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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公開徵求補助辦理
「109 年全方位癌症防治策進計畫」
需求說明書
壹、背景說明
癌症蟬聯國人死因首位已長達37年，占每年總死亡人數近3成，有鑑
於癌症造成人民生命和社會的嚴重威脅，本署依據癌症防治法，自94年
推動第一期國家癌症防治計畫(94-98年)迄今，已建立癌症診療品質認證
制度，有58家醫院通過認證，92家醫院參與全方位癌症防治品質策進計
畫，我國癌症病人五年存活率也從計畫實施前89到93年的46.6%，提升
到101年到105年的57%，大幅提升醫院服務品質。
惟，94年推動前資料顯示，當時因僅全面補助子宮頸癌篩檢，其他
可篩檢癌症仍常因發現較晚，雖有好的醫療水準，亦難達到最佳存活
率。因此，在爭取到菸捐補助後，於99年推動第二期國家癌症防治計畫
(99-102年)，係著重於早期發現，將全面免費癌症篩檢從1種（子宮頸
癌）推廣至4種（加上口腔癌、大腸癌及乳癌），成為全世界唯一將世界
衛生組織推薦的4種癌症篩檢全面補助的國家，並且於短期內即大幅提升
癌症篩檢率，大腸癌、乳癌之曾篩率從98年的21%及17%，提升至102年
之53％及50％，口腔癌兩年篩檢率從98年的29%提升至102年的55%。
然而，依99年癌症登記資料庫顯示，仍有高達18%癌症病人沒有在
診斷後3個月內接受治療(例如：肝癌有34.8%、大腸癌有14.4%、口腔癌
有10.4%未及早就醫）；此外，國人對於新興的致癌因子也缺乏嚴肅的認
知。因此，第三期國家癌症防治計畫(103-107年)的工作重點，推出癌友
導航計畫，強調以腫瘤護理個案管理師領航新診斷為癌友，強化病情說
明、治療資源導航與個案管理，以協助病人及早獲得適切治療，達到“珍
惜每個生命”的目標。對於源頭的預防工作更是極其重要，世界衛生組織
指出，菸、酒、不健康飲食、缺乏身體活動及肥胖等主要危險因子佔癌
症死因的30％，故第三期計畫，亦強調預防的重要性。
108年我國邁入第四期國家癌症防治計畫，強調提升民眾與防治人員
健康識能，發展個人化精準醫療應用數據及新技術提升癌症防治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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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提出強化「全方位癌症防治策進計畫」，除賡續自90年起對醫療機
構獎助辦理「癌症診療品質提昇計畫」，93年「癌症防治中心全面提昇
癌症診療品質計畫」，99-103年「醫院癌症診療品質精進計畫」，協助
醫療院所建立推動院內癌症篩檢及診療品質促進措施：如建立癌症診療
資料庫、治療指引、多專科團隊照護、病理及放射治療品質保證、病人
安全、護理品質、安寧緩和療護、衛生教育、工作人員在職訓練等，自
108年起「全方位癌症防治策進計畫」更結合第四期的計畫之六大創新主
軸方案，期望邀集醫院群策群力，共同發展以永續經營和民眾為中心的
高品質癌症防治服務。

貳、計畫目的
本計畫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癌症防治四大策略包括預防、早期
偵測、治療及安寧緩和照護架構，辦理癌症防治(包含預防、篩檢、診療及
安寧緩和照護)服務，應提出如何以分級醫療的概念，建置永續經營的癌症
防治體系；培植癌症醫院內防治人員關鍵核心能力；應用數據與實證提升
癌症防治成效；強化癌症防治照護服務的品質；縮小院內及轄區內民眾癌
症防治之不平等、發展以民眾為中心的癌症防治服務，期望藉由癌症防治
六大策略創新推動，策進我國癌症防治工作，以在地民眾需求為導向，提
供可近性的優質癌症防治服務。

參、申請資格及應具之證明文件
一、受補助單位資格：
1、限定 106 年癌登申報數 100 案(含)以上之「健保特約醫療院所」參與。
2、離島地區之「健保特約醫療院所」參與。
二、健保特約醫院證明文件。本項證明，受補助單位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健保特約醫事機構查
詢：https://www.nhi.gov.tw/QueryN/Query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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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需繳交「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切結書(如附件 14) [公私立醫院皆須
繳交]
四、不得申請與本署或其他司署有類似及重複之補捐助或採購計畫。(例如：癌
症防治品質精進計畫)
五、已執行本署或其他司署健康促進相關計畫，例如：全民健康保險山地離島
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升計畫，涉及與本案有關之指標達成與經費計算不得重
複。

肆、辦理期程及預算金額
一、自 109 年 1 月 1 日（如計畫核定日在 109 年 1 月 1 日以後，則自計畫核
定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總預算金額為新台幣 3 億 9,224 萬 1000
元整。
年度經費應依該年度預算經立法院審議結果辦理，若經費遭刪除，本署得
終止契約；若經費遭刪減，則以預算經法定程序審查通過之金額為準，該
金額由本署另行通知。另，如本署預算遭凍結不能如期動支，將延後辦理
無息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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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補助經費額度及辦理事項
1. 補助計畫各項次條件、工作內容及經費上限
 癌症預防及篩檢品管
■分項 1
分項 1
預定簽約廠商家數

5家

106 年度癌症登記申報數
至少須達個案數

5000 以上

每家補助(經費上限)

4,578,000 元

總預算經費

22,890,000 元

分項 1
分類

項目

數量(案)

金額(元)

篩檢品管總服務量(大腸癌、口腔癌、乳癌、子
宮頸癌)(應辦事項如附件 1-1) 【100 元/案】

34,000

3,400,000

大腸鏡檢品管覈實支付數量上限【200 元/案】

5,000

1,000,000

10

1,000

5

5,000

140

7,000

無檳政策與環境(應辦事項如附件 1-1)

乙式

20,000

檳榔 高嚼檳職場篩檢覈實支付【10,000 元/案】
防制
戒檳衛教覈實支付數量上限【1,200 元/案】

2

20,000

100

120,000

乙式

5,000

癌症 高嚼檳職場口腔癌篩檢高癌化陽性個案申報費
防治 上限 【100 元/案】
高嚼檳職場口腔癌篩檢高癌化陽性個案病理確
診費上限 【1,000 元/案】
口腔癌確診個案關懷追蹤管理費上限
【50 元/案】

戒檳衛教口篩涵蓋率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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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 2
分項 2
預定簽約廠商家數
106 年度癌症登記申報
數至少須達個案數
每家補助(經費上限)

8家

3,777,000 元

總預算經費

30,216,000 元

3000-4999

分項 2
分類

項目

數量(案)

金額(元)

篩檢品管總服務量(大腸癌、口腔癌、乳癌、子
宮頸癌) (應辦事項如附件 1-1) 【100 元/案】

28,000

2,800,000

大腸鏡檢品管覈實支付數量上限【200 元/案】

4,000

800,000

10

1,000

5

5,000

120

6,000

無檳政策與環境(應辦事項如附件 1-1)

乙式

20,000

檳榔 高嚼檳職場篩檢覈實支付【10,000 元/案】
防制
戒檳衛教覈實支付數量上限【1,200 元/案】

2

20,000

100

120,000

乙式

5,000

癌症 高嚼檳職場口腔癌篩檢高癌化陽性個案申報費
防治 上限 【100 元/案】
高嚼檳職場口腔癌篩檢高癌化陽性個案病理確
診費上限 【1,000 元/案】
口腔癌確診個案關懷追蹤管理費上限
【50 元/案】

戒檳衛教口篩涵蓋率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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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 3
分項 3
預定決標廠商家數
106 年度癌症登記申報數
至少須達個案數
每家補助(經費上限)

8家
2000-2999
3,116,000 元

總預算經費

24,928,000

元

分項 3
分類

項目

數量(案)

金額(元)

篩檢品管總服務量(大腸癌、口腔癌、乳癌、子
宮頸癌) (應辦事項如附件 1-1) 【100 元/案】

23,000

2,300,000

大腸鏡檢品管覈實支付數量上限 【200 元/案】

3,200

640,000

10

1,000

5

5,000

100

5,000

無檳政策與環境(應辦事項如附件 1-1)

乙式

20,000

檳榔 高嚼檳職場篩檢覈實支付【10,000 元/案】
防制
戒檳衛教覈實支付數量上限【1,200 元/案】

2

20,000

100

120,000

乙式

5,000

癌症 高嚼檳職場口腔癌篩檢高癌化陽性個案申報費
防治 上限 【100 元/案】
高嚼檳職場口腔癌篩檢高癌化陽性個案病理確
診費上限 【1,000 元/案】
口腔癌確診個案關懷追蹤管理費上限
【50 元/案】

戒檳衛教口篩涵蓋率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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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 4
分項 4
預定決標廠商家數
106 年度癌症登記申報數
至少須達個案數
每家補助(經費上限)
總預算經費

11 家
1400-1999
2,575,000 元
28,325,000 元
分項 4

分類

項目

數量(案)

金額(元)

篩檢品管總服務量(大腸癌、口腔癌、乳癌、子
宮頸癌) (應辦事項如附件 1-1) 【100 元/案】

19,000

1,900,000

大腸鏡檢品管覈實支付數量上限【200 元/案】

2,500

500,000

10

1,000

5

5,000

80

4,000

無檳政策與環境(應辦事項如附件 1-1)

乙式

20,000

檳榔 高嚼檳職場篩檢覈實支付【10,000 元/案】
防制
戒檳衛教覈實支付數量上限【1,200 元/案】

2

20,000

100

120,000

乙式

5,000

癌症 高嚼檳職場口腔癌篩檢高癌化陽性個案申報費
防治 上限 【100 元/案】
高嚼檳職場口腔癌篩檢高癌化陽性個案病理確
診費上限【1,000 元/案】
口腔癌確診個案關懷追蹤管理費上限
【50 元/案】

戒檳衛教口篩涵蓋率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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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 5
分項 5
預定決標廠商家數
106 年度癌症登記申報數
至少須達個案數
每家補助(經費上限)
總預算經費

11 家
1000-1399
2,134,000 元
23,474,000 元
分項 5

分類

項目

數量(案)

金額(元)

篩檢品管總服務量(大腸癌、口腔癌、乳癌、子
宮頸癌) (應辦事項如附件 1-1) 【100 元/案】

16,000

1,600,000

大腸鏡檢品管覈實支付數量上限【200 元/案】

1,800

360,000

10

1,000

5

5,000

60

3,000

乙式

20,000

2

20,000

100

120,000

乙式

5,000

癌症 高嚼檳職場口腔癌篩檢高癌化陽性個案申報費
防治 上限 【100 元/案】
高嚼檳職場口腔癌篩檢高癌化陽性個案病理確
診費上限 【1,000 元/案】
口腔癌確診個案關懷追蹤管理費上限
【50 元/案】
無檳政策與環境(應辦事項如附件 1-1)
檳榔 高嚼檳職場篩檢覈實支付【10,000 元/案】
防制
戒檳衛教覈實支付數量上限 【1,200 元/案】
戒檳衛教口篩涵蓋率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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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 6
分項 6
預定決標廠商家數
106 年度癌症登記申報數
至少須達個案數
每家補助(經費上限)
總預算經費

20 家
600-999
1,617,500 元
32,350,000 元
分項 6

分類

項目

數量(案)

金額(元)

篩檢品管總服務量(大腸癌、口腔癌、乳癌、子
宮頸癌) (應辦事項如附件 1-1) 【100 元/案】

12,000

1,200,000

大腸鏡檢品管覈實支付數量上限【200 元/案】

1,400

280,000

10

1,000

5

5,000

50

2,500

無檳政策與環境(應辦事項如附件 1-1)

乙式

20,000

檳榔 高嚼檳職場篩檢覈實支付【10,000 元/案】
防制
戒檳衛教覈實支付數量上限【1,200 元/案】

2

20,000

70

84,000

乙式

5,000

癌症 高嚼檳職場口腔癌篩檢高癌化陽性個案申報費
防治 上限 【100 元/案】
高嚼檳職場口腔癌篩檢高癌化陽性個案病理確
診費上限 【1,000 元/案】
口腔癌確診個案關懷追蹤管理費上限
【50 元/案】

戒檳衛教口篩涵蓋率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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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 7
分項 7
預定決標廠商家數
106 年度癌症登記申報數
至少須達個案數
每家補助(經費上限)
總預算經費

10 家
450-599
1,237,000 元
12,370,000 元
分項 7

分類

項目

數量(案)

金額(元)

