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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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第 1 次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3月 31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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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德仁  、黃振國  、 

塗勝雄視訊、楊宜璋視訊、劉兆輝視訊、蔡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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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國華、張嘉訓、蔡昌學、蔡梓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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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相國視訊、蔡景星視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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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文琦視訊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張必正視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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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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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申報情形案。 

結論：參考 110 年「靜態視野檢查」、「電腦自動視野儀檢查—

Threshold」及「電腦自動視野儀檢查— Screen」平均每月

申報醫令總量百分位值數據，評估申報尚屬合理，建議各分

會因地制宜管控異常案件，並追蹤審查 6 個月內重複檢查個

案。 

二、餘洽悉。（內容詳見當日議程及會議書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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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議紀錄報告（請參閱議程資料） 

一、有關審查專家諮詢會議紀錄案。 

結論： 

(一) 通過增修訂西醫基層醫療費用外科審查注意事項條文如附件

一。 

(二) 有關涉及支付標準、藥品給付規定或開放西醫基層適用表別

之修訂建議，移請全聯會基層醫療委員會討論。餘項有關審

畢案件評量作業、審查標準、管控方式…等意見，待確認具

體修正事項後，提下次會議討論。 

二、餘洽悉。（內容詳見當日議程及會議書面資料）。 

肆、報告事項（請參閱議程資料） 

一、有關初審、申復及爭審核減率建議案。 

結論：彙整審查專家諮詢會議意見如下： 

(一) 院所提供之初審、申復及爭審審查資料宜相同一致，避免初

審、申復及爭審的核減率差異過大。 

(二) 初審及申復審查醫藥專家宜詳細說明核減理由，以便爭審審

查時，充分瞭解分區管控機制、核減原因及院所申報問題。 

(三) 在初審審查時效內，宜使院所補正完整資料；倘院所未回應

初審補正之要求時，申復可不再通知院所補正；申復時所附

資料，應為審查之最終資料，爭審僅就申復資料進行書面審

查。 

(四) 初審審查資料及證明文件應以「原始病歷章」註記，且為防

遺漏，請健保署分區業務組協助檢視註記情形。 

(五) 院所申請審議時，應依「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

第 8 條「爭審會對合於程式之權益案件或特約管理案件，應

將申請書影本函送保險人提意見書；對合於程式之醫療費用

案件，認為必要時，亦同。」規定，請健保署分區業務組提

供意見書，其意見書應由該科別之西醫基層審查醫藥專家提

供意見。 

2



 

 

