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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全民健康保險制度肩負著提供民眾由出生到死亡的醫療照護服務，是與人民健康關係
最為密切的民生政策。為讓二代健保制度更貼近民意、讓人民有感，在設計與規劃健保相
關的重要事務，均透過本部全民健康保險會（下稱健保會）之平台，擴大民眾參與溝通，
並在各界推派代表共同商議下，凝聚共識，俾利制定重要政策。
健保會成立3年來，感謝鄭守夏主任委員帶領34位委員，殫智竭力地達成諸多深具挑
戰性的任務，成功地發揮民主運作精神，完成年度總額協定、分配及費率審議等重要事
項，並於104年建立「全民健保財務平衡及收支連動機制」，落實二代健保法所揭示財務
收支連動的精神，建立以科學數據為基礎且不受外力干擾的費率調整機制，此乃維持健保
財務永續經營之關鍵。
近年來，台灣歷經高雄石化氣爆、八仙塵爆及台南大地震等重大意外及災難，也因為
有全民健保的強大保護傘作為後盾，使傷者無須憂心龐大之醫療費用，醫療體系亦能全力
投注人力、物力等資源，提供傷者最適切的醫療照護，顯示社會保險自助互助、風險分擔
的精神，能在發生緊急傷病時，適時發揮最大功效。本人藉此對健保會委員們在審議健保
預算與費率及提供政策建言所付出的辛勞，致上十二萬分的敬意與謝忱！
台灣社會當前面臨人口結構快速老化、醫療技術與儀器設備日新月異，未來的醫療
需求將有增無減，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仍有許多挑戰須待克服。期許健保會委員們秉持
一貫維護健保制度穩健發展的精神，持續提供本部寶貴建言，讓健保政策在各界群策群力
下，達到「全民參與、健保永續」的目標。

衛生福利部

部長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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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104

元。在成員選擇上，為納入更多的公眾參與，

年最新的民調結果顯示，民眾對健保持肯定態

健保法特別規定其組成中，保險付費者代表之

度者達81%，是目前政府施政滿意度最高的政

名額不得少於二分之一，被保險人代表不得少

策之一。能獲得民眾一致的肯定，除了所有被

於全部名額的三分之一。期透過此框架，建構

保險人、醫事服務提供者及政府的共同努力

透明的決策程序與公眾參與機制，使健保制度

外，在健保的各項重要決策中，代表全民發

更符合社會期待。

聲，由各界組成的全民健康保險會（下稱健保

健保會在成立屆滿3年之際，完成了三大

會），更值得給予掌聲。35位委員無不盡心

願景中最重要的一塊拼圖：「落實財務收支連

盡力、本於職責，捍衛健保財務、監理健保業

動」（另二項為「合理配置醫療資源」及「促

務，為民眾的健康謀求最大利益，其努力值得

進資訊公開透明」），集眾人智慧，研訂「全

一書。本年報將忠實呈現健保會這一年來的重

民健保財務平衡及收支連動機制」，並據以審

要歷程與事蹟，以利外界了解其運作情形。

議105年度保險費率。該機制係依二代健保財

為應二代健保達成「財務收支連動」、

務收支連動精神，建立以科學數據為基礎的審

「權責相符」、「資訊公開透明」、「擴大社

議方式，期健保制度在財務平衡穩定下運作及

會參與」等目標，健保會於102年1月1日正式

永續發展。此外，為捍衛健保財務的完整與獨

設立，除接續一代健保時期全民健康保險監理

立性，除持續籲請政府依法核算所應負擔健保

委員會（下稱監理會）的保險業務監理，與全

總經費的法定下限（36%），獲得行政院正面

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協定委員會（下稱費協

回應外，更就與健保財務有關的法規修訂，如

會）總額協定分配等工作，尚被賦予「以收支

「健保法施行細則第45條修正案」、「菸品

連動方式管理健保財務」、「審議年度應計之

健康福利捐分配予健保比率調整案」及「人類

收支平衡費率」、「審議保險給付範圍增減」

免疫缺乏病毒檢驗預防及治療費用給付辦法之

等新興任務。為廣納各界代表參與健保重要決

修正」等，積極向主管機關表達維護保險對象

策，委員人數擴增至35名，較過去監理會29

權益之立場。其次，對於震撼全台的八仙樂園

名及費協會27名委員為多，且代表性更為多

粉塵暴燃事件，除同意動支「其他預算」以支

2015 Annual Report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Committe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應其醫療費用外，亦建請相關權責機關積極爭

術面的政策制定仍需仰賴專業外，政策面的部

取行政院第二預備金、新北市政府之善款、代

分，特別是有關資源的投入與分配，則希望透

位求償等相關經費，促使醫療院所收治病患無

過健保會此一溝通平台，廣納、整合各方意見

後顧之憂。

後做出最後決定。健保永續經營不是夢，只要

全民健保涉及保險制度與醫療照護體系，

凝聚全民珍惜健保的意志，共同為維繫健保制

其內涵相當複雜，過去重要決策係透過政府諮

度而努力，就能勾勒美好的未來，帶給全民更

詢專家學者來制定；二代健保實施後，除技

多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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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組織與任務
第一節

組織

健保會設置要點，其委員代表之名額、產生方
式、議事規範、代表利益之自我揭露及資訊公

一、組織體制

開等有關事項，依「全民健康保險會組成及議

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為辦理全民健

事辦法」（下稱組成及議事辦法，附錄四）

康保險費率審議、給付範圍審議及醫療給付費

辦理。健保會委員有35人，其中1人兼任主任

用總額之協定分配等事項，乃設立全民健康保

委員；於行政業務部分，則置執行秘書1人，

險會，並依處務規程訂定「衛生福利部全民健

綜理日常事務；副執行秘書1人，襄助處理會

康保險會設置要點」（下稱健保會設置要點，

務；組長及工作人員若干人，分三組辦理會

附錄三），該設置要點為健保會的設立依據。

務。組織架構如圖2-1。

依照全民健康保險法（下稱健保法）、

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會

委員會議

執行秘書

主任委員

副執行秘書

委員

2

人

12

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會組織架構圖

人

人

圖2-1

5

政府機關代表

人

10

專家學者及公正人士

保險付費者代表
18

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

第三組

健保總額協定分配等業務

第二組

健保給付範圍審議等業務

健保費率審議等業務

第一組

日常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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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會設立的相關法源摘要如下：

全民健康保險法§5
• 健保會由被保險人、雇主、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專家學者、公正人士及有關機關代表

組成之；其中保險付費者代表之名額，不得少於二分之一；且被保險人代表不得少於全
部名額之三分之一。
• 代表之名額、產生方式、議事規範、代表利益之自我揭露及資訊公開等有關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衛生福利部處務規程§20
• 本部為應業務需要得設下列常設性任務編組；其內部組設及主管權責，另以設置要點

定之：
五、全民健康保險會：辦理全民健康保險費率、給付範圍之審議及醫療給付費用總額之
協定分配事項，置執行秘書一人，由適當人員擔任。

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會設置要點§3、§4
• 本會委員代表之名額、產生方式、議事規範、代表利益之自我揭露及資訊公開等有關事

項，依全民健康保險會組成及議事辦法辦理。
•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綜理日常事務；副執行秘書一人，襄助處理會務；組長及工作人

員若干人，分組辦理本會業務。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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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員之組成及遴聘
依組成 及議事 辦 法，健 保 會 置 委 員3 5
人，任期2年，名額分配如下：
（一）保險付費者代表18人，包括：

納更廣泛多元意見的期待，有關委員連任，特
別規定保險付費者代表及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
之委員，以連任一次為原則，每一屆並應至少

1. 被保險人代表12人。

更替五分之一；設定五分之一為更替比率，主

2. 雇主代表5人。

要係為避免更替人數過多，致影響業務傳承，

3. 行政院主計總處1人。

減損健保會的功能發揮。

（二）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10人。
（三）專家學者及公正人士5人。
（四）國家發展委員會（下稱國發會）及衛福
部代表各1人。
上述12名被保險人代表之委員中，9人由
衛福部就被保險人類別，洽請有關團體推薦後
遴聘；3人透過公開徵求方式，遴選依法設立
或立案之團體，再洽請該團體推薦後遴聘之，
以擴大社會參與的多元性。至雇主代表、保險
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及行政院主計總處、國

健保會自成立以來，其委員組成及委員會
議的運作即倍受外界關注，二代健保總檢討報
告中，也提出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以負起為
所屬代表類別表達意見的責任，及應從嚴規範
代理人制度等建議。衛福部為回應前開意見，
乃修正組成及議事辦法，將委員親自出席會議
之次數，列為續聘之必要條件，並明定委員已
出席且在會場時，不得指派他人代理。104年
計修正第2、4、7、15條條文（修正後條文如
附錄四），重點如下：

發會、衛福部代表，係洽請有關團體、機關推

（一）配合組織改制，修正機關名稱，將行政

薦後遴聘（派）之；專家學者及公正人士之委

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修正為國家發展委員

員，則由衛福部就國內公共衛生、公共行政、

會。（第2條）

社會福利、社會保險、醫務管理、財務金融、

（二）為使語意更明確，各團體推薦委員時，

經濟或法律等健康保險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或社

採以複數方式為之，修正為採以二倍方

會公正人士遴聘之；主任委員並由衛福部部長

式為之。（第4條）

就專家學者及公正人士之委員中，指定1人
兼任。
為使各類委員能確實代表所屬類別，組成
及議事辦法並規定，保險付費者代表之委員，
不得兼具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身分；被保險人
代表之委員，不得兼具雇主身分；專家學者及
公正人士之委員，不得兼具保險醫事服務提供
者或雇主身分。

14

為符各界於立法時，對擴大社會參與、容

（三）從嚴規範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之次數，
將委員任期內親自出席達三分之二之次
數，列為續聘之必要條件。（第7條）
（四）明定委員已出席且在會場時，不得指派
他人代理。（第15條）
第二屆委員聘期自104年1月1日至105年
12月31日止，名錄如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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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委員名錄（依姓氏筆劃）

干委員文男
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
常務理事

曲委員同光
衛生福利部社會保險
司司長

何委員永成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何委員語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常務理事

吳委員玉琴
台灣社會福利總盟理
事長

吳委員肖琪
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
研究所教授

李委員永振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
財稅研究委員會委員

李委員成家
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
業總會榮譽理事長

李委員來希
中華民國全國公務人員
協會理事長

李委員蜀平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理事長

林委員至美
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力發
展處處長

林委員敏華
中華民國農會保險部
主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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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委員彩鳳
中華民國全國勞工聯盟
總會理事長

張委員文龍
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秘
書長

張委員煥禎
台灣醫院協會理事
（中華民國區域醫院
協會顧問 ）

莊委員志強
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業務發展委員
會主任委員

陳委員幸敏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
算處專門委員

陳委員健民
中華民國全國漁會秘書

陳委員義聰
陳委員聽安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 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
聯合會理事長
名譽教授

黃委員啟嘉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副秘書長

楊委員芸蘋
中華民國全國職業總工
會副理事長

楊委員漢湶
台灣醫院協會理事長

楊委員麗珠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
會全國聯合會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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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委員宗義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
會監事會召集人

趙委員銘圓
全國產業總工會常務
理事

滕委員西華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
理事

潘委員延健
台灣醫院協會法規委員
會委員（台灣醫學中心
協會秘書長）

蔡委員宛芬
台灣女人連線秘書長

蔡委員明忠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秘書長

鄭主任委員守夏
國立臺灣大學健康政策
與管理研究所教授

戴委員桂英
亞洲大學健康產業管理學
系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謝委員天仁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
基金會名譽董事長

謝委員武吉
台灣醫院協會副理事長
（台灣社區醫院協會理
事長）

羅委員紀琼
中央研究院客座專任教授
及經濟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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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期間」卸任委員名錄（依姓氏筆劃）

張委員賜
中華民國全國公務人
員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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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任務

§45、§51、§60、§61、§72、§73、
§74），及其施行細則（§2、§3、§4）。

一、設置要點所定任務

健保會設置要點所定任務與健保法之關聯圖

依健保會設置要點規定，健保會任務共

如圖2-2。

計六大項，見諸健保法（§5、§24、§26、

※保險費率之審議
健保法第5條
健保法第24條

※其他健保法所定健保會
辦理事項

※保險給付範圍之審議

健保法第45條

健保法第5條

健保法第72~74條

健保法第26條

健保法施行細則第4條

健保會
法定任務

※其他有關保險業務之監
理事項

健保法第51條

※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
之對等協議訂定及分配

健保法施行細則第2~3條

健保法第5條
健保法第61條

※保險政策、法規之研
究及諮詢
健保法第5條
健保法第60條

圖2-2

「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會設置要點」與「全民健康保險法」之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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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保法及其施行細則對健保會業務
之規範

並規範其運作過程中，須符合財務收支
平衡、資訊公開及融入公民參與等事
項，讓健保會的運作更符合社會期待，

（一）健保法第5條，規範總體業務：
本條除了規範健保會主要職掌外，

主要內容如下：

總體業務規範
1. 下列事項由健保會辦理：
(1) 保險費率之審議。
(2) 保險給付範圍之審議。
(3) 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之對等協議訂定及分配。
(4) 保險政策、法規之研究及諮詢。
(5) 其他有關保險業務之監理事項。
健保法
第5條

2. 健保會在審議或協議訂定上開事項，有減少保險收入或增加保險支出之情事時，應請健
保署同時提出資源配置及財務平衡方案，併案審議或協議訂定。
3. 健保會於審議、協議健保有關事項時，應於會議 7 日前公開議程，並於會議後 10 日內
公開會議實錄；於審議、協議重要事項前，應先蒐集民意，必要時，並得辦理相關之公
民參與活動。
4. 健保會審議、協議訂定事項，應由衛福部核定或轉報行政院核定；由行政院核定事項，
並應送立法院備查。

（二）其他規範於健保法及其施行細則之相關

也規範費率審議與醫療給付費用總額

業務

（下稱總額）協定扣連之機制，以達

1. 健保法第24條，保險費率之審議：

到二代健保財務收支平衡的目標，主

本條除了規範保險費率審議程序外，

要內容如下：

保險費率之審議
1. 健保署應於健保會協定年度總額後 1 個月，提請其審議當年度保險費率。但以上限費率
計收保險費，無法與當年度協議訂定之總額達成平衡時，應重新協議訂定總額。
健保法
第 2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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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健保會審議費率前，應邀集精算師、保險財務專家、經濟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提供意見。
3. 於年度開始 1 個月前，依協議訂定之總額，完成年度收支平衡費率之審議，報衛福部轉
報行政院核定後由衛福部公告之。不能於期限內完成審議時，由衛福部逕行報行政院核
定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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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健保法第26條及第51條，保險給付

範圍來因應。因此，於第26條及第

範圍之審議：

51條分別規範「保險給付範圍調整方

考量資源有限，健保給付不可能無限

案」之啟動條件及審議程序，及「不

擴增；此外，健保財務收支平衡除可

納入保險給付項目」之程序。主要內

以透過調整費率外，尚能以調整給付

容如下：

保險給付範圍之審議

健保法
第 26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時，由健保署擬訂調整保險給付範圍方案，提健保會審議，報衛福部轉報
行政院核定後，由衛福部公告。
1. 安全準備低於一個月之保險給付總額。
2. 保險增減給付項目、給付內容或給付標準，致影響財務平衡。

健保法
第 51 條

1. 預防接種、成藥與指示用藥、美容外科手術、指定醫師與特別護士費等，計 11 項不列
入健保給付範圍。
2. 其他由健保署擬訂，經健保會審議，報衛福部核定公告之診療服務及藥物項目，也可不
列入健保給付範圍。

3. 健保法第60條，年度總額之諮詢事
項：

本條係規範衛福部所擬訂年度總額範
圍之諮詢程序，主要內容如下：

年度總額之諮詢事項
健保法
第 60 條

衛福部於年度開始 6 個月前擬訂年度總額範圍，經諮詢健保會後，報行政院核定。

4. 健保法第61條，總額之對等協議訂定
及分配：

本條係規範年度總額預算及其分配之
協定程序，主要內容如下：

總額之對等協議訂定及分配
健保法
第 61 條

健保會應於年度開始 3 個月前，在行政院核定之總額範圍內，協議訂定健保總額及其分配
方式，報衛福部核定；不能於期限內協議訂定時，由衛福部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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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健保法施行細則第2～3條，其他有關

將相關書表於年終時編具總報告，並

保險業務之監理事項：

編列年度預算、年終決算報告，報衛

為對健保署之業務進行常態性監理，

福部，及送健保會備查，主要內容

於施行細則第2、3條規範該署應按月

如下：

其他有關保險業務之監理事項
健保法
施行細則
第2條

健保署應按月將投保、醫療給付、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保險收支、安全準備運用等相關書
表，及於年終時編具總報告，報衛福部，及分送健保會備查。

健保法
施行細則
第3條

健保署應依健保業務計畫及安全準備運用狀況，編列年度預算及年終決算報告，報衛福
部，並分送健保會備查。

6. 健保法第45條及第72～74條、健保

公開及醫事服務機構提報財務報告相

法施行細則第4條，其他健保法所定

關辦法等，須提送健保會討論，以融

健保會辦理事項：

入各界代表之意見，使政策制定更符

健保會是集各界代表參與健保事務的

社會期待。此外為讓外界了解健保會

溝通平台，因此健保法規範與民眾權

實際運作情形，於施行細則第4條規

益相關事項，如醫療特殊材料（下稱

範，健保會應每年編具年終業務報

特材）自付差額項目、抑制資源不

告，並對外公開，此亦為本年報辦理

當耗用改善方案、健保醫療品質資訊

之依據。主要內容如下：

其他健保法所定健保會辦理事項
規範自付差額之特材項目，須提健保會討論：
健保法
第 45 條

1. 健保署對健保給付之特材，得訂定給付上限，並就同功能類別之特材支付同一價格。
2. 保險對象經醫師認定有醫療需要時，得選用健保署訂有給付上限之特材，並自付差額。
3. 自付差額特材品項，應由其許可證持有者向健保署申請，經同意後，併同實施日期，提
健保會討論，報衛福部核定公告。

健保法
第 7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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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不當耗用健保醫療資源之改善方案：
為減少無效醫療等不當耗用健保醫療資源之情形，健保署每年度應擬訂抑制資源不當耗用
改善方案，提健保會討論後，報衛福部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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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健保法所定健保會辦理事項
規範保險醫事服務機構財務報告應予公開及公開之內涵：
健保法
第 73 條

1.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當年領取之健保醫療費用超過一定數額者，應於期限內向健保署提報
經會計師簽證或審計機關審定之健保業務有關之財務報告，健保署並應予公開。
2. 上述一定數額、期限、財報提供程序、格式及內容之辦法，由健保署擬訂，提健保會討
論後，報衛福部核定發布。
規範健保署及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應定期公開之醫療品質資訊：

健保法
第 74 條

健保法
施行細則
第4條

第三節

1. 健保署及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應定期公開與健保有關之醫療品質資訊。
2. 品質資訊之範圍內容、公開格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健保署擬訂，提健保會討
論後，報衛福部核定發布。
健保會應每年編具年終業務報告，並對外公開。

委員會議之運作

一、議事安排
健保會為二代健保擴大社會參與而設置之

共識，因此每次會議所用時間往往超過半天
（4～5小時），甚至更長。而為在法定期程
內完成年度總額協商任務，8月份委員會議配
合延長為1天，9月份會議更延長為1天半。

溝通平台，並以委員會議方式運作。依組成及

健保會委員會議的議事運作，受到社會各

議事辦法，健保會每月召開會議1次，必要時

界諸多關注，該會已運用加強會前準備工作、

得召開臨時會議。104年度委員會議原則上仍

召開會前溝通會議、提供簡明資料等方式，以

沿用103年度的開會日期，訂為各月的第4個

提升議事效率。104年更透過委員問卷調查的

星期五；11月份委員會議，為配合衛福部須

結果，設定各議案的進行時間，報告案為20

將健保費率審議結果報行政院核定後公告，能

分鐘、討論案為30分鐘，複雜議案則由主席

有充分的作業時間，因此將該次會議時間提前

決定酌予延長；會議中由幕僚同步投影時間、

一周。

倒數計時並按鈴提醒，以為輔助；另委員每案

一般而言，以委員會議運作的組織，其
開會時間大多為半天（3小時）。然而，健保

發言次數以3次為原則，種種措施均為使議事
進行更具效率。

會因肩負諸多法定任務且多具有完成期限，須
討論的議案眾多，並與民眾的權益息息相關，
委員須有一定時間進行溝通協調，方能達成

二、參加會議人員
各次會議需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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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開議；並應邀請健保署派員列席，對相關

（二）保險費率與保險給付範圍之審議、保險

議案提供說明，及進行業務報告與專案報告。

政策與法規之研究諮詢、其他有關保險

必要時，經徵得主任委員同意，可邀請有關機

業務之監理等事項

關、團體或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列席會議提供

應經出席委員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行

意見，建構諮詢管道，使議案討論更順暢與

之。健保會成立以來，法定業務之相關

周延。

議案均經充分溝通，努力尋求共識，避
免動用表決。僅於104年5月份委員會

三、議決方式
健保會被賦予的各項法定任務，性質不盡

議，針對會議程序問題，就委員所提散
會動議，曾進行過1次唱名表決。

相同，因此組成及議事辦法對其議決方式各有
不同規範：
（一）總額對等協議訂定及分配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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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4年度工作計畫
健保會為能在法定期限內，完成所被交付

應以商議方式達成各項協定，未

的法定任務。因此，在年度一開始，即訂定該

能於法定期限達成總額及其分配方式之

年度工作計畫，供相關單位依循辦理，期能共

協定時，需分別就保險付費者代表之委

同合作，順利推動健保的重要事務。

員、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之委員建議方

年度工作計畫主要依據健保法及其施行細

案當中各提1案，報衛福部決定。而鑑

則所定法定事項，及歷次委員會議決議（定）

於買賣雙方的內部意見整合或不容易，

事項，並配合實務作業，就監理業務、總額

所以個別委員對建議方案有不同意見

協定、費率審議、保險給付及其他應討論法定

時，亦得提出不同意之意見書，由健保

事項進行安排。健保會104年度工作計畫如附

會併送衛福部。

件，104年度大事紀詳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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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民健康保險會104年度工作計畫
第 2 屆 104 年第 2 次委員會議（104.3.27）通過
類別

工作項目

預定時程

負責單位

備註

專案報告
1.「罕見疾病、血友病藥費及
新增罕見疾病特材」費用成
長之合理性分析檢討報告
2. 藥價調整對病患權益影響及
各層級醫療院所產生藥價差
百分比之評估報告
3.「提升住院護理照護品質計
畫」之支付方式及護理人力
指標監測結果

監理
業務

依 103 年 第 9 次 及 104 年 第 1 次
會議決議（定）事項辦理
4月
依 103 年第 11 次及 104 年第 1 次
會議決議（定）事項辦理

依 103 年第 9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5月

4. 健保代位求償執行情形與成
效報告

依 103 年 第 6 次 及 104 年 第 1 次
委員會議決議（定）事項辦理

5. 各部門總額需保障或鼓勵服
務，採點值保障方式之合宜
性探討及改善方案

依 103 年第 12 次及 104 年第 1 次
會議決議（定）事項辦理
健保署

6. 新醫療科技項目對財務之影
響評估及替代效應

1. 依 102 年 第 6 次 及 104 年 第 1
次會議決定事項辦理。
2. 本項先於 6 月份提報，嗣後並依
健保署建議，列入業務執行報告
之「共同擬訂會議所通過之新增
品項利用情形及財務影響」段落
中一併報告。（報告時程為每年
1 月、7 月）

7.104 年度各部門總額協定事
項重要計畫之執行情形（含
「鼓勵醫療院所即時查詢病
患就醫資訊措施」之執行效
益與經費使用情形報告）

1. 依 102 年第 8 次會議決定事項延
續辦理。
2. 依 103 及 104 年 第 1 次 會 議 決
議（定）事項辦理。

6月

8.「全民健康保險藥品費用分
配比率目標制」試辦方案之
評估與檢討

7月

依 103 年第 6、11 次及 104 年第 1
次會議決議（定）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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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全民健康保險會 第二章 組織與任務

工作項目

預定時程

負責單位

備註

俟該特別條
9. 自由經貿區開放對醫療人力
例草案立法 醫事司
及全民健保之衝擊與因應策
依 103 年第 11 次會議決定事項辦理
通過後再行 （健保署）
略（暫定）
安排
例行監理業務
1、7 月（季
呈現指標另
1. 全民健康保險業務監理指標
納 入 4、10
之監測結果報告
月業務執行
報告）

監理
業務

2.103 年度全民健保年終決算
報告備查案

3月

3.105 年度全民健保預算備查案

4月

4. 自付差額特殊材料品項開放
半年後之檢討改善報告

5、12 月

5. 自付差額特殊材料品項整體
檢討改善報告

健保署

健保署
本會

健保署
12 月

依 103 年第 5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依健保法施行細則第 3 條辦理
依健保法施行細則第 3 條辦理
1. 依 103 年 第 3 次 會 議 決 定 事 項
辦理。
2. 5 月份之報告視新品項收載狀況
而定。

6. 依委員會議決議（定）納入「全民健康保險業務執行報告」之事項
(1) 全民健保補充保險費就源 按季（1、4、
扣繳及計收情形
7、10 月）

依 102 年第 2 次會議決定事項辦理

(2) 共同擬訂會議所通過之新
每半年（1、
增品項利用情形及財務影
7 月）
響（含替代效應）

依 103 年第 2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3) 醫院總額層級別、分區別
及分區各層級醫院之門、 按季（1、4、
住診平均點值與浮動點值 7、10 月）
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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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

依 103 年第 7 次會議決定事項辦理

(4) 重大傷病醫療利用情形

每半年（1、
7 月）

依 103 年第 7 次會議決定事項辦理

(5) 保險病床變動情形

每半年（2、
8 月）

依 103 年第 7 次會議決定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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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監理
業務

總額
協議
訂定

工作項目

預定時程

(6) 若有相關法規經修正或擬
修正，而致原非由全民健
即 時、 主 動
保給付（如依其他法令須
於最近之委
由政府負擔）之費用，可
員會議提報
能轉由全民健保總額預算
支應之情形

保險
給付
及其
他應
討論
法定
事項

備註

健保署

依 103 年第 12 次會議決定事項辦理

1.105 年 度 總 額 協 商 架 構、 通
則及程序之討論

3～6月

本會

2.105 年度總額範圍報行政院
前之諮詢

4月

社保司
本會

3. 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評核

5～8月

4.105 年度總額及其分配方式
之協議訂定

7 ～ 12 月

本會協議訂
1.105 年度保險費率提請審議案 定 總 額 後 1
個月
費率
審議

負責單位

總額協商預備工作
依健保法第 60 條辦理
總額協商預備工作

本會

依健保法第 61 條辦理

健保署

2.105 年度保險費率審議前專
10 ～ 11 月
家諮詢會議

依健保法第 24 條辦理
本會

3. 健保署所提 105 年度保險平
衡費率案之審議

11 月

1. 健保署所提自付差額特殊材
料品項之討論

5、12 月

健保署
本會

依健保法第 45 條第 3 項及 103 年
第 3 次會議決定事項辦理

2. 健 保 署 所 擬 訂 105 年 度 抑
制資源不當耗用改善方案之
討論

依健保法第 72 條辦理

3. 健保署所擬訂醫療服務機構
提財務報告辦法之討論

依健保法第 73 條辦理

4. 健保署所擬訂醫療品質資訊
公開辦法之討論

配合健保署
送會時程

健保署

依健保法第 74 條辦理

5. 健保署所提調整保險給付範
圍方案之審議

依健保法第 26 條辦理

6. 健保署所提不列入保險給付之
診療服務及藥物項目之審議

依健保法第 51 條第 12 款辦理

註：委員會議若另有決議（定）事項，配合安排或調整相關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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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104年度重點業務及執行成果
第一節 前
 瞻性協定及分配總額，
提升配置效益

定；若無法於期限內完成，則由衛福部逕行
決定。
目前健保總額高達6千多億元，隨著人口

業務現況
全民健保於87年7月、89年7月、90年7月

額除面臨資源有限，但需求眾多的難題外，社

及91年7月陸續開辦牙醫門診、中醫門診、西

會各界更期盼藉由總額所配置的資源，引導提

醫基層及醫院總額（各部門總額）支付制度，

升服務品質及整體的使用效率，因此，健保會

由保險付費者與醫事服務提供者協商下年度總

每年均須投入相當時間準備、進行年度總額的

額，透過財務責任共同分攤，控制總體的醫療

協商工作。

費用在合理範圍成長，並提升資源配置與服務
效率。

總額協商作業大致分為準備、溝通與實質
協商等三階段（流程如圖3-1），藉由累積歷

年度總額擬訂程序，是由衛福部（主管

年經驗所發展的協商模式、足夠的客觀數據，

機關）擬訂成長率範圍，報行政院核定後，由

及付費者與醫事服務提供者充分溝通下，順利

健保會在核定的總額範圍內，協議訂定年度總

於法定時程內，完成總額協定及分配任務，並

額及其分配事宜（包含各部門總額成長率，及

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目標。

分配至各健保分區的地區預算），報衛福部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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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份

準備階段

4~6月份

7月份

衛福部擬訂次年度總額範圍（草案），於諮詢健保會意見後，報行政院核定

一、議定總額協商架構、協商通則、協商程序
二、蒐集、整理供協商參用的相關資料

一、召開各部門總額前一年度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
二、編具執行成果摘要、協商參考指標要覽
三、衛福部交付行政院核定的總額範圍及政策方向

溝通階段

8月份

協商階段

9~12月份

請健保署及各總額部門預先規劃協商草案，召開總額協商會前會，進行意
見交流

一、協商年度總額及其分配方式（含地區預算）
二、協定結果報衛福部核定後公告

圖3-1

總額協商作業流程

執行成果
一、提供衛福部諮詢總額範圍之意見

改變對醫療服務點數之影響率」、「醫
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及「投保人口
預估成長率」等客觀的成長因素及公式

依健保法第60條規定，衛福部於4月中旬

計算而得，又稱非協商因素。

函送「105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
額範圍（草案）」，諮詢健保會意見。所擬訂
總額範圍摘述如下：
（一）105年度相較104年度總額，成長率範
圍為4.025%（低推估值）～6.139%
（高推估值）。
（二）低推估值（4.025%）：以「人口結構

（三）高推估值（6.139%）：以政策推動對
醫療費用之影響為主，並參考民眾付費
能力，包含總體經濟情勢、整體醫療保
健支出，及各部門總額相關醫界團體所
提成長率目標值及內容等作為調整因
素，再加上低推估值計算而得。
本諮詢案提報健保會104年4月份委員會

31

中華民國
104年版

全民健康保險會 第三章 104年度重點業務及執行成果

議，因為105年度衛福部修改低推估值中「醫

設算105年度總額之『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

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的計算公式，特別是

率』所採指標、指數及權數既已修訂，即應遵

有關「人事費用」及「藥品費用」所採計的指

循至少適用3年之原則，以求穩定」之建議。

標及參數，委員也十分關注此議題，並提出

保險付費者、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委員表達之

「來年若仍延用所擬的高、低推估值架構，則

意見如表3-1，依法函報衛福部參酌。

表3-1

健保會提供衛福部105年度全民健保醫療給付費用總額範圍之諮詢意見

代表類別

表達意見
1. 健保法對總額之成長率並未有所謂「低推估值（非協商因素成長率）」之保障規定，爰
建議主管機關對年度總額或可研議更周延之規劃方式。

2. 本草案未考量社會整體經濟環境及付費能力；對經費之估列並有重複之虞，例如人事成
本於非協商、協商（調整）因素中均予計列。
付費者代表
3. 總額支付制度已實施十多年，對各項具有成本效益之計畫，應計算其效益後列為減項。
計算年度總額之基期並應扣除減項所列之費用。
4. 請醫院代表說明為何改變醫療服務成本中人事成本指標之選擇。
醫事服務
健保總額長期支付不足，歷年來醫事服務機構配合政策推動所投入之成本遠超過所獲預
提供者代表 算，導致點值偏低，應予補足，以利健全發展。

二、落實預算規劃與執行之檢討、回饋
總額支付制度實施初期，即建立評核制
度，於協商次年度總額前，召開「全民健康保
險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下
稱評核會議），檢視各總額部門相關計畫的執
行結果，是否符合原協定要求，俾落實檢討與
回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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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結果優異的部門，可於次年總額獲得
獎勵款，對於評核委員所提建議各部門加強改
善的相關事項，於9月份總額協商時，委員也
都相當尊重，並列入總額協定事項中。104年
評核結果與運用如下：
（一）一般服務之評核
評核委員認為，各部門總額一般服

104年評核會議於7月30、31日舉行，邀

務費用占率高達90%以上，其分配結果

請7位熟稔總額支付制度之專家學者擔任評核

即為民眾所接受的醫療照護，因此，應

委員，針對前一年各部門總額及其他預算的一

審慎詳實地評估其執行情形。104年除

般服務與專案計畫／方案進行成效評核；評核

延續過去檢視一般服務的執行情形，包

會議也廣邀民間團體、病友團體及相關機關

括：民眾就醫權益（就醫可近性與公平

（構）等代表與會，共同檢視總額的執行績效

性、自費情形、滿意度）之維護、醫療

並提供建言。

服務品質之提升、總額管理效能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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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新增各部門及健保署對「103年評

其他預算，除提出「以人為中心之全人

核委員評論意見之回應說明」項目，以

照護是健保的終極目標，應整合相關計

利持續檢討、改善其執行結果。

畫，分階段逐步提供全人式照護」之整

評核委員就四部門（牙醫門診、
中醫門診、西醫基層、醫院）總額，及

表3-2

體性建議外，也針對各部門提出改善建
議如表3-2 。

評核委員對各部門總額一般服務項目之建議

部門別

評核委員之建議
1.「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所增加之預算，應用於調整支付標準。

各部門總額

2. 品質保證保留款之分配方式，應以證據醫學為基礎，及具鑑別度的品質指標為依據，
善用現有之指標庫，並以 3 ～ 5 年為期，逐步達成提升品質之實質效益。

中醫門診總額

1.103 年將「腦血管疾病及顱腦損傷患者中醫特定疾病門診加強照護計畫」，由專款移
列至一般服務後，執行數僅 36.4 百萬元（執行率 21.4%），建議應予檢討。
2. 地區預算分配公式中之「人口占率」應持續調升，以均衡資源分布，促進民眾就醫
公平性。
應儘速全面導入 DRGs（疾病診斷關聯群）支付制度；住院超過 30 天之案件不應被排
除在外，若有特殊原因，可用專案審查方式處理。

醫院總額

（二）26項專案計畫／方案之評核

對計畫／方案是否續辦，及經費增減等

就預期目標達成度、醫療服務效益

提出共識建議如表3-3。

與效率等面向，進行討論與評分，並針

表3-3
總額別 項數

評核委員對各部門總額專款項目之建議

續辦與否

建議經費

擴大 維持 縮小 增加 不變 減少

牙醫門診

3

3

2

中醫門診

2

2

2

西醫基層

3

2

1

醫院

3

3

3

1

1

「慢性 B 型及 C 型肝炎治療計畫」1 項，建議比照
醫院部門回歸一般服務。
1.「特約醫院國際疾病分類第十版（ICD-10-CM/
PCS）編碼實作方案」1 項，應儘速全面上線，不
再編經費。
2.「醫院以病人為中心門診整合照護試辦計畫」、「論
人計酬試辦計畫」2 項，僅建議續辦未建議經費。

醫療給付
改善方案
及其他預 15
算之專案
計畫

1

11

2

1

9

2

26

1

21

2

1

17

4

合

計

其他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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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成總額協定前之準備工作

（三）各總額部門評核結果
各總額部門評核結果，所獲等級
分別為：牙醫「優」級；中醫、西醫基

（一）確立105年度總額協商架構、通則與
程序

層及醫院「良」級；良級以上部門依等
級，酌給品質保證保留款，以茲獎勵。
105年度總額，經議定「優」級部
門酌加成長率0.3%、「良」級部門酌
加0.1%。依上述評核結果，總計編列
「品質保證保留款」6.04億元，以實質
鼓勵四部門對提升總額執行成效及醫療
服務品質之努力。

總額協商作業自費協會時期迄今，
已經運作十餘年，保險付費者與醫事服
務提供者代表，均希望事先議定遊戲規
則，不可臨時要求變更，且須公開、透
明。4～6月間幕僚會參考過去經驗，
擬具協商架構、通則、程序，提請委員
會議議定，作為9月份協商時依循。
1. 協商架構
包含總額設定公式、醫療服務成本及
人口因素、協商因素項目、專款項目
及門診透析等（詳附錄五），簡要說
明如圖3-2。

醫療服務
成本及
人口因素

• 即非協商因素，採行政院核定總額範圍之低推估值，以反映醫療費用自然
成長；不須協商

協商因素
項目

• 各部門總額所提計畫與預算、健保署擬推動的健康照護計畫、配合政策推
動所需項目等；經由協商議定

專款項目

• 針對特定項目採零基預算，直接協定額度，專款專用，不能流用至其他項目

門診透析

• 事先議定門診透析服務費用於醫院及西醫基層總額之計算方式及計算公式

圖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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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5月份委員會議討論協商架構

「104年全民健保各部門總額執行成

時，考量總額已實施十多年，委員

果摘要」，提供各部門總額預算執

提出「應利用實證資料檢視計算方

行、辦理績效等相關實證數據，供協

式之合理性」建議，因此，建請衛

商參考。

福部於104年底前，召開「醫療服務

一般服務內容包含維護保險對象就醫

成本及人口因素計算方式」檢討會

權益、專業醫療服務品質之確保與提

議，期106年度總額之設算更符合各

升、總額之管理與執行績效、品質保

界期待。

證保留款實施方案之執行情形等資

2. 協商通則

料。專案計畫/方案則包含其目的、

104年5月份委員會議所議定的協商

歷年執行情形及成效評估、檢討與改

通則，包含：各部門總額在費用基

善等資料。

期、非協商因素、協商因素、專款項

2. 編具總額協商參考指標要覽

目及其他等一體適用的共通性原則

蒐集國際上及我國健保最新的執行資

（詳附錄六）。

料，做為總額協商的基礎數據。幕僚

3. 協商程序

在健保署協助下，彙整包含全民健保

104年4月及6月份委員會議議定總額

醫療給付費用配置、付費能力與醫療

協商程序，係先召開共識會議，結論

供需、歷年醫療支出分攤情形、歷年

再提委員會議確認。協商程序包括：
會議日期、參加人員、各總額部門的
協商順序（採抽籤方式決定，依序為
牙醫部門、西醫基層部門、醫院部
門、中醫部門，其他預算則安排於最
後）與可用的協商時間、共識會議進
行原則，及各方未能達成共識時的處
理方式等事項（詳附錄七）。
（二）編具協商所需之參考數據
1. 彙編104年度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
摘要
就各部門總額一般 服務及專案計畫
／方案近5年執行概況及結果，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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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會議時，可直接進入實質協商（議
定協商項目及成長率），提高協商
效率。
於9月1日召開「105年度全民健保總
額協商之保險付費者代表、專家學者
與公正人士及政府機關代表委員座談
會」，由健保署報告總額協商政策項
目之規劃方向與重點，並對各總額部
門所擬草案提供建議，透過此座談，
讓付費方對政策方向及如何落實有更
深入的了解，若有須進一步分析的資
料，委員也可於會議中提出需求，由
幕僚洽請相關單位於協商前提供，
各總額部門及其他預算協定結果及執
行情形等相關資料，編具「全民健康
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協商參考指標

