保

給付建議案，請該

署盡速循行政程

序，報請衛生福利

部核定公告實施，

以維護民眾權益。 

 

於 109 年 9

月 3 日請辦

健保署。 

健保署回復： 

儘速依相關行政

程序辦理。 

1.繼續追蹤 

2.俟衛福部

核定公告

後解除追

蹤 

109年12月 

2   本項為自付差額

特材，請中央健康

保險署在本產品

生效給付半年後，

提出檢討改善報

告。 

於 109 年 9

月 3 日請辦

健保署。 

健保署回復： 

配合辦理。 

1.繼續追蹤 

2.俟提報檢

討改善報

告後解除

追蹤 

110年5月/

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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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健保會第 4 屆 109 年第 6 次委員會議之健保署答覆 

委員意見 健保署說明 

擬解除追蹤項次 1 

案由：特殊材料「經導管置換瓣膜套組(TAVI)」以保險對象自付差額方式納入健

保給付建議案。 

朱委員益宏(議事錄 P.44) 

二、第 2 點，因為是採中位數核定費

用，但不是所有的醫院的採購價

都是這個價格，健保署就要處理，

附帶要告訴我們，如果廠商供貨

時超過上限價，該怎麼辦？是要

醫院自行吸收，還是要求廠商一

定要降價降到多少錢以內，其實

這沒有配套，既然這個案子要通

過，要細緻化地一併檢討配套措

施，不然公告後，會不會又發生

之前 8 大類自付差額特材核定費

用的問題，產生很大的爭議，提

出以上 2 點，希望健保署可以說

明，以上。 

 

1.本案特材核定費用採公立醫院及醫學

中心兩者合併採購價之中位數，除以四

季浮動點值核定，已反映市場實際交易

價格再予以加成；與醫材比價網中位數

112 萬元僅相差 22,009 元，且本醫材納

入健保後，其使用量會成長較自費使用

高，需兼顧以量制價之支付合理性及妥

適性。 

2.若廠商以超過本案特材核定費用之價

格販售，可由醫院向本署反映，本署將

與該廠商進行溝通瞭解。 

 

 

擬解除追蹤項次 2 

案由：中央健康保險署「109 年 7 月份全民健康保險業務執行報告」。 

干委員文男(議事錄 P.72) 

一、最近有報紙報導健保署要砍藥價，

預估將減少健保藥費支出 40 多億

元，這對藥商不是問題，但是我接

到很多藥局打電話來反映，如果

要砍價，應該要提早半年公告，因

為它們是零售端，如果在西藥房

進貨後才砍價，會直接砍到西藥

房，因為它們進貨的價格較高，藥

 

1.為落實健保整體藥費之管控，並提升藥

價調整制度之透明度與可預測性，二代

健保修法並自 102 年起試辦「藥費支出

目標制」，即每年預先設定藥品費用分

配比率目標，如果藥費支出大於目標

值，保險人於次一年需就超過目標值的

額度做為藥價調整額度，調整健保藥品

之支付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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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健保署說明 

局需自行吸收存貨成本。調降藥

價的原因究竟是什麼？是因為醫

生開立藥方的總價超出目標金

額？還是因為藥價專利期過了？

或是有其他原因？請醫審及藥材

組提供資訊給委員。 

2.108 年整體藥費支出金額超出目標值之

額度為 40.4 億元，今(109)年依該超出

金額及全民健康保險藥品價格調整作

業辦法之調整原則，針對藥價市場交易

價格已有下降的藥品進行調整。 

3.為使健保藥品的支付價格能反映市場

實際價格，除參考市場交易價格已有下

降的藥品進行調整之外，也會考量藥品

之合理成本，保留一定比例不予調整，

並給予下限價格及整體調降幅度之保

障。 

4.為使得特約醫事服務機構能有足夠時

間因應調整結果，本署於進行例行藥價

調整時，通常會給予至少一個月的緩衝

期進行相關作業，不宜過長或過短，避

免市場發生供貨不穩或短缺情形。 

何委員語(議事錄 P.74) 

