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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服務我最棒- 
雲嘉南地區農漁會健保業務評比計畫 

壹、計畫目的 

藉由公開評比競賽與鼓勵方式，強化與各農漁會辦理健保業務夥伴良性互

動，共同推動本署年度重點工作。 

貳、參與對象 

轄內雲嘉南地區 74家農漁會。 

參、執行期間 

111年 4月 1日至 111年 12月 31日。 

肆、評比方式 

除透過函文及視訊會議宣導本項評比計畫外，於執行期間將分 3次統計累

計成績，並分別於 7、10及次年 1月中旬公告於農漁會 LINE群組。 

一、分組評比 

依各農漁會 111年 1月保險對象數為基準，區分為下列 3組別，每組

取金銀銅牌獎各 1名及各評比項目績優獎 2名，分組名單如附錄。 

組別 110年單位保險對象數 家數 

A 保險對象數≧8,000 25 

B 5,500＜保險對象數＜8,000 25 

C 保險對象數≦5,500 24 

※單項評比績優單位，若其他評分項目得分有低於 74家平均分數者，將由下一名

遞補。 

二、評比項目 

（一）財務管理 

1.保費彙繳情形(20%) 

2.小額欠費輔導情形(10%) 

（二）弱勢服務 

協助弱勢民眾通報(15%) 

（三）E化使用率 

承保異動申報電子化程度(15%) 

（四）資料正確率 

申報資料核對確實程度(15%) 

（五）業務配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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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本組業務宣導及推動程度(25%) 

三、評比項目說明及得分計算 

評比項目 計分 
比重 評比內容 得分計算 

（一） 

財務 

管理 

保費彙

繳情形 
20% 

農漁會每月將彙收的

保費彙繳給本署，並由

本署結算分帳後，其收

繳率高低。 

本項評比分數依照單位於評比期間平均月收繳

率*100為其得分(1)。 

每月彙繳金額是否有

短差或溢繳情形（排除

沖抵以前月份的差額） 

本項得分(2)=100-單位評比期間平均每月彙繳

異常之扣分數（詳下對照表），如彙繳金額無

短差或溢繳，則得分=100分。 

農漁會評比期間平均每月彙繳情形扣分對照表 

平均每月 
短差或溢繳金額

(元) 
< 1,001 

1,001 

-5,000 

5,001 

-10,000 
> 10,000 

扣分 5 10 15 20 
 

農漁會每月申報欠費、

欠費繳納資料，其申報

資料檢核錯誤筆數（排

除申報部分欠費）。 

本項得分(3)=100-單位評比期間平均每月申報

資料檢核錯誤筆數，如無檢核錯誤，則得分

=100分，另本項得分最低 0分，最高 100分。 

農漁會每月申報個人

欠費補繳之實際繳納

日與彙繳日期逾 90 天

筆數 

本項得分(4)=100-2*單位評比期間平均每月彙

繳日期逾 90天筆數，如無檢核錯誤，則得分

=100分，另本項得分最低 0分，最高 100分。 

小額欠

費輔導

情形 

10% 

篩選 5年內欠費 7,500

元以下之第三類保險

對象，請農漁會配合執

行小額欠費催收作業，

其回收率高低。 

原始得分 A：單位評比期間回收比率 

        B：組內各農漁會平均回收比率 

本項得分(5)=(A-B)*30+80≦100分 (回收比率

若等於組內平均回收比率，則得分為 80；若無

欠費資料，則得分為 100) 

*本項單項評比如為滿分，以評比期間 3年內平均月收繳率決定績優順序（即收繳率

較高者名次較前） 

（二） 

弱勢 

服務 

協助弱

勢民眾

通報 

15% 
農漁會通報弱勢且協

助成功件數 

原始得分 A:單位評比期間協助成功件數（含辦

理分期攤繳、紓困貸款及愛心專戶

補助等） 

B:組內各農漁會平均協助成功件數 

本項得分(6)=0≦(A-B)+80≦100分 (協助件數

若等於組內平均協助成功件數，則得分為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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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比項目 計分 
比重 評比內容 得分計算 

（三） 

E化 

使用率 

承保異

動申報

電子化

程度 

15% 
農漁會承保異動申報

e化使用率 

本項評比分數依照單位於評比期間承保異動申

報 e化使用率*100為其得分(7)。 

*本項單項評比如為同分，以評比期間承保異動

量決定績優順序（即異動量較多者名次較前） 

（四） 

資料 

正確率 

申報資

料核對

確實程

度 

15% 
農漁會申報資料可歸

責的錯誤筆數 

原始得分 A：單位評比期間申報錯誤比率 

B：組內各農漁會評比期間平均錯誤

比率 

本項得分(8)=0≦(B-A)*100+80≦100分 (單位

評比期間錯誤比率若等於組內農漁會評比期間

平均錯誤比率，則得分為 80) 

