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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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第 2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10 年 5 月 30 日(星期日)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本會第二會議室（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 29 號 9 樓） 

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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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相國視訊、王宏育視訊、王欽程視訊、古有馨視訊、吳欣席視訊、吳順國視訊、 

李紹誠視訊、沈高輝視訊、周賢章視訊、林育正視訊、林誓揚視訊、邱國華視訊、 

洪德仁視訊、徐超群視訊、張甫軒視訊、張嘉訓視訊、陳正和視訊、陳晟康視訊、 

黃振國視訊、塗勝雄視訊、楊宜璋視訊、劉兆輝視訊、蔡有成、蔡昌學視訊、 

蔡梓鑫視訊、蔡景星視訊、鄭俊堂視訊、鄭英傑視訊、盧榮福視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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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假：王維昌、林育正、林應然、張志華、張維仁、連哲震、羅浚晅 

主席：黃啓嘉主任委員視訊 

列席：江俊逸視訊、周朝雄視訊、莫振東視訊、吳首宝視訊、林義龍視訊、張孟源視訊、 

蔣世中視訊、張必正視訊、林工凱視訊、林恒立視訊、凃俊仰視訊、趙 堅視訊 

紀錄：吳韻婕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上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決定：洽悉。 

 

參、 會議紀錄報告 

一、 110 年 4月 13日 110 年第 2次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審查組)會議紀

錄。 

決定：通過。 

肆、報告事項 

一、 有關健保署說明「就醫次數或醫療費用過高個案」輔導措施案。 

決定：考量各區執行情形不同，每月以 3 件為原則，若大於 3 件以上者，

由該區進行專業評估決定是否移請抽審。 

二、 餘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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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討論事項 

一、案由： 考量疫情狀況尚未獲得控制前，建議相關單位持續辦理相關補助/減

免措施案，提請討論。(提案人：黃啟嘉主任委員；附議人：周慶明

副主委、吳國治副主委、吳欣席組長、黃振國委員、顏鴻順委員) 

決議：支持本會 110 年 5 月 25 日醫療事業輔導委員會結論，在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未解散前，建議下列相關紓困、津貼、獎勵方案等應持

續並擴大辦理： 

(一) 擴大發放醫院及基層院所的防疫津貼，及風險加給。 

(二) 加強撥補醫院及基層院所的各種防疫物資，以提供第一線人員

使用。 

(三) 提升暫付款方案應繼續執行，並詢問院所的意願。 

(四) 因疫情影響，健保申報費用與去 108 年比同期比較，未滿八成

者應予以補到八成，並以按月計算方式執行，按季結算。 

(五) 水電優惠應持續。 

(六) 稅賦優惠應持續，基層院所的執行業務所得費用率提升。 

(七) 給予醫院醫師及醫療人員防疫特別扣除額或降低課稅級距之稅

務優惠。 

(八) 醫事人員繼續教育及相關證照之展延。 

(九) 相關健保審查作業應簡化。 

(十) 基層醫療(事)機構督導考核計畫，應暫停辦理，以疏緩訪查人

力，投入防疫作業。 

(十一) 持續爭取 COVID-19疫苗處置費，提高至 200元。 

 

二、案由： 有關眼科「白內障手術案件不設達特定手術量需事前審查限制」修

訂後之相關管理機制及配套方案，提請討論。(提案人：藍委員毅

生) 

決議： 

(一) 行文中央健保署中區業務組，在白內障手術事前審查相關規定研議期

間，應依中區現有之管控措施繼續實施，以維持分區財務及點值之穩定。 

(二) 本案依 110 年 5 月 30 日理事會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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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由： 健保署函詢有關「006-初次使用ticlopidine或clopidogrel前未使用

aspirin比率」不予支付指標修訂意見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秘

書處) 

決議： 

（一） 同意新增排除案件，分子為「急性心肌梗塞：任一主、次診斷碼為

ICD-10-CM前三碼為I21-23」之案件。 

（二） 是否排除「消化性潰瘍」及「缺血性腦中風（腦梗塞）」二案件，請

健保署提供資料後，於下次會議研議。 

 