篩檢品管總服務量(大腸癌、口腔癌、乳癌、子
宮頸癌) (應辦事項如附件 1-1) 【100 元/案】

9,000

900,000

大腸鏡檢品管覈實支付數量上限【200 元/案】

1,000

200,000

10

1,000

5

5,000

40

2,000

乙式

20,000

2

20,000

70

84,000

乙式

5,000

癌症 高嚼檳職場口腔癌篩檢高癌化陽性個案申報費
防治 上限 【100 元/案】
高嚼檳職場口腔癌篩檢高癌化陽性個案病理確
診費上限 【1,000 元/案】
口腔癌確診個案關懷追蹤管理費上限
【50 元/案】
無檳政策與環境(應辦事項如附件 1-1)
檳榔 高嚼檳職場篩檢覈實支付 【10,000 元/案】
防制
戒檳衛教覈實支付數量上限 【1,200 元/案】
戒檳衛教口篩涵蓋率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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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 8
分項 8
預定決標廠商家數
106 年度癌症登記申報數至
少須達個案數
每家補助(經費上限)
總預算經費

24 家
100-449
1,026,500 元
24,636,000 元
分項 8

分類

項目

數量(案)

金額(元)

篩檢品管總服務量(大腸癌、口腔癌、乳癌、子
宮頸癌) (應辦事項如附件 1-1) 【100 元/案】

7,500

750,000

大腸鏡檢品管覈實支付數量上限【200 元/案】

700

140,000

10

1,000

5

5,000

30

1,500

乙式

20,000

2

20,000

70

84,000

乙式

5,000

癌症 高嚼檳職場口腔癌篩檢高癌化陽性個案申報費
防治 上限【100 元/案】
高嚼檳職場口腔癌篩檢高癌化陽性個案病理確
診費上限 【1,000 元/案】
口腔癌確診個案關懷追蹤管理費上限
【50 元/案】
無檳政策與環境(應辦事項如附件 1-1)
檳榔 高嚼檳職場篩檢覈實支付【10,000 元/案】
防制
戒檳衛教覈實支付數量上限 【1,200 元/案】
戒檳衛教口篩涵蓋率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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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 9
分項 9
預定決標廠商家數
106 年度癌症登記申報數至
少須達個案數
每家補助(經費上限)
總預算經費

3 家(離島地區)
100 以下
144,000 元
432,000 元
分項 9

分類

項目

篩檢品管總服務量(大腸癌、口腔癌、乳癌、子
癌症 宮頸癌) (應辦事項如附件 1-1) 【100 元/案】
防治
大腸鏡檢品管覈實支付數量上限【200 元/案】
檳榔 無檳政策與環境(應辦事項如附件 1-1)
防制
戒檳衛教覈實支付數量上限【1,200 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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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案)

金額(元)

1,000

100,000

50

10,000

乙式

10,000

20

24,000

備註：
1.篩檢品管總服務量係指辦理大腸癌、口腔癌、乳癌及子宮頸癌篩檢之案數；承辦口腔癌篩檢之服務量不得高於總服務量 10%；其餘承
辦癌別執行服務量不得低於總服務量 15%（離島地區醫院，婦幼專科醫院，精神專科醫院除外）；離島地區醫院、婦幼專科醫院、精
神專科醫院、胸腔專科醫院、旅遊醫院及大腸直腸專科醫院之大腸癌則不得低於 5%，口腔癌承辦篩檢癌別之服務量不得高於總服務量
10%。
2.各分項篩檢品管費用經費上限，於簽約後不變動金額，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款依篩檢服務量達成率撥付。
3.各分項之無檳醫院營造（含無檳政策與環境、高嚼檳職場篩檢、戒檳衞教、戒檳衛教口篩涵蓋率）、大腸鏡檢品管經費、癌症登記資料
申報費請於計畫補助上限額度內預估申報費金額，屆時將依醫院申報至本署所委託癌症登記工作小組之個案數為計算基準，如醫院登錄
費高於預估金額得於計畫經費內勻支，於尾款依實核銷撥付。
4.大腸鏡檢品管作業係指將大腸鏡檢結果依本署指定之欄位（詳癌症醫療品質管理考核資訊系統公告下載專區），並依指定電子格式完
成申報（Colon QC），以電子多筆批次上傳或至本署系統介面輸入上傳相關資料，完成每案覈實支付新台幣 200 元；計入支付之大腸
鏡個案順序依次為 1.iFOBT 陽性 2.自費個案 3.其他個案。
 本院篩檢本院確診之 iFOBT 陽性個案，務必依指定電子格式完成申報（Colon QC）。
5.如為聯合其他醫療院所參與本補助計畫者，須提供其聯合醫療院所之 30 歲以上門診檔及 18 歲以上菸檳登錄檔。
6.戒檳衛教項目：
(1)係針對具嚼檳榔習慣者(18 歲以上)(三個月內嚼檳數量≧100 顆)提供戒檳衛教服務，每次戒檳衛教服務為 200 元，每個案全程為
4 次衛教服務，完成每個案全程 4 次衛教服務，另給付 200 元；於初次衛教日起算 3 個月內（含）提供完整 4 次/人（簽署同意書
後接受戒檳衛教）戒檳衛教服務，至少含 1 次面訪(至多 2 次)，其餘可透過電話訪問，完成兩次面訪另給付 200 元，每次衛教服務
至少間隔 7 天，第 4 次衛教追蹤應於初次衛教日後 80-100 天（內）進行，每次衛教追蹤記錄需於首次衛教日起 120 個日曆天內
(含)上傳本署癌症醫療品質管理考核資訊系統。，應辦事項詳見附件 1。
(2)戒檳衛教收案條件：兩年內不得重複收案。例：109 年可收 107 年(含)以前的戒檳衛教個案。
(3)戒檳衛教項目無設定應達數量；於支付數量上限內，依實際達成案數給付本項目費用。
7.分項 1-8，戒檳衛教口篩涵蓋率：
 認定資格及給付原則：本計畫戒檳衛教收案率需達 50%以上，且已收個案 108 或 109 年已完成口篩之比例須達 60%以上。
 經費給付原則：完成上述條件給付 5000 元，任一條件未達成則不給付此項費用。
8.分項 1-8，高嚼檳職場篩檢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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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轄區衛生局或與高嚼檳行業合作，提供建築工地或高嚼檳職場內 18 歲以上有嚼檳榔(含已戒)或吸菸之勞工口腔黏膜檢查服務
與戒菸檳衛教，每場給付 1 萬元整，每家得標醫院上限 2 場；需檢具服務證明(工地/職場篩檢合作意向書、至少 4 張活動紀錄照
片)與篩檢資料名冊與紀錄等(格式依本署後續公告為準)。

以下縣市其中 1 場得為非建築工地：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苗栗縣、南投縣、屏東縣。

非營造建築業之高嚼檳職場篩檢認定：以提供港埠(碼頭)、貨運、漁業之從業勞工為主要對象之職場；請最晚於篩檢前
1 個月致函本署並附上相關文件，待本署認可後得申請本項目經費。
服務對象：18 歲以上有嚼檳榔(含已戒)或吸菸民眾。
場次與有效人數認定：每場篩檢有效人數達 20(含)人以上，其他規定比照醫事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有效人數認定如
下：
a. 本國籍 30 歲以上有嚼檳榔(含已戒)或吸菸者(符合 109 年度申報 IC95)。
b. 本國籍 18 歲至 29 歲有嚼檳榔(含已戒)原住民(符合 109 年度申報 IC97)。
c. 本國籍 18 歲以上有嚼檳榔(含已戒)非原住民陽性個案。
篩檢醫師資格：
a. 已取得耳鼻喉專科醫師證書且執業中之耳鼻喉科專科醫師。
b. 已取得口腔顎面外科專科醫師或取得牙醫師證書且執業中之牙醫師。
c. 參與本計畫之醫事機構地址位於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苗栗縣、南投縣、屏東縣者，得由具口腔癌篩檢資格之其他科別專
科醫師執行。
篩檢費用與篩檢結果申報：
a. 符合預防保健服務之口腔癌篩檢服務對象(IC95 或 IC97)者，篩檢表單之支付方式請勾選「預防保健」，篩檢費用與資料申報等
作業比照「醫事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b. 18 歲至 29 歲有嚼檳榔之非原住民勞工(非 IC97)，篩檢表單之支付方式請勾選「4.其他公務預算補助」並需將篩檢資料上傳
「癌症篩檢資訊系統(大乳口系統)」
，不申報預防保健費用。
c. 每場高嚼檳職場口腔癌篩檢服務人數可合併場次計算篩檢有效人數，有效人數達 20 人即給付 1 場費用，若同一場次篩檢有效
人數逾 40 人即給付 2 場費用。
申報高嚼檳職場口腔黏膜檢查成果：應於活動辦理後，即時、如實向本署癌症醫療品質管理考核資訊系統(最遲應於活動日期後
30 天內) 申報檢查結果(逾期不予支付該場業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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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機制：本署將逐場進行現場或電話稽核，經查核有申報不實或爭議，本署得不予給付該場次業務費及追扣該筆篩檢費用，並
停止辦理後續場次資格，不得異議。
 案數認定：不同院所於不同時間提供同一處工地之同一位勞工接受口腔黏膜檢查，該場次個案數之認定以「資料上傳大乳口系
統」及管考系統申報「活動辦理成果資料」時間皆為先者。
 高嚼檳職場口腔癌篩檢，得結合本署戒菸服務及戒檳衛教服務資源辦理，惟需依「醫事機構戒菸服務補助計畫」、本計畫戒檳衛教
服務等相關作業須知作業須知未盡事宜，依醫事人員相關法規，如醫療法、醫師法、藥師法、全民健康保險法等相關法規辦理。
9. 分項 1-8，高嚼檳職場口腔癌高癌化陽性個案申報：
 高癌化陽性個案定義：經高嚼檳職場篩檢之初篩結果為 1.疑似口腔癌,2.口腔內外不明原因腫塊,3.紅斑,4.紅白斑,5.疣狀增生,71.非
均質性白斑,72.均質性厚白斑之陽性個案。
 申報方式：依照上述第 8 點篩檢費用與篩檢結果申報方式辦理。
 經費給付原則：完成 1 案高癌化陽性個案給付 100 元，上限 10 案共計 1000 元。
10. 分項 1-8，高嚼檳職場口腔癌高癌化陽性個案病理確診：
 認定資格：經高嚼檳職場篩檢，申報第 5 點之高癌化陽性個案經追蹤完成切片檢查並上傳病理確診報告(C 表)者。
 經費給付原則：完成 1 案給付 1000 元，上限 5 案共計 5000 元。
11. 口腔癌確診個案關懷追蹤管理費：
 認定資格：109 年完成口腔黏膜檢查並上傳資料至本署大乳口系統者，OralC 表複確診結果為「無明顯異常」、「正常」以外
之陽性個案，至本署大乳口系統填寫「追蹤紀錄」。
 經費給付原則：
 追蹤結果為「有治療」，填寫 1 次完整「追蹤紀錄」一案給付 50 元，上限依各分項經費分配為準。
 追蹤結果為「持續追蹤」或「未治療」，填寫 3 次完整「追蹤紀錄」一案給付 50 元，上限依各分項經費分配為準。
 確診日至第 1 次追蹤不限定間隔天數；3 次追蹤必須間隔大於等於 30 天(非建檔日)。
 於關檔日結算各院達成案件數。
 因應追蹤期，確診日為 109 年 11 月-12 月之個案，僅須完成 1 次符合上述規範之完整追蹤紀錄，即可給付一案 50 元。
12.口腔癌陽性個案未到診回覆率：
 認定資格：確診單位需至「未附確診名冊」上，逐一回覆個案是否到院確診(有或無)。
 經費給付原則：
15

 佔篩檢品管總服務量經費中，陽性個案追蹤部分費用之 1%經費。109 年 3 月-12 月每月回饋 1 次，共回饋 10 次；每次回饋
之回覆率需達 75%，該月即為「符合」
，採逐月檢核，若有該月分未達，則扣除此項經費 1/10，扣除經費之總額，以該項目
之給付經費為限。
 計算方式：
分子：分母中確診單位有回覆到診與否之個案
分母：未附確診名單之陽性個案(排除本院篩檢個案)