促使協商架構在客觀、科學數據基
礎上。

四、105年度總額之協定與核定結果

要覽―104年版」，於協商105年度
總額時提供委員參用，並置於健保會
網頁，供各界瞭解各部門總額的執行
情形。
3. 召開協商會前會
在正式協商會議之前，先舉辦相關會
前會，以利委員了解協商內容，達成
協定共識。
在8月份委員會議後，隨即召開
「105年度總額協商因素項目及計畫
草案會前會」，安排各總額部門及健
保署分別報告所規劃105年度總額協
商草案，讓付費者委員更瞭解醫界訴
求，及進行意見交換，以利9月份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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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會遵循衛福部交付行政院所核定105
年度總額成長率範圍（4.025%至5.8%）及政
策方向，於9月18日至19日，召開正式協商會
議。各總額部門與付費者代表委員，在歷經
13小時馬拉松式會議協商，牙醫門診、西醫
基層、中醫門診總額及其他預算達成共識；醫
院總額，雖經戮力協商，但因雙方在多項協商
因素項目，例如：新醫療科技、提升護理照護
品質、配合勞基法下修每週工時而全面調整醫
務人員配置，及鼓勵繼續推動住院診斷關聯群
（DRGs）專款項目，差距甚大，致無法達成
共識，爰依組成及議事辦法第10條規定，分
別就付費者代表及醫院代表委員建議方案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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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提一案，報請衛福部決定。共識會議結論，

之方式辦理。衛福部並於104年12月31日公告

並於9月19日的委員會議進行確認。

「105年度全民健保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

協定結果經依法報衛福部核定後，衛福

配」（如附錄八）。摘要如下：

部於104年12月函復：牙醫門診、西醫基層、

（一）105年度總成長率

中醫門診總額及其他預算同意照健保會所報內

105年度總額總成長率為4.912%

容辦理；醫院部門則裁定採付費者代表方案，

（相較104年度核定總額）。歷年行政

其中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所增加之預算，

院核定之總額成長率範圍及協（核）定

原則用以調整健保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

成長率如圖3-3。

標準，並以與醫事人員薪資連動或間接反應

(%) 6

6

4.436

4

2.994

5.8

4.45

4.025
3.43

3.275

2

1.772

1.577

年

0

102
行政院核定下限

圖3-3

4.912

4.75

103

104
總額核定結果

105
行政院核定上限

102至105年行政院核定之總額成長率範圍及核定結果

（二）105年度各部門總額成長率
項目

單位︰%；億元

牙醫門診總額 中醫門診總額 西醫基層總額

成長率（總額
預估值）

3.109%（約
405 億元）

3.566%（約
230 億元）

較前一年核定
總額成長率

3.463%

3.927%

醫院總額

其他預算

整體

3.959%（約 5.332%（約
4.582%（約
減少
9.58%
1,223 億元） 4,234 億元）
6,196 億元）
（約 103.589
億元）
4.274%
5.672%
4.912%

註：各部門及年度總額為預估值，最終仍以健保署結算資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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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5年度總額協（核）定重點內涵
1. 引進新醫療科技（包括新增診療項

醫特定疾病輔助醫療計畫（新增

目、新藥及新特材）：持續編列相關

脊髓損傷照護計1.13億元）、中

預算（19.365億元），以確保新醫療

醫提升孕產照護品質計畫（0.32

科技之引進，維護民眾權益。

億元）、新增中醫乳癌、肝癌門

2. 推動及促進醫療體系整合：持續編列

診加強照護計畫及學齡兒童過敏

醫院以病人為中心門診整合性試辦計

性鼻炎照護計畫等專款（計0.349

畫、區域醫療整合計畫、提升急性後

億元）。

期照護品質試辦計畫及跨層級醫院合
作計畫等專款（計11億元）。

（四）各部門總額地區預算分配
四總額部門完成年度總額成長率協

3. 保障偏遠地區、弱勢族群就醫權益：

定後，尚須協商分配至6分區的預算。

持續編列山地離島及醫療資源不足

地區預算係為保障各區民眾的就醫公平

地區改善方案與其醫療服務提升計

性，及引導醫療資源均衡分布，因此，

畫（計20.919億元）、罕見疾病與血

是以「錢跟著人走」的概念，依健保6

友病藥費及罕見疾病特材（89.525億

分區校正人口風險後的保險對象人數進

元）、牙醫特殊醫療服務（包含：先

行分配。

天性唇顎裂與顱顏畸形患者、特定障

為避免重分配後對各區產生過大

別之身心障礙者、在宅及老人長期照

衝擊，地區預算是以「各地區在總額實

顧暨安養機構患者，計4.73億元）等

施前一年的醫療費用」與「各地區校正

專款，以保障偏遠地區及弱勢族群患

人口風險後保險對象人數」兩個參數設

者的醫療照護。

定比率分配，並逐年增加後者（人口參

4. 提升民眾照護品質：

數）的比率，最終須在規劃年限內，達

(1) 西醫：持續編列醫療給付改善方

成預算100%依校正後保險對象人數分

案（計11.69億元）、家庭醫師整

配的目標。牙醫門診總額在95年即達

合性照護計畫（11.8億元）、急

100%以人口分配之目標。

診品質提升方案（1.6億元）、慢

105年度各部門總額地區預算之分

性腎臟病及病人衛教計畫（4.04

配，仍朝漸進提升「人口占率」的政策

億元）。

目標邁進。其中，中醫門診總額採試

(2) 牙醫：持續編列牙周病統合照護
計畫（11.446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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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醫：持續編列西醫住院病患中

辦方案已10年，人口占率進展緩慢，
評核委員建議「人口占率」應持續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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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以均衡資源分布、促進民眾就醫公

則由65%提高至66%；醫院總額仍維持

平性；依循上開意見，中醫門診總額

住診服務41%、門診服務46%。

105年度戶籍人口數占率，由7%提高至

各部門總額地區預算人口占率於各

8%，並自105年度起，以5年調升10%

年協定情形如表3-4。

為目標；而西醫基層總額「人口占率」

表3-4
年度
部門別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牙醫

- 10

中醫

-

西醫基層

歷年各部門總額地區預算人口占率之協定情形

20

40 50
5

-

70

15 20

5

80
30

100
0
試辦計畫註 2

15 25 40 60 65

門診

-

註5

10 15

38

住院

-

註5

10

38

醫院

5

6

7

8

試辦計畫註 3

0註4

65

試辦
計畫

45

66
46

40

41

註：1. 牙醫門診、中醫門診、西醫基層及醫院總額支付制度，分別於 87 年 7 月、89 年 7 月、90 年 7 月及 91 年 7 月開辦。
2. 中醫門診總額採試辦計畫：事後分配預算，分配參數未含人口因素。
3. 中醫門診總額採修正後試辦計畫：事前分配預算，分配參數含人口因素。
4. 西醫基層總額採試辦計畫：分配參數未含人口因素。
5. 醫院總額 91 年 7 ～ 12 月：不採地區預算方式分配。92 年因應 SARS 影響部分醫院營運，以不分季但分區的
方式，100% 依各區 91 年度門、住診實際發生醫療費用比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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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落
 實收支連動，穩健健保
財務

1個月，提請審議當年度保險費率；健保會於
審議前，應邀集精算師、保險財務專家、經濟
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提供意見，並於年度開始

業務現況

1個月前，依協議訂定的總額，完成年度應計

一、收支連動機制

收支平衡費率的審議，報衛福部轉報行政院核

二代健保自102年開始施行，係以財務收

定後，由衛福部公告；若無法於期限內完成審

支連動的方式運作，使協議訂定的總額與審議

議，則由衛福部逕行報行政院核定後公告。健

的保險費率相扣連，以確保收支平衡。因此，

保費率的審議流程如圖3-4。

健保法規定健保署須在健保會協定年度總額後

健保署於總額協議訂定後1個月，將次年度
保險費率方案（草案）提送健保會（10月）

健保會召開費率審議前意見諮詢會議（10～11月）

健保署依諮詢意見修正次年度
保險費率方案，提健保會審議
（11月）
不能於期限
內完成審議

於期限內
完成審議
審議結果報衛福部

衛福部報行政院核定

衛福部公告

圖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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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保財務概況

計截至103年底安全準備餘額1259.76億元，

104年度全民健保一般保險費率為4.91%、
補充保險費率為2%，保險收入為6,477.02億

則104年底安全準備累計為2310.19億元，約
當5.15個月保險給付支出。
104年度相較103年度保險收支情形如

元，保險成本為5,426.59億元，收入扣減成本
後，收支結餘為1,050.44億元。健保署將104

表3-5。

年度保險收支結餘全數提存安全準備後，再加

表3-5

104年度全民健康保險財務收支狀況

單位：%；億元

103 年度
審定決算數 (A)

104 年度
決算數 (B)

104 年度
增加額度 (B-A)

5,732.90

6,477.02

744.12

12.98

5,451.03

5,721.73

270.70

4.97

245.31

226.20

-19.11

-7.79

利息收入

10.17

14.05

3.88

38.15

收回呆帳

11.43

11.69

0.26

2.27

雜項收入

14.95

503.36

488.41

3,266.96

5,218.96

5,426.59

207.63

3.98

5,181.44

5,386.66

205.22

3.96

37.50

39.91

2.41

6.43

0.02

0.02

0.00

0.00

513.94

1,050.44

536.50

104.39

項目
保險收入
保險收入

保費收入
依法分配收入

保險成本

保險成本
保險給付
呆帳
雜項費用

保險收支淨餘絀

104 年度
成長率 (B-A)/A

資料來源：104 年度決算數為健保署 104 年 12 月份全民健康保險業務執行報告；103 年度審定決算數為 103 年度
全民健康保險基金審定決算書第 19 頁。（健保署網頁：資訊公開→政府資訊公開→預算、會計報告與
決算→決算→ 103 年全民健康保險基金附屬單位決算（審定決算））

由上表顯示，保險收入包含保費收入、

係依行政院指示的原則計算，與103年

依法分配收入、利息收入、收回呆帳及雜項收

度採主計總處的核算原則不同（採計原

入等5項來源，其中最主要的來源為「保費收

則於本章第五節執行成果二之（一）

入」，分析如下：

說明），所產生的差異。

（一）104年度「保費收入」較103年度成長

（二）104年度「依法分配收入」較103年度

4.97%，主要因政府應負擔健保總經費

減少7.79%，主要因104年9月1日起，

法定下限（36%）不足數，於104年度

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予健保安全準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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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由70%調降為50%（於本章第五

「105年度保險費率審議方案（草案）」，內

節執行成果二之（三）說明），導致收

容包含費率審議依據、近2年影響健保財務的

入減少所致。

重大措施、平衡費率計算公式（包括保險收

（三）104年度雜項收入成長3266.96%，係因

入、保險給付支出與安全準備提撥的推估方

102、103年度政府應負擔健保總經費

式、計算平衡費率的假設與公式）、預估未來

法定下限不足數（屬以前年度保費收

5年平衡費率、維持現行費率4.91%之財務預

入），以雜項收入列帳所致。

估、敏感度分析等，並基於健保財務長期穩健

保險成本包含保險給付、呆帳及雜項費用
等3項，主要的成本為「保險給付」（即支付

之考量，建議105年度費率維持現行4.91%。
健保會於104年10月22日召開「105年度

給醫療院所的費用），分析如下：

費率審議前意見諮詢會議」，邀請精算師、保

（一）104年度「保險給付」較103年度成長

險財務專家、經濟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計8位

3.96%，主要因去年同期專款計畫結

提供意見。由於健保會委員十分關心費率相關

餘，調整減列103年度保險給付，致
104年度成長率較原104年度總額協商
成長率（3.43%）高。
（二）1 0 4 年 度 「 呆 帳 」 較 1 0 3 年 度 成 長
6.43%，主要因二代健保實施後，健保
法第37條規定，保險對象欠繳保險費
及滯納金，經健保署查證及輔導後，該
署僅能對有能力繳納而拒不繳納者暫行
停止保險給付，對無力繳納者尚不能暫
停給付，致欠費金額提高，而呆帳提列
數也隨之增加。

議題，當日計有18位委員列席，全程參與討
論。專家學者就健保署所擬費率方案（草案）
的假設、計算公式、預估數據等技術性議題的
合宜性，提供建議，作為健保署修改費率方案
（草案）參考。結論摘述如下：
（一）對健保署所研擬105年度保險費率方案
之建議：
所採「納保人口成長率」的推估基
礎宜更審慎，且「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協
定成長率」的推估數據，似較寬鬆，宜
進行敏感度分析。對未來健保財務之風
險評估，宜更細緻，例如愛滋病患醫療

執行成果

費用之預估，應有更強的數據基礎、新

一、「105年度全民健康保險費率審議前

藥及新科技與放寬適應症等對費用的影

意見諮詢會議」結論
為審議105年度健保費率，健保署於總額
協商完成後，於104年10月依法向健保會提報

響、配合法規修正而導致醫療人力成本
增加等因素，均應納入評估。
（二）本次會議原設定為諮詢專家學者意見，
供健保署參酌，以擬訂妥適費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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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提請審議，但仍難免觸及費率
議題，各方意見如下：
1. 多數與會專家學者建議維持現行費
率：主要考量健保費率易降難升，財
務預估應以長期穩健為原則，目前
2,000餘億元的安全準備，多數來自
公益彩券、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款，
而該補充性財源尚非健保所能主導，
長期而言並不穩定。而且台灣老年
人口預估在106年會達14%，114年
並將邁入超高齡化社會（老年人口達
20%），將導致醫療費用急速成長，
財務預估仍以保守為宜。
2. 部分專家學者建議調降費率：基於
104年底安全準備預估達2,292億元，
約當5.12個月保險給付支出，超過健
保法第78條所訂3個月保險給付支出
的規定；現行政府的種種作為，例如
提高補充保費扣費下限、調降菸品健
康福利捐分配健保安全準備比率等，
均顯示健保收入充分、穩健，因此可
考慮適度調降費率。

二、105年度保險費率之審議過程
二代健保實施以來，累計至104年9月
份，安全準備餘額已達2,157.59億元，約當
4.83個月保險給付支出，超出健保法第78條
「本保險安全準備總額，以相當於最近精算
一個月至三個月之保險給付支出為原則」的
規定。因此，健保會104年10月份委員會議計
有18位委員，提出「自105年1月1日起調降
健保費率0.5%，以4.41%徵收健保費」之臨
時提案。
另，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等6位委員，則
認為依健保署現行費率維持4.91%的財務預
估下，保險收支將在106年產生短絀，故提出
「支持105年度保險費率維持現行4.91%」之
臨時提案。
健保署於該次會議也提出「利息、股利、
租金及執行業務收入補充保險費扣費標準提高
到2萬元」臨時報告案，考量該案與上開兩項
臨時提案，都是當前社會各界關注，且對健保
財務影響甚鉅的議案，會中依委員建議併同
討論。
經過熱烈討論、輪番思辯，委員認為保險

（三）各方對105年度健保費率有不同主張，

費率的調整，應併同費基進行整體性規劃與考

請健保署參酌本次會議所提供的意見，

量，對臨時報告案所提「衛生福利部宣布放寬

以不同假設條件，擬具各種可能的費率

利息、股利、租金及執行業務收入等之補充保

平衡方案（草案）送健保會審議。健保

險費，單筆扣費下限一律由5千元提高到2萬

署若擬建議維持現行費率，則應同時提

元」的片面式調整，有違保費徵收的公平性、

供具說服力的論述與相對配套措施。

合理性，因此一致表達反對立場。
就何委員語等18位代表所提「自105年1
月1日起調降健保費率0.5%，以4.41%徵收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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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費」，及楊委員漢湶等6位代表所提「支持

財務穩定與永續發展，支持105年度費率維持

105年度保險費率維持現行4.91%」的兩項臨

現行4.91%」議案。

時提案，委員均認同應遵循二代健保法所揭

歷經4小時馬拉松式的討論，委員均認為

示財務收支連動的精神，建立以科學數據為基

健保制度須在財務平衡穩定下運作始能永續，

礎，且不受外力干擾之可長可久費率調整機

以及保險費率應依二代健保法所揭示財務收支

制，因此，請健保署依下列方向研提「財務平

連動精神，建立以科學數據為基礎且不受外力

衡及收支連動之機制與標準」及105年度健保

干擾的審議機制，因此集委員智慧，依健保法

費率方案（草案），供11月份委員會議審議：

第78條規定，研訂如下「全民健保財務平衡及

（一）「財務平衡及收支連動之機制與標準」

收支連動機制」，並據以審議105年度費率：

中，機制包含啟動時機、相關作業程序

健保會協定次年度（下稱當年）總額後，

等；標準則係指安全準備須設為幾個月

健保署應以高、中、低三種方式推估保險收入

的保險給付支出、採現金基礎或權責基

與成本，並依下列原則研提保險費率調整方案

礎預估較合宜等。

送健保會審議。

（二）試算「不同費率（含一般保費與補充保
費）」的財務預估方案。

（一）當年起（含）第3年年底安全準備餘額
超出3個月保險給付支出時，啟動保險
費率調降機制。其調降以超出之金額計

三、105年度保險費率之審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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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為原則。

健保署依據上述「105年度全民健康保險

（二）當年年底安全準備餘額不足1.5個月保

費率審議前意見諮詢會議」結論，及10月份

險給付支出時，啟動保險費率調漲機

委員會議決議，研提「健保財務平衡及收支

制。其調漲以當年起（含）第2年年底

連動之機制與標準暨105年度保險費率審議方

可維持2個月保險給付支出之金額計算

案」，於11月份委員會議提請審議。該方案

為原則。

將費率調整機制分為週期、逐年2大類，以當

105年度一般保險費率以上述「全民健保

年、3年、5年為平衡期間，試算安全準備設

財務平衡及收支連動機制」審議後，最終建

為1、2、3個月保險給付支出之標準，共計研

議調整為4.69%，並依健保法第24條規定，報

提12種試算方案。

衛福部轉報行政院核定。衛福部依行政院核

何委員語等18位委員及楊委員漢湶等6位

定結果，於104年12月31日公告發布「全民

委員，也延續10月份委員會議所提立場，分

健康保險費率」自105年1月1日起，一般保險

別再於11月份提出「請衛福部將105年度健保

費費率調整為4.69%，補充保險費費率調整為

費率降為4.41%」，及「為維持全民健康保險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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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合
 理調整給付範圍，保障
民眾就醫權益

目」進行審議，及討論「自付差額特殊材料品
項」（部分給付）的權責，本節將介紹104年
度給付範圍調整方面的執行結果。

業務現況
我國健保給付的範圍相當廣泛，涵蓋門
診（含西醫、中醫、牙醫）、急診、住院、復
健、居家照護等項目，隨著人口老化及新醫療
科技引進，醫療費用高漲，使健保財務面臨極
大挑戰。
健保所提供的給付範圍、醫療服務內涵愈
廣泛，民眾所接受的醫療照護網才會愈周全，
為提供民眾與時俱進的技術與服務，在總額
架構下，配合編列相關預算，以持續引進新醫
療服務、藥品、特材等項目。相對地，也須考
量未來若健保財務無法收支平衡時，除了調高
保險費率外，也可能須藉由縮減保險給付範圍
來因應，因此，二代健保將給付範圍得以調整
的規定入法，並賦予健保會對健保署所擬訂的
「保險給付範圍調整方案」、「保險不給付項

執行成果
一、建立「給付項目調整」與「年度總
額」之扣連機制
總額支付制度實施後，為避免新醫療科技
的引進受到影響，歷年的總額預算，均協定有
「新醫療科技（包括新增診療項目、新藥及新
特材等）」預算。二代健保實施後，由於給付
項目的擬訂，需提經健保署醫療服務、藥物給
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下稱共擬會
議）討論，而共擬會議成員多數為醫事服務提
供者代表，三年運作下來，在年度預算固定情
形下，醫界在評估是否同意納入新醫療科技項
目時，確實面臨提高病人就醫權益，及使用
服務量若超出預期，將衝擊總額點值的兩難
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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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會為落實總額協定事項「新增、調

所建立的作業原則與流程，運用於9月份

整給付項目」的要求，期透過妥善流程規劃，

年度總額協商，後續並依之請健保署定期提報

使現行運作更為順遂，幕僚乃研擬年度總額與

共擬會議通過之新增品項，及其財務影響評

給付項目調整之處理機制（草案），經洽請健

估，該執行結果將納入下年度總額協商考量；

保署提供執行面建議，及調查委員意見後，酌

若未符合協定事項，亦須檢討處理。期透過此

修草案內容，提3月份委員會議討論後，通過

作業流程，持續引進新醫療科技，以保障民眾

「全民健康保險年度總額對給付項目調整之處

就醫權益，並藉由定期評估執行情形，減少醫

理原則」（如附件一），其運作原則如下：

界擔心對點值的衝擊，希望建立一套良善的循

（一）調整給付項目所需年度財源，涉及財務

環機制。

平衡者，應於擬訂報行政院總額範圍時
預為安置。
（二）主管機關交付協定總額時，給付項目調
整之政策宜具體明確。
（三）保險人研提之給付項目調整方案，應有
整體規劃及經費預估。

二、持續引進具成本效益的新醫療科技
104年度醫院及西醫基層總額透過協商，
分別編列「新醫療科技（包括新增診療項目、
新藥及新特材等）」預算，各為22.75億元及
1.2億元，於「其他醫療服務利用及密集度之
改變」項目也編列相關預算，用於放寬適應

（四）健保會依政策目標及健保署或各總額部
門所提給付項目調整方案，進行總額協

症。健保署乃依法提經共擬會議討論，新增情
形如下：

定分配。
（一）藥品
（五）依總額核（協）定事項落實與管控給付
項目之調整。
（六）總額核（協）定給付相關計畫執行結果
之檢討。

共納入37項新成分、新給藥途徑
或新劑型新藥。其中屬突破創新（第1
類）的藥品有3項，均為癌症用藥，可
增加醫師治療病人的方式、延長存活
期；與現行健保藥品比較，臨床價值有
中等程度改善（第2A類）有18項，除
療效較佳，副作用也較少；臨床價值與
現行健保藥品相近者（第2B類）計16
項，可提供臨床醫師更多用藥選擇。
104年新藥納入健保給付品項
如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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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104年度新藥納入健保給付情形

新藥類別
突破創新新藥（第 1 類）

臨床價值較現行藥品有中等程度改善
（第 2A 類）

臨床價值與現行藥品相近（第 2B 類）

品項數
3

18

16

藥理分類及品項數
3

抗癌瘤藥物

1

抗癌瘤藥物

5

心臟血管及腎臟藥物

9

神經系統藥物

1

眼科製劑

1

免疫製劑

1

激素及影響內分泌機轉藥物

6

呼吸道治療藥物

2

神經系統藥物

1

免疫製劑

3

高血壓用藥

3

糖尿病用藥

1

抗微生物製劑

資料來源：健保署 105.1.19「104 年健保收載新藥概況及省思」暨 104 年歷次藥物共同擬訂會議紀錄等相關資料。

除新增新藥給付外，對於已給付藥

藥次數、減輕疼痛、促進傷口癒合；

品品項，健保署也持續參考食品藥物管

15項為功能改善特材，多為心臟血管

理署（下稱食藥署）核准的適應症、相

手術使用的特材，可提供臨床醫師更多

關臨床研究及各專科醫學會建議等，放

的治療選擇。過去民眾若要使用這些新

寬藥品的使用規範。104年共計放寬21

特材，需自費購買，於納入健保給付

項藥品的給付規定，包括治療癌症、黃

後，可減輕須用民眾的經濟負擔。

斑部病變、乾癬、高眼壓及青光眼眼
用製劑等，期更符合病人需求、擴大

104年新特材納入健保給付品項
如表3-7。

照顧範圍、提升用藥權益。
（二）特材
共計納入18項新特材，其中3項具
有創新功能，如大面積燒燙傷病患使用
的敷料及傷口引流品項，以減少病人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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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

104年度新特材納入健保給付情形

新特材類別

品項數

創新功能

3

功能改善

15

特材分類及品項數
2

傷口照護或皮膚類

1

氣管或胸腔科

9

心臟血管

1

氣管或胸腔科

2

眼科

2

腦積水引流

1

輸液用之轉換接頭

資料來源：彙整健保署 104 年歷次共擬會議紀錄及公告等相關資料。

對於健保已給付特材，也會參考食藥署

支付，例如調升住院護理費支付點數6%，期

核准的適應症、相關研究及建議，放寬特材的

提升住院護理照護的品質；開放西醫基層診所

使用規定。104年共計放寬12項，包括安全針

可執行免疫法的婦科腫瘤篩檢（CA-125腫瘤

具、胸腔科、骨科、皮膚科使用特材的給付規

標記/EIA/LIA法），除了可替代現行核醫法檢

定，可嘉惠過去部分不符合使用規定的民眾，

查，避免放射線汙染外，民眾於一般基層診

擴大照護民眾的範圍。

所即可進行此項篩檢，提高醫療可近性及便

（三）醫療服務

利性。

104年共計納入29項新醫療服務項目，包

上述調升支付點數的項目中，有28項為

含手術、檢查、放射線治療等醫療處置，有助

包裹給付，即將原來須由民眾自費的醫療器材

提高治療的有效性，提供民眾更安全、具效益

（下稱醫材），內含於手術、檢查等醫療服務

的醫療服務。例如新增「胸腔鏡肺葉袖形切除

項目內，未來民眾於手術、檢查過程中，如使

術」，可讓肺癌病患保留較多肺臟、提高手術

用這些醫材，就毋需再自費，減輕民眾的經濟

後存活率，並降低併發症；新增「皮膚鏡檢

負擔。

查」，較現行檢查方法更安全、簡單且不須手
術，可讓罹患皮膚腫瘤的患者，免受侵入性的
皮膚切片檢查，減輕患者的醫療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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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議保險不給付項目
為讓民眾對其可得的醫療服務得以預見，

另增修訂現有的醫療服務項目，包括調

二代健保法將所有的給付項目，都正面表列於

高48項醫療服務的支付點數、放寬6項醫療服

「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及「藥物給

務的適應症及治療規範，使醫療院所獲得合理

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中；而「不給付項目」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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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健保法第51條規範，其中第1款至第11款明

列為非屬健保給付範圍，現因新型態眼鏡，例

訂健保不給付範圍，而第12款則賦予保險人

如日拋式隱形眼鏡，民眾為購買隱形眼鏡而須

（健保署）擬訂不予給付的診療服務與藥物項

至眼科驗光並索取處方，導致增加非必要的看

目之權限，惟須經過健保會審議，報主管機關

診，乃於104年7月份委員會議，將「民眾為

（衛福部）核定公告的程序。

購買隱形眼鏡至院所眼科驗光並索取處方箋，

104年因藥物主管機關（食藥署）函請各

應非屬全民健保給付範圍」案，提請健保會審

縣市衛生局加強管理業者販售隱形眼鏡，並

議，經討論通過後，衛福部核定自104年10月

規定消費者必須出示眼科醫師處方箋方可購

22日生效。

買，健保署考量健保實施（84年3月）後，已
將「眼科驗光檢查費用」及「交付配鏡處方」

表3-8

104年度新增之不給付診療服務項目
如表3-8。

104年度新增之健保不給付診療服務項目

健保會討論結果

衛福部核定公告之不給付項目

生效日期

104 第 6 次委員會議（104.7.24）：
以裝配眼鏡（含隱形眼鏡）為目的 104.10.22
1. 考量健保法第 51 條第 11 款規定「義齒、義眼、 之相關費用，包括眼科驗光檢查、
眼鏡、助聽器、輪椅、拐杖及其他非具積極治療性 交付配鏡處方及診察費等
之裝具」項目，不列入保險給付範圍，與配戴眼鏡
相關之服務，如眼科驗光檢查及交付配鏡處方的費
用，應同屬不給付項目。
2. 同意健保署之提案，以「以裝配眼鏡（含隱形眼鏡）
為目的之相關費用，包括眼科驗光檢查、交付配鏡
處方及診察費等」，不列入保險給付範圍。

四、審慎評估自付差額特殊材料品項
鑒於醫療資源有限，健保署在決定藥物
品項是否納入健保給付時，除考量人體健康、
保險財務等因素外，其中「成本效益」也是考
量的重點。以往對於「療效略佳但價格昂貴」
的品項，因為成本效益不符比例原則，難以納
入全額給付，而須由民眾自費。二代健保實施
後，為增加民眾的選擇權、減少財務負擔，乃
於健保法第45條規定，健保署可根據其專業
判斷，將同意納為自付差額的特殊材料（下稱

特材），提健保會討論後，報衛福部核定公
告。經衛福部公告為自付差額的品項，民眾可
於醫師認定有醫療需要時選用，而且僅須負擔
與健保給付上限的價差，不須全額自費。
考量全民健保希望保障民眾的「就醫平
權」的精神，並增進社會安全，若屬維繫生
命、緊急搶救及醫療目的等用途的特材，理論
上都應納入健保給付的基本範圍，如果自付差
額的項目過多，恐怕有加重民眾財務負擔之
虞，也失去社會保險的意義。因此，健保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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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自付差額特材案時，除須確定健保已有全

材品項案，為了評估該品項是否適宜列

額給付類似功能的特材，供民眾選擇使用外，

為自付差額品項，健保會乃訂定「討論

審慎評估自付差額特材的品項，避免流於浮

自付差額特材作業流程」如圖3-5，其

濫，更是委員關切的重點。

包含健保署提案須檢附的基本資料檢核

（一）討論前準備作業

表、品項通過後健保署須提出之檢討報

對健保署提請討論的自付差額特

上半年：3月1日前
下半年：10月1日前

4月15日前
11月15日前

5月份委員會議
12月份委員會議

12月份委員會議
次年5月份委員會議

．健保署將提案送會
．幕僚檢視提案，視
需要洽請專家學
者提供建議及請
健保署補充資料

．彙整各品
項資料
．送請委員
參閱

．提委員會議討論
．健保署參酌委員
意見，報主管機
關核定公告

．健保署提報品項開
放半年後之檢討
報告
．健保署於12月提報
整體檢討報告

圖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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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等，期能為民眾的權益把關。

健保會討論自付差額特材作業流程

根據上述作業流程，健保會每年於5月、

付差額特材品項基本資料」包含：①健

12月份委員會議討論自付差額特材案。在正

保署同意列入自付差額的理由及支持證

式討論前，為了讓委員有更充裕的時間了解及

據、②該特材與健保全額給付品項療效

蒐集該特材的相關資訊，乃立下於會前1個月

與安全性的差異、③民眾自付差額額

送請委員參閱的規範；此外，對於健保署應檢

度、④其他國家保險給付情形等（詳附

附的資料，訂有「自付差額特材品項基本資料

件二），另須檢附醫療科技評估等科學

表」，提供一致、完整性的基礎資料，以利討

性的客觀資料供參考。

論。另外，為確保自付差額品項開放後之執行

該案經12月份委員會議討論，考

效益，要求健保署在各品項開放半年後，及每

量周邊血管塗藥裝置，相較於健保已給

年12月定期提出檢討改善報告。

付的特材（周邊血管氣球導管及裸金屬

（二）104年討論自付差額特材案之情形

支架），手術後的血管通暢率及免於

104年健保署提會討論的品項為

再次開刀（血管重建）比率均較高，

「周邊血管塗藥裝置」，所檢附的「自

耐久性較佳，因此不反對納入自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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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品項，並請健保署於實施1年後檢討

置」於105年2月公告自同年5月1日

是否訂定自付差額上限（院所向民眾

實施。

收取自費的上限）。

依據作業流程，健保署需定期向健保

（三）自付差額特材開放後之檢討

會提報納入自付差額品項的執行情
形。經健保署統計，「耐久性生物

1. 自付差額特材品項之利用情形
二代健保自102年實施以來，健保署

組織心臟瓣膜」、「健保給付心臟瓣

提經健保會討論並報請衛福部核定

膜」特材品項的利用情形如表3-9。

後，於103、104年公告列為自付差

整體而言「耐久性生物組織心臟瓣

額品項計有2項：(1)牛心瓣膜、牛心

膜」的自付差額占率，維持在22%～

瓣膜與豬心包膜支架（均屬耐久性生

23%之間；而104年新開放的「調控

物組織心臟瓣膜）；(2)調控式腦積

式腦積水引流系統」，自付差額占率

水引流系統。

高達64%（表3-10），須持續觀察民

102～104年健保會討論之結果摘要

眾利用情形及評估其納入效益。

如附件三，其中「周邊血管塗藥裝

表3-9
102 年

時間
項目

「耐久性生物組織心臟瓣膜」利用情形
103 年 1-5 月

103 年 6-12 月

104 年 1-9 月

數量 點數（萬點） 數量 點數（萬點） 數量 點數（萬點） 數量 點數（萬點）

自付差額心臟
瓣膜（耐久性
生物組織心臟
瓣膜）103.6.1
納入

（未給付）

（未給付）

287

1,300

553

2,400

健保給付心臟
1,826
瓣膜

8,229

853

3,818

1,005

4,482

1,808

8,000

1,826

8,229

853

3,818

1,292

5,782

2,361

10,400

0

0

0

0

22.2%

22.5%

23.4%

23.1%

小計
自付差額占率

資料來源：健保會 104 年 12 月份委員會議「保險對象自付差額特材之實施情形」專案報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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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0

103 年

時間
項目

「調控式腦積水引流系統」利用情形

數量

自付差額腦積水引流系統
（調控式腦積水引流系統）
104.6.1 起納入

104 年 1-5 月

點數（萬點）

數量

（未給付）

點數（萬點）
（未給付）

104 年 6-9 月
數量

點數（萬點）

511

381

健保給付腦積水引流系統

792

601

338

252

287

214

小計

792

601

338

252

798

595

0

0

0

0

69.0%

64.0%

自付差額占率

資料來源：健保會 104 年 12 月份委員會議「保險對象自付差額特材之實施情形」專案報告資料。

2. 健保署對自付差額特材品項之管理
為維護民眾權益，於自付差額議案送

醫材」價格，促使價格透明化。

會討論之初，健保會委員即十分關心

截至104年底，院所上網登錄自付

健保署對自付差額品項的管理，包括

差額品項計219項、6,247筆院所

院所是否充分告知相關資訊、資訊公

登錄資料。

開透明等事項。經健保署近年來的努

(2) 訂定「自付差額上限」及管控措施

力，除分二階段由醫師、行政或管理

健保署於104年1月，首次對醫

人員告知相關醫療資訊外，並推動多

療院所間收費差距較大的「人

項管理措施：

工水晶體」品項，訂定自付差額

(1) 建置「自費醫材比價網」

「上限」（院所向民眾收取自費

健保署於103年6月起建置「自

的上限），並採逐年滾動方式調

費醫材比價網」，蒐集各醫

整上限價格。並於105年1月訂

療院所向該署申報的收取特

定「冠狀動脈塗藥或特殊塗層血

材自費資料，民眾可透過該

管支架」自付差額上限，及調整

署網址（http：//www.nhi.

