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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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組） 

110 年第 2 次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 10 月 20日（星期三）下午 2時 

地點：台北市安和路一段廿七號九樓（第二會議室） 

出席：王宏育視訊、王欽程視訊、古有馨視訊、吳順國視訊、李紹誠視訊、沈高輝視訊、 

林育正視訊、林旺枝視訊、林誓揚視訊、林應然視訊、邱國華視訊、洪德仁視訊、 

張嘉訓    、黃振國視訊、塗勝雄視訊、楊宜璋視訊、蔡有成  、蔡昌學視訊、 

蔡梓鑫視訊、鄭俊堂視訊、鄭英傑視訊、賴俊良視訊、藍毅生視訊、顏鴻順視訊、 

魏重耀視訊、羅倫檭視訊、羅浚晅視訊 

請假：劉兆輝 

列席：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周慶明視訊、吳國治視訊、洪一敬視訊、 

趙善楷視訊、賴聰宏視訊、朱建銘視訊 

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中區分會：連哲震視訊 

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南區分會：端木梁視訊 

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東區分會：何活發視訊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張必正 

指導：黃主任委員啟嘉 

主席：陳組長晟康 

紀錄：陳宏毅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會議結論辦理情形（請參閱議程資料） 

一、 有關健保署建議本會「西醫基層專科審查醫師不足」處理方式乙節。 

結論： 

(一) 考量西醫基層與醫院支付標準、審查規範及管理方式差異，

分區專科審查醫師不足或審查困難時，分會宜以跨區審查為

原則。 

(二) 倘遇無法跨區送審之特殊情形時，由分會研議因應辦法，或

召開會議討論，其會議得邀請相關科別、不同總額別或不同

分區別之專家共同討論，會議共識可供案件審查參考。 

二、 有關全聯會基層醫療委員會建議修訂「西醫基層醫療費用審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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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婦產科審查注意事項-胎兒、臍帶、或孕期子宮動脈杜卜勒超

音波（18037C）」規範乙節。 

結論：通過基層醫療委員會修訂建議，並酌修部分文字如附件一。 

三、 有關健保署說明「門診同院所同病人 6 個月內申報視野儀檢查件數

過高」不予支付指標意見乙節。 

結論： 

(一) 為遵循執行會管控開放表別項目共識，除持續與健保署溝通

瞭解不予支付指標訂定標準外，函健保署更新西醫基層醫療

費用審查注意事項一般原則審查注意事項-電腦自動視野儀

檢查修訂建議如附件二。 

(二) 分析「靜態視野檢查（23607C）」、「電腦自動視野儀檢查

— Threshold（ 23609C）」及「電腦自動視野儀檢查— 

Screen（23610C）」三項百分位值等申報情形，供下次會議

參考。 

四、 有關健保署請本會釐清西醫基層醫療費用內科審查注意事項-降血

脂藥物審查原則增訂原因乙節。 

結論： 

(一) 函健保署維持西醫基層醫療費用內科審查注意事項-降血脂

藥物審查原則現行規範，不增訂「經藥物治療達目標值後，

得持續藥物治療；是否維持原劑量或減輕劑量，應尊重臨床

醫師意見。」等內容。 

(二) 函請各分會轉知審查醫藥專家，關於藥品給付規定降血脂類

藥品之相關規定，於 102 年已有異動，並且刪除「如已達治

療目的得考慮減量至最低有效劑量」等內容。重申應避免該

類已刪除給付規定，卻持續沿用舊制核扣費用之情形。 

五、 餘洽悉。（內容詳見當日議程及會議書面資料）。 

參、 討論事項 

一、案由：110年第2次研議「全民健康保險西醫基層醫療費用審查注意

事項」修訂案。（提案單位：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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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通過增修訂西醫基層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條文如附件三，

