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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聯會會務報導精選（健保方面）

111年代謝症候群防治計畫，順利於4月21日
衛福部健保會通過

3. 國健署同日召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代謝
症候群管理計畫(草案)」討論會議，本會代表
由黃啓嘉常務理事等多位代表出席，依據內部

會議共識，於會上積極爭取。

4. 經健保署3月30日醫療給付服務項目及支付標
準共同擬訂會議臨時會通過。

3月30日共擬會議通過之計畫重點：
1. 擴大參與院所、醫師資格：有申辦成健之特約
西醫診所；具家醫、內科、申辦成健、或糖尿

病共照網得免參加教育訓練課程。

2. 代謝症候群收案條件：20-64歲。五項指標任三
項者：

(1) 腰圍：男性≧9 0公分，女性≧8 0公分或
BMI≧27。

(2) 飯前血糖值(AC)：≧100mg/dl，或已使用藥
物治療。

(3) 血壓值：收縮壓≧ 1 3 0 m m H g，舒張壓
≧85mmHg，或已使用藥物治療。

(4) 三酸甘油脂值(TG)：≧150mg/dl，或已使用
藥物治療。

(5) 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值(HDL)：男性<40mg/
dl，女性<50mg/dl，或已使用藥物治療。

3. 每一診所收案上限100名，收案期限至10月
止。

4. 評核指標：
(1) 代謝改善率：包含腰圍、醣化血紅素、血
壓、三酸甘油脂、低密度膽固醇、戒菸各項

目改善情形及得分標準(人數均≧5人，各項
10-15分)。(戒菸相關費用由國健署支應)

(2) 完整照護達成率及介入成效率
5. 支付標準：(此次修正之處)

(1) 收案評估費(900點)、追蹤管理費(200點)、
年度評估費500點。

(2) 獎勵費：

本於「為醫療找出路、為民眾謀幸福」之信念，邱泰源理事長與公會幹部共同爭取

改善醫療體制，維護會員執業安全與尊嚴，以打造優質的民眾就醫環境。

上圖：3月29日本會「代謝症候群管理計畫」專案小
組視訊會議

下圖：國健署3月29日「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代謝
症候群管理計畫(草案)」討論會議

多健保會3月25日未討論之緣由及3月29日本會辦
理情形：

1. 國健署3月21日與衛生福利部薛瑞元政務次長
面報，依本次面報會議指示重點酌修草案內

容，尚有部分項目待確認，爰3月25日健保會
撤案。

2. 本會3月29日召開「代謝症候群管理計畫」專
案小組視訊會議，由黃啓嘉召集委員主持，邀

請基層醫療委員會委員、本計畫重要參與人員

及基層重要團體與會，研擬國健署再次修正之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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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參與院所至少收案30名，年度檢驗檢查
上傳率>50%，品質指標排序前25%(含)
之診所，獎勵10,000點；品質指標排序
前25-50%之診所，獎勵5,000點。

II. 新發現個案具有腦血管等相關及並且開
始治療者，獎勵150點

III. 照顧個案進步5項指標任3項，獎勵500
點。其中

■ 腰圍減少3%以上、血壓之收縮壓降至
130mmHg以下，舒張壓降至85mmHg
以下。

■ 飯前血糖、三酸甘油脂、低密度脂蛋

白膽固醇：達成收案時「代謝症候群

疾病管理紀錄表」中，醫師依病況與

病人共同訂定之三酸甘油脂個人目標

值。

IV. 醫師首次取得戒菸資格並參與戒菸服務
每位500元(該項費用由國健署支應)。

V. 新增戒檳服務，每位個案獎勵100元，
每個案上限300元(該項費用由國健署支
應)。

後續辦理情形：依程序提4月21日衛福部健保會討
論通過，俟衛福部公告實施。

有關112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
範圍(草案)擬訂方向，反對衛福部社保司所擬
修正意見，建議應先與各部門總額團體充分溝
通，以維護民眾原應有就醫權益

重點說明：

1. 衛福部社保司於111年3月15日召開「112年度全
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範圍(草案)擬訂
方向」會議，本會由黃啓嘉常務理事及黃振國

常務理事代表出席。

社保司提出總額範圍公式修正，建議(1)投
保人口結構對醫療費用之影響率，各年齡性別

之人口占率改為總人口數。(2)醫療服務成本指
數改變率移列至上限範圍，若為正值，作為調

整支付標準經費來源，若為負值，維持原公式

計算(乘以1)。
是日會議本會代表表達(1)反對此次修正公

式，且會前未與醫界充分溝通。(2)疫情期間醫
療需求有隱蔽之可能性，且改用投保人口之總

人數將完全忽視我國人口老化之趨勢，無法真

實反映醫療需求，將嚴重低估！(3)「醫療服務
成本指數」並未反映醫療服務成本逐年增加之

事實，111年計算結果甚至為負值，建議應該
先檢討醫療服務成本指數內涵的真實性，並研

議計算之修正方式，解決物價指數無法即時更

新之困境，而不是直接於下限公式排除。

主席表示(1)請社保司試算「投保人口結
構改變對醫療費用之影響率」之原公式與修訂

公式的十年趨勢變化，作為後續研議之參考資

料。(2)總額範圍擬訂公式修訂規劃，除基期
淨值將於112年處理，其餘修訂議題請收集意
見，凝聚共識，於適當時機再行研議導入。

2. 健保會111年4月21日召開第五屆111年第4次委
員會議，本會由黃啓嘉常務理事、黃振國常

務理事代表出席，是日社保司提出政策諮詢案

「112年度總額範圍報行政院前之諮詢、全民
健康保險資源配置及財務平衡方案」：低、高

推估值計算公式與過去相同，惟其中「112年
度總額基期改採淨值方式計算」與歷年計算方

式不同。

3. 本會於111年4月20日函衛生福利部，反對衛福
部社保司所擬「112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
付費用總額範圍」意見，建議應先與各部門

