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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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第 1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2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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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一敬視訊、趙善楷視訊、賴聰宏視訊、朱建銘、陳相國視訊、 

王宏育視訊、王欽程視訊、古有馨視訊、吳順國視訊、李紹誠、沈高輝視訊、周賢章視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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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超群、 

張志華視訊、張維仁視訊、連哲震視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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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重耀視訊、 

羅倫檭視訊、羅浚晅視訊 

請假：周朝雄、張甫軒、張嘉訓、顏鴻順 

指導：邱泰源理事長視訊 

列席：江俊逸視訊、何活發、莫振東視訊、林義龍、張孟源視訊、蔣世中視訊、張必正視訊、 

林工凱、林恒立視訊、凃俊仰視訊 

主席：黃啓嘉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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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17日 110年第 2次審查專家諮詢會議紀錄。 

決定：通過。 

二、 110年 12月 1日 110年第 4次審查專家諮詢會議紀錄。 

決定：通過。 

三、 110年 12月 6日外科、骨科、泌尿科審查專家諮詢會議紀錄。 

決定：通過。 

四、 110年 12月 7日耳鼻喉科審查專家諮詢會議紀錄。 

決定：通過。 

五、 110年 12月 8日精神科、神經科審查專家諮詢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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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通過。 

六、 110年 12月 9日小兒科審查專家諮詢會議紀錄。 

決定：通過。 

七、 110年 12月 15日婦產科審查專家諮詢會議紀錄。 

決定：通過。 

八、 110年 12月 16日皮膚科審查專家諮詢會議紀錄。 

決定：通過。 

九、 110年 12月 17日眼科審查專家諮詢會議紀錄。 

決定：通過。 

十、 110年 12月 27日內科審查專家諮詢會議紀錄。 

決定：通過。 

十一、 110年 12月 28日家醫科審查專家諮詢會紀錄。 

決定：通過。 

十二、 110年 12月 30日復健科審查專家諮詢會議紀錄。 

決定：通過。 

 

肆、 報告事項 

一、 有關健保署檢送本會「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醫藥專家遴聘與管理要點」修

訂案。 

決定：通過。 

 

二、 有關「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 110 年度研修案西醫分科專家諮

詢會議-內科系」會議紀錄修訂案。 

決定：西醫基層一般原則(5)之「三十一、甲狀腺球蛋白抗體(12068C)」之規

定，增訂「如有特殊情形，應敘明原因，核實申報。」之文字。 

 

三、 有關復健醫學會提供之「提升心肺疾病患者心肺復健門診 pay for value 論質計

酬計畫」草案內容案。 

決定：通過。 

 

四、 餘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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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討論事項 

一、案由： 請研議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北區分會組織章程條文修正草

案，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北區分會) 

決議：通過，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北區分會組織章程第 6 條條文，

修正草案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本分會原則每三個

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會議由主任

委員召集並為會議主席。 

主任委員因故未能

出席時，由主任委員指定

之副主任委員擔任主席。 

會議得採合併視訊

會議方式為之，以視訊參

與會議者，視同親自出

席，簽到方式配合視訊設

備功能辦理。 

第六條  本分會原則每二個

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會議由主任

委員召集並為會議主席。 

一、 參考執行會

組織章程第

六條條文規

定修正。 

二、 每二個月開

會一次改為

每三個月開

會一次。 

三、 新增第二項

及第三項規

定。 

 

二、案由： 研議「112年度全民健康保險西醫基層總額醫療給付費用總額範圍之目

標成長率項目(草案)」案，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秘書處） 

決議：請各委員攜回研議，若有相關意見敬請於 6 月底前提供秘書處進行彙

整。 

 

三、案由： 訂定「白內障手術執行目標與預期效益之評估指標」案，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處) 

決議： 

（一） 依據健保會編列「提升國人視力照護品質」預算之規畫要求，白內障手

術「執行目標」及「預期效益之評估指標」內容如下： 

1. 執行目標：111年度成長件數目標為 4,000件。 

2. 預期效益之評估指標： 

(1) 每月申報超過 40件以上白內障手術之醫師，其 VPN登錄正確率大於

90％。 

(2) 每月申報超過 40件以上白內障手術之醫師，其病人手術等待期減少

（排除跨年度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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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月申報超過 40件以上白內障手術之醫師數占申報白內障手術醫師

