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105 年國醫節大會  

(1) 第 86 屆國醫節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3 月 12、13 日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

心盛大舉行。(報名含積分4,000元，2/28前申請30點積分本會會員優惠收3,200

元) 

• 第 18屆第 1次會員大會訂於 3月 13日下午 4:30於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01

廳舉行(親自出席會員大會可參加摸彩)。會員大會開會通知將於 2/15寄出。 

(2) 國醫節特別講座 3/11-3/16辦理董氏奇穴、古法管氏針灸、西北針王鄭氏針灸、

四大婦科流派、微針醫美、陳明經方、黃煌經方等講座 2/28前報名 9折。 

貳、繼續教育課程 
(3) 高宗桂教授穴位埋線研習 4/10開始上課，3/15前報名優惠價。 

參、院所研習 
(4) 新執業中醫師感染管控針灸 SOP視訊研習會 2/3舉辦。 

(5) 院所稅務申報暨勞基法常見違規案例講座 3/27舉辦。 

肆、聯誼活動 
(6) 羽球、高爾夫球、卡拉 OK及登山社、舞蹈社活動，歡迎會員報名參加。 

伍、重要訊息 
•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 18屆理監事選舉作業： 

(1) 2/17 13:30候選人選票號序抽籤。 

(2) 2/20於公會網頁公告選舉公報。 

(3) 3/12上午 9:00會員大會親自報到開始；3/13 13:00開始受理委託出席報到。 

(4) 3/13下午 16:10出席會員大會；18:20以選票交換證領取選票；18:40投票

截止。 

陸、醫政公文(全文附件請上公會網頁瀏覽) 

(7)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104.11.23北市衛醫護字第 10457029700號函:重申醫療機構

執行業務務必確保病患隱私權益。 

(8)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104.12.21北市衛醫護字第 10457683100號函釋有關執行美

容醫學之醫療機構，得否展示美容護膚及銷售情事原則。 

• 衛生福利部 104.12.30 衛部醫字第 1041668690 號令「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

續教育辦法修正條文」。(105年 1月 1日起醫師每 6年應修習 120點繼續教育積分) 

• 中執會台北區分會 105.01.14中執會台北(3)明字第 051號函:104年 12月 15日

修訂「衛福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台北業務組中醫門診總額抽審實施方案」。 

• 衛福部中央健保署 105.01.19 健保北市字第 1051640037 號函 :有關

ICD-10-CM/PCS業自 105年起上線實施。 

(9) 衛福部 105.01.13衛部中字第 1050001068號函釋:中醫院所調製供應丸、散、

膏、丹及水煎藥液等藥品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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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北市中醫(17)總永字第 783號函 

 

會址：100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 11號 3樓 

電話：(02)2314-3456／傳真：(02)2314-8181 

http://www.tpcma.org.tw/ 

E-mail：tp.cma@msa.hinet.net 



 

第 86屆國醫節第八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 

大會時間：2016 年 3 月 12日(星期六)、13日（星期日） 

大會地點：台北市徐州路 2號／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大會主題：傳承創新全球化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承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A 
3 月 12 日(六)09:00～17:00 

第八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一) 

中醫經方論壇/中醫專家特別演講 

201 

會議廳 

醫學課程 16 點 

報名費 600 元／積分費 1,600 元 

B 

3 月 13 日(日)09:00～17:00 

第八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二) 

內婦科、針傷醫學研討會 

中醫臨床研究暨新知研討會 

201 
301 
401 

會議廳 

醫學課程 14 點 

報名費 600 元／積分費 1,400 元 

C 
3 月 13 日(日)10:10～16:50 

105 年健保新制法規品質研習會 
402CD 

會議廳 

法規感染與性別議題課程 14 點 

報名費 600 元／積分費 1,400 元 

3 月 12 日 

(星期六) 
A 醫學課程 16 點 

3 月 13 日 

(星期日) 

B1 醫學課程 6 點(上午) B2 醫學課程 8 點(下午) 

C1 品質法規課程 6 點(上午) C2 倫理感染性別課程 8 點(下午) 

姓 名  
電話  

用 餐 葷食 素食 
傳真  

通 訊 

地 址 

     縣     市     區 

 

路  段   巷   號  樓之 

中 醫 師 

證書字號 
台中字第     號 

身 分 證 

字    號 
 

※為慶祝第 86 屆國醫節，舉辦國際中醫藥論壇、健保法規暨感染性別議題講習會、

中醫藥博覽會。出席中醫師 3 月 12 日可申請 16 點積分、3 月 13 日可申請 14 點積

分（或 14 點法規倫理兩性課程）。兩天註冊費 4000 元，含大會論文集、兩天午

餐、30 點教育積分，2 月 28 日前 3200 元。 

TEL：(02)2314-3456．FAX：(02)2314-0577。 

E-mail:tp.cma@msa.hinet.net．官網 http://www.tpcma.org.tw 

郵局劃撥帳號：00195927．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劃撥時請於劃撥單【通訊

欄】詳註申請積分選項。線上報名: http://tpcma.org.tw/?id=593853&id2=79 

tp.cma@msa.hinet.net
http://www.tpcma.org.tw/
http://tpcma.org.tw/?id=593853&id2=79


 

2016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特別講座一覽表 
上課地址: 
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 7號(台北車站 M8出口) 
台大國際會議中心／台北市徐州路 2號(台大醫院站 2 號出口) 
台大校友會館／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 1段 2-1號(台大醫院 2號出口)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 11號 3樓(台北車站 M8出口) 

請 V選 
課程

代號 
時間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報名費 

□ A 

0311 
(五) 

09:00-16:50 
加拿大鍾政哲教授董
氏奇穴臨床應用講座 

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YWCA901教室 

15,000元 
0314 
(一) 

09:00-16:50 

□ B 
0312 

(六) 
09:00-13:00 

雲南管遵惠教授古法

管氏特殊針法針灸傳
承講座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

心 205會議廳 
4,000元 

□ C 
0313 
(日) 

13:00-17:00 

甘肅方曉麗教授西北
針王鄭氏針灸傳承講
座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
心 402A會議廳 