一、蔡副署長淑鈴曾提過好幾次第 3

季要召開區域級以上醫院門診減

量措施檢討會議，請問健保署第

3 季是否會召開相關會議？ 

 

有關區域級(含)以上醫院門診減量措施，

自 107 年第 3 季起實施，惟 109 年為利

醫界全力配合防疫，該項措施不辦理核

扣作業，110 年將俟貴會總額協定事項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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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委員關切之歷次決議(定)事項與協商事宜有關者之辦理進度說明 

項 

次 
決議(定)事項 相關單位辦理情形 

1  有關近年健保「應提列安全準備來源」受到社保
司自行解釋並逕減，影響安全準備之實際權責
數字，為維繫現行費率適足，建請健保署逐期提
供健保財務收支情形試算表，持續健全財務監
理案： 

一、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總額協商會議(含總額
範圍諮詢及總額草案座談會)、保險費率審
議會議(含審議前意見諮詢會議)與提報總
額核定結果會議等會議，提報健保財務收
支情形表。 

二、前項健保財務收支情形試算資料中，政府應
負擔健保總經費法定下限 36%不足數之金
額，請分別依主管機關依法認定及提案委
員主張〔依健保法第 76 條第 1 項規定計算
應提列之安全準備(各項來源金額≧0)後，
再帶入同法第 2 條、第 3 條公式〕之兩種計
算方式及結果呈現，俾利委員持續監理健
保財務狀況。 

(108.12 決議) 

健保署回復： 

政府應負擔健保總經費
36%不足數之計算方式，
業經行政院協商及主管
機關認定，本署於本(109)

年度健保會所定期程，並
已提供依上述認定之計
算及相關財估資料供參(

同本署109年8月13日復
貴會之107-110年健保財
務收支情形)。 

 

本會幕僚補充： 

該署8月13日提供資料，
如本次討論案之附表(第
24頁)。 

 

2  為監理全民健康保險財務正常運作，正視呆帳
對於健保財務收支平衡的重大襲蝕影響，建請
於每年度協商下年度健保總額預算時，應將前
年度自 7 月 1 日起算至協商時當年度 6 月 30 日
止的呆帳總額列為下年度健保總額預算基期的
減項，就此減項計算結果，做為協商下年度健保
總額預算擬定範圍的計算基準，並就每年健保
呆帳納入公務預算或其他財務來源補助案： 

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正視全民健保呆帳之問題，
積極研擬事前防範措施及事後財源籌措方案，
並研議全民健保呆帳由公務預算或其他財源補
助之可能性。 

(109.06 決議) 

健保署回復： 

本署對於健保欠費者，均
盡善良管理之責，落實事
前防範、完整催繳、弱勢
協助及移送執行等措施，
目前各年報列呆帳之金
額，未及應收保費1%，且
需符合欠費者死亡查無
財產執行無實益等嚴謹
條件，經過審議始完成程
序。又經報列呆帳之案件
，本署仍會交查財產，積
極處理，以持續維護本署
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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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會 

109 年業務訪視活動與第 10 次委員會議行程表(草案) 

 

109 年 12 月 24 日(星期四)第一天 

時間 內容 地點/主題 

~11:20  集合 高鐵左營站 

11:20~12:30(70分鐘) 路程(含健保署簡報) 

報告主題：山地離島地區醫

療給付效益提昇

計畫 

12:30~14:00(90分鐘) 綜合座談(含午餐) 餐廳 

14:00~17:30(210分鐘) 

禮納里社區實地訪視 

1.三地門鄉大社村巡迴醫

療點 

2.霧台鄉好茶村、瑪家鄉

瑪家村衛生室 

訪視主題：山地離島地區醫

療給付效益提昇

計畫 

17:30~20:00(150分鐘) 業務溝通(含晚餐) 餐廳 

20:00~ 住宿 飯店 

109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五)第二天 

時間 內容 地點/主題 

09:30~14:00(270分鐘) 第 10 次委員會議(含午餐)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高屏業務組 

