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年第 4 次會議紀錄 

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北區分會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北區分會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北區分會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北區分會107107107107年第年第年第年第4444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日期：107 年 12 月 23 日（星期日）下午 3點 30 分 

地點：儷宴會館（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 65 號） 

主席：黃主任委員科峯 

出席： 

彭督導堅陶 姜副主任委員智文 傅副主任委員世靜 

鄭副主任委員鈞獻 古執行長濱源 林副執行長良德 

江副執行長正旭 林副執行長文信 廖奎鈞召集人 

徐組長昌基 李組長敏惠 陳組長運昌 

陳委員志成 侯委員毓昌 王委員秀女 

盧委員信錕 黃委員英傑 楊委員建中 

謝委員中興 莊委員志瑜 李委員政賢(共 21 位） 

審查醫藥專家（共 19 位） 

列席： 

陳超元醫師 姜智釗醫師 顏紹恩醫師 

周漢金醫師 潘珮蘭醫師 王凱平醫師 

徐立杰醫師 裘惠萍醫師 陳彥吉醫師 

李俊民醫師（共 10 位）   

請假： 

何榮譽主委紹彰 孫副主任委員祿騏 詹委員永兆 

徐委員煥權（共 4 位） 審查醫藥專家（共 5 位） 

輔導組幹部（共 8 位） 醫管組幹部（共 4位） 醫品組幹部（共 3 位） 

紀錄：古執行長濱源、洪芳末專任助理    

壹壹壹壹、、、、    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略）    

貳貳貳貳、、、、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 中執會會議決議及研商議事會議決議摘錄報告。 

二、 107 年第 4次共管會議相關報告。 

三、 中醫總額執行概況報告。 

四、 本會各組會議討論結果及工作報告。 

結論：有關本次各組之討論報告事項請各組組長提供完整的書面資料，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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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秘書組彙整相關數據提交下次會議討論。 

五、 107 年度感染控制暨針灸標準作業(SOP)訪查結果報告。 

六、 本會 107 年 11 月 30 日書面資料銷毀備查。 

七、 經費收支報告：（自 107 年 9 月 26 日至 107 年 12 月 15 日止） 

參參參參、、、、    101010107777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3333 次委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次委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次委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次委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    

項次 案 由 決 議 及 執 行 情 形 

1 專業審查篩選指標調整修訂

研議案。 

決議：修訂下列指標並提交下次共管會議討

論。 

一、 指標 10【平均就醫次數】兩項權值點

數調降至 3及 6。 

二、 指標 11【申請診察費次數】權值點數

調降為 9，閾值維持≧7 次或修訂為＞

7 次。 

三、 刪除指標 12【每月療程 14 日內未完成

重新申請診察費率】。 

執行：107 年第 4次共管會議決議同意本會

此次之三項修訂意見，指標 11 閾值

維持≧7 次，不變。 

2 研擬「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門

診總額支付制度品質確保方

案」部分指標項目修訂意見

案。 

決議：同意全聯會所提之修訂方案。 

執行：業已將相關意見回復全聯會。 

該案於 107年 10月 7日中執會第 31

次會議討論，決議事項請詳閱議程附

件一。 

3 「中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

額一般服務地區預算分配」

方式案。 

決議：再次成案提交中執會討論。若無法提

出符合健保會決議的新方案或分配

方式達不到共識，則應依照衛生福利

部全民健康保險會 104 年第 10 次委

員會議之決議，持續完成戶籍人口佔

率 5 年調升 10%的目標。 

執行： 

一、 提案 107 年 10 月 7日中執會第 31次

會議討論。 

二、 修正 108年度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門診

總額地區預算分配指標一為 67% 指

標二為 13%，餘不變；提撥部分經費

為風險基金。 

4 『108 年度中醫門診醫療給 決議：不贊同將提供「行動支付」服務之醫

療院所列為獎勵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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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案 由 決 議 及 執 行 情 形 

付費用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

實施方案』修訂意見案： 

執行：業已將相關意見回復全聯會。 

      該案於 107年 10月 7日中執會第 31

次會議討論，決議事項請詳閱議程附

件一。 

5 中藥日劑藥費與中藥新藥個

別品項核價併行之可行性及

執行方式案。 

決議：目前在尚未明確凝聚共識前，建議個

別品項核價方式先予保留，待未來形

成共識及品項較多時，再行分析成本

及計價。 

執行：業已將相關意見回復全聯會。 

該案於 107年 10月 7日中執會第 31

次會議討論，決議事項請詳閱議程附

件一。 

6 本會書面資料銷毀程序案。 決議：資料保存期限為六年(三屆别)，報請

主委及執行長同意後進行銷毀，再

於委員會及全聯會執行報告中提

報。 

執行：秘書組於 107 年 11 月 30 日銷毀書面

資料一批共計 18 箱，核備銷毀資料

內容詳報告案六。 

肆肆肆肆、、、、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案案案案    提案單位：秘書組    

案由：「專業審查篩選指標」修訂，提請追認。 

決議：同意追認。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案案案案    提案單位：秘書組    

案由：健保署北區業務組與本會雙方「共同管理及輔導模式」建立，提請追認

及討論。 

決議：同意追認。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案案案案    提案單位：秘書組    

案由：研議本區醫療院所病歷內容書寫之提昇對策，提請討論。 

決議： 

一、 對於醫療院所內不同病患不同病名但處方竟相同等病歷記錄方式，疑有使

用套裝軟體不實記載之嫌，仍以輔導為主並列管追蹤改善情況。 

二、 審畢抽審 B 診所再次提交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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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第四第四第四案案案案    提案單位：秘書組    

案由：疑似「減重」申報健保費用分析專案審查之後續輔導作業，提請討論。 

決議：輔導辦理自清後列管追蹤改善情況。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案案案案    提案單位：秘書組    

案由：研議將「科學中藥納入『全民健保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核實申報」

之可行方案，提請討論 

決議：維持現行「每日藥費」給付方式。 

第第第第六六六六案案案案    提案單位：秘書組    

案由：開會通知及部分公文以電子傳送方式取代書面紙本寄送，提請討論。 

決議：原則上以電子傳送方式寄發，無電子傳送管道者仍採書面方式寄送。 

第七第七第七第七案案案案    提案單位：秘書組    

案由：108年度轄區醫療資源缺乏地區巡迴醫療計畫第一梯次申請案，提請追認。 

決議：同意追認。 

第八第八第八第八案案案案    提案單位：秘書組    

案由：109 年「中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一般服務地區預算分配」，提請預先

規畫。 

決議：依照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會 104 年第 10 次委員會議之決議，持續完

成 R值五年調升 10%的目標，109 年 R值應調升 4%。 

第第第第九九九九案案案案    提案單位：秘書組    

案由：本會 108年各次會議時程安排，提請討論。 

決議：108 年各次會議時程暫訂如下，請秘書組與各縣市公會協調規劃。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第 4次 

108/02/24 

新竹市 

108/06/02 

桃園市 

108/09/01 

苗栗縣 

108/12/22 

桃園市 

伍伍伍伍、、、、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    

陸陸陸陸、、、、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下午 5點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