4,000元 

□ D 
0313 
(日) 

09:30-17:10 
婦科四大流派特別講
座 

台大校友會館 4樓會
議廳 

4,000元 

□ E 
0314 
(一) 

09:00-16:30 
韓國鄭仁鎬院長微針
醫美特別講座 

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YWCA903教室 

12,000元 

□ F 

0312 
(六) 

14:00-17:00 
北京陳明教授經方臨
床應用特別講座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
心 205會議廳 

6,000元 
0314 

(一) 
09:00-17:00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

議廳 

□ G 

0313 
(日) 

14:00-17:00 

南京黃煌教授經方特
別講座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
心 402B會議廳 

10,000元 
0315 
(二) 

09:00-17:00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
議廳 0316 

(三) 

□ H 

0315 
(二) 

09:00-17:00 
中醫醫美基礎系列特
別講座 

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YWCA 904教室 

22,000元 

積分申請費

1,600 元/16 點 
0316 
(三) 

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YWCA903教室 

姓 名   報名說明  

1.各課程 105.01.31前繳費 9折優惠   

2.105.01.31前任選 3種以上課程 8折優惠 

服務電話：(02)2314-3456 傳真：(02)2314-8181 

劃撥帳號：00195927 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手 機  

中 醫 師 

證 書 字 號 
台中字第     號 

身 分 證 

字 號 
          

用 餐  葷  素 



高宗桂教授穴位埋線臨床應用研習會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協辦單位：台灣針刀醫學會 

上課時間：105 年 4 月 10 日起每月第 2 週日 9:00-17:00 

上課地點：台北市公園路 15-2 號．台大景福館會議廳 

日  期 課  程  內  容 講 師 

4月 10日 
(一)穴位埋線之理論、技巧及操作要點 

(二)穴位埋線在雜病應用 

高宗桂醫師簡歷 

台灣針刀醫學會理事長 

中華針灸醫學會秘書長 

中華推拿科學學會理事長 

台灣馬光保健集團學術院長 

中國醫藥大學教授暨附設醫

院主治醫師 
 

5月 08日 
(三)穴位埋線在頸肩損傷應用 

(四)穴位埋線在四肢損傷應用 

6月 12日 
(五)穴位埋線在減肥應用 

(六)穴位埋線在美容應用 

7月 10日 
(七)穴位埋線在內科應用 

(八)穴位埋線特殊病例及後續處置 

說明：1.報名費用：12,000元(3/15前繳費 8折優惠，3/31前繳費 9折)，單

堂 2,000元，全程共 8堂。本課程禁止錄影、照相 

2.全程上課之中醫師可申請繼續教育積分 32點，積分費 100元/點。 

3.本期課程限額 40名(依劃撥繳費順序安排座位)，報名請利用郵政劃

撥，帳號：00195927．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服務專線: (02)2314-3456．傳真:(02)2314-8181，或線上報名。 

請沿虛線撕下 

《高宗桂教授穴位埋線與針刀療法臨床應用研習會》報名表  1050410 

醫師姓名  
聯絡電話

手    機 
 

E-mail  用  餐  葷 素 

通訊地址  
中 醫 師 

字    號 
台中字第             號 

 



中醫院所感染管制暨針灸 SOP 視訊研習會 
指導單位：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承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協辦單位：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台北區分會．新北市中醫師公會 

日  期：105年 2月 3日(星期三) 

地  點：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 11號 3樓／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09:30-10:00 報到 

10:00-16:00 

一、感染管控 

．消毒滅菌 

．傳染病管理與通報實務 

．中醫院所感染管控作業程序及廢棄物處理 

二、針灸 SOP 

．臨床針灸治療程序 

．針灸臨床思路與處方配穴 

．針灸護理 

．電針臨床標準規範及特殊狀況處理 

說明：1.報名費 600元（含講習手冊、午餐）。  

2.出席研習會經評量通過之醫師可向全聯會繳交認證費申請 A:感染控

制計畫課程 3學時(認證費 200元)；B:針灸標準作業程序 3學時(認證

費 200元)。 

3.新執業的醫師及未尚未申請針灸、感染管控審查認證之醫師，請於 1

月 31日前向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報名，俾利準備研習手冊及統計餐點數

量。 

4.服務電話:(02)2314-3456 傳真:(02)2314-8181 劃撥帳號:00195927 

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請於劃撥單註明課程名稱) 

中醫院所感染管制暨針灸 SOP視訊研習會報名表     1050203 

姓    名  
醫 療  

院 所  
中醫診所 電  話   

通訊地址  午 餐 
□葷食   

□素食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105 年院所執業稅務暨相關業務講座通告 

時  間：105 年 3 月 27 日（星期日）下午 14:00~17:20 

地  點：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 11 號 3 樓．公會會議廳 

主辦單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時 間 研 討 主 題 主 講 人 

14:00～14:10 引言 

14:10～16:50 
．稅務申報及節稅案例分析 

．及勞基法院所常見違規案例 
萊博會計師事務所所長 

實踐大學會計學講師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顧問 

會計師 張碧霜 講師 16:50 ~ 17:20 Q&A 

說明：本會會員報名費 200 元(於 3/20 前報名免費)。 

非會員 400 元；行政人員 200 元。 

全程出席之中醫師可申請專業相關法規教育積分 4 點(積分申

請費 400 元)。 

洽詢電話：(02)2314-3456．傳真：(02)2314-8181。報名繳費

請利用郵政劃撥帳號：00195927 戶名：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本講座僅 50 個名額，請上官網線上報名 http://tpcma.org.tw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105年院所執業稅務暨相關業務講座通告 105/03/27 

診所 

名稱 
中醫診所 

中醫師

姓 名 
 

行政人員

姓    名 
 

地址 
- 

電  話  

報名 

項目 

□台北市會員報名費 200元(3/20前報名免費) 