13. 預防保健篩檢資料重複率
 預防保健篩檢資料重複率需小於 1%(≦1%)，期中回饋數據參考，於期末考核。
(1) 預防保健篩檢資料重複率計算：分母：當年度該院大腸癌、口腔癌及子宮頸癌預防保健篩檢資料總數量(不論是否承辦該癌別)。
分子：分母中個案若為第二筆(含)之後的預防保健篩檢資料（以全國三癌預防保健數量為依據用 ID、篩檢日期判斷。）
*計算區間為 109 年 1 月 1 日（如計畫核定日在 109 年 1 月 1 日以後，則以計畫核定日為起始日）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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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建設及創新計畫六大類

分
項
項
次

診療及安寧
(基礎建設)

預定 106 年度癌
計畫總經費
創新推動癌症 診療總經費
簽約 症登記申報
(診療+創新六 (含篩檢+診療+創
防治六大類別
含癌症登記、癌症
大類)
新六大類)
廠商 數至少須達
診療、癌症照護
家數
個案數
（應辦事項如附件 2）
單位：元

單位：元

單位：元

單位：元

1

5

5000 以上

3,944,000

986,000

4,930,000

9,508,000

2

8

3000-4999

2,512,000

628,000

3,140,000

6,917,000

3

8

2000-2999

1,840,000

460,000

2,300,000

5,416,000

4

11

1400-1999

1,616,000

404,000

2,020,000

4,595,000

5

11

1000-1399

1,600,000

400,000

2,000,000

4,134,000

6

20

600-999

1,400,000

350,000

1,750,000

3,367,500

7

10

450-599

1,064,000

266,000

1,330,000

2,567,000

8

24

100-449

744,000

186,000

930,000

1,956,500

9

3

100 以下

536,000

134,000

670,000

814,000

備註：
1. 106 年度癌症登記申報數以 108 年 8 月 13 日已存在本署癌登資料庫之資料為依據；如為 106 年 2 月以後新
設立之醫院，且院內最近一年新診斷癌症個案數≧300 例，須將佐證資料併同計畫書寄送本署查核資格。
2. 如醫院於 106 年改以「醫療法人」或「法人附設醫療機構」
、「醫療財團法人」型態設立，如機構之地址、規
模及負責醫師均未改變，可來函敘明，其申請計畫資格，視為同一醫院，亦即以改制前醫院視之，請將新舊
開業執照影本並敘明事由，以公函寄送本署查明。
3. 癌症登記個案資料申報費：
癌症登記個案資料申報費，請自提數量，覈實支付，惟癌登申報費應於契約中該項編列經費額度內採覈實報
支（請參考癌症醫療品質專案辦公室另行提供之前一年度可核銷之數量，請於計畫補助上限額度內預估本年
度計畫預計核銷之數量及費用，支付標準依「醫療機構提報癌症防治資料作業辦法」（民國 98 年 3 月 11 日
署授國字第 0980300151 號令修正條文）規定辦理，詳如下說明；惟申報資料品質或填寫期別不佳之個案，
將不予支付個案申報費。
(1) 長表：每案給付 120 元。
(2) 追蹤申報：每案給付 30 元。
(3) 短表：每案給付 45 元。
註：應追蹤個案分別於 3 年、5 年進行追蹤申報，各支付每案 30 元；如 3 年及 5 年追蹤申報作業
合併於第 5 年進行追蹤申報，原 3 年追蹤申報費 30 元/筆，將一併入第 5 年追蹤申報費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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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其他醫院辦理癌症防治(擇優選辦)
輔導項目

預定受輔導醫院家數 輔導經費

癌症診療品質認證

10 註 1

100,000

1,000,000

3 註2

200,000

600,000

(分項 1-2)
離島地區醫院

總經費

(分項 1-5)
備註：

1.針對全癌年度新診斷癌症個案數≧500 例且未通過癌症診療品質認證之醫院(名單詳見管考
系統)。
2. 提供離島地區醫院癌症防治相關指導與協助(主管機關公告離島地區醫院名單詳見管考系
統)。
3.受輔導醫院以 1 家輔導醫院為限。
4.若將進行輔導，請與該院所聯繫並取得同意及繳交輔導計畫書。

 院內 C 型肝炎陽性個案之追蹤治療(分項 1-3 擇優選辦)
106 年醫院
C 型肝炎陽
之 C 型肝
C 型肝炎治療個 預定補 每家補助
性個案至少
總預算經費
炎篩檢量
案至少須召回 助家數
經費
須召回
(分項 1-3)
≥8000

≥2500 案

≥200 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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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000

6,000,000

二、辦理事項
1、

無檳醫院營造及癌症篩檢應辦事項(詳見附件 1)

2、

創新推動癌症防治六大類別及提報計畫內容(以下稱創新計畫)

類別

1.建置永續
經營的癌症
防治體系，
確保癌症防
治公衛、醫
療體制之連
結

2.強化民眾
與癌症防治
人員的健康
識能

3.強化各項
服務層面工
作品質

提報計畫內容
1.強化醫療院所及衛生局所篩檢及陽性個案追蹤，並與衛生局
所、民間機構(學會、協會、基金會)建立職場合作機制，發展友
善的防癌支持服務。
2. 透過現有平台(雁行計畫或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建立癌
症診療及癌症篩檢陽性個案轉診之分級醫療架構與策略，請敘
明與不同醫療層級的策略聯盟。並另外說明如何與醫療群中基
層診所，透過資訊系統或手機 APP、網站等管道建立陽性個案
雙向轉診制度，並落實篩檢陽性個案確診及後續追蹤管理機制。
3.提供教育訓練及標準作業手冊。
4.其他有關建置永續經營的癌症防治體系，確保癌症防治公衛、
醫療體制之連結的作法。
1.提升生命週期各階段所需之癌症預防危險因子、篩檢、治療的
健康識能，提供民眾正確、可近性取易懂的健康資訊。(如結合
運用新媒體或新技術等傳播通路)
2. 至少新增 1 個癌症防治相關主題(預防、篩檢、診治、安寧緩
和)，結合院內醫師、藥師、護理師、營養師、職能治療師、物
理治療師、個案管理師等相關醫療人員(至少 2 個領域)，共同辦
理跨領域專業訓練，發展團隊資源整合照護，落實各類醫療人
員在臨床應用相互合作機制辦理「跨領域專業訓練」(Interprofessional practice, IPP)。
3.其他有關強化民眾與癌症防治人員的健康識能的作法。
1.癌委會定期召開會議，建立監測品質指標，定期檢討癌症篩
檢品質績效、診療及安寧緩和品質改善，並建立品管制度。
2.推動癌症診療及安寧緩和療護品質提升及認證工作；另 106
年度癌症新診斷個案數大於等於 500 例之醫療院所，需於 110
年(含)前完成癌症診療品質認證申請(已通過認證之醫院不在此
限)。
【分項 1-2 醫院若輔導新診斷個案數≧500 例之未通過癌症診療品質認
證之醫院，將額外補助經費，詳見癌症診療輔導。】

3.運用研究、大數據或導入新興技術，持續改善癌症防治效能
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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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有關強化各項服務層面工作品質的作法。

4.持續推動
癌症篩檢

1.持續推動落實四癌篩檢服務，提升篩檢參與率(如提供可近性
篩檢服務、諮詢窗口、鼓勵民眾自費及勞工健檢時增加癌症篩
檢服務，減少跨院重複及提升癌症篩檢參與率)。
2.病人自主權利法或安寧緩和宣導的具體作法，至少新增與 1
家養護機構合作，協助預立醫療照護諮商或預立醫療決定的推
動。

1.
3.其他有關發展個人化癌症精準預防保健服務的作法。
1.強化特殊族群(身心障礙者註(5)、婦女、原住民、老年人、兒
童、經濟弱勢等)癌症防治服務，並與相關機構建立合作及轉
介制度。

5.縮小癌症
防治各領域
之不平等

2.強化性別之間及不同族群健康服務(癌症篩檢)利用差異，如
大腸癌篩檢男性接受率較女性低之困境、高菸檳行業強化口腔
黏膜篩檢等，提出改善方法，加強宣導及可近服務。
3.協助偏鄉及離島地區民眾獲得在地化療、放療及安寧緩和照
護等服務，建置在地化的癌症社區醫療照護網路與相關醫院建
立輔導/合作/轉介機制，提供居住偏鄉離島病人轉介服務。
【分項 1-5 針對主管機關公告離島地區醫院進行輔導，並繳交實際輔導
紀錄，將額外補助經費，詳見癌症診療輔導。】

6.應用數據
與實證提升
癌症防治成
效

4.其他有關縮小癌症防治各領域之不平等的具體作法。
1.強化實證研究及數據應用，運用院內或衛福部癌症登記資料
庫發表論文或辦理院內工作坊/資料運用經驗分享會等。
2.運用院內各癌之診療品質核心測量指標發展自我監測機制，
維持癌症診療品質。
3..其他有關應用數據與實證提升癌症防治成效的作法。

備註:
(1) 偏遠地區醫院認定，係依據中央健康保險署 107 年 3 月 29 日公告之「 107 年醫院總額
結算執行架構之偏遠地區醫院認定原則」中，符合認定原則之醫療院所(共 34 家)。
(2) 不得與其他司署之補捐助計畫有類似及重複之計畫內容。
(3) 其他請自提有助本計畫推動之工作項目。
(4) 協助、合作或提供輔導服務之醫療院所，須檢具合作醫療機構之同意合作相關證明文件
，如合作意向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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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為維護身心障礙民眾之健康，請醫療機構營造身心障礙者友善之就醫環境，舉例如下：
1.醫療機構可規劃無障礙之篩檢、確診及治療動線，例如：快速篩檢通關減少身心障礙民
眾就醫時的等候時間、安全防護設施等。
2.提供友善服務之規範，例如：輪椅、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安全椅或人員協助檢查等。
3.由志工協助引導身心障礙民眾就診、專業護理人員或個案管理師提供簡易諮詢窗口等。

3、 癌症診療品質提升基礎建設(以下稱基礎建設)
(1)分項 1-7(詳見附件 2)
(2)分項 8-9(詳見附件 3)

4、 院內 C 型肝炎陽性個案之追蹤治療方案(詳見附件 4)
三、撥款期程及條件：
分三期撥付款項，撥付條件如下：
(一)第一期款：於核定日後並達成下述事項，於 109 年 3 月 31 日（含）以前
以正式公文將 108 年全年度成果報告 1 式 2 份送達本署委辦之癌症醫療品質專
案辦公室(未參與 108 年計畫之醫院免繳)，並將其電子檔上傳至本署「癌症醫
療品質管理考核資訊系統」，經本署審查認可通過後，基礎建設、創新計畫、
癌症預防及篩檢品管經費各 20%範圍內，不含基礎建設中癌症登記費及癌症預
防及篩檢品管之無檳政策與環境、高嚼檳職場篩檢、高嚼檳職場口腔癌高癌化
陽性個案申報、高嚼檳職場口腔癌高癌化陽性個案病理確診、戒檳衛教、戒檳
衛教口篩涵蓋率經費、口腔癌確診個案關懷追蹤管理費上限、大腸鏡檢品管。
(1) 受補助單位須於契約核定日起 30 個工作天內以正式公文將修正後計畫書 1
式 3 份(2 份正本 1 份副本，1 份正本不裝訂)送達本署委辦之癌症醫療品質
專案辦公室，並將其電子檔上傳至本署「癌症醫療品質管理考核資訊系統」
。

(2) 受補助單位須於契約核定日起 15 個工作天內至本署「癌症醫療品質管理考
核資訊系統」登錄以下項目：
I. 設定各癌之篩檢服務量（附錄 4）（各項承辦篩檢癌別之服務量，各癌別
不得低於總服務量 15%，口腔癌承辦篩檢癌別之服務量不得高於總服務
量 10%）及醫院聯絡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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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院外癌症篩檢陽性個案之確診轉介單一窗口聯繫資料。
III. 提供 109 年「院內員工參與全方位癌症防治策進計畫業務激勵辦法」
。
IV. 若為 109 年度新受補助單位具大腸癌或口腔癌之確診資格，但無大乳口
系統_CCAP 醫院專用管理者帳號醫院，請於核定後 15 個工作天(如核
定日早於 109 年 1 月 1 日則以 109 年 1 月 2 日開始計算)申請管理者帳
號。(不具大腸或口腔癌之確診資格醫院或者不需上傳大腸鏡檢或口腔臨
床/病理結果之單位則免)。
V. 規劃於院內辦理癌症醫病共享決策教育訓練（含預防、篩檢、診療或安寧
緩和照護）
，並於當年度計畫執行期間辦理至少 2 場（對象為院內執行癌
症防治工作之醫護人員）
，於期中、期末報告中填報執行情形。
VI. iFOBT 倘尚未設有檢驗單位之醫療院所必須檢附通過第三方認證(TAF
或 CAP)之合作檢驗所名單，設有檢驗單位之醫療院所則需檢附認證通過證
明。
(3) 其他本署規定上傳之資料。
註：
 大乳口系統管理者帳號申請相關事項
I. 具大腸癌或口腔癌之確診資格須使用大乳口系統_CCAP 醫院專用之醫院則需
重新申請管理者帳號。(不具大腸或口腔癌之確診資格醫院或者不需上傳大腸鏡
檢或口腔臨床/病理結果之單位則免)
i.

