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會 

第 4屆 109年第 10次委員會議補充及新增資料目錄 

會議時間： 109 年 12 月 25 日  

一、 議程第四項「上(第 9)次、第 1 次臨時及歷次委員會議決議

(定)事項辦理情形及重要業務報告」 ------------------------------- 1 

(一)補充：說明五(會議資料第 18頁) 

(二)新增：說明七之(一)衛福部公告「一百十年全民健康保險保

險對象住院應自行負擔費用之最高金額」(會議資料第 19頁) 

二、 新增：臨時提案「建請健保署依健保法第 61 條第 3 項規定

研議健保醫療給付費用總額中合理的醫藥分帳制度，避免健

保給付藥物(品)費用占率與點數的逐年增加，造成其他醫療

服務點數受到排擠及點值的下降，影響醫療服務品質案」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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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資料第 18、19頁) 

四、上(第 9)次、第 1次臨時及歷次委員會議決議(定)事項辦理情形及

重要業務報告：補充說明五、新增說明七之衛福部公告 1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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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五、依本會本年第 5次委員會議(109.7.24)決定事項：「有關『109年

度全民健保各部門總額協定事項相關計畫之辦理情形』，其中

各總額部門及其他預算尚未完成之項目，請健保署盡速辦理」。

健保署提報辦理情形如附件(第 3~8 頁)，總計 9 項，其中 6 項

尚未完成，其後續處理建議如下： 

部門別 未完成項目 處理建議 

牙醫門診

及中醫門

診總額 

「醫療服務成本指數

改變率所增加之預

算」協定事項：優先

用於牙醫、中醫診所

設立無障礙設施支付

標準之調整 

本項屬一般服務項目，健保署認

為應考量財務影響、總額間一致

及衡平性再議；因 109 年度即將

結束，建議解除追蹤，惟請健保署

持續徵詢各總額相關團體意見，

取得共識後盡速辦理。 

醫院及 

西醫基層

總額 

「藥品及特材給付規

定範圍改變」及「藥

品給付規定範圍改變

及其他醫療服務密集

度增加」決定事項：

提出定期監測報告 

一、未來本會依決定事項，將要求

健保署每半年(1 月、7 月)提

出監測報告。 

二、依健保署說明，俟其於 110年

1月提報業務執行報告後，再

解除追蹤。 

醫院總額 

「鼓勵繼續推動住院

診斷關聯群(DRGs)」

專款項目 

屬專款項目，因 109 年度即將結

束，爰預算無法支用，建議解除追

蹤；另依本會 110 年度總額協定

結果，左列 2 項已列入 110 年度

總額專款項目，請健保署於衛福

部核定後，盡早研訂及推動。 

其他預算 

「提升用藥品質之藥

事照護計畫」專款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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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及健保署本年 11 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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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11、23日寄至各委員電子信箱] 

(一)衛福部 

2.本年 12 月 18日訂定發布「一百十年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

象住院應自行負擔費用之最高金額」，並定自 110年 1月 1

日生效，如附錄(第 9~10頁)，修正重點如下：  

(1)因同一疾病每次住院應自行負擔費用之最高金額： 

41,000元(109年為 39,000元)。 

(2)全年累計住院應應自行負擔費用之最高金額：69,000元

(109年為 65,000元)。 

(3)前 2項住院應自行負擔費用之最高金額適用範圍，以保

險對象於急性病房住院 30日以下或於慢性病房住院 180

日以下，依健保法第 47 條規定所應自行負擔之醫療費

用為限，不包括健保法所規定不予給付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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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9年度各部門總額協定事項及相關計畫辦理情形 

部

門 
工作項目 

應完成 

時限 
辦理情形 

牙

醫

門

診

總

額 

提報本會執行情形(109年初步結果/成果)
註
 

1 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所

增加之預算(747.5百萬元) 