14:00~ 賦歸 

 
備註：參與人員：訪視活動－本會委員、法定列席人員、健保署高屏區業務組轄

區特約院所 

委員會議－本會委員、法定列席人員 

 

 
 

 

 





 

 

 

五、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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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會第三組 

案由：110 年度醫院、西醫基層、牙醫門診、中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

總額及其他預算協商結論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衛生福利部於本(109)年 8 月 4 日交付行政院核定之「110 年

度醫療給付費用總額範圍案」併附該部之政策方向，請本會

依健保法第 61 條規定協議訂定其總額及分配方式後，報請其

核定。 

(一)行政院核定之總額範圍，110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

用總額成長率下限為 2.907%，上限為 4.5%，試算高、低推

估值如下： 

總額範圍 低推估值 高推估值 

成長率 2.907%
註1

 4.5% 

預估醫療費用 7,745億元註2
 7,865億元註2

 

高低推估值差距 約119.9億元 

註：1.低推估值：按「投保人口結構改變對醫療費用之影響率」、「醫療服務成

本指數改變率」及「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合併計算醫療服務成本及人

口因素成長率(3.483%)，再以 109 年一般服務預算占率(87.32%)校正後

，並校正 108 年投保人口數值 (-0.134%) ，即 (3.483%×87.32%)-

0.134%=2.907%。 

2.基期費用：暫依 109 年度總額核(協)定金額估算，實際總額以健保署結

算金額之資料為準。 

(二)110 年度健保總額協商之政策方向： 

除持續辦理例行總額協商之項目或計畫，如引進新藥物及

新醫療技術、強化照護內涵，提升醫療品質、合理反映特殊

族群及偏遠地區民眾之照護需求、強化費用結構合理性，平

衡層級別或科別之費用，以及健全醫療體系發展，提升服務

效能等外，亦配合本部全民健保中長期改革計畫，導入下列

協商方向，落實提升民眾健康、醫療品質與服務效率三大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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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運用健康科技評估工具，合理引進新的給付項目或放寬

給付條件，提升醫療給付效益與治療效果，並減少民眾自

付費用之負擔。 

2.配合國家慢性病整合防治計畫，結合公務預算與健保資

源，強化慢性病預防與群體健康管理，整合各類慢性病防

治體系與人力，透過論價值支付，提升醫療院所財務與品

質責信、加強病人自我照護，提高健保效率。 

3.建立各總額部門健康(品質)改善之總體目標與分區目標：

以實證醫學為基礎之有效醫療核心品質指標，藉品質保

證獎金，鼓勵各區虛擬競爭，運用有限資源，並透過服務

協調、整合與品質改善，強化醫療院所品質責信，落實提

升群體健康之目標。 

二、檢附健保署提供之「107~110 年健保財務收支情形」供參，如

附表(第 24 頁)。 

三、經本年 9 月 24 日協商會議後，110 年度各部門總額協商因素

項目及其他預算協商結論，如表 1 至表 5。 

四、依本會本年第 3 次委員會議(109.5.22)通過之 110 年度全民健

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協商程序： 

(一)請各部門於協商會議當日(109.9.24)依據協商結論，調整新

增項目之「執行目標」及「預期效益之評估指標」，提本次

(第 7 次)委員會議(109.9.25)確認，以納入協定事項。 

(二)總額協商完成後，請各部門於 2 週內(109.10.9 前)提送地區

預算分配之建議方案，俾於 10 月份委員會議(109.10.23)討

論。若部門未達成協商共識或未提送分配建議方案者，則

由幕僚掣案提 11 月份委員會議(109.11.20)討論，最遲於 12

月份委員會議(109.12.25)完成協定。 

擬辦： 

一、請確認 110 年度各部門總額協商因素項目及其他預算協商結

論，如表 1 至表 5(包含各部門協商結論及其調整新增項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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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目標」及「預期效益之評估指標」，後附，將於 9 月 25