未通過條文如附件四。 

二、案由： 健保署函詢本會「超音波導引（為組織切片，抽吸、注射

等）（19007C）」與「激痛點注射調理（每一痛點）

（39024B）」審查注意事項增修訂條文建議案。（提案單

位：秘書處） 

結論：函復健保署說明，「激痛點注射調理」及「超音波導引」是

否可同時申報，應依個案病況及臨床情形裁量，不宜限制「

不得同時申報」。「激痛點注射調理」雖未必需要同時實施

「超音波導引」，但注射目標屬危險部位時（如接近肺臟或

神經處），在病歷詳述必要性後，得核實申報「激痛點注射

調理」及「超音波導引」。 

三、案由： 為研擬「KOH顯微鏡檢查」等10項申報金額大於預估金額之

開放表別項目之監測機制案。（提案單位：秘書處） 

結論： 

(一) 通過增訂西醫基層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腱、韌帶皮下切

斷手術（64089C）」（附件五）及「甲促素結合體抗體

（12121C）」（附件六）條文。 

(二) 提供「KOH 顯微鏡檢查」等 10 項開放表別項目分析資料予分

會參酌；分區 99百分位值大於全區數值者，宜與健保署分區

業務組共同檢視轄區院所申報合理性，訂定輔導監測方案。

倘後續追蹤仍未改善，得訂定加強審查等緊縮管理措施。 

(三) 申報「陰道式超音波（19013C）」之院所，依下列各項分析

相關數據： 

1. 院所當月整體超音波（婦科超音波（19003C）及陰道式超

音波（19013C））醫令總量，與其去年同期成長率大於 5%

者。 

2. 院所當月 19013C醫令總量，大於其整體超音波（婦科超音

波（19003C）及陰道式超音波（19013C））醫令總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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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者。 

3. 院所申報 19013C 與其他超音波替代情形。 

(四) 彙整醫院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或支付標準有關「陰道式超

音波（19013C）」申報頻率、審查規範等資料，併前開分析

數據，提下次會議討論。 

四、案由： 健保署函請本會協助辦理「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會醫療審

查專家座談會」相關建議事項案。（提案單位：秘書處） 

結論：有關「訂定醫師診療風險評估、分級，納入審查參考依據」

、「提供通案爭議疑義案件」及「轉知會員病歷電子檔案命

名方式」等項，本會將配合健保署規劃，積極參與研議。 

五、案由： 健保署函詢本會「西醫基層醫療費用骨科審查注意事項」

「pediatric fracture」及「年輕人」之年齡定義案。（提

案單位：秘書處） 

結論：本案併第一案修訂西醫基層醫療費用骨科審查注意事項條文

，詳附件三。 

肆、 散會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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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西醫基層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 

胎兒、臍帶、或孕期子宮動脈杜卜勒超音波（18037C）增修訂條文對照表(110.10.20) 

婦產科 
規範醫

令代碼 
增修訂條文 原條文 增修目的 增修依據 說明 

18037C 胎兒、臍帶、或孕期子宮

動脈杜卜勒超音波

（18037C）： 

(1)限妊娠 20週以上，且

具以下適應症情形之一： 

1.羊水太少或太多。 

2.IUGR(子宮內胎兒發

育遲滯) 

2.FGR（胎兒發育遲

滯）。 

3.胎動減少。 

4.NST(胎動試驗)有

non-reaction。 

5.3.子癎前症。 

6.4.胎盤早期剝離。 

7.因孕婦受傷(例如:跌

胎兒、臍帶、或孕期子宮

動脈杜卜勒超音波

（18037C）： 

(1)限妊娠 20週以上，且

具以下適應症： 

1.羊水太少或太多。 

2.IUGR(子宮內胎兒發

育遲滯)。 

 

 

3.胎動減少。 

4.NST(胎動試驗)有

non-reaction。 

5.子癎前症。 

6.胎盤早期剝離。 

7.因孕婦受傷(例如:跌

□確保病人安全 

□減少不當醫療服務

量 

■配合醫療服務給付

項目及支付標準/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

付標準修訂 

□增進醫療照護之公

平性 

□提升醫療照護品質 

□助於減少臨床行為

之差異 

□其他 

□醫療服務給付項

目及支付標準或

藥物給付項目及

支付標準之藥品

給付規定修訂說

明 

□爭審會爭議審議

原則 

□實證醫學證據等

級（檢附文獻

如附件） 

  □1++  □1+ 

□1-   □2++ 

□2+   □2- 

□3    □4 

依臨床需求建議修訂

適應症。 

附 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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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醫

令代碼 
增修訂條文 原條文 增修目的 增修依據 說明 

倒、車禍..等)。 

5.胎兒構造異常或胎兒

水腫、貧血。 

6.前次杜卜勒檢查結果

為異常之追蹤。 

倒、車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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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西醫基層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 