※協定事項：預算優先併入

「全面提升感染管制品

質」項目使用。其餘預算用

於藥事服務費、牙醫診所

設立無障礙設施、離島假

日開診之相關獎勵措施等

支付標準之調整 

109 年 7

月底前 

1.「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所

增加之預算」及「全面提升感

染管制品質」項目預算，用於

調整符合牙醫門診加強感染

管制實施方案之牙科門診診

察費，已公告自 109.4.1生效。 

2.藥事服務費之支付標準調整，

已於109.12.11「醫療服務給付

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

議」討論通過，將依程序辦理

預告及報部核定事宜。 

3.離島假日開診獎勵之支付標

準調整，已公告自 109.1.1 生

效。第三部通則增列醫院申報

夜間牙醫急診加成之支付標

準調整，已公告自 109.4.1 生

效。 

4.診所設立無障礙設施之獎勵

措施： 

(1)已於 108.11.26「牙醫門診

總額研商議事會議」討論，

決議略以：考量 109 年西

醫基層、牙醫及中醫總額

皆編列此預算，支付標準

應採一致之調整方案，爰

以第一階段診察費每件增

加 5 點先行匡列「醫療服

務成本指數改變率」項下

之預算 144 百萬元，如未

調整支付標準，則回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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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門 
工作項目 

應完成 

時限 
辦理情形 

牙

醫

門

診

總

額 

1 

續 

 109 年 7

月底前 

般服務預算。 

(2)如以支付標準點數調整方

式作為無障礙設施獎勵措

施，應考量財務影響、總額

間之一致及衡平性，本署

將徵詢各總額團體意見後

依共識辦理。 

中

醫

門

診

總

額 

提報本會執行情形(109年初步結果/成果)
註
 

1 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所

增加之預算(523.7百萬元) 

※協定事項：其中 200百萬元

併入「提升用藥品質」項目

使用。其餘預算優先用於

中醫診所設立無障礙設施

等支付標準之調整 

109 年 7

月底前 

1.「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所

增加之預算」及「提升用藥品

質」項目預算： 

(1)109.3.1 起每日藥費提升由

35點調升至 37點，並新增

收載 10種藥品(膽南星、太

子蔘、血竭、黑荊芥、地榆

炭、十味敗毒湯、平肝流氣

飲、香砂養胃湯、歸耆建中

湯及折衝飲)。 

(2)上述每日藥費支付點數調

升及新增 30項中藥單方品

項及 59項複方品項，已公

告自 109.4.1生效。 

2.診所設立無障礙設施之獎勵

措施： 

(1)已於 108.11.14「中醫門診

總額研商議事會議」討論，

決議略以：保留 1.62億元

預算做為獎勵診所設置

「無障礙設施」，本預算如

未調整支付標準，則回歸

一般服務預算。 

(2)如以支付標準點數調整方

式作為無障礙設施獎勵措

施，應考量財務影響、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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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門 
工作項目 

應完成 

時限 
辦理情形 

 

   間之一致及衡平性，本署將

徵詢各總額團體意見後依

共識辦理。 

西

醫

基

層

總

額 

提報本會執行情形(109年初步結果/成果)
註
 

1 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所

增加之預算(2,024.4百萬元) 

※決定事項：優先用於急重

難症、內科門診診察費加

成、藥事服務費、基層診所

設立無障礙設施、離島假

日開診之相關獎勵措施等

支付標準之調整 

109 年 7

月底前 

1.專科醫師門診診察費及藥事

服務費之支付標準調整，已於

109.12.11「醫療服務給付項目

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討

論通過。 

2.離島假日開診之相關獎勵措

施，已公告自 109.1.1生效。 

3.診所設立無障礙設施之獎勵

措施： 

(1)109年已規劃於各總額「醫

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

所增加之預算，保留一定

金額作為院所無障礙設施

之獎勵，爰於 108.12.18「西

醫基層總額研商議事會

議」討論西醫基層總額品

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修

訂。健保署建議原品保款

中關於無障礙部分予以刪

除，惟醫師公會反對 109年

以「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

變率」所增加之預算作為

院所無障礙環境之奬勵，

爰不同意無障礙就醫環境

指標自 109 年西醫基層總

額品質保證保留款中刪

除，健保署乃將其建議及

醫界意見一併陳報衛福部

核定。 

(2)衛福部於 109.2.25核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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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門 
工作項目 