若未重新申請原大乳口系統_CCAP 醫院專用之帳號將停用。

ii. 大乳口系統_CCAP 醫院專用管理者帳號於管考系統線上申請完後，申請後
七天內依據申請單上之規範用印完成後正本寄送專案辦公室備查
iii. 該帳號之層級即為該院大乳口系統_CCAP 醫院專用管理者，該院其他使用
者則由此管理者開立，此管理者須負起該院使用者帳號申請/註銷以及使用
上之管控，當管理者異動時，需要至管考系統線上申請後用印完成後正本寄
送專案辦公室備查。

II. 其相關規範請參考「大乳口系統_CCAP 醫院專用頁面_帳號管理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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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期款：達成下述事項，於 109 年 6 月 30 日（含）以前以正式公文將期
中成果報告 1 式 6 份，並將其電子檔上傳至本署「癌症醫療品質管理考核資訊
系統」
，收支明細表 1 式 3 份送達本署委辦之癌症醫療品質專案辦公室，經本署
審查認可通過後，基礎建設、創新計畫及癌症預防及篩檢品管經費各 30%範圍
內，不含基礎建設中癌症登記費及癌症預防及篩檢品管之無檳政策與環境、高嚼
檳職場篩檢、高嚼檳職場口腔癌高癌化陽性個案申報、高嚼檳職場口腔癌高癌化
陽性個案病理確診、戒檳衛教、戒檳衛教口篩涵蓋率經費、口腔癌確診個案關懷
追蹤管理費上限、大腸鏡檢品管；辦理第一期款核銷及撥付第二期款（撥款金額
如有小數點則採四捨五入至整數）。
註：若機關採覈實支付方式給付，且受補助單位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前達成第二期款篩
檢經費撥付條件時，第二期款篩檢經費未撥付之部分（即契約價款 30%減去實際撥出之
第二期款篩檢經費金額），與第三期款一同撥付之。

癌症篩檢品管第二期應達成事項：
(1) 期中成果報告 1 式 6 份及公文(可用電子公文)送至本署癌症醫療品質專案

辦公室、期中成果報告 1 式 1 份及公文(可用電子公文)送至所在地衛生局，
並經本署審查認可通過，報告格式依本署後續公告為準。
(2) 篩檢品管總服務量達成率至少須達 50%，且承辦之各項癌症篩檢服務量

達成率不得低於 15%。
(3) 受補助單位整體三癌「篩檢完畢之陽性個案追蹤完成率」須達 70%，單癌

不得低於 60%。（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第 2 位）
。
(4) 若受補助單位於 109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上述所有篩檢品管第二期應達

成事項，則可撥付篩檢品管第二期款 100%；若僅完成上述第 1~2 項，
機關得先支付第 2 期款之 70%，其餘第 2 期款之 30%俟受補助單位完成
第 3 項時始併同第 3 期款一同給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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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總服務量達成率分母為篩檢品管總服務量，單一癌症篩檢服務量達成率分母為受補助
單位設定合格之各癌篩檢服務量（即各項承辦篩檢癌別之服務量不得低於總服務量
15%、口腔癌承辦篩檢癌別之服務量不得高於總服務量 10%）。

2.

四癌篩檢服務量達成率分子計算方式如下：

資格
年齡條件
篩檢間隔
篩檢間隔檢核條件
性別
每完成 1 案/分

資格
年齡條件
篩檢間隔
篩檢間隔檢核條件
篩檢性別佔比條件
每完成 1 案/分

大腸癌篩檢
50 歲以上至未滿 70 歲者
50≦就醫年─出生年≦70
二年一次
當次就醫年─前次就醫年≧2
男性
1.5

女性
0.5

口腔癌篩檢
30 歲以上目前有嚼檳榔或吸菸習慣者
就醫年─出生年≧30
二年一次
當次就醫年─前次就醫年≧2
男性

女性

8
1

2
1
乳癌篩檢

資格

40 歲以上未滿 45
歲之高危險群婦女

45 歲以上未滿 70 歲之婦女

年齡條件

40≦就醫年-出生年
≦44

45≦就醫年-出生年≦70

3 年以上未
7 年以上 3 年以上
45 歲首篩
滿7年
(109 年篩為
當次就醫年– 民國 64 年 3≦當次就 當次就醫 當次就醫年–
當次就醫年–前次
醫年–前次 年–前次就 前次就醫年
前次就醫年≧ 出生者)
就醫年≧2
就醫年<7 醫年≧7 ≧3
2
篩檢間隔檢核條件
母系二親等乳癌家 身障者(預防保
自費乳癌篩
一般婦女(預防保健)
族史(預防保健)
健)
檢
每完成 1 案/分
1
2
1
1.2
1.5
0.5
以上皆不重複計分
執行婦女乳房 X 光攝影之醫療機構，應將篩檢結果疑似陽性個案（category 0, 3, 4, 5）轉介至本署公
告核可之「乳癌確認診斷醫療院所」、「乳癌確認診斷及治療醫院」進行複檢、確診、治療，未符合
此規定者不得計分。
篩檢間隔

2 年一次

2 年一次

24

子宮頸癌篩檢
資格
30 歲以上
年齡條件
就醫年-出生年≧30
篩檢間隔
3 年以上未滿 7 年
7 年以上
3 年以上
3≦當次就醫年–前次就 當次就醫年–前次就
當次就醫年–前次就醫年≧3
醫年<7
醫年≧7
篩檢間隔檢核條件
自費子宮頸抹片
一般婦女
身障者
檢查
每完成 1 案/分
1
1.6
2
0.5
以上皆不重複計分
計分範例：A 小姐在 106 年做過抹片檢查，109 年接受抹片檢查，列入成績計算。
註：身障者定義：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第 5 條身心障礙者定義及障礙類別，領有身心障礙
證明之民眾。婦癌篩檢之身障者名冊，以 108 年社家署提供之名冊為計分依據，若取得更新版本，將
以最新資料為依據。

3.

陽性個案追蹤完成率分子計算方式如下：
第二期款篩檢品管經費計算陽性個案追蹤完成率之時間區段為 109 年 01 月 01 日至 109
年 03 月 31 日（倘逾 109 年 1 月 1 日核定，以核定日為起始日）。
當年度陽性個案追蹤完成率分子計算方式如下：
(1) 腸癌、口腔癌及子宮頸癌篩檢：小於或等於 90 天完成之陽性個案追蹤，每完成 1
例，追蹤完成率分子以 1.2 計算；91 天至 180 天完成之陽性個案追蹤，每完成 1
例，追蹤完成率分子以 0.6 計算；大於 180 天完成之陽性個案追蹤，每完成 1 例，
追蹤完成率分子以 0.1 計算。
（2） 乳癌篩檢：陽性個案追蹤請依「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辦理，
本計畫不列入成績計算。
（3） 口腔癌篩檢品管服務量大於 200 案之受補助單位，若陽性個案為 0，則陽性個案
追蹤完成率以 0 計算。
（4） 整體三癌「篩檢完畢之陽性個案追蹤完成率」定義：
分子：分母中，依據附錄 2 流程完成陽性個案追蹤之個案數；
分母：109 年受補助單位大腸癌、口腔癌及子宮頸癌（「5；8～13 及 15～18」之
個案）篩檢陽性個案數合計。
（5） 若經加權計算後之陽性個案追蹤完成率大於 100%，則以 100%計算。

基礎建設第二期應達成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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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 109 年 6 月 30 日（含）前交付相關文件至本署委辦之癌症醫療品質專案
辦公室（詳見第二期應交付之文件）
。
(2) 上傳 109 年 1-6 月份醫院新診斷癌症 3 個月引導安寧及未治療資料。
(3) 上傳先前尚未通報之醫院新診斷癌症 3 個月引導安寧及未治療資料。
(4) 若受補助單位於 109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上述所有診療品質第二期應辦項
目，則可撥付提升癌症診療品質第二期款 100%。
第二期應交付之文件（格式由本署提供）
：
(1) 函文交付本案期中成果報告一式 6 份至本署委辦之癌症醫療品質專案辦公
室，函送期中成果報告 1 份至所在地衛生局，並將其電子檔上傳至管考系統，
經本署審查認可通過，報告格式依本署後續公告為準。
(2) 上傳 109 年 1-6 月份醫院新診斷癌症 3 個月引導安寧及未治療資料。
(3) 完成上述應完成事項及應交付文件，並經本署認可後撥付第二期款。
(4) 如為 109 年本署行政訪查之醫院，將俟行政訪查通過後撥第二期款，若訪
查結果與預期計畫執行之成果不符，需限期改善並視狀況再次安排行政訪
查或提出改善，並依複審結果決定是否將第二期款於第三期一併撥付。
(三)第三期款：達成下述事項，於 109 年 10 月 30 日（含）以前以正式公文將期
末成果報告 1 式 6 份，送達本署委辦之癌症醫療品質專案辦公室，並將其電子
檔上傳至本署「癌症醫療品質管理考核資訊系統」
，另於 110 年 1 月 20 日前將
收支明細表 1 式 3 份送達本署委辦之癌症醫療品質專案辦公室，經本署審查認
可通過後，撥付基礎建設中癌症登記費、癌症預防及篩檢品管之無檳政策與環
境、高嚼檳職場篩檢、高嚼檳職場口腔癌高癌化陽性個案申報、高嚼檳職場口
腔癌高癌化陽性個案病理確診、戒檳衛教、戒檳衛教口篩涵蓋率經費、口腔癌
確診個案關懷追蹤管理費及基礎建設、創新計畫及癌症預防及篩檢品管經費各
50%範圍內依實際核銷金額撥付價款。（撥款金額如有小數點則採四捨五入至
整數）。
篩檢品管第三期應達成事項：
(1) 篩檢品管總服務量達成率須達 100%；未達成 55%者，篩檢品管經費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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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扣除本計畫篩檢品管總服務量經費 5%之違約金。
篩檢品管經費計算方式(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第 2 位):
篩檢目標達成率

篩檢經費支付比例

≧90%

篩檢經費*100%

≧86%~≦89.99%

篩檢經費*90%

≧76%~≦85.99%

篩檢經費*80%

≧66%~≦75.99%

篩檢經費*70%

≧55%~≦65.99%

篩檢經費*65%

<55%

篩檢經費*0%

(2) 受補助單位整體癌症「篩檢完畢之陽性個案追蹤完成率」須達 85%，單癌
不得低於 70%（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第 2 位）
。
(3) 口腔癌陽性個案未到診回覆率，10 次回饋，每 1 次回饋其回覆率須達
75%。
(4) 口腔癌篩檢量之男女比例須為 8:2(含)以上(含預防保健)，若男女比至 8:2
以下，將扣除補助經費 1 萬元，不計違約金；
(5) iFOBT 自行判讀之醫療院所或委外合作檢驗機構，需通過第三方認證資格
(CAP 或 TAF)，於期末報告附上證明，若未達成將扣除補助經費 2 萬元
整，不計違約金；
(6) 預防保健篩檢資料重複率需小於 1%(≦1%)，若重複率大於 1%(>1%)將扣
除本計畫篩檢品管服務總經費 2%。
(7) 受補助單位之癌症或癌前病變陽性預測值（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須不低於以下數值：
I. 大腸癌篩檢：1/2（不具確診資格適用此指標）
；若具大腸鏡確診資格醫院
則另改以腺瘤偵測率（Adenoma Detection Rate, ADR）作為指標，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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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 40%。
II. 口腔癌篩檢：1/9（不具確診資格適用此指標）
；若具口腔癌確診資格醫院
則另改以口腔癌陽性個案切片率作為指標，須不低於 40%；
III. 乳癌篩檢：1/20；
IV. 子宮頸癌篩檢：1/2；
(8) 院內篩檢率須不低於以下數值：
I.