電腦自動視野儀檢查增修訂條文對照表(110.10.20) 

一般原則 
規範醫

令代碼 
增修訂條文 原條文 增修目的 增修依據 說明 

23610C 

23609B 

電腦自動視野儀檢查— 

Screen（23610C）、

Threshold（23609C）： 

1.適應症：高眼壓症(IOP

≧22mmHg)，疑青光眼患

者兩眼眼壓差距大於 4 

mmHg或兩眼視神經盤凹

陷相差過大者。 

2.申報原則: 

(1)23610C、23609C附檢

查結果及判讀報告。 

(2) 23609C自動視野儀

必須能呈現 Threshold結

果。 

3.23607C（靜態視野檢

查）、23609C及 23610C

原則上 6 個月方得申報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需增加

申報頻率，應於病歷上詳

述理由。 

電腦自動視野儀檢查— 

Screen（23610C）： 

適應症：高眼壓症(IOP≧

22mmHg)，疑青光眼患者

兩眼眼壓差距大於 4 

mmHg或兩眼視神經盤凹

陷相差過大者。 

□確保病人安全 

□減少不當醫療服務

量 

■配合醫療服務給付

項目及支付標準/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

付標準修訂 

□增進醫療照護之公

平性 

□提升醫療照護品質 

□助於減少臨床行為

之差異 

□其他 

□醫療服務給付項

目及支付標準或

藥物給付項目及

支付標準之藥品

給付規定修訂說

明 

□爭審會爭議審議

原則 

□實證醫學證據等

級（檢附文獻

如附件） 

  □1++  □1+ 

□1-   □2++ 

□2+   □2- 

□3    □4 

110 年開放表別項目

管控措施。 

 

附 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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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西醫基層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增修訂條文對照表（110/10/20） 

家醫科 

規範醫

令代碼 
增修訂條文 原條文 增修目的 增修依據 

 (十五)針對院所診療項目，

Sono及一般生化檢查設法控管

一般生化檢查依現行『全民健

康保險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

項』，於符合醫學常理情況下，

方得執行。原則上有異常之生

化檢查依實際情形可以在三至

六個月複檢，但如因病情變化

需要而小於 3個月內複檢者，

需於病歷上詳細記載原因。但

對生化檢查執行率大於 30%之院

所將依審查品質指標定期抽

審。 

(十五)針對院所診療項目，

Sono及一般生化檢查設法控管

一般生化檢查依現行『全民健

康保險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

項』，於符合醫學常理情況下，

方得執行。原則上有異常之生

化檢查依實際情形可以在三至

六個月複檢，但對生化檢查執

行率大於 30%之院所將依審查品

質指標定期抽審。 

□確保病人安全 

□減少不當醫療服務量 

□配合醫療服務給付項目

及支付標準/藥物給付

項目及支付標準修訂 

□增進醫療照護之公平性 

□提升醫療照護品質 

□助於減少臨床行為之差

異 

□其他 

□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

付標準或藥物給付項目

及支付標準之藥品給付

規定修訂說明 

□爭審會爭議審議原則 

□實證醫學證據等級（檢

附文獻如附件） 

  □1++  □1+ 

□1-   □2++ 

□2+   □2- 

□3    □4 

修訂說明 

提升醫療照護品質。 

內科 

規範醫

令代碼 
增修訂條文 原條文 增修目的 增修依據 

 (九)針對院所診療項目，Sono

及一般生化檢查設法控管一般

生化檢查依現行『全民健康保

險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於

(九)針對院所診療項目，Sono

及一般生化檢查設法控管一般

生化檢查依現行『全民健康保

險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於

□確保病人安全 

□減少不當醫療服務量 

□配合醫療服務給付項目

及支付標準/藥物給付

□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

付標準或藥物給付項目

及支付標準之藥品給付

規定修訂說明 

附 件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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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醫