(六) 申復或爭審撤銷核減結果時，其撤銷原因宜回饋予初審、申

復審查醫藥專家，必要時得修正審查共識。 

二、有關健保署函詢「電腦自動視野儀檢查」、「二氧化碳雷射手術審查

原則」等意見案。 

結論： 

(一) 通過修訂意見如附件二。 

(二) 有關「骨科急診手術」規範，關節脫臼（joint dislocation）

造成的嚴重疼痛，符合支付標準附表 2.1.1 急診定義及適用

範圍 」第二項（如下表），屬急診案件。「臨床治療指引」

一般先採取緊急徒手復位治療，徒手復位無法成功者，才考

慮手術冶療。依據支付標準第七節「手術」規範，涵蓋「徒

手復位術」及其他開刀手術項目，因此不需加註「急診無法

復位需行內固定者」等文字。前開建議請骨科醫學會提供意

見，倘醫學會同意前開建議，行文建請健保署修正條文。 
附表 2.1.1 急診定義及適用範圍 

一、急診定義：凡需立即給予患者緊急適當之處理，以拯救其生

命、縮短其病程、保留其肢體或維持其功能者。 

二、適用範圍如下： 

(一)急性腹瀉、嘔吐或脫水現象者。 

(二)急性腹痛、胸痛、頭痛、背痛(下背、腰協痛)、關節痛或

牙痛、需要緊急處理以辦明病因者。 

(三)吐血、便血、鼻出血、咳血、溶血、血尿、陰道出血或急

性外傷出血者。 

(四)急性中毒或急性過敏反應者。 

(五)突發性體溫不穩定者。 

(六)呼吸困難、喘鳴、口唇或指端發紺者。 

(七)意識不清、昏迷、痙攣或肢體運動功能失調者。 

(八)眼、耳、呼吸道、胃腸道、泌尿、生殖道異物存留或因體

內病變導致阻塞者。 

(九)精神病患有危及他人或自己之安全，或呈現精神疾病症狀

須緊急處置者。 

(十)重大意外導致之急性傷害。 

(十一)應立即處理之法定或報告傳染病。 

(十二)生命徵象不穩定或其他可能造成生命危急症狀者。 

三、餘洽悉。（內容詳見當日議程及會議書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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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事項 

一、案由：111年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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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考量各區未達共識，爰未通過西醫基層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

項增修訂條文（詳附件三）。 

二、案由：有關「回應健保署白內障手術執行目標及預期效益評估指標

意見」暨「事後審查方式」建議案。（提案單位：秘書處） 

結論： 

（一） 參考健保署意見，建議白內障手術「執行目標」及「預期效

益之評估指標」修訂如下表： 

項目 
執行會審查組 

建議修訂 

執行目標 4,0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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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率大於90% 

評估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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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1：等待期＝手術日期－前次門診日期 

註2：排除案件：跨年度案件、手術與前次門診為同

一日之案件。 

評估指標3 
每月申報超過40件以上白內障手術之醫師占申報白內

障手術醫師數比例較前一年度增加3%。 

評估指標4 【與評估指標3整併】 

（二） 基於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重申院所不應使用車載或其他不

當促銷行為，且久未看診之病人，不宜當日就診即併同實施

手術。 

（三） 草擬「西醫基層醫療服務白內障手術事後審查及管理方案」

如附件四，請各分會逐月監控預算使用情形，並參考108年

及110年同期成長情形。倘白內障手術申報量已超出各區可

承受量時，得依前開管理方案第四點，實施加強審查或輔導

措施。 

（四） 追蹤分析3月至6月白內障手術預算使用及各區手術量申報情

形，提報下次會議研議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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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由：執行會移請本會研議「單次門診（排除急診）同一檢查

（驗）申報2次以上」適當性案。（提案單位：秘書處） 

結論：考量部分檢查項目（詳附件五）因應個案醫療需求，不宜納

入，餘項同意納入「申報2次以上管理」。 

四、案由：健保署請本會再評估「胎兒、臍帶、或孕期子宮動脈杜卜勒

超音波（18037C）」審查注意事項條文意見案。（提案單位：

秘書處） 

結論：本案轉請婦產科醫學會提供意見，待醫學會回復意見後再議

。 

五、案由：賡續研議「陰道超音波（19013C）」之管控措施案。（提案單

位：秘書處） 

結論：考量陰道超音波屬開放表別項目專款之一，其整體專款使用

率偏低，建議各區以「院所當月整體超音波（婦科超音波及

陰道式超音波）醫令總量成長率不宜大於5%」及「院所當月

陰道式超音波醫令總量不宜大於整體超音波（婦科超音波及

陰道式超音波）醫令總量的10%」為原則，因地制宜訂定管

控方式。 

六、案由：建議調整糖尿病「SGLT-2抑制劑」與「DPP-4抑制劑」複方

藥品使用規範案。（提案人：黃振國委員） 

結論：  

（一） 考量111年西醫基層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分配，編列2.92億

元預算用於「反映近年使用糖尿病藥物增加之費用」，爰建

議適度調整「SGLT-2抑制劑」與「DPP-4抑制劑」複方藥品

使用規範。 

（二） 另依現行藥品給付規定，使用特定成分之抑制劑治療結果不

佳時，僅可使用含同成分抑制劑之複方製劑（例如

metformin併用dapagliflozin或saxagliptin治療結果不佳

時，限開立含dapagliflozin及saxagliptin之複方製劑

Qtern），已限制醫師用藥裁量權益，建議特定成分之抑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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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結果不佳時，應可選擇使用相同機制其他成分抑制劑之