數比例增加（排除中區醫師數）。 

(4) 每月申報低於 40件以下白內障手術之醫師數占申報白內障手術醫師

數比例減少（排除中區醫師數）。 

（二） 有關白內障手術「分配方式」、「追蹤檢討」、「警示標準」及「管控

基期」建議如下： 

1. 分配方式：  

(1) 4,000件依分區全年度一般服務預算占率分配各區合理成長件數。 

(2) 考量支付標準修正公告自 111年 3月 1日起實施，建議 111年採三

期（3～6月、7～9月及 10～12月）30%、30%、40%，分配成長件數。 

2. 追蹤檢討： 

(1) 各分會：依「三期」追蹤預算使用情況，滾動式檢討管理機制；如

有異常狀況，應立即召開會議因應檢討。 

(2) 執行會：依「三期」分析件數成長數據及評估預算使用情況，滾動

式檢討管控機制；如有超支情形，應立即召開會議因應檢

討。 

3. 警示標準：建議各分會得依近年白內障手術實際申報量之 80%～90%件 

數，外加各區合理成長件數，作為該區警示標準。 

4. 管控基期：各區管控方案及成長率計算，以 108年數值為比較基期。 

（三） 提供各區近年白內障手術實際申報情形及 4,000件各區分配之件數，予

各分會研議管控方案參考。 

（四） 基於分區管理之精神，各區應自主規劃白內障手術管控方案，並滾動

式檢討管理機制。 

（五） 有關訂定白內障手術事後審查措施及相關規範，移請審查組討論；會

議得邀請執行會眼科委員列席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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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由： 請研議110年度西醫基層總額評核作業，提報「111年2項重點項目」及

「(110年)1-2項自選項目」內容，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秘書處) 

決議： 

(一) 111年重點項目，詳【附件 1，第 7頁】。考量「轉診項目」新增觀察指

標及「居家項目」為去年新增項目，爰建議維持 110年項目，以利長期

觀察指標變動情形。 

(二) 110年自選項目，配合「國家消除 C肝政策綱領」，訂定 2025年治療 25

萬人、消除 C肝之目標，建議呈現「西醫基層院所投入Ｃ型肝炎照護情

形」。 

(三) 有關評核會報告新增「二、COVID-19疫情對醫療服務之影響與因應作為」

項目及內容，建議請「健保會」向「疾管署(CDC)」申請相關資料後，再

提供予本會，以列入評核會報告。  

 

五、案由： 案由：有關疾病管制署建議「愛滋抗原/抗體複合型試驗(14082B)」納

入「111年開放表別」項目案，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秘書處） 

決議：未獲共識，爰保留。 

 

六、案由： 請研議診所及醫事檢驗機構間檢驗(查)申報作業案，本會處理方向，

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秘書處) 

決議：行文健保署修訂「特約交付機構醫療費用點數申報格式及填表說明」

之「醫事檢驗機構轉檢及代檢」規定中-「基層診所案件由醫事檢驗機

構申報」之文義說明為「基層診所案件得由基層診所或醫事檢驗機構

申報」。 

 

七、案由： 請討論「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38~40條暨第

43條條文修正案，提請 討論（提案人：賴俊良委員）。 

決議： 

(一) 納入拜會健保署溝通健保相關議題。 

(二) 視與健保署溝通結果，倘有需要再移請法規會務組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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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案由： 請討論111年度「全民健保代謝症候群管理計畫」方案(草案)，提請 討

論。(提案單位：秘書處) 

決議：依王宏育委員發言為主，朝代謝症候群之核心價值等方向，提出全聯

會建議版本，詳【附件 2，第 8 頁】。 

 

陸、 臨時動議 

一、案由： 請討論健保部分負擔，對西醫基層之影響，提請  討論。(提案人：

李紹誠委員) 