□非台北市會員報名費：400元/人 

□行政人員報名費：200 元/人 

□繼續教育積分 4 點 400 元 

中 醫 師 

證書字號 
台中字第         號 

身份證 

字 號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社團活動一覽表 

請勾選 類 別 活 動 時 間 聯誼 / 比賽 地點 主 辦 人 

□ 
高爾夫球 

國醫盃比賽 

每月第二週二聯誼 

上午 06:00 開球 

105年 2月 16日(二)比賽 

AM06:30開球 

東華球場 

新北市林口區下福里東華

里 99號/(02)2606-1790 

報名時間請早、(因春節)

要安排人數及打球組 

會長：鄒政虢醫師 

Mobile：0935611422 

□ 歌唱聯誼社 
每月第四週日 

下午 13:00 

佳盈名商聯誼會 

(捷運中山國中站) 

台北市民權東路 3段 136

號 2樓之 1 

會長：蕭安廷醫師 

Mobile：0912922500 

□ 羽球社 
每月第一週日 

PM 14:00~17:00 

聯友羽球活動中心 

新莊市五股工業區五工五

路 2-1 號 3樓 

會長：陳潮明醫師 

Mobile：0918351050 

□ 登山社 每月第三週日上午 
集合時間&地點 

視活動路線另行通告 

會長：簡鸞瑤醫師 

Mobile：0920039061 

□ 
健 康 

舞蹈社 

每月第四週日 

AM09:30~12:00 

艾朵拉舞蹈教室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2段 326

號 4 樓（捷運:板南線江子翠

站 4號出口往後走右轉） 

會長：吳思葦醫師 

Mobile：0932009788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社團活動&國醫盃比賽報名表 

姓名  1.歡迎同道踴躍報名參加各種社團聯誼活

動，以歌、舞、球、山會友，不但可增

加同道交流情誼，更可抒發診務繁忙心

情。 

2.欲報名者，可向公會或逕向主辦人報名。

報名專線：2314-3456．傳真：2314-8181。 

E-mail：tp.cma@msa.hinet.net 

電話  

手機  

 

 

 



















衛生福利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臺北業務組 

中醫門診總額抽樣抽審實施方案 
衛生福利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臺北業務組 104 年 12 月 15 日修訂 

 

一、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3 條及全民健康保險醫療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療服務審查辦法第

22 條規定辦理。 

二、抽樣抽審執行原則：以實施立意抽審占院所數 0％~20％、一般審查占院所數 20％~60％

及免個案專業審查占院所數 40％~70％為原則。 

三、凡符合下列任一醫管指標之院所，其申報之醫療費用案件應抽樣審查： 

A1 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法第 36、37、38、39 及 40 條經處分

確定者。 

A1-1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法第三十六條經違約記點者應

予抽審 6個月。  

A1-2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法第三十七條經扣減其醫療費

用之十倍金額者應予抽審 1年。  

A1-3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法第三十八或三十九條停止特

約一個月者應予抽審 1年 6個月。  

A1-4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法第三十九條停止特約二個月

者應予抽審 2年。  

A1-5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法第三十九條停止特約三個月

者應予抽審 2年 6個月。  

A1-6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法第四十條停止特約一年者應

予抽審 3年。 

A2 特約未滿 6個月之院所。 

A3 自行終止合約。 

A4 當月醫療費用未於次月 20 日前申報之院所。 

A5 於每萬人口中醫師數≧最近一季季中全國 80 百分位之地區增加醫師（排除院所醫師

總數≦去年同期之院所，含專任及兼任），抽審 6個月；新開業院所，抽審 1年。 

A6 未參加中執會（台北區分會）舉辦之輔導會議或連續 2次未參加說明會之院所。 

A7 同一院所內任一醫師未符合中醫全聯會繼續教育修習規定之院所。 

A8 經共管會議決議應加強審查名單____（理由），抽審 3個月。 

A9 臺北業務組提報應加強審查名單(含專業審查意見表示需加強審查、違規（約）偵

查中、申訴、檢舉或輔導中、依檔案分析執行之審查專案等院所，抽審 1至 3個月

﹝違規（約）偵查中者，抽審至處分確定前﹞)。 



四、凡符合下列任一條件之院所，其申報之醫療費用案件應抽樣審查： 

B1 最近一個月，初審核減率≧5％。 

B2 病患平均就醫次數，純內科及針傷內科之院所各取前 15 名（排除職災、重大傷病、

診察費為 0案件及專款專用案件）。 

B4 藥費正成長且藥費前 25 名院所(特約＞24 個月) 

五、凡下列指標最近一月之指標值≧95 百分位同儕值之院所，其申報之醫療費用案件（排除

職災案件）應予以抽樣審查：  

C1 院所申請醫療費用點數。 

C2 院所醫師平均申請醫療費用點數。 

C3 院所申請醫療費用點數成長率－人數成長率（特約＞24 個月）。 

C4 院所 21 案件開藥日數≦3日件數占率。 

C5 療程中申報診察費比率（另排除專款專用案件）。 

C6 病患平均就醫次數成長率（另排除重大傷病、診察費為 0案件及專款專用案件） 

C7 平均每件醫療費用成長率（另排除重大傷病、診察費為 0案件及專款專用案 

件） 

六、凡下列指標最近一月之指標值≧97.5 百分位同儕值之院所，其當月份申報醫療費用案件

（排除職災案件）應予以抽樣審查：  

D1 重複就診率（同一日同一病患就診≧2次比率）。 

D2 隔日申報診察費比率（另排除專款專用案件）。 

D4 最近半年 1季，開藥日數＞18392 日人數占率，抽審 3個月。 

D5 院所任一醫師針傷及脫臼整復 29 案件申請醫療費用點數。 

D6 針傷科與內科交替比率（另排除專款專用案件）。 

D7 同一月同一病患申請針灸、傷科處置費＞15 次≧97.5 百分位值之人數占率（另排除

專款專用案件）。 

D8 同一院所針傷執行成長率（另排除件數≦50 件及專款專用案件）。 

D9 療程 14 日內未完成重新申請診察費率且閾值≧3%（另排除專款專用案件）。 

七、凡最近一月之指標值未符合前述抽樣條件應依下列指標辦理抽樣審查。 

E1 每月未納入抽樣抽審之院所中隨機抽樣 2.5％~10％之院所抽樣審查；本項隨機抽樣

與前述抽樣抽審樣本數之合計以不超過院所數之 60％為原則。 

E2 每一院所每年至少應予以抽樣審查 1次。  

八、最近一季預估平均點值＜0.9000 元時，C項指標改採 95 百分位、D項指標改採 97.5 百

分位抽樣審查。(註：連續兩季預估平均點值≧0.9300 元時，C項指標改採 97.5 百分位；

D項指標改採 99 百分位抽樣審查。) 