令代碼 
增修訂條文 原條文 增修目的 增修依據 

符合醫學常理情況下，方得執

行。原則上有異常之生化檢查

依實際情形可以在三至六個月

複檢，但如因病情變化需要而

小於 3個月內複檢者，需於病

歷上詳細記載原因。但對生化

檢查執行率大於 30%之院所將依

審查品質指標定期抽審。 

符合醫學常理情況下，方得執

行。原則上有異常之生化檢查

依實際情形可以在三至六個月

複檢，但對生化檢查執行率大

於 30%之院所將依審查品質指標

定期抽審。 

項目及支付標準修訂 

□增進醫療照護之公平性 

□提升醫療照護品質 

□助於減少臨床行為之差

異 

□其他 

□爭審會爭議審議原則 

□實證醫學證據等級（檢

附文獻如附件） 

  □1++  □1+ 

□1-   □2++ 

□2+   □2- 

□3    □4 

修訂說明 

提升醫療照護品質。 

小兒科 

規範醫

令代碼 
增修訂條文 原條文 增修目的 增修依據 

 (十)針對院所診療項目，Sono

及一般生化檢查設法控管一般

生化檢查依現行『全民健康保

險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於

符合醫學常理情況下，方得執

行。原則上有異常之生化檢查

依實際情形可以在三至六個月

複檢，但如因病情變化需要而

小於 3個月內複檢者，需於病

歷上詳細記載原因。但對生化

檢查執行率大於 30%之院所將依

審查品質指標定期抽審。 

(十)針對院所診療項目，Sono

及一般生化檢查設法控管一般

生化檢查依現行『全民健康保

險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於

符合醫學常理情況下，方得執

行。原則上有異常之生化檢查

依實際情形可以在三至六個月

複檢，但對生化檢查執行率大

於 30%之院所將依審查品質指標

定期抽審。 

□確保病人安全 

□減少不當醫療服務量 

□配合醫療服務給付項目

及支付標準/藥物給付

項目及支付標準修訂 

□增進醫療照護之公平性 

□提升醫療照護品質 

□助於減少臨床行為之差

異 

□其他 

□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

付標準或藥物給付項目

及支付標準之藥品給付

規定修訂說明 

□爭審會爭議審議原則 

□實證醫學證據等級（檢

附文獻如附件） 

  □1++  □1+ 

□1-   □2++ 

□2+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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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醫

令代碼 
增修訂條文 原條文 增修目的 增修依據 

修訂說明 

提升醫療照護品質。 

婦產科 

規範醫

令代碼 
增修訂條文 原條文 增修目的 增修依據 

19013C 200502 婦科子宮病狀診療 

200502062-01適宜執行

「19003C婦科超音波」及

「19013C陰道式超音波」病症

以下列為原則： 

1.月經週期異常、子宮異常出

血。 

2.腹痛。 

3.經痛、經血過多。 

4.不孕症評估（不包含已進入

人工生殖治療流程，如濾泡監

測等）。 

5.懷疑骨盆腔腫瘤(良性或惡

性)。 

6.懷疑先天性生殖器官異常。 

7.懷疑泌尿道異常。 

8.懷疑骨盆腔感染。 

9.懷疑子宮內避孕器位置移位

之檢查。 

10.懷疑子宮外孕。 

200502 婦科子宮病狀診療 

200502062-01適宜執行

「19003C婦科超音波」及

「19013C陰道式超音波」病症

以下列為原則： 

1.月經週期異常、子宮異常出

血。 

2.腹痛。 

3.經痛、經血過多。 

4.不孕症評估。 

 

 

5.懷疑骨盆腔腫瘤(良性或惡

性)。 

6.懷疑先天性生殖器官異常。 

7.懷疑泌尿道異常。 

8.懷疑骨盆腔感染。 

9.子宮內避孕器位置檢查。 

 

10.懷疑子宮外孕。 

□確保病人安全 

□減少不當醫療服務量 

■配合醫療服務給付項目

及支付標準/藥物給付

項目及支付標準修訂 

□增進醫療照護之公平性 

□提升醫療照護品質 

□助於減少臨床行為之差

異 

□其他 

□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

付標準或藥物給付項目

及支付標準之藥品給付

規定修訂說明 

□爭審會爭議審議原則 

□實證醫學證據等級（檢

附文獻如附件） 

  □1++  □1+ 

□1-   □2++ 

□2+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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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醫