（五） 

業務 

配合度 

協助本

組業務

宣導及

推動程

度 

25% 

農漁會每月協助本組

輔導納保案之成功主

動申報加保比率 

原始得分 A：單位評比期間協助輔導成功比率 

B：組內各農漁會評比期間平均輔導

成功比率 

本項得分(9)=0≦(A-B)*100+70≦90分 (單位

評比期間輔導成功比率若等於組內農漁會評比

期間平均輔導成功比率，則得分為 70，本項分

數最高為 90分) 

業務宣導配合度 

本項請單位上傳配合宣導照片及相關資料，經

確認上傳配合宣導照片或資料，每一則加 1

分，至多 6分(10) 

會議參與度 
本項將依本組辦理會議參加情形加分，參加一

場者加 1分，至多 4分(11) 

總得分=保費彙繳情形〔(1)*5%+(2)*5%+(3)*5%+(4)*5%)〕+小額欠費輔導情形(5)*10% 

+弱勢服務效能(6)*15%+承保異動申報電子化程度(7)*15%+申報資料核對確實程度(8)*15% 

+協助本組業務宣導及推動程度〔((9)+(10)+(11))*25%〕 

備註：得分計算採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二位。 

伍、獎勵方式 

於農漁會 LINE群組公告表現優異單位，並發函建請農漁會對承辦人員酌

予敘獎，並副知各縣(市)政府；另於 112年 3月舉辦實地頒獎活動。 

陸、預期效益 

透過評比及良性競爭，形塑正向互動氛圍，俾提高服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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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雲嘉南地區農漁會評比分組 

組別 農漁會名稱 

A組 

雲林縣二崙鄉農會 、 雲林縣土庫鎮農會 、 雲林縣元長鄉農會 

雲林縣斗六市農會 、 雲林縣水林鄉農會 、 雲林縣古坑鄉農會 

雲林縣西螺鎮農會 、 雲林縣虎尾鎮農會 、 雲林縣崙背鄉農會 

雲林縣斗南鎮農會 、 嘉義市農會 、 嘉義縣中埔鄉農會 

嘉義縣六腳鄉農會 、 嘉義縣民雄鄉農會 、 嘉義縣朴子市農會 

嘉義縣竹崎地區農會 、 嘉義縣新港鄉農會 、 嘉義縣梅山鄉農會 

臺南市白河區農會 、 臺南市東山區農會 、 臺南市臺南地區農會 

雲林區漁會 、 嘉義區漁會 、  南市區漁會 

南縣區漁會     

B組 

雲林縣口湖鄉農會 、 雲林縣大埤鄉農會 、 雲林縣北港鎮農會 

雲林縣四湖鄉農會 、 雲林縣東勢鄉農會 、 雲林縣麥寮鄉農會 

雲林縣莿桐鄉農會 、 嘉義縣大林鎮農會 、 嘉義縣太保市農會 

嘉義縣水上鄉農會 、 嘉義縣鹿草鄉農會 、 嘉義縣溪口鄉農會 

嘉義縣義竹鄉農會 、 臺南市下營區農會 、 臺南市仁德區農會 

臺南市永康區農會 、 臺南市佳里區農會 、 臺南市後壁區農會 

臺南市麻豆區農會 、 臺南市善化區農會 、 臺南市新化區農會 

臺南市新營區農會 、 臺南市歸仁區農會 、 臺南市關廟區農會 

臺南市玉井區農會 、      

C組 

雲林縣台西鄉農會 、 雲林縣林內鄉農會 、  雲林縣褒忠鄉農會 

嘉義縣布袋鎮農會 、 嘉義縣東石鄉農會 、 嘉義縣阿里山鄉農會 

嘉義縣番路鄉農會 、 臺南市七股區農會 、 臺南市大內區農會 

臺南市山上區農會 、 臺南市六甲區農會 、 臺南市北門區農會 

臺南市左鎮區農會 、 臺南市安定區農會 、 臺南市西港區農會 

臺南市官田區農會 、 臺南市南化區農會 、 臺南市柳營區農會 

臺南市將軍區農會 、 臺南市新市區農會 、 臺南市楠西區農會 

臺南市學甲區農會 、 臺南市龍崎區農會 、 臺南市鹽水區農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