九、本方案所有指標皆採論人歸戶隨機抽樣審查，每次抽樣人數最少 10 人（不足 10 人，則

依實際申報人數全抽）。 

十、本方案修訂後自 104105 年 91 月（費用年月）實施。 



衛生福利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臺北業務組 

中醫門診總額抽樣抽審實施方案 
衛生福利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臺北業務組 104 年 12 月 15 日修訂 

管理指標： 

指標

項次 

指標

類別 

指標

代碼 
指標名稱 抽審期間 抽審

1 

管理

指標 

A1 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法

第三十六條經違約記點者。 
6 個月 必審

2 
A2 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法

第三十七條經扣減其醫 療費用之十倍金額者。
1年 必審

3 
A3 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法

第三十八或三十九條停止特約一個月者。 
1 年 6 個月 必審

4 
A4 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法

第三十八或三十九條停止特約二個月者。 
2 年 必審

5 
A5 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法

第三十八或三十九條停止特約三個月者。 
2 年 6 個月 必審

6 
A6 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法

第四十條停止特約一年者。 
3 年 必審

7 A7 新特約未滿 6個月之院所。 6 個月 必審

8 

A8 自行終止合約。 自接獲醫管科通

知當月起至合約

迄月止。 

必審

9 A9 當月醫療費用未於次月 20 日前申報之院所。 當月份 必審

10 

A10 
於每萬人口中醫師數≧最近一季季中全國 80 百

分位之地區增加醫師（排除院所醫師總數≦去年

同期之院所）。 

新開業院所 1

年，其餘院所 6

個月。 

必審

11 
A11 未參加中執會（台北區分會）舉辦之輔導會議之

院所 
當月份 必審

12 A12 經共管會議決議應加強審查名單____（理由）。 3個月 必審

13 

A13 臺北業務組提報應加強審查名單(含專業審查意

見表示需加強審查、違規（約）偵查中、申訴、

檢舉或輔導中、依檔案分析執行之審查專案等院

所)。 

1. 1 至 3 個月。

2. 違規（約）偵

查中者，抽審

至處分確定

前。 

必審

14 A14 每月未納入抽樣抽審之隨機抽樣院所。 當月份 必審

15 A15 每一院所每年至少應予以抽樣審查 1 次(浮動指

標)。 
當年 必審

 

 

 



權值指標： 

指標 

項次 

指標

類別 

指標

代碼 
指標名稱 同儕百分位值

權值

點數

1 

成長

率 

B1 藥費高於同儕且藥費正成長院所(特約＞24 個

月)。 

≧97.5百分位 12 

2 
B2 院所申請醫療費用點數成長率－人數成長率

（特約＞24 個月）。 

≧95 百分位 9 

3 B3 平均每件醫療費用成長率。 ≧95 百分位 6 

4 B4 病患平均就醫次數成長率 ≧95 百分位 9 

5 B5 同一院所針傷執行成長率。 ≧97.5百分位 3 

6 

占率 

C1 隔日申報診察費比率。 ≧97.5百分位 9 

7 C2 療程中申報診察費比率。 ≧95 百分位 9 

8 C3 院所 21 案件開藥日數≦3日件數占率。 ≧95 百分位 6 

9 C4 院所最近一季病患開藥日數≧PR97.5 人數占率 ≧97.5百分位 6 

10 
C5 院所最近一季病患針傷處置醫令量≧PR97.5 人

數占率 

≧97.5百分位 6 

11 C6 同月同病患申請針灸、傷科處置費之人數占率。 ≧97.5百分位 6 

12 C7 重複就診率（同一日同一病患就診≧2次比率） ≧97.5百分位 6 

13 C8 針傷科與內科交替比率。 ≧97.5百分位 6 

14 

醫療

利用 

D1 院所申請醫療費用點數。 ≧95 百分位 12 

15 
D2 院所任一醫師針傷及脫臼整復29案件申請醫療

費用點數 

≧97.5百分位 9 

16 D3 院所醫師平均申請醫療費用點數。 ≧95 百分位 9 

17 

其他 

E1 最近一個月，初審核減率≧5％。 12 

18 E2 病患平均就醫次數申報前 15名院所 (分純內科及針傷內科兩類

型，各取 15 家)。 
3 

19 E3 參加「鼓勵醫事服務機構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院所 -2

20 E4 查詢「健保雲端藥歷系統」且符合本署該年度各季查詢指標達

成率之院所 
-2

備註： 

一、 符合必審指標其中一項，該月份必須抽審，其餘依權值積分加總排序，自積分高者依

序補足抽審家數比率。 

二、 抽樣抽審執行原則：抽審以申報院所家數 32%為原則（因必審指標增加，致抽審率超

過者，不在此限），抽審家數占四分之三，浮動指標家數占四分之一為原則。 

三、 最近一季預估平均點值＜0.9000 元時，抽審家數得加抽 10%，若連續兩季預估平均點

值≧0.9300 元時，恢復以申報院所家數 32%為原則。 

四、 本方案所有指標皆採論人歸戶隨機抽樣審查，每次抽樣人數最少 10 人（不足 10 人，

則依實際申報人數全抽）。 

五、 本方案修訂後自 105 年 4 月（費用年月）實施，並逐季檢討。 

 



衛生福利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臺北業務組 
中醫門診總額抽樣抽審實施方案各項指標操作型定義 

 