「人工水晶體」的自付差額上限

gov.tw/SpecialMaterial/

價格。

SpecialMaterial.aspx），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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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1
自付差額特材類別
特殊功能人工水晶體
冠狀動脈塗藥或特殊塗層血管支架

訂定差額上限之自付差額特材類別
實施日

上限之訂定方式

104.1.1

比價網收費金額分布之「90 百分位」

105.1.1

由 90 百分位調整為「70 百分位」

105.1.1

比價網收費金額分布之「70 百分位」

資料來源：健保會 104 年 12 月份委員會議「保險對象自付差額特材之實施情形」專案報告。

為了監測院所收取自付差額情

法國為400歐元（約新台幣14,300

形，健保署也建立院所的監測指

元），皆遠低於我國價差（約新

標，並公布監測結果。民眾可經

台幣57,000元），經專家諮詢會

由「自費醫材比價網」，查詢

議討論結果，考量現階段納入全

「醫療院所漲價名單」及「院所

額給付，不僅造成財務衝擊，且

申報自付差額數量占率」。此

不符合成本效益，故仍維持列為

外，如果院所收費超過健保署訂

自付差額品項。

定的上限金額，則予以違約處置
（違約記點1點），並輔導限期改

（四）釐清健保會討論自付差額特材案在法制
程序之疑義

善。104年有84家醫療院所收費高

二代健保施行以來，健保署送請

於該署訂定的上限金額，經健保

健保會討論的自付差額特材案件，均先

署輔導後均已改善。

經該署「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

(3) 自付差額特材改全額給付的檢討

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下稱共擬會

情形

議）討論同意，惟104年上半年卻未提

104年健保署針對自付差額占率較

經共擬會議討論，即提至健保會。經幕

高的品項，委託財團法人醫藥品

僚洽請衛福部社保司、法規會協助釐清

查驗中心檢討是否改為全額給付

健保法第45條有關「自付差額特材品

項目。104年主要進行醫療科技評

項，『經保險人同意』後，提健保會討

估的項目為「冠狀動脈塗藥或特

論」之規定後，委員認同社保司意見，

殊塗層血管支架」（自付差額占

考量自付差額特材品項屬「全民健康保

率達54%）。

險藥物給付項目」之一部分，爰應依健

經評估結果顯示，自付差額的塗

保法第41條第2項規定，提經共擬會議

藥支架與健保全額給付的裸金屬

討論同意後，再依同法第45條第3項規

支架之價差，在英國為小於300

定，提健保會討論。

英鎊（約新台幣14,700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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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全民健康保險年度總額對給付項目調整之處理原則

壹、背景說明
依總額支付制度之設計，健保經費規劃及分配，第一層為政策與經費擬訂，屬主管機關衛福
部權責（健保法第60條）；第二層為分配，屬健保會權責（健保法第61條）；第三層為擬訂「醫
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細項分配，屬健保署權責（健保
法第41條及第42條）。
為避免總額支付制度實施後，影響新醫療科技之引進，每年度協議訂定之總額，均含有「新
醫療科技（包括新增診療項目、新藥及新特材等）」等項目之預算。惟依二代健保總檢討報告，
各方對於「新醫療科技」之預算及其執行面，若無明確規範與共識，則醫界會因擔心點值而抗拒
新醫療科技之引進，乃是必然，長期而言，不但影響我國醫療體系之發展，更影響民眾之權益。
因此，建立年度總額對給付項目調整之處理機制，有其必要性。

貳、運作原則
一、調整給付項目所需年度財源，涉及財務平衡者，應於擬訂報院總額範圍時預為安置。
二、主管機關交付協定總額時，給付項目調整之政策宜具體明確。
三、保險人研提之給付項目調整方案，應有整體規劃及經費預估。
四、健保會依政策目標及健保署或各總額部門所提給付項目調整方案，進行總額協定分配。
五、依總額核（協）定事項落實與管控給付項目之調整。
六、總額核（協）定給付相關計畫執行結果之檢討。

參、作業流程
細部之作業流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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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年度總額對給付項目調整之作業原則與流程
作業原則

時程

負責單位

作業流程

1. 主管機關擬訂年度總額
範圍：針對涉及財務平
衡者，應預為安置調整
給付項目所需財源

1～3月

2. 主管機關交付健保會協
定年度總額及其分配方
式：應交付供協商遵循
之具體明確給付項目調
整政策

7～8月

衛福部

交議「年度總額協定案」時，宜一併提示具體明
確之給付相關政策及財務影響，供後續協商遵循。
原由政府負擔轉由健保給付之服務需有相關法源
依據及財務規劃。

3. 保險人研提年度給付項
目調整方案：涉及財務
平衡者，應整體規劃方
案（草案）內容及預估
所須經費

8～9月

健保署

(1) 依循政策目標及民眾需求，針對擬新增之給付
項目或擬調整之給付內容，提出包裹式之預算
需求，納入各部門總額協商方案之「新醫療科
技」或「其他醫療服務利用密集度之改變」項
下，送健保會協商。
①引進新醫療科技：
A. 醫療服務：
依目前之推估方式，將擬新增之給付項
目（含包裹支付特材之項目）、擬調整
之給付內容及所估列預算，納入「新醫
療科技」協商因素項目。
B. 藥物（含新增品項及新增品項於 5 年內
之給付內容調整）：
依目前之推估模式（新藥及新特材納入
給付 5 年內及新增品項於 5 年內調整給
付內容之實際費用影響），估計新藥物
下年度所增加預算，納入「新醫療科技」
協商因素項目。
②健保已給付 5 年以上藥物品項之給付內容
調整：
A. 對於財務衝擊較大之給付內容調整品項，
彙整共同擬訂會議之結論，納入年度總額
協商考量。至於財務影響小之品項，建議
共同擬訂會議可優先通過，以利時效。
B. 本項之財務影響，可考慮納入「其他醫
療服務利用密集度之改變」反映。
(2) 應併提「資源配置及財務平衡方案」，包含擬
新增項目或給付內容調整之財務試算（含新舊
藥品替代率、其他替代效應等）、各項目之給
付優先順序，及可用財源（如：調降藥物支付
價格、取消不具效益之給付項目等相關節流措
施之效益），以利總額協商之順利進行。

衛福部
(1) 應先確定政策目標。
（健保署） (2) 為達目標而需配合調整（增修訂）給付項目或
給付內容之經費，涉及財務平衡者，一律納入
估算，且預估試算應盡量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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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原則

時程

負責單位

作業流程

4. 健保會協議訂定年度總
額：依政策目標及健保
署或各總額部門所擬給
付項目調整方案，進行
協定分配

8～9月

健保會

(1) 依主管機關交付之總額範圍及政策目標，並就
健保署及各總額部門所擬給付項目調整方案，
考量付費能力及過去執行成果，協議訂定該年
度「新醫療科技」及「其他醫療服務利用密集
度之改變」等項目之相關預算。
(2) 明立總額協定事項，以利落實執行。

5. 保險人依總額核（協）
定事項，落實與管控給
付項目之調整

全年

健保署

(1) 各部門總額經核定後，對新增給付項目及調整
給付內容之預算，應確依核定事項執行，並於
實施前 1 年年底說明擬調整之規劃或項目與作
業時程，若未於時程內導入，則扣減該額度。
(2) 考量資源有限，對新增或調整之給付項目與內
容，依健保法第 42 條精神，善用醫療科技評
估工具，並考量人體健康、醫療倫理、醫療成
本效益及保險財務，排定納入健保給付之優先
順序。
(3) 於共同擬訂會議討論增修訂給付項目與內容
時，宜逐步建立各項目之費用影響及整體財務
監測模式，以利後續之執行與管控。其增、修
訂後，若經評估確實對點值影響顯著，且其影
響不可歸責於該總額部門，則可於次年協商時
提出，納入協商因素考量。
(4) 對於因考量財務衝擊未及納入給付與調整給付
內容之品項，可排入下年度競爭預算，對財務
影響較大者，須提報衛福部規劃下年度總額範
圍時參考。

6. 給付相關計畫執行結果
之檢討

全年

健保署
健保會

(1) 定期提報「新醫療科技」及「其他醫療服務利
用密集度之改變」項目之執行情形及其財務影
響評估：
①將共同擬訂會議通過之新增品項與調整之給
付內容及其財務影響等，列入例行之業務執
行報告，每半年（1、7 月）提報。（依健
保會 103 年 2 月份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②於協商下年度總額前（7 月），提報當年度
及過去 5 年新增給付項目與調整給付內容之
執行情形及其財務影響。（參照健保會 102
年 8 月份委員會議決定事項辦理）
(2) 執行成果納入下年度總額協商參考，若未符核
定事項，則須予檢討、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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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健保署同意後提請討論之自付差額特材品項基本資料
項目

基本資料

1. 自付差額品項 名稱：“曲克＂利弗爾周邊血管支架
許可證字號：衛署醫器輸字第 021253 號
核准日期：99/7/15
功能類別：治療淺股動脈狹窄之塗藥裝置
2. 國內外上市日
期與價格

國家
（稅率）

上市日期

我國

2011

英國
（20%）

2011

德國
（7%）

2011

瑞士
（8%）

2011

義大利
（4%）

2011

支架尺寸（mm）
直徑

5/6/7/8

5/6/7/8

5/6/7/8

國家

-

63,000（含稅）

40/60/80

英鎊 1,522.5

76,140（未稅）

100

英鎊 1,848

92,418（未稅）

120

英鎊 2,032.8

101,660（未稅）

40/60/80

歐元 1,225

49,417（未稅）

100

歐元 1,485

59,905（未稅）

120

歐元 1,639

66,177（未稅）

40/60/80

瑞郎 2,490

83,340（未稅）

100/120

瑞郎 2,740

91,708（未稅）

歐元 2,000

80,680（未稅）

40

美元 2,075

63,018（未稅）

60

美元 2,595

78,810（未稅）

80/100

美元 3,115

94,603（未稅）

40

美元 1,995

60,588（未稅）

60

美元 2,495

75,773（未稅）

80/100

美元 2,995

90,958（未稅）

所有尺寸

2012
8

3. 其它國家保險
給付情形

台幣
（元）

所有尺寸

6/7
美國
（各州不同）

長度

外幣
（訂價未含稅）

保險給付情形

日本

給付日幣 229,000（NTD66,410）。

澳洲

給付澳幣 2400（NTD65,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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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基本資料

4. 健保全額給付 全額給付特材名稱：“曲克＂麗而服福雷斯血管支架
類似功能特材 許可證字號：衛署醫器輸字第 021466 號
品項與價格
核准日期：99/9/15
功能類別：淺股動脈血管支架（20：140mm）
全額給付價格：28,773 點
5. 本品項民眾自 健保給付上限：28,773 點
付差額之額度 民眾自付差額額度：63,000（廠商建議價）－ 28,773 ＝ 34,227 元
6. 本品項與「健
保全額給付類
似功能特材品
項」之差距

比較項目

健保全額給付
類似功能品項
（裸支架）

本自付差額品項
（塗藥支架）

用途
設計用來治療動脈硬化狹 適用 於 治療膝上股膕動脈 的症狀性血管病
（適應症） 窄症，及重新進行管道導 變，但該動脈需有 4 至 9 mm 的參考血管直
通後但又完全閉合者；可 徑。為避免累及股總動脈，支架的近端必須
放置於淺股動脈（SFA） 置於股淺動脈起始部位以下至少 1 cm 處；
及膝上股膕動脈。主要針 為避免累及膝下膕動脈，支架的遠端必須置
對 血 管 提 供 機 械 性 的 支 於股骨上髁平面以上位置。
撐，使血管內之血流能穩
定持續供應。
相對效果
（療效）

治療一年後之血管通暢率
裸支架：塗藥支架＝ 72.9%：90.2%（P < 0.01）
治療兩年後之血管通暢率
裸支架：塗藥支架＝ 64.1%：83.4%（P < 0.01）

相對風險 1. 未搜尋到裸支架及塗藥支架之直接安全性試驗比較，但有搜尋到塗藥
（安全性）
支架與血管整形術 PTA（含有 / 無置放裸金屬支架）之安全性試驗比
較，其結果如下：
(1) 治療一年後之無事件存活率（EFS）
血管整形術：塗藥支架＝ 83.9%：90.4%（P ＝ 0.01）
(2) 治療一年後之血管重建率（TLR）
血管整形術：塗藥支架＝ 16.1%：9.5%（P ＝ 0.04）
試驗結果支持塗藥支架在安全性的表現符合安全性指標。
2. 以支架斷裂率而言，使用裸支架及塗藥支架，兩者斷裂率相同，故此
部分風險相當。
7. 同意將本品項 依健保署所訂「全民健康保險辦理自付差額特殊材料之作業原則」，本品較相同用途
列入自付差額 且健保已納入全額給付之既有特材，有下列附加之功能或效果之一，且價格昂貴經認
特材之理由
定無法納入全額給付者：
■增加耐久性：相較於健保已給付裸金屬支架（淺股動脈支架），本案特材能增加術
後血管通暢率及降低在原本病灶處再次施行介入性治療之機率，可增
加耐久性並改善病人生活品質。
□增加病人使用方便性：
□有利於監控病情：
□增加與特定設備或儀器之相容性：
□因客製化而增加美觀或舒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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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2～104年提健保會討論之自付差額特材品項
廠商申請品項

健保署同意理由

健保會討論結果

公告生效日期

耐久性生物組織心臟瓣 較健保全額給付的豬 103 年第 1 次委員會議（103.1.24）
膜－牛心瓣膜
心瓣膜，有較長的置 1. 依 健 保 署 提 供 的 醫 療 科 技 評 估 報
（用途：心臟瓣膜置換 換年限。
告， 牛 心 瓣 膜 的 相 對 療 效 與 安 全
病人）
性， 優 於 健 保 已 全 額 給 付 的 豬 心
瓣膜。
2. 為利保險對象在享有基本給付外，
能同時增加自我選擇的權益，多數
委員不反對本案。

103.6.1

耐久性生物組織心臟瓣 健保全額給付的豬心 103 年第 2 次委員會議（103.2.21）
膜－牛心瓣膜與豬心包 瓣膜，耐用及抗鈣化 1. 本 特 材 與 牛 心 瓣 膜 屬 類 似 功 能 品
膜支架
效果佳。
項，委員不反對本案。
（用途：心臟瓣膜置換
2. 多數委員認為建議價格過高，在維
病人）
護與增加民眾自我選擇權益，及廠
商若可降價之前提下，支持本案。

103.6.1

調控式腦積水引流系統 較健保全額給付的定 103 第 12 次委員會議（103.12.26）
（用途：水腦病人，調 壓 式 腦 積 水 引 流 特 1. 本特材相較現行健保已全額給付的
品項，價格差距達 8 倍以上，但效
節腦室壓力）
材，具可調節壓力裝
置，可減少過度引流
益似不明確。
等併發症。
2. 建議日後健保署提案時，應檢附嚴
謹的醫療科技評估報告。

104.6.1

104 第 4 次委員會議（104.5.22）
自付差額特殊材料品項，屬健保藥物
給付項目之一部分，建議依健保法第
41 條規定，先提經藥物共同擬訂會議
討論同意後，再提健保會討論。

105.5.1

周邊血管塗藥裝置
（用途：治療周邊血管
阻塞疾病，改善病人間
歇跛行、疼痛症狀）

較健保全額給付特
材，可改善血管重建
術的通暢率，增加耐
久性。

104 第 11 次委員會議（104.12.25）
考量該特材手術後的血管通暢率及免
於再次開刀（血管重建）比率均較健
保已給付的特材高，耐久性較佳，爰
同意納入自付差額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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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強
 化監理業務，奠立保險
基石

5,713.25億元（成長率2.12%）；
保險成本為5,226.01億元（成長率
3.30%），保險收支結餘487.24億元。

業務現況
健保會除依據健保法施行細則的規定，監

加計102年底安全準備餘額745.82億

理健保署年度預、決算備查案及按月提報健保

元後，累計安全準備餘額為1,233.06

業務情形外，鑒於二代健保實施後，不論在財

億元，約當2.85個月保險給付。

源籌措或醫療支出等制度，都有結構性改革，

以二代健保財務新制實施第2年觀

為建構更宏觀、前瞻性的監理模式，自103年

之，實際執行結果優於健保署財務收支

起乃建置「全民健康保險監理架構與指標」，

概估，若未來在制度上未有重大變革，

請健保署定期提報監測結果。

保險收支結餘至106年底前尚能維持正

此外，基於醫療資源有限，錢應花在刀
口上，所以委員十分關心總額協定後各項計

數。
（二）105年度預算報告

畫/方案的執行，是否達到原預期要求；而對

1. 保 險 收 支 ： 1 0 5 年 度 保 險 收 入 為

於社會關注的健保議題，及規劃中的健保政

5,989.64億元（成長率-6.56%），

策或法規修訂案，基於監理立場，也會要求

保險成本5,675.19億元（成長率

健保署針對特定議題提出專案報告，藉此檢

4.10%），保險收支結餘314.45億

視、分析醫療資源配置的妥適性，並提供後

元。

續改善建議，期透過委員集思廣益，共同策
勵健保業務推展。

執行成果
一、年度預決算之監理

2. 安全準備：105年度保險收支結餘數
加計104年底安全準備餘額2,191.24
億元後，累計安全準備餘額為
2,505.69億元，約當5.34個月保險
給付。

為了解健保財務收支運作情形，健保署依

健保署105年度保險收支預算之估

健保法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於104年3月及4

計基礎，在支出面，係以3.43%推估醫

月份委員會議，就業務計畫及安全準備運用狀

療給付費用成長率，惟依衛福部日前

況，提送「103年度決算報告」及「105年度

「105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

預算報告」備查案，並獲委員會議同意。

總額範圍」會議資料，105年度總額成

（一）103年度決算報告

長率低推估值已超過4.00%；而和收入

1. 保 險 收 支 ： 1 0 3 年 度 保 險 收 入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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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以0.39%推估，惟依國發會「中華民

101～103年間超過24小時比率介於

國2014至2061年人口推計」，其成長

2.93%～3.03%之間，104年上半年略

率僅0.14%。因此，105年度保險收支

有改善（降為2.82%），惟仍需持續

結餘及安全準備餘額之推估數，似有支

關注急診的處理效率問題。委員建議

出低估、收入高估情況。

健保署應積極訂定個別醫院的管控指
標（如急診滯留超過24小時比率高於

二、監理指標之監測
健保會所建置的監理架構與監理指標，

15%醫院等），以利針對滯留情形較
嚴重的醫院加強管控。

係以宏觀、前瞻性的方式監理健保業務，其

2. 效率構面－「癌末病人生前6個月每

包含「效率」、「醫療品質」、「效果」、

人申報費用」指標：101～103年每

「公平」及「財務」等5大構面，計27項指標

人申報費用介於36.8～37.9萬點之

（各構面分別包含8項、6項、3項、4項及6項

間，委員建議健保署進一步分析有、

指標）。健保署依各指標的監測時程（季、半

無接受安寧緩和療護的利用情形，或

年、年）提報監測結果，以利即時監控（指標

生前6個月所接受的服務型態（安寧

監測結果摘要如附件）。

病房、一般急性或慢性病房、安寧居

（一）監測結果

家療護），及其住院天數分布等，以

宏觀性指標呈現的是全國性資料，

了解癌末病人醫療費用的影響因素。

相較個別醫院的院內指標，變化不大，

3. 醫療品質構面－「糖尿病醫療給付改

主要觀察其趨勢變化。整體而言，「財

善方案的照護率」指標：依據國內研

務」構面的6項指標，呈現穩健趨勢；

究結果，糖尿病醫療給付改善方案可

「效果」構面的3項指標表現均呈正

提供病患即時、有效的門診照護，

向，其中「孕產婦死亡率」下降，「民

可避免住院，及減少不必要的醫療支

眾對醫療院所之醫療品質滿意度」上

出，並提升病患的生活品質。藉此指

升；至於「效率」、「醫療品質」、

標可瞭解照護方案的涵蓋率。101～

「公平」等構面的18項指標，多數指

104年照護率呈現穩定成長趨勢，委

標未有大幅波動，就須進一步探究的指

員期待健保署能持續擴大照護範圍。

標說明如下：

4. 公平構面－「自付差額特材占率」指

1. 效率構面－「急診病人留置急診室

標：以102～104年結果觀之，不論

超過24小時比率」指標：該指標係

整體或各類別項目（如新功能之人工

評估醫院對急診病人的處理效率。

心律調節器、塗藥或特殊塗層血管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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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特殊材質人工髖關節、特殊功能

力下，於104年7月編製「全民健康保

人工水晶體等），自付差額特材占率

險監理指標監測結果報告書」（下稱監

均呈現逐年增加趨勢，表示民眾自行

測結果報告書），報告內容分為：前言

負擔的金額增加，未來占率達一定程

（簡介）、指標之監理意涵與結果報告

度時（如超過50%、60%），則須檢

（依指標構面分別專章敘述）、監測結

討納為全額給付項目的必要性。

果報表、操作型定義等四部分。除呈現

（二）編製「全民健康保險監理指標監測結果
報告書」
監理指標建置初期，係以觀察趨勢
變化為主，而為使其發揮監理健保業務
的效果，依104年3、4月份委員會議的
決定，在健保會幕僚與健保署的共同努

27項監理指標的監測結果外，並提供
指標建置前6年（97～102年）的歷史
資料報表，未來將每年編製，藉此觀察
各指標的歷年趨勢，以利長期監理。
（三）研修監理指標
監理指標訂於103年5月，健保署
定期提報監測結果時，委員提出諸多改
善建議。幕僚經彙整委員意見，並與健
保署會商後，研擬監理指標修正草案，
提經104年12月份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如附錄九），本次共計修訂11項指
標如表3-12，摘述如下：
1. 修訂指標名稱、計算方式，計6項，
其中2項須於年度監測結果報告書加
強分析。
2. 維持指標名稱及計算方式，惟須於
年度監測結果報告書加強分析，計
2項。
3. 配合ICD-10-CM/PCS實施，修訂指
標的診斷編碼，計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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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2
構面

全民健康保險監理指標修訂重點

︵一︶效率

監理指標

本次修訂重點

1.1 急性一般病床平均住院天數（整體及
各層級）

■修訂指標名稱及計算方式
於「年度監測結果報告書」增列各層級醫院
最大值、最小值、標準差資料

1.2 急診病人留置急診室超過 24 小時比率
（整體及各層級）

□維持指標名稱及計算方式
於「年度監測結果報告書」增列檢傷分類
「1」、「2」、「3」級資料

1.3 癌末病人生前 6 個月每人申報醫療費
用點數下降比率

■修訂指標名稱及計算方式
於「年度監測結果報告書」增列每人醫療費
用，及「有」、「無」接受安寧療護資料

1.4 高診次保險對象輔導後就醫次數下降
未修正
比率
1.5 區域醫院以上初級門診照護率

▲配合 ICD-10-CM/PCS 實施，修訂診斷碼

1.6 各層級醫療院所醫院服務量占率

■修訂指標名稱及計算方式

1.7 西醫基層與醫院門診服務病人數、件
未修正
數占率
1.8 藥品費用占率

未修正

2.1 手術傷口感染率

▲配合 ICD-10-CM/PCS 實施，修訂診斷碼

2.2 急性心肌梗塞死亡率（排除轉院個案） ▲配合 ICD-10-CM/PCS 實施，修訂診斷碼
︵二︶醫療品質

2.3 糖尿病醫療給付改善方案品質支付服
■修訂指標名稱及計算方式
務之照護率
2.4 照護連續性

未修正

2.5 醫院病床數（整體、六分區及醫院各
■修訂指標計算方式
層級）
2.6 護理人力指標－急性病房全日平均護
■修訂指標名稱
病比占率分布

︵三︶效果

3.1 未滿月新生兒死亡率

未修正

3.2 孕產婦死亡率

未修正

3.3 民眾對醫療院所整體醫療品質滿意度
未修正
（各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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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四︶公平

監理指標

本次修訂重點

4.1 以鄉鎮市區發展程度，觀察最高與最
低兩組醫師人力之比值（各部門）

□維持指標名稱及計算方式
於「年度監測結果報告書」增列最高與最低
兩組每萬人口醫師數資料

4.2 一般地區 / 醫療資源不足地區 / 山地
未修正
離島地區之就醫率（各部門）
4.3 家庭自付醫療保健費用比率（整體及
未修正
各部門）
4.4 自付差額特材占率（整體及各類別項目） 未修正
5.1 保險收支餘絀實際數、預估數及兩者
未修正
之差異率

︵五︶財務

5.2 安全準備總額折合保險給付支出月數

未修正

5.3 健保費成長率與 GDP 成長率比值

未修正

5.4 全民健保醫療支出占 GDP 比率

未修正

5.5 國民醫療保健支出占 GDP 比率

未修正

5.6 資金運用收益率

未修正

三、重要議題之專案監理
健保會委員除致力完成年度總額協商、費
率審議等法定業務外，也十分關心總額協定後
各項重要計畫或方案的執行情形，對於社會關
注的健保議題、主管機關擬進行的健保政策或
法規修訂，也會加以深究，並提供改善建言，
104年專案監理事項如下：
（一）安排專題報告，強化監理效能
配合年度工作計畫時程及業務需
要，安排健保署進行專題報告如表
3-13，使在業務監理的面向發揮更大
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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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3

104年重要監理議題專題報告一覽表
主 題

時程

1.「罕見疾病、血友病藥費及新增罕見疾病特材」費用成長合理性分析之檢討報告

4月

2. 藥價調整對病患權益影響及各層級醫療院所產生藥價差百分比之評估報告

4月

3.「提升住院護理照護品質計畫」之支付方式及護理人力指標監測結果

5月

4. 健保代位求償執行情形與成效報告

6月

5. 各部門總額需保障或鼓勵服務，採點值保障方式之合宜性探討及改善方案

6月

6. 新醫療科技項目對財務之影響評估及替代效應

7月

7.104 年度各部門總額協定事項重要計畫之執行情形（含「鼓勵醫療院所即時查詢病患就
醫資訊措施」之執行效益與經費使用情形報告）

7月

8.「全民健康保險藥品費用分配比率目標制」試辦方案之評估與檢討

7月

9.104 年 627 八仙樂園粉塵暴燃事件醫療費用之後續執行方式及與新北市政府協商之情形
報告

8月

10. 研修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重點

8月

11. 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45 條再研修案

9月

12.「『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 11、12、18 條修正草案」研議報告

10 月

13. 自付差額特殊材料品項開放半年後之檢討改善報告

5、12 月

14. 自付差額特殊材料品項整體檢討改善報告

（二）各項專案監理之成果
1. 「鼓勵醫療院所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

12 月

該方案於103年3月14日公告實施，
期穩健逐步推動，因此於上半年優先

訊措施」之執行效益

鼓勵醫院層級申辦，下半年（103年

早期透過健保IC卡查詢病患就醫資訊

7月14日公告）再將診所及藥局納入

較為緩慢且資訊不足，健保署為鼓勵

適用對象；並於103年12月31日再次

醫療院所即時查詢病患的就醫資料，

修訂計畫，除延續103年方式外，為

以避免重複醫療、浪費資源，於總

推動「健康存摺」，增加收載「檢驗

額協商時提出「鼓勵醫療院所即時查

檢查結果」及「出院病歷摘要」等資

詢病患就醫資訊措施」方案，委員於

料，以利醫師參考，做好民眾的健康

103、104年度均同意編列22億元預

管理。

算，以運用於支付醫事服務機構的網

協商105年度總額時，經檢討103、

路月租費、相關系統開發，及獎勵院

104年度預算執行率雖不高，但考量

所上傳重要檢查、檢驗結果、雲端查

強化健保資訊系統是邁向雲端的重要

詢藥歷等。

基礎建設，有必要續編預算以持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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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改革，配合健保署實際預算執行

不足，已成為近幾年社會關注的焦

情形，預算調整為11億元，若來年計

點，若未謀求改善之道，恐影響醫療

畫擴展迅速，再予增編。

品質。

委員十分關心方案的執行情形，除請

為改善護理人力配置、提升住院護

健保署於104年7月份委員會議報告

理照護品質，醫院總額自98年起編

執行情形外，並於多次會議針對方案

列「提升住院護理照護品質方案」

的辦理進度及雲端藥歷的推動表達關

專款，98～103年共編列91.65億

切。截至104年2月底，區域級以上

元；104年移列至一般服務，成長率

醫院申辦率已達100%，診所22%，

0.568%（20億元），並滾入基期，

藥局26%，大幅擴充院所頻寬；雲端

即每年總額均包含此筆預算。為使預

藥歷查詢量為103年的7.5倍，診間

算投入能達到實質改善護理人力，減

查詢病歷資料平均回應秒數縮短為

輕護理人員工作負荷的目標，健保會

11秒，104年第1～3季扣除藥價調

乃於104年度總額協商要求預算支付

整效益後，減少非必要處方藥費計

方式「應依護病比訂定」，並應訂定

78.28億元。

「護理人力相關監理指標」，請健保

2. 提升住院護理照護品質

署於104年6月前提經健保會同意後

統計資料顯示台灣護理人員的培育，

動支預算。

並不匱乏，但執業率偏低，護理人力

健保署經邀集醫界與護理團體討論
後，各方對支付方式用於「調升住院
護理費支付點數」及「依護病比加成
給付」的意見不同，健保署乃將醫院
協會、護理全聯會意見及折衷方案等
3案（表3-14）併提報健保會104年5
月份委員會議，委員考量護理全聯會
所提方案依護病比加成之比率較高，
基於改善護理勞動條件，多數支持護
理全聯會方案。該案經健保署報衛福
部裁示後採護理全聯會方案，並於
104年8月21日發布修正調升病房費
之護理費支付點數及加成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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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4

住院護理費調整方案

版本
比率

護理全聯會方案

醫院協會方案

折衷方案

6%
（約增加 7.05 億點）

10%
（約增加 11.76 億點）

8%
（約增加 9.40 億點）

依全日平均護病比之加
9 ～ 11%
成比率
（約增加 12.13 億點）

5 ～ 7%
（約增加 7.85 億點）

7 ～ 9%
（約增加 10.03 億點）

項目
提升支付點數之調幅

有關護理人力指標，健保署並依據

升醫療品質。惟在實務運作下，各總

衛福部103年12月18日訂定的醫院評

額部門的分配方式各不相同，104年

鑑護理人力指標定義，於「護理人

評核會議的專家學者認為，品保款

力監理指標」提報「急性病房全日平

的核發應實質用於鼓勵品質優良的院

均護病比」監測結果資料，104年護

所，而不應均分，人人有獎；並認為

病比較103年改善，例如104年1～11

核發的院所家數比率以50%較佳，因

月護病比小於8（表示護理人力較充

此認為中醫門診、西醫基層及醫院總

足）的醫院占率：醫學中心、區域醫

額部門品保款的分配方案，仍有改善

院、地區醫院分別為49.7%、84%、

空間。

95.7%；相較103年的40%、23%、

此外，評核專家學者也建議以證據醫

49%，占率均有提升。

學（evidence-based medicine）

3. 品質保證保留款分配方式之檢討

為基礎，並以具有鑑別度的品質指標

總額實施後，為確保民眾就醫品質，

做為分配依據，以善用現有的指標

衛生署（衛福部前身）訂有各部門總

庫，例如衛福部健康服務品質政策辦

額品質確保方案，明訂品質監控及獎

公室所發展的指標，以3～5年為期

懲辦法。健保會於每年總額協商前，

程，逐步達成提升品質的實質效益。

均會召開評核會議，邀請專家學者就

105年度總額協商時，委員從善如

各部門品質確保方案及總額的執行成

流，將上開專家學者的建議納入總額

果進行評核，對評核結果優良的部門

協定事項，並於105 年度總額及其分

酌加獎勵預算。

配公告，要求各部門總額應於105年

健保會104年5月份委員會議決議，

3月底前將「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

要求各部門「品質保證保留款」（下

案」內容提經健保會同意後始得動支

稱品保款）的金額應全數用於鼓勵提

預算，並於同年7月總額執行成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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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暨評核會議時提報前一年度的執行

如：三同政策（同成分、同品質及同

成果。

價格）會否導致價格過低而影響藥品

4. 自付差額特殊材料品項之年度檢討
目前健保自付差額特材共8類（義

藥問題，影響病患用藥權益，乃陸續

肢、新增功能類別人工心律調節器、

請健保署於104年7月份委員會議提

塗藥或特殊塗層血管支架、陶瓷人工

報「藥品費用分配比率目標制初步結

髖關節、特殊功能人工水晶體、金屬

果及檢討」，於12月份委員會議就

對金屬介面人工髖關節、耐久性生物

「全民健保藥價政策短、中、長程之

組織心臟瓣膜、調控式腦室腹腔引流

改善方案（包括對策、規劃時程及預

系統），健保署針對其中2類（特殊

期效益）」進行專案報告，督促該署

功能人工水晶體、塗藥或特殊塗層血

提出確保健保給付藥品品質的相關機

管支架）訂有「自付差額上限」，由

制，並針對藥品品質與缺藥問題研擬

於有無訂定「自付差額上限」攸關民

配套措施。

眾自付費用的高低，因此委員十分關

為積極處理民眾對國產藥品品質的疑

切其實務運作情形。

慮，委員並於105年度總額中編列相

健保署依健保會前所訂「討論自付

關預算，請健保署委託食藥署以外

差額特材案之作業流程」，於104年

的機關團體，抽驗健保給付的藥品品

12月份委員會議定期提報年度檢討

質，以檢測「學名藥」與「原廠藥」

結果，委員建議該署針對所有自付差

兩者藥效是否具有相同水準，期維持

額的特材品項，均應逐步研訂、檢討

保險給付藥品應有品質，讓民眾安心

其上限金額，且該上限宜保有彈性，

用藥。

以隨時因應實務需要，可據以調整，

6. 藥價差資訊透明化之探討

期減少自付差額特材與健保全額給付

健保會藥師公會代表委員因擔憂藥價

特材間的價格差距，減少民眾財務負

差情形日趨惡化，認為相關資訊應朝

擔。另對自付差額品項訂定改列全額

透明化方向，乃於104年6月份委員

給付的條件、對收費高於該署所訂上

會議提案建議公布各層級醫療院所的

限金額的院所，應有更積極作為等建

藥價差。多數委員考量該案有深入探

議，提供該署作為後續檢討改善之

討的必要，因此交付由各方委員代表

依循。

組成的專案小組（成員有：提案人、

5. 健保給付藥品品質之監督
本會委員關注健保藥品訂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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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差公開相關事宜。專案小組經充分

對第三人有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保險事

討論後，獲致結論：請健保署於12月

故，健保署於提供保險給付後，得代

前提報擬公開的藥價差資料及相關配

位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

套措施，以利社會各界正確解讀；並

由於請求賠償的金額，與健保財務息

持續蒐集各相關團體的意見，以避免

息相關，因此，委員十分關心健保署

資訊公開而影響或破壞藥品相關產銷

代位求償的執行情形與成效，爰請

結構或機制。前述結論經提7月份委

健保署於104年5月份委員會議進行

員會議續議，獲致共識並請健保署依

「健保代位求償執行情形與成效報

之辦理。

告」專案報告（因時間因素延至6月

對於是否公開藥價差相關資訊，經健

提報）。依資料顯示，歷年因汽車交

保署函請藥業公協會表示意見，各該

通事故而衍生的代位求償案件，係由

團體均建議不宜貿然公布可能涉及商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彙整強制

業機密的藥價差資訊。考量藥價差相

險理賠結案資料予健保署，採批次方

關議題極為複雜，有多項不確定因素

式作業，可大幅降低行政成本。87～

待釐清，健保署爰建議暫不公開。

103年汽車交通事故代位求償金額共

7. 強化監督健保代位求償之執行情形

計312億元如表3-15，對挹注健保財
務具有相當程度助益。

健保法第95條規定，保險對象發生

表3-15

87～103年健保汽車交通事故代位求償案件彙整表
單位：件；億元

年度

87 ～ 98

99

100

101

102

103

合計

件數

589,171

95,852

109,256

120,190

119,319

121,425

1,155,213

金額

174.44

24.87

27.23

30.07

30.25

25.20

312.06

資料來源：健保會 104 年第 5 次委員會議「健保代位求償執行情形與成效報告」專案報告。

至於眾所關切的八仙樂園粉塵暴燃事件，

該2家公司分別表示，須待法律責任及受害人

健保署已依健保法第95條等相關規定，就提

賠償數額明確後，再依法辦理。故該署另行

供保險給付起1個月內（104年6月27日至7月

委任律師於104年12月30日向法院遞交民事起

26日止）的醫療費用包含門、住診共計4億

訴狀，針對該2家保險公司及事故相關第三人

3,633萬3,492元（已扣除部分負擔），向肇事

等，進行後續代位求償訴訟。

者投保之泰安、蘇黎世產險公司代位求償。惟

69

中華民國
104年版

全民健康保險會 第三章 104年度重點業務及執行成果

附件

全民健保業務監理指標監測結果摘要

構面

監理指標

提報
時程

監理重點

1. 急性病床平均住院
天 數（ 整 體 及 各
層級）

半年

2. 急診病人留置急診
室超過 24 小時比
率（ 整 體 及 各 層
級）

104 年最新
監測值（註）

︵一︶效率

101

102

103

院所營運效
率 / 國際比
較

7.81

7.79

7.72

7.60

半年

急診照護效
率

2.96%

2.93%

3.03%

2.82%

3. 癌 末 病 人 生 前 6
個月每人申報醫
療費用點數

半年

資源運用適
當性 / 觀察
整體趨勢

36.8 萬點

4. 高診次保險對象輔
導後就醫次數下
降比率

年

資源利用之
管控結果

-

22%

18%

尚無資料

半年

觀察急重症
資源是否偏
重於投入初
級照護

17.90%

17.41%

17.03%

16.26%

42.69%

42.48%

42.59%

42.69%

40.14%

40.34%

40.54%

40.43%

17.17%

17.19%

16.87%

16.88%

人數 基層 92.10%
占率 醫院 59.55%

91.85%

91.88%

81.03%

59.26%

59.71%

48.54%

件數 基層 67.01%
占率 醫院 32.99%

66.35%

66.21%

63.57%

33.65%

33.79%

36.43%

25.11%

26.15%

26.13%

26.00%

5. 區域醫院以上初級
門診照護率

6. 各層級醫院服務量
占率

7. 西醫基層與醫院門
診 服 務 病 人 數、
件數占率

8. 藥品費用占率

70

過去 3 年資料

季

季

半年

醫學中心
資源分配及
層級醫院間 區域醫院
之發展
地區醫院

就醫變動性

藥品使用情
形

37.9 萬點 37.9 萬點 尚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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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提報
時程

監理重點

1. 手術傷口感染率

半年

2. 急性心肌梗塞死亡
率（ 排 除 轉 院 個
案）
3. 糖尿病品質支付服
務之照護率

監理指標

︵二︶醫療品質

4. 照護連續性

5. 醫 院 病 床 數（ 整
體、 六 分 區 及 醫
院各層級）

過去 3 年資料

104 年最新
監測值（註）

101

102

103

住院照護安
全性

1.23%

1.38%

1.37%

1.33%

半年

觀察急性照
護品質之整
體趨勢

13.38%

12.73%

11.42%

6.67%

半年

評估門診照
護之品質

33.94%

35.06%

38.48%

41.29%
（1-3 季）

年

評估整合性
連續照護之
品質

0.400

0.404

0.403

0.405
（1-11 月）

半年

健保病床之
供給情形

104,904
（9 月）

健保病床 106,169 105,511 104,818
25,114

差額病床

25,022

25,185
（9 月）

25,126

104年1-11月全日平均護病比占率分布
醫中
6. 護理人力指標－急
性病房全日平均
護病比占率分布

半年

護理人力之
供給情形

區域

護病比 占率
<8

地區

護病比

占率

護病比

占率

< 11

84.0%

< 14

95.7%

49.7%

8.0-8.4 30.4% 11.0-11.4 5.6% 14.0-14.4 1.6%
8.5-8.9 10.1% 11.5-11.9 4.6% 14.5-14.9 1.3%
≧9

1. 未滿月新生兒死亡
率
︵三︶效果

2. 孕產婦死亡率

3. 民眾對醫療院所整
體醫療品質滿意
度（各部門）

9.8%

≧ 12

5.8%

≧ 15.0

1.5%

年

醫藥進步情
形 / 國際比
較

2.3‰

2.4‰

2.2‰

尚無資料

年

衛生保健成
效 / 國際比
較

8.5 0/0000

9.2 0/0000

6.6 0/0000

尚無資料

年

民眾就醫整
體感受

醫院

82.4%

81.5%

86.1%

基層

86.7%

87.3%

90.3%

牙醫

86.7%

89.1%

91.0%

中醫

85.1%

85.8%

87.5%

尚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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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理指標

1. 以鄉鎮市區發展程
度，觀察最高與最
低兩組醫師人力
之比值（各部門）

︵四︶公平
︵五︶財務

72

2. 一般地區 / 醫療資
源不足地區 / 山地
離島地區之就醫
率（各部門）

提報
時程

年

年

人力供給之
公平性

醫療利用之
公平性

3. 家庭自付醫療保健
費用比率

年

民眾自費負
擔趨勢

4. 自付差額特材占率
（整體）

半年

民眾自付醫
材差額之升
降趨勢

1. 保險收支餘絀實際
數、 預 估 數 及 兩
者之差異率

季

過去 3 年資料

監理重點

收支餘絀預
估之準確性

101

102

103

整體

7.12

7.47

7.29

醫院

58.81

59.93

54.83

基層

1.99

2.13

2.07

牙醫

11.66

11.79

12.07

中醫

12.04

11.21

10.90

ㄧ般 53.04%

52.71%

52.83%

醫院 醫缺 54.66%

54.86%

54.37%

離島 59.43%

59.10%

59.13%

ㄧ般 82.85%

82.44%

82.55%

基層 醫缺 83.91%

83.35%

83.38%

離島 85.84%

85.79%

85.8%

ㄧ般 43.93%

44.85%

45.2%

牙醫 醫缺 28.81%

30.46%

30.52%

離島 40.17%

41.12%

41.19%

ㄧ般 29.26%

28.87%

28.82%

中醫 醫缺 17.58%

17.80%

17.27%

離島 23.96%

24.33%

24.34%

整體

36.06%

0.0274%

104 年最新
監測值（註）

尚無資料

尚無資料

35.81% 尚無資料 尚無資料

0.0329% 0.0341%

0.0363%

實際

-

535.81
億元

513.94
億元

560.50
億元

預估

-

594.42
億元

399.13
億元

500.71
億元

差異

-

-9.86%

11.94%
28.76% （全年預估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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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過去 3 年資料

104 年最新
監測值（註）

︵五︶財務

提報
時程

監理重點

2. 安全準備總額折合
保險給付支出月數

季

保險之安全
準備是否在
法定範圍內

0.52

2.24

4.05

5.15
（全年預估
值）

3. 健 保 費 成 長 率 與
GDP 成長率比值

年

保費成長趨
勢

1.09

2.64

0.50

1.26

4. 全民健保醫療支出
占 GDP 比率

年

健保支出成
長趨勢

3.57%

3.60%

3.50%

尚無資料

年

醫療保健支
出水準 / 國
際比較

6.63%

6.61%

季

資金管理效
率

監理指標

5. 國民醫療保健支出
占 GDP 比率

6. 資金運用收益率

101

0.77%

102

0.68%

103

尚無資料 尚無資料

0.66%

0.74%
（全年預估
值）

註：104 年最新監測值，若提報時程為「半年」之指標，呈現「104 年上半年」資料；「季呈現」之指標，呈現「104
年第 3 季」資料，或另行標示。
資料來源：健保會 105 年 2 月份委員會議「全民健康保險業務監理指標之監測結果報告」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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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供政策與法規諮詢意
提
見，興革健保業務