複方製劑。 

（三） 藥品給付規定「SGLT-2抑制劑」與「DPP-4抑制劑」複方藥

品建議增修訂條文對照表如附件六，移請全聯會基層醫療委

員會確認。 

七、案由：健保署檢討現行「西醫基層總額檔案分析審查異常不予支付

指標」案。（提案單位：秘書處） 

結論：考量管理需求及費用影響，建議8項指標維持不予支付指標

管理方式；5項指標建議納入CIS指標，專業審查管理（詳如

附件七）。 

陸、散會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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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西醫基層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建議增修訂條文對照表（111/3/31） 

外科 

規範醫令代碼 增修訂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48001C、48013C (二)傷口之處置、換藥之審查原則： 

3.燒傷門診病患之處置、換藥燒燙傷部分： 

(2)小範圍燒燙傷：25平方公分以內小面積

之第 1度及第 2度燒燙傷第 1次及第 2次以

48001C申報，第 3次以後以 48013C申報，

但適用全身分 6區七區，可分開申報。 

(二)傷口之處置、換藥之審查原則： 

3.燒傷門診病患之處置、換藥燒燙傷部分： 

(2)小範圍燒燙傷：25平方公分以內小面積

之第 1度及第 2度燒燙傷第 1次及第 2次以

48001C申報，第 3次以後以 48013C申報，

但適用全身分 6區，可分開申報。 

比照傷口處置、換藥

之傷口面積計算方

式，全身劃分為頭頸

部、軀幹前、軀幹

後、四個肢體共七

區。 

 

規範醫令代碼 增修訂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十九)同一療程外科換藥，注射及口服抗生

素使用原則： 

2.Danzen、Varidase等消腫劑，挫傷腫大可

使用，如係外傷縫合或手術則不須使用，使

用期間以一星期為原則。 

(十九)同一療程外科換藥，注射及口服抗生

素使用原則： 

2.Danzen、Varidase等消腫劑，挫傷腫大可

使用，如係外傷縫合或手術則不須使用，使

用期間以一星期為原則。 

尊重臨床醫師專業判

斷。 

 

規範醫令代碼 增修訂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51020C (二十二)非外傷之一公分以上之膿瘍，以切

開排膿(51020C)申報。 

(二十二)一公分以上之膿瘍，以切開排膿

(51020C)申報。 

釐清外傷之「淺部創

傷處理－傷口長小於

5公分者

附 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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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醫令代碼 增修訂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48001C）」與非外

傷之「切開排膿

（51020C）」申報差

異。 

 

規範醫令代碼 增修訂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62010C、64116C (二十三)頸部良性腫瘤切除(64116B64116C)

與皮下腫瘤摘除(62010C)申報原則：以病歷

及病理報告為依據，腫瘤位於皮下者，以皮

下腫瘤摘除術(62010C)申報；深部頸部腫瘤

以簡單頸部良性腫瘤切除(64116B64116C)申

報。 

(二十三)頸部良性腫瘤切除(64116B)與皮下

腫瘤摘除(62010C)申報原則：以病歷及病理

報告為依據，腫瘤位於皮下者，以皮下腫瘤

摘除術(62010C)申報；深部頸部腫瘤以簡單

頸部良性腫瘤切除(64116B)申報。 

勘誤文字。 

 

規範醫令代碼 增修訂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三十二)1.乾淨清潔的傷口(clean wound，

不論是外傷或是手術後的傷口)之處理原

則：以 2 天(含)以上換藥一次為合理。 

(三十二)1.乾淨清潔的傷口(clean wound，

不論是外傷或是手術後的傷口)之處理原

則：以 2 天(含)以上換藥一次為合理。 

依臨床需求建議刪

除。 

 

規範醫令代碼 增修訂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三十五)Danzen、Varidase 等消腫劑，如係

外傷縫合或手術不須使用。 

(三十五)Danzen、Varidase 等消腫劑，如係

外傷縫合或手術不須使用。 

與(十九)2.條文重

複，建議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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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醫令代碼 增修訂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48033C、48034C 