  衛生福利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臺北業務組 104 年 12 月 15 日修訂 

通則： 

1. 除條件說明另有規定，資料擷取原則上不含職業災害（案件分類 B6）案件。 

2. 有申報醫療費用點數之院所皆納入母群體內計算。 

3. 指標分析最近一月樣本月：係指應抽樣月份往前推算第 2個月（例應抽樣月份為 102 年

3 月則指標分析最近一月之樣本月為 102 年 1 月）；例外情況為指標 E1 核減率≧5%往前

推算第 3個月（例應抽樣月份為 102 年 3 月則指標分析樣本月為 101 年 12 月）。 

4. 指標分析最近一季樣本季：係指應抽樣季往前推算第 2季（例應抽樣季別為 102 年第 1

季則指標分析之樣本季為 101 年第 3季）。 

5. 指標分析最近半年樣本半年：係指應抽樣若為最近半年則推算前一年上半年資料；若應

抽樣為下半年則推算前一年之下半年資料（例應抽樣為 102 年上半年開藥日數>183 天則

指標分析樣本為 101 年 1-6 月;若應抽樣本為 102 年下半年開藥日數>183 天則指標分析

樣本為 101 年 7-12 月）。 

A8 自行終止合約。 

說明 

條件說明： 

1.排除條件：負責醫師死亡。 

2.院所請檢送負責醫師死亡證明之相關文件備查。 

A10 
於每萬人口中醫師數≧最近一季季中全國 80 百分位之地區增加醫師（排除院所醫師

總數≦去年同期之院所），抽審 6個月；新開業院所，抽審 1年。 

說明 樣本月與去年同期申報之醫師數（含專任＋兼任）比較。 

B1 藥費高於同儕且藥費正成長院所(特約＞24 個月)。 

說明 

分子：院所最近 1月申報藥費。 

分母：院所去年同期申報藥費。 

條件說明： 

1. 院所特約>24 個月。 

2. 藥費成長率>0。 

B2 院所申請醫療費用點數成長率-人數成長率（特約>24 個月）。 

說明 

(院所該月份申請醫療費用點數加總/院所去年同期申請醫療費用點數加總)-(院所

該月份申請人數加總/院所去年同期申請人數加總)。 

條件說明：院所特約>24 個月。 

B3 平均每件醫療費用成長率。 

說明 

分子: 院所最近 1月申報醫療費用/院所最近 1月申報診察費件數。 

分母: 院所去年同期申報醫療費用/院所去年同期申報診察費件數。 

條件說明：排除職災、重大傷病、診察費為 0案件及專款專用案件。 

B4 病患平均就醫次數成長率。 

說明 

分子：院所最近1月申報診察費件數/院所最近1月歸戶就醫人數。 

分母：院所去年同期申報診察費件數/院所去年同期歸戶就醫人數。 

條件說明： 



1.保險對象：身分證號相同者計一人。 

2.排除職災、重大傷病、診察費為 0案件及專款專用案件。 

B5 同一院所針傷執行成長率。 

說明 

分子：院所最近 1月歸戶針傷就醫人數/院所最近 1月歸戶就醫人數。 

分母：院所去年同期歸戶針傷就醫人數/院所去年同期歸戶就醫人數。 

條件說明： 

1. 排除院所該月份針傷案件數 50（含）件以下。 

2. 排除專款專用案件。 

3. 不排除診察費＝0之案件。 

C1 隔日申報診察費比率。 

說明 

分子：院所該月份同一人隔日申報診察費之件數。 

分母：院所該月份申報診察費之總件數。 

條件說明： 

1. 保險對象：身分證號相同者計一人。 

2. 排除專款專用案件。 

3. 隔日申報診察費係指連續2日申報診察費不為0的案件，如連續3日申報診察費不為0，

則重複件數為2件；另如同一日重複就醫者申報2次診察者，且隔日又申報1件診察費，

重複件數為2件。 

C2 療程中申報診察費比率。 

說明 

分子：院所該月份同一病患療程中另申報診察費之件數。 

分母：院所該月份申報診察費不為 0之療程案件數。 

條件說明： 

1. 保險對象：身分證號相同者計一人。 

2. 療程中另申報診察費比率係指療程起迄日中另申報診察費不為0的案件。 

3. 排除專款專用案件。 

C3 院所 21 案件開藥日數≦3日件數占率。 

說明 
分子：院所該月份申請 21 案件開藥日數≦3日件數加總。 

分母：院所該月份申請 21 案件開藥日數件數加總。 

C4 院所最近一季病患開藥日數≧PR97.5 人數占率。 

說明 

分子：院所同一病患最近一季開藥日數≧PR97.5 人數加總。 

分母：院所最近一季病患歸戶加總人數。 

條件說明：保險對象身分證號相同者計一人。 

C5 院所最近一季病患針傷處置醫令量≧PR97.5 人數占率。 

說明 

分子：院所最近一季病患針傷處置醫令量≧PR97.5 人數加總。 

分母：院所最近一季針傷病患歸戶加總人數。 

條件說明： 

1. 保險對象：身分證號相同者計一人。 

2. 排除專款專用案件。 

C6 同月同病患申請針灸、傷科處置費之人數占率。 

說明 

分子：院所最近一月針傷病患處置醫令量≧PR97.5 人數加總。 

分母：院所最近一月針傷病患歸戶加總人數。 

條件說明： 



1. 保險對象：身分證號相同者計一人。 

2. 排除專款專用案件。 

C7 重複就診率（同一日同一病患就診≧2次比率）。 

說明 

分子：院所該月份同一日同一病患申報2（含）筆以上診察費件數。 

分母：院所該月份申報診察費之總件數。 

條件說明：保險對象身分證號相同者計一人。 

C8 針傷科與內科交替比率 

說明 

分子：院所該月份同時申報針傷及內科案件人數。 

分母：院所該月份申報總人數。 

條件說明： 

1. 保險對象：身分證號相同者計一人。 

2. 針傷案件診察費＞0。 

3. 內科案件為（21,22,24,28,30 案件）診察費＞0。 

4. 排除專款專用案件。 

D1 院所申請醫療費用點數。 

說明 院所該月份申請醫療費用點數加總。 

D2 院所任一醫師針傷及脫臼整復 29 案件申請醫療費用點數。 

說明 院所該月份任一醫師針傷案件申請醫療費用點數加總。 

D3 院所醫師平均申請醫療費用點數。 

說明 
分子：院所該月份申請醫療費用點數加總。 

分母：院所該月份申報醫師數。 

E1 最近一個月，初審核減率≧5％。 

說明 
分子：院所最近 1月初審核減點數。 

分母：院所最近 1月醫療費用。 

E2 病患平均就醫次數申報前 15 名院所 (分純內科及針傷內科兩類型，各取 15 家)。 

說明 

分子：院所最近 1個月申報診察費件數。 

分母：院所最近 1個月歸戶就醫人數。 

條件說明： 

1. 保險對象身分證號相同者計一人。 

2. 排除職災、重大傷病、診察費為 0案件及專款專用案件。 