決議： 

(一) 部分負擔影響病人於醫院流動至診所，造成基層總額費用的增加，需額

外編列足夠的預算支應。 

(二) 建議於診所就醫，無須繳納檢驗檢查的部份負擔，若不得已仍要收取時，

建議檢驗檢查費用超過 1,000元以上再收取。 

柒、 散會：中午 12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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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西醫基層總額「年度重點項目及績效指標」 

總額別 重點項目、績效指標、目標值、操作型定義之內容 

醫全會─ 

西醫基層 

總額 

項目 1：西醫基層轉診執行概況 
1. 績效指標：基層接受轉診率 

目 標 值 ：較前 1 年度增加 1.5% 

操作型定義：基層接受轉診件數/醫院轉至基層件數(註：基層排除
平轉案件) 

2. 績效指標：基層接受慢性病病人轉診率 

目 標 值 ：較前 1 年度增加 1.5% 

操作型定義：基層接受醫院慢性病轉診件數/醫院轉至基層慢性病件
數(註：慢性病定義：案件分類為 04、08 案件) 

3. 績效指標：慢性病病人轉診照護情形 

目 標 值 ：較前 1 年度增加 1.5% 

操作型定義：慢性病轉診病人持續就醫歸戶人數/醫院轉至基層慢性
病歸戶人數(註：持續就醫定義：醫院轉至基層慢性病
病人於同院所因慢性病持續就醫兩次以上。慢性病定
義：案件分類為 04、08 案件) 

【觀察指標】 
1. 觀察指標：轉診回復率 

(1) 基層上轉至醫院後，醫院回復比率 

(2) 醫院下轉至基層後，基層回復比率 
目 標 值 ：較前 1 年度增加 

操作型定義： 

(1) 基層上轉至醫院後，醫院回復比率：醫院接受基層上轉後，回
復基層之件數/基層上轉至
醫院轉診件數 

(2) 醫院下轉至基層後，基層回復比率﹕基層接受醫院轉診後，回
復醫院件數/基層接受醫院
轉診件數 

2. 觀察指標：基層接受轉診病人之跨表比率 

目 標 值 ：較前 1 年度增加 

操作型定義：層接受轉診病人申報跨表件數/基層接受轉診件數 

項目 2：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成效 
1.績效指標：承作診所數 

目 標 值 ：較前 1 年度增加 

操作型定義：有參加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的診所 

2.績效指標：承作醫師數 

目 標 值 ：較前 1 年度增加 

操作型定義：有申請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費用的醫師 

3.績效指標：收案數 

目 標 值 ：較前 1 年度增加 

操作型定義：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的收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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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附件2-「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代謝症候群管理計畫」修正意見對照表(稿) 

 計畫依據、說明、目的、經費來源、施行期間 

2月24日國健署會議資料(P1-2) 
醫師公會全聯會建議 

(2月20日執行會會議決議) 

壹、計畫依據 

全民健康保險會(以下稱健保會)協定年度醫療給付費用總額事項辦理。 

貳、計畫說明 

代謝症候群被認為與腦血管疾病、心臟病、糖尿病、高血壓等慢性疾病的併發症

密切相關，將比一般族群增加 6 倍糖尿病風險、4 倍高血壓風險、3 倍高血脂風險、

2 倍腦中風及心臟病風險。 

代謝症候群與飲食、生活習慣息息相關，若能積極導正，就可免於心血管疾病

的威脅。預防代謝症候群最好的方法就是改變生活型態，如規律的生活作息、健康

飲食、規律運動等；不吸菸或適量使用酒精；多攝取高纖、低油、低鹽與低糖的食品，

藉此達到減重及減腰圍等，減少罹患慢性疾病為主要目標。 

如能針對代謝症候群個案早期介入，由醫事服務機構早期發現代謝症候群患

者，協助個案追蹤管理，透過醫療人員指導，引導代謝症候群者改變飲食及生活型

態，就可進一步預防或延緩慢性病之發生，以達有效慢性病之防治。透過推行本計畫，

結合疾病前期之危險因子防治，藉由醫療人員指導增進病人自我健康管理識能，期

能實達慢性病防治之目的，減輕後續健保醫療資源負擔並提升給付效率。 

參、計畫目的 

透過醫療人員指導，增進病人自我疾病管理識能，奠定自身疾病由病人與醫師共同

管理責任之基礎。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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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國健署會議資料(P1-2) 
醫師公會全聯會建議 