運用，健保法第72條規定，為減少無
效醫療等不當耗用健保資源的情形，健
保署須擬訂年度抑制資源不當耗用改善

業務現況

方案，提健保會討論，並參酌委員建議

健保會是二代健保為順應「擴大社會參

修訂方案後，報衛福部核定實施。

與」的世界潮流，所設立的健保重要事務溝通

健保署所擬訂「105年度抑制資源

平台，依健保法第5條，保險政策、法規之研

不當耗用改善方案（草案）」，除延續

究與諮詢為健保會應辦事項之一，所以衛福

推動104年度的策略方法外，新增的改

部、健保署對涉及多數民眾權益的健保政策或

善層面包括保險對象、健保署、醫事服

法規，會希望透過此各方代表所組成的溝通平

務機構等三面向（如下），希望透過三

台，諮詢其意見，使所訂的政策、法規更加周

方共同努力，減少不必要的浪費：

延、完善。相對地，健保會委員是來自社會各

1. 保險對象：合理使用保險資源，包括

界的代表，基於職責，也希望在此平台為大眾

強化民眾珍惜健保資源的觀念，及引

發聲，提供健保各項重要政策的相關建言，作

導正確的就醫習慣與行為。

為政府部門推動政策、制訂法規的參考，使健
保會的功能得以充分發揮。
此外，健保法也規定經保險人（健保署）
同意的自付差額特殊材料品項（第45條），

2. 健保署：提供合理公平給付，促進醫
療品質及效率，包括持續改革支付制
度、減少無效醫療的耗用、合理管控
藥費及強化違規查處機制等。

保險人所擬訂抑制資源不當耗用改善方案（第

3. 醫事服務機構：善用醫療資源、提供

72條）、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報財務報告辦

合宜治療，包括減少不必要的高耗用

法（第73條），保險人及保險醫療服務機構

醫療、提供多重疾病整合照護，及透

應公開之醫療品質資訊辦法（第74條）等，

過即時資訊查詢避免重複醫療等。

須提健保會討論，以蒐集各方意見，擴大社會
參與健保事務的層面。

針對健保署所提方案，健保會經充
分討論後，予以尊重。惟為期周延，委
員提出「提高雲端藥歷系統之上傳率及

執行成果

時效」、「加強宣導民眾對安寧療護之

一、依法送健保會討論事項
（一）「抑制資源不當耗用改善方案」之討論
（第72條）
健保資源有限，爰應做最有效率的

74

認知，及尊重醫療專業與遵從醫囑」、
「教育課程納入健保重要措施」及「對
相關管控措施設定例外處理原則」等建
議。健保署依健保會意見修訂方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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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衛福部，衛福部並於105年1月5日核

二代健保為強化健保財務來源，

定，「105年全民健康保險抑制資源不

加重政府對健保的財務責任，於健保法

當耗用改善方案」如附錄十。

第3條明定政府應負擔健保總經費之下

（二）「醫療品質資訊公開辦法」之討論（第
74條）

限比率，規定略以：「政府每年度負
擔本保險之總經費，不得少於『每年

為讓健保醫療品質資訊更為公開透

度保險經費扣除法定收入後金額之的

明，健保署依健保法第74條規定，自

36%』」。健保會委員基於健保財務監

102年起，擬訂「醫療品質資訊公開辦

理職責，對政府應負擔健保總經費不足

法」，並於103年修訂部分指標，提健

法定下限（36%）的預算撥列情形，保

保會討論後，報衛福部核定發布。

持密切關注。

健保署為配合國發會104年所訂

依健保署103年5月份及6月份提報

「虛擬世界發展法規調適規劃方案」

的業務執行報告，顯示102年安全準備

中，強化網路公民參與機制之目標，建

提列數及103年1～5月份保費收入，大

議「全民健康保險醫療品質資訊公開辦

幅減列112.26億元及127.79億元。經委

法」第5條，有關醫療品質資訊公開途

員關切，健保署說明係因主計總處對政

徑的「舉行記者會或說明會」部分，增

府應負擔健保總經費法定下限（36%）

列「說明會可結合網際網路參與方式進

的核算方式與衛福部不同，依該總處的

行」，以增加公民參與管道，強化多元

核算方式，其撥補的差額低於健保署，

參與機制。

乃將金額減列。

健保署將上開修正辦法草案提104

基於監理健保財務職責，委員認為

年7月份委員會議討論，委員予以尊

須釐清主計總處與衛福部核算方式的差

重，經該署報衛福部於104年10月15日

異，乃請健保署於103年8月份委員會

修正發布「全民健康保險醫療品質資訊

議說明。依其說明，雙方主要差異在於

公開辦法」，新增第5條第2項「前項

提列安全準備數，主計總處係引用健保

第三款說明會得結合網際網路參與方式

法第78條規定，以「維持1個月安全準

進行」（附錄十一）。

備」為計算基礎；而衛福部則依健保法
第76條，將「年度保險收支結餘全數

二、對財務興革之建議事項
（一）釐清政府負擔健保總經費不足法定下限
（36%）差額之計算疑義

提列為安全準備」。
整理兩種核算方式之引用法條、計
算基礎、安全準備提列數如表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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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6

主計總處與衛福部核算政府應負擔健保總經費法定下限之方式比較表

項目

主計總處

衛福部

引用法條

• 健保法第 2 條
• 健保法第 3 條
• 健保法第 78 條

• 健保法第 3 條第 1 項
• 健保法第 2 條第 5 款
• 健保法第 76 條

計算基礎

以保險支出面計算：
政府負擔不足法定 36% 之差額
＝ 36%×（保險給付支出＋增列之安全準
備－法定收入）－政府應負擔保險費（一
般及補充保險費）

以保險收入面計算：
政府負擔不足法定 36% 之差額
＝ [（ 一 般 保 險 費 ＋ 補 充 保 險 費 ）
×36% －政府補助之保險費－政府為雇主
之保險費 ]÷64%

以提足 1 個月安全準備為基準，計算當期 年度保險收支結餘全部提列為安全準備
應提列（增列） 應增列之安全準備。（若當年底安全準備
之安全準備
餘額逾 1 個月保險給付支出，不予增列安
全準備）
資料來源：健保會 103 年 8 月份委員會議資料。

由於兩種核算方式計算的金額差距

「政府應負擔全民健康險總經費不足

甚大，委員遂於103年9月份委員會議

36%部分」的計算方式，建請衛福部

提出「有關健保署與主計總處核算全民

轉陳行政院參酌。

健康保險法規定政府負擔36%比率見解

衛福部乃於103年9月23日及10月

不同」臨時討論案，並決議：

16日將健保會意見陳報行政院。在未

1. 法律之解釋權責按理屬於該管主管機

有結論前，委員持續關注本案，並於

關，本案源自健保法之援引，爰建請

104年1月份委員會議，請健保署在核

由衛福部回歸立法意旨，妥為解釋及

算方式見解未確定前，於業務執行報告

處理。

呈現兩種方式之財務分析結果。

2. 健保會絕大多數委員認同健保署對

表3-17

主計總處與衛福部核算政府應負擔健保總經費法定下限差異表
單位：億元

年度

主計總處

衛福部

差異數

102

237.41

429.99

192.57

103

212.56

509.92

297.36

差異數合計
資料來源：健保署 104 年 5 月份全民健康保險業務執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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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爭議經行政院召集衛福部、主計
總處及相關單位就法制面進行多次研商
後，達成下列共識：

算中。
（二）健保法施行細則第45條之修正案
依上開共識第2點，衛福部基於健

1. 政府應負擔健保法法定下限差額之計

保法第3條「政府每年度負擔全民健康

算方式，「尊重全民健保主管機關

保險總經費不得少於每年度保險經費扣

（衛福部）對健保的法令解釋權及計

除法定收入後金額之36%」規定，於文

算方式」；即於計算各年度政府應負

義並未限定計入政府負擔數之範圍，毋

擔之保險經費時，「將當年度結餘全

須於施行細則更為規範為由，於104年

數列入安全準備之計算基礎」。

7月21日預告「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

2. 依健保法第3條規定「政府每年度負
擔本保險之總經費，不得少於每年

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擬刪除健保法
施行細則第45條。

度保險經費扣除法定收入後金額之

健保會委員持不同看法，認為刪

36%」。就其文義並未限定計入政府

除後將使計入本法第3條政府每年度負

負擔數之範圍，而實務上，政府除依

擔健保總經費36%的項目無所依據，而

健保法規定負擔保險費外，尚依其他

有擴大解釋計入政府負擔健保總經費認

規定提供保險費補助，應檢討健保法

列範圍之虞，乃於104年7月份委員會

施行細則之相關規定，「將中央政府

議，由25位委員共同連署，建請衛福

於健保收入面已實質負擔之保險費列

部對104年7月21日預告修正之健保法

入政府負擔數，自104年度起實施，

施行細則部分條文案，應暫不包括第

並請衛福部配合修正健保法施行細則

45條之刪除。理由如下：

第45條規定」。

1. 依健保法第5條，保險政策、法規之

3. 行政院另請主計總處會同衛福部，依

研究與諮詢、保險業務之監理等，都

前開原則重新計算本案預算不足數金

是本會應辦事項。尤其健保法施行細

額，並依政府財政狀況分年撥補。

則第45條更涉及健保財務、保險對象

經依上述原則，健保署重新核算
102～104年之「政府應負擔健保法法

等之權益，爰其修正應先提經本會討
論，才符程序正義。

定下限差額」，預算編列數計不足627

2. 若刪除健保法施行細則第45條，將

億元（其中104年為預估數），將由

擴大解釋本法第3條政府每年度負擔

主計總處分4年攤還，每年撥補157億

健保總經費36%之計算內涵，例如納

元，並由衛福部自105年起編列於預

入屬社會福利之保費補助等，且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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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增加被保險人及投保單位之財務負

法施行細則重點」專案報告，報告中指

擔，有失衡平性。

出，若將9項中央政府依其他法令規定

3. 政府負擔健保總經費下限（36%）計

補助的健保費72億元（如表3-18，過去

算內涵之修訂，應先有詳細數據資料

均計為非政府負擔），納入政府負擔健

及認列範圍，並據以通盤檢討評估，

保總經費的計算範圍，政府負擔尚可進

以求周延性。

一步減少約41億元，合計104年度總影

衛福部鑑於委員仍有疑慮，乃於8

響金額約112億元。

月份委員會議提出「研修全民健康保險

表3-18

中央政府依其他法令規定補助的健保費
單位：億元
104 年度金額 (P)

相關法令規定

1. 原住民健保費

5.51

原住民基本法、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原住民全民
健康保險保險費實施要點

2. 65 歲以上離島地區居民健保費

1.30

離島建設條例

3. 70 歲以上中低收入老人健保費

6.11

老人福利法、老人參加全民健康保險無力負擔費
用補助辦法

4. 中低收入戶 18 歲以下兒少健
保費

9.54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兒童及少年醫療
補助辦法

5. 中低收入戶健保費

6.25

社會救助法

6. 中重度身心障礙者健保費

32.77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身心障礙者參加社會保
險保險費補助辦法

7. 失業被保險人及其眷屬健保費

0.31

就業保險法、失業被保險人及其眷屬全民健康保
險保險費補助辦法

8. 受僱者（勞工身分）保險費育
嬰留職停薪期間繼續參加社會
保險應由政府補助之全民健康
保險費

6.37

性別工作平等法

9. 經濟弱勢者健保費

3.84

菸害防制法、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及運作辦法

項目

合

計

72.00

資料來源：健保會 104 年 8 月份委員會議「研修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重點報告」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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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上開報告，委員表達反對之

於衛福部預告修正健保法施行細則第

意，並認為：不宜逕行刪除第45條條

45條時，多次提出反對意見，惟主管

文，因其將使本法第3條政府每年度負

機關仍於104年12月15日修正發布，並

擔健保總經費36%的計算內涵無所規

追溯自104年1月1日施行，委員深感痛

範，形同空白授權，並有擴大解釋之虞

心遺憾，並表達以下意見，籲請行政

（如納入社會福利支出），不利健保財

院、衛福部應負起政府該盡責任。

務之穩健發展；建議先檢視擬納入健保

1. 堅決反對藉由修正健保法施行細則第

總經費36%之計列項目，再將合理的項

45條，將屬於社會福利支出之項目，

目納入第45條條文，以求周延完備。

納入政府負擔健保總經費法定下限

104年9月份委員會議，衛福部復
提「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45條

36%之認列範圍，以減輕政府必須負
擔之財務責任。

再研修案」，參酌委員意見，將施行細

2. 上開條文於104年12月15日修正發

則第45條條文予以保留，並將行政院

布，卻溯自104年1月1日施行，已違

研商共識納入第45條修正條文，惟因

反法律「不溯及既往」之原則，請應

9月份委員會議須優先協商105年度總

依法行政，以為民表率。

額，時間因素不及討論，爰請委員於會
後提供書面意見回復衛福部，結果計7
位反對、2位無意見、1位支持。

（三）菸品健康福利捐
菸品健康福利捐係希望將所徵收
的費用，應用於防治菸害造成的相關疾

衛福部12月15日發布「全民健康

病，因此「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及運

保險施行細則」修正條文後，委員旋即

作辦法」規定分配一定百分比，挹注

於12月份委員會議提出臨時提案，並

健保安全準備，99～103年分配金額如

獲致下列共識，送請衛福部參酌：為維

表3-19。

護健保財務制度之健全與穩定，健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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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9

99～103年菸品健康福利捐挹注健保安全準備金額
單位：億元

年

挹注安全準備金額

99

239.67

100

241.79

101

238.62

102

247.75

103

229.24

104

209.26

合計

1406.33

資料來源：健保署網頁（http：//www.nhi.gov.tw， 主題專區→菸害及菸捐，歷年來菸品健康福利捐補助健保安
全準備，105 年 3 月）。

衛福部為配合長期照顧服務法之

修法案時，未考慮健保財務永續，則未

制定公布，籌措長照發展資源，於104

來將不排除於審議健保費率時提出調降

年8月20日預告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

之議」。

予健保安全準備比率，由70%調整為

80

（四）補充保險費

50%。健保署於8月份委員會議提報該

二代健保的核心價值為「公平、

調整案，預估每年健保收入將減少66

效率、品質」，由於個人綜合所得約有

億元，因目前尚未有足夠證據顯示分配

60%來自經常性薪資，健保費若僅依經

予健保的預算已達菸害所引起的醫療費

常性薪資計徵，忽略其他所得，恐怕造

用額度，爰委員一致反對將分配予健保

成民眾負擔不公平的現象。因此，二代

安全準備之比率，由70%調降為50%；

健保財務改革的重點之一為擴大保險費

並提出下列意見：「健保會為求健保財

計費基礎，針對經常性薪資以外的6項

務穩健，及考量社會環境變遷，於審議

所得，收取補充保險費，以減緩費率調

保險費率時，即使安全準備總額相當於

升壓力、強化量能負擔，儘量拉近所得

3個月以上的保險給付支出，都不輕言

相同者的保費負擔，使計費基礎更趨公

調降保險費率。惟若衛福部於研議各項

平，其收繳情形如表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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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0

102～104年補充保險費收繳情形
單位：億元

項目

投保單位
（雇主）負擔

獎金

102 年

200.07

39.93

24.79

7.63

89.18

13.87

28.29

403.76

103 年

217.72

47.92

23.10

7.90

116.29

24.98

29.50

467.42

104 年
1-10 月

199.04

44.51

13.87

6.07

80.54

20.52

23.70

388.25

保費年

非所屬投保單位 執行業務
股利所得 利息所得 租金收入
給付之薪資所得 收入

合計

備註：部分資料因尾數四捨五入關係，致總數與細數之間，容有未能完全吻合情況。
資料來源：健保署 104 年 12 月份全民健康保險業務執行報告。

由上表，二代健保實施後補充保費

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

每年約400餘億元，財源穩定。衛福部

法」，並自105年1月1日施行，預估將

鑑於健保財務較過去良好，各界期盼能

使健保收入每年減少約42億元。

有讓民眾負擔的補充保費減輕的措施，
乃於104年10月15日發布修正「全民健

三、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醫療費用之處理

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部

台灣近2年內發生2起重大的公共安全事

分條文，自105年1月1日起，全面放寬

件，前有103年7月31日高雄石化氣爆事件，

（包含股利、利息、租金及執行業務收

後有104年6月27日八仙樂園粉塵暴燃事件。

入等4項）補充保險費扣費標準，其單

事件發生後，透過健保署、新北市政府、醫

筆扣費門檻，由5千元提高至2萬元。

療機構即時動員及充分合作，使燒燙傷病患

委員基於健保政策、法規之研究及

得以獲得完善的醫療照顧，截至105年1月，

諮詢為健保會法定權責，於10月份委

因粉塵暴燃受傷患者計499人，15人死亡，死

員會議提出「保險費率之調整，應併同

亡率3.1％，台灣在處理此次意外事件所展現

費基進行整體性規劃與考量，爰對『衛

的高存活率，贏得來訪的美國約翰霍普金斯

生福利部宣布放寬利息、股利、租金及

（Johns Hopkins）大學燒燙傷中心醫療團隊

執行業務收入等之補充保險費，單筆扣

稱讚「很值得國外學習」。

費下限一律由5千元提高到2萬元』乙

對於第一線投入救援、醫治的醫療院所而

項片面式調整，認為有違公平性、合理

言，足夠的預算是不可或缺的後援。我國健保

性，爰表達一致反對之立場」，相關意

採總額支付制度，整體預算於前1年就已事先

見並陳報衛福部參考。

框定，而對於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等非預期風險

衛福部仍於12月2日公告修正「全

所增加的預算，須有處理機制。健保會自102

81

中華民國
104年版

全民健康保險會 第三章 104年度重點業務及執行成果

年成立以來，為因應非預期風險所衍生的醫

健保署於8月份委員會議，報告八仙樂園

療費用，於協商103、104年度總額時，均於

粉塵暴燃事件醫療費用之後續執行方式，及與

「其他預算」編列「其他預期政策改變及調節

新北市政府協商的情形，並說明將於總額「其

非預期風險所需經費」項目，各年經費為10

他預算」項下之「提升急性後期照護品質試辦

億元，以支應非預期風險所衍生的醫療費用，

計畫」項目，新增「燒燙傷急性後期整合照護

並針對其經費訂有適用範圍及動支程序（如附

試辦計畫」，以提供此次意外事件499名患者

件）。為支應103年高雄石化氣爆事件，即曾

的後續照護，包括醫療急性期至後續復健所需

動用該項預算，支應意外發生後起算6個月各

醫療費用。104年6～11月份，八仙樂園粉塵

分區因該起事件所衍生的醫療費用。

暴燃事件的申報醫療費用約7.17億元；代新

104年八仙樂園粉塵暴燃事件發生後，

北市政府墊付「非健保給付醫療費用」部分

健保署即循103年高雄石化氣爆事件的前例，

計1.29億元，新北市政府已於104年11月12

提健保會7月份委員會議討論動支該項預算。

日全數歸墊。

因為燒燙傷病患眾多，委員除同意動支104年
「其他預期政策改變及調節非預
期風險所需經費」8.2億元（扣
除其他前已議定用途之預算）支
應外，也擔心健保預算是否足夠
的問題，因此，建請相關權責機
關積極爭取行政院第二預備金，
新北市政府善款、代位求償相關
經費。至於健保署代新北市政府
墊付「非健保給付醫療費用」
（如自行負擔、病房差額、未納
入健保給付的醫療費用等），後
續新北市政府歸墊的情形，委員
也十分關切，因此請健保署針對
預算的執行方式（包含使用對
象、撥款方式、支用期程等），
提出專案報告，並說明與新北市
政府協商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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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其他預期政策改變及調節非預期風險所需經費」項目之適用
範圍與動支程序
第 1 屆 103 年第 11 次委員會議（103.11.28）通過

一、適用範圍：
（一）屬「其他預期政策改變」：
1. 年度中其他預期之全民健康保險法（下稱健保法）及相關法規、政策修訂，其新增費用
不在協定時的各部門總額涵蓋範圍，如新增醫藥分業地區所增加之費用、年度中擴大全
民健保納保範圍等。
2. 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配合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政策推動實施計畫經費
額度不足時之調整（註1）。
（二）屬「非預期風險」：
年度中發生全國（或特定區）之其他不可預期因素，如疾病異常流行、非天災所致之
大型事件等突發性特殊情況，致使民眾醫療需求大幅上升，對該部門整體醫療費用造成顯
著影響（註2）。

二、動支程序：
（一）屬「其他預期政策改變」：
由健保署依適用範圍，提經本會通過後，報請衛福部核定。原列於本項下之「新增
醫藥分業地區所增加之費用」，自92年起皆每年按季撥入總額部門結算，同意健保署逕
行動支。

註1

註2

歷年費協會協定對專款計畫經費超支之處理原則：
(1) 健保署與各總額部門擬訂專款計畫或方案時，已訂定若超過預算，實際服務點數以浮動點值方式處理。
(2) 屬疾病治療處置、用藥之專款，如：慢性 B 型及 C 型肝炎治療計畫、鼓勵器官移植並確保術後追蹤照護品質、
罕見疾病、血友病藥費等，另於其他預算編列額度，以因應不足所需。
(3) 未來若發生專款經費不足，須由各總額內他項經費剩餘款流用時，其經費之動支程序，應依費協會第 170
次委員會議決議，對已協定各項目金額之增減應正式提案，並經總額部門與付費者代表協商。
本項目係用以因應年度中發生特異性、單次性狀況之需，費用不計入次年度總額基期。對於非預期政策改變部
分，考量政策制定有延續性，需預先籌劃及持續執行，爰對政策項目，建議於協商該年度總額時即納入部門總
額協商考量，則協定之預算將列入基期，以敷政策持續推動之需。若不及事先納入協商，則可於實施之當年度，
協商次年度總額時，併入考量，爰未將其列為「非預期風險」。

83

中華民國
104年版

全民健康保險會 第三章 104年度重點業務及執行成果

1. 屬已協定項目，經費額度已定，但執行時發生經費不足：於執行年度尚未結束前，推估
全年經費將不足時，提案至本會報告其實施情形、成效、經費需求及預算不足之因應方
式等。
2. 協商時已列為將實施之政策，但實施日期及經費額度未定：於政策實施前，提案至本會
報告該政策實施方式、預估影響、經費需求等（註3）。
（二）屬「非預期風險」：
1. 提案前審議：
由總額部門與健保署共同評估，確定其對總額影響顯著，且其影響不可歸責於該總額
部門。
考量「非預期風險」範圍廣泛、無特定標的，建議於實施一段期間，累積經驗及共
識後，再逐步建立明確之指標。初期建議可參用之指標如下，需符合三項評估指標
之任一：
(1) 不可預期因素影響致使部門總額該季全署預估平均點值在0.9以下，且較去年同季點
值下降幅度＞5%以上。
(2) 不可預期因素影響致使該部門一般服務之該季醫療費用點數成長率＞（當年度醫療
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5%）以上。
(3) 不可預期因素屬非天災所致之大型事件（為非屬健保法第52條事件，並經主管機關
認定之案件），且該事件發生後，前2個月之預估醫療費用達該地區當年季平均總額
預算之0.3%以上。
2. 提案及處理程序：
由總額部門、健保署或本會委員正式提案，並提供前述評估內容與相關數據（含不可歸
責於總額部門之評估資料），供本會討論議定，結果如下：
(1) 不同意動支：結案。
(2) 同意動支且額度明確：確定及進行後續事宜。
(3) 同意動支但額度無法確定：召開協商會議，由健保署會同相關總額部門先協商草擬
處理方式建議案，交由本會全體委員進行協商。
3. 協定、核定與執行：
協商會議結論提經本會通過後，報請衛福部核定，相關執行細節及結算事宜，請健保署
會同總額部門議定。
註3

84

對協商時已知將實施之政策，但實施日期未定，且非屬單一部門總額涵蓋範圍者，建議健保署於協商時，能列
在「其他預期政策改變」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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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會 第四章 未來展望

第四章
未來展望
全民健保是台灣民眾極為寶貴的資產，其

式提出改善建議，俾使該會運作更為精進、順

能否永續，仰賴制度設計及運作是否紮實、穩

暢，並透過所建構的「總額協定分配、費率審

健，相關運作包含財源籌措、給付範圍，及醫

議及給付範圍審議三者扣連之運作機制」（含

療支付等，各細部機制環環相扣、互為連動，

運作模式、各權責單位之作業時程等），促使

也因涉及層面廣泛，很多改善措施無法一步到

健保財務更趨穩健，健保制度更加可長可久。

位，仍須持續檢討，往革新方向推動，才能精
益求精。未來健保會也將朝下列方向戮力推
動，促使健保制度更加周全：

二、強化地區預算分配方式，均衡各區
醫療資源
錢跟著人走、漸進增加地區預算分配公

88

一、建構整合全民健保總額協定分配、

式中的「人口占率」參數，以減緩衝擊，為衛

給付範圍審議及費率審議之財務收

福部所交付的地區預算分配政策。牙醫門診總

支連動機制

額部門於95年已達100%依人口分配，中醫門

健保會自運作第1年起，均依法協議訂定

診、西醫基層、醫院等總額部門之人口占率，

總額及審議健保署就協定總額所提出之保險費

進展較為緩慢，104年人口占率分別為7%、

率，並建立相關的作業模式。考量給付範圍審

65%、46%（醫院門診）、41%（住院）。每

議雖屬本會法定業務，只是現行健保財務尚

年討論地區預算分配案時，中醫部門代表屢表

佳，尚未有須配合調整的審議案；另二代健保

達增加人口占率有其實務困難，西醫基層部門

總檢討報告亦要求建立整合式的財務收支連動

代表則對分配公式內涵有意見，而醫院內部對

機制，因此，如何整合費率審議、給付範圍審

人口占率是否前進亦難獲致共識。

議及總額協定分配三者，使有良好互動並強化

104年討論105年度各部門總額地區預算

其扣連機制，俾運作更為順暢，實應先未雨

分配案時，幾經折衝，中醫與西醫基層部門

綢繆。

代表，勉強同意人口占率增加1%，而醫院部

為建立整合式收支連動下之財務平衡機

門則因考量全面導入DRGs（疾病診斷關聯

制，105年擬委辦「建構整合全民健保總額協

群），恐對各層級醫院住院醫療服務及費用

定分配、給付範圍審議及費率審議之財務收支

產生重大影響，故分配方式同意沿用104年。

連動機制」計畫，期能就健保會現行的運作方

另於討論西醫基層總額地區預算分配時，獲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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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請衛福部相關單位及健保署，透過委託研

聚焦於該評核年度之亮點項目等。

究或召開專家學者會議方式，嘗試研提各部門

考量評核會議已行諸多年，有必要進行檢

總額以『錢跟著人走』分配地區預算之較適方

討。因此，105年健保會將與健保署共同研商

案，期作為未來分配地區預算參考」之附帶決

上開建議事項，以為革新。此外，包括評核面

議。為此，健保會將召開座談會，邀集專家學

向、評核指標、評核方式等，未來也將系統性

者、醫院、西醫基層、中醫、牙醫等總額部門

地深入檢討，期能發揮評核會議之效益。

相關團體，及健保署、社保司等單位，共同研
議，期能獲致兼顧各區醫療需求與實務，並為
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與付費者代表均能接受
的地區預算分配方式，供未來參用。

四、建置健保會討論自付差額特材案審
核表，維護保險對象權益
二代健保實施後，健保會已完成3項自付
差額特材案的討論，其中2項並分別於103、

三、持續精進評核會議之辦理方式

104年公告實施。104年委員為增進自付差額

「總額執行成果評核會議」是總額協商

議案討論的效率，針對前訂定「健保會討論自

的前哨戰，期藉由專家學者及各界共同檢視總

付差額特材案之作業流程」、「特材品項基本

額執行績效，並提供建言，以利年度總額協

資料檢核表」等，提出應予研修之建議，期於

商時，能納入更多具建設性的意見。105年評

會前蒐集更多適用資料，以利討論。這部分將

核會議中，專家學者提出諸多改善建議，例

由幕僚會同健保署研商後，擬具修訂草案，新

如：評核重點宜呼應一般服務項目與專款計畫

增如：「資料完備」、「程序完備」、「保障

之預算占比（95%：5%），並配合調整報告

被保險人基本使用權益」等檢核項目，將於委

內容；各總額部門與健保署的報告，若具一致

員會議確定後，作為日後討論自付差額議案時

性之項目（如滿意度調查結果、各區醫師數

依循。

等），建議由健保署統一提報；各總額部門則

89

期許：
一、教育民眾預防勝於治療
及主動杜絕醫療浪費。
二、澈底消除藥價黑洞，讓
藥價合理化，以保障消
費者用藥安全和療效。
三、繼續協助醫療院所提升
醫療品質暨健全醫療服
務體系。
展望：落實公平正義；全民
健康；世界大同。

健 保 資 源 愈 來 愈 龐 大，
各方利益角力不斷，必引來政
治力介入，為各方利益護航剝
奪，實非人民之福社會之益，
有賴公正智慧抗壓主事者和社
會賢達人士的堅持正義公益之
心，共謀健保體制健全發展，
為國家社會人民謀求多方共贏
福祉。

何語

趙銘圓

健保與醫療崩壞已是事
實，健保會應善盡法定權責。
基於監督，特此呼籲衛福部
擔當起落實健保法第 43 條的
責任。

謝武吉
提升健保會議事效率，
強化健保會協商平台的功
能，合理分配資源，落實分
級轉診制度，使醫療體系健
全發展，讓健保永續經營。

謝天仁

健保會是依全民健康保險
法所成立之委員會，也是各界
可以循正常管道對健保所有議
題表示意見的最佳方式，期許
政府單位對於健保業務能夠充
分尊重健保會決議。

林敏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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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保制度守護國人
健康，普獲國際好評，然由於
社會環境變遷、人口老化及國
家財政日益窘困等衝擊，期許
健保會能運作順暢，為全民把
關，落實醫療資源，使健保制
度更符合社會期待，為國人健
康謀福祉，並能永續經營。

陳平基
牙醫門診總額執行至今已
有 18 年頭，一路走來牙醫界
秉持著照顧民眾口腔健康為目
標，提昇醫療品質宗旨，照顧
弱勢為優先，以同儕制約自主
管理達到總額支付之精神，期
許政府能尊重專業自主，朝向
與世界接軌的醫療環境。

期許滿足民眾醫療需求、
健全健保制度運作及確保醫療
機構生存環境三方面得以平衡
精進及永續。

陳義聰
潘延健

委 員 對 健 保 會 之 期 許 與 展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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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健保會跳脫衛福部
橡皮圖章角色，積極扮演被保
險人與醫界、健保署對話的平
台，克盡監督健保業務之責。

落實健保財務責任
合理資源使用承擔
設計優質支付制度
薪火守護行醫天職
活化資料濟世價值
預防醫療有效共享
完成適當療護心願
歡喜人生使命必達

希望發揮健保會功能，醫
療資源適當分布，醫事人力穩
健發展，謀求民眾最大福祉。

吳玉琴

干文男
善用財務有限的健
保資源，創造民眾最大
的健康福祉。

李永振
希望能夠共同推廣珍惜
健保資源，尤其是醫療暨醫
事人員與民眾的溝通共識，
讓民眾明確的知道，健保是
幫民眾健康的守護，不是無
止盡的付出。

李蜀平

三大期許：
健全新藥引進健保給
付之財務配套、
落實門診部分負擔及
分級醫療轉診
（健保法第 43、44 條）、
總額預算協商改革

蔡明忠

以全民健康為願景，完備
收支連動制度，促成醫病和諧
與良好的醫療環境。

黃偉堯

健保雖然是多元組成，但
是我希望健保會以後將不再是
各個不同族群爭奪利益的健保
會，而是全民的健保會，所有
思考是以“如何讓全民能夠享
受到更好的健保＂為方向。
另外，目前當務之急應是
考慮健保的延續，健保延續是
沒有問題的，但如何讓健保是
朝好的方向延續、繼續保持目
前的品質，則是一個很嚴肅，
也是很嚴峻的問題。

張文龍

至2025年能否收支平
衡？引導醫療照護朝整合、品
質與效率，引導保險對象珍惜
健保資源，挑戰大家的理性與
智慧！

吳肖琪

張煥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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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會第2屆（104年）委員名錄
聘期 104.01.01~105.12.31
屬性

推薦之機關團體

姓名

備註
104.01.01~104.11.05
104.11.06~

理事長

張 賜
李來希

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業務發展委員會主任
委員

莊志強

全國產業總工會

監事會召集人
常務理事

蔡登順
趙銘圓

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

常務理事

干文男

中華民國全國勞工聯盟總會

理事長

侯彩鳳

台灣社會福利總盟

理事長

吳玉琴

中華民國農會

保險部主任

林敏華

中華民國全國漁會

秘書

陳健民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名譽董事長

謝天仁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 *

理事

滕西華

中華民國全國職業總工會 *

副理事長

楊芸蘋

台灣女人連線 *

秘書長

蔡宛芬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常務理事

何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監事會召集人

葉宗義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

財稅研究委員會委員

李永振

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

秘書長

張文龍

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榮譽理事長

李成家

公務預算處專門委員

陳幸敏

被保險人代表

保險付費者代表

中華民國全國公務人員協會

雇主代表

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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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語

104.01.01~104.11.05
104.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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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

推薦之機關團體

職 稱

姓名

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

台灣醫院協會

理事長

楊漢湶

台灣醫院協會

法規委員會委員（台
灣醫學中心協會秘書
長）

潘延健

台灣醫院協會

理事（中華民國區域
醫院協會顧問）

張煥禎

台灣醫院協會

副理事長（台灣社區
醫院協會理事長）

謝武吉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秘書長

蔡明忠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副秘書長

黃啟嘉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長

陳義聰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長

何永成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長

李蜀平

政府機關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副理事長

楊麗珠

國家發展委員會

人力發展處處長

林至美

衛生福利部

社會保險司司長

曲同光

備註

衛生福利部

國立陽明大學衛
生福利研究所教
授
本職

專家學者及公正人士

衛生福利部

國立臺灣大學健
鄭守夏
104.01.01~104.12.31
康政策與管理研
（主任委員）
究所教授
吳肖琪

國立政治大學財
政學系名譽教授

陳聽安

衛生福利部

亞洲大學健康產
業管理學系教授
級專業技術人員

戴桂英

衛生福利部

中央研究院客座
專任教授及經濟
研究所兼任研究
員

羅紀琼

衛生福利部

註：1.「*」為經公開徵求之被保險人代表推薦團體。
2. 聘期自 104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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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104年度大事紀

健保會（下稱本會）第 2 屆 35 位委員，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聘，任期至
1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主任委員續由臺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鄭
教授守夏兼任。

9

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副知「104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一般保險費率奉
行政院核定維持現行之 4.91%」。
召開 104 年 1 月份委員會議。
一、重要報告事項暨決定：
（一）有關委員已在現場得否由代理人代行職權乙節：
依衛福部法規會見解，本會組成及議事辦法第 15 條已有明確規定，
亦即「委員指派代理人出席會議須在『委員未能親自出席』之情況
下為之，若委員親臨會場，即不符得指派代理人之要件」，往後議
事將依此原則辦理。
（二）103 年 12 月份全民健康保險業務執行報告案：

1月

委員之建議如下，請健保署整理相關資料送會：
1. 檢視、評估目前全民健保醫療服務（如：重大傷病、門診透析等）
的利用情形有無改善空間，並研提改善方案。
23

2. 為瞭解目前全民健保安全準備的額度是否足以因應未來人口老化
及少子化的情形，請試算至 2025 年的財務收支狀況（含安全準
備、保險費率等），以利即早因應及規劃相關事項。
3. 為利瞭解健保署與主計總處對核算政府負擔健保總經費 36% 見
解不同產生的差異，請於業務執行報告之「全民健保財務收支分
析表」中，呈現兩種見解之核算結果。
二、重要討論事項暨決議：
（一）推派「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研商議事會議」及「全民健
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之本會代表案：
依規定推派本會代表。
（二）關於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委員之席次，應平均分配並建立透明
遴選機制案（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提案）：
提案所建議之分配方式未獲支持，多數發言委員支持現行組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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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今醫療院所藥品健保價與實際售價之差額，屬於全民健康保險
健保總額之一部分，或屬於獎勵金案（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
提案）：
請健保署擇期提報各層級醫療院所（包含醫學中心、區域醫院、社
區醫院及診所）之藥價差統計資料。
（四）為維護醫療照護體系正常運作，保障民眾就醫權益與品質，應立即
依品質確保方案就平均點值低於百分之五進行檢討及補救機制案
（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提案）：
鑑於本案所提點值補救機制有違總額支付制度之精神、醫院之財務

1月

報告甫公開，而尚待觀察及對特殊案件已有回補機制等，建議本
23

案於趨勢較明朗後再議。若醫院部門經營確有困難，可於協商 105
年度總額時提供相關數據供參。
（五）針對立法院 1 月 22 日三讀通過漁業法第 69 條之 2 修正案，另要
求健保署返還 98 年 1 月 1 日起至該法修法生效日止之已收健保費，
且對欠繳者不再催繳及罰鍰一案，本會應表示反對此一違反保險權
利義務之事，該法通過前之欠費及滯納金仍應依法繳納，已收取之
保費不應返還案（保險付費者代表提案）：
本案雖未獲全數委員同意，但尊重委員對漁業法修正案所表達之反
對意見。
三、專案報告暨決定：
健保署報告「保險對象自付差額特材之實施情形」：
委員所提建議請健保署參酌。

2月

13

依全民健康保險會組成及議事辦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將委員及其指派
之代理人的利益自我揭露資訊，就必要範圍，公開於健保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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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 104 年 3 月份委員會議。
一、重要報告事項暨決定：
（一）訂定本會「104 年度工作計畫」（如第二章第三節附件）。
（二）委員會議之議事作業，經以問卷調查委員意見，取得如下共識，嗣
後將依之辦理：
1. 會議起始時間，維持現行上午 9 點 30 分。
2. 委員座位安排，維持現行依委員代表屬性且固定位置方式。
3. 設定各議案進行時間：討論案 30 分鐘、報告案 20 分鐘；若遇
複雜議案，可酌予延長時間，但以不超過 50% 為原則。
4. 委員於每案之發言，以 3 次為原則。
5. 暫不辦理新任委員說明會，但提供相關書面資料供參，並視委員
需要提供個別說明。
（三）訂定「104 年度各部門總額執行 成果 評核作業方 式」（如附錄
十二）。
（四）其他預算項下之「提升保險人管理效率」預算，健保署將依政府預

3月

算編製程序，於當年度總額協商前即先編列案：
27

請健保署於 105 年度總額協商時，提供編列該項經費所援引法條、
詳細用途，及其與行政經費之區隔、104 年度執行情形等資料供
參酌。
（五）委員對「104 年 1、2 月份全民健康保險業務執行報告」中「表 5-1
全民健保財務收支分析表（權責基礎）」之詢問，請健保署辦理下
列事項：
1. 對政府應負擔健保總經費 36% 乙節，請於財務收支分析表中分
別呈現主計總處與健保署之核算方式，而非僅以備註方式說明兩
者核算後之差異數。
2.102 年度之預算已完成決算程序，惟前於 103 年 6 月份業務執行
報告所呈現當年度兩種核算方式之差異為 158.36 億元，本次於
備註欄所列卻為 192.57 億元，請分析並說明其原因。
二、重要討論事項暨決議：
（一）訂定「全民健康保險年度總額對給付項目調整之處理原則」（如第
三章第三節附件一）。
（二）健保署因高雄市衛生局向該署提出「103 年登革熱疫情嚴峻，建請
由『其他預期政策改變及調節非預期風險所需經費』支應登革熱住
院病患醫療費用案」，而將該案轉提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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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意健保署所提，本案未符合本會前所訂定「『其他預期政策改
變及調節非預期風險所需經費』項目之適用範圍與動支程序」之
「提案前審議」標準。
2. 嗣後若擬動支「其他預期政策改變及調節非預期風險項目所編
經費」，應依程序辦理，並於認定符合評估指標值後，再提本
會討論。
（三）研議以本會名義對外發表意見之議案須符合之條件案（保險付費者
代表提案）：
本會議決事項之對外發布，除依「全民健康保險會組成及議事辦
法」第 14 條規定辦理外，若另有其他認須以本會名義對外說明者，
應提出動議，並取得過半數出席委員之連署，經決議通過後，由主
席或指定人員統一發布。
（四）因應「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 16