E4 查詢「健保雲端藥歷系統」且符合本署該年度各季查詢指標達成率之院所。 

說明 

分子：院所最近 1月查詢雲端藥歷系統病患人數。 

分母：院所最近 1月申報總人數。 

條件說明： 

1. 保險對象身分證號相同者計一人。 

2. 樣本月查詢率比照該季查詢指標達成率。 

 

 

 









































衛生福利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臺北業務組 

中醫門診總額抽樣抽審實施方案 
衛生福利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臺北業務組 104 年 12 月 15 日修訂 

 

一、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3 條及全民健康保險醫療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療服務審查辦法第

22 條規定辦理。 

二、抽樣抽審執行原則：以實施立意抽審占院所數 0％~20％、一般審查占院所數 20％~60％

及免個案專業審查占院所數 40％~70％為原則。 

三、凡符合下列任一醫管指標之院所，其申報之醫療費用案件應抽樣審查： 

A1 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法第 36、37、38、39 及 40 條經處分

確定者。 

A1-1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法第三十六條經違約記點者應

予抽審 6個月。  

A1-2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法第三十七條經扣減其醫療費

用之十倍金額者應予抽審 1年。  

A1-3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法第三十八或三十九條停止特

約一個月者應予抽審 1年 6個月。  

A1-4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法第三十九條停止特約二個月

者應予抽審 2年。  

A1-5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法第三十九條停止特約三個月

者應予抽審 2年 6個月。  

A1-6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法第四十條停止特約一年者應

予抽審 3年。 

A2 特約未滿 6個月之院所。 

A3 自行終止合約。 

A4 當月醫療費用未於次月 20 日前申報之院所。 

A5 於每萬人口中醫師數≧最近一季季中全國 80 百分位之地區增加醫師（排除院所醫師

總數≦去年同期之院所，含專任及兼任），抽審 6個月；新開業院所，抽審 1年。 

A6 未參加中執會（台北區分會）舉辦之輔導會議或連續 2次未參加說明會之院所。 

A7 同一院所內任一醫師未符合中醫全聯會繼續教育修習規定之院所。 

A8 經共管會議決議應加強審查名單____（理由），抽審 3個月。 

A9 臺北業務組提報應加強審查名單(含專業審查意見表示需加強審查、違規（約）偵

查中、申訴、檢舉或輔導中、依檔案分析執行之審查專案等院所，抽審 1至 3個月

﹝違規（約）偵查中者，抽審至處分確定前﹞)。 



四、凡符合下列任一條件之院所，其申報之醫療費用案件應抽樣審查： 

B1 最近一個月，初審核減率≧5％。 

B2 病患平均就醫次數，純內科及針傷內科之院所各取前 15 名（排除職災、重大傷病、

診察費為 0案件及專款專用案件）。 

B4 藥費正成長且藥費前 25 名院所(特約＞24 個月) 

五、凡下列指標最近一月之指標值≧95 百分位同儕值之院所，其申報之醫療費用案件（排除

職災案件）應予以抽樣審查：  

C1 院所申請醫療費用點數。 

C2 院所醫師平均申請醫療費用點數。 

C3 院所申請醫療費用點數成長率－人數成長率（特約＞24 個月）。 

C4 院所 21 案件開藥日數≦3日件數占率。 

C5 療程中申報診察費比率（另排除專款專用案件）。 

C6 病患平均就醫次數成長率（另排除重大傷病、診察費為 0案件及專款專用案件） 

C7 平均每件醫療費用成長率（另排除重大傷病、診察費為 0案件及專款專用案 

件） 

六、凡下列指標最近一月之指標值≧97.5 百分位同儕值之院所，其當月份申報醫療費用案件

（排除職災案件）應予以抽樣審查：  

D1 重複就診率（同一日同一病患就診≧2次比率）。 

D2 隔日申報診察費比率（另排除專款專用案件）。 

D4 最近半年 1季，開藥日數＞18392 日人數占率，抽審 3個月。 

D5 院所任一醫師針傷及脫臼整復 29 案件申請醫療費用點數。 

D6 針傷科與內科交替比率（另排除專款專用案件）。 

D7 同一月同一病患申請針灸、傷科處置費＞15 次≧97.5 百分位值之人數占率（另排除

專款專用案件）。 

D8 同一院所針傷執行成長率（另排除件數≦50 件及專款專用案件）。 

D9 療程 14 日內未完成重新申請診察費率且閾值≧3%（另排除專款專用案件）。 

七、凡最近一月之指標值未符合前述抽樣條件應依下列指標辦理抽樣審查。 

E1 每月未納入抽樣抽審之院所中隨機抽樣 2.5％~10％之院所抽樣審查；本項隨機抽樣

與前述抽樣抽審樣本數之合計以不超過院所數之 60％為原則。 

E2 每一院所每年至少應予以抽樣審查 1次。  

八、最近一季預估平均點值＜0.9000 元時，C項指標改採 95 百分位、D項指標改採 97.5 百

分位抽樣審查。(註：連續兩季預估平均點值≧0.9300 元時，C項指標改採 97.5 百分位；

D項指標改採 99 百分位抽樣審查。) 

九、本方案所有指標皆採論人歸戶隨機抽樣審查，每次抽樣人數最少 10 人（不足 10 人，則

依實際申報人數全抽）。 

十、本方案修訂後自 104105 年 91 月（費用年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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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指標： 