令代碼 
增修訂條文 原條文 增修目的 增修依據 

11.第一次求診時病人的主述再

加上理學檢查有疑慮時適合應

用。 

12.早期懷孕之合併症，如先兆

性流產、不完全流產等。 

13.上次超音波檢查： 

(1)有異常發現，再依據臨床狀

況決定，1個月以上不等的頻率

繼續作超音波追蹤。 

(2)正常時，臨床有新狀況時可

考慮再實施超音波檢查。 

14.其他慢性病兆之追蹤。 

11.第一次求診時病人的主述再

加上理學檢查有疑慮時適合應

用。 

12.早期懷孕之合併症，如先兆

性流產、不完全流產等。 

13.上次超音波檢查： 

(1)有異常發現，再依據臨床狀

況決定，1個月以上不等的頻率

繼續作超音波追蹤。 

(2)正常時，臨床有新狀況時可

考慮再實施超音波檢查。 

14.其他慢性病兆之追蹤。 

修訂說明 

依婦產科醫學會建議條文酌修部分文字 

4.不孕症評估，如（不包含已進入人工生殖治療流程，如濾泡監測等，則不予給付。）。 

骨科 

規範醫

令代碼 
增修訂條文 原條文 增修目的 增修依據 

 (四)骨科急診手術限 

1.multiple fracture (2 

components以上) 2.open 

fracture 3.pediatric 

fracture （18歲以下）

4.complications如 neuro 

vascular injury visceral 

(四)骨科急診手術限 

1.multiple fracture (2 

components以上) 2.open 

fracture 3.pediatric 

fracture 4.complications如

neuro vascular injury 

visceral organ injury 

□確保病人安全 

□減少不當醫療服務量 

□配合醫療服務給付項目

及支付標準/藥物給付

項目及支付標準修訂 

□增進醫療照護之公平性 

□提升醫療照護品質 

□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

付標準或藥物給付項目

及支付標準之藥品給付

規定修訂說明 

□爭審會爭議審議原則 

□實證醫學證據等級（檢

附文獻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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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醫

令代碼 
增修訂條文 原條文 增修目的 增修依據 

organ injury infections etc 

5.joint fracture or joint 

dislocation 6.special 

condition如年輕人 60歲以下

之 femoral neck fracture及

脊椎不穩定骨折等方可申報急

診加成。 

infections etc 5.joint 

fracture or joint 

dislocation 6.special 

condition如年輕人之 femoral 

neck fracture等方可申報急診

加成。 

□助於減少臨床行為之差

異 

□其他 

  □1++  □1+ 

□1-   □2++ 

□2+   □2- 

□3    □4 

修訂說明 

參考骨科醫學會年齡定義，酌修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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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西醫基層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未通過條文理由彙整表（110/10/20） 

內科 
規範醫

令代碼 
增修訂條文 原條文 增修目的 增修依據 

BC26599100 

BC26600100 

BC26601100 

BC26124100 

BC26133100 

BC25458100 

BC25459100 

BC26233100 

BC25129100 

BC25647100 

BC25648100 

BC27733100 

BC27734100 

BC27735100 

XC00195100 

【新增條文】 

基層院所開立口服凝血劑

（NOAC，如 lixiana，

eliquis，pradaxa，xarelto）

治療心房顫動，應檢附 24小時

心電圖報告或醫院處方籤、雲

端藥歷，且病歷中需符合藥品

給付規定第 2節 2.1中敘述條

件（如年紀、相關病史、病發

年份）便可開立長期處方籤。 

 ■確保病人安全 

□減少不當醫療服務量 

□配合醫療服務給付項目

及支付標準/藥物給付

項目及支付標準修訂 

■增進醫療照護之公平性 

□提升醫療照護品質 

□助於減少臨床行為之差

異 

□其他 

□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

付標準或藥物給付項目

及支付標準之藥品給付

規定修訂說明 

□爭審會爭議審議原則 

□實證醫學證據等級（檢

附文獻如附件） 

  □1++  □1+ 

□1-   □2++ 

□2+   □2- 

□3    □4 

修訂說明 

考量各區未達共識，爰本案保留。 

 

 

 

附 件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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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西醫基層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 

腱、韌帶皮下切斷手術（64089C）增修訂條文對照表(110.10.20) 