日提供)。 

二、有關後續各部門總額一般服務費用之分配，依 110 年度全民

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協商程序，請各部門於 109 年 10

月 9 日前，提送地區預算分配之建議方案，以利本會掣案提

第 8 次委員會議(109.10.23)討論。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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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億元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總額採下限)

110年
(總額採上限)

6,853 7,153 7,526 7,745 7,865

4.711% 4.417% 5.237% 2.907% 4.500%

6,328 6,566 6,952 7,155 7,274

5.49% 3.77% 5.87% 2.93% 4.64%

7.69% 8.24% 7.68% 7.66% 7.55%

6,061 6,224 6,276 6,384 6,384

2.73% 2.69% 0.83% 1.72% 1.72%

5,891 6,054 6,123 6,240 6,240

5,921 6,090 6,161 6,278 6,278

4,931 5,038 5,073 5,138 5,138

466 477 477 489 489

524 575 611 650 650

-30 -36 -37 -38 -38

170 170 152 144 144

436 512 828 915 1,034

-266 -342 -676 -771 -890

2,109 1,767 1,092 321 201

4.00 3.23 1.88 0.54 0.33

製表日期：109/08/13

 說明：1、

2、

3、

4、

5、

6、

當年保險收支餘絀

保險收支累計餘絀

3.政府負擔不足法定

  36%之差額

保險成本

保險成本成長率

非保險給付占率

保險收入

保險收入成長率

當年安全準備填補金額

1.一般保險費

2.補充保險費

(二)其他收入

二、安全準備相關收入

107~110年健保財務收支情形

(110年度總額成長率分採下限2.907%及上限4.5%)

項目

預估數決算數

資料來源：中央健康保險署

安全準備相關收入，係依健保法規定應提列之安全準備，包含滯納金、運用收益、彩券盈餘及菸捐分配收入

等，惟不含保險費相關收入用來支應保險成本後之結餘。

當年安全準備填補金額，係指運用安全準備(前一年累計餘絀，加計當年安全準備相關收入)填補當年保險費

相關收入與保險成本間發生短絀之金額。

110年保險費率維持以4.69%估算，另政府應負擔健保總經費法定下限36%不足數，以行政院協商確立之法律

見解及計算方式為基礎。

醫療給付費用總額

成長率

保險收入=一般保險費+補充保險費+政府法定下限36%差額負擔-呆帳提存+保險費滯納金+公益彩券盈餘分配

收入+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收入+投資淨收益+其他收入。

保險成本=醫療給付費用總額-保險對象應自行負擔之費用-代位求償獲償金額-菸捐挹注罕病等之醫療費用±調

整帳+其他保險成本。

其他收入項包含營運資金孶息、雜項業務收入、其他業務外收入、利息費用(減項)及呆帳提列(減項)。

約當保險給付月數

一、保險費相關收入

(一)保險費收入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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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人：干委員文男、何委員語、林委員敏華、林委員錫維、邱委員

寶安、馬委員海霞、許委員美麗、許委員騉洪、陳委員有慶、

陳委員炳宏、陳委員莉茵、葉委員宗義、趙委員銘圓、蔡委員

明鎮、鄭委員建信、鄭委員素華(依委員姓名筆劃排序) 