(2月20日執行會會議決議) 

強化代謝症候群個案篩檢後之介入與個案管理措施，減少國人由疾病初期發展為慢

性病病人。 

防治慢性病危險因子，由根本降低國人罹患慢性病風險。 

肆、經費來源 

全民健康保險西醫基層醫療給付費用總額中「代謝症候群防治計畫」專款項目。 

伍、計畫施行期間 

自公告日起實施至當年底。 

 

 參與計畫醫療院所、醫師資格及基本要求 

2月24日國健署會議資料(P1-2) 
醫師公會全聯會建議 

(2月20日執行會會議決議) 

陸、參與計畫醫療院所、醫師資格及基本要求 

一、有辦理成人預防保健服務之本保險特約西醫診所(下稱成健特約醫事服務機構)。 

二、成健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中，具有家醫科、內科專科、有申辦成健或糖尿病共同照

護認證之醫師資格者，免參與本計畫訓練課程，各學協會均可辦理教育訓練課程

提供有需要者(核心課程如附錄1)。完成4小時教育訓練課程時數，並取得訓練認

證。若於年度內未取得訓練認證之醫師，須退出本計畫，保險人將不予支付該醫

師當年度之相關費用。 

三、參與計畫之特約西醫診所或醫師參與計畫之日起前2年內，不得有全民健康保險醫事

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以下稱特管辦法)第三十八至四十條所列違規情事之

一，且經保險人處分者（含行政救濟程序進行中尚未執行或申請暫緩執行處

分者）；終止特約者亦同。前述違規期間之認定，以保險人第一次處分函所載停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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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國健署會議資料(P1-2) 
醫師公會全聯會建議 

(2月20日執行會會議決議) 

約或終止特約日起算。惟為保障保險對象就醫權益，如有特殊情形得視違規情

節及醫療院所提供本計畫服務之成效，另予考量。符合前述各項資格之本保

險特約西醫診所，向保險人分區業務組提出參與計畫申請書(附錄2)。經保險人分

區業務組資格審核同意後，自保險人分區業務組核定日始參與本計畫。 

 

 收案條件與服務內容、結案條件 

2月24日國健署會議資料(P3-6) 
醫師公會全聯會建議 

(2月20日執行會會議決議) 

柒、收案條件與服務內容、結案條件 

一、收案條件： 

(一)年齡為20~64歲之保險對象，符合下列代謝症候群指標任三項者： 

1. 腰圍：男性≧90公分，女性≧80公分或身體質量指數 (kg/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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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mmH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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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每一醫師收案下限20名，上限100名。收案名單須登錄於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

查詢，不得與其他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重複收案。 

(三)收案來源分為保險人交付名單及自行收案2種： 

1. 交付名單：需至少40%收案來源來自交付名單 (無交付名單診所除外)，其餘名額可

自行收案。本名單由保險人依成人預防保健特約醫療院所申報資料，擷取109年至

 

 

 

 

 

 

 

 

 

 

 

 

建議交付名單應不限比例，避免院

所收案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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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國健署會議資料(P3-6) 
醫師公會全聯會建議 

(2月20日執行會會議決議) 