48035C 

(三十七)深部縫合如申報 48033C、48034C

或 48035C，需附手術紀錄詳細病歷紀錄，並

需附照片或繪圖。 

(三十七)深部縫合如申報 48033C、48034C

或 48035C，需附手術紀錄，並需附照片。 

因 48033C、48034C

或 48035C屬「處置

項目」，建議刪除

「手術紀錄」等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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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自動視野儀檢查」、「二氧化碳雷射手術」、「玻璃體切除」、「骨科急診手術」及「麻醉恢復照

護費、麻醉前評估申報規範」建議增修訂條文 

執行會審查組建議增修訂條文 修訂說明 

一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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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神經病變、腦部病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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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病況不穩定）需增加申報頻率，應於病歷上詳述理由。 

採納健保署專家諮詢會議增修訂條文建議。 

一般原則： 

三十八、二氧化碳雷射手術(62020C)審查原則： 

(一)長期鼻炎不癒，形成慢性鼻甲肥厚造成嚴重鼻塞影響呼吸，經藥物治療三個月

(需檢附附證明)後無效時，可使用二氧化碳進行切除。 

(二)可使用於進行懸壅垂顎咽成形術治療打鼾症及輕度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斷症候群。 

(三)口腔癌的癌前病變如白斑症、紅斑症、黏膜下纖維化、疣狀增生或其他上消化呼

吸道之良性腫瘤或黏液囊腫皆可以用二氧化碳雷射手術切除達到病理化驗與治療的效

果。如果證實是早期口腔癌或是口咽癌的患者，也可以使用二氧化碳雷射切除病灶。 

二氧化碳雷射手術建議增列耳鼻喉科別疾病

之審查規範，不增列皮膚科別疾病之審查規

範。 

眼科： 

(六)玻璃體切除：眼坦部玻璃體切除術－簡單86206C、眼坦部玻璃體切除術－複雜

86207B及移位晶體摘除合併玻璃體切除術86209C審查原則。 

 

1.眼坦部玻璃體切除術－簡單(86206C)項： 

(1)符合下列情況:視網膜剝離、玻璃體混濁、玻璃體出血、玻璃體牽扯等玻璃體黃斑

部病變。 

採納健保署專家諮詢會議增修訂條文建議，

惟有關「眼坦部玻璃體切除術合併光線凝固

治療（86409B、86410B）」、「微創玻璃體黃

斑部手術（86412B）」及「微創玻璃體切除

術（86414B、86415B）」等項，考量該類案

件及處置多於醫院施行，爰尊重眼科醫學會

及眼科學教授學術醫學會意見。 

附 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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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會審查組建議增修訂條文 修訂說明 

(2)應附詳細的病歷記錄、手術紀錄單、及手術前、後眼底視網膜照片，提供清晰可

辨識之微細超音波檢查OCT(23506C)或及超音波檢查B-scan(23504C)報告。 

 

2.眼坦部玻璃體切除術－複雜(86207B)： 

(1)作玻璃體切除，再加網膜切開、網膜上或下膜分離術時才給付，需有手術記錄單

備查。 

(2)應附詳細的病歷紀錄、手術紀錄單、及手術前、後眼底視網膜照片，提供清晰可

辨識之微細超音波檢查OCT(23506C)或超音波檢查B-scan(23504C)報告。 

 

3.移位晶體摘除合併玻璃體切除術(86209C)： 

(1)符合下列情況：水晶體或人工水晶體移位、脫落(含先天或後天)。 

(2)應附詳細的病歴記錄、手術紀錄單、提供清晰可辨識之眼睛前半部 Slit lamp照

相或眼底視網膜照片或超音波檢查 B-scan（23504C）報告。 

麻醉科 

【維持原條文】 

採納健保署專家諮詢會議不增修訂條文建

議。 

(四)骨科急診手術限 

1.長骨 multiple fracture (2 components以上)  

