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健康保險醫院總額醫療費用案件抽審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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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名稱
條件說明
排除條件
住院次數≧同期全國 依病人之身分證號統計全年期間每季住院次 主診斷碼為癌症疾
住院次數 99 百分位 數，若任一季住院次數≧全國 99 百分位以上 病相關診斷或特定
者列入管控名單，本期該個案住院案件進行 重大傷病證明有註
抽樣審查
記之案件
單次住院費用的病房 住院案件的病房費及診察費占醫療費用的比 死亡及生產案件、
費及診察費占率≧ 例(病房費+診察費/申請醫療費用+部分負擔) 病人年齡<30 歲或
60%
≧60%，且診治醫師前 2 個月期間收治前開條 >65 歲、住院天數
件住院案件占該醫師總申報住院件數的占率 <8 天或>14 天
≧該區 95 百分位列入管控名單，本期住院案
件則進行抽樣審查
最近三個月跨醫事機 精神科社區復健及照護機構個案，依病人之 構家數≧3 家施行物 身分證號統計最近 3 個月於≧3 家醫事機構
理治療
施行物理治療者列入管控名單，本期該個案
物理治療列入抽樣審查
施行物理治療費用及 精神科社區復健及照護機構個案，依病人之 次數≧全國 95 百分 身分證號統計前月施行物理治療費用及次
位
數，若該費用及次數同時皆≧全國前 3 個月
平均費用及次數之 95 百分位者列入管控名
單，本期該個案物理治療案件列入抽樣審查
施行物理治療費用≧ 精神科社區復健及照護機構個案，依病人之 全國 97 百分位
身分證號統計前月施行物理治療費用，若該
費用≧全國前 3 個月平均費用之 97 百分位者
列入管控名單，本期該個案物理治療案件列
入抽樣審查
施行物理治療次數≧ 精神科社區復健及照護機構個案，依病人之 全國 97 百分位
身分證號統計前月施行物理治療次數，若該
次數≧全國前 3 個月平均次數之 97 百分位者
列入管控名單，本期該個案物理治療案件列
入抽樣審查
前月就醫施行物理治 精神科社區復健及照護機構個案，依病人之 療次數＞前月日曆日 身分證號統計前月施行物理治療次數，若該
數
次數≧前月日曆日數者列入管控名單，本期
該個案物理治療案件列入抽樣審查
單一處方用藥品項超 門診西醫醫事機構案件中，單一處方用藥品 重大傷病、慢性
過 8 項之案件
項超過 8 項者
病、急診案件、立
刻使用(STAT)及
需要時使用(PRN)
之藥品

序號

指標名稱
條件說明
排除條件
9 同醫事機構同日申報 門診西醫醫事機構之給藥案件中，當月同醫 急診、特定治療項
相同藥理藥品
事機構同日同個案不同次就醫開立相同 ATC 目、立刻使用
代碼(7 碼)藥品之案件
(STAT)及需要時
使用(PRN)之藥
品、代辦案件
10 每人每月同醫事機構 門診西醫醫事機構之給藥案件中，同月同醫 代辦案件、特定重
用藥合計≧900 顆
事機構同個案口服藥之醫令數量
大傷病個案、特定
(ORDER_QTY)加總>900 顆
治療項目及案件分
類
11 病情改變及不穩定且 門診西醫醫事機構之給藥案件中，申報個案 開立長期處方≧28 日 病情變化需提前回診且經醫師專業認定需要
改藥或調整藥品劑量或換藥註記(R003)，但仍
開立≧28 日長期處方者，列入抽樣審查
12 腎 功 能 異 常 使 用 門診西醫醫事機構及藥局之給藥案件中，診 NSAID 藥量異常者 斷為 Chronic kidney disease 病人統計最近 2
個月使用 NSAID 藥物≧31 日者列入管控名
單，本期該個案案件列入抽樣審查
13 西醫門診中度複雜以 門診西醫醫事機構，執行中度複雜以上復健 代辦案件及年齡 6
上復健治療執行率≧ 治療執行率(中度複雜以上之醫令數/所有復 歲(含)以下早療案
全國 90 百分位
健治療醫令數)≧全國 90 百分位的醫事機構 件