四、案由： 賡續討論有關109年度新增開放表別項目之「腺病毒抗原檢查

（14064C）」之後續處理措施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秘書處） 

決議： 

(一) 每月申報醫令量≧同儕值 95百分位之院所，列入抽審。 

(二) 分析各分區 99百分位數據，是否增訂為不予支付指標於下次會議研議。 

 

五、案由： 中央健保署函請本會持續檢討「全民健康保險醫療品質資訊公開指

標」之定期公開照護品質指標意見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秘

書處） 

決議： 

(一) 屬西醫基層總額之「剖腹產率-整體、自行要求、具適應症」、「小兒健

康檢查普及率(就醫次數≧6次之 3歲以下兒童)」、「小兒健康檢查普及

率(就醫次數≧6次之 3歲至 6歲之兒童)」、「每張處方箋開藥品項數大

於十項的案件比率」、「十二歲以下兒童門診開立原瓶口服液劑比率」

等 5項指標，修訂意見詳附件一。餘項建議維持現行規定。 

(二) 屬醫院總額/西醫基層總額(整體性/機構別)之「同(跨)醫院(院所)門

診同藥理用藥日數重疊率-降血壓(口服)、降血脂(口服)、降血糖、抗

思覺失調症、抗憂鬱症、安眠鎮靜」、「慢性病開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百分比」、「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釋出率」等 3項指標，尊重原建議單位

意見，修改指標名稱。 

(三) 其他總額部門別、疾病別指標，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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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案由： 中央健保署函請本會提供「全民健康保險醫療品質資訊公開指標」

新增「肺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乳癌」、「腸癌」、「肺

癌」等五大項疾病(21項指標)之照護品質指標意見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處） 

決議：有關健保署擬新增「肺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乳癌」、「腸癌」、

「肺癌」等五大項疾病(21 項指標)之照護品質指標，建議保留。 

陸、 臨時動議 

一、案由： 有關 111 年度西醫基層總額之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非協商因素)

為負成長，提請討論。(提案人：黃啟嘉主委) 

決議： 

(一) 防疫期間，所需強化防疫成本計算相對低估，甚至未列估算，建請相

關單位（主計處、衛生福利部）針對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計算方

式重新進行修正或加權，以真實反應院所遭受疫情影響情形。 

(二) 有關西醫藥品類的權重及指數，西醫門診藥費是正成長，顯示除了藥

價外，用藥數量是增加的。若以健保單價來看，每項藥品成本都下降，

但為何隔年藥費還會成長，表示可能有更具價值的新藥納入給付，或

藥品使用量明顯增加，建議不要只對某一類或某幾類藥品價格進行查

價，應納入「數量 X單價」之藥價實際耗用點數因素，作為費用計算。 

(三) 請盧榮福組長協助瞭解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之「藥品費用」內

涵，以利儘速行文予國發會及衛生福利部。 

(四) 請示邱泰源理事長是否邀請專家學者及本會幹部，針對 111年「醫療

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非協商因素)」為負成長之原因，召開會議續行

研議對策。 

 

二、案由： 北區會員反應有關 109 年全年「西醫基層總額各分區一般服務每點

支付金額結算說明表」之結算點值方式，建議未來預算分配應優先

提到 COVID-19 疫情相對較嚴重地區，以使結算點值更趨公平，提

請討論。(提案人：李紹誠委員) 

決議：109 年全年點值健保署已公告，爰本案不再討論。 

 

柒、 散會：中午 12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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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醫療品質資訊公開指標」之定期公開照護品質指標之修訂意見表 

一、西醫基層之整體別之醫療品質資訊-指標項目及定義 

指標名稱/指標方向 定義 本會建議 

指標 9-1： 

剖 腹 產 率 - 整 體

(1136.01)/ 

負向 

(一)資料範圍：西醫基層總額之住院案件，排除代辦案件。 

(二)公式說明： 

分子：剖腹產案件。 

分母：生產案件數(自然產案件+剖腹產案件) 