2.open fracture 應註明嚴重度及照片加以說明。 

3.pediatric fracture 『18歲以下』 

4.complications如 neuro vascular injury visceral organ injury infections 

etc  

5.joint fracture or joint dislocation 急診無法復位需行內固定者。 

6.special condition如年輕人60歲以下之femoral neck fracture需施行骨折復位固

定術者及脊椎不穩定骨折等方可申報急診加成。 

1.關節脫臼（joint dislocation）造成的

嚴重疼痛，符合支付標準附表2.1.1急診

定義及適用範圍 」第二項，屬急診案

件。「臨床治療指引」一般先採取緊急徒

手復位治療，徒手復位無法成功者，才考

慮手術冶療。 

2.依據支付標準第七節「手術」規範，涵蓋

「徒手復位術」及其他開刀手術項目，因

此不需加註「急診無法復位需行內固定

者」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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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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31） 

總則 
規範醫

令代碼 
增修訂條文 原條文 增修目的 增修依據 

 貳、病歷審查原則 

一、送審之醫療費用案件，檢

送相關病歷複製本之審查注意

事項如下： 

(四)送審檢送資料： 

3.送審應檢送病歷資料期間如

下： 

(2)西醫基層總額：首頁複製本

及該案當月就診之全部病歷複

製本。對於慢性病多重用藥個

案，得加附調藥過程相關摘

要，並附「調藥關鍵日」病歷

及佐證的檢驗檢查資料，以說

明用藥之合理性及必要性並且

符合健保用藥規範。 

貳、病歷審查原則 

一、送審之醫療費用案件，檢

送相關病歷複製本之審查注意

事項如下： 

(四)送審檢送資料： 

3.送審應檢送病歷資料期間如

下： 

(2)西醫基層總額：首頁複製本

及該案當月就診之全部病歷複

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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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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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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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醫基層醫療服務白內障手術事後審查及管理方案 

 

一、依 111年西醫基層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分配，編列 1.2億元預算用於

「提升國人視力照護品質」預算之規畫，配合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

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規範，訂定本管理方案。 

二、前開支付標準第二部第二章第七節第十七項視器六、水晶體通則規範

如下： 

（一）限眼科專科醫師施行後申報。 

（二）每月門、住診白內障手術(含 86006C、86007C、86008C、86011C、

86012C，以及 97605K、97606A、97607B、97608C 所內含前揭項目)

加總超過 40例之醫師，自事實發生之當月起算，第 41例以上須於

申報費用前，至 VPN「白內障手術個案登錄系統」，取得「登錄完成

序號」，並於申報時填列此序號，方得支付。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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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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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支付標準修正公告自 111年 3月 1日起實施，111年採三期（3

～6月、7～9月及 10～12月）30%、30%、40%，分配成長件數。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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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警示標準：各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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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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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件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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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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預

算使用情形，滾動式檢討管理機制；倘白內障手術申報量已超出各區

可承受量時，得參考下列標準，實施加強審查或輔導措施： 

（一）計算方式： 

1.院所總量管理：專任醫師數 × 40例。 

2.新增專任醫師：第一年每月每位醫師手術量應小於等於 23例。 

3.報備支援醫師：新院所或超出 5%成長率之舊院所，報備支援醫師

之手術量不得超過該院所總手術量之 50%。【註：排除每月手術量

小於等於 10例之院所】 

（二）管理對象： 

1.高手術量院所：各季成長率大於 5%者，加強審查。【註：高手術

量院所：每季任一個月手術量＞（專任眼科醫師數－1）× 23例

＋40例之院所】 

2.低手術量院所：手術淨增加件數大量增加者，依各區管控方案管

理。【註：低手術量院所：每月手術量＜40例之院所】 

3.醫療集團院所：屬同體系及關連院所群者，依各區管控方案管

理。 

4.新院所：依各區管控方案管理。 

5.使用車載或其他不當促銷行為，依各區管控方案管理。 

6.其他異常情形，依各區管控方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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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單次門診（排除急診）同一檢查（驗）申報 2 次以上管理項目 

 
項 

次 

類 

別 

類別 

中文名稱 

醫令代碼 

前 5碼 
醫令 

醫令 

單價 
不同意理由 

10 2 超音波 19005 其他超音波 600 1.可能同時照不同部位之超音

波。 

2.任何疾病引起之肋膜積液，

在治療期間可能數日內需重複

追蹤超音波，而集中於單次門

診開立。 

11 19007 超音波導引

(為組織切

片，抽吸、

注射等) 