代表類別：保險付費者代表 

案由：政府將擴大美國豬肉牛肉進口，將衍生萊克多巴胺的食安風險，

國人的健康代價及醫療成本，最終仍由全民健保承擔；建議衛福

部繼續推動並完成「健康促進相關法規」，開徵「食安健康捐」，

挹注健保安全準備，持續維護國人食安的醫療保障案，提請討

論。 

說明： 

一、 政府已於今年 8 月 28 日無預警宣佈，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擴

大美國豬肉牛肉進口，引起台灣各界對「萊克多巴胺的食安風

險」議論紛紛，歐盟至今仍維持禁令。 

二、 衛福部執掌國人衛生健康之重責，對於萊克多巴胺使用疑慮是

否致病，衛福部能做的事就是確保安全？假如萊克多巴胺安

全，為何教育部和國防部相繼表示「將以國產豬為主，不會讓

學生或軍隊吃到萊克多巴胺」！而已故林杰樑醫師曾言：「萊克

多巴胺對於有心血管疾病的民眾，根本不用攝取到中毒的程

度，就可能致病」！ 

三、 可見未來將衍生食安風險，國人的健康代價及醫療成本，最後

的承擔者，仍是我們的全民健保，由健保安全準備買單！回顧

政府仍遲遲未撥補過去四年(105~108 年)應負擔健保總經費不

足 36%缺口(約 487 億元)，反觀「救豬農百億基金」政府卻很

快承諾，這是國家資源分配的正常程序嗎？那麼我們僅能相信

自力圖強救健保！ 

四、 為防範類似的食安風險侵蝕健保安全準備，建議衛福部(國民健

康署)繼續推動並完成「健康促進相關法規」(如菸酒防制法)，開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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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健康捐」(如菸品健康捐)，課稅收入之後，其用途必須挹注

健保安全準備，持續維護並保障國人食安健康。 

擬辦：建議衛福部繼續推動並完成「健康促進相關法規」，開徵「食安

健康捐」，挹注健保安全準備，持續維護國人食安的醫療保障。 

決議： 

 

 

 

 

 

 



 

 

 

六、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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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單位：中央健康保險署 

案由：109 年 8 月份全民健康保險業務執行報告，請鑒察。 

(資料由中央健康保險署另行提供) 

報告單位各項業務窗口：詳如業務執行報告內附 

 ··························································································  

本會幕僚補充說明： 

依第 1 屆 102 年第 2 次委員會議(102.2.22)決定，為提高議事效率，

本項例行性業務報告，書面資料須每月提供，但口頭報告改採季(每

年 1、4、7、10 月)報方式辦理。爰本次提供書面資料，不進行口頭

報告。請委員先行審閱，如有疑義可洽該署各項業務窗口。 

決定：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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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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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中央健康保險署 109 年 6~9 月公告暫予支付及修正「全民健康保險藥

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部分項目如下： 

一、藥品部分：計公告 28 件，其中 7 件為新藥收載、9 件為給付規

定異動、12 件為其他(新收載品項暫予支付、已收載

品項支付標準異動及給付規定修訂等)。 

(一)新藥收載：7 件 

公告日期 藥物分類 公告主旨 

109.07.15 
新成分新藥 /抗癌

瘤藥物 

公告暫予支付含 brigatinib 成分藥品 Alunbrig film-

coated tablets 30mg、90mg 及 180mg 共 3 品項暨其藥

品給付規定。(用於非小細胞肺癌) 

109.08.04 

新成分新藥 /激素

及影響內分泌機

轉藥物 

公告暫予支付含 semaglutide 新成分藥品 Ozempic 

solution for injection 2mg/1.5mL、4mg/3mL 共 2 品項

暨修訂藥品給付規定第 5 節部分規定。(用於第二型

糖尿病人) 

109.08.04 
新劑型新藥 /神經

系統藥物 

公告暫予支付含 methylphenidate 成分藥品 Methydur 

sustained release capsules 22mg、33mg 及 44mg 計 3 品

項藥品暨修訂 Methy lphenidate HCI 緩釋劑型部分給

付規定。(用於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109.08.12 
新給藥途徑新藥 /

免疫製劑 

公告暫予支付及異動含 ustekinumab 成分藥品之支付

價格及其藥品給付規定。(用於克隆氏症、乾癬及乾癬

性關節炎) 