指標

項次 

指標

類別 

指標

代碼 
指標名稱 抽審期間 抽審

1 

管理

指標 

A1 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法

第三十六條經違約記點者。 
6 個月 必審

2 
A2 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法

第三十七條經扣減其醫 療費用之十倍金額者。
1年 必審

3 
A3 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法

第三十八或三十九條停止特約一個月者。 
1 年 6 個月 必審

4 
A4 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法

第三十八或三十九條停止特約二個月者。 
2 年 必審

5 
A5 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法

第三十八或三十九條停止特約三個月者。 
2 年 6 個月 必審

6 
A6 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法

第四十條停止特約一年者。 
3 年 必審

7 A7 新特約未滿 6個月之院所。 6 個月 必審

8 

A8 自行終止合約。 自接獲醫管科通

知當月起至合約

迄月止。 

必審

9 A9 當月醫療費用未於次月 20 日前申報之院所。 當月份 必審

10 

A10 
於每萬人口中醫師數≧最近一季季中全國 80 百

分位之地區增加醫師（排除院所醫師總數≦去年

同期之院所）。 

新開業院所 1

年，其餘院所 6

個月。 

必審

11 
A11 未參加中執會（台北區分會）舉辦之輔導會議之

院所 
當月份 必審

12 A12 經共管會議決議應加強審查名單____（理由）。 3個月 必審

13 

A13 臺北業務組提報應加強審查名單(含專業審查意

見表示需加強審查、違規（約）偵查中、申訴、

檢舉或輔導中、依檔案分析執行之審查專案等院

所)。 

1. 1 至 3 個月。

2. 違規（約）偵

查中者，抽審

至處分確定

前。 

必審

14 A14 每月未納入抽樣抽審之隨機抽樣院所。 當月份 必審

15 A15 每一院所每年至少應予以抽樣審查 1 次(浮動指

標)。 
當年 必審

 

 

 



權值指標： 

指標 

項次 

指標

類別 

指標

代碼 
指標名稱 同儕百分位值

權值

點數

1 

成長

率 

B1 藥費高於同儕且藥費正成長院所(特約＞24 個

月)。 

≧97.5百分位 12 

2 
B2 院所申請醫療費用點數成長率－人數成長率

（特約＞24 個月）。 

≧95 百分位 9 

3 B3 平均每件醫療費用成長率。 ≧95 百分位 6 

4 B4 病患平均就醫次數成長率 ≧95 百分位 9 

5 B5 同一院所針傷執行成長率。 ≧97.5百分位 3 

6 

占率 

C1 隔日申報診察費比率。 ≧97.5百分位 9 

7 C2 療程中申報診察費比率。 ≧95 百分位 9 

8 C3 院所 21 案件開藥日數≦3日件數占率。 ≧95 百分位 6 

9 C4 院所最近一季病患開藥日數≧PR97.5 人數占率 ≧97.5百分位 6 

10 
C5 院所最近一季病患針傷處置醫令量≧PR97.5 人

數占率 

≧97.5百分位 6 

11 C6 同月同病患申請針灸、傷科處置費之人數占率。 ≧97.5百分位 6 

12 C7 重複就診率（同一日同一病患就診≧2次比率） ≧97.5百分位 6 

13 C8 針傷科與內科交替比率。 ≧97.5百分位 6 

14 

醫療

利用 

D1 院所申請醫療費用點數。 ≧95 百分位 12 

15 
D2 院所任一醫師針傷及脫臼整復29案件申請醫療

費用點數 

≧97.5百分位 9 

16 D3 院所醫師平均申請醫療費用點數。 ≧95 百分位 9 

17 

其他 

E1 最近一個月，初審核減率≧5％。 12 

18 E2 病患平均就醫次數申報前 15名院所 (分純內科及針傷內科兩類

型，各取 15 家)。 
3 

19 E3 參加「鼓勵醫事服務機構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院所 -2

20 E4 查詢「健保雲端藥歷系統」且符合本署該年度各季查詢指標達

成率之院所 
-2

備註： 

一、 符合必審指標其中一項，該月份必須抽審，其餘依權值積分加總排序，自積分高者依

序補足抽審家數比率。 

二、 抽樣抽審執行原則：抽審以申報院所家數 32%為原則（因必審指標增加，致抽審率超

過者，不在此限），抽審家數占四分之三，浮動指標家數占四分之一為原則。 

三、 最近一季預估平均點值＜0.9000 元時，抽審家數得加抽 10%，若連續兩季預估平均點

值≧0.9300 元時，恢復以申報院所家數 32%為原則。 

四、 本方案所有指標皆採論人歸戶隨機抽樣審查，每次抽樣人數最少 10 人（不足 10 人，

則依實際申報人數全抽）。 

五、 本方案修訂後自 105 年 4 月（費用年月）實施，並逐季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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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福利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臺北業務組 104 年 12 月 15 日修訂 