應完成 

時限 
辦理情形 

西

醫

基

層

總

額 

1 

續 

 

  「109 年西醫基層總額品

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

保留無障礙就醫環境指

標，爰不以「醫療服務成本

指數改變率」所增加之預

算調整支付標準。 

2 藥品給付規定範圍改變及其

他醫療服務密集度增加 (含

擴大 C型肝炎治療衍生之醫

療服務費用) 

※決定事項：提出定期監測

報告 

定期提出

監測報告 

將於 109年 12月份健保署業務

執行報告提出(110 年 1 月提

報)。 

醫

院

總

額 

依法定程序辦理相關事宜，並送本會備查 

1 鼓勵繼續推動住院診斷關聯

群(DRGs) 

※決定事項：請加速落實第

3~5 階段 DRGs 項目的執

行 

108年 11

月底前 

1.健保署蒐集醫學會提供之 823

項修訂建議，鑑於多數為整體

建議，無法單純以統計資料試

算，與學會溝通確認因應方

式，考量臨床專業與總額委託

共管精神，依 108.7.25「醫療

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

同擬訂會議」決議，由健保署

與台灣醫院協會共組 Tw-

DRGs 研修工作小組，並於

108.11.5、108.12.28、109.5.23

召開 3次會議，研議上開修訂

建議。 

2.後續Tw-DRGs研修工作小組

將針對各醫學會所提，涉再分

類之 301項建議，依各MDC

別逐一擬訂資料分析之操作

型定義，由健保署試算後研議

修訂方向，再提案討論 4.0版

支付通則及未實施項目實施

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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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門 
工作項目 

應完成 

時限 
辦理情形 

醫

院

總

額 

提報本會執行情形(109年初步結果/成果)
註
 

1 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所

增加之預算(10,384.6百萬元) 

※決定事項：優先用於急重

難症、藥事服務費、急重症

護理費、因應住院醫師納

入勞動基準法以及門診減

量配套措施等支付標準之 

調整 

109 年 7

月底前 

1.本案業經 109.12.3「醫療服務

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

訂會議第 2次臨時會」討論，

並於109.12.11「醫療服務給付

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

議」報告後通過，將依程序辦

理後續報衛福部核定事宜。 

2.本項預算用於調整門診診察

費、住院診察費、住院護理費、

藥事服務費、慢性精神住院照

護費及住診診察費等基本診

療項目支付標準，預估增加

82.26億點。 

2 藥品及特材給付規定範圍改

變 

※決定事項：提出定期監測

報告 

定期提出

監測報告 

將於 109年 12月份健保署業務

執行報告提出(110 年 1 月提

報)。 

3 鼓勵繼續推動住院診斷關聯

群(DRGs) 

※決定事項：請加速落實第

3~5階段DRGs項目的執行 

109 年 7

月底前 

同醫院總額「依法定程序辦理

相關事宜，並送本會備查」項次

1說明。 

 依法定程序辦理相關事宜，並送本會備查 

其

他

預

算 

1 推動促進醫療體系整合計畫 

(1)醫院以病人為中心門診

整合照護計畫 

(2)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 

(3)跨層級醫院合作計畫 

※協定事項：新增「遠距醫療

會診費」 

108 年 11

月底前 

已於 109.11.27 陳報衛福部核

定，俟核定後辦理公告事宜。 

2 提升用藥品質之藥事照護計

畫 

108年 12

月底前 

1.藥師公會於 108.11.13 提出

「109 年全民健康保險提升

用藥品質_藥事照護計畫(草

案)」，經於 108.12.13、1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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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門 
工作項目 