3月

條修訂公告，所衍生之醫療費用及預算編列案（保險醫事服務提供
27

者代表提案）：
104 年 2 月 4 日總統令公布之「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
者權益保障條例」第 16 條修正條文，明顯增加「健保給付範圍」
及「保險支出」；而依健保法第 5 條規定，「保險給付範圍之審議」
屬本會權責，但該條例於研修過程並未徵詢本會意見，缺乏程序正
義且不尊重本會法定權限；為免影響全民健保之永續經營，提出如
下建議：
1. 條例修正後，將原由政府負擔之費用轉由全民健保給付，衛福部
應有相對之財務規劃，以利 106 年度總額協商。
2. 未來若有涉及調整保險給付範圍或影響財務平衡之類似修法案，
請衛福部先徵詢本會委員意見，而健保署於得知相關訊息時，亦
應即時、主動於最近之委員會議提報。
三、專案報告暨決定：
健保署報告「全民健康保險業務監理指標」之監測結果：
請參酌委員建議之指標分析方向，並衡酌適用性後，納入下次報告內
容，俾利問題之檢討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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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衛福部依健保法第 60 條規定，於擬訂「105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
費用總額範圍（草案）」後，函送該範圍（草案）諮詢本會委員意見。
召開 104 年 4 月份委員會議。
一、重要報告事項暨決定：
（一）全民健康保險業務監理指標案：
委員之建議，請健保署參酌納入 7 月份須提報之專案報告中；另為
期指標能發揮監理健保業務之效用，請幕僚與健保署編製監測結果
報告（含完整數據報表），並於 12 月份委員會議研提現行監理指
標之增修建議。
（二）政府應負擔全民健康保險總經費法定下限（36%）案：
於行政院未回復核算方式前，請健保署續於各月份業務執行報告，
比照本次格式提列「主計總處與衛福部核算政府應負擔健保總經費
法定下限差異表」。
（三）衛福部諮詢之「105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範圍（草

4月

案）」，委員關切如下重點，提供衛福部參考：
1. 付費者委員意見：
24

(1) 健保法對年度醫療給付費用總額之成長率並未有所謂「低推
估值（非協商因素成長率）」之保障規定，建議主管機關對
年度總額或可研議更周延之規劃方式。
(2) 本草案未考量社會整體經濟環境及付費能力；對經費之估列
並有重複之虞，例如人事成本於非協商、協商（調整）因素
中均予計列。
(3) 總額支付制度已實施十多年，對各項具有成本效益之計畫，
應計算其效益後列為減項。計算年度總額之基期並應扣除減
項所列之費用。
(4) 請醫院代表說明醫療服務成本中，人事成本指標計算數據變
動之原因。
2. 醫事服務提供者委員意見：
(1) 健保總額長期支付不足，歷年來醫事服務機構配合政策推動
所投入之成本遠超過所獲預算，導致點值偏低，應予補足，
以利健全發展。
(2) 研提之相關書面意見，請函轉衛福部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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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來年若仍延用本草案之高、低推估值架構，則設算 105 年度總
額「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所採之指標、指數及權數既已修
訂，即應遵循「至少適用 3 年之原則」，以求穩定。
（四）訂定「105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協商工作計畫及時
程表」。
（五）104 年 3 月份全民健康保險業務執行報告案：
委員所提相關建議，請健保署參酌並按月提供各醫學中心所收治病
人之疾病嚴重度（輕、重症比率）及關床等相關資料。
二、專案報告暨決定：
（一）健保署報告「罕見疾病、血友病藥費及新增罕見疾病特材」費用成
長合理性分析之檢討：

4月

24

肯定該署對血友病凝血因子藥品使用之管理成效，並建議該署將相
關管控措施運用於其他疾病。
（二）健保署提報「藥價調整對病患權益影響及各層級醫療院所產生藥價
差百分比之評估報告」：
1. 藥價調整、藥價差、藥品費用支出目標制等，屬「全民健保藥價
政策」中環環相扣之議題，無法個別處理，必須在整體且全面性
思維下合併考量。
2. 本會前已安排健保署於 7 月份委員會議進行「『全民健康保險
藥品費用分配比率目標制』試辦方案之評估與檢討」專案報告，
請該署併同提出「擬具全民健保藥價政策之問題研析」，並於年
底前研提短、中、長程之改善方案，包括對策、規劃時程及預期
效益等。

29

函報衛福部有關本會委員對「105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範
圍（草案）」諮詢案之意見。
召開 104 年 5 月份委員會議。
一、重要報告事項暨決定：

5月

（一）委員對健保藥品及整合性照護計畫之意見，提供健保署參酌：
22

1. 我國對藥品供應及缺藥處理情況，請在今年之總額評核會議或 7
月份委員會議將提報之藥品相關專案報告中一併說明。
2.「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整合照護試辦計畫」應朝以病人為中
心，提供最佳整合服務方向來規劃。
（二）健保署提供書面「104 年 4 月份全民健康保險業務執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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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討論事項暨決議：
（一）105 年度總額協商架構案：
訂定 105 年度總額協商架構（如附錄五）；另建請衛福部於年底前，
召開「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計算方式」檢討會議，並能利用實
證資料檢視計算方式之合理性，以期 106 年度總額之設算更符合
各界期待。
（二）105 年度總額協商通則案：
訂定 105 年度總額協商通則（如附錄六）；對其討論過程與說明
如下：
1. 本案經依幕僚擬具之草案進行討論，代理主席建議初步結論為：
「除保留下列 3 點外，其餘先通過」。
(1) 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
列為協商減項，但僅減列民眾檢舉及健保署主動查核所發現
之違規案件，不減列總額受託單位或總額相關團體發揮同儕

5月

制約精神而主動舉發之案件。
22

(2) 各部門總額成長率則不得超過行政院核定範圍之上限值。
(3) 健保節流措施之實際效應，應自總額扣除。
2. 在場委員均十分努力就正反意見反覆討論上述 3 點通則，惟一
直未能突破，議案進行至下午 1 時 22 分時，戴委員桂英提出散
會動議，並經羅委員紀琼附議，散會動議成立。
3. 散會動議之處理：
(1) 經在場委員認可，採唱名表決方式處理。
(2) 出席委員計 33 人，經清點現場委員人數為 26 人。
(3) 表決結果：11 人贊成、9 人反對、5 人無意見（主席不參與
表決）。
4. 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之委員認為，依表決結果應散會；付費者
代表之委員則認為，贊成散會人數未超過在場委員之半數（13
人），散會動議未通過，應繼續開會（多數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
之委員離席）。
5. 本案於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之委員離席後，繼續討論，並獲致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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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保署所提「治療淺股動脈狹窄之塗藥裝置－『曲克』利弗爾周邊
血管支架」自付差額特殊材料案：
1. 贊成衛福部社保司之意見，自付差額特殊材料品項，屬「全民健
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之一部分，應依健保法第 41 條第 2 項規
定提經藥物共同擬訂會議討論同意後，再依健保法第 45 條第 3
項規定提本會討論。
2. 委員已提出之建議（如納入性別評估資料），請健保署參酌。
三、專案報告暨決定：
22

5月

健保署報告「提升住院護理照護品質計畫」之支付方式及護理人力指
標監測結果案：
（一）同意 104 年度總額中本項計畫之 20 億元經費，用於「偏鄉醫院加
成」（估約 0.42 億元）及「護病比與健保支付連動之住院護理費
調整」。
（二）「護病比與健保支付連動」之預算，依「調升住院護理費支付點數」
及「全日平均護病比加成」兩項參數分配。對於健保署擬報衛福部
核定之三種連動方案，多數委員支持護理全聯會提出之方案，期有
助於改善護病比，疏解護理人員之工作負荷，進而促成住院護理照
護品質提升之效果。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擇桃園市及台中市舉辦「104 年全民健康

26-27

保險中醫門診總額相關計畫」實地訪查活動，本會蔡委員登順、干委員文
男、侯委員彩鳳、滕委員西華、楊委員芸蘋、蔡委員宛芬、蔡委員明忠、
謝代理委員啟煒（李委員永振代理人）及幕僚人員參加。

2-3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擇宜蘭縣舉辦「104 年全民健康保險西醫醫
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參訪活動，本會干委員文男、張委員賜、莊委
員志強、楊委員麗珠、蔡委員登順、吳委員玉琴、楊委員芸蘋、滕委員西
華、蔡委員明忠、黃委員啟嘉、謝代理委員啟煒（李委員永振代理人）、
林代理委員佩萩（楊委員漢湶代理人）、劉代理委員碧珠（張委員煥禎代
理人）、陳代理委員彥廷（陳委員義聰代理人）及幕僚人員參加。

24-25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擇臺南市、嘉義縣、雲林縣及南投縣舉辦
「104 年牙醫門診總額參訪活動」，本會干委員文男、林委員敏華、吳委
員玉琴、莊委員志強、陳委員聽安、陳委員義聰、楊委員芸蘋、滕委員西
華、蔡委員登順、戴委員桂英、謝代理委員啟煒（李委員永振代理人）及
幕僚人員參加。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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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 104 年 6 月份委員會議。
一、重要報告事項暨決定：
（一）健保署與主計總處核算健保法規定政府負擔 36% 比率見解不同案：
依衛福部社保司之說明，行政院採取尊重主管機關（衛福部）之原
則辦理；至說明中所述「就健保法第 3 條文義並未限定計入政府負
擔數之範圍，…，應檢討健保法施行細則之相關規定，將中央政府
於健保收入面已實質負擔之保險費列入考量」乙節，因後續檢討將
涉及保險收入，屬本會法定之監理業務，請健保署適時提報下列
事項：
1. 檢討健保法施行細則之相關規定後，對諸如政府負擔健保總經費
法定下限（36%）之計入範圍與金額等影響健保財務的部分，均
應研析並提報。
2. 在法定下限計算方式確定前，健保署與主計總處因算法不同所產
26

生差額之撥補情形。
（二）辦理本會委員參訪案：
請幕僚調查委員意見，瞭解有無值得辦理參訪、座談會或其他形式

6月

活動之議題後，提報委員會議。
（三）健保署提供書面「104 年 5 月份全民健康保險業務執行報告」。
二、重要討論事項暨決議：
（一）訂定「105 年度總額協商程序」（如附錄七）。
（二）建議試辦中醫治療「過敏性鼻炎」案（保險付費者代表提案）：
請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及健保署在以實證醫學為基礎之
前提下，依健保法之相關規定，提至健保署相關共同擬訂會議討論；
其中若涉及總額增減者，再納入總額協商考量。
（三）基於保險業務監理，建請健保署於委員會定期按月提供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之門、住診初（次）級照護及下轉等數據資料案（保險醫
事服務提供者代表提案）：
1. 請健保署按月於全民健康保險業務執行報告提供：各層級醫院之
門診初級照護案件數與費用，及急診下轉件數等資料。
2. 個別醫學中心之急診下轉情形，請健保署持續關注並採取必要措
施及定期提報，盡可能提供各層級醫院之門診初級照護檢驗檢查
及藥事服務費與藥費等費用資料。
3. 考量案內其他建議提供之資料，涉及資料可信度及可取得性等因
素，請健保署收集國外其他保險單位之相關統計，作為未來進一
步分析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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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今各醫療院所藥品實際採購價格及健保給付價格資訊不透明，
導致藥價差日趨惡化，嚴重影響全民健康保險之藥品費用，應立
即公布各層級醫療院所之藥價差金額案（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代
表提案）：
考量本案有深入探討之必要，將交由各方委員代表所組成之專案小
組討論藥價差公開相關事宜，於獲致結論後，提下次委員會議續議。
1. 專案小組成員：
(1) 提案人：李委員蜀平。
(2) 醫院代表：潘委員延健、張委員煥禎、謝委員武吉。
(3) 西醫基層代表：蔡委員明忠。
(4) 雇主代表：何委員語（會後商請渠擔任召集人）。
(5) 被保險人代表：謝委員天仁。
(6) 專家學者及公正人士代表：戴委員桂英。
2. 請健保署共同參與專案小組會議，並提供相關說明與資料。
（五）將健保署已執行第六年之高診次者藥事居家照護計畫改列為一般性

6月

常態服務案（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提案）：
26

由於本案涉及已公告總額協定事項之變更，請依循年度總額協商之
相關程序辦理。
（六）健保會應就 104 年 5 月 22 日第 2 屆 104 年第 4 次委員會議討論
事項第二案、第三案與專案報告第一案再行置案討論與報告案（保
險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提案）：
主席裁定：由於提案人蔡委員明忠對本案提出撤案動議，並獲 8 位
連署人同意，爰予撤案。
（七）105 年協商通則案（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提案）：
主席裁定：本案擬變更經議決通過之內容，請依本會會議規範所定
復議案之程序辦理。
三、專案報告暨決定：
（一）健保署報告「健保代位求償執行情形與成效」。
（二）健保署報告「各部門總額需保障或鼓勵服務，採點值保障方式之合
宜性探討及改善方案」：
需保障或鼓勵之醫療服務，以回歸支付標準處理為原則，採點值保
障方式尚非長久之計，應逐步合理調整支付標準並減少保障項目。
請健保署依前開原則辦理，並適時提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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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藥價差專案小組會議」。
多數委員認同「健保資訊之公開」是社會趨勢與潮流，也傾向贊成公開各
層級醫療院所及藥局藥價差百分比，但擔心在未有完整配套措施下即直接
公開藥價差金額，恐對產業結構或藥價政策產生負面影響，以及發生民眾
錯誤解讀之情形。在與會委員充分交換意見後，獲致以下結論：
一、為利整體健保制度之監理，建請健保署在體制內規劃公開藥價差資
料，並定期公開年度各層級醫療院所及藥局藥價差百分比及金額。
20

二、專利期內癌症藥品與罕見疾病藥品影響藥價差之統計，應呈現排除後
之估算資料；另調降藥品價格（縮小藥價差）之節餘，大多應用於新
藥的引進及舊藥的擴大給付範圍，亦應一併呈現及說明。
三、藥價差資訊之公開，須有完整配套措施，例如：公布之數據應註記相
關資訊以免遭致誤解，針對外界可能之疑問事項，應先擬具問題與說
明（Q&A）之說帖，以利社會各界正確解讀。
四、資訊公開應避免藥品相關產銷結構或機制受到影響或破壞。
五、健保署應持續蒐集各層級醫療院所、藥局及藥業九大公協會等相關團

7月

體之意見，作為相關議案討論之參據。
召開 104 年 7 月份委員會議。
一、重要報告事項暨決定：
（一）105 年度各部門總額協商順序案：
抽籤結果，依序為：牙醫部門、西醫基層部門、醫院部門、中醫部
門，其他預算則安排於最後。
（二）104 年 6 月份全民健康保險業務執行報告案：
委員對健保署提出如下意見：
24

1. 自 104 年度起將 9 項政府已實質負擔之保險費，納入「政府應
負擔健保總經費（36%）」之認列範圍，考量其或有適法性問題，
請健保署逐項檢視其合理性，若須修法，請務必周延。
2. 對政府相關單位、醫療院所於八仙樂園粉塵暴燃事件之緊急應變
措施及連日來的辛勞，致上萬分的敬意與謝意。
二、重要討論事項暨決議：
（一）健保署提報 104 年 627 台北八仙樂園粉塵暴燃之醫療費用由 104
年度總額其他預算之「其他預期政策改變及調節非預期風險所需經
費」項目支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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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 年度總額其他預算項下「其他預期政策改變及調節非預期風
險所需經費」之款項，於扣除前已議定支應之項目後，同意用以
支應 104 年 627 八仙樂園粉塵暴燃事件之醫療費用；請健保署
針對預算之後續執行方式（包含使用對象、撥款方式、支用期程
等），於下次委員會議提出專案報告，並說明與新北市政府協商
之情形。
2. 依據健保署之估計，前開款項可動支之預算（約 8.2 億元）恐有
不足，建請相關權責機關能積極爭取行政院第二預備金、新北市
政府之善款、代位求償等相關經費。
（二）現今各醫療院所藥品實際採購價格及健保給付價格資訊不透明，導
致藥價差日趨惡化，嚴重影響全民健康保險之藥品費用，應立即公
布各層級醫療院所之藥價差金額，續請討論案（保險醫事服務提供
者代表提案）：
請健保署依本會前交付「藥價差公開相關事宜」專案小組會議討論
所獲致之如下結論，於 12 月前提報「擬公開之藥價差資料及相關

7月

配套措施」。
24

1. 為利整體健保制度之監理，建請健保署在體制內規劃公開藥價差
資料，並以各層級醫療院所（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
診所）及藥局為類別，定期公開年度藥價差百分比及金額。
2. 專利期內癌症藥品與罕見疾病藥品影響藥價差之統計，應呈現
排除後之估算資料；另調降藥品價格（縮小藥價差）之節餘，
大多應用於新藥的引進及舊藥的擴大給付範圍，亦請一併呈現
及說明。
3. 藥價差資訊之公開，須有完整配套措施，如：公布之數據應註記
相關資訊以免遭致誤解，針對外界可能之疑問事先擬具問題與說
明（Q&A）之說帖，以利社會各界正確解讀。
4. 請健保署持續蒐集各層級醫療院所、藥局及藥業九大公協會等相
關團體之意見，以避免資訊公開而導致藥品相關產銷結構或機制
受到影響或破壞。
（三）健保署所提增修「全民健康保險醫療品質資訊公開辦法」第 5 條條
文（草案）案：
本會無反對意見，請該署依法報主管機關核定發布。
（四）八仙塵爆住院，排擠其他病患，速請整合其他佔床率較低醫院，進
行整合案（保險付費者代表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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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健保署盡速加強推動所研議之「燒燙傷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試辦
計畫」，以提升燒燙傷病人照護之完整性，及整合資源運用之
效率。
2. 委員所提「為疏緩北部收治八仙塵爆病患醫院之壓力，對願意接
受轉至中南部治療者，可考慮自各界捐款中提撥部分金額做為誘
因」之建議，請健保署轉請新北市政府參酌。
（五）衛福部 7 月 21 日於行政院公報刊登預告修正「全民健康保險法施
行細則」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中預告版本欲刪除施行細則第
45 條。此案涉及保險經費內涵比例之變更，對被保險人、投保單
位之權利均有影響，本會基於權責，應立即向衛福部要求暫緩修正
案（保險付費者代表提案）：
基於下列主要理由，建請衛福部對 7 月 21 日預告修正之健保法施
行細則部分條文案，應暫不包括其中第 45 條之刪除。
1. 依健保法第 5 條，保險政策、法規之研究與諮詢、保險業務之
監理等，都是本會應辦事項。尤其健保法施行細則第 45 條更涉
及健保財務、保險對象之權益等，其修正應先提經本會討論，才

7月

符程序正義。
24

2. 若刪除健保法施行細則第 45 條，將擴大解釋本法第 3 條政府每
年度負擔健保總經費 36% 之計算內涵，例如納入屬社會福利之
保費補助等，且日後恐增加被保險人及投保單位之財務負擔，有
失衡平性。
3. 政府負擔健保總經費下限（36%）計算內涵之修訂，應先有詳細
數據資料及認列範圍，並據以通盤檢討評估，以求周延。
（六）健保署依健保法第 51 條規定，將「民眾為購買隱形眼鏡至院所眼
科驗光並索取處方箋，建議應非屬本保險給付範圍」案提會審議：
鑑於健保法第 51 條第 11 款規定「義齒、義眼、眼鏡、助聽器、
輪椅、拐杖及其他非具積極治療性之裝具」項目，不列入本保險給
付範圍，同意健保署所擬「以裝配眼鏡（含隱形眼鏡）為目的之相
關費用，包括眼科驗光檢查、交付配鏡處方及診察費等」，亦不列
入本保險之給付範圍。請該署依法報主管機關核定公告。
三、專案報告暨決定：
（一）健保署報告「新醫療科技項目對財務之影響評估及替代效應」：
請參考委員所提建議，對新藥、新特殊材料、新診療服務及放寬藥
品適應症等項目，進行財務影響評估及替代效應分析，於累積不同
項目之案例後，擇期提報完整且全面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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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保署提報「104 年度各部門總額協定事項重要計畫之執行情形
（含『鼓勵醫療院所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措施』之執行效益與經
費使用情形）。
（三）健保署報告「全民健康保險藥品費用分配比率目標制」試辦方案之
24

評估與檢討（併同提出「擬具全民健保藥價政策之問題研析」）：
請健保署於 12 月前提報「擬公開之藥價差資料及相關配套措施」
時，併同提出確保健保給付藥品品質之相關機制。
（四）健保署提報「全民健康保險業務監理指標之監測結果」：

7月

委員對於監理指標之監測結果及監測結果報告書，若有相關建議，
請提供幕僚作為年底研修指標之參據。
衛福部函示：其所報「105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範圍（草
27

案）」，業奉行政院核定，整體醫療給付費用成長率範圍為 4.025% 至 5.8%
（預估總費用為 6,143 億元至 6,248 億元），交付本會依健保法第 61 條
規定協議訂定當年度總額及分配方式，結果報部核定。
召開「104 年全民健康保險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檢視

30-31

過去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並邀請專家學者評核，評核結果做為 105 年
度總額協商及其品質保證保留款成長率之參據。
一、召開 104 年 8 月份委員會議。
（一）重要報告事項暨決定：
1. 預告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
十八條草案：
本會對全民健保業務負有監理權責，衛福部 8 月 19 日公告之「預
告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八

8月

條草案」，涉及民眾就醫權益，請健保署蒐集各界意見審慎研議
28

後提報。
2. 研修涉及民眾權益、健保財務等相關重要法規前，應先諮詢本會
意見案：
本會為二代健保踐行「擴大社會參與」之平台，健保法乃規定應
辦理「保險政策、法規之研究與諮詢」、「保險業務監理」等事
項，建請主管機關於研修涉及民眾權益、健保財務等相關重要法
規前，先諮詢本會意見，使健保事務之推動更臻完善；並請幕僚
對相關之法規預告修正案，以電子郵件轉知，讓委員在時限內，
可直接向權責單位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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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精進總額評核作業方式案：
請幕僚會同健保署參照評核委員之建議，規劃更精進之總額評核
作業方式。
4. 衛福部社保司說明「行政院所核定 105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
給付費用總額範圍案」。
5. 確認 105 年度醫院、西醫基層、牙醫門診、中醫門診醫療給付
費用總額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
6.104 年 7 月份全民健康保險業務執行報告案：
委員建議之報告內容及呈現方式，請健保署參辦。
7. 衛福部疾管署於 8 月 17 日所公告之「預告修正『人類免疫缺乏
病毒檢驗預防及治療費用給付辦法』（草案）」案：
該法規之權責單位雖為疾管署，但考量預告修正案的後續，可能
衍生對國人健康帶來不利影響之防疫問題、違反健保給付之平等
原則、實務面之國籍認定不易等問題而徒生爭議，請健保署向衛
福部表達本會委員一致反對該法案修正內容之立場，並向本會提

8月

報其修法進展及後續辦理情形，以利即時因應處理。
28

8. 衛福部國健署於 8 月 20 日公告之「預告修正『菸品健康福利捐
分配及運作辦法』（草案）」案：
本會委員共識如下，供衛福部參酌：
菸品健康福利捐之原意，本係應用於防治菸害所造成之相關疾
病，目前尚未有證據顯示分配予全民健保之預算已達菸害所引起
之醫療費用額度，爰一致反對將分配予健保安全準備之比率，由
70% 調降為 50%。
附帶決定：
為求健保財務之穩健，及考量社會環境變遷，本會於審議保險費
率時，即使安全準備總額相當於三個月以上之保險給付支出，都
不輕言調降保險費率。惟若衛生福利部於研議各項修法案時，不
考慮健保財務之永續，則未來將不排除於審議健保費率時提出調
降之議。
（二）重要討論事項暨決議：
104 年全民健康保險各部門總額評核結果之獎勵案：
1. 各部門總額於 104 年評核會議獲「特優」、「優」、「良」等
任一等級者，可於各該部門 105 年度總額中分別予品質保證保
留款酌加「0.5%」、「0.3%」、「0.1%」之成長率，以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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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健保署與各總額部門依 104 年評核委員之建議，於研訂品
質 保 證 保 留 款 分 配 方 式 時， 以 證 據 醫 學（Evidence-based
Medicine）為基礎及具鑑別度的品質指標為依據，善用現有指
標庫，例如：衛福部健康服務品質政策辦公室所發展之指標，並
以 3~5 年為期，逐步達成提升品質之實質效益。另，應檢討分
配指標之閾值，以實質鼓勵品質提升之院所。
（三）專案報告暨決定：
1. 健保署報告「104 年 627 八仙樂園粉塵暴燃事件醫療費用之後
續執行方式及與新北市政府協商之情形」案：
請健保署按月提供以下資料：
(1)104 年度總額其他預算項下「其他預期政策改變及調節非預
期風險所需經費」款項，用以支應 104 年 627 八仙樂園粉塵
暴燃事件醫療費用之情形。

8月

(2)104 年度總額其他預算項下「提升急性後期照護品質試辦計
28

畫」預算，於燒燙傷部分之支用情形。
2. 衛福部社保司報告「研修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重點」：
針對衛福部（社保司）於 7 月 21 日公告之「預告修正『全民健
康保險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草案）」案：
委員建議如下，供衛福部參酌：
(1) 不宜逕行刪除第 45 條條文，因其將使本法第 3 條政府每年
度負擔健保總經費 36% 之計算內涵無所規範，形同空白授
權，並有擴大解釋之虞（如納入社會福利支出），不利健保
財務之穩健發展。
(2) 先檢視擬納入健保總經費 36% 之計列項目，再將合理之項目
納入第 45 條條文中，以求周延完備。
二、召開「105 年度總額協商計畫（草案）會前會」，由各總額部門及健
保署報告「105 年度各部門總額協商因素項目或計畫之規劃」，並就
內容交換意見，及請各總額部門與健保署將修正後之 105 年度各部門
總額協商因素項目或計畫草案送會，以利 9 月份協商會議之議程編製。

9月

召開「105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總額協商之保險付費者代表、專家
1

學者與公正人士及政府機關代表委員座談會」，由健保署報告總額協商政
策項目之規劃方向與重點，並提供各總額部門所擬草案之意見，期委員充
分瞭解相關資料，以利當年度總額之協議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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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 105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協商暨 104 年 9 月份委員
會議。
一、重要報告事項：
健保署提供書面「104 年 8 月份全民健康保險業務執行報告」。
二、重要討論事項暨決議：
（一）105 年度各部門總額協商結論：
1. 牙醫門診（詳 105 年度總額協商公告）：
(1) 一般服務成長率為 3.046%。其中，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
成長率 2.512%，協商因素成長率 0.543%。
(2) 專款項目全年經費為 1,897.6 百萬元。
(3) 前述二項額度經換算，105 年度牙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
較 104 年度所核定總額成長 3.463%；而於校正投保人口數
後，成長率估計值為 3.109%。
2. 中醫門診（詳 105 年度總額協商公告）：
(1) 一般服務成長率為 3.401%。其中，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

9月

成長率 3.207%，協商因素成長率 0.194%。
18-19

(2) 專款項目全年經費為 286.4 百萬元。
(3) 前述二項額度經換算，105 年度中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
較 104 年度所核定總額成長 3.927%；而於校正投保人口數
後，成長率估計值為 3.566%。
3. 西醫基層（詳 105 年度總額協商公告）：
(1) 一般服務成長率為 3.831%。其中，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
成長率 3.441%，協商因素成長率 0.390%。
(2) 專款項目全年經費為 2,112.7 百萬元。
(3) 門診透析服務成長率 4.498%。
(4) 前述三項額度經換算，105 年度西醫基層醫療給付費用總額，
較 104 年度所核定總額成長 4.274%；而於校正投保人口數
後，成長率估計值為 3.959%。
4. 醫院：
經醫院部門與付費者代表協商，未能達成共識，爰依全民健康保
險會組成及議事辦法第 10 條規定，分別就付費者代表及醫院代
表之委員建議方案當中各提一案，報請主管機關決定（對照表如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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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預算：減少 958.0 百萬元，預算總額度為 10,358.9 百萬元，
採支出目標制，由健保署管控。
附帶決議：
其他預算項下之「提升保險服務成效」項目，在 104 年度總額
中首度編列預算，計畫名稱為「提升保險人管理效率」，據健保

9月

署表示，因對外之行政程序繁複，致預算無法在當（104）年度
18-19

內全數執行，且相關計畫已逐步進行，考量其或已發生權利義務
關係，同意 104 年度未執行預算於 105 年度可續用，惟僅此
一次。
（二）專案報告暨決定：
衛福部社保司報告「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45 條再研修」案：
請委員在會後 7 個工作天內將書面意見交由幕僚轉衛福部（社保
司）參考。
報請衛福部核定本會所協議訂定之「105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

6

總額及其分配方式」案。至醫院總額成長率，則併送付費者代表與醫院代
表委員之建議方案（兩案）。
依健保法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召開「105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費率審議前

22

意見諮詢會議」，邀請李精算師永振、魏精算師吉漳、陳教授聽安、陳教
授孝平、黃教授泓智、楊教授銘欽、鄭教授文輝及羅教授紀琼提供諮詢意
見，健保會委員（含代理人）計有 18 人與會關心。
召開 104 年 10 月份委員會議。
一、重要報告事項暨決定：

10月

（一）105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配方式案：
本會所協議訂定之「105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
分配方式」案，將於衛福部核定與決定後，辦理公告。
（二）104 年 9 月份全民健康保險業務執行報告案：
23

委員對「104 年 9 月份全民健康保險業務執行報告」所提之相關建
議，請健保署參酌。
（三）健保署報告「利息、股利、租金及執行業務收入補充保險費扣費標
準提高到 2 萬元」案。
二、重要討論事項暨決議：
（一）105 年度牙醫門診及醫院總額一般服務之地區預算分配案：
討論結果詳 105 年度總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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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保會雇主代表委員聯合各工商團體要求衛福部依據健保法第 24
條條文規定，於 105 年元月 1 日起調降健保費率 0.5%，以 4.41%
來徵收健保費，以還全民公平、公正、合理、公道收費責任案（保
險付費者代表提案）：
1. 本會委員主張保險費率之調整，應併同費基進行整體性規劃與
考量，因此對臨時報告案所提「衛福部宣布放寬利息、股利、租
金及執行業務收入等之補充保險費，單筆扣費下限一律由 5 千
元提高到 2 萬元」乙項片面式調整，認為有違公平性、合理性，
表達一致反對之立場。
2. 何委員語等 18 位代表所提「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調降健保費率
0.5%，以 4.41% 徵收健保費」，及楊委員漢湶等 6 位代表所提
「支持全民健康保險 105 年度費率維持現行 4.91%」等兩項臨
時提案，經熱烈討論，委員均認同應遵循二代健保法所揭示財務
收支連動精神，建立以科學數據為基礎且不受外力干擾之可長可

10月

久費率調整機制，請健保署依下列方向研提「財務平衡及收支連
23

動之機制與標準」及 105 年度健保費率方案（草案），供下次（11
月份）委員會議審議：
(1)「財務平衡及收支連動之機制與標準」中，機制包含啟動時
機、相關作業程序等；標準則係指安全準備須設為幾個月之
保險給付支出、採現金基礎或權責基礎預估較合宜等。
(2) 試算「不同費率（含一般保費與補充保費）」之財務預估方案。
（三）為維持全民健康保險財務穩定與永續發展，支持全民健康保險 105
年度費率維持現行 4.91% 案（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提案）：
併重要討論事項（二）處理。
三、專案報告暨決定：
健保署報告「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 11、12、18 條修正草案，
就預告期間各界所提意見之研議意見案：
本修正草案擬規定保險對象已無續留急診治療必要卻仍滯留急診或可
出院但拒不出院，須自行負擔該相關醫療費用，恐涉及健保法第 51
條第 12 款之不給付範圍認定，請健保署釐清其適法性之疑慮後，依
法定程序辦理後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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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 104 年 11 月份委員會議。
一、重要報告事項暨決定：
（一）推派至健保署各部門總額研商議事會議之本會代表異動案：
原推派至健保署西醫基層及中醫門診總額研商議事會議之本會代
表，由其接替委員續任，嗣後類此情形均援例辦理，毋須再提報。
（二）依本會前所訂定「討論自付差額特材案之作業流程」之相關議案及
資料在排入委員會議議程前一個（4、11）月，即已寄送委員參閱，
請委員於討論該議案時攜帶與會。
（三）健保署提供書面「104 年 10 月份全民健康保險業務執行報告」。
二、重要討論事項暨決議：
（一）105 年度中醫門診及西醫基層總額一般服務地區之預算分配案：
討論結果詳 105 年度總額公告。
附帶決議：
建請衛福部相關單位及健保署，透過委託研究或召開專家學者會議
方式，嘗試研提各部門總額以「錢跟著人走」分配地區預算之較適

11月

方案，期作為未來分配地區預算之參考。
20

（二）審議健保署所提「健保財務平衡及收支連動之機制與標準暨 105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費率方案（草案）」案（保險付費者代表及保險
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之提案併案處理）：
1. 全民健康保險制度須在財務平衡穩定下運作始能永續，以及保險
費率應依二代健保法所揭示財務收支連動精神，建立以科學數據
為基礎且不受外力干擾之審議機制，因此集眾人智慧，按健保法
第 78 條「本保險安全準備總額，以相當於最近精算一個月至三
個月之保險給付支出為原則」之規定，研訂「全民健保財務平衡
及收支連動機制」（如下），並據以審議 105 年度費率。
本會協定次年度（下稱當年）總額後，健保署應以高、中、低三
種方式推估保險收入與成本，並依下列原則研提保險費率調整方
案送本會審議。
(1) 當年起（含）第 3 年年底安全準備餘額超出 3 個月保險給付
支出時，啟動保險費率調降機制。其調降以超出之金額計算
為原則。
(2) 當年年底安全準備餘額不足 1.5 個月保險給付支出時，啟動
保險費率調漲機制。其調漲以當年起（含）第 2 年年底可維
持 2 個月保險給付支出之金額計算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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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上開「全民健保財務平衡及收支連動機制」審議後，105 年度
一般保險費率調整為 4.69%，依健保法第 24 條規定，報主管機
關轉報行政院核定後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三）討論健保署所提「105 年全民健康保險抑制資源不當耗用改善
方案」：
尊重健保署所提方案，惟為期周延，請參酌納入委員所建議「提高
雲端藥歷系統之上傳率及時效」、「加強宣導民眾對安寧療護之認
知，及尊重醫療專業與遵從醫囑」、「對相關管控措施設定例外處
20

11月

理原則」、「教育課程納入健保重要措施」等事項，並依法定程序
報主管機關核定。
（四）國健署署長在其個人臉書發表不實言論，及誤導民眾本會蔡前委員
登順沒有誠實揭露其資訊，此舉已嚴重傷害本委員會及蔡前委員登
順名譽。故請本委員會應發表嚴正聲明，以還我委員會及蔡前委員
登順名譽案（保險付費者代表提案）：
蔡前委員登順屬保險付費者代表，於 104 年 11 月屆齡退休後卸任。
在擔任本會委員期間，均依相關規定辦理利益自我揭露事宜，並公
開於衛福部網頁。特別感謝滕委員西華協助擬具聲明稿，以正視聽。

24
30

函報衛福部有關健保會委員對「105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費率」之審議結果。
報請衛福部核定本會所協議訂定「105 年度各部門總額一般服務費用（地
區預算）分配方式」案。
衛福部函復：同意本會所報「105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
其分配方式」案。其中，醫院部門並裁定採付費者代表方案；醫療服務成

24

本指數改變率所增加之預算，原則用以調整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
目及支付標準，並以與醫事人員薪資連動或間接反應之方式辦理。依核定
結果，105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成長率為 4.582%，預估總費

12月

用約 6,195.5 億元。
召開 104 年 12 月份委員會議。
一、重要報告事項暨決定：
25

（一）主席致詞：
今天是本人卸任前主持的最後一次委員會議，感謝大家過去 3 年來
的支持。健保會設立迄今已 3 年，委員們愈來愈有默契，相信未來
的運作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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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會 105 年度工作計畫案：
本會「105 年度工作計畫」（如附表二），請各負責單位配合辦理。
（三）本會 105 年度委員會議時間案：
尊重多數委員意見，仍維持現行時段（每月第四個星期五）。惟，
11 月份涉及費率之審議，會議時間先定為第三個星期五，但可視
需要另議。
（四）業務參訪活動案：
為利委員實地瞭解健保業務之推動狀況，於 105 年度第 3 次委員
會議（105 年 3 月 25 日）中加入業務參訪活動；活動規劃如下：
1. 主題：基層診所與醫院間整合之社區醫療運作模式、健保雲端藥
歷查詢系統之醫療資訊整合與用藥管理、其他以總額預算推動之
專案計畫等。
2. 地點：健保署北區業務組轄下之醫療院所。參訪院所及委員會議
地點請北區業務組協助安排。
（五）建請衛福部部長與本會委員建立定期對話之溝通機制，期使全民健

12月

保之業務運作更符合社會期待。
25

（六）健保署提報「105 年度各部門總額協定事項中需向本會說明或經本
會同意後方可施行之項目」案：
請健保署盡速依法定程序辦理後續事宜；其中，105 年度各部門總
額一般服務保障項目及支付方式如附表三。
（七）104 年 11 月份全民健康保險業務執行報告案：
請健保署於 105 年 1 月份委員會議提出「鼓勵醫療院所即時查詢
病患就醫資訊方案」之執行成果與檢討。至委員所提，以 3 個月
moving average（移動平均）呈現「全民健康保險醫學中心病
床增減情形」、摘錄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公告之重點等建
議，則併同參辦。
（八）健保署報告「全民健康保險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修正案：
本計畫已行之有年，為利民眾接受之照護不中斷，原則同意先以健
保署本次所附修訂計畫（草案）續行，俟下次委員會議提報後，再
依修正意見辦理。
二、重要討論事項暨決議：
（一）討論健保署所提特殊材料「治療淺股動脈狹窄之塗藥裝置－『曲克』
利弗爾周邊血管支架」自付差額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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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健保署評估後，本案特材與健保全額給付同功能之裸金屬血管
支架相較，有增加耐久性之附加效果，但因價格因素尚無法納入
全額給付，為增加保險對象之選擇機會，多數委員不反對本案。
2. 為維護保險對象權益，本案特材開放自付差額後，請依本會前訂
定之作業流程定期檢討，並於實施 1 年後檢討是否訂定自付差
額上限。
3. 請健保署參酌委員所提下列建議：
依所提供之醫療科技評估資料，本案特材或可評估訂定適用條
件，或就病情需要僅能使用該特材之病患，規劃納入全額給付。
附帶決議：
為增進自付差額特材議案討論效率，請幕僚與健保署共同研修前
所訂定之「作業流程」、「特材品項基本資料檢核表」，期能於
會前蒐集更多資料，以供委員參用。
（二）全民健康保險業務監理指標修訂案：

12月

1. 全民健康保險業務監理指標修訂如附錄九；其中，「護理人力
25

指標－急性病房全日平均護病比占率分布」之指標名稱與計算方
式，請健保署會同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商定後送
會，並據以更新。
2. 請健保署依本次修訂結果，自 105 年起，於每年 6、12 月進行
專案報告（季指標需再於 3、9 月業務執行報告呈現）；並於 6
月前提供相關資料，以利編製「年度監測結果報告書」。
3. 委員所建議依總額部門別進行指標監測乙節，納入下階段規劃與
研修之參考。
（三）「建請衛福部增列醫療法等相關條文，責令醫療院所為內科、外科、
婦產科、小兒科、急診科辦理醫師醫療責任險，以維護、保護執行
工作醫師法律責任保障權益，免受法律侵權發生，確保善意工作責
任，保險費並由政府、院所、醫師各負擔 20%、60%、20%」，及
「建請衛福部責令各醫療院所為醫護工作人員辦理雇主意外責任險
承保事項，以利保護醫護人員工作安全權益」2 案（保險付費者代
表提案）：
主席裁定：
請幕僚將本保險付費者之雇主代表所提建請事項，轉報衛福部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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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對衛福部修正發布之健保法施行細則第 45 條條文溯自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 日施行。應自發布日 104 年 12 月 15 日施行案（保
險付費者代表提案）：
為維護健保財務制度之健全與穩定，本會於衛福部預告修正健保法
施行細則第 45 條時，多次提出反對意見，惟主管機關仍於 104 年
12 月 15 日修正發布，並追溯自 104 年 1 月 1 日施行，本會委員
深感痛心遺憾，並表達以下意見，籲請行政院、衛福部負起應盡之
責任。
1. 堅決反對藉由修正健保法施行細則第 45 條，將屬於社會福利支
出之項目，納入政府負擔健保總經費法定下限 36% 之認列範圍，
以減輕政府必須負擔之財務責任。
2. 上開條文於 104 年 12 月 15 日修正發布，卻溯自 104 年 1 月 1
日施行，已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之原則，應請依法行政，以