大腸癌篩檢：25%；

II. 乳癌篩檢：30%；
III. 子宮頸癌篩檢 40%；
(9) 受補助單位須達成上述篩檢應完成事項，待本署審查認可通過後，無待解
決事項後，撥付篩檢價款 50%；上述第 1~7 項及篩檢期末成果報告若任 1
項未達成，本署將依附件 1-4 計算，若採減價收受者，補助金額依上述篩
檢品管經費計算方式按不符項目標的辦理減價，並處以減價金額_1_%之違
約金，減價及違約金之總額，以該項目之補助金額為限，給付第三期篩檢
價款。
註：
1. 服務量達成數（率）
、陽性個案追蹤完成率、癌症陽性預測值之計算，以上傳本署資料
庫系統之資料為準。
2. 第三期款內計算陽性個案追蹤完成率、癌症陽性預測值之時間區段為 109 年 01 月 01
日至 109 年 10 月 31 日（倘逾 109 年 1 月 1 日核定，以核定日為起始日）。
3. 腺瘤偵測率（Adenoma Detection Rate, ADR）計算方式如下：
分子：分母中，發現腺瘤性病灶（含癌）之人數。
分母：於院內執行大腸癌篩檢之結果為陽性個案，且於院內進行大腸鏡確診者。
4. 口腔癌篩檢之癌症或癌前病變陽性預測值定義：
分子：分母中，發現為癌前病變或癌症之人數分母：確診結果為紅斑、紅白斑、非均質
性白斑、疣狀增生及疑似癌症者之陽性個案數。
5. 口腔癌陽性個案切片率計算方式如下：
(1) 分子：分母中，完成切片之人數。
分母：篩檢結果為紅斑、紅白斑、非均質性白斑、疣狀增生及疑似癌症者之陽性個
案數。
(2) 口腔癌篩檢品管服務量大於 200 案之受補助單位，若陽性個案為 0，則陽性個案切
片率以 0 計算。
6. 院內篩檢率定義：詳附件 1-3。
7. 口腔癌陽性個案未到診回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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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確診單位需至「未附確診名冊」上，逐一回覆個案是否到院確診(有或無)。109 年
3 月-12 月每月回饋 1 次，共回饋 10 次；每次回饋之回覆率需達 75%，該月即為「符
合」，採逐月檢核，若有該月分未達，則扣除此項經費 1/10，扣除經費之總額，以該項
目之給付經費為限。
分子：分母中確診單位完成回復之案數
分母：未附確診名冊之陽性個案(排除本院篩檢個案)
8. 預防保健篩檢資料重複率計算：
(1) 分母：當年度該院大腸癌、口腔癌及子宮頸癌預防保健篩檢資料總數量(不論是否承辦該癌
別)。
(2) 分子：分母中個案若為第二筆(含)之後的預防保健篩檢資料（以全國三癌預防保健數量為
依據用 ID、篩檢日期判斷。）

(3) 計算區間為 109 年 1 月 1 日（倘逾 109 年 1 月 1 日核定，以核定日為起始日）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

9. 上述各項須至本署「癌症醫療品質管理考核資訊系統」登錄或上傳之事項，完成時間以
「癌症醫療品質管理考核資訊系統」紀錄時間為依據。

其餘第三期應達成事項：
(1) 於 109 年 10 月 30 日（含）前交付相關文件至本署委辦之癌症醫療
品質專案辦公室（詳見第三期應交付之文件）
，並經本署審查認可
通過，報告格式依本署後續公告為準。
(2) 完成 109 年度申報之新診斷癌症 3 個月引導安寧緩和及未治療資料，
並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前上傳至本署指定系統。
(3) 配合本署於 109 年 9 月時發放「病人對醫院癌症照護服務滿意度調查」
（發放期間一個月）。
註：
1. 陽性個案追蹤完成率以上傳本署資料庫系統之資料為準。
2. 第三期款內計算陽性個案追蹤完成率及癌症陽性預測值之時間區段為 109 年 1 月
1 日至 109 年 10 月 31 日（倘逾 109 年 1 月 1 日核定，以核定日為起始日）。
3. 整體三癌「篩檢完畢之陽性個案追蹤完成率」定義：
分子：分母中，完成陽性個案追蹤之個案數；
分母：109 年受補助單位大腸癌、口腔癌及子宮頸癌(「5；8～13 及 15～18」
之個案)篩檢陽性個案數合計。
4. 上述各項須至本署「癌症醫療品質管理考核資訊系統」登錄或上傳之事項，完成時
間以「癌症醫療品質管理考核資訊系統」紀錄時間為依據。

(4) 受補助單位須達成上述事項，待本署審查認可通過後，無待解決事項
後，撥付基礎建設中癌症登記費、創新計畫建置永續經營的癌症防治
體系之無檳政策與環境、高嚼檳職場篩檢、高嚼檳職場口腔癌高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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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性個案申報、高嚼檳職場口腔癌高癌化陽性個案病理確診、戒檳衛
教、戒檳衛教口篩涵蓋率經費、口腔癌確診個案關懷追蹤管理費及基
礎建設、癌症預防及篩檢品管及創新計畫經費各 50%範圍內依實際核
銷金額撥付價款。
(5) 第三期基礎建設、創新計畫及癌症預防及篩檢品管經費需扣除第一、
二期已領之癌症預防及篩檢品管經費、基礎建設與創新計畫經費（金
額）。
第三期應交付之文件（格式由本署提供）
：
於 109 年 10 月 30 日前，函文交付本案基礎建設與創新計畫期末成果報告
一式 6 份至本署委託之癌症醫療品質專案辦公室，函送期末成果報告 1 份至所
在地衛生局，並將其電子檔上傳至管考系統，並經本署審查認可通過，報告格式
依本署後續公告為準。
 完成癌症篩檢申報優化及預防保健篩檢資料重複率需小於 1%(≦1%)，若重
複率大於 1%(>1%)將扣除本計畫篩檢品管總服務經費 2%（附件 2-2）。
 完成 109 年度申報之新診斷癌症 3 個月引導安寧緩和及未治療資料，資料
請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前上傳至本署指定系統。
 配合本署於 9 月時發放「病人對醫院癌症照護服務滿意度調查」（發放期間
一個月）。
 上述各項須至本署指定系統登錄或上傳，完成時間以本署指定系統紀錄時間
及癌症醫療品質專案辦公室收件時間為依據。
 第三期補助款需俟審查核可，且無待解決事項後撥付。

陸、審查作業程序
一、 受理日期：自公告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4 日（星期三）下午 5 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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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將計畫書（含書面資料及電子檔）及相關證明文件依序裝訂成冊，
製作 1 式 6 份（1 份正本，5 份副本）
，併同正式公文送達本署委託
專案辦公室-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 289 號 5 樓-癌症醫療品質專案
辦公室收，信封上註明申請補助辦理「109 年全方位癌症防治策進計
畫」計畫書。
二、 審查方式：
（一） 依據本署「菸害防制與衛生保健基金審議作業要點」辦理。
（二） 本署將邀請專家學者召開會議進行審查。
（三） 審查項目及配分
項
次

評 分 項 目

受補助單 受補助單 受補助單 受補助單 受補助單

權重

位名稱

（%）

評

1 無檳醫院營造及癌症篩檢工作執行
規劃、進度及進度等之合理性。

15

（含進度規劃、品保措施等）

2 創新推動癌症防治計畫工作內容之
創新性、可行性與明確性。
(1)建置永續經營的癌症防治體系，
確保癌症防治公衛、醫療體制之連
結(2)強化民眾與癌症防治人員的健
康識能(3)強化各項服務層面工作品

20

質(4)持續推動癌症篩檢，發展個人
化癌症精準預防保健服務(5)縮小癌
症防治各領域之不平等(6)應用數據
與實證提升癌症防治成效

3 辦理癌症診療品質提升基礎建設工
作執行規劃及進度等之合理性。

20

（含進度規劃、品保措施等）

4 受補助單位之專業執行能力及對本
計畫案內容之掌握及瞭解程度。
（含專業及資訊能力、相關計畫辦
理經歷、組織規模、技術人力、醫

15

院網路設備及過去辦理類似案件之
經驗及執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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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名稱

分 評

位名稱

分 評

位名稱

分 評

位名稱

分 評

分

5 經費編列合理性

20

6 簡報

10
總

分 (總滿分：100 分)
序

位

意見

意見

意見

意見

意見

（四） 評審標準：
1. 平均得分 75 分（含）以上者為推薦補助。
2. 平均得分未達 75 分者不予以補助。
3. 原則上依平均得分之高低及總預算金額依序補助。
4. 本案審查結果需俟奉核後，方對外公開。
5. 如有二家以上平均得分相同時，擇配分最高之評審項目之得分較
高者，優先錄取。得分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柒、計畫書格式及契約內容
一、 計畫書請依據附件 5 之格式填寫，以 A4 大小裝訂成冊，並請務必標
示頁碼，內容至少需包括：
（一） 計畫名稱
（二） 基本資料、計畫目的及背景分析
（三） 過去執行相關計畫經驗及有利執行本計畫之能力說明（請具體
敘述機構過去相關工作經驗）
（四） 辦理方式（請依照需求說明書中應辦事項分項具體說明）
（五） 預期成果(output)及效益(outcome)（請具體敘述計畫之預期成
果及效益）
（六） 計畫辦理期程（以甘特圖呈現）
（七） 經費需求
（八） 人力配置
（九）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切結書
二、 申請單位得就本署補助計畫內容及經費於計畫書中充分表達整體工
作內容、具體目標及辦理方式。
三、 計畫執行時如需其他單位（機關）配合，請於計畫書內敘明，並於簽
約前檢附該單位同意書。未經過本署事先同意，本署不提供或代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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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執行所需之資料，申請單位需自行處理。
四、 計畫書不得逾期交付，否則不予受理；於截止收件日如遇天然災害停
止辦公，截止收件日予以順延。
五、 經費需求請參考「109 年全方位癌症防治策進計畫」經費編列原則
（附件 6）編列，並詳細說明估算方法及用途，若有自籌款請一併列
出。

捌、注意事項
一、 計畫書撰寫完成後，請核對附件 7「計畫申請檢查表」後，確認申請
文件無誤後，再行密封寄出或交專人於規定時間內送達（郵寄前請務
必自行確認是否可於規定時間內送達）
，以免權益受損。
二、 由申請單位以正式機關（構）章蓋妥申請文件向本署提出申請，由個
人名義申請者概不受理。
三、 申請計畫書包括未獲採用之計畫書，恕不退還，申請單位所提供之所
有資料，請自留底稿。
四、 受補助單位應接受本署之實地業務查核或相關監測措施。
五、 接受本署補助之計畫內容不應重複接受第三人補助；任一工作項目
有同時申請其他社福經費或聯合勸募之方案補助費用者，應明列本
署及第三人補助經費數額。
六、 本計畫經費請應依「109 年全方位癌症防治策進計畫」經費編列原則
（附件 6）及「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補（捐）助款項會計處理作業
要點」
（附件 8）暨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經費編列原則如下：
（一）人事費：
1. 計畫所需人員之進用，應依照「衛生福利部及附屬機關研究計畫助
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附件 9）辦理，並應參照該注意事項第 13
點第 1 項第 1 款之迴避進用規定：
「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各
機關長官（首長、校長等）及其各 7 級主管長官（各級單位主管、
院長、系所主任等）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應迴避進用為
該計畫之臨時（或約用）人員（含專任助理、兼任助理及臨時工等
助理人員）」辦理。
（二）行政管理費：
【（人事費＋業務費）】×10%
（三） 業務費：依「109 年全方位癌症防治策進計畫」估算編列。
33

（四）旅運費：依行政院「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附件 10）所訂標準編
列。
（五）本案不得編列國外旅費、房屋及建築、交通及運輸設備之費用。
七、 受補助單位應依採購法第四條相關規定辦理採購業務。
八、 本計畫執行過程嚴禁涉及任何營利行為，並應保護服務對象隱私，若
有任何侵犯第三人合法權益時，由受補助機關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
法律責任。
九、 執行本計畫過程中所獲得業務有關資訊，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
關法令之規定恪遵保密原則，如有違失或有侵犯第三人合法權益時，
由受補助單位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十、 智慧財產權：
（一）受補助單位交付之本案相關報告或文件，如包含第三者開發之產品
（或無法判斷是否為第三者之產品時）
，應保證（或是提供授權證明
文件）其使用之合法性（以符合中華民國著作權法規範為準）
，如隱
瞞事實或取用未經合法授權使用之識別標誌、圖表及圖檔等，致使本
署遭受任何損失或聲譽損害時，受補助單位應負一切損害賠償責任
（含訴訟及律師費用），於涉訟或仲裁中為本署之權益辯護。
（二）受補助單位必須遵守著作權及專利法之一切規定，如有違反情事發
生，受補助單位應負完全法律責任，與本署無關。
十一、 執行計畫所產生之實體成品或對外教材等，應明列「本○○○經費由
國民健康署菸品健康福利捐支應」字樣；若有宣導贈品，應清楚標
明本署標誌（logo）
，宣導贈品不得有商業買賣行為。
十二、 其他未盡事宜，比照「菸害防制與衛生保健基金審議作業要點」及
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 本計畫中所辦理之宣導與推廣活動，受補助單位應於辦理學員滿意
度調查及認知程度改變的前、後測，並將滿意度調查分析及認知程
度改變的前、後測及統計資料納入成果報告中送審。