通則： 

1. 除條件說明另有規定，資料擷取原則上不含職業災害（案件分類 B6）案件。 

2. 有申報醫療費用點數之院所皆納入母群體內計算。 

3. 指標分析最近一月樣本月：係指應抽樣月份往前推算第 2個月（例應抽樣月份為 102 年

3 月則指標分析最近一月之樣本月為 102 年 1 月）；例外情況為指標 E1 核減率≧5%往前

推算第 3個月（例應抽樣月份為 102 年 3 月則指標分析樣本月為 101 年 12 月）。 

4. 指標分析最近一季樣本季：係指應抽樣季往前推算第 2季（例應抽樣季別為 102 年第 1

季則指標分析之樣本季為 101 年第 3季）。 

5. 指標分析最近半年樣本半年：係指應抽樣若為最近半年則推算前一年上半年資料；若應

抽樣為下半年則推算前一年之下半年資料（例應抽樣為 102 年上半年開藥日數>183 天則

指標分析樣本為 101 年 1-6 月;若應抽樣本為 102 年下半年開藥日數>183 天則指標分析

樣本為 101 年 7-12 月）。 

A8 自行終止合約。 

說明 

條件說明： 

1.排除條件：負責醫師死亡。 

2.院所請檢送負責醫師死亡證明之相關文件備查。 

A10 
於每萬人口中醫師數≧最近一季季中全國 80 百分位之地區增加醫師（排除院所醫師

總數≦去年同期之院所），抽審 6個月；新開業院所，抽審 1年。 

說明 樣本月與去年同期申報之醫師數（含專任＋兼任）比較。 

B1 藥費高於同儕且藥費正成長院所(特約＞24 個月)。 

說明 

分子：院所最近 1月申報藥費。 

分母：院所去年同期申報藥費。 

條件說明： 

1. 院所特約>24 個月。 

2. 藥費成長率>0。 

B2 院所申請醫療費用點數成長率-人數成長率（特約>24 個月）。 

說明 

(院所該月份申請醫療費用點數加總/院所去年同期申請醫療費用點數加總)-(院所

該月份申請人數加總/院所去年同期申請人數加總)。 

條件說明：院所特約>24 個月。 

B3 平均每件醫療費用成長率。 

說明 

分子: 院所最近 1月申報醫療費用/院所最近 1月申報診察費件數。 

分母: 院所去年同期申報醫療費用/院所去年同期申報診察費件數。 

條件說明：排除職災、重大傷病、診察費為 0案件及專款專用案件。 

B4 病患平均就醫次數成長率。 

說明 

分子：院所最近1月申報診察費件數/院所最近1月歸戶就醫人數。 

分母：院所去年同期申報診察費件數/院所去年同期歸戶就醫人數。 

條件說明： 



1.保險對象：身分證號相同者計一人。 

2.排除職災、重大傷病、診察費為 0案件及專款專用案件。 

B5 同一院所針傷執行成長率。 

說明 

分子：院所最近 1月歸戶針傷就醫人數/院所最近 1月歸戶就醫人數。 

分母：院所去年同期歸戶針傷就醫人數/院所去年同期歸戶就醫人數。 

條件說明： 

1. 排除院所該月份針傷案件數 50（含）件以下。 

2. 排除專款專用案件。 

3. 不排除診察費＝0之案件。 

C1 隔日申報診察費比率。 

說明 

分子：院所該月份同一人隔日申報診察費之件數。 

分母：院所該月份申報診察費之總件數。 

條件說明： 

1. 保險對象：身分證號相同者計一人。 

2. 排除專款專用案件。 

3. 隔日申報診察費係指連續2日申報診察費不為0的案件，如連續3日申報診察費不為0，

則重複件數為2件；另如同一日重複就醫者申報2次診察者，且隔日又申報1件診察費，

重複件數為2件。 

C2 療程中申報診察費比率。 

說明 

分子：院所該月份同一病患療程中另申報診察費之件數。 

分母：院所該月份申報診察費不為 0之療程案件數。 

條件說明： 

1. 保險對象：身分證號相同者計一人。 

2. 療程中另申報診察費比率係指療程起迄日中另申報診察費不為0的案件。 

3. 排除專款專用案件。 

C3 院所 21 案件開藥日數≦3日件數占率。 

說明 
分子：院所該月份申請 21 案件開藥日數≦3日件數加總。 

分母：院所該月份申請 21 案件開藥日數件數加總。 

C4 院所最近一季病患開藥日數≧PR97.5 人數占率。 

說明 

分子：院所同一病患最近一季開藥日數≧PR97.5 人數加總。 

分母：院所最近一季病患歸戶加總人數。 

條件說明：保險對象身分證號相同者計一人。 

C5 院所最近一季病患針傷處置醫令量≧PR97.5 人數占率。 

說明 

分子：院所最近一季病患針傷處置醫令量≧PR97.5 人數加總。 

分母：院所最近一季針傷病患歸戶加總人數。 

條件說明： 

1. 保險對象：身分證號相同者計一人。 

2. 排除專款專用案件。 

C6 同月同病患申請針灸、傷科處置費之人數占率。 

說明 

分子：院所最近一月針傷病患處置醫令量≧PR97.5 人數加總。 

分母：院所最近一月針傷病患歸戶加總人數。 

條件說明： 



1. 保險對象：身分證號相同者計一人。 

2. 排除專款專用案件。 

C7 重複就診率（同一日同一病患就診≧2次比率）。 

說明 

分子：院所該月份同一日同一病患申報2（含）筆以上診察費件數。 

分母：院所該月份申報診察費之總件數。 

條件說明：保險對象身分證號相同者計一人。 

C8 針傷科與內科交替比率 

說明 

分子：院所該月份同時申報針傷及內科案件人數。 

分母：院所該月份申報總人數。 

條件說明： 

1. 保險對象：身分證號相同者計一人。 

2. 針傷案件診察費＞0。 

3. 內科案件為（21,22,24,28,30 案件）診察費＞0。 

4. 排除專款專用案件。 

D1 院所申請醫療費用點數。 

說明 院所該月份申請醫療費用點數加總。 

D2 院所任一醫師針傷及脫臼整復 29 案件申請醫療費用點數。 

說明 院所該月份任一醫師針傷案件申請醫療費用點數加總。 

D3 院所醫師平均申請醫療費用點數。 

說明 
分子：院所該月份申請醫療費用點數加總。 

分母：院所該月份申報醫師數。 

E1 最近一個月，初審核減率≧5％。 

說明 
分子：院所最近 1月初審核減點數。 

分母：院所最近 1月醫療費用。 

E2 病患平均就醫次數申報前 15 名院所 (分純內科及針傷內科兩類型，各取 15 家)。 

說明 

分子：院所最近 1個月申報診察費件數。 

分母：院所最近 1個月歸戶就醫人數。 

條件說明： 

1. 保險對象身分證號相同者計一人。 

2. 排除職災、重大傷病、診察費為 0案件及專款專用案件。 

E4 查詢「健保雲端藥歷系統」且符合本署該年度各季查詢指標達成率之院所。 

說明 

分子：院所最近 1月查詢雲端藥歷系統病患人數。 

分母：院所最近 1月申報總人數。 

條件說明： 

1. 保險對象身分證號相同者計一人。 

2. 樣本月查詢率比照該季查詢指標達成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