109.08.14 
新成分新藥 /血液

治療藥物  

公告暫予支付含 eftrenonacog alfa 成分藥品 Alprolix 

powder for injection 250 IU、500 IU、1,000 IU、2,000 

IU 及 3,000 IU 共 5 品項暨其藥品給付規定。(用於 B

型血友病病人出血事件之預防性治療) 

109.08.14 
新成分新藥 /血液

治療藥物  

公告暫予支付含 albutrepenonacog alfa 成分藥品

Idelvion 250IU、500IU 及 1,000IU/2,000IU 共 3 品項

暨其藥品給付規定。(用於 B 型血友病病人出血事件

之預防性治療) 

109.08.14 
新成分新藥 /血液

治療藥物 

公告暫予支付含 lonoctocog alfa 成分藥品 Afstyla 250 

IU、500 IU 及 1,000/2,000 IU 共 3 品項暨其藥品給付

規定。(用於 A 型血友病病人出血事件之預防性治療) 

(二)已收載藥品給付規定異動：9 件 

公告日期 藥物分類 公告主旨 

109.06.15 抗微生物劑 公告修訂慢性病毒性 B 型、C 型肝炎用藥給付規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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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日期 藥物分類 公告主旨 

「C 型肝炎全口服新藥健保給付執行計畫」。 

109.07.14 皮膚科製劑  
公告修訂含 Dupilumab 成分藥品(如 Dupixent)藥品給

付規定。(用於異位性皮膚炎) 

109.07.15 抗微生物劑 
公告修訂含 glecaprevir/pibrentasvir 成分(如 Maviret)

之藥品給付規定。(用於慢性 C 型肝炎病人) 

109.07.15 血液治療藥物 
公告修訂含 emicizumab 成分藥品(如 Hemlibra)之給

付規定。(用於第八凝血因子抗體之 A 型血友病人) 

109.07.15 抗癌瘤藥物 
公告修訂含 lenvatinib成分藥品(如Lenvima)之給付規

定。(用於分化型甲狀腺癌及晚期肝細胞癌) 

109.07.15 
激素及影響內分

泌機轉藥物 

公告修訂糖尿病用藥含 Liraglutide (如 Victoza)、

dulaglutide (如 Trulicity)、lixisenatide (如 Lyxumia)成

分之藥品給付規定。(用於糖尿病病人) 

109.07.15 免疫製劑 
公告修訂免疫製劑之藥品給付規定。(用於類風濕性

關節炎及乾癬性周邊關節炎病人) 

109.07.17 免疫製劑 
公告修訂含 adalimumab(如 Humira)成分藥品給付規

定。(用於小兒非感染性葡萄膜炎) 

109.07.20 呼吸道藥物 

公告修訂含 pirfenidone成分藥品(如 Pirespa)之藥品給

付規定。(用於用力肺活量大於 80%之特發性肺纖維

化病人) 

(三)其他：12 件 

公告日期 分類 公告主旨 

109.06.12 
新收載品項暫予

支付 

公 告 暫 予 支 付 含 fentanyl 成 分 藥 品 Opiodur 

Transdermal Patch 12μg/h、25μg/h、50μg/h、75μg/h、

100μg/h 共 5 品項之支付價格。(用於麻醉和麻醉前給

藥、急性疼痛之緊急治療) 

109.06.15 
新收載品項暫予

支付 

公告暫予支付含 abiraterone acetate成分藥品Abiratred 

Film-Coated Tablet 250mg 共 1 品項之支付價格。(用

於轉移性前列腺癌) 

109.07.02 
已收載品項支付

標準異動 

公告異動含 everolimus 成分藥品「Votubia 2.5 mg 

tablets (健保代碼 VC00021100)」及「Votubia 5 mg 

tablets (健保代碼 VC00020100)」共 2 品項之支付價

格。(用於罕見疾病結節性硬化症) 

109.07.06 

已收載品項支付

標準異動及給付

規定修訂 

公告異動含 Lenalidomide 成分藥品 Lenli Capsules 

5mg、10mg、15mg、25mg 等 4 品項之支付價格及修

訂該成分藥品給付規定。(用於多發性骨髓瘤病人) 