1,500 因申報 2 次有其專業及臨床需

求，所以不同意申報 2次需列

入管理。 

37 6 循環機能 18001 心電圖 150 1.急性冠狀症候群或急性梗

塞，可能需每間隔半小後檢驗

二到三次後方可排除或確診。 

2.門診中突發之心律不整或相

關心臟變化。 

53 7 糖尿病 24009 口服葡萄糖

耐量試驗 

(五次血糖測

定) 

313 當門診遇到積極治療或居住偏

鄉之糖尿病患者，因為病情評

估需要（例如：空腹前及餐後

2小時），單次門診可申報 2次

血糖檢查。 

149 12 腎功能 09021 鈉 

 

40 1.相關疾病引起的高血鈉或低

血鈉，在治療期間可能每隔幾

日即需檢驗一次。 

2.門診當中快速之電解質變

化。 

150 09022 鉀 

 

40 1.相關疾病引起的高血鈉或低

血鈉，在治療期間可能每隔幾

日即需檢驗一次。 

2.門診當中快速之電解質變

化。 

153 14 肝功能 09026 丙氨酸轉氨

脢 

50 1.相關疾病引起的肝指數異

常，在治療期間可能檢驗頻率

教高。 

附 件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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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類 

別 

類別 

中文名稱 

醫令代碼 

前 5碼 
醫令 

醫令 

單價 
不同意理由 

2.急性肝炎時可能在短時間之

內肝功能產生快速變化。 

155 09029 總膽紅素 40 1.相關疾病引起的肝指數異常

或黃疸，在治療期間可能檢驗

頻率教高。 

2.急性肝炎時可能產 

生快速膽色素變化。 

156 14 肝功能 09030 直接膽紅素 70 1.相關疾病引起的肝指數異常

或黃疸，在治療期間可能檢驗

頻率教高。 

2.急性肝炎時可能產生快速膽

色素變化。 

193 17 攝影及掃

描 

32026 Ｘ-光透視攝

影 

200 骨科 X光同一部位當次較嚴重

部分會照 2張以上，主要是因

診斷骨折或關節脫臼，需要徒

手或手術復位後再照 X光確認

復位完成，需附手術紀錄和 X

光備查，較次要問題部位，視

日後需要再照 X光。 

431 40 穿刺 29015 關節穿刺 412 因申報 2 次有其專業及臨床需

求，所以不同意申報 2次需列

入管理。 

437 41 

 

孕產 18013 胎心音監視 

(3小時以

內) 

259 依病患產程病情變化而需要。 

438 18014 胎心音監視 

(3小時後每

小時) 

45 

439 18035 胎心音監視

(每日)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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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給付規定「SGLT-2抑制劑」與「DPP-4抑制劑」複方藥品建

議增修訂條文對照表 
執行會審查組建議修正條文 藥品給付規定原條文 

5.1. 糖 尿 病 用 藥  Drugs used in 

diabetes 

5.1.6.含 empagliflozin及 linagliptin

之複方製劑(如 Glyxambi) 

1.每日限處方 1粒。 

2.限用於已接受過最大耐受劑量的

metformin，且併用

empagliflozinSGLT-2抑制劑或

linagliptinDPP-4抑制劑治療至少 3

個月，糖化血色素值(HbA1c)仍高於

8.5%者，或治療至少 6個月，糖化血

色素值(HbA1c)仍高於 7.5%者。 

5.1.7.含 dapagliflozin及 saxagliptin

之複方製劑(如 Qtern) 

1.每日限處方 1粒。 

2.限用於已接受過最大耐受劑量的

metformin，且併用

dapagliflozinSGLT-2抑制劑或

saxagliptinDPP-4抑制劑治療至少 3

個月，糖化血色素值(HbA1c)仍高於

8.5%者，或治療至少 6個月，糖化血

色素值(HbA1c)仍高於 7.5%者。 

5.1.8.含 ertugliflozin及 sitagliptin

之複方製劑(如 Steglujan) 