12月

25

為人民之表率。
三、專案報告暨決定：
（一）健保署報告「保險對象自付差額特材之實施情形」案：
1. 多數委員支持健保署訂定「自付差額上限」之作法，請逐步研訂
及檢討各品項之上限，並對上限保有彈性，以應實務之需及減少
不合理的價差。
2. 請參酌委員所提，對自付差額品項訂定改列全額給付之條件、對
收費高於所訂上限金額院所應有更積極作為等建議。
（二）健保署報告「全民健保藥價政策短、中、長程之改善方案（包括對
策、規劃時程及預期效益）」及「擬公開之藥價差資料及相關配套
措施報告（併同提出確保健保給付藥品品質之相關機制）」2 案：
考量藥價差問題複雜且影響深遠，請李委員蜀平於下次委員會議提
案討論是否成立「健保藥品政策研究小組」，以利深入研討健保藥
價政策及體制內公開藥價差等重要事項，並建立對全民真正有利之
常態性制度。
一、衛福部公告「105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配」。

31

二、衛福部副知「105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一般保險費率已奉行政院核定調
整為 4.69%，補充保險費費率調整為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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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之附表一
105年度醫院醫療給付費用成長率項目表
（兩案送主管機關決定）
付費者代表方案
項目

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

成長率（%）或 預估增加金 成長率（%）或 預估增加金
金額（百萬元） 額（百萬元） 金額（百萬元） 額（百萬元）
4.395%

16,201.4

4.395%

投保人口數年增率

0.140%

0.140%

人口結構改變率

1.764%

1.764%

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

2.485%

2.485%

16,201.4

協商因素成長率

0.627%

2,310.2

1.058%

3,900.6

鼓勵提升醫療品
質及促進保險對 品質保證保留款
象健康

0.100%

368.6

0.100%

368.6

0.503%

1,853.5

0.000%

0.0

0.027%

100.0

0.027%

100.0

0.000%

0.0

0.271%

1,000.0

其他醫療服務利用及密集度之改變

0.032%

117.0

0.000%

0.0

配合勞動基準法下修每
其他預期之法令 週 工 時 40 小 時， 整 體
或政策改變
醫務人員（扣除醫師）
配置全面調整政策

0.000%

0.0

0.660%

2,432.0

違反全民健保醫事服務
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
扣款

-0.003%

-11.9

0.000%

0.0

醫療照護整合政策暨服
務效率提升成效，利益
共享：七成用以獎勵醫
療服務提供者，三成回
歸保險對象

-0.032%

-117.0

0.000%

0.0

新醫療科技（包括新增
診療項目、新藥及新特
材等）

一般服務

保險給付項目及
支付標準之改變 配合安全針具推動政策
之費用
提升護理照護品質

其他議定項目

一般服務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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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代表方案

增加金額
總金額

5.022%

18,511.6
387,145.3

5.453%

20,102.0
388,7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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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費者代表方案
項目

醫院代表方案

成長率（%）或 預估增加金 成長率（%）或 預估增加金
金額（百萬元） 額（百萬元） 金額（百萬元） 額（百萬元）
4,162.0

190.0

4,162.0

190.0

8,952.5

1,125.0

8,952.5

1,125.0

醫療給付改善方案

876.3

135.0

876.3

135.0

急診品質提升方案

160.0

0.0

160.0

0.0

鼓勵繼續推動住院診斷關聯群（DRGs）

1,114.0

834.0

0.0

-280.0

醫院支援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60.0

0.0

60.0

0.0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資源不足地區醫療服
務提升計畫

800.0

0.0

800.0

0.0

16,124.8

2,284.0

15,010.8

1,170.0

鼓勵器官移植並確保術後追蹤照護品質
專款項目︵全年計畫經費︶

罕見疾病、血友病藥費及罕見疾病特材

專款金額
成長率
（一般服務＋專款）
門診透析服務
成長率

增加金額
總金額
增加金額
總金額

5.437%

3.273%

增加金額
總成長率（註 1）
（一般服務＋專款＋門診透析） 總金額

5.332%

較 104 年度核定總額成長率

5.672%

20,795.6
403,270.1
637.8
20,125.3
21,433.4
423,395.4
－

5.562%

3.273%

5.451%
5.790%

21,272.0
403,744.9
637.8
20,125.3
21,909.8
423,870.2
－

註：1. 計算總成長率所用之基期費用，一般服務含校正投保人口數成長率差值。
2. 本表除專款項目金額外，餘各項金額為預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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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之附表二
全民健康保險會105年度工作計畫
第 2 屆 104 年第 11 次委員會議（104.12.25）通過

類別

工作項目

預定時程

負責單位

備註

一、專案報告
1.「鼓勵醫療院所即時查詢病患就
醫資訊方案」之執行成果與檢討
報告

1月

健保署 依 104 年 12 月份委員會議決定事項辦理

2. 罕見疾病、血友病藥費及罕見疾
病特材費用成長之合理性分析

4月

健保署 依 104 年 9 月份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3.「醫療給付改善方案」之執行成
效（含提升照護率）及檢討報告

5月

健保署 依 104 年 9 月份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6月

1. 依 104 年 9 月份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辦理
健保署 2. 本項係總額協定事項，主要是為準備
DRGs 擴大實施前，再確認疾病分類
轉碼轉換正確性及執行情形

7月

依 104 年 3 月份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健保署 （全民健保年度總額對給付項目調整之
處理原則）

3月

本會
依 104 年 12 月份委員會議決定事項辦理
健保署

4. DRGs 相關診斷分類分組由 ICD9-CM 轉 換 為 ICD-10-CM/PCS
之執行情形

監理業務

5. 105 年度及近 5 年新增給付項目
與調整給付內容之執行情形及財
務影響
二、業務訪視活動
業務參訪
三、例行監理業務

6、12 月（季
呈現指標另
1. 依 104 年 12 月份委員會議決議（定）
1. 全民健康保險業務監理指標之監
納入 3、9 健保署
事項辦理
測結果報告
月業務執行
2.105 年 1 月仍應進行報告
報告呈現）
2. 104 年度全民健保年終決算報告
備查案

3月

健保署
依健保法施行細則第 3 條辦理
本會

3.106 年度全民健保預算備查案

4月

健保署
依健保法施行細則第 3 條辦理
本會

4. 自付差額特殊材料品項開放半年
後之檢討改善報告

5、12 月

5. 自付差額特殊材料品項整體檢討
改善報告

12 月

1. 依 103 年 3 月份委員會議決定事項
辦理
健保署
2. 開放半年後之報告視新品項收載狀況
而定

6. 依 104 年各月份委員會議決議（定）納入「全民健康保險業務執行報告」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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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作項目
(1) 各醫學中心病床增減情形資料

預定時程

負責單位

備註
依 104 年 4 月份委員會議決定事項辦理

每月

監理業務

1. 依 104 年 6 月份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辦理
每 月（ 本 項
2. 健保署表示因 ICD-9 轉換 ICD-10 作
(2) 各層級醫院之門診初級照護資
於 105~106
業，疾病碼合適性尚需爭取 106 年
料（含案件及各項費用分析）
年 暫 不 執
委託研究經費進行門診初級照護之定
及急診下轉件數
健保署
行）
義釐清，另考量 ICD-10 甫實施，尚
無完整且穩定之資料供統計分析，故
105 至 106 年本項資料暫無法提供

總額協議訂定

(3)「健保門、住診費用核減統計
表」呈現分層級、分區之核減
率資料

每月

1.106 年度總額協商架構、通則及
程序之討論

3~6 月

2.106 年度總額範圍報行政院前之
諮詢

4月

依 104 年 8 月份委員會議決定事項辦理

本會

總額協商預備工作

社保司
依健保法第 60 條辦理
本會

3. 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評核

5~8 月

本會

總額協商預備工作

4.106 年度總額及其分配方式之協
議訂定

7~12 月

本會

依健保法第 61 條辦理

費率審議

1.106 年度保險費率提請審議案

本會協議訂
定 總 額 後 1 健保署
個月

保險給付及其他應討論法定事項

2.106 年度保險費率審議前專家諮
10~11 月
詢會議

本會

3. 健保署所提 106 年度保險平衡費
率案之審議

11 月

本會

1. 健保署所提自付差額特殊材料品
項之討論

5、12 月

依健保法第 24 條辦理

健保署 依健保法第 45 條第 3 項及 103 年 3 月
本會 份委員會議決定事項辦理

2. 健保署所擬訂 106 年度抑制資源
不當耗用改善方案之討論

1. 依健保法第 72 條辦理
2. 健保署預計於 105 年年底提會討論

3. 健保署所擬訂醫療服務機構提財
務報告辦法之討論

依健保法第 73 條辦理

4. 健保署所擬訂醫療品質資訊公開 配合健保署
健保署 依健保法第 74 條辦理
辦法之討論
送會時程
5. 健保署所提調整保險給付範圍方
案之審議

依健保法第 26 條辦理

6. 健保署所提不列入保險給付之診
療服務及藥物項目之審議

依健保法第 51 條第 12 款辦理

註：委員會議若另有決議（定）事項，配合安排或調整相關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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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之附表三
105年度各部門總額一般服務保障項目及支付方式
部門別

保障項目與支付方式

中醫門診

「中醫門診總額醫療資源不足地區巡迴醫療服務計畫」之論量計酬案件（每點 1 元支付）。

西醫基層

一、論病例計酬案件（每點 1 元支付元支付）。
二、「促進供血機制合理方案」之血品費（每點 1 元支付）。
三、西醫基層總額「提升婦產科夜間住院護理照品質」執行方案。（註 1）

醫院

門診透析

一、門診、住診之藥事服務費（每點 1 元支付）。
二、門診手術（每點 1 元支付）。
三、住診手術費、麻醉費（每點 1 元支付）。
四、「促進供血機制合理方案」之血品費（每點 1 元支付）。
五、急救責任醫院之急診醫療服務點數（每點 1 元支付）。
六、經主管機關核定，保險人公告之分區偏遠認定原則醫院。（註 2）
一、腹膜透析之追蹤處理費（58011C 及 58017C）（每點 1 元支付）。
二、偏遠地區之門診透析服務院所（每點 1 元支付）。

註：1. 每季各婦產科診所撥付款項＝ 280 點 × 季申報總住院日數，每點以 1 元計算後撥付，用於提升護理人員之
夜班費、超時加班費、提高護理人員薪資、加發獎勵金等用途。
2. 以前一季各區門住診平均點值支付，如前一季該分區門住診平均點值小於當季浮動點值，該分區該季偏遠地
區醫院之浮動點數以當季浮動點值核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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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25 日衛生福利部衛部綜字第 1021180015 號函訂定全文 6 點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19 日衛生福利部衛部保字第 1041260837 號函修正第 4 點

一、衛生福利部（以下稱本部）為辦理全民健康保險費率、給付範圍之審議及醫療給付費用總額
之協定分配事項，設全民健康保險會（以下稱本會），並依本部處務規程第二十條第五款規
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任務如下：
（一）保險費率之審議。
（二）保險給付範圍之審議。
（三）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之對等協議訂定及分配。
（四）保險政策、法規之研究及諮詢。
（五）其他有關保險業務之監理事項。
（六）其他全民健康保險法所定由本會辦理事項。
三、本會委員代表之名額、產生方式、議事規範、代表利益之自我揭露及資訊公開等有關事項，
依全民健康保險會組成及議事辦法辦理。
四、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綜理日常事務；副執行秘書一人，襄助處理會務；組長及工作人員若
干人，分組辦理本會業務。
執行秘書、副執行秘書、組長及工作人員，由本部法定員額內調充之。
五、本會於必要時得委託學術團體或有關機關協助進行相關資料之調查、研究或分析。
六、委員均為無給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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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全民健康保險會組成及議事辦法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1 日行政院衛生署衛署健保字第
10112660249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6 條；並自 102 年
1 月 1 日施行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8 月 8 日 衛 生 福 利 部 衛 部 保 字 第
1021280025 號令修正發布第 9、16 條條文，並自發
布日施行；中華民國 103 年 1 月 21 日行政院院臺規
字第 1030121680 號公告第 2 條第 1 項第 4 款、第 3
項所列屬「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03 年 1 月 22 日起改由「國家發展委員會」管轄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0 月 7 日 衛 生 福 利 部 衛 部 保 字 第
1041260678 號令修正發布第 2、4、7、15 條條文

第

1

條

本辦法依全民健康保險法（以下稱本法）第五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全民健康保險會（以下稱健保會）置委員三十五人，委員名額分配如下：
一、保險付費者代表：
（一）被保險人代表十二人。
（二）雇主代表五人。
（三）行政院主計總處一人。
二、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十人。
三、專家學者及公正人士五人。
四、國家發展委員會及主管機關各一人。
被保險人代表之委員，其中九人，由主管機關就被保險人類別，洽請有關團體
推薦後遴聘之；其餘三人，由主管機關以公開徵求方式，遴選依法設立或立案
之團體，再洽請該團體推薦後遴聘之。
雇主代表、行政院主計總處、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國家發展委員會及主
管機關之委員，由主管機關分別洽請有關機關、團體推薦後遴聘（派）之。
學者專家及公正人士之委員，由主管機關就國內公共衛生、公共行政、社會福
利、社會保險、醫務管理、財務金融、經濟或法律等健康保險相關領域專家學
者或社會公正人士遴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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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付費者代表之委員，不得兼具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之身分；被保險人代表
之委員，不得兼具雇主身分；專家學者及公正人士之委員，不得兼具保險醫事
服務提供者或雇主身分。
第

3

條

健保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主管機關首長就專家學者及公正人士之委員中，指
定一人兼任。

第

4

條

各團體於推薦健保會委員時，採以二倍方式為之，並應考量性別平等原則。

第

5

條

健保會委員任期為二年。
保險付費者代表及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之委員，以連任一次為原則，每一
屆並應至少更替五分之一。
代表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或機關出任之委員，其職務異動時，原推薦之團體或
指派之機關應於一個月內主動通知健保會，並得向主管機關重行推薦、指派代
表，由主管機關解聘原任委員後，再行聘（派）之。
委員因故無法執行任務、違反第二條第五項規定、違反本辦法或其他法令規定
且情節重大者，主管機關應予解聘，並依第二條之規定另行遴選聘（派）
補之。
前二項新任委員之任期，以補足原任之委員任期為止。

第

6

條

健保會委員應就下列情形，於首次參加委員會議前，主動提報健保會；任期間
如有變動，應於事實發生後一個月內提報：
一、其本人之專職、兼職及顧問職。
二、其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為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之負責醫事人員、保險藥物
交易之相關業務人員、投保單位之負責人或其業務上之利益明顯與健保會
之職權相關。
三、其代表之身分類別異動。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資訊，應由健保會就委員依本法第五條第五項自我揭露之
必要範圍，對外公開。

第

7

條

健保會委員任期內親自出席委員會議達三分之二之次數，為續聘之必要條件。
健保會委員有下列行為未達解聘之條件者，列為下屆是否續聘重要參考：
一、違反議事規則或阻撓議事之進行。
二、發言侮辱他人或進行人身攻擊。
三、破壞公家財物或暴力之肢體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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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妨害他人在議事上之發言、提案或表決。
五、對於會議相關事項，對外作不實之轉述。
六、對外提供應保密之內部相關文件。
七、干預健保違約處理或行政之決定。
八、違反本辦法或其他法令規定。
九、其他經委員會議決議禁止之不正當行為。
第

8

條

健保會每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應指定委員一人為
主席。
會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其決議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本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對等協議訂定及分配事
項，應以協商方式達成各項協定。
二、本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第五款及其他本法所定健保
會應辦理事項，應經出席委員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行之。
會議應邀請保險人派員列席；必要時經徵得主任委員同意，並得邀請有關機
關、團體或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列席提供意見。

第

9

條

健保會於協議訂定及分配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時，其方式、程序、場地、出
席、列席人員及其他相關事項，應符合對等協議之精神。

第

10

條

健保會未能於法定期限達成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配方式之協定時，應分別
就保險付費者代表之委員、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之委員建議方案當中各提
一案，報主管機關決定。個別委員對建議方案有不同意見時，得提出不同意之
意見書，由健保會併送主管機關。

第

11

條

會議議程，應於開會七日前分送各出席、列席人員，並對外公開之；臨時提案
經排入議程者，亦公開之。
委員提案內容，以與健保會法定任務有關者為限，並應於提案中載明提案人之
姓名及其代表類別。

第

12

條

會議應依發言作成會議實錄，載明下列事項，於會議後十日內公開：
一、會議年次、屆次及次數。
二、會議時間。
三、會議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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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席姓名。
五、出席委員姓名及出席之代理人姓名、服務單位及職稱。
六、請假委員姓名。
七、列席人員姓名、服務單位及職稱。
八、紀錄姓名。
九、報告事項之案由、發言內容及決定。
十、討論事項之案由、發言內容、決議及表決結果。
十一、其他應記載之事項。
前項會議實錄如有未議決之事項經決議暫不公開者，得暫不公開。但議決後，
應即公開。
第

13

條

會議提案方式、條件及程序等議事作業，本辦法未規定者，依委員會議之決議
辦理。

第

14

條

會議決議事項，經主任委員認有立即對外說明之必要時，應由其本人或指定人
員統一發布。

第

15

條

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其因故不能親自出席時，應於開會前通知健保會幕僚
單位。
委員未能親自出席會議時，除專家學者及公正人士外，得指派代理人；受指派
之代理人，列入出席人數，並得發言及參與表決。委員已出席且在會場時，不
得指派他人代理。
第二條第五項及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於代理人，準用之；其有違反該規定，或
有第七條第二項各款之行為者，不得再為代理。

第

16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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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105年度總額協商架構
第 2 屆 104 年第 4 次委員會議（104.5.22）討論通過

一、總額設定公式
年度全民健保醫療給付費用＝

●

4

Σ [校正後前一年度部門別醫療給付費用×（1＋年度部門別醫療給付費用成長率）]＋年度
i=1

其他預算醫療給付費用
年度全民健保醫療給付費用成長率＝
（年度全民健保醫療給付費用÷校正後前一年度全民健保醫療給付費用）－1
年度部門別註1醫療給付費用＝

●

[校正後前一年度部門別一般服務醫療給付費用註2×（1＋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
率＋協商因素成長率）]＋年度專款項目經費＋年度門診透析服務費用註3
年度部門別醫療給付費用成長率＝
（年度部門別醫療給付費用÷校正後前一年度部門別醫療給付費用）－1
註：1. 部門別 (i) ＝牙醫門診、中醫門診、西醫基層及醫院；另「其他預算」採協定各項目之全年經費。
2. 依費協會第 114 次委員會議（95.06.09）決議，自 97 年度開始，總額基期須校正「投保人口年增率」
預估與實際之差值（即 105 年總額基期須校正 103 年投保人口成長率差值）。
3. 西醫基層及醫院總額尚須加上門診透析服務費用。

二、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
（一）成長率計算公式
[（1＋人口結構改變率＋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1＋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1
（二）各項因素之計算方法
1. 人口結構改變率
以衛福部報行政院時可取得之最近完整一年費用及計費人口數資料，105年度總額係
以102年每人醫療費用點數為基礎，計算103年對102年保險對象人口結構之影響（即
以各季季末保險對象人數之年齡性別百分比平均值計算，並以5歲為一組）。
2. 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
(1) 成本項目之權數
採行政院主計總處100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所作之「醫療機構專案調查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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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取去除「最高及最低5%極端值」後之平均數。
(2) 各成本項目對應之指標與權數
「醫療材料費用」、「基本營業費用」、「其他營業費用」等項目同104年度總額
計算方式；「人事費用」、「藥品費用」項目經衛福部參考所委辦計畫之研究結
果、各總額部門意見及專家學者建議修訂。
① 「人事費用」：各總額部門皆是1/2採用行政院主計總處「工業及服務業」每人
每月平均薪資，1/2採用行政院主計總處「醫療保健服務業」每人每月平均薪資
指數。
② 「藥品費用」：中醫及醫院部門之指標及權數同104年度總額計算方式；但西醫
基層及牙醫部門指標採用行政院主計總處「躉售物價指數－西醫藥品類」，權數
則改採各該部門101年度全民健保藥品費用申報量。
(3) 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之指數值及計算
前述各指標項目，以100年為基值（訂為100），計算103年對102年各指數年增
率，並將各部門之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按其103年醫療給付費用占率值加權計算
而得總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
3. 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
採國家發展委員會103年公布「中華民國人口推計（103至150年）」之105年人口總
增加數之中推計數值估算。
註：本項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之計算公式與方法，將依衛福部報奉行政院核定之內涵辦理。

三、協商因素
（一）保險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改變
預期新增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如高科技及新藥）改變對醫療費用之影響率。
（二）鼓勵提升醫療品質及促進保險對象健康
為鼓勵提升醫療服務品質或促進國人健康而允許增加費用之幅度。
（三）其他醫療服務利用及密集度之改變
反映其他醫療服務利用及密集度改變對醫療費用之影響（排除已於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
素反映部分）。
（四）醫療服務效率之提升
因全民健保支付制度之改革，造成醫療服務效率提升，預估其對醫療費用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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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預期之法令或政策改變
其他預期之法令或政策改變及政策誘因對醫療費用之影響。

四、專款項目
針對特定項目協商預算，採零基預算直接協定預算額度。

五、門診透析
（一）合併西醫基層及醫院兩總額部門所協定之年度透析服務費用，並統為運用。
（二）門診透析服務費用於醫院及西醫基層總額之計算方式：
先協定新年度門診透析服務費用成長率，再依協商當年第1季醫院及西醫基層之門診透析
費用點數占率分配預算，而得新年度醫院及西醫基層門診透析費用及其成長率。
（三）計算公式：
年度醫院（西醫基層）門診透析服務費用＝前一年醫院（西醫基層）門診透析服務費用×
（1＋成長率）
年度門診透析服務費用＝年度醫院門診透析服務費用＋年度西醫基層門診透析服務費用

132

2015 Annual Report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Committe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附錄六

105年度總額協商通則
第 2 屆 104 年第 4 次委員會議（104.5.22）討論通過

一、基期
以穩定為原則。若確需變動，應於前一年6月前提經議定；6月以後所議定調整事項，適用於
下年度總額。

二、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
各總額部門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採衛福部報奉行政院核定之數值與計算公式。

三、協商因素
（一）健保署會同各總額部門研擬之年度協商草案：
1. 應配合全民健保財務狀況，回歸以提供醫療服務為意旨。
2. 給付項目之調整，請依本會第2屆104年第2次（104.3.27）委員會議討論通過之「全民
健康保險年度總額對給付項目調整之作業原則與流程」辦理。
（二）各部門之「品質保證保留款」：
1. 金額應全數用於鼓勵提升醫療品質，並以最近2年（104、105年）該保留款成長率之
累計額度為限，其餘額度回歸一般服務預算。
2. 考量各部門對「品質保證保留款」之運用方式各異，同意總額部門於取得內部共識
後，可視需要由一般服務移列部分預算至品質保證保留款，並須提經本會通過。
（三）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
1. 列為協商減項，但僅減列民眾檢舉及健保署主動查核所發現之違規案件，不減列總額
受託單位或總額相關團體發揮同儕制約精神而主動舉發之案件。
2. 本項扣款，採計103年度資料，數值以協商時中央健康保險署提供者為準。
（四）一般服務之協商因素項目屬計畫型預算者，應於年度實施前提出具體實施及監控方案（含
預定達成目標及評估指標），執行情形應即時檢討；若未能如期實施且可歸因於該總額部
門，則應核扣當年度預算；實施成效並納入下年度總額協商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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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需保障或鼓勵之醫療服務，以回歸支付標準處理為原則。如仍有部分服務需採點值保障，
請健保署會同各部門總額相關團體議定後送本會同意後執行。

四、專款專用項目
（一）回歸原協定意旨，採零基預算直接協定預算額度，且其款項不得以任何理由流出。實施成
效納入下年度總額協商考量。
（二）新增計畫，視行政院所核定總額範圍及計畫需要，決定是否支持該計畫並協定預算。具體
實施方案（含預定達成目標及評估指標）應於年度實施前擬定完成。
（三）有特殊性、鼓勵性、目標性之新增計畫，宜列為專款項目，俟其執行具相當成效後，再移
至一般服務項目。

五、其他原則
（一）年度總額成長率及相關原則，經協定後不能再以任何理由或方式變動之。
但書：醫療費用總額經衛福部核定後，對已協定各項目金額之增減應正式提案，在本會議
決前，並應再經總額部門與付費者代表協定程序。
（二）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成長率，應在行政院核定範圍內，各部門總額成長率則不
得超過行政院核定範圍之上限值。
（三）所協商總額應與社會經濟因素及全民健保保費收入情形連動，且對有限健保資源，應予合
理配置。
（四）健保節流措施之實際效應，應自總額扣除。
（五）對已協定之試辦性計畫，應嚴格監控，並提出評估報告供委員於協商時參考，若成效不佳
即應退場；各項新計畫應有相對之退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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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105年度總額協商程序
第 2 屆 104 年第 3 次及第 5 次委員會議（104.4.24 及 6.26）通過

一、工作計畫表
工作項目及內容
一、協商前置作業
1. 討論 105 年度總額協商架構、通案性原則及協商程序。
2. 建立協商參考資料：
(1) 編具「104 年全民健保總額支付制度協商參考指標要覽」。
(2) 編具「104 年全民健保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摘要」。
3. 召開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評核會議：
檢討、評估各總額部門 103 年度協定事項執行情形。
4. 請健保署提報 104 年度各部門總額協定事項重要計畫之執行情形。
5.105 年度總額案於主管機關交議後，進行各項相關作業：
(1) 請主管機關派員於委員會議說明行政院對總額範圍核定情形及政
策方向。
(2) 確定各部門總額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
6. 由健保署會同各總額部門預擬協商因素 / 專款項目及其預算規劃草案。
(1) 規劃草案內容應包含協商減列項目及預估金額。
(2) 各總額部門與健保署擬訂規劃草案時，對相關之醫療服務項目，
如護理、藥事服務、門診透析服務等，得邀集相關團體參與。
7. 安排總額協商之相關座談會 / 會前會。
(1) 召開 105 年度總額協商因素項目及計畫草案座談會：
①請各總額部門及健保署報告所規劃之 105 年度總額協商因素項目
及計畫草案，並進行綜合討論。

預訂時程

104 年 5 月 22 日
6 月 26 日
104 年 6 ～ 8 月

104 年 7 月 30、31 日
104 年 7 月 24 日
104 年 7 月 24 日
（或 8 月 28 日）

104 年 8 月

104 年 8 月 28 日（下午）

（註：除簡報外，並請提供各協商項目或計畫之詳細說明，其須包含
目標、醫療服務內容、費用估算基礎、過去執行成果、預期效益等資料）

②請幕僚彙整評核會議評核委員之共識建議，及各部門總額之執行
成果，供討論參考。
(2) 召開健保署和付費者代表、專家學者與公正人士、相關機關代表 104 年 8 ～ 9 月
座談會。
(3) 另視需要召開座談會。
104 年 8 ～ 9 月
二、各部門總額成長率及分配方式之協商
1. 協定各部門總額成長率。
2. 協定各部門總額一般服務費用之分配方式（地區預算）。
3. 年度整體總額協定成長率及其分配之確認，及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104 年 9 月 18 ～ 19 日
104 年 10 ～ 12 月
104 年 10 ～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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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及內容
三、協定事項之執行規劃與辦理
1. 健保署會同各總額部門，提出各協商或專款項目配套計畫之執行方案。
2. 各方案 / 計畫進度之追蹤，並視需要，請健保署或總額部門專案報告。

預訂時程

104 年 10 月～
105 年 12 月

二、協商會議（含共識會議及委員會議）之日程
（一）協商會議日期：本（104）年9月18日（星期五）及19日（星期六）上午，共一天半。
（二）工作內容：
1. 協商共識會議（9月18日）：
(1) 分場次協商牙醫門診、中醫門診、西醫基層、醫院等各部門總額，及健保署管控之
「其他預算」。
(2) 門診透析服務獨立預算，依西醫基層及醫院等二總額部門協商順序，併於先談部門
之時段（時間外加）協商。
2. 委員會議（9月19日上午）：完成協商結論之確認。
（三）協商共識會議之與會人員：
1. 付費方：保險付費者代表之委員。
2. 醫界：
(1) 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委員。
(2) 牙醫、中醫、西醫基層、醫院等總額部門協商時，由該總額部門代表之委員主談，
各部門並可推派9名代表協助會談。（以會場可容納為原則，去年為9名）
(3) 護理及藥師公會全聯會代表委員可參與相關部門總額之會談。
(4) 門診透析服務：由西醫基層及醫院部門代表協談，並邀請台灣腎臟醫學會推派代表
1名列席說明。
3. 專家學者及公正人士、國家發展委員會及主管機關代表委員。
4. 社保司與健保署相關人員及本會幕僚。
（四）協商共識會議進行方式與原則：
1. 各部門協商順序：於7月份委員會議抽籤決定之。
2. 議程提經委員會議確認後，即應遵照辦理，不可臨時要求變更。
3. 各部門協商時間，安排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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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別

提問與意見交換

醫院

30 分鐘 （門診透析

西醫基層 25 分鐘

20 分鐘）

部門之預算協商
60 分鐘
50 分鐘

合計（不含 付費者委員 醫界委員視
各自召集會 視需要自行 需要自行召
議時間）
召開會議
開會議

（門診透析 130~170 分鐘
20 分鐘）

推估最長
時間

30 分鐘

30 分鐘

130~230 分鐘

115~150 分鐘

20 分鐘

20 分鐘

115~190 分鐘

牙醫

20 分鐘

40 分鐘

60~80 分鐘

20 分鐘

20 分鐘

60~120 分鐘

中醫

20 分鐘

40 分鐘

60~80 分鐘

20 分鐘

20 分鐘

60~120 分鐘

其他預算

20 分鐘

35 分鐘

55~73 分鐘

20 分鐘

55~93 分鐘

備註：各部門協商時間若確需延長，以不超過該「部門之預算協商」時間之 50% 為限。

4. 相關原則
(1) 所有委員均可入場，惟非協商當時之總額部門委員，僅聽報告、提問與發表意見，
但不參與預算協商。
(2) 各部門與付費者代表委員進行預算協商時，請健保署相關人員在場提供所需說明。
(3) 付費者及醫界委員視需要自行召開內部會議時，可邀請專家學者與公正人士之委員
提供諮詢意見，及本會幕僚與健保署同仁協助試算或說明。
5. 各方未能達成共識時之處理方式
(1) 保險付費者代表委員間無法達成共識時：
於協商共識會議中，由付費者委員進行內部會議討論，若無法以共識決形成1案
時，得以多數決定之。
(2) 總額部門代表委員間無法達成共識時：
於協商共識會議中，由總額部門委員進行內部會議協調之。
(3) 總額部門與付費者委員無法達成共識時：
依全民健康保險會組成及議事辦法第10條規定，分別就保險付費者代表之委員、保
險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之委員建議方案當中各提1案，報主管機關決定。個別委員
對建議方案有不同意見時，得提出不同意之意見書，由健保會併送主管機關。
6. 各部門總額年度預算之協商終止點，原則預訂為9月份之委員會議，未能在安排時限
內達成共識，除經保險付費者、醫事服務提供者雙方代表同意再行協談，否則依法送
請主管機關裁決，不再重啟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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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協商結論之確認
（一）協商項目之成長率（或金額）：於協商共識會議當場試算並進行確認。除經部門總額代表
提議，並獲得付費者委員支持，方可重新協議及再行確認。
（二）協定事項：於委員會議中確認；文字若不違原協商事項，可酌修。

四、協商共識會議實錄之製作與公開
為讓各界瞭解年度總額之協商過程，與會人員發言內容，將以實錄方式上網公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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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
分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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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之附件一

105年度牙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配

一、總額設定公式：
105年度牙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
校正後104年度牙醫門診一般服務醫療給付費用×（1＋105年度一般服務成長率）＋105年
度專款項目經費
註：校正後 104 年度牙醫門診一般服務醫療給付費用，係依全民健康保險會 104 年第 4 次委員會議決議，校
正投保人口數成長率差值。

二、總額協定結果：
（一）一般服務成長率為3.046%。其中，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2.512%，協商因素成
長率0.534%。
（二）專款項目全年經費為1,897.6百萬元。
（三）前述二項額度經換算，105年度牙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較104年度所核定總額成長
3.463%；而於校正投保人口數後，成長率估計值為3.109%。各細項成長率及金額如表1。

三、總額分配相關事項：
（一）一般服務（上限制）：
1. 地區預算︰
(1) 地區範圍：以中央健康保險署六分區業務組所轄範圍區分為六個地區。
(2) 分配方式：
a. 自一般服務費用移撥4.253億元，用於「醫療資源缺乏地區改善方案之論量計酬
費用」、「全民健康保險牙醫門診總額醫療資源不足且點值低地區獎勵方案」、
「投保人口就醫率全國最高二區之保障款」及「牙周病統合性治療第三階段給付
費用」等4項，經費若有剩餘，則回歸一般服務費用。
b. 扣除品質保證保留款及上開移撥費用後，預算100%依各地區校正人口風險後保
險對象人數分配。
c. 所涉執行面及計算等相關細節，授權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牙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
議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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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需保障或鼓勵之醫療服務，以回歸支付標準處理為原則。如仍有部分服務需採點值
保障，由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牙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議定後，於104年12月底前送
全民健康保險會同意後執行。
2. 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所增加之預算（888.2百萬元），應用於調整支付標準。
3. 品質保證保留款（0.300%）：
(1) 依牙醫門診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支付，預算應於105年3月底前將方案內容
提經全民健康保險會同意後始得動支，並於105年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
會議提報前一年度執行成果。
(2) 金額應全數用於鼓勵提升醫療品質，並以最近2年（104、105年）該保留款成長率
之累計額度為限，其餘額度回歸一般服務預算。
4. 其他醫療服務利用及密集度之改變（0.296%）：
(1) 經費應用於加強感染控制等其他醫療服務利用及密集度改變之項目。
(2) 請牙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協調各區院所提供假日看診服務。
5. 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0.031%）。
6. 新增支付標準預算執行率連2年未達30%者，扣其原編預算之50%（-0.031%）。
（二）專款項目：全年經費為1,897.6百萬元。
具體實施方案（含預定達成目標及評估指標）由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牙醫門診總額相
關團體訂定後，依相關程序辦理，並送全民健康保險會備查。前述方案之作業時程，延續
型計畫應於104年11月底前完成，並於105年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提報執
行成果及成效評估報告；實施成效並納入下年度總額協商考量。
1. 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全年經費280.0百萬元，辦理牙醫師至無牙醫鄉執業及巡迴醫療計畫。
2. 牙醫特殊醫療服務計畫：
全年經費473.0百萬元，辦理先天性唇顎裂與顱顏畸形患者、特定障別之身心障礙者、
在宅及老人長期照顧暨安養機構牙醫醫療服務。
3. 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
(1) 第1、2階段，全年經費884.0百萬元；第3階段，全年經費260.6百萬元。
(2) 第1、2階段照護目標數為130,000人；第3階段服務人數為95,000人。
(3) 協商106年度牙醫門診總額時，應提出成效評估及規劃納入一般服務之期程。
(4) 本計畫所涵蓋之支付項目不應再收取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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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05年度牙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成長率項目表

項目

成長率（%）或 增加金額
金額（百萬元） （百萬元）

協定事項

投保人口數年增率

0.140%

人口結構改變率

0.000%

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

2.369%

941.8 1. 計算公式：
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
長率＝ [（1 ＋投保人口數年
增率）×（1 ＋人口結構改變
率＋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
率）] － 1
2. 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所增
加之預算（888.2 百萬元），
應用於調整支付標準。

0.534%

200.5

0.300%

1. 依牙醫門診總額品質保證保留
款 實 施 方 案 支 付， 預 算 應 於
105 年 3 月底前將方案內容提
經全民健康保險會同意後始得
動 支， 並 於 105 年 各 部 門 總
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提
112.5
報前一年度執行成果。
2. 金額應全數用於鼓勵提升醫療
品質，並以最近 2 年（104、
105 年）該保留款成長率之累
計額度為限，其餘額度回歸一
般服務預算。

0.296%

1. 經費應用於加強感染控制等其
他醫療服務利用及密集度改變
111.0
之項目。
2. 請牙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協調
各區院所提供假日看診服務。

違反全民健保醫事
服務機構特約及管
理辦法之扣款

-0.031%

-11.5

新增支付標準預算
執行率連 2 年未達
30% 者， 扣 其 原
編預算之 50%

-0.031%

-11.5

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

協商因素成長率

一般服務

鼓勵提升醫療品
質 及 促 進 保 險 對 品質保證保留款
象健康

2.512%

其他醫療服務利用及密集度之改變

其他議定項目

增加金額
一般服務成長率
總金額

3.046%

1,142.3
38,6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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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成長率（%）或 增加金額
金額（百萬元） （百萬元）

280.0

1. 辦理牙醫師至無牙醫鄉執業及
巡迴醫療計畫。
2. 具體實施方案於 104 年 11 月
0.0
底 前 完 成， 並 於 105 年 各 部
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
會議提報執行成果及成效評
估報告。

牙醫特殊醫療服務計畫

473.0

1. 辦理先天性唇顎裂與顱顏畸形
患 者、 特 定 障 別 之 身 心 障 礙
者、在宅及老人長期照顧暨安
養機構牙醫醫療服務。
30.0 2. 具體實施方案於 104 年 11 月
底 前 完 成， 並 於 105 年 各 部
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
會議提報執行成果及成效評
估報告。

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
（第 1、2 階段）

884.0

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
（第 3 階段）

260.6

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專款項目︵全年計畫經費︶

1,897.6

專款金額
總成長率（註 1）
（一般服務＋專款）

增加金額
總金額

較 104 年度核定總額成長率

3.109%

1. 第 1、2 階 段 照 護 目 標 數 為
130,000 人；第 3 階段服務人
數為 95,000 人。
2. 協 商 106 年 度 牙 醫 門 診 總 額
時，應提出成效評估及規劃納
入一般服務之期程。
3. 本計畫所涵蓋之支付項目不應
再收取自費。
16.0
4. 具體實施方案於 104 年 11 月
底 前 完 成， 並 於 105 年 各 部
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
會議提報執行成果及成效評
估報告。
34.0

80.0
1,222.3
40,532.2

3.463%

註：1. 計算總成長率所用之基期費用，一般服務含校正投保人口數成長率差值。
2. 本表除專款項目金額外，餘各項金額為預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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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之附件二

105年度中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配

一、總額設定公式：
105年度中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
校正後104年度中醫門診一般服務醫療給付費用×（1＋105年度一般服務成長率）＋105年
度專款項目經費
註：校正後 104 年度中醫門診一般服務醫療給付費用，係依全民健康保險會 104 年第 4 次委員會議決議，校
正投保人口數成長率差值。

二、總額協定結果：
（一）一般服務成長率為3.401%。其中，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3.207%，協商因素成
長率0.194%。
（二）專款項目全年經費為286.4百萬元。
（三）前述二項額度經換算，105年度中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較104年度所核定總額成長
3.927%；而於校正投保人口數後，成長率估計值為3.566%。各細項成長率及金額如表2。