骨科 
規範醫

令代碼 
增修訂條文 原條文 增修目的 增修依據 說明 

64089C 【新增條文】 

腱、韌帶皮下切斷手術

(64089C)： 

審查原則： 

1.手、指、趾關節攣縮實

施 64089C，應檢附術

前、術後關節活動度變化

照片，照片能清楚顯示關

節活動度有顯著改善。 

2.難治型足底筋膜炎實施

64089C，應檢附患者已接

受保守治療達一年（含）

以上，仍無法控制症狀之

病歷紀錄。 

3.Claw toes得申報

64089C。 

 □確保病人安全 

□減少不當醫療服務

量 

■配合醫療服務給付

項目及支付標準/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

付標準修訂 

□增進醫療照護之公

平性 

□提升醫療照護品質 

□助於減少臨床行為

之差異 

□其他 

□醫療服務給付項

目及支付標準或

藥物給付項目及

支付標準之藥品

給付規定修訂說

明 

□爭審會爭議審議

原則 

□實證醫學證據等

級（檢附文獻

如附件） 

  □1++  □1+ 

□1-   □2++ 

□2+   □2- 

□3    □4 

開放表別項目管控措

施。 

 

附 件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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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西醫基層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 

甲促素結合體抗體（12121C）增修訂條文對照表(110.10.20) 

家醫科 
規範醫

令代碼 
增修訂條文 原條文 增修目的 增修依據 說明 

12121C 【新增條文】 

甲促素結合體抗體

(12121C)： 

審查原則： 

1.Graves’disease之診

斷，須 TSH、T3/T4（或

free form）任ㄧ項異

常。 

2.Graves’disease之追

蹤，每半年得檢驗一次

12121C。 

3.以下特別狀況得依臨床

需求與專業判斷，不受半

年一次之限制。 

(1)用於判斷 Graves’

disease是否可以停藥，

 □確保病人安全 

□減少不當醫療服務

量 

■配合醫療服務給付

項目及支付標準/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

付標準修訂 

□增進醫療照護之公

平性 

□提升醫療照護品質 

□助於減少臨床行為

之差異 

□其他 

□醫療服務給付項

目及支付標準或

藥物給付項目及

支付標準之藥品

給付規定修訂說

明 

□爭審會爭議審議

原則 

□實證醫學證據等

級（檢附文獻

如附件） 

  □1++  □1+ 

□1-   □2++ 

□2+   □2- 

□3    □4 

開放表別項目管控措

施。 

附 件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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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醫

令代碼 
增修訂條文 原條文 增修目的 增修依據 說明 

宜具有以下三條件：甲亢

藥一天一顆，TSH、T3/T4

（或 free form）正常，

甲狀腺超音波正常。 

(2)孕婦（包括有 

Graves’disease 病史或

確診者）。 

(3)有明顯之甲狀腺眼病

變。 

內科 
規範醫

令代碼 
增修訂條文 原條文 增修目的 增修依據 說明 

12121C 【新增條文】 

甲促素結合體抗體

(12121C)： 

審查原則： 

1.Graves’disease之診

斷，須 TSH、T3/T4（或

free form）任ㄧ項異

常。 

 □確保病人安全 

□減少不當醫療服務

量 

■配合醫療服務給付

項目及支付標準/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

付標準修訂 

□增進醫療照護之公

□醫療服務給付項

目及支付標準或

藥物給付項目及

支付標準之藥品

給付規定修訂說

明 

□爭審會爭議審議

原則 

開放表別項目管控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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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醫

令代碼 
增修訂條文 原條文 增修目的 增修依據 說明 

2.Graves’disease之追

蹤，每半年得檢驗一次

12121C。 

3.以下特別狀況得依臨床

需求與專業判斷，不受半

年一次之限制。 

(1)用於判斷 Graves’

disease是否可以停藥，

宜具有以下三條件：甲亢

藥一天一顆，TSH、T3/T4

（或 free form）正常，

甲狀腺超音波正常。 

(2)孕婦（包括有 

Graves’disease 病史或

確診者）。 

(3)有明顯之甲狀腺眼病

變。 

平性 

□提升醫療照護品質 

□助於減少臨床行為

之差異 

□其他 

□實證醫學證據等

級（檢附文獻

如附件） 

  □1++  □1+ 

□1-   □2++ 

□2+   □2-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