110年檢查資料判定為代謝症候群之保險對象，並將名單交付參與本方案之原檢查

診所提供個案管理。 

2. 自行收案：個案年齡可為20歲至64歲之保險對象。 

二、服務內容 

(一)收案評估 

1. 參與計畫之診所應向代謝症候群患者解釋本計畫內容，填妥參加本計畫之同意書

(附錄3)。 

2. 代謝症候群患者之相關資料建檔(附錄4)： 

(1) 包含基本資料、生活型態及相關檢測資料(含代謝症候群指標 )及運用國民健

康署「慢性疾病風險評估平台 (網

址 :https://cdrc.hpa.gov.tw/index.jsp)」計算未來罹患各項慢性疾病風險之

資料。 

(2) 依不同狀況收案個案情況，擬定流程完整的照護目標及策略，個案管理資訊化、

指導資料齊全且定期更新，注重個案評估及追蹤，並定期對收案個案舉辦相關

課程。 

(3) 依收案個案評估情形填報「代謝症候群疾病管理紀錄表」交付予收案個案進行自

我管理及附存病歷(附錄6)。 

(二)個案管理： 

1. 期末(收案後至少3個月以上)追蹤收案個案之代謝症候群五大指標之改善情形，收

案後定期提供持續性的電話諮商或訪視追蹤管理、協助進行個案健康評估、聯繫及

協調照護計畫、規劃個案健康管理與疾病預防指導。使收案個案認知進步，照護行

 

 

 

 

 

服務內容之書面作業應再簡化 

 

 

1. 考量院所無夠多人力處理資料

建檔，附錄4與6應整併，減少

作業程序及簽署作業。 

2. 配合健康存摺，相關檢驗資料

個案可至APP查詢，應已助於個

案進行自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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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國健署會議資料(P3-6) 
醫師公會全聯會建議 

(2月20日執行會會議決議) 

為也能獲得顯著的改善。 

2. 期初收案及期末(收案後至少3個月以上)各上傳1次個案管理情形至健保資訊網服務

系統 VPN (附錄4、附錄5)。 

(三)結案條件(符合以下任一條件者可結案，同一院所同一收案對象經結案後1年內不得

再收案) 

1. 個案經介入管理後，經個案管理評估已非代謝症候群患者。 

2. 病情變化無法繼續接受本計畫之照護者。 

3. 個案拒絕或失聯≧3個月。 

4. 個案死亡。 

(四)管理登錄個案 

1. 將代謝症候群患者之相關資料建檔及代謝症候群管理評估表上傳至健保資訊網服務

系統 VPN(同附錄4、5)。 

2. 參與本計畫之醫療院所未依保險人規定完整登錄相關資訊，或經保險人審查發現登載

不實者，保險人不予支付相關費用，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3. 參與本計畫之醫療院所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保險對象個人資料應予保密。 

 

附錄4與5應整併，減少作業程序及

簽署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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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核指標 

2月24日國健署會議資料(P6-8) 
醫師公會全聯會建議 

(2月20日執行會會議決議) 

捌、評核指標 

參加本計畫之特約西醫診所，依下列指標達成情形，核發獎勵費用。 

一、代謝症候群改善率 

(一)戒菸成效 

分母：收案個案中所有吸菸個案數。 

分子：分母中，下述個案加總人數。 

(1) 經醫療人員指導後期末自訴未再吸菸，且尼古丁成癮度量表(附錄7)

測試分數<4分者。 

(2) 受轉介戒菸服務個案經戒菸服務醫事機構評估為戒菸成功者(於3個

月或6個月戒菸結果追蹤7 天內無吸菸者)。 

註：上述分子(2)之成效係指診所內經醫療人員指導後之個案成功戒菸比率，

戒菸服務及費用，仍由國民健康署補助計畫支應。 

(二)腰圍改善率 

分母：收案個案中腰圍過粗(男≧90cm，女≧80cm) 且 BMI>24之個案數。 

分子：分母中，期末管理評估腰圍改善3%之下述個案加總人數。(以下各項權重

為4：3：2：1) 

(1)BMI>30者。 

(2)27≦BMI＜30者。 

(3)24≦BMI＜27者。 

(4)18.5≦BMI＜24者。 

1. 代謝症候群照護之核心價值，應該在個案

符合5項指標的任3項中，有進步就可以達

到鼓勵的標準，不應該再有其他的照護內

容。 

2. 代謝症候群改善率(75分) 