三、總額分配相關事項：
（一）一般服務（上限制）：
1. 地區預算︰
(1) 地區範圍：以中央健康保險署六分區業務組所轄範圍區分為六個地區。
(2) 分配方式：
a. 於扣除品質保證保留款及風險調整基金後，預算2.22%歸東區，97.78%歸其他
五區。
b. 東區外，其他五分區依下列參數占率分配之：
(a) 各區實際收入預算占率：72%。
(b) 各區戶籍人口數占率：8%。
(c) 各區每人於各分區就醫次數之權值占率：9%。
(d) 各區人數利用率成長率與醫療費用點數成長率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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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各區各鄉鎮市區每萬人口中醫師數占率：5%。
(f) 偏鄉人口預算分配調升機制：1%，若有餘款則歸入依「各區實際收入預算占
率」分配。
c. 所涉執行面及計算等相關細節，授權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中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
議定之。
(3) 需保障或鼓勵之醫療服務，以回歸支付標準處理為原則。如仍有部分服務需採點值
保障，由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中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議定後，於104年12月底前送
全民健康保險會同意後執行。
(4) 為提升民眾就醫公平性及促進各地區醫療資源均衡發展，中醫門診總額一般服務之
地區預算，自105年度起，分配參數中之「各區戶籍人口數占率」，以5年調升10%
為目標。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與中央健康保險署，於討論106年度地區預算分
配方式前，研提符合前開條件之分配草案；屆時若未能提出，則該年地區預算之分
配參數「各區戶籍人口數占率」應調升3%。
2. 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所增加之預算（580.5百萬元），應用於調整支付標準。
3. 品質保證保留款（0.100%）：
(1) 依中醫門診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支付，預算應於105年3月底前將方案內容
提經全民健康保險會同意後始得動支，並於105年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
會議提報前一年度執行成果。
(2) 金額應全數用於鼓勵提升醫療品質，並以最近2年（104、105年）該保留款成長率
之累計額度為限，其餘額度回歸一般服務預算。
4. 其他醫療服務利用及密集度之改變（0.364%）：分2年調校診察費合理量之計算公
式，105年度原編列200百萬元，經扣減104年度所編120百萬元預算已納入基期部
分，計增加80百萬元。
5. 腦血管疾病及顱腦損傷患者中醫特定疾病門診加強照護計畫自103年由專款移列至一
般服務後執行率偏低之減列（-0.193%）；且105年度上半年預算中，若執行率未達
80%，將按比例扣款。
6. 小兒腦性麻痺及小兒氣喘緩解期中醫優質門診照護試辦計畫自102年由專款移列至一
般服務後執行率偏低之減列（-0.068%）。
7. 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0.009%）。
近3年之違規案件，多數來自民眾檢舉或中央健康保險署主動查核，由中醫門診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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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團體舉發之案件為「0」，期許醫界發揮自主管理精神，強化內部之自律。
（二）專款項目：全年經費為286.4百萬元。
具體實施方案（含預定達成目標及評估指標）由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中醫門診總額相
關團體訂定後，依相關程序辦理，並送全民健康保險會備查。前述方案之作業時程，延續
型計畫應於104年11月底前完成，新增計畫原則於104年12月底前完成，並於105年各部門
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提報執行成果及成效評估報告（新增計畫僅需提供初步執行
結果）；實施成效並納入下年度總額協商考量。
1. 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全年經費106.5百萬元，辦理中醫師至無中醫鄉開業及巡迴醫療服務計畫。
2. 西醫住院病患中醫特定疾病輔助醫療計畫：
全年經費113.0百萬元，包含腦血管疾病、顱腦損傷、脊髓損傷及腫瘤患者手術、化
療、放射線療法後照護等4項。
3. 提升孕產照護品質計畫：全年經費32.0百萬元。
4. 乳癌、肝癌門診加強照護計畫：全年經費14.9百萬元。
5. 學齡兒童過敏性鼻炎照護計畫：
(1) 全年經費20.0百萬元。
(2) 請於105年6月底前提送相關論質計酬或論病例計酬方案至全民健康保險會通過後預
算始得動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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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05年度中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成長率項目表

項目
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

成長率（%）或 預估增加金
金額（百萬元） 額（百萬元）
3.207%

投保人口數年增率

0.140%

人口結構改變率

0.420%

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

2.643%

0.194%

協商因素成長率

704.4

1. 計算公式：
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
長 率 ＝ [（1 ＋ 投 保 人 口 數 年
增率）×（1 ＋人口結構改變
率＋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
率）] － 1
2. 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所增
加 之 預 算（580.5 百 萬 元 ），
應用於調整支付標準。

42.6

22.0

1. 依中醫門診總額品質保證保留
款 實 施 方 案 支 付， 預 算 應 於
105 年 3 月底前將方案內容提
經全民健康保險會同意後始得
動支，並於 105 年各部門總額
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提報
前一年度執行成果。
2. 金額應全數用於鼓勵提升醫療
品 質， 並 以 最 近 2 年（104、
105 年）該保留款成長率之累
計額度為限，其餘額度回歸一
般服務預算。

0.364%

80.0

分 2 年調校診察費合理量之計算
公式，105 年度原編列 200 百萬
元，經扣減 104 年度所編 120 百
萬元預算已納入基期部分，計增
加 80 百萬元。

腦血管疾病及顱腦
損傷患者中醫特定
疾病門診加強照護
計 畫 自 103 年 由
專款移列至一般服
務後執行率偏低之
減列

-0.193%

-42.5

105 年度上半年預算中，若執行
率未達 80%，將按比例扣款。

小兒腦性麻痺及小兒氣喘緩解期中
醫優質門診照護試辦計畫自 102 年
由專款移列至一般服務後執行率偏
低之減列

-0.068%

-15.0

0.100%

一般服務

鼓勵提升醫療品
質及促進保險對 品質保證保留款
象健康

其他醫療服務利用及密集度之改變

其他議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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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違反全民健保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
管理辦法之扣款

一般服務成長率

增加金額
總金額

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專款項目︵全年計畫經費︶

西醫住院病患中醫特定疾病輔助醫
療計畫
1. 腦血管疾病
2. 顱腦損傷
3. 腫瘤患者手術、化療、放射線療
法後照護
4. 脊髓損傷

中醫提升孕產照護品質計畫

乳癌、肝癌門診加強照護計畫

學齡兒童過敏性鼻炎照護計畫

專款金額

成長率（%）或 預估增加金
金額（百萬元） 額（百萬元）

-0.009%

3.401%

-1.9

協定事項
近 3 年之違規案件，多數來自民
眾檢舉或中央健康保險署主動查
核，由中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舉
發之案件為「0」，期許醫界發揮
自主管理精神，強化內部之自律。

747.0
22,711.9

10.0

1. 辦理中醫師至無中醫鄉開業及
巡迴醫療服務計畫。
2. 具體實施方案於 104 年 11 月底
前完成，並於 105 年各部門總
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提
報執行成果及成效評估報告。

0.0

具體實施方案於 104 年 11 月底前
完成，新增計畫原則於 104 年 12
月底前完成，並於 105 年各部門
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提
報執行成果及成效評估報告（新
增計畫僅需提供初步執行結果）。

0.0

具 體 實 施 方 案 於 104 年 11 月 底
前完成，並於 105 年各部門總額
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提報執
行成果及成效評估報告。

14.9

具 體 實 施 方 案 原 則 於 104 年 12
月底前完成，並於 105 年各部門
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提
報初步執行結果。

20.0

20.0

請 於 105 年 6 月 底 前 提 送 相 關
論質計酬或論病例計酬方案至全
民健康保險會通過後預算始得動
支，並於 105 年各部門總額執行
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提報初步執
行結果。

286.4

44.9

106.5

113.0

32.0

14.9

增加金額
總成長率（註 1）
（一般服務＋專款） 總金額

3.566%

較 104 年度核定總額成長率

3.927%

791.9
22,998.3
－

註：1. 計算總成長率所用之基期費用，一般服務含校正投保人口數成長率差值。
2. 本表除專款項目金額外，餘各項金額為預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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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之附件三

105年度西醫基層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配

一、總額設定公式：
105年度西醫基層醫療給付費用總額＝

●

校正後104年度西醫基層一般服務醫療給付費用×（1＋105年度一般服務成長率）＋105年
度專款項目經費＋105年度西醫基層門診透析服務費用
105年度西醫基層門診透析服務費用＝

●

104年度西醫基層門診透析服務費用×（1＋成長率）
註：校正後 104 年度西醫基層一般服務醫療給付費用，係依全民健康保險會 104 年第 4 次委員會議決議，校
正投保人口數成長率差值。

二、總額協定結果：
（一）一般服務成長率為3.831%。其中，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3.441%，協商因素成
長率0.390%。
（二）專款項目全年經費為2,112.7百萬元。
（三）門診透析服務成長率4.498%。
（四）前述三項額度經換算，105年度西醫基層醫療給付費用總額，較104年度所核定總額成長
4.274%；而於校正投保人口數後，成長率估計值為3.959%。各細項成長率及金額如表3。

三、總額分配相關事項：
（一）一般服務（上限制）：
1. 地區預算︰
(1) 地區範圍：以中央健康保險署六分區業務組所轄範圍區分為六個地區。
(2) 分配方式：
a. 於扣除品質保證保留款及風險調整基金後，預算66%依各地區校正「人口風險因
子及轉診型態」後保險對象人數，34%依西醫基層總額支付制度開辦前一年（89
年）各地區實際發生醫療費用比率分配。
b. 所涉執行面及計算等相關細節，授權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西醫基層總額相關團體
議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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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需保障或鼓勵之醫療服務，以回歸支付標準處理為原則。如仍有部分服務需採點值
保障，由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西醫基層總額相關團體議定後，於104年12月底前送
全民健康保險會同意後執行。
2. 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所增加之預算（2,292.8百萬元），應用於調整支付標準。
3. 品質保證保留款（0.100%）：
(1) 依西醫基層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支付，預算應於105年3月底前將方案內容
提經全民健康保險會同意後始得動支，並於105年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
會議提報前一年度執行成果。
(2) 金額應全數用於鼓勵提升醫療品質，並以最近2年（104、105年）該保留款成長率
之累計額度為限，其餘額度回歸一般服務預算。
4. 新醫療科技（包括新增診療項目、新藥及新特材等）（0.082%）：
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104年12月委員會議說明擬調整之相關項目與作業時程，及於
105年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提報執行結果（含新增項目及申報費用/點
數），若未於時程內導入，則扣減該額度。
5. 新增跨表項目（0.030%）。
(1) 新增「CA-125腫瘤標記（EIA/LIA法）」跨表項目。
(2) 應於104年12月底前完成相關程序，若未能於年度開始時實施，則扣減本項成長
率，並於105年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提報執行情形。
6. 配合安全針具推動政策之費用（0.004%）。
(1) 配合安全針具推動政策，5年內按比例逐步完成全面提供安全針具。本項預算自102
年起分5年編列，105年為第4年。
(2) 請於105年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提送執行情形（含安全針具之申報
量與價格）。
7. 因就醫可近性提升，對就醫人數及醫療費用成長之影響（含慢性病照護之增進）
（0.229%）。
(1) 慢性病照護執行率以成長20%為目標。
(2) 本項經費包含肯定西醫基層總額醫療服務效率提升之努力，預算31.2百萬元。
8. 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0.024%）：
近3年之違規案件，多數來自民眾檢舉或中央健康保險署主動查核，由西醫基層總額
相關團體舉發之案件為「0」，期許醫界發揮自主管理精神，強化內部之自律。
9. 醫療照護整合政策暨服務效率提升成效，利益共享：七成用以獎勵醫療服務提供者，
三成回歸保險對象（-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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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款項目：全年經費為2,112.7百萬元。
具體實施方案（含預定達成目標及評估指標）由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西醫基層總額相
關團體訂定後，依相關程序辦理，並送全民健康保險會備查。前述方案之作業時程，延續
型計畫應於104年11月底前完成，並於105年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提報執
行成果及成效評估報告；實施成效並納入下年度總額協商考量。
1. 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1) 全年經費240百萬元，其中180百萬元得與醫院總額同項專款相互流用。
(2) 預算應於105年3月底前將方案內容提經全民健康保險會同意後始得動支。
2. 加強慢性B型及C型肝炎治療計畫：
(1) 全年經費400百萬元，不足部分由其他預算支應。
(2) 病毒量檢測數據應上傳至中央健康保險署資訊服務網（VPN），作為評估成效之
依據。
3. 醫療給付改善方案：
(1) 全年經費292.7百萬元。
(2) 辦理原有糖尿病、氣喘、思覺失調症、B型肝炎帶原者及C型肝炎感染者個案追
蹤、早期療育及孕產婦等6項方案。
(3) 請檢討各計畫執行內容，以提升照護率及執行成效，每項疾病之照護執行率以成長
20%為目標，每年定期於全民健康保險會提出檢討報告。
4. 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
(1) 全年經費1,180百萬元。
(2) 應確實評估成效，並訂定嚴格之退場機制，預算應於105年3月底前將計畫內容提經
全民健康保險會同意後始得動支。
5. 應整合相關照護方案/計畫，朝以病人為中心的整合性醫療服務發展，以提升醫療資源
的使用效益。
（三）門診透析服務：
1. 合併西醫基層及醫院兩總額部門所協定之年度透析服務費用，並統為運用。
2. 門診透析服務費用於醫院及西醫基層總額之計算方式：
先協定新年度門診透析服務費用成長率，再依協商當年第1季醫院及西醫基層之門診
透析費用點數占率分配預算，而得新年度醫院及西醫基層門診透析費用及其成長率。
3. 門診透析服務總費用成長率為3.8%，依上述分攤基礎，西醫基層部門本項服務費用成
長率為4.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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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05年度西醫基層醫療給付費用協定項目表

項目
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

成長率（%）或 增加金額
金額（百萬元） （百萬元）
3.441%

投保人口數年增率

0.140%

人口結構改變率

1.025%

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

2.272%

協商因素成長率

鼓勵提升醫療品
質及促進保險對 品質保證保留款
象健康

新增跨表項目

393.8

0.100%

1. 依西醫基層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實
施方案支付，預算應於 105 年 3 月
底前將方案內容提經全民健康保險
會同意後始得動支，並於 105 年各
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
100.9
提報前一年度執行成果。
2. 金額應全數用於鼓勵提升醫療品質，
並以最近 2 年（104、105 年）該保
留款成長率之累計額度為限，其餘
額度回歸一般服務預算。

0.082%

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 104 年 12 月委
員會議說明擬調整之相關項目與作業
時程，及於 105 年各部門總額執行成
83.0
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提報執行結果（含
新增項目及申報費用 / 點數），若未
於時程內導入，則扣減該額度。

0.030%

1. 新 增「CA-125 腫 瘤 標 記（EIA/LIA
法）」跨表項目。
2. 應於 104 年 12 月底前完成相關程
30.0
序，若未能於年度開始時實施，則
扣減本項成長率，並於 105 年各部
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提
報執行情形。

0.004%

1. 配合安全針具推動政策，5 年內按
比例逐步完成全面提供安全針具。
本項預算自 102 年起分 5 年編列，
105 年為第 4 年。
4.0
2. 請於 105 年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
表暨評核會議提送執行情形（含安
全針具之申報量與價格）。

保險給付項目及
支付標準之改變

配合安全針具推
動政策之費用

3,472.5 1. 計算公式：
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
[（1 ＋投保人口數年增率）×（1
＋人口結構改變率＋醫療服務成本
指數改變率）] － 1
2. 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所增加之
預算（2,292.8 百萬元），應用於調
整支付標準。

0.390%

一般服務
新醫療科技（包
保險給付項目及 括 新 增 診 療 項
支付標準之改變 目、新藥及新特
材等）

協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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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一般服務成長率

0.229%

違反全民健保醫
事服務機構特約
及管理辦法之扣
款

-0.024%

近 3 年 之 違 規 案 件， 多 數 來 自 民 眾
檢舉或中央健康保險署主動查核，由
-24.1 西醫基層總額相關團體舉發之案件為
「0」，期許醫界發揮自主管理精神，
強化內部之自律。

醫療照護整合政
策暨服務效率提
升成效，利益共
享：七成用以獎
勵醫療服務提供
者，三成回歸保
險對象

-0.031%

-31.2

增加金額
總金額

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專款項目︵全年計畫經費︶

加強慢性 B 型及 C 型肝炎治療
計畫

醫療給付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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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慢性病照護執行率以成長 20% 為目
標。
231.2 2. 本項經費包含肯定西醫基層總額醫
療服務效率提升之努力，預算 31.2
百萬元。

因就醫可近性提
其他醫療服務利 升，對就醫人數
用及密集度之改 及醫療費用成長
變
之影響（含慢性
病照護之增進）

其他議定項目

成長率（%）或 增加金額
金額（百萬元） （百萬元）

3.831%

3,866.3
104,782.2

240.0

1. 其中 180 百萬元得與醫院總額同項
專款相互流用。
2. 預算應於 105 年 3 月底前將方案內
容提經全民健康保險會同意後始動
90.0
支，並於 105 年各部門總額執行成
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提報執行成果及
成效評估報告。

400.0

1. 不足部分由其他預算支應。
2. 病毒量檢測數據應上傳至中央健康
保險署資訊服務網 (VPN)，作為評
估成效之依據。
0.0
3. 具體實施方案應於 104 年 11 月底
前完成，並於 105 年各部門總額執
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提報執行成
果及成效評估報告。

292.7

1. 辦理原有之糖尿病、氣喘、思覺失
調症、B 型肝炎帶原者及 C 型肝炎
38.3
感染者個案追蹤、早期療育及孕產
婦等 6 項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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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率（%）或 增加金額
金額（百萬元） （百萬元）

項目

協定事項
2. 請檢討各計畫執行內容，以提升照
護率及執行成效，每項疾病之照護
執 行 率 以 成 長 20% 為 目 標， 每 年
定期於全民健康保險會提出檢討報
告。
3. 具體實施方案應於 104 年 11 月底
前完成，並於 105 年各部門總額執
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提報執行成
果及成效評估報告。

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

1,180.0

專款金額

2,112.7

成長率
（一般服務＋專款）

增加金額
總金額

3.882%

增加金額

門診透析服務
成長率

4.498%

總金額

增加金額
總成長率（註 1）
（一般服務＋專款＋門診
總金額
透析）

3.959%

較 104 年度核定總額成長率

4.274%

1. 應確實評估成效，並訂定嚴格之退
場機制。
2. 預算應於 105 年 3 月底前將計畫內
0.0
容提經全民健康保險會同意後始得
動支，並於 105 年各部門總額執行
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提報執行成果
及成效評估報告。
128.3
3,994.6
106,894.9
1. 合併西醫基層及醫院兩總額部門所
協定之年度透析服務費用，並統為
運用。
661.6 2. 門診透析服務費用於醫院及西醫基
層總額之計算方式：先協定新年度
門診透析服務費用成長率，再依協
商當年第 1 季醫院及西醫基層之門
診透析費用點數占率分配預算，而
得新年度醫院及西醫基層門診透析
費用及其成長率。
15,371.0 3. 門 診 透 析 服 務 總 費 用 成 長 率 為
3.8%， 依 上 述 分 攤 基 礎， 西 醫
基層部門本項服務費用成長率為
4.498%。
4,656.2
122,265.9
－

註：1. 計算總成長率所用之基期費用，一般服務含校正投保人口數成長率差值。
2. 本表除專款項目金額外，餘各項金額為預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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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之附件四

105年度醫院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配

一、總額設定公式：
105年度醫院醫療給付費用總額＝

●

校正後104年度醫院一般服務醫療給付費用×（1＋105年度一般服務成長率）＋105年度專
款項目經費＋105年度醫院門診透析服務費用
105年度醫院門診透析服務費用＝

●

104年度醫院門診透析服務費用×（1＋成長率）
註：校正後 104 年度醫院一般服務醫療給付費用，係依全民健康保險會 104 年第 4 次委員會議決議，校正投
保人口數成長率差值。

二、總額決定結果：
醫院總額經醫院與保險付費者代表協商，未能達成共識，爰依全民健康保險會組成及議事辦
法第10條規定，分別就保險付費者代表及醫院代表之委員建議方案當中各提一案，報請主管機關
決定，結果如下：
（一）總額成長率與相關額度：
1. 一般服務成長率為5.022%。其中，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4.395%，協商因素
成長率0.627%。
2. 專款項目全年經費為16,124.8百萬元。
3. 門診透析服務成長率3.273%。
4. 前述三項額度經換算，105年度醫院醫療給付費用總額，較104年度所核定總額成長
5.672%；而於校正投保人口數後，成長率估計值為5.332%。各細項成長率及金額如
表4。
（二）總額分配相關事項：
1. 一般服務（上限制）：
(1) 地區預算：
a. 地區範圍：以中央健康保險署六分區業務組所轄範圍區分為六個地區。
b. 分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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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扣除品質保證保留款後，用於「計算」地區預算所採之門住診費用比為45：
55，該門診費用（45%）包含門診透析服務。
(a) 門診服務（不含門診透析服務、品質保證保留款）：
預算46%依各地區校正「人口風險因子及轉診型態」後保險對象人數，54%依
醫院總額支付制度開辦前一年各地區實際發生醫療費用比率分配。
(b) 住診服務（不含品質保證保留款）：
預算41%依各地區校正「人口風險因子」後保險對象人數，59%依醫院總額支
付制度開辦前一年各地區實際發生醫療費用比率分配。
(c) 各地區門住診服務，經依(a)、(b)計算後，合併預算，按季結算各區浮動點值
以核付費用。
(d) 所涉執行面及計算等相關細節，授權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醫院總額相關團體
議定之。
c. 需保障或鼓勵之醫療服務，以回歸支付標準處理為原則。如仍有部分服務需採點
值保障，由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醫院總額相關團體議定後，於104年12月底前送
全民健康保險會同意後執行。
(2) 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所增加之預算（9,160.5百萬元），原則用以調整全民健康
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並以與醫事人員薪資連動或間接反應之方式
辦理。
(3) 品質保證保留款（0.100%）：
a. 依醫院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支付，預算應於105年3月底前將方案內容
提經全民健康保險會同意後始得動支，並於105年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
核會議提報前一年度執行成果。
b. 金額應全數用於鼓勵提升醫療品質，並以最近2年（104、105年）該保留款成長
率之累計額度為限，其餘額度回歸一般服務預算。
(4) 新醫療科技（包括新增診療項目、新藥及新特材等）（0.503%）：
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104年12月委員會議說明擬調整之相關項目與作業時程，及於
105年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提報執行結果（含新增項目及申報費用/
點數），若未於時程內導入，則扣減該額度。
(5) 配合安全針具推動政策之費用（0.027%）：
a. 配合安全針具推動政策所需預算5億元，業自102年起分年攤提編列（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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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各編列1億元，104年編列2億元），105年為最後一次編列，預算計1億元。
b. 請於105年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含安全針具之申
報量與價格）。
(6) 提升護理照護品質（0.0%）：
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持續監測相關指標（護病比、護理人力、住院護理品質指標
等），並於105年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提報執行情形。
(7) 其他醫療服務利用及密集度之改變（0.032%）：
本項係肯定醫院總額醫療服務效率提升之努力。
(8) 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0.003%）：
違規案件多數來自民眾檢舉或中央健康保險署主動查核，醫院總額相關團體雖未受
託專業自主事務，仍期許醫院部門發揮自主管理精神，強化內部之自律。
(9) 醫療照護整合政策暨服務效率提升成效，利益共享：七成用以獎勵醫療服務提供
者，三成回歸保險對象（-0.032%）。
(10) 加強慢性B型及C型肝炎治療計畫：自102年由專款移列至一般服務，105年起應
將病毒量檢測數據上傳至中央健康保險署資訊服務網（VPN），做為評估成效之
依據。
2. 專款項目：全年經費為16,124.8百萬元。
具體實施方案（含預定達成目標及評估指標）由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醫院總額相
關團體訂定後，依相關程序辦理，並送全民健康保險會備查。前述方案之作業時程，
延續型計畫應於104年11月底前完成，並於105年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
提報執行成果及成效評估報告；實施成效並納入下年度總額協商考量。
(1) 鼓勵器官移植並確保術後追蹤照護品質：
全年經費4,162百萬元，不足部分由其他預算支應。
(2) 罕見疾病、血友病藥費及罕見疾病特材：
a. 罕見疾病、血友病藥費全年經費8,940百萬元，不足部分由其他預算支應。
b. 罕見疾病特材全年經費12.5百萬元。
c. 為檢視本項費用成長之合理性，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105年6月底前提出專案
報告。
(3) 醫療給付改善方案：
a. 全年經費876.3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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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辦理原有之糖尿病、氣喘、乳癌、思覺失調症、B型肝炎帶原者及C型肝炎感染
者個案追蹤、早期療育、孕產婦等7項方案。
c. 請檢討相關計畫執行內容，以提升照護率及執行成效，每項疾病之照護執行率以
成長20%為目標，每年定期於全民健康保險會提出檢討報告。
(4) 急診品質提升方案：
a. 全年經費160百萬元。
b. 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檢討方案執行內容，以紓解醫學中心急診壅塞情形。
(5) 鼓勵繼續推動住院診斷關聯群（DRGs）：
a. 全年經費1,114百萬元，導入第3、4、5階段DRGs項目。
b. 本項經費應依實際導入施行之項目與季別，併醫院總額一般服務費用結算。
c. 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105年6月底前，提出DRGs相關診斷分類分組，由ICD-9CM轉換為ICD-10-CM/PCS之執行情形專案報告。
(6) 醫院支援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a. 全年經費60百萬元，本項經費得與西醫基層總額同項專款相互流用。
b. 配合支援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所需，提供專科巡迴醫療等服務。
(7)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資源不足地區醫療服務提升計畫：全年經費800百萬元。
3. 門診透析服務：
(1) 合併西醫基層及醫院兩總額部門所協定之年度透析服務費用，並統為運用。
(2) 門診透析服務費用於醫院及西醫基層總額之計算方式：
先協定新年度門診透析服務費用成長率，再依協商當年第1季醫院及西醫基層之門
診透析費用點數占率分配預算，而得新年度醫院及西醫基層門診透析費用及其成
長率。
(3) 門診透析服務總成長率為3.8%。依上述分攤基礎，醫院部門本項服務費用成長率為
3.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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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105年度醫院醫療給付費用協定項目表（決定版）

項目
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
長率

成長率（%）或 預估增加金額
金額（百萬元） （百萬元）
4.395%

投保人口數年增率

0.140%

人口結構改變率

1.764%

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

2.485%

協商因素成長率

0.100%

新醫療科技（包
括新增診療項
目、新藥及新特
材等）

保險給付項
目及支付標
配合安全針具推
準之改變
動政策之費用

提升護理照護品
質

160

0.503%

0.027%

0.000%

1. 計算公式：
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
[（1 ＋投保人口數年增率）×（1
＋人口結構改變率＋醫療服務成本
指數改變率）] － 1
2. 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所增加之
預算（9,160.5 百萬元），原則用以
調整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
目及支付標準，並以與醫事人員薪
資連動或間接反應之方式辦理。

2,310.2

368.6

1. 依醫院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
案支付，預算應於 105 年 3 月底前
將方案內容提經全民健康保險會同
意後始得動支，並於 105 年各部門
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提報
前一年度執行成果。
2. 金額應全數用於鼓勵提升醫療品質，
並以最近 2 年（104、105 年）該保
留款成長率之累計額度為限，其餘
額度回歸一般服務預算。

1,853.5

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 104 年 12 月委
員會議說明擬調整之相關項目與作業
時程，及於 105 年各部門總額執行成
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提報執行結果（含
新增項目及申報費用 / 點數），若未
於時程內導入，則扣減該額度。

100.0

1. 配合安全針具推動政策所需預算 5
億元，業自 102 年起分年攤提編列
（102、103 年各編列 1 億元，104
年編列 2 億元），105 年為最後一
次編列，預算計 1 億元。
2. 請於 105 年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
表暨評核會議提報執行情形（含安
全針具之申報量與價格）。

0.0

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持續監測相關指標
（護病比、護理人力、住院護理品質
指標等），並於 105 年各部門總額執
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提報執行情形。

一般服務

鼓勵提升醫
療品質及促
品質保證保留款
進保險對象
健康

0.627%

16,201.4

決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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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其他醫療服務利用及密集度
之改變

其他議定
項目

一般服務
成長率

成長率（%）或 預估增加金額
金額（百萬元） （百萬元）
0.032%

117.0

本項係肯定醫院總額醫療服務效率提
升之努力。
違規案件多數來自民眾檢舉或中央健
康保險署主動查核，醫院總額相關團
體雖未受託專業自主事務，仍期許醫
院部門發揮自主管理精神，強化內部
之自律。

違反全民健保醫
事服務機構特約
及管理辦法之扣
款

-0.003%

-11.9

醫療照護整合政
策暨服務效率提
升成效，利益共
享：七成用以獎
勵醫療服務提供
者，三成回歸保
險對象

-0.032%

-117.0

增加金額
總金額

鼓勵器官移植並確保術後追
蹤照護品質

專款項目︵全年計畫經費︶

罕見疾病、血友病藥費及罕
見疾病特材

5.022%
4,162.0

8,952.5

決定事項

18,511.6
387,145.3
190.0

不足部分由其他預算支應。

1,125.0

1. 罕 見 疾 病、 血 友 病 藥 費 全 年 經 費
8,940 百萬元，不足部分由其他預
算支應。
2. 罕見疾病特材全年經費 12.5 百萬元。
3. 為檢視本項費用成長之合理性，請
中央健康保險署於 105 年 6 月底前
提出專案報告。

醫療給付改善方案

876.3

135.0

1. 辦理原有之糖尿病、氣喘、乳癌、
思覺失調症、B 型肝炎帶原者及 C
型肝炎感染者個案追蹤、早期療育、
孕產婦等 7 項方案。
2. 請檢討相關計畫執行內容，以提升照
護率及執行成效，每項疾病之照護
執行率以成長 20% 為目標，每年定
期於全民健康保險會提出檢討報告。

急診品質提升方案

160.0

0.0

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檢討方案執行內
容，以紓解醫學中心急診壅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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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率（%）或 預估增加金額
金額（百萬元） （百萬元）

項目

鼓勵繼續推動住院診斷關聯
群 (DRGs)

1,114.0

834.0

1. 導入第 3、4、5 階段 DRGs 項目。
2. 本項經費應依實際導入施行之項目
與季別，併醫院總額一般服務費用
結算。
3. 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 105 年 6 月底
前，提出 DRGs 相關診斷分類分組，
由 ICD-9-CM 轉 換 為 ICD-10-CM/
PCS 之執行情形專案報告。
1. 本項經費得與西醫基層總額同項專
款相互流用。
2. 配合支援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所
需，提供專科巡迴醫療等服務。

醫院支援西醫醫療資源不足
地區改善方案

60.0

0.0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資源不足
地區醫療服務提升計畫

800.0

0.0

16,124.8

2,284.0

專款金額
成長率（一般服務＋ 增加金額
專款）
總金額

5.437%

門診透析服務
成長率

20,795.6
403,270.1

637.8

增加金額

3.273%

20,125.3

總金額

決定事項

1. 合併西醫基層及醫院兩總額部門所
協定之年度透析服務費用，並統為
運用。
2. 門診透析服務費用於醫院及西醫基
層總額之計算方式：先協定新年度
門診透析服務費用成長率，再依協
商當年第 1 季醫院及西醫基層之門
診透析費用點數占率分配預算，而
得新年度醫院及西醫基層門診透析
費用及其成長率。
3. 門 診 透 析 服 務 總 費 用 成 長 率 為
3.8%，依上述分攤基礎，醫院部門
本項服務費用成長率為 3.273%。

21,433.4

增加金額
總成長率（註 1）
（一般服務＋專款＋
門診透析）
總金額

5.332%

較 104 年度核定總額成長率

5.672%

423,395.4
－

註：1. 計算總成長率所用之基期費用，一般服務含校正投保人口數成長率差值。
2. 本表除專款項目金額外，餘各項金額為預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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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之附件五

105年度全民健康保險其他預算及其分配
一、105年度其他預算減少958.0百萬元，預算總額度為10,358.9百萬元，採支出目標制，由中央
健康保險署管控，各細項分配如表5。
二、預算分配相關事項：
（一）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昇計畫：
全年經費605.4百萬元，請於105年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提報執行成果。
（二）非屬各部門總額支付制度範圍之服務：
1. 全年經費4,000百萬元，用於助產所、護理之家照護、居家照護、在宅醫療、精神疾病
社區復健及安寧居家療護等所需經費。
2. 應增加在宅醫療之照護人數，及放寬安寧居家醫師訪視之合理量。
3. 請於105年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提報執行情形。
（三）支應醫院總額罕見疾病與血友病藥費及器官移植、西醫基層總額慢性B型與C型肝炎治療
計畫專款不足之經費，及狂犬病治療藥費：全年經費300百萬元。
（四）推動促進醫療體系整合計畫：
1. 全年經費1,100百萬元，用於「醫院以病人為中心門診整合照護試辦計畫」3億元、
「區域醫療整合計畫」3億元、「提升急性後期照護品質試辦計畫」4億元，及「跨層
級醫院合作計畫」1億元。
2. 上述「區域醫療整合計畫」係以論人計酬試辦計畫（試辦屆滿，朝鼓勵醫療整合方式
修訂）修改而成，其中並融入相關子計畫，參加計畫之團隊應將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
計畫、醫院以病人為中心門診整合照護計畫等予以整合，以提供全人式照護。
3. 「提升急性後期照護品質試辦計畫」應往社區化發展。
4. 新增計畫內容原則於104年12月底前完成相關程序，各計畫請於105年各部門總額執
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提報執行成果及成效評估報告（新增方案僅需提供初步執行
結果）。
（五）其他預期政策改變及調節非預期風險所需經費：
1. 全年經費1,000百萬元。
2. 含新增醫藥分業地區所增加之藥品調劑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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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費之支用，依全民健康保險會第1屆103年第11次委員會議通過之適用範圍與動支程
序辦理。
（六）提升ICD-10-CM/PCS住院編碼品質：
1. 全年經費100百萬元，費用申報應全面採ICD-10-CM/PCS編碼外，並提升其正確性。
2. 請於105年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提報執行成果及成效評估報告。
（七）鼓勵醫療院所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措施：
1. 全年經費1,100百萬元。
2. 請於105年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提報執行成果及成效評估報告。
（八）提供保險對象收容於矯正機關者醫療服務計畫：
1. 全年經費1,404.5百萬元。
2. 請於105年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提報執行成果及成效評估報告。
（九）慢性腎臟病照護及病人衛教計畫：
1. 全年經費404百萬元。
2. 用於繼續推動末期腎臟病前期（Pre-ESRD）之病人照護與衛教計畫、初期慢性腎臟
病醫療給付改善方案（Early-CKD），及慢性腎衰竭病人門診透析服務品質提升獎勵
計畫。
3. 應與品質獎勵扣連，並與糖尿病醫療給付改善方案等相關計畫整合。
4. 請於105年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提報執行成果及成效評估報告。
（十）提升保險服務成效：
1. 全年經費295百萬元。
2. 中央健康保險署應委託食品藥物管理署以外之機關團體抽驗健保給付之藥品品質。
3. 請於105年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提報執行成果及成效評估報告。
（十一）高診次民眾就醫行為改善方案－藥事居家照護：
1. 全年經費50百萬元。
2. 應嚴格檢討計畫內容，且應依中央健康保險署提供之輔導對象名單擇取收案對象。
3. 請於105年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提報執行成果及成效評估報告。若無
具體成效，未來不應再編列預算。
附帶決議：其他預算項下之「提升保險服務成效」項目，在104年度總額中首度編列預算，計畫
名稱為「提升保險人管理效率」，據中央健康保險署表示，因對外之行政程序繁複，
致預算無法在當（104）年度內全數執行，且相關計畫已逐步進行，考量其或已發生
權利義務關係，爰同意104年度所未執行預算於105年度可續用，惟僅此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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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項目
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昇
計畫

105年度其他預算協定項目表

金額
增加金額
（百萬元） （百萬元）
605.4

0.0

請於 105 年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
核會議提報執行成果。
1. 用於助產所、護理之家照護、居家照護、
在宅醫療、精神疾病社區復健及安寧居
家療護等所需經費。
2. 應增加在宅醫療之照護人數，及放寬安
寧居家醫師訪視之合理量。
3. 請於 105 年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
評核會議提報執行情形。

非屬各部門總額支付制度範圍之
服務

4,000.0

286.0

支應醫院總額罕見疾病與血友病
藥費及器官移植、西醫基層總額
慢性 B 型與 C 型肝炎治療計畫
專款不足之經費，及狂犬病治療
藥費

300.0

0.0

推動促進醫療體系整合計畫

其他預期政策改變及調節非預期
風險所需經費

1,100.0

1,000.0

協定事項

0.0

1. 用於「醫院以病人為中心門診整合照護
試辦計畫」3 億元、「區域醫療整合計畫」
3 億元、「提升急性後期照護品質試辦計
畫」4 億元，及「跨層級醫院合作計畫」
1 億元。
2. 上述「區域醫療整合計畫」係以論人計
酬試辦計畫（試辦屆滿，朝鼓勵醫療整
合方式修訂）修改而成，其中並融入相
關子計畫；參加計畫之團隊應將家庭醫
師整合性照護計畫、醫院以病人為中心
門診整合照護計畫等予以整合，以提供
全人式照護。
3.「提升急性後期照護品質試辦計畫」應往
社區化發展。
4. 新增計畫內容原則於 104 年 12 月底前完
成相關程序，各計畫請於 105 年各部門
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提報執行
成果及成效評估報告（新增方案僅需提
供初步執行結果）。

0.0

1. 含新增醫藥分業地區所增加之藥品調劑
費用。
2. 經費之支用，依全民健康保險會第 1 屆
103 年第 11 次委員會議通過之適用範圍
與動支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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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金額
增加金額
（百萬元） （百萬元）

提升 ICD-10-CM/PCS 住院編碼
品質

100.0

-150.0

1. 費 用 申 報 應 全 面 採 ICD-10-CM/PCS 編
碼外，並提升其正確性。
2. 請於 105 年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
評核會議提報執行成果及成效評估報告。

鼓勵醫療院所即時查詢病患就醫
資訊措施

1,100.0

-1,100.0

請於 105 年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
核會議提報執行成果及成效評估報告。

提供保險對象收容於矯正機關者
醫療服務計畫

1,404.5

0.0

請於 105 年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
核會議提報執行成果及成效評估報告。

0.0

1. 用 於 繼 續 推 動 末 期 腎 臟 病 前 期（PreESRD） 之 病 人 照 護 與 衛 教 計 畫、 初 期
慢 性 腎 臟 病 醫 療 給 付 改 善 方 案（EarlyCKD），及慢性腎衰竭病人門診透析服
務品質提升獎勵計畫。
2. 應與品質獎勵扣連，並與糖尿病醫療給
付改善方案等相關計畫整合。
3. 請於 105 年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
評核會議提報執行成果及成效評估報告。

10.0

1. 中央健康保險署應委託食品藥物管理署以
外之機關團體抽驗健保給付之藥品品質。
2. 請於 105 年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
評核會議提報執行成果及成效評估報告。

50.0

-4.0

1. 應嚴格檢討計畫內容，且應依中央健康保
險署提供之輔導對象名單擇取收案對象。
2. 請於 105 年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
評核會議提報執行成果及成效評估報告。
若無具體成效，未來不應再編列預算。