玖、聯繫洽詢單位
如有疑義，請洽本署癌症防治組第三科王小姐。聯絡地址：台北市大同區塔
城街 36 號，聯絡電話：02-25220798，傳真：02-25220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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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無檳醫院營造及癌症篩檢應辦事項
附件 1-1、無檳醫院營造應辦事項
項目 工作內容
無 檳 109 年辦 1.無檳醫院政策：依本署公告之檢核表內容執行(可沿用 107-108 年) (經費占比 10%)
醫 院 理
營造/
口 腔
癌 防
治

2.營造並落實院內外無檳環境。(經費占比 30%)
(1)在適當位置(出入口、停車場、高嚼檳區域等)公告清楚的禁/拒檳標示或檳榔健康危害海報、標語、單張提
供，跑馬燈等並公告醫院無檳政策(檢附相片 2 張)。
(2)辦理檳榔健康危害防制宣導工作：
透過各式平面報導檳榔健康危害相關至少 2 則(新聞稿、院內、社區刊物等)，並於網際網路(醫院官網常
設檳榔防制相關資訊)刊登；另，需於院內電視全面(註)播放檳榔防制宣導帶(門診時段，每天至少 2 檔次/每
台)
(3)組成稽查小組(得由志工進行)，於醫院巡察院內外檳榔汁渣，對高嚼檳區域，進行至少 2 次(含)巡迴檢查及
宣導，並有紀錄(有或無辦理)。
(4)提升員工、合作廠商及到院民眾對檳榔健康危害及「無檳醫院」政策之認知。
3.辦理活動(經費占比 60%)
於院內或高嚼檳職場辦理宣導活動至少 3 場次(包含「檳榔防制相關」教育相關演講)。
4.人員培訓
培訓醫師、護理師、藥師、衛教師、社工師等戒檳衛教服務人力。
(1)提供戒檳衛教服務人員需接受並通過本署戒檳衛教培訓課程，始提供服務並申報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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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工作內容
(2)戒檳衛教人員應以從事衛教工作(戒菸衛教、疾病衛教或個管師)人員為優先，應有至少 1 名。
5.高嚼檳職場口腔癌篩檢服務
(1)配合轄區衛生局或與高嚼檳行業合作，提供建築工地或高嚼檳職場內 18 歲以上有嚼檳榔(含已戒)或吸菸之
勞工口腔黏膜檢查服務。
(2)服務對象：18 歲以上有嚼檳榔(含已戒)或吸菸民眾。
(3)場次與有效人數認定：每場篩檢有效人數達 20(含)人以上，其他規定比照醫事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
事項。有效人數認定如下：
a.本國籍 30 歲以上有嚼檳榔(含已戒)或吸菸者(符合 109 年度申報 IC9)。
b.本國籍 18 歲至 29 歲有嚼檳榔(含已戒)原住民(符合 109 年度申報 IC97)。
c 本國籍 18 歲以上有嚼檳榔(含已戒)非原住民陽性個案。
(4)篩檢醫師資格：
a.已取得耳鼻喉專科醫師證書且執業中之耳鼻喉科專科醫師。
b.已取得口腔顎面外科專科醫師或牙醫師證書且執業中之牙醫師。
c.參與本計畫之醫事機構地址位於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苗栗縣、南投縣、屏東縣者，得由具口腔癌篩檢
資格之其他科別專科醫師執行。
(5) 篩檢費用與篩檢結果申報：
a.符合預防保健服務之口腔癌篩檢服務對象(IC95 或 IC97)者，篩檢表單之支付方式請勾選「預防保健」
，篩檢
費用與資料申報等作業比照「醫事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b.18 歲至 29 歲有嚼檳榔之非原住民勞工，篩檢表單之支付方式請勾選「4.其他公務預算補助」並需將篩檢資
料上傳「癌症篩檢資訊系統(大乳口系統)」，不申報預防保健費用。
c.每場高嚼檳職場口腔癌篩檢服務人數可合併場次計算篩檢有效人數，有效人數達 20 人即給付 1 場費用，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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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工作內容
同一場次篩檢有效人數逾 40 人即給付 2 場費用。
(6)申報高嚼檳職場口腔黏膜檢查成果：應於活動辦理後，即時、如實向本署癌症醫療品質管理考核資訊系統
(最遲應於活動日期後 30 天內) 申報檢查結果(逾期不予支付該場業務費)，格式與內容詳見附件。
(7)查核機制：本署將逐場進行現場或電話稽核，經查核有申報不實或爭議，本署得不予給付該場次業務費及
追扣該筆篩檢費用，並停止辦理後續場次資格，不得異議。
(8)案數認定：不同院所於不同時間提供同一處工地之同一位勞工接受口腔黏膜檢查，該場次個案數之認定以
「資料上傳大乳口」及管考系統申報「活動辦理成果資料」時間皆為先者。
(9)高嚼檳職場口腔癌篩檢，得結合本署戒菸服務及戒檳衛教服務資源辦理，惟需依「醫事機構戒菸服務補助
計畫」
、本計畫戒檳衛教服務等相關作業須知作業須知未盡事宜，依醫事人員相關法規，如醫療法、醫師法、
藥師法、全民健康保險法等相關法規辦理。
備註：
1.無檳醫院營造/口腔癌防治之各應辦事項每項皆需完成並繳交成果，本署始支付本項費用。
2.辦理無檳醫院營造/口腔癌防治之醫療院所需配合本署進行滿意度調查與稽核作業；執行戒檳衛教應與服務
對象充分溝通，如經稽核發現服務對象反應未接受服務等情事，本署不予補助該案費用。服務等情事，本署不
予補助該案費用。

戒 檳

1.配合癌症篩檢、成人健檢、探視住院個案及跨科別轉介等活動，發現 18 歲以上嚼檳個案(三個月內嚼檳數量

服 務

≧100 顆)，並予嚼檳個案戒檳衛教。

與 追

2. 戒檳衛教服務應設有轉介與監測機制，使所有嚼檳個案可接受戒檳衛教訊息，於初次衛教日起算 3 個月內

蹤

（含）提供完整 4 次/人（簽署同意書後接受戒檳衛教）戒檳衛教服務，至少含 1 次面訪(至多 2 次)，每次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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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工作內容
教服務至少間隔 7 天，第 4 次衛教追蹤應於初次衛教日後 80-100 天（內）進行，每次衛教追蹤記錄需於首次
衛教日起 120 個日曆天內(含)上傳本署癌症醫療品質管理考核資訊系統。（相關表單請至癌症醫療品質管理
考核資訊系統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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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癌症篩檢應辦事項
項目

工作內容

資料上 1. 受補助單位為執行癌症篩檢業務所蒐集、處理或利用之民眾個人資料，應符合癌症防治法第 4 條規定及個人資
傳作業

料保護法相關之規範。
2. 請醫療院所必須於每月 20 日前，至本署「癌症醫療品質管理考核資訊系統」（以下簡稱管考系統）上傳前一個
月的 30 歲以上健保門診就醫人次資料，本署將註記未篩資訊並回饋醫療院所使用。
3. 醫療院所應於提供公費健檢、勞工健檢及自費健檢服務時一同提供四癌篩檢。
4. 承辦子宮頸癌篩檢品質精進之醫療院所，需依本署所訂格式申報上傳 107-109 年下列資料至管考系統：
(1)自費抹片名單（自費抹片量不列入抹片閱片量計算，惟可列入醫療院所院內篩檢率之分子計算）
；
(2) HPV DNA testing 名單及 HPV DNA 檢測名單。
5. 承辦乳癌篩檢品質精進之醫療院所，需依本署所訂格式申報上傳 108-109 年醫療院所執行非預防保健乳房攝影
檢查名單（可列入計算醫療院所院內篩檢率時扣除分母用）至癌症醫療品質管理考核資訊系統。
6. 承辦大腸癌篩檢品質精進之醫療院所，需依本署所訂格式申報上傳 108-109 年醫療院所執行之大腸鏡、非預防
保健 iFOBT 及乙狀結腸鏡等檢查名單。
7. 承辦大腸鏡檢查之醫療院所，須依本署所規定申報格式，上傳大腸鏡檢查資料（Colon QC）至本署指定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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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工作內容
(自費大腸鏡可列入醫療院所院內篩檢率之分子計算)。
8. 承辦口腔癌篩檢品質精進之醫療院所，需依本署所訂格式，將 18 歲以上檳榔暨吸菸健康行為登錄資料申報上傳
至管考系統。
9. 上揭申報資料欄位之格式，請參閱管考系統公告之「全方位癌症防治策進計畫」資料申報彙整表。

篩 檢 社 1. 應社區需求配合衛生局積極參與社區癌症篩檢及防治相關服務。
區配合 2. 成立院外癌症篩檢陽性個案之確診轉介單一窗口，提供轉介之院外癌症篩檢陽性個案提供約診服務，並主動安排
後續診療事宜。
3. 醫療院所應提供確診結果給原轉介之衛生局（所）或醫療院所。
4. 醫院應參考中央健康保險署「家庭醫師整合照護計畫」
，結合鄰近鄉（鎮）
、市（區）之社區醫療群或醫院，以執
行中心與資源整合管理角度，架構四癌篩檢相互支援、轉介之機制，並建立運作模式與標準作業流程（標準作業
流程需上傳至本署管考系統），醫學中心至少 20 家，區域醫院、地區醫院至少 10 家、診所至少 5 家。
子宮頸 1. 管理對象為符合本計畫篩檢資格者（詳附錄 4 服務量設定書之服務量達成率分子計算方式）。
癌篩檢 2.
管理

受補助單位應鎖定全院當年度針對符合篩檢資格且 3 年以上未篩檢之民眾進行篩檢邀約。

3. 對於子宮頸抹片結果異常者（即陽性個案，30 歲以上）
，應進行後續追蹤確診與轉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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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工作內容
（1）依據學會指引提供抹片異常個案之追蹤、確診和治療，其中抹片結果為「5；8～13 及 15～18」之個案，應
在陰道鏡下做切片（成果報告內需呈現數據）。
（2）醫療院所應追蹤未回院確診和治療之個案，監測不符指引確診之醫療行為，並據以檢討改進。
（3）子宮頸癌原篩檢核心測量指標，請醫療院所自行監測不需再申報資料；惟本署會運用子宮頸抹片篩檢與切片
申報資料，將分析之子宮頸癌篩檢核心測量指標回饋醫療院所，請醫療院所提出檢討說明；另本署亦會回饋
採檢醫療院所應做切片而本署切片資料庫無切片之個案，請醫療院所查明原因後，透過病理單位上傳切片資
料或將原因上傳至本署子抹系統。
4. 依據本署規定每月定期申報子宮頸切片資料（含陰道切片等）至「子宮頸抹片申報系統」
，本署將定期公布醫療
院所切片申報情形；另依本署將醫療院所申報之切片資料比對公衛護士陽性個案管理訪視資料後，對於醫療院
所疑似未申報資料，將提供待查名單請醫療院所查詢回復且對於應申報而未申報則應補申報。