109.07.14 

新收載品項暫予

支付及已收載品

項支付標準異動 

公告暫予支付屬困難取得為適用「罕見疾病防治及藥

物法」之藥品 Cluvot 250IU 暨取消專案進口

Fibrogammin 250IU 之健保給付。(用於先天性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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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日期 分類 公告主旨 

凝血因子缺乏症) 

109.07.15 

新收載品項暫予

支付及已收載品

項支付標準異動 

公告暫予支付新增及異動「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

目及支付標準」之藥物品項計 185 項。(西藥計 105 項

及中藥計 80 項) 

109.07.17 
已收載品項支付

標準異動 

公告新增含 ivermectin 成分錠劑 Stromectol Tablets 

3mg 為不可替代特殊藥品及支付價格異動，並自 110

年 1 月 1 日生效。(用於疥瘡病人) 

109.07.22 
已收載品項支付

標準異動 

公告異動含 nitroglycerin 成分特殊藥品 Nitrostat 

0.6mg 及 Nitroglycerin tablets 0.6 mg "NYSCO"等共 2

品項之支付價格。(用於狹心症病人) 

109.07.31 
已收載品項支付

標準異動 

公告異動含 fluoxetine 成分 20mg 口服錠劑膠囊劑藥

品共 20 品項之支付價格。(用於治療精神病人) 

109.08.03 

新收載品項暫予

支付及給付規定

修訂 

公告暫予支付含 amiloride 成分藥品 Amitride Tablets 

5mg(健保代碼 AC60156100)暨新增該品項為不可替

代特殊藥品及其藥品給付規定。(用於假性醛固酮過

多症病人) 

109.08.04 

已收載品項支付

標準異動及給付

規定修訂 

公告異動含 infliximab 成分生物相似性藥品 Remsima

之支付價格及修訂該成分藥品給付規定。(用於類風

溼性關節炎及僵直性脊椎炎) 

109.08.25 
新收載品項暫予

支付 

公告暫予支付新增「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

付標準」之藥物品項計 3 項。(具標準包裝藥品計 3

項) 

二、特材部分：計公告 9 件，其中 1 件為新特材收載、8 件為其他(既

有功能類別品項及支付標準異動)。 

(一)新特材收載：1 件 

公告日期 特材分類 公告主旨 

109.06.10 
創新功能特材/人

工機能代用類 

公告暫予支付特殊材料「亮藍網膜眼用染劑」及「台
酚藍囊袋眼用染劑」共 2 項暨其給付規定。 

(二)其他：8 件 

公告日期 特材分類 公告主旨 

109.06.10 
既有功能類別品項異
動、支付標準異動 

公告新增及異動「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
付標準之特材品項」計 213 項。 

109.06.10 
既有功能類別品項給
付規定修訂 

公告修訂特殊材料「長效型心室輔助系統」給付規
定。 

109.06.10 
既有功能類別品項給
付規定修訂 

公告修訂特殊材料「關節腔注射劑」給付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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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日期 特材分類 公告主旨 

109.08.04 
既有功能類別品項異
動、支付標準異動 

公告新增及異動「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
付標準之特材品項」計 184 項。 

109.08.07 
既有功能類別品項支
付標準異動 

公告修正既有功能類別特材「"戈爾“威爾棒周邊血
管支架-含生物表面肝素塗層（5cm 以下、10cm 及
15cm）」之支付標準。 

109.08.07 
既有功能類別品項給
付規定修訂 

公告修訂特殊材料「延長脛骨、墊片」給付規定。 

109.08.13 
既有功能類別品項給
付規定修訂 

公告修訂特殊材料「灌食袋(含動力式及 PUMP 

SET)」給付規定。 

109.08.13 
新增既有功能類別品
項給付規定 

公告新增既有功能類別特殊材料「液態栓塞系統之
輸送微導管」之給付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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