(1)診所收案個案之腰圍(男性<90公分，女性

<80公分)減少5公分以上，且人數≧15人

以上，得15分。 

(2)診所收案個案之身體質量指數

BMI(≧27)，下降1以上，且人數≧15人以

上，得15分。 

(3)診所收案個案之飯前血糖(<100mg/dl)下

降10%，且人數≧10人以上，得10分。 

(4)診所收案個案之血壓，收縮壓140mmHg以

上降至130mmHg以下，舒張壓90mmHg以上

降至80mmHg以下，且人數≧10人以上，

得10分。 

(5)診所收案個案之三酸甘油脂，原200mg/dl

以上降到150mg/dl以下，且人數≧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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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國健署會議資料(P6-8) 
醫師公會全聯會建議 

(2月20日執行會會議決議) 

 (三)血壓自我管理率 

分母：收案個案中血壓≥130/85mmHg 之個案數。 

分子：分母中下述個案(1)或(2)之加總人數。 

(1)分母中至少完成1次「722紀錄」並附於病歷之個案數。 

(2)期 末 Home BP 或「診 間 自動 測 量血壓」(unattended automated 

office blood pressure，簡稱AOBP)，收縮壓<130mmHg或舒張壓<85mmHg。 

(四)執行方式：由收案診所於當年度收案時同時上傳風險控制項目及檢驗值(前

測)，並於10月底前上傳再次檢驗結果(後測)，超過繳交期限者，檢測值以缺

失計算。 

二、參與率 

分子：診所申報結案評估費人數  

分母：診所實際收案之個案數 

三、介入成效率 

分子：個案經收案照護後，任何一項代謝症候群指標已達標並已不符代謝症

候群患者人數 

分母：診所收案個案人數 

以上，得15分。 

(6)診所收案個案之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男

性從35mg/dl以下提升至40mg/dl以上或

女性從45mg/dl以下提升至50mg/dl以

上，且人數≧10人以上，得10分。 

 

 

二、參與率≧30% (10分) 

 

三、介入成效率≧30%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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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2月24日國健署會議資料(P8-11) 
醫師公會全聯會建議 

(2月20日執行會會議決議) 

玖、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一、收案評估費： 

(一)每人支付800 1,090點(支付代碼P○○○○○)，同一個案同一院所僅得申報一

次，代謝症候群指標之檢查檢驗項目費用已包含於本項所訂點數。 

(二)完成收案評估且收案後，才得申請本項費用。 

二、疾病管理費： 

(一)每人支付900點/年，同一個案同一院所僅得申報一次，退出及死亡個案之疾病管

理費按收案月份等比例支付疾病管理費。前述點值分配如下： 

1. 2次「代謝症候群疾病管理紀錄表」評估費， 需1份附於病歷，1份交付個案(400

點/次，支付代碼P○○○○○)。 

2. 2次「慢性疾病風險評估平台指導費」(50點， 支付代碼P○○○○○)。 

(二)同一個案，於不同計畫收案者，不得與全民健康保險支付標準第八部第二章糖尿

病品質支付服務重複支付管理費。 

(三)參與計畫之特約院所或醫師於參與計畫期間，如因故中途退出本計畫，則依承作

月份按比例核付疾病管理費。 

(四)本項費用以院所為單位，每年撥付1次；由保險人分區業務組於年度結束，經審

查通過後一個月內撥付費用。相關之必要欄位需填寫完整，填寫不實或資料欄位

以符號取代文字者，則核扣該筆疾病管理費用。 

三、結案評估費： 

(一)每人支付800 1,090點(支付代碼P○○○○○)，同一個案同一院所僅得申報一

 

 

光檢驗費用就要890點，沒有鼓勵性

質，影響院所參與意願，及與檢驗所合

作機制，建議提高點數至1,090點。 

 

 

已須固定追蹤個案並將其追蹤結果登

錄VPN系統，建議減少院所書面及個案

簽署作業流程 

 

 

 

 

 

 

 

 

 

說明同收案評估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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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國健署會議資料(P8-11) 
醫師公會全聯會建議 

(2月20日執行會會議決議) 

次，代謝症候群指標之檢查檢驗項目費用已包含於本項所訂點數。 

(二)結案原因為失聯、死亡或拒絕收案者，不得申報本項費用。 

四、獎勵費：(收案數至少70名以上之診所始得給付獎勵費) 