1.每日限處方 1粒。 

2.限用於已接受過最大耐受劑量的

metformin，且併用

ertugliflozinSGLT-2抑制劑或

sitagliptinDPP-4抑制劑治療至少 3

個月，糖化血色素值(HbA1c)仍高於

8.5%者，或治療至少 6個月，糖化血

色素值(HbA1c)仍高於 7.5%者。 

5.1. 糖 尿 病 用 藥  Drugs used in 

diabetes 

5.1.6.含 empagliflozin及 linagliptin

之複方製劑(如 Glyxambi) 

1.每日限處方 1粒。 

2.限用於已接受過最大耐受劑量的

metformin，且併用 empagliflozin

或 linagliptin 治療至少 6個月，糖

化血色素值(HbA1c)仍高於 7.5%者。 

 

 

 

5.1.7.含 dapagliflozin及 saxagliptin

之複方製劑(如 Qtern) 

1.每日限處方 1粒。 

2.限用於已接受過最大耐受劑量的

metformin，且併用 dapagliflozin

或 saxagliptin 治療至少 6個月，糖

化血色素值(HbA1c)仍高於 7.5%者。 

 

 

 

5.1.8.含 ertugliflozin及 sitagliptin

之複方製劑(如 Steglujan) 

1.每日限處方 1粒。 

2.限用於已接受過最大耐受劑量的

metformin，且併用 ertugliflozin

或 sitagliptin 治療至少 6個月，糖

化血色素值(HbA1c)仍高於 7.5%者。 

 

附 件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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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醫基層總額檔案分析審查異常不予支付指標」 

建議處理方式 
指標名稱 執行會審查組建議 

008-西醫院所門診上呼吸道感染抗生素處方率 採納健保署建議，保留

不予支付指標管理方

式。 

010-西醫院所門診同一處方開立制酸劑重複率 

016-西醫診所 COXⅡinhibitor 處方不當比率過高 

027-西醫基層門診高血壓懷孕婦女使用 ACEI或 ARB之比率偏高 

029-同一診所同一門診病人當月申報懷孕試驗超過 3次以上 

054-門診同一處方重複開立屬相同劑型指示藥品之人工淚液案件 

001-眼科門診局部處置申報率 考量管理需求及費用影

響，建議維持不予支付

指標管理方式。 

002-西醫基層婦產科門診局部處置申報率 

003-西醫基層耳鼻喉科門診局部處置申報率 

018-西醫診所銀杏葉萃取物（Ginkgo）處方率居於同儕極端值 

043-西醫基層醫師上肢運動神經傳導測定申報量過高 

044-西醫基層醫師感覺神經傳導速度測定申報量過高 

053-門診液態氮冷凍治療執行率過高 

057-西醫基層院所開立門診連續兩次以上調劑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未

再調劑案件占率過高 

005-基層診所病患當月就診超過 10次以上 採納健保署建議，納入

CIS 指標，專業審查管

理。 

007-基層診所 01及 09案件藥品申報超過 38天 

009-西醫基層總額門診注射劑使用率 

023-西醫基層門診新陳代謝及心血管兩系統疾病之慢性病案件開藥

天數小於等於 21日之案件占率過高 

026-西醫基層門診 2歲以下幼兒使用 CODEINE成分之處方藥品比率

過高 

035-糖尿病用藥新一代 Sulfonylureas 類型與 Meglitinides類型藥

品合併使用比率偏高 

036-西醫診所門診同院所同一病人每季 Zolpidem處方量（DDD數）

超量 

049-同一院所物理治療頻率過高個案所占醫令數比率過高 

006-初次使用 ticlopidine 或 clopidogrel前未使用 aspirin比率 考量管理需求及費用影

響，建議納入 CIS指

標，專業審查管理。 

014-高血壓併氣喘病患不適當用藥（non-selective beta blocking 

agents、alpha and beta blocking agents 之藥品）處方率過

高 

025-西醫基層門診 PSYLLIUM HUSK 處方率居於同儕極端值 

045-西醫基層醫師成人精神科診斷性會談申報量過高 

051-門診同院所同病人同日就醫申報耳鼻喉局部治療次數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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