應完成 

時限 
辦理情形 

其

他

預

算 

2 

續 

提升用藥品質之藥事照護計

畫 

 109.4.17、109.5.7、109.6.9、

109.6.23、109.8.12、109.9.17

及 109.10.29與健保署共同研

議、修正計畫草案。 

2.考量上開討論共識時點，已近

109 年年末，惟計畫(草案)尚

需經「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

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討論，

並報衛福部同意後方可公告

執行，故藥師公會於 109.11.2

將原計畫(草案)修訂為「110

年全民健康保險提升用藥品

質_藥事照護計畫(草案)」，故

109年度計畫未執行。 

提報本會執行情形(109年初步結果/成果)
註
 

1 推動促進醫療體系整合計畫 

※協定事項：新增「遠距醫療

會診費」 

109 年 7

月底前 

已於 109.11.27 陳報衛福部核

定，方案摘要如下： 

1.施行地區：山地離島地區，以

及 109年以前(含)已核定之衛 

生福利部遠距醫療試辦計畫

施行地區。 

2.服務內容：遠距醫師透過視訊

通訊方式與在地醫師共同診

察病人、給予診療建議(提供

當地缺乏且迫切需要之專科

醫療或急診診療)，由在地醫

師開立醫囑。本計畫實施科別

限眼科、耳鼻喉科、皮膚科。 

2 提升用藥品質之藥事照護計

畫 

同其他預算「依法定程序辦理相

關事宜，並送本會備查」項次 2

說明。 

註：109年執行情形於本會 7月份委員會議提報，延續性項目包含前 1年執行情形及成效評

估報告，於 109年度評核會議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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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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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 

提案人：滕委員西華、吳委員榮達 

代表類別：專家學者及公正人士代表 

案由：建請健保署依健保法第 61條第 3項規定研議健保醫療給付費用

總額中合理的醫藥分帳制度，避免健保給付藥物(品)費用占率與

點數的逐年增加，造成其他醫療服務點數受到排擠及點值的下

降，影響醫療服務品質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健保醫療給付費用總額，乃以「醫院」、「西醫基層」、「中醫」、

「牙醫」等四大部門及「門診透析」與其他分別協商金額與成

長率，且各部門不採門、住診與醫療或藥物費用分帳制度。總

額除醫療給付中部分保障點值項目外，藥品費乃採每點 1 元自

總額扣除後，其餘費用點值採浮動計算。然，近年藥費持續增

長，根據健保署近 3年(107~109年)統計為例，門住診藥費占率

介於 26.2%~28.4%之間，成長率持續增加，醫院部門更逾 30%，

其中醫學中心因醫院特性更可高達 35%~38.1%。 

二、藥費的不斷增加，已對總額點值形成壓力。而長期以來對於醫

療專業服務採浮動點值、而產品(藥)採固定每點 1 元是否合理

的討論不斷，且新藥新科技或藥品新適應症所增加的健保財務

壓力，亦是總額協商中之重要議題。目前健保署透過多種手段

管理藥費，如藥價調查、藥費風險分攤、DET(藥品費用支出目

標制)、雲端藥歷等。然每年總額協商時仍然在新藥新科技費用、

專款藥費與新增適應症藥費等金額之足夠與否多所議論，顯然

在病人權益與財務壓力間難以取捨。 

三、藥價差不僅是歷史使然，仍將持續存在，各界莫不在降低藥價

差而努力，藥價差也可能墊高給付價格的原因之一，且藥價差

難以抑制的理由之一便是以藥養醫，如此循環除了無助健保財

務壓力紓解外，也加深了醫療提供者在用以藥價差彌補點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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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這些誘因當然也可能導致某種程度上處方的浪費。 

四、藥品部分負擔政策改革呼聲近年來升高，多方提出關於調整結

構的建議，無論是在對象或是金額上，縱使增加民眾對藥品的

部分負擔，對藥費占率的下降恐怕影響不大，也難以斷言可直

接回饋到新藥之引進，隨著越來越貴的藥價，藥品占率持續增

加反倒可預期。 

擬辦：建請健保署依健保法第 61條第 3項規定，研議健保醫療給付費

用總額中合理的醫藥分帳制度，以有效管理藥費成長與引進新

藥，提升病人用藥權益、降低藥價管理的行政成本，並避免健

保給付藥物(品)費用占率與點數的逐年增加，造成其他醫療服

務點數受到排擠及點值的下降，影響醫療服務品質。並避免其

成長過度影響總額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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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社會保險司意見： 