乳癌篩 1. 管理對象為符合本計畫篩檢資格者（詳附錄 4 服務量設定書之服務量達成率分子計算方式）。
檢管理 2. 追蹤管理篩檢陽性個案
（1）當年度所有篩檢結果陽性個案皆須進行追蹤管理。
（2）依據學會指引提供陽性個案（乳房攝影結果為 0,3,4,5 的個案）複（確）診和治療，其中乳房攝影結果及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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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工作內容
（確）診結果為 4,5 的個案，應依指引直接做組織生檢（細胞或組織病理診斷）
。
（3）醫療院所應追蹤未回院複（確）診和治療之個案至複(確)診醫院進行後續檢查，監測不符指引之醫療行為，並
據以檢討改進。
（4）監測指標請依本署公告之乳癌篩檢核心測量指標（資料請參見附錄 1，惟以本署 108 年公告為準）
。
3. 對於本院或外院轉介之乳房 X 光攝影篩檢疑陽個案，於完成複（確）診次日起 30 天內（含）
，至本署指定系統
依格式上傳個案複（確）診相關資料。
4. 依美國 ACR 所訂之乳房 X 光攝影醫學自我評量指標，檢討改進判讀品質（建議由放射科醫師計算 ACR 指標，
以美國 ACR 公告之最新指標計算）。
（1）申報本院篩檢本院診治及外院轉介本院診治之篩檢陽性個案之複（確）診結果，本署將定期回饋醫療院所篩
檢之陽性但赴他院診治個案之複（確）診結果，供醫療院所分析醫學自我評量指標，並依據本署所訂時程定
期申報。
（2）上述資料請至本署乳癌篩檢網站登錄。
5. 受補助單位應鎖定全院當年度針對符合篩檢資格之民眾進行篩檢邀約，並追蹤陽性個案後續之複（確）診與轉介
工作，並衛教其至具乳癌確診或治療醫院接受複、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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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工作內容
6. 乳房 X 光攝影報告應依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建議之結構化報告格式繕打，乳房超音波報告應依台灣乳房醫學
會建議之標準化格式繕打。
7. 為提供身障婦女友善篩檢服務，鼓勵廠商自備安全可靠之篩檢座椅(如：椅子能夠升降、移動及固定，椅子扶手
能拆下、椅子要有安全帶可固定受檢者等)，及服務人員以耐心、友善親切的服務態度，提供身障婦女篩檢服務。

大腸癌 1. 管理對象為符合本計畫篩檢資格者（詳附錄 4 服務量設定書之服務量達成率分子計算方式）。
篩檢管 2. 追蹤篩檢陽性個案以確保接受全大腸鏡確診檢查，如民眾無法執行全大腸鏡檢查時，得以乙狀結腸鏡檢查加大
理

腸鋇劑攝影檢查替代之：
（1）醫療院所監測未接受確診和未以全大腸鏡檢之篩檢陽性個案，並據以檢討改進。
（2）院內如無大腸鏡檢服務，應衛教個案並轉介至他院接受全大腸鏡，並應追蹤和申報結果（即 Colon B）。
（3）監測指標請依本署公告之大腸癌篩檢核心測量指標（資料請參見附錄 1，惟以本署 109 年公告為準）。
3. 申報本院篩檢本院診治及外院轉介本院診治之 iFOBT 篩檢陽性個案之確診結果（Colon C：包括接受大腸鏡檢

查、乙狀結腸鏡檢查加大腸鋇劑攝影檢查之資料）
，以及辦理品質管理。
4. 受補助單位如有執行大腸鏡檢查，其應建立標準化的大腸鏡檢查格式，內容至少含括本署規定之欄位（詳癌症

醫療品質管理考核資訊系統公告下載專區）
，並依指定電子格式完成申報（Colon 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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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工作內容
5. 受補助單位應鎖定全院當年度針對符合篩檢資格之民眾進行篩檢邀約，並追蹤陽性個案後續之確診與轉介工

作。
6. 已通過本署預防保健糞便潛血檢驗醫事機構資格審查，但尚未取得其他糞便潛血檢驗醫事機構認證(如 TAF 或

CAP)資格者，必須於 109 年完成定量免疫法糞便潛血檢驗第三方認證之申請，並於期初報告時(不得晚於期末
報告)繳交檢附證明書。
7. 於診間或癌症篩檢推廣環境（如候診區、門診大廳、藥局等）輪撥大癌腸篩檢宣導短片。另，需於院內電視全

面(註)播放大癌腸篩檢宣導短片(門診時段，每天至少 6 檔次/每台)。
口腔癌 1. 管理對象為符合本計畫篩檢資格者（詳附錄 4 服務量設定書之服務量達成率分子計算方式）。
篩檢管 2. 建立院內就診民眾口腔癌高危險群資訊之菸檳登錄系統。
理

3. 辦理口腔癌前病變品質管理：
（1）依據本署邀口腔外科、頭頸癌和 ENT 學會所建立之口腔癌前病變或癌前狀態個案之處置和追蹤共識（詳如附
錄 2）
，進行該等個案之處置、衛教和追蹤，並據以提供治療；另應衛教戒檳榔和定期回診之重要性，並應追
蹤病人回診情形，以確保遵照醫囑定期回院追蹤。
（2）切片必須包括上皮細胞及其下方的結締組織（間質組織）
，以利病理醫師判讀使用 dysplasia 分類方式進行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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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工作內容
斷，有助於臨床醫師照護及病情進展。
（3）申報本院篩檢本院診治及外院轉介本院診治之篩檢陽性個案之確診結果。
（4）上述（3）資料請依本署規定格式至本署口腔癌篩檢網站登錄口腔癌前病變個案複檢（確診）結果（格式請參
閱大乳口癌症篩檢系統公告文件下載（https：// boc.hpa.gov.tw），即 Oral C）。
（5）監測指標請依本署公告之口腔癌篩檢核心測量指標（資料請參見附錄 1，惟以本署 109 年公告為準）。
（6）醫療院所登錄「檳榔暨吸菸健康行為」之人數，至少須佔該院當年度 30 歲以上門診人數之 90%以上。受補
助單位應鎖定全院當年度針對符合篩檢資格之民眾進行篩檢邀約，並追蹤陽性個案後續之確診與轉介工作。
4. 受補助單位應鎖定全院當年度針對符合篩檢資格之民眾進行篩檢邀約，並追蹤陽性個案後續之確診與轉介工作。
5. 受補助單位應至大乳口癌症篩檢之「未附確診名冊」回覆口腔癌陽性個案是否到院確診；以及大乳口癌症篩檢之
OralC 表複確診結果為「無明顯異常」
、「正常」以外之陽性個案，填寫完整「追蹤紀錄」
。
6. 受補助單位口腔癌篩檢量之男女比例須為 8:2 以上(含預防保健)。
7. 地區層級以上簽約醫院應視本署要求指派未曾受訓過之院內員工（建議為醫師、護理師、衛教師、社工師、藥
師），參與戒檳衛教人員培訓課程。
8. 簽約醫院應至少每季更新負責戒檳衛教服務窗口之通訊名單，以利後續轉介戒檳衛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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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工作內容

癌症篩 1.預防保健癌症篩檢資料重複率需小於 1%(≦1%)。
檢申報 (1) 分母：當年度該院大腸癌、口腔癌及子宮頸癌預防保健篩檢資料總數量(不論是否承辦該癌別)。
(2) 分子：分母中個案若為第二筆(含)之後的預防保健篩檢資料（以全國三癌預防保健數量為依據用 ID、篩檢日期
優化
判斷。）
(3) 計算區間為決標日起始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
(4) 本署將監測資料雲端篩檢資料利用頻率及情形，回饋醫院同期比較(註 1)。
註 1：回饋醫院同期比較：
◎109/7 產製：109/1-109/6 重複篩檢量；◎109/11 產製：109/1-109/10 重複篩檢量；◎均以篩檢檔(不參照健保勾稽註記)產製。

其它

1.
2.
3.
4.
5.
6.

應用本署提供之素材(如：大腸癌宣導片、無檳工地貼紙等)，辦理癌症防治宣導。
提報院內員工符合篩檢資格者接受四癌篩檢比率（依癌別），以維護員工健康。
提報門診主動提示系統成功率、失敗原因分析等資料。
受補助單位同意將執行本計畫之成效定期公布於國民健康署官網（http：//www.hpa.gov.tw/）。
新加入或執行成效未達預期之受補助單位須配合本署相關輔導機制。
受補助單位之肝膽腸胃科需配合派員參與本署委辦單位辦理之教育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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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院內篩檢率定義
篩檢別

定義

院內篩檢率：
（1） 分子：門診中 2 年內曾做 iFOBT（本院）人數
糞便潛血
（2） 分母：
【本院符合年齡與性別資格之門診人數（已排除須扣除個案）-門診中 2 年內曾做 iFOBT（他院）人數】
2. 年齡計算範圍：50≦「就醫年-出生年」≦70
院
1. 院內篩檢率：
內
（1） 分子：門診中 2 年內曾做乳攝（本院）人數
篩
乳房攝影
（2） 分母：【本院符合年齡與性別資格之門診人數（已排除須扣除個案+曾做非預防保健乳房攝影檢查個案）-門診
檢
中 2 年內曾做乳攝（他院）人數】
率
2. 年齡與性別計算範圍：45≦「就醫年-出生年」≦70 之女性
1. 院內篩檢率：
子宮頸抹
（1） 門診中 3 年內曾做子抹（本院）人數
片
（2） 【本院符合年齡與性別資格之門診人數（已排除須扣除個案）- 門診中 3 年內曾做子抹（他院）人數】
2. 年齡與性別計算範圍：30≦「就醫年-出生年」≦70 之女性
備註：
1. 院內篩檢率分母「須扣除個案」係指各院所自行申報至「癌症醫療品質管理考核資訊系統（下稱管考系統）」之「門診須扣除個案
名單」，扣除個案類別包含 1 需積極或長期治療癌症之個案、2 因呼吸衰竭需長期使用呼吸器之個案、3 死亡。詳細內容請參閱管
考系統公告之資料申報彙整表說明。
2. 乳癌院內篩檢率，除了前述須扣除個案外，另扣除曾做非預防保健乳房攝影檢查個案，資料來源為各院所申報至管考系統之非預
防保健乳房攝影檢查名單。個案於統計區間內若未做過預防保健乳房攝影檢查，但有出現在管考系統的非預防保健乳房檢查名單
中（跨院比對），將會從分母中予以扣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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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契約補助經費說明書
一、 本計畫癌症篩檢部分，依此原則辦理補助 ，其補助由五部分組成：
(一) 篩檢品管經費：於達成下列標準時，完整給付之：
1. 篩檢品管總服務量達成率須達 100%；未達成 55%者，篩檢品管經
費不支，並扣除本計畫契約總補助經費 5%之違約金。
2. 整體癌症「篩檢完畢之陽性個案追蹤完成率」須達 85%，單癌不得
低於 70%。(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第 2 位)
3. 口腔癌篩檢陽性個案未到診回覆率，每月須達 75%。
4. 預防保健篩檢資料重複率需小於 1%(≦1%)。
5. 癌症或癌前病變陽性預測值（分母計算至小數第 1 位）達：
(1) 大腸癌篩檢：1/2（不具確診資格適用此指標）
；若具大腸鏡確診
資格醫院則另改以腺瘤偵測率（Adenoma Detection Rate, ADR）
作為指標，須不低於 40%。
(2) 口腔癌篩檢：1/9（不具確診資格適用此指標）
；若具口腔癌確診
資格醫院則另改以口腔癌陽性個案切片率作為指標，須不低於
40%。
(3) 乳癌篩檢：1/20；
(4) 子宮頸癌篩檢：1/2。
6. 院內篩檢率須不低於以下數值：(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第 2 位)
(1) 大腸癌篩檢：25% (未承辦不列入達成條件)；
(2) 乳癌篩檢：30%（未承辦不列入達成條件）
；
(3) 子宮頸癌篩檢 40%：（未承辦不列入達成條件）；

- 48 -

(二) 大腸鏡檢品管經費：依契約大腸鏡檢品管服務量為上限，覈實支付，
每案給付 200 元。例如：以分項 1 而言，大腸鏡檢品管服務量為
5,000 案，所以大腸鏡檢品管經費為 5,000✕200 元=100 萬元。
(三) 高嚼檳職場口腔癌高癌化陽性個案申報費：依契約高嚼檳職場口腔
癌高癌化陽性個案量為上限，上限 10 案，覈實支付，每案給付 100
元。
(四) 高嚼檳職場口腔癌高癌化陽性個案病理確診費：依契約高嚼檳職場
口腔癌高癌化陽性個案病理確診量為上限，上限 5 案，覈實支付，
每案給付 1,000 元。
(五) 口腔癌確診個案關懷追蹤管理費：依契約口腔癌篩檢確診個案關懷
追蹤案為上限，覈實支付，每案給付 50 元。例如：以分項 1 而言，
口腔癌篩檢確診個案關懷追蹤案為 140 案，所以口腔癌篩檢確診個
案關懷追蹤費為 140✕50 元=7,000 元。
(六) 補助之方式以不超過「篩檢總經費」為準
1. 大腸鏡檢品管、高嚼檳職場口腔癌高癌化陽性個案申報、高嚼檳職場
口腔癌高癌化陽性個案病理確診、口腔癌確診個案關懷追蹤管理之
完成數以契約各項可補助案數為實收上限，如完成數未達上限量，依
完成數給付各項經費。
2. 若受補助單位完成各癌篩檢服務量之設定，計算之經費依下列規則，
區分六部分（分別佔篩檢品管經費之 35%、34%、13%、15%、
1%、2%計算公式如下，採四捨五入至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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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未達服務量達成率之標準（此項計算上限為篩檢品管經費扣
除下列（2）~（6）項所佔之經費）：
篩檢品管經費計算方式(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第 2 位):
篩檢目標達成率