(一)參與計畫診所參與計畫年度之4大危險因子及檢驗檢查上傳率≧50%，且品質指標比

率平均值排序前75%之診所，核付獎勵費(前25%給付15,000元，第26%至50%給付

10,000元，第51%至75%給付5,000元)。 

(二)因本計畫收案評估而新發現40歲以下保險對象具腦血管疾病、心臟病、糖尿病、

高血壓、高血脂，且開始追蹤治療者，每個案獎勵150元，同一個案僅得獎勵一

次。 

1. 新發現定義：保險對象於收案評估前2年，於該收案診所門診就醫紀錄之主次診斷

未申報前述疾病之國際疾病分類代碼。 

2. 本項費用以院所為單位，每年撥付1次；由保險人分區業務組於年度結束，經審查

通過後一個月內撥付費用。相關之必要欄位需填寫完整，填寫不實或資料欄位以

符號取代文字者，則核扣該筆個案管理費用。 

(三)照顧個案進步獎勵 

1. 腰圍減少3%(係指腰圍超標者)或體重減少5%(係指體重過重者)以上，每位獎勵

1,000元。 

2. 醣化血紅素、血壓、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同時達標者每位獎勵1,000元 (係指期

初糖化血紅素或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超標者，期末 A1C 應控制在7%以下、Blood 

Pressure 應低於130/80mmHg，與Cholesterol 應低於100mg/dL) 。 

(四)機構內醫師參與戒菸治療服務訓練(6小時線上+2小時實體)取得證書，且與國

 

 

 

本段文字定義不清，建議刪除。 

 

 

 

 

 

 

 

 

 

 

 

 

 

 

 

 

著重代謝症候群照護之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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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國健署會議資料(P8-11) 
醫師公會全聯會建議 

(2月20日執行會會議決議) 

民健康署簽訂戒菸服務補助合約者，依實際提供戒菸治療服務醫師數每位獎勵

500元 (本項獎勵經費由國民健署支應)。 

五、當次個案追蹤管理，如未提供其他各項醫療服務、藥物費用，不得依「全民健康

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規定

申報，亦不得向收案個案收取部分負擔費用。 

六、點值結算方式： 

本計畫之預算先扣除獎勵費，餘收案評估費、疾病管理費及結案評估費採浮動

點值計算，每點支付金額不高於1 元；當季預算如有結餘，則流用至下季。若全

年經費尚有結餘，則進行全年結算，惟每點支付金額不高於1元。 

 

 

 計畫管理機制、退場機制與修訂程序 

2月24日國健署會議資料(P11-12) 
醫師公會全聯會建議 

(2月20日執行會會議決議) 

壹拾、計畫管理機制 

一、保險人負責本計畫之研訂與修正。 

二 、 保險人分區業務組負責審核醫事服務機構之參與資格、核定及輔導轄區醫事服務機構

執行計畫。 

壹拾壹、退場機制 

一、參與本計畫之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未依所提計畫提供個案管理服務、或參與本計畫有待改

善事項，經保險人2次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或一年內因相同事由經保險人通知限期改

善累計達3次者，應自保險人通知終止執行本計畫日起退出本計畫。 

二、參與本計畫之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如涉及特管辦法第三十八至四十條所列違規情事之一，且經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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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處分者（含行政救濟程序進行中尚未執行或申請暫緩執行處分者），應自保險人第一

次處分函所載停約日起退出執行本計畫，惟為保障保險對象就醫權益，如有特殊情形得視

違規情節及醫療院所提供本計畫服務之成效， 另予考量。 

三、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如經保險人分區業務組審查不符合參與資格或應終止參與資格，得於

通知送達日起30 日內，以書面向保險人分區業務組申請複核，但以一次為限。 

壹拾貳、計畫修訂程序 

本計畫視需要檢討，由保險人邀集醫療專業團體、主管機關等單位共同修訂後，屬給

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修正，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程序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

公告實施，餘屬執行面規定之修正，由保險人逕行修正公告；並送健保會備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