 剖腹產案件：符合下列任一條件： 

(1)TW-DRG 前 3 碼為 370、371、513。 

(2) DRG_CODE 為 0371A、0373B。(3) 符合任一剖腹產醫令代碼：81004C、

81005C、81028C、81029C、97009C、97014C。 

 自然產案件：符合下列任一條件： 

(1)TW-DRG 前 3 碼為 372-375。 

(2)DRG_CODE 為 0373A、0373C。 

(3)需符合任一自然產醫令代碼： 81017C、 81018C、 81019C、 97004C、

97005D、81024C、81025C、81026C、97934C、81034C。 

建議依衛福部 110年 1月 18日公

告，該指標之參考值修訂為「參考

指標，不另訂定參考值」。 

指標 9-2： 

剖腹產率-自行要求

(1137.01)/ 

負向 

(一)資料範圍：西醫基層總額之住院案件，排除代辦案件。 

(二)公式說明： 

分子：不具適應症之剖腹產案件(自行要求剖腹產，符合下列任一條件：(1).醫令代碼

為 97014C。(2).DRG_CODE 為 0373B。(3) TW-DRG 前 3 碼為 513。)。 

分母：生產案件數(自然產案件+剖腹產案件) 

建議依衛福部 110年 1月 18日公

告，該指標之參考值修訂為「參考

指標，不另訂定參考值」。 

指標 9-3： 

剖腹產率-具適應症

(1138.01)/ 

合理範圍 

(一) 資料範圍：西醫基層總額之住院案件，排除代辦案件。 

(二) 公式說明： 

分子：具適應症之剖腹產案件(不具適應症剖腹產之外的剖腹產案件。 

分母：生產案件數(自然產案件+剖腹產案件)。 

建議依衛福部 110年 1月 18日公

告，該指標之參考值修訂為「參考

指標，不另訂定參考值」。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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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構別之醫療品質資訊-指標項目及定義 

指標名稱 定義 本會建議 

指標 4-3： 

小兒健康檢查普及率(就醫

次數≧6 次之 3 歲以下兒童) 

分子：分母之病患曾作過兒童預防保健的人數。 

分母：病患於該診所就醫次數≧6 次之 3 歲以下兒童。 

考量幼兒健檢現已改為 7 次，爰建議

修訂分母為病患於該診所就醫次數

≧7 次之 3 歲以下兒童。 

指標 4-4： 

小兒健康檢查普及率(就醫

次數≧6 次之 3 歲至 6 歲之

兒童) 

分子：分母之病患曾作過兒童預防保健的人數。 

分母：病患於該診所就醫次數≧6 次之 3 歲至 6 歲之兒童。 

考量幼兒健檢現已改為 7 次，爰建議

修訂分母為病患於該診所就醫次數

≧7 次之 3 歲以下兒童。 

指標 12： 

每張處方箋開藥品項數大

於十項的案件比率 

分子：給藥案件中藥品品項數≧10 項的案件數。 

分母：給藥案件數。 

 給藥案件：藥費不為0, 或給藥天數不為0, 或處方調

劑方式為1、0、6其中一種。 

 藥品品項：醫令類別1或4, 且醫令代碼為10碼。 

 藥品品項數：限制醫令代碼為10碼且醫令數量>0，

取同處方下同醫令代碼歸戶數。 

1. 西醫基層維持該項指標定義。 

2. 建議依衛福部 110 年 1 月 18 日公

告，該指標之參考值修訂為「參

考指標，不另訂定參考值」。 

指標 16： 

十二歲以下兒童門診開立
原瓶口服液劑比率 

分母：門診開立健保藥品同成分口服藥品，兼有口服及原
瓶口服液劑型同成分藥品的給藥件數。 

分子：分母案件中，有開立原瓶口服液劑的案件數。       

兒科醫學會建議修訂年齡層（6 歲以

下兒童），本會未獲共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