列入管控醫事機構，本期該醫醫事機構有中
度複雜以上復健案件列入抽樣審查
14 復健超出黃金治療期 門診西醫醫事機構，依不同疾病別設定黃金 代辦案件及年齡 6
延長治療案件
治療期，病人執行物理、職能治療中度複雜 歲(含)以下早療案
以上醫令超出前開期間者列為管控名單，本 件
期該個案執行物理、職能治療中度複雜以上
醫令案件則進行抽樣審查
15 同醫事機構物理治療 門診西醫醫事機構，依病人之身分證號統計 代辦案件及年齡 6
頻率過高個案所佔醫 全年期間於同醫事機構執行物理治療醫令數 歲(含)以下早療案
令 數 比 率 ≧ 全 國 95 >200 次者，本期該個案於同一醫事機構物理 件
百分位
治療醫令數加總佔該醫事機構物理治療醫令
數之比率≧全國 95 百分位值之醫事機構，該
醫事機構當月管控名單之所有物理治療案件
進行抽樣審查
16 同一醫事機構同一患 門診西醫醫事機構，依病人之身分證號統計 代辦案件及年齡 6
者同一物理治療療程 於同醫事機構同一物理治療療程中，物理治 歲(含)以下早療案
中物理治療次數僅 1 療醫令次數僅 1 次之療程數佔該醫事機構總 件
次 之 比 率 ≧ 全 國 95 申報物理治療療程數之比例大於全國 95 百分
百分位
位值之醫事機構，該醫事機構當期之物理治
療療程僅 1 次物理治療之物理治療案件進行
抽樣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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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醫師別每病人平均執 依醫師身分證號統計全年期間每病人平均執 代辦案件
行 ESWL 次數≧95 百 行 ESWL 次數(該醫師門診及住診執行 ESWL
分位
案件醫令總量/該醫師執行 ESWL 病人歸戶人
數)，倘該醫師的平均次數≧該分區 95 百分位
則列為管控醫師名單，本期該醫師執行
ESWL 案件列入抽審
18 醫 師 別 每 人 執 行 依醫師身分證號統計全年期間門診及住診執 代辦案件
ESWL 醫令總量≧95 行 ESWL 的醫令總量，倘該醫師執行 ESWL
百分位
總量≧該分區 95 百分位則列為管控醫師名
單，本期該醫師執行之 ESWL 案件列入抽審
19 住診執行 ESWL 案件 於西醫醫事機構住診執行之 ESWL 案件列入 代辦案件
抽審
20 門診初次執行 ESWL 依病人身分證號統計全年期間於門診及住診 代辦案件
案件
(含跨院)均未有執行 ESWL 紀錄，本期於西
醫醫事機構門診初次執行之 ESWL 案件列入
抽審
21 醫師別執行冠狀動脈 全年期間醫師別執行冠狀動脈血管支架總量 代辦案件
血管支架總量≦全國 ≦全國 25 百分位值者列為管控醫師名單，當
25 百分位值
期管控醫師申報冠狀動脈血管支架之案件
22 門診同月同醫事機構 門診西醫醫事機構，依病人之身分證號統計 同 ID 歸戶 54001C 耳 於同月同醫事機構申報耳垢嵌塞取出(單側)
垢嵌塞取出_單側醫 醫令量≧3 次
令量≧3 次
23 門診當月≦12 歲，申 門診西醫醫事機構，年齡≦12 歲病人申報婦 急診
報婦科、產科、乳房 科、產科、乳房超音波之案件
超音波
24 門診當月同醫事機構 門診西醫醫事機構，年齡>12 歲病人當月同醫 >12 歲，申報婦科、 事機構申報婦科、產科超音波合計次數≧3
產科超音波合計次數 次
≧3 次
25 醫師別執行 35-44 歲 住診西醫醫事機構，醫師別全年期間申報年 子宮、卵巢切除手術 齡 35-44 歲病人執行子宮、卵巢切除手術之件
≧95 全國百分位
數總計≧全國 95 百分位列入管控名單，本期
該醫師申報年齡 35-44 歲病人執行子宮、卵巢
切除手術之案件列入抽審
26 門診當月同醫事機構 門診西醫醫事機構，年齡>12 歲病人當月同醫 >12 歲，申報乳房超 事機構申報乳房超音波合計次數≧3 次
音波合計次數≧3 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