10,358.9

-958.0

慢性腎臟病照護及病人衛教計畫

提升保險服務成效

高診次民眾就醫行為改善方案 藥事居家照護

總計

404.0

295.0

註：採支出目標制，由中央健康保險署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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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全民健康保險業務監理架構與指標
第 1 屆 103 年第 5 次委員會議（103.5.23）討論通過
第 2 屆 104 年第 11 次委員會議（104.12.25）修正 11 項指標

構面

監理指標

1.1 急性病床平均住院
天數（整體及各層
級）

︵一︶效率

1.2 急診病人留置急診
室超過 24 小時比
率（ 整 體 及 各 層
級）

1.3 癌末病人生前 6 個
月每人申報醫療
費用點數

1.4 高診次保險對象輔
導後就醫次數下
降比率

提報時程

計算方式

監理重點

半年

1. 計算公式：
分子：急性病床住院日數
分母：急性病床住院申請件數
急性病床：包含一般病床、特殊病床、
精神病床（均含收差額病床），惟不
院所營運效率 / 國際
含安寧病床
比較
2. 結果呈現：①醫院整體、②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地區醫院分列
3. 增列之資料：於年度監測結果報告書
增列各層級醫院最大值、最小值、標
準差等資料

半年

1. 計算公式：
分子：急診病人留置超過 24 小時人次
分母：急診總人次
2. 結果呈現：①醫院整體、②醫學中心、
急診照護效率
區域醫院、地區醫院分列
3. 增列之資料：於年度監測結果報告書
增列檢傷分類「1」、「2」、「3」級
資料

半年

1. 計算公式：
癌症死亡病人生前 6 個月每人申報醫
資源運用適當性 / 觀
療費用點數
2. 增列之資料：於年度監測結果報告書 察整體趨勢
增列「有接受安寧療護病人」、「未
接受安寧療護病人」之資料

年

1. 計算公式：
分子：輔導後平均就醫次數－輔導前
同期平均就醫次數
分母：輔導前同期平均就醫次數
資源利用之管控結果
2. 高診次保險對象：全年門診就醫次數
≧ 90 次之保險對象；包含西、牙、中
醫門診之高就診輔導專案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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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理指標

1.5 區域醫院以上初級
門診照護率

︵一︶效率

1.6 各層級醫院服務量
占率

1.7 西醫基層與醫院門
診服務病人數、件
數占率

1.8 藥品費用占率

2.1 手術傷口感染率
︵二︶醫療品質

168

2.2 急性心肌梗塞死亡
率（ 排 除 轉 院 個
案）

提報時程

計算方式

監理重點

半年

1. 計算公式：
分子：符合初級照護之門診案件數（不
含門診透析）
分母：門診總案件數（不含門診透析） 觀察急重症資源是否
2. 初級照護定義：俟健保署完成修訂初 偏重於投入初級照護
級照護定義及 ICD-10-CM/PCS 編碼
後，配合修訂本指標之初級照護定義
及提供資料

季

1. 計算公式：
分子：該層級醫療點數
分母：醫院整體醫療點數
資源分配及層級醫院
排除門診透析服務費用點數
間之發展
2. 層級別為：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
區醫院

季

1. 計算公式：
(1) 病人數占率：
分子：該部門門診就醫人數
分母：西醫門診就醫人數
(2) 件數占率
分子：該部門門診申報件數
分母：西醫門診申報件數
2. 部門別為：西醫基層、醫院總額

就醫變動性

半年

1. 計算公式：
分子：藥品申報醫療點數
分母：整體申報醫療點數
2. 醫療點數含交付機構

藥品使用情形

半年

分子：住院手術傷口感染病人數（次診
斷 碼 為 996.6，998.1，998.3，
998.5）
住院照護安全性
（請健保署配合 ICD-10-CM/PCS 實施，
修訂診斷碼）
分母：所有住院手術病人數

半年

1. 計算公式：
分子：分母中之死亡個案數
分母：18 歲以上且主診斷為急性心肌
梗塞之病患
觀察急性照護品質之
2. 急性心肌梗塞（國際分類代碼前三碼
整體趨勢
＝ 410）之病患，包含門診、急診、
住院（排除轉院個案）
（請健保署配合 ICD-10-CM/PCS 實
施，修訂診斷碼）

2015 Annual Report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Committe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構面

監理指標
2.3 糖尿病品質支付服
務之照護率

提報時程
半年

計算方式

監理重點

分子：分母中有申報管理照護費人數
分母：符合糖尿病品質支付服務訂定之 評估門診照護之品質
收案條件人數
1. 計算公式：
M

COCI ＝

2.4 照護連續性

︵二︶醫療品質

2.5 醫 院 病 床 數（ 整
體、六分區及醫院
各層級）

2.6 護理人力指標－急
性病房全日平均
護病比占率分布

年

2

Σn i － N
i=1

N(N － 1)
N ＝病患就醫總次數
ni ＝病患在個別院所 i 之就醫次數
M ＝就診院所數
（採用 Bice 與 Boxerman 於 1977 年 評估整合性連續照護
所發展之指標定義）
之品質
2. 資料範圍：西醫門診案件（不含牙醫、
中醫）
3. 排除極端值（歸戶後就醫次數≦ 3 次，
及≧ 100 次者），因易使指標產生偏
差
4. 歸戶後先計算出個人當年度照護連續
性，再計算全國平均值

半年

1. 分別計算健保病床、差額病床
2. 結果呈現：①醫院整體、②健保六分
健保病床之供給情形
區業務組、③醫學中心、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分列

半年

指標名稱及計算方式依中央健康保險署
會同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
會商定之結果修正
1. 計算公式：
分子：醫 院 該 月 每 一 個 病 房 之（ 急
性一般病床床位數 × 占床率
×3）加總
護理人力之供給情形
分母：每月每日平均上班護理人員數
之三班小計加總
護理人員數不列計「實習護士」及「專
科護理師」，但列計「護理長」（以 1
人計）
2. 結果呈現：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
區醫院分列占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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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效果

監理指標

提報時程

3.1 未滿月新生兒死亡
率

年

（一年中出生未滿 4 週之嬰兒死亡數 / 醫藥進步情形 / 國際
一年內之活產總數）×1,000
比較

3.2 孕產婦死亡率

年

（一年內因為各種產褥原因所致孕產婦 衛生保健成效 / 國際
死亡數 / 一年內之活產總數）×100,000 比較

年

1. 計算公式：
分子：填答「非常滿意」及「滿意」
總人數
民眾就醫整體感受
分母：所有表示意見人數
2. 結果呈現：醫院、西醫基層、牙醫門診、
中醫門診分列

年

1. 計算公式：依鄉鎮市區發展程度分類
後，計算醫師數最高與最低兩組比值
分子：每萬人口醫師數之最高組別
分母：每萬人口醫師數之最低組別
鄉鎮市區發展程度分類建議採謝雨生
（2011）定義，依鄉鎮市區之「人力
資源結構」、「社會經濟發展」、「教
育文化發展」、「交通動能發展」、「生
人力供給之公平性
活環境發展」及「資訊基礎建設」等
構面加以分類，分為 1 級至 5 級區域，
共5組
2. 結果呈現：醫院、西醫基層、牙醫門診、
中醫門診分列
3. 增列之資料：於年度監測結果報告書
增列最高、最低兩組「每萬人口醫師
數」資料

4.2 一般地區 / 醫療資
源不足地區 / 山地
離島地區之就醫
率（各部門）

年

1. 計算公式：
分子：門診就醫人數
分母：總人數
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按該部門最近一年
公告之醫療資源不足地區之定義；山 醫療利用之公平性
地離島地區為執行山地離島地區醫療
給付效益提升計畫（IDS）之地區
2. 結果呈現：醫院、西醫基層、牙醫門診、
中醫門診分列

4.3 家庭自付醫療保健
費用比率

年

分子：家庭自付醫療保健費用
分母：國民醫療保健支出總額

3.3 民眾對醫療院所整
體醫療品質滿意
度（各部門）

4.1 以鄉鎮市區發展程
度，觀察最高與最
低兩組醫師人力
之比值（各部門）
︵四︶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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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理重點

民眾自費負擔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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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監理指標

提報時程

計算方式

監理重點

︵四︶公平

半年

1. 整體：
分子：自付差額特材申報數量
分母：特材申報數量
2. 各類別項目：
民眾自付醫材差額之
分子：相同用途自付差額特材申報數 升降趨勢
量
分母：相同用途之自付差額特材及全
額給付特材申報總數量

季

分子：保險收支餘絀實際數－保險收支
餘絀預估數
收支餘絀預估之準確
分母：保險收支餘絀預估數
性
保險收支餘絀＝（年初至本季保險總收
入－年初至本季保險總支出）

季

分子：安全準備總額
保險之安全準備是否
分母：最近 12 個月之保險給付支出月平
在法定範圍內
均數

年

分子：（本年保費收入－去年保費收入）/
去年保費收入
保費成長趨勢
分母：（本年 GDP －去年 GDP）/ 去年
GDP

5.4 全民健保醫療支出
占 GDP 比率

年

分子：全民健保醫療支出總額
分母：GDP
健保支出成長趨勢
全民健保醫療支出總額包含保險對象自
行負擔費用（部分負擔）

5.5 國民醫療保健支出
占 GDP 比率

年

分子：國民醫療保健支出總額
分母：GDP

醫療保健支出水準 /
國際比較

5.6 資金運用收益率

季

分子：本季保險資金運用收益
分母：本季保險資金日平均營運量

資金管理效率

4.4 自付差額特材占率
（整體及各類別項
目）

5.1 保險收支餘絀實際
數、預估數及兩者
之差異率
5.2 安全準備總額折合
保險給付支出月
數
︵五︶財務

5.3 健 保 費 成 長 率 與
GDP 成長率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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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105年全民健康保險抑制資源不當耗用改善方案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5 日衛生福利部衛部保字第 1040035684 號函核定

壹、依據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以下稱健保法）第72條規定，為減少無效醫療等不當耗用保險醫療資源
之情形，保險人每年度應擬訂抑制資源不當耗用之改善方案，提全民健康保險會討論。

貳、說明
現行全民健康保險（以下稱全民健保）自全面實施總額支付制度，每年醫療費用控制在總
額成長幅度以下，達到宏觀面之管控目的，在微觀管控面，已漸採提升醫療服務效率與品質之
政策方向改革，如論病計酬、住院診斷關聯群（Taiwan Diagnosis Related Groups,以下稱TwDRGs）支付、論質計酬等，並於平常醫療管理作業加強醫療費用審查，或依據醫療費用發生狀
況，啟動專案審查及稽核等，惟國人對全民健保醫療浪費，如看病多、拿藥多、檢查多、無效醫
療等議題，希望保險人能積極提出良好改善對策，因此於健保法第72條訂定保險人每年擬訂抑制
資源不當耗用之改善方案。
經分析可能造成醫療浪費之成因，包括：總額支付制度下論量計酬之誘因，致提供過多之
醫療照護；生命末期甚多非必要的醫療，造成資源排擠效應；醫療提供者採防禦性之醫療，增加
不必要高科技醫療檢查及治療；人口老化多重慢性病缺乏整合性醫療，易造成重複就醫及重複用
藥的問題；就醫可近性高，少數病患有高診次就醫問題；醫療分科過細，造成整體就醫屬片斷醫
療，就醫次數不易控制等，爰從保險對象、保險人及醫事機構三面向擬訂相關策略，包括：加強
健保教育宣導、持續支付制度改革、減少無效醫療資源耗用、高耗用醫療管控、多重疾病整合醫
療推動、高診次就醫輔導、加強重複醫療查核機制、藥費管控、強化違規查處機制等規劃藍圖，
並列為每年持續推動改革之策略。

參、實施目的
降低不必要醫療資源使用，促進醫療服務效率與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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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施期間
本方案施行期間自105年1月1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執行期將視方案特性與複雜度之情
形，必要時將延長實施年限。

伍、實施策略及方法
本方案改善層面及內容，包括保險對象合理使用保險權益：深化民眾珍惜健保資源及正確就
醫觀念及行為；保險人提供符合公平之支付制度以提升醫療品質，並增進醫療使用效率：持續支
付制度改革、減少無效醫療資源耗用、合理之藥費管控、強化違規查處機制；醫事機構善用醫療
資源、提供合宜之治療：減少不必要的高耗用醫療、提供民眾多重疾病整合醫療服務、減少重複
醫療查核等，主要策略及方法如下：
一、保險對象合理使用保險權益
（一）深化民眾珍惜健保資源宣導
1. 策略：提升國人「自我照顧 健康一生」知能，加強民眾「珍惜健保醫療資源」觀念，
建立合理就醫及正確用藥行為。
2. 方法：
(1) 透過新興科技通路與大眾傳播媒體，並運用保險人原有各項宣導資源，積極進行
「安寧療護」、「合理就醫與用藥」、「健康存摺」等各項重大政策宣導，提升民
眾珍惜健保資源，減少醫療浪費觀念。
(2) 持續透過跨機關合作（如教育部「校園講座」、國立教育廣播電台「校園健康筆
記」，科技部「候鳥計劃」等），以及保險人「提供國內各大學院校學生實習計
畫」，提升國內外學生對於我國健保制度與各項推行政策的認知，達成全民健保永
續經營的目標。
（二）正確就醫觀念及行為
1. 策略：導正就醫觀念及行為，整合及提供醫療高利用保險對象醫療需求，促使合理使
用保險權益。
2. 方法：
針對就醫≧90次/年及各季≧40次之對象，依標準作業程序強化正確就醫觀念及行
為，包括寄發關懷函表達關心，提供諮詢電話外，亦就個案需要提供藥師居家關懷訪
視。對不易接觸（失聯）者以限制全民健康保險憑證（以下稱健保卡）更新地點，取
得衛教輔導之機會。另，針對高診次保險對象，若確有浮濫者，則指定院所就醫；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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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就醫者，至非指定院所就醫，除情況緊急，否則不予給付。
二、保險人－提供合理公平給付，促進醫療品質提升，增加醫療供給之效率
（一）持續支付制度改革
1. 策略：推動以有助於提升醫療照護效率及品質之支付制度。
2. 方法：持續推動論質及Tw-DRGs支付方案。
（二）減少無效醫療之耗用
1. 策略：積極推動安寧療護，節省臨終前之不當醫療利用。
2. 方法：
(1) 持續推動緩和醫療家庭諮詢、住院安寧、安寧共同照護安寧居家及社區安寧照護。
(2) 持續評估安寧療護效益及參採各界建議，作為政策推動之參考。
(3) 加強長期呼吸器依賴患者管理，控制呼吸器醫療費用成長，並鼓勵醫院對呼吸器依
賴病患進行緩和醫療家庭諮詢服務。
（三）合理藥費管控措施
1. 策略：降低病患不當處方用藥，並藉由用藥資訊管理，提升病患用藥品質。
2. 方法：
(1) 整體門診用藥案件及藥費成長率管控：統計各分區門診用藥案件數、領藥日數及藥
費成長率，對異常院所加強管控。
(2) 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藥費管控：依病人歸戶進行用藥管理，選定三高藥費管
控（總開藥天數>550日）及同院所同個案半年開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13張之病
人，加強抽審及輔導管理。
(3) 門診一般藥品（排除重大傷病及慢性病案件）處方用藥品項數之監控：對於每張處
方用藥品項及院所別平均每張處方用藥品項偏高者，一併予以加強審查。
(4) 訂定不予支付指標： 設定指標數值或比率的上限值，超過部分不予支付，並每年持
續檢討增修。
(5) 建置全民健保雲端藥歷系統：利用全民健保醫療費用申報資料及健保卡上傳就醫
資料之用藥紀錄，收載病人最近3個月用藥資訊，並設定每日即時更新上傳資料內
容，提供醫院即時查詢及醫師處方參考。並請特約醫療院所醫師及藥師優先以75歲
以上門診病人及65歲以上門診三高處方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之多重慢性病患、健保卡
高就診次數警示之病人等列為查詢對象，共同為民眾用藥安全及品質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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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化違規查處機制
1. 策略：加強查處違規院所，防杜不實醫療申報。
2. 方法：
(1) 落實一般違規案件之訪查。
(2) 辦理全國性查核專案。
(3) 經查獲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者，依規定核處。
三、醫事機構－善用醫療資源，提供合宜之治療
（一）減少不必要的高耗用醫療項目
1. 策略：降低高科技檢查項目、高單價診療項目及復健治療等不必要之醫療使用。
2. 方法：
(1) 電腦斷層及核磁造影檢查：強化資源共享機制，加強審查影像品質。
(2) 震波碎石術：異常醫師之管理及醫療利用異常病患之管控。
(3)復健治療：運用「同一院所復健治療頻率過高個案占醫令數比率過高」不予支付指
標管理費用支出。
（二）提供民眾多重疾病整合醫療服務
1. 策略：提供多重疾病患者適切、效率、良好品質的醫療服務，避免重複醫療、不當治
療用藥或處置。
2. 方法：
(1) 辦理「醫院以病人為中心整合照護計畫」：對於門診就醫之多重慢性病患提供整合
式門診照護服務。
(2) 辦理「全民健康保險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擴大家庭醫師「社區醫療群」照
護模式；提供24小時諮詢專線、適當就醫指導，減少急診與不必要就醫。
（三）利用即時資訊避免重複醫療
1. 策略：利用健保卡取號即時提醒及輔導，以及提升健保卡登錄及上傳資料之完整性，
提供即時資訊避免重複醫療。
2. 方法：
(1)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配合健保卡登錄及上傳資料作業。
(2) 依不同年齡設定不同標準就醫次數之提醒機制，避免重複醫療及輔導正確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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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預期效益
一、降低民眾不必要就醫及避免不必要的檢查及用藥。
二、讓生命有尊嚴、臨終照護有品質，降低臨終醫療資源使用，避免延長末期病患的痛苦。
三、透過支付制度改革，提升醫療效率及品質，使病患獲得適切之醫療服務，促進民眾健康。
四、降低慢性病患不當處方用藥及提升慢性病患用藥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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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品質資訊公開辦法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8 月 7 日 衛 生 福 利 部 衛 部 保 字 第
1021280007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0 條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0 月 9 日 衛 生 福 利 部 衛 部 保 字 第
1031260671 號令修正發布第 10 條條文及第 2 條條
文附表一、二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0 月 15 日 衛 生 福 利 部 衛 部 保 字 第
1041260684 號令修正發布第 5 條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全民健康保險法（以下稱本法）第七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保險人應定期公開與全民健康保險（以下稱本保險）有關之醫療品質資訊
如下：
一、依本法第六十七條第三項規定每月應公布之各特約醫院保險病房設置
比率。
二、整體性之醫療品質資訊（如附表一）。
三、機構別之醫療品質資訊（如附表二）。
四、其他由保險人擬訂，經主管機關核定有關醫療品質之資訊。
前項定期公開之資訊，以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依法令規定應向保險人登錄或備
查、醫療費用申報及第八條所定資料，並經保險人彙整者為限。

第

三

條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應定期公開與本保險有關之醫療品質資訊如下：
一、依本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每日應公布之保險病床使用情形。
二、訂有給付上限之自付差額特殊材料品項、廠牌、產品性質（含副作用、禁
忌症及應注意事項等）及收費標準等相關資訊。
三、其他由保險人擬訂，經主管機關核定有關醫療品質之資訊。

第

四

條

保險人為增訂或修正前二條所定項目，得邀請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專家學者
及被保險人代表，就資訊公開之目的、成本效益、可行性及實證醫學進行評選
或檢討。

第

五

條

依本辦法公開之醫療品質資訊，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保險人、醫學中心及區域
醫院應採電信網路傳送供公眾線上查詢為主要公開途徑；其他保險醫事服務機
構得選擇下列適當方式之一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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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二、張貼於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內明顯易見處。
三、舉行記者會或說明會。
四、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
前項第三款說明會得結合網際網路參與方式進行。
第

六

條

依本辦法公開之醫療品質資訊，應使民眾易於瞭解及避免爭議，並得請相關團
體或人員對有關資訊之資料來源、定義、意義及使用限制作說明。

第

七

條

依本辦法公開之醫療品質資訊，得依公開項目之性質及資訊彙整所需之時程，
採日、月、季、半年或年公開及更新。

第

八

條

保險人為辦理本辦法醫療品質資訊公開作業，得向附表一及附表二所列各醫療
給付費用總額部門之代表團體或相關醫學會，要求提供資料。

第

九

條

依本辦法公開全民健康保險醫療品質資訊時，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相關法
令之規定辦理。

第

十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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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整體性之醫療品質資訊

總額部門別 /
服務別

項目名稱
1. 門診注射劑使用率
2. 門診抗生素使用率
3. 同（跨）醫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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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慢性病開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百分比
5. 每張處方箋開藥品項數大於十項之案件比率
6. 十八歲以下氣喘病人急診率
7. 糖尿病病人醣化血紅素（HbA1c）執行率
8. 就診後同日於同醫院因同疾病再次就診率

一、醫院總額

9. 門診上呼吸道感染病人就診後未滿七日因同疾病再次就診率
10. 急性病床住院案件住院日數超過三十日比率
11. 非計畫性住院案件出院後十四日以內再住院率
12. 住院案件出院後三日以內急診率
13. 剖腹產率－整體、自行要求、具適應症、初次具適應症
14. 清淨手術術後使用抗生素超過三日比率
15. 接受體外震波碎石術（ESWL）病人平均利用 ESWL 之次數
16. 子宮肌瘤手術出院後十四日以內因該手術相關診斷再住院率
17. 人工膝關節置換手術後九十日以內置換物深部感染率
18. 手術傷口感染率
19. 急性心肌梗塞死亡率
1. 門診注射劑使用率
2. 門診抗生素使用率
3. 同（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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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慢性病開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百分比

二、西 醫 基 層 5. 每張處方箋開藥品項數大於十項之案件比率
總額
6. 平均每張慢性病處方箋開藥日數－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
7. 糖尿病病人醣化血紅素（HbA1c）執行率
8. 就診後同日於同院所再次就診率
9. 門診上呼吸道感染病人就診後未滿七日因同疾病再次就診率
10. 剖腹產率－整體、自行要求、具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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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部門別 /
服務別

項目名稱
1. 牙體復形同牙位再補率－一年以內、二年以內
2. 保險對象牙齒填補保存率－一年以內、二年以內、恆牙二年以內、乳牙一年六個月
以內
3. 同院所九十日以內根管治療完成率

三、牙 醫 門 診 4. 恆牙根管治療六個月以內保存率
5. 十三歲以上牙醫就醫病人全口牙結石清除率
總額
6. 六歲以下牙醫就醫兒童牙齒預防保健服務人數比率
7. 院所感染控制申報率
8. 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執行率
9. 醫療費用核減率
1. 使用中醫門診者之平均中醫就診次數
2. 就診中醫門診後同日再次就診中醫之比率
四、中 醫 門 診 3. 就診中醫門診後隔日再次就診中醫之比率
總額
4. 使用中醫門診者處方用藥日數重疊二日以上之比率
5. 於同院所針傷科處置次數每月大於十五次之比率
6. 使用中醫門診之癌症病人同時利用西醫門診人數之比率

五、門診透析

血液透析

腹膜透析

1. 營養狀態

V

V

2. 尿素氮透析效率

V

V

3. 貧血檢查

V

V

4. 住院率

V

V

5. 死亡率

V

V

6. 瘻管重建率

V

7. 腹膜炎發生率
8. 脫離率

V

V

9. B 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轉陽率

V

V

10. C 型肝炎抗體（anti-HCV）轉陽率

V

V

11. 五十五歲以下透析病人移植登錄率

V

V

12. 醫療費用核減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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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總額部門別 /
服務別 / 疾病別

機構別之醫療品質資訊
項目名稱

1. 同（跨）醫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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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慢性病開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百分比
3. 就診後同日於同醫院因同疾病再次就診率
4. 糖尿病病人血清肌酸酐檢查執行率
5. 具 高 鉀 血 症 病 史 之 高 血 壓 病 人 使 用 保 鉀 利 尿 劑（Potassium-sparing
diuretics）或醛固酮拮抗劑（Aldosterone antagonist）之比率
6. 門診手術（含體外震波碎石術）後二日以內急診或住院率
7. 急診轉住院暫留急診超過四十八小時案件比率
8. 急性病床住院案件住院日數超過三十日比率
9. 精神病人出院後三十日以內同醫院門診精神科追蹤率
10. 同醫院生產案件出院後十四日以內非計畫性再住院率
11. 清淨手術術後使用抗生素超過三日比率
一、醫院總額

12. 出院後三日以內同院所再急診率
13. 急診就診後同日於同醫院急診返診比率
14. 急性心肌梗塞（AMI）病人出院後三日以內因同一主診斷或相關病情之急診
返診比率
15. 急性心肌梗塞（AMI）病人出院後十四日以內因同一主診斷或相關病情之非
計畫性再住院比率
16. 主要器官移植植入手術個案數與存活率
17. 電腦斷層造影（CT）、磁振造影（MRI）之數量、廠牌、機型、出廠日期、
院所購入日期、使用年限
18. 每張處方箋開藥品項數大於十項之案件比率
19. 具 高 鉀 血 症 病 史 之 高 血 壓 病 人 使 用 保 鉀 利 尿 劑（Potassium-sparing
diuretics）或醛固酮拮抗劑（Aldosterone antagonist）兩種藥品，且有追
蹤血鉀數值（執行血鉀檢查）之比率
20. 住院診斷關聯群支付制度（DRG）之案件三日內再急診率
21. 住院診斷關聯群支付制度（DRG）之案件十四日內再住院率
22. 住院診斷關聯群支付制度（DRG）之案件轉出率

181

中華民國
104年版

全民健康保險會 附錄

總額部門別 /
服務別 / 疾病別

項目名稱
23. 各住院診斷關聯群支付制度（DRG）之平均住院天數
24. 住院之病例組合指標（CMI）值
25. 非計畫性住院案件出院後十四日以內再住院率
1. 注射劑使用率
2. 抗生素使用率
3. 同（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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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健康檢查普及率－小兒、成人
5. 糖尿病病人醣化血紅素（HbA1c）執行率
6. 糖尿病病人空腹血脂檢查執行率
7. 糖尿病病人血清肌酸酐檢查執行率

二、西醫基層總額

8. 具 高 鉀 血 症 病 史 之 高 血 壓 病 人 使 用 保 鉀 利 尿 劑（Potassium-sparing
diuretics）或醛固酮拮抗劑（Aldosterone antagonist）之比率
9. 具二度或三度心臟傳導隔斷病史之高血壓病人使用乙型阻斷劑（β-Blocker）
比率
10. 就診後同日於同院所再次就診率
11. 消化性潰瘍新病人執行幽門桿菌清除治療比率
12. 門診上呼吸道感染病人就診後未滿七日再次因同疾病就診率
13. 六歲以下兒童氣喘住院率
14. 每張處方箋開藥品項數大於十項之案件比率
15. 具 高 鉀 血 症 病 史 之 高 血 壓 病 人 使 用 保 鉀 利 尿 劑（Potassium-sparing
diuretics）或醛固酮拮抗劑（Aldosterone antagonist）兩種藥品，且有追
蹤血鉀數值（執行血鉀檢查）之比率
1. 牙齒填補保存率－二年以內、乳牙一年六個月以內
2. 恆牙二年以內同院所再補率
3. 院所執行「根管難症特別處理」之數量

三、牙醫門診總額

4. 根管治療完成率
5. 根管治療保存率－六個月以內、乳牙三個月以內、恆牙六個月以內
6. 執行牙周病基礎治療之人數
7. 牙周疾病控制基本處置執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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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部門別 /
服務別 / 疾病別

項目名稱
8. 十三歲以上病人執行全口牙結石清除之比率
9. 六歲以下兒童執行口腔預防保健服務之比率
10. 執行口腔癌篩檢之案件數
11. 執行單純齒切除之數量
12. 簡單性拔牙執行後三十日以內不需要術後特別處理之比率
13. 參與牙醫門診總額特殊醫療服務試辦計畫或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之院所名單
14. 牙周病案件比率
15. 執行複雜齒切除之數量
1. 就診中醫門診後同日再次就診中醫之比率
2. 中醫門診者處方用藥日數重疊二日以上之比率
3. 同一中醫院所就診次數每月達八次以上之比率

四、中醫門診總額

4. 藥品標示（藥袋標示）情形
5. 參與特定疾病門診加強照護之院所名單
6. 參與中醫門診總額所訂計畫或方案之院所名單
7. 參與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之院所名單

五、門診透析

血液透析

腹膜透析

1. 營養狀態

V

V

2. 貧血檢查

V

V

3. 尿素氮透析效率

V

V

4. 脫離率

V

V

5. 腹膜透析腹膜炎發生率

V

6. 瘻管重建率

V

7. B 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轉陽率

V

V

8. C 型肝炎抗體轉陽率

V

V

9. B 肝、C 肝是否設立透析專屬機器

V

10. 各院所新增透析病人之腹膜透析人數及占率
11. 五十五歲以下透析病人移植登錄率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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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部門別 /
服務別 / 疾病別

六、糖尿病

項目名稱
1. 糖尿病病人執行檢查率－醣化血紅素（HbA1c）、空腹血脂、眼底檢查或眼
底彩色攝影、尿液蛋白質檢查
2. 糖尿病病人加入照護方案比率
1. 人工膝關節置換手術後九十日以內傷口感染率

七、人工膝關節手術 2. 人工膝關節置換手術後九十日以內置換物深部感染率
3. 實施人工膝關節置換術出院後三十日以內因相關問題再住院率
1. 子宮肌瘤手術當次住院日數大於七日比率
八、子宮肌瘤手術

2. 子宮肌瘤手術出院後十四日以內相關器官損傷發生率
3. 子宮肌瘤手術出院後十四日以內相關器官徵候發生率
4. 子宮肌瘤手術出院後十四日以內因該手術相關診斷再住院率

九、消化性潰瘍疾病

1. 消化性潰瘍病人接受除菌藥物治療比率
2. 消化性潰瘍病人開始治療一年以內有用口服抗發炎劑比率
1. 氣喘病人參加「全民健康保險氣喘醫療給付改善方案」之比率
2. 氣喘病人出院後十四日以內因同一疾病再入院比率

十、氣喘疾病

3. 氣喘病人使用短效乙型作用劑或類固醇藥物吸入劑藥物控制比率
4. 參加「全民健康保險氣喘醫療給付改善方案」之病人因氣喘發作而住院之比率
5. 參加「全民健康保險氣喘醫療給付改善方案」之病人因氣喘發作而至急診就醫
之比率
1. 急性心肌梗塞（AMI）病人於住院期間執行血脂 LDL 檢查比率
2. 急性心肌梗塞（AMI）病人於住院期間給藥比率－阿斯匹靈（Aspirin）、腺嘌
呤二磷酸受體拮抗劑（ADP 受體拮抗劑）、乙型阻斷劑（β-Blocker）、血
管張力素轉化酶抑制劑（ACE inhibitor）或血管張力素 II 受體阻斷劑（ARB）

十一、急性心肌梗塞
疾病

3. 急性心肌梗塞（AMI）病人出院後三個月 / 六個月 / 九個月以內給藥比率－阿
斯匹靈（Aspirin）、腺嘌呤二磷酸受體拮抗劑（ADP 受體拮抗劑）、乙型阻
斷劑（β-Blocker）、血管張力素轉化酶抑制劑（ACE inhibitor）或血管張力
素 II 受體阻斷劑（ARB）
4. 急性心肌梗塞（AMI）病人出院後三日以內因同一主診斷或相關病情之急診返
診比率
5. 急性心肌梗塞（AMI）病人出院後十四日以內因同一主診斷或相關病情之非計
畫性再住院比率

十二、鼻竇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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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104年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評核作業方式

第 2 屆 104 年第 2 次委員會議（104.3.27）討論通過

壹、評核範圍
一、醫院、西醫基層、牙醫門診、中醫門診總額之一般服務（含品質保證保留款）及門診透析服
務執行成果。
二、各部門總額專案計畫/方案執行成效。

貳、辦理方式
一、評核會議之報告
由各總額部門及健保署提供各部門別之一般服務及專案計畫執行成果報告（報告大綱及提報
單位，詳附表一～三），並於一個月前先提出書面報告，以供評核委員事先審閱。
二、評核委員
參考各總額部門推薦之名單，由本會邀請4至8位專家學者擔任評核委員。
三、一般服務與專案計畫/方案評核會議
（一）會議期程：2天。
（二）第一階段：對外公開之會議（1天半）。
1. 依各部門總額一般服務及專案計畫之執行成果報告，由評核委員評論，並開放與會者
提問。
2. 參與人員
除本會委員、各總額部門相關團體與健保署外，另邀請衛福部相關單位與附屬機關，
如：社會保險司、醫事司、照護司、心口司、中醫藥司、全民健保爭議審議會、國民
健康署、疾病管制署等，以及民間團體，如：病友團體、社福團體、醫策會、消基
會、醫改會等（名單如附表四）。
（三）第二階段：評核委員內部會議（半天）。
1. 評核委員就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進行意見交換與評分。最終除對各部門總額之整體
執行成果評分外，並對專案計畫/方案之規模、經費等提供一致性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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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與人員：主席、評核委員、幕僚。

參、評核項目與評分方式
一、一般服務與專案計畫分開評核之後再加權合併計分。該二項評核之計分權重為，一般服務：
專案計畫＝75%：25%。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評核項目及配分如下表。
評核項目

配分

一、一般服務執行績效
（一）就 103 年評核委員評論意見與期許之回應說明
（二）維護保險對象就醫權益
1. 滿意度調查結果及檢討與改善措施
2. 民眾諮詢及抱怨處理
3. 民眾自費情形及改善措施
4. 就醫可近性及公平性之改善措施
5. 其他確保民眾就醫權益之措施
（三）專業醫療服務品質之確保與提升
1. 品質指標監測結果及檢討改善措施
2. 其他改善專業醫療服務品質具體措施
（四）總額之管理與執行績效
1. 醫療利用及費用管控情形
2. 點值穩定度
3. 協商因素項目之執行情形（含支付標準修訂及新增給付項目）
4. 專業審查及其他管理措施
5. 院所違規情形及醫療機構輔導
（五）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

75

二、專案計畫 / 方案執行成效
（一）就 103 年評核委員評論意見與期許之回應說明
（二）預期目標達成度
（三）醫療服務效率
（四）醫療服務效益（照護率、民眾健康狀況或就醫可近性提升）

25

註：列入評核之專案計畫 / 方案如附表三。
二、103年未接受健保署專業事務委託之總額部門，由健保署報告執行成果，未受託部門得補充
報告，並予以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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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評核結果之應用
一、評核結果依所獲分數，區分為下列五等級：
評核分數

等級

90 分及以上

特優

85 分至未達 90 分

優

80 分至未達 85 分

良

75 分至未達 80 分

可

未達 75 分

劣

二、評核結果作為次年度總額協商之參考，評等「良」級以上之部門，酌給協商因素中「品質保
證保留款」項目之成長率。
三、專案計畫/方案評核之相關建議，並作為次年協商該項專案經費增減及續辦與否之依據。

伍、104年度評核作業時程表
時間

作業內容

4 月上旬

本會函請各總額部門及健保署，就所送一般服務及專案計畫報告大綱格式準
備資料，並請各總額部門推薦評核委員參考人選。

5 月中旬

各總額部門視需要請健保署提供相關資料。

6 月中旬

健保署及各總額部門提送一般服務及專案計畫執行成果之書面報告。

7 月上旬

健保署及各總額部門提送「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之簡報資
料。

7 月下旬

召開為期 2 天之「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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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一般服務執行成果報告大綱
壹、就 103 年評核委員評論意見與期許之回應說明
貳、維護保險對象就醫權益
一、滿意度調查結果之檢討及改善措施
二、民眾諮詢及抱怨處理
三、民眾自費情形及改善措施
四、就醫可近性及公平性之改善措施
五、其他確保民眾就醫權益之措施
參、專業醫療服務品質之確保與提升
一、品質指標監測結果之檢討及改善措施
二、其他改善專業醫療服務品質具體措施
肆、總額之管理與執行績效
一、醫療利用（含全國及各分區）及費用管控情形
二、點值穩定度
三、協商因素項目之執行情形（含支付標準修訂及新增給付項目）
四、專業審查及其他管理措施
五、院所違規情形及醫療機構輔導
伍、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
一、預算及協定事項
二、分配方式（102、103 年）
三、實施結果（102 年）
四、檢討及改善方向（含 104 年方案修正重點）
陸、附錄
一、品質確保方案
二、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
三、其他視需要提供之方案內容
註：1. 各部門總額之滿意度調查結果及品質指標監測結果，統由健保署提供。（不計入無意見部分）
2. 報告內容請至少提供 5 年（99~103 年）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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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專案計畫/方案報告大綱
壹、就 103 年評核委員評論意見與期許之回應說明
貳、103 年計畫 / 方案目的及重點
一、計畫目的
二、執行目標
三、經費來源與協定事項
四、費用支付
五、執行內容
六、評核指標及退場機制
參、歷年執行情形及成效評估
一、預算執行數及執行率
二、目標達成情形
三、執行概況及結果，包含醫療服務提供及民眾利用情形、獎勵情形等
四、成效評估，包含評核指標達成情形、就醫可近性及健康狀況改善情形、相關退場情形等
肆、檢討與改善方向（含 104 年計畫 / 方案修正重點）
伍、附錄：各項專案計畫 / 方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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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專案計畫/方案提報單位
部門別

計畫／方案名稱

提報單位

牙醫

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特殊服務計畫
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

中醫

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西醫住院病患中醫特定疾病輔助醫療試辦計畫（包含：1. 腦血
管疾病；2. 腫瘤患者手術、化療、放射線療法後照護；3. 顱 中醫師公會全聯會
腦損傷）
腦血管疾病後遺症門診照護計畫

牙醫師公會全聯會

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西醫基層
家庭醫師及診所以病人為中心整合照護計畫

健保署

急診品質提升方案
提升住院護理照護品質方案
繼續推動 DRGs 之調整與鼓勵
醫院支援西醫基層總額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資源不足地區醫療服務提升計畫

健保署

醫院、西醫基層

慢性 B 型及 C 型肝炎治療計畫（註）、醫療給付改善方案（糖
尿病、氣喘、乳癌、思覺失調症、B 型肝炎帶原者及 C 型肝
炎感染者個案追蹤、早期療育）

健保署

其他預算

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昇計畫
非屬各部門總額支付制度範圍之服務（含藥師居家照護）
支應罕病及血友病藥費、器官移植、西醫基層慢性 B 型及 C 型
肝炎治療計畫專款不足之經費及狂犬病治療藥費
推動促進醫療體系整合計畫
其他預期政策改變及調節非預期風險所需經費
ICD-10-CM/PCS 編碼
鼓勵醫療院所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措施
提供保險對象收容於矯正機關者醫療服務計畫
慢性腎臟病照護及病人衛教計畫

健保署

醫院

註：1. 中醫門診之腦血管疾病後遺症門診照護計畫，已於 103 年由專案計畫移至一般服務項下。
2. 醫院之慢性 B 型及 C 型肝炎治療計畫，已於 102 年由專案計畫移至一般服務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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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邀請單位與人數
1. 健保會
2. 各總額部門相關團體

3. 衛生福利部相關單位及附屬機關

4. 民間團體

相關單位
本會委員
台灣醫院協會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社會保險司
醫事司
中醫藥司
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會
中央健康保險署
國民健康署
疾病管制署
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社會及家庭署
台灣腎臟醫學會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財團法人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台灣女人連線
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
中華民國血友病協會
財團法人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
中華民國糖尿病病友全國協會
中華民國乳癌病友協會
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
台灣氣喘之友協會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腎友協會
中華骨髓移植關懷協會
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
台灣腦中風病友協會
台灣勞工陣線協會
台灣社會福利總盟
中華民國殘障聯盟
台灣社會心理復健協會
台灣醫療品質促進聯盟
全國勞工聯合總工會

名額
35
10
10
10
10
5
2
2
2
2
20
2
2
2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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