有關委員所提，欲透過健保法第 61條第 3項規定，實施醫藥分帳制

度，避免藥品費用占率逐年提高，造成其他醫療服務點數受到排擠

及點值下降，回復如下： 

一、為落實健保整體藥費之管控策略，提升藥價調整制度之透明度

與可預期性，自 102年起，全民健保依健保法第 62條試辦「藥

品費用支出目標制」（Drug Expenditure Target，簡稱 DET），每

年就超出藥費支出目標值之額度及「全民健康保險藥品價格調

整作業辦法」，依據藥價市場調查結果，針對藥品交易價格進行

藥價調整。透過前述制度可緩和藥費之快速成長，在引進新藥

及擴大給付範圍之餘，也可以穩定醫療費用點值。 

二、委員對醫療費用控管的努力我們敬表同意，但藥品費用占率逐

年成長與新藥新科技之引進、支付制度之設計及醫療院所採購

藥品之行為有關，因此，本部擬具「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支

付)總額中長期改革計畫(2021-2025 年)」，透過相關行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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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藥品給付支付制度，減少藥價差；彈性試辦、分階段方式

導入包裹式制度，以提升醫療專業自主，降低藥品費用占總額

費用之比率。 

社保司業務窗口：林蕙卿技正，聯絡電話：02-8590-6751 

中央健康保險署意見： 

一、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1 條第 1 項規定:「健保會應於各年度開始

三個月前，在行政院核定之醫療給付費用總額範圍內，協議訂

定本保險之醫療給付費用及其分配方式，報主管機關核定」；同

條第 3 項「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得依醫師、中醫師、牙醫

師門診診療服務、藥事人員藥事服務及藥品費用，分別設定比

率及醫藥分帳制度」。另同法第 65條規定：第 61條第 3項之規

定得分階段實施，其實施日期，由主管機關定之。 

二、有關實施醫藥分帳制度及其分配方式，本署配合主管機關規劃

及貴會協定辦理。 

健保署業務窗口：洪于淇科長，聯絡電話：02-27065866分機 2667 

本會幕僚補充說明： 

一、健保法第 65條規定略以，第 61條第 3項及第 62條第 4項之規

定得分階段實施，其實施日期，由主管機關定之(檢附健保法第

61條、第 62條、第 65條條文供參，如附件，第 14頁)，爰是

否實施第 61條第 3項醫藥分帳制度，係屬主管機關(衛福部)權

責。 

二、考量管理藥費成長與持續引進新藥，可提升病人用藥權益，爰

建請健保署本於權責，持續推動及研議有效的藥費管控措施。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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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健保法第 61條、62條、65條條文 

第 61 條     健保會應於各年度開始三個月前，在前條行政院核定之醫療給付

費用總額範圍內，協議訂定本保險之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配方式，

報主管機關核定；不能於期限內協議訂定時，由主管機關決定。 

前項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得分地區訂定門診及住院費用之分配比率。 

前項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得依醫師、中醫師、牙醫師門診診療

服務、藥事人員藥事服務及藥品費用，分別設定分配比率及醫藥分帳制

度。 

第一項醫療給付費用總額訂定後，保險人應遴聘保險付費者代表、

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及專家學者，研商及推動總額支付制度。 

前項研商應於七日前，公告議程；並於研商後十日內，公開出席名

單及會議實錄。 

第二項所稱地區之範圍由保險人擬訂，報主管機關核定發布。 

第 62 條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應依據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藥物給

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向保險人申報其所提供之醫療服務之點數及藥物

費用。 

前項費用之申報，應自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供醫療服務之次月一

日起六個月內為之。但有不可抗力因素時，得於事實消滅後六個月內為

之。 

保險人應依前條分配後之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經其審查後之醫療

服務總點數，核算每點費用；並按各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經審查後之點

數，核付其費用。 

藥品費用經保險人審查後，核付各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其支付之費

用，超出預先設定之藥品費用分配比率目標時，超出目標之額度，保險

人於次一年度修正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其超出部分，應自當季之

醫療給付費用總額中扣除，並依支出目標調整核付各保險醫事服務機

構之費用。 

第 65條    第六十一條第三項及第六十二條第四項之規定得分階段實施，其實

施日期，由主管機關定之；未實施前，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每

點支付金額，由主管機關定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