總額團體充分溝通，以維護民眾原應有就醫

權益。依據歷年健保會總額基期協商及計算原

則，一般服務預算已就未執行額度進行扣減作

業，且行之多年，如依據社保司所擬112年總
額基期扣除110年未執行額度扣減及未導入預
算扣減部分，將無法反映年度總額之需求、壓

縮協商空間及無法反映專款實際需求。

4. 前揭所提112年度總額基期方式之變更疑慮、
爭議仍多，各界未有共識，恐影響總額協商及

實務運作，爰111年4月21日健保會結論略以：
建議再行集思廣益不宜貿然執行，又當前新冠

肺炎疫情嚴峻，總額擬訂宜穩定醫療量能、安

定醫護人心為宜，有關總額基期計算方式之變

更，建請衛福部再予審酌，持續溝通，暫緩於

112年度執行。(以正式會議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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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建議修訂「全民健保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
計畫」收案對象規定

重點說明：

1. 根據現行家醫計畫第柒、二項規定：社區醫療
群醫師自行收案人數上限為200名，上年度評
核指標90分之社區醫療群，每名醫師加收人數
上限為300名；另每家參與診所自行收案人數
上限不得超過1200名。

2. 家醫計畫為使照護成效良好之社區醫療群，得
服務更多需要照護之民眾，明訂上年度評核指

標達90分之社區醫療群醫師加收人數上限可達
300名。惟每家參與診所自行收案人數上限並
未一併調整，評核指標達90分之社區醫療群診
所收案人數仍受限。

3. 因此，本會建議上年度評核指標達90分之社區
醫療群，每家參與診所自行收案人數上限應調

整為1800名。
後續辦理：本案擬提案至中央健保署召開全民健

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西醫基層總額研

商議事會議討論。

基於病人就醫權益及臨床醫療需求，部分檢
查項目不應納入「單次門診同檢查申報2次
以上」之管理措施！

會議日期與地點：111年3月31日本會第二會議室
會議名稱：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審查

組)111年第1次會議
出席人員：黃啓嘉主委、陳晟康組長及審查組委

員

本會主張：

健保署調查451項檢查(驗)項目，單次門診(排
除急診)同一檢查申報2次以上適當性。

本會認為部分檢查項目，基於病人就醫權

益及臨床醫療需求，有短期重複檢查的必要性，

例如「心電圖 (18001C)」、「Ｘ -光透視攝影
(32026C)」、「關節穿刺(29015C)」、「胎心音
監視(18013C、18014C、18035C)」…等數項，需
要視病人病情變化而多次檢查，不應納入「單次

門診同檢查申報2次以上」之管理措施。
本會將行文健保署建議，並持續溝通排除必

要性的檢查項目，以保障病人權益。

全民健康保險思覺失調症醫療給付改善方案，
納入「精神科病人出院後急性後期照護服務」
精神並擴大收案條件及照護服務

會議日期與地點：111年3月10日中央健保署18樓
大禮堂

會議名稱：111年第1次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
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 

出席人員：本會黃啓嘉常務理事/主任委員及吳國
治常務理事、黃振國常務理事、賴俊

良理事、洪德仁理事、林誓揚副秘書

長、林恒立副秘書長代表出席

會議決議：

1. 同意擴大收案條件：收案條件增訂「前一年診
斷為思覺失調症且至少就醫2次以上者」，以
及當年度新診斷病人；排除條件調整為僅排除

「精神科慢性病房住院中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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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意新增高風險病人定義「前1年曾以主診斷
ICD-9-CM：295；ICD-10-CM：F20、F25強制
住院者」、「前1年因思覺失調症住院2次以上
者」及「就醫紀錄載有施暴史之病人」。 

3. 同意調升發現費及管理照護費、新增發現確診
費(650點)、居家追蹤訪視費(1,500點/次)及出院
後追蹤訪視費(3,000點/次)限出院後3個月內申
報6次。 

4. 出院後追蹤訪視費「須與公共衛生護士共同訪
視」，修改為「與衛生局所屬護理人員共同訪

視」，另考量本方案係鼓勵病人回歸門診追蹤

照護，停止訪視條件刪除「病人轉回門診就

醫、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或公共衛生體系持續照

護者」。 
5. 同意修訂方案指標：新增「社區關懷訪視共訪
比率」等5項指標、刪除「平均每月精神科門診
就診次數」指標、調整原「精神科不規則門診

比率」為「精神科規則門診比率」。 
後續辦理情形：健保署業於3月29日報衛福部核

定，俟衛福部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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