篩檢經費支付比例

≧90%

篩檢經費*100%

≧86~≦89.99%

篩檢經費*90%

≧76~≦85.99%

篩檢經費*80%

≧66~≦75.99%

篩檢經費*70%

≧55~≦65.99%

篩檢經費*65%

<55%

篩檢經費*0%

(1) 各癌服務量達成率分子：109 年各癌篩檢完成數；
(2) 各癌服務量達成率分母：109 年各癌篩檢服務量；
(3) 各癌篩檢之服務量須受補助單位設定，並經機關認可。
(2)若未達陽性個案追蹤率之標準計算方式如下表（此項計算上限為
篩檢品管經費之 34%）
篩檢陽追占篩檢品管總服務經費之 34%
整體癌症陽追率≧85%
且單癌陽追率≧70%

篩檢品管經費*34%*100%

整體癌症陽追率≧85%
而單癌陽追率<70%

篩檢品管經費*34%*95%

60%≦整體癌症陽追率<85%

篩檢品管經費*34%*85%

整體癌症陽追率<60%

篩檢品管經費*34%*陽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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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未達陽性預測值或腺瘤偵測率或口篩切片率標準（此項計算上
限為篩檢品管經費之 13%）：

篩檢品管經費✕13%✕
（

1
辦理之癌症篩檢項目數

各癌實際之陽性預測值 or腺瘤偵測率 or切片率
各癌之陽性預測值 or腺瘤偵測率 or切片率標準

✕

之加總）

備註 1：受補助單位若其口腔癌篩檢之達成率未達總服務量 5%，則口腔癌篩檢之陽性預測值列
計為零。
備註 2：受補助單位若其口腔癌篩檢之陽性個案數為零，則口腔癌篩檢之陽性預測值列計為零。

(4)若未達院內篩檢率之標準（此項計算上限為篩檢品管經費之
15%）：

篩檢品管經費 ✕ 15%✕
（

各癌實際之院內篩檢率
各癌之院內篩檢率標準

1
辦理之癌症篩檢項目 數

✕

之加總）

(5) 口腔癌陽性個案未到診回覆率，10 次回饋，每 1 次回饋其回覆
率須達 75%。
(6) 預防保健篩檢資料重複率需小於 1%(≦1%)。
(七) 若受補助單位未完成各癌篩檢服務量之設定並遭本署終止契約，則
各癌篩檢服務量等於「總服務量除以承辦之癌症篩檢項目數」。例
如，受補助單位為分項 8 之簽約受補助單位，且未完成各癌篩檢服
務量之設定遭本署終止契約，則視為承辦之各癌篩檢服務量均為
7,500÷4=1,875。
(八) 若任一項受補助單位承辦之癌症篩檢服務量達成率為零，視為廠商
受補助單位未施作該癌症篩檢項目，應按該癌症篩檢項目服務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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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總服務量之比例直接自篩檢總經費中扣除，剩餘之部分再依上開
補助規則辦理。
(九) 大腸鏡檢品管、高嚼檳職場口腔癌高癌化陽性個案申報、高嚼檳職
場口腔癌高癌化陽性個案病理確診、口腔癌確診個案關懷追蹤管理
費採覈實報支，不列入不符項目之計算。不符項目係計算「篩檢品
管」不符之部分。
(十) 範例如下：
（1） 假設某一受補助單位參加第 1 分項，受補助單位簽約之篩檢
總經費為 441.3 萬，篩檢品管總服務量為 34,000 案，大腸鏡檢品
管服務量為 5,000 案、高嚼檳職場口腔癌高癌化陽性個案申報 10
案、高嚼檳職場口腔癌高癌化陽性個案病理確診 5 案、口腔癌篩
檢陽性個案追蹤 140 案，若受補助單位大腸鏡檢品管達成數為
4,000 案、高嚼檳職場口腔癌高癌化陽性個案申報達成 10 案、高
嚼檳職場口腔癌高癌化陽性個案病理確診達成 5 案、口腔癌確診
個案關懷追蹤管理達成 100 案，且設定之 4 癌服務量及達成數如
下表
癌別
大腸癌

篩檢服務量
12,000

篩檢達成數
9,500

陽性個案數
520

加權後陽追數
533

口腔癌

3,400

3,400

550

350

乳癌

8,900

5,600

440

360

子宮頸癌

9,700

4,500

90

85

合計

34,000

23,000

1,600

1,328

因此受補助單位的篩檢品管經費為 340 萬元，大腸鏡檢品管經費
為 100 萬元（5,000✕200=1,000,000 元），在大腸鏡檢品管經費
支付的費用是 4,000✕200=800,000 元；高嚼檳職場口腔癌高癌
化陽性個案申報經費 1,000 元(10✕100=1,000)，在高嚼檳職場口
- 52 -

腔癌高癌化陽性個案申報經費支付的費用是 10✕100=1,000 元；
高 嚼 檳 職 場 口 腔 癌 高 癌 化 陽 性 個 案 病 理 確 診 經 費 5,000 元
(5✕1,000=5,000)，在高嚼檳職場口腔癌高癌化陽性個案病理確
診經費支付的費用是 5✕1,000=5,000 元；口腔癌確診個案關懷追
蹤管理經費 7,000 元(140✕50=7,000)，在口腔癌確診個案關懷追
蹤管理經費支付的費用是 100✕50=5,000 元。
該受補助單位之總服務量達成率為 75.69%，則該受補助單位未達服務量
達成率之標準的補助金額為
{340 萬元-115.6 萬元-44.2 萬元-51 萬元-3.4 萬元-6.8 萬元}✕70% = 833,000
元

若受補助單位之 3 癌整體陽追 83.00%(<85%)；未達陽性個案追蹤率之標
準的減價收受金額為
340 萬元✕ 34% ✕ 85% = 982,600 元
若受補助單位(具大腸鏡、口篩確診資格)之大腸癌腺瘤偵測率為 37%、口
腔癌陽性個案切片率為 50%、乳癌陽陽性預測值為 1/22、子宮頸癌陽性
預測值為 1/2.5，則該受補助單位未達陽性預測值標準之補助金額為
0.37

340 萬元✕13%✕ 1 ✕（
4

0.4

+

0.5
0.4

+

1/22
1/20

+

1/2.5
1/2

）= 429,192 元

若受補助單位之大腸院內篩檢率為 30%、乳癌院內篩檢率為 20%、子宮
頸癌院內篩檢率為 33%，則該受補助單位未達院內篩檢率標準之補助金
額為
340 萬元✕15%✕ 1 ✕（ 30%  20%  33% ）=457,583 元
3

25%

30%

40%

若該受補助單位之口腔癌篩檢陽性個案未到診回覆率 10 次回饋中，1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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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率皆大於 75%，則該受補助單位未達口腔癌篩檢陽性個案未到診回
覆率的標準之補助金額為 340 萬✕ 1%=34,000 元。

若該受補助單位之預防保健篩檢資料重複率小於 1%，則該受補助單位未
達預防保健篩檢資料重複率的標準之補助金額為 340 萬✕ 2%=68,000 元。

故篩檢補助金額為 800,000 + 1,000 + 5,000 + 5000 + 833,000 + 982,600
＋429,192＋457,583+34,000+68,000＝3,615,375 元。
不 符 項 目 之 金 額

3,400,000 － （ 833,000 ＋ 982,600 ＋

429,192+457,583+34,000+68,000）＝595,625 元。
則不符項目之違約金為 595,625 ✕ 1%＝5,956 元。
即，最終給付給受補助單位的總金額為 3,615,375－5,956＝3,609,419 元。

（2）假設某一受補助單位為分項 8 之簽約受補助單位，篩檢總經費為
89.75 萬，總服務量為 7,500 人，大腸鏡檢品管服務量為 700 人、
高嚼檳職場口腔癌高癌化陽性個案申報 10 案、高嚼檳職場口腔癌
高癌化陽性個案病理確診 5 案、口腔癌篩檢陽性個案追蹤 30 案，
若受補助單位大腸鏡檢品管達成數為 600 案、高嚼檳職場口腔癌
高癌化陽性個案申報達成 5 案、高嚼檳職場口腔癌高癌化陽性個
案病理確診達成 3 案、口腔癌確診個案關懷追蹤管理達成 20 案，
且設定之各癌服務量及達成數如下表：
癌別

篩檢服務量

篩檢達成數

陽性個案數

加權後陽追數

大腸癌

2,000

1,900

100

60

口腔癌

750

0

0

0

乳癌

2,650

1,700

80

40

子宮頸癌

2,100

1,300

14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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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7,500

4,900

320

180

因此受補助單位的大腸鏡檢品管經費為 14 萬元
（700✕200=140,000 元）
，
篩 檢 品 管 經 費 為 75 萬 元 ， 在 大 腸 鏡 檢 品 管 經 費 支 付 的 費 用 是
600✕200=120,000 元；高嚼檳職場口腔癌高癌化陽性個案申報經費
1,000 元(10✕100=1,000)，在高嚼檳職場口腔癌高癌化陽性個案申報經
費支付的費用是 5✕100=500 元；高嚼檳職場口腔癌高癌化陽性個案病理
確診經費 5,000 元(5✕1,000=5,000)，在高嚼檳職場口腔癌高癌化陽性個
案病理確診經費支付的費用是 3✕1,000=3,000 元；口腔癌確診個案關懷
追蹤管理經費 1,500 元(30✕50=1,500)，在口腔癌確診個案關懷追蹤管理
費支付的費用是 20✕50=1,000 元。。

該受補助單位之服務量達成率為 65.33%，由於受補助單位實際口腔癌篩
檢數為零，則篩檢總經費先直接核扣 75 萬元✕（750/7,500）=7.5 萬元，
餘 67.5 萬元再依補助公式辦理，
故該受補助單位未達服務量達成率之標準的補助金額為
{67.5 萬元-22.95 萬元-8.775 萬元-10.125 萬元-6,750 元-1.35 萬元}✕65% =
153,563 元

若受補助單位之 3 癌整體陽追 56.25%(<60%)；未達陽性個案追蹤率之標
準的減價收受金額為
67.5 萬元✕ 34% ✕ 56.25% = 129,094 元

若受補助單位(不具大腸鏡確診資格)之大腸癌篩檢陽性預測值為 1/2.5、
乳癌陽陽性預測值為 1/22、子宮頸癌陽性預測值為 1/2，則該受補助單位
未達陽性預測值標準之補助金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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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1
4

67.5 萬元✕ 13% ✕ ✕（

1/2

+

0
1/9

+

1/22
1/20

+

1/2

）= 59,431 元

1/2

若受補助單位之大腸院內篩檢率為 35%、乳癌院內篩檢率為 27%、子宮
頸癌院內篩檢率為 30%，則該受補助單位未達院內篩檢率標準之補助金
額為
67.5 萬元✕15%✕ 1 ✕（ 35%  27%  30% ）= 102,938 元
3

25%

30%

40%

此項計算上限為篩檢品管經費之 15%，因此此項金額以 101,250 元論計。

若該受補助單位之口腔癌篩檢陽性個案未到診回覆率 10 次回饋中，9 次
回覆率大於 75%，則該受補助單位未達口腔癌篩檢陽性個案未到診回覆
率的標準之補助金額為
67.5 萬✕ 1% ✕

9
10

= 6,075 元。

該受補助單位之預防保健篩檢資料重複率大於 1%，則該受補助單位未達
預防保健篩檢資料重複率的標準之補助金額為 0 元。

故完整之補助金額為 120,000＋500＋3000＋1000＋153,563＋129,094
＋59,431＋101,250+6,075+0＝573,913 元
不符項目之金額為 75 萬元－（153,563＋129,094＋59,431＋101,250＋
6,075＋0）元＝300,587 元
則不符項目之違約金為 300,587 ✕ 1%＝3,006 元。
即，最終給付給受補助單位的總金額為 573,913－3,006＝570,90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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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核心測量指標
一、 收錄資料說明
各癌症篩檢核心測量指標收錄對象為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新篩檢個案。

二、 癌症篩檢
(一) 子宮頸癌（篩檢）
指標類型

測量指標

分子

每年篩檢*抹片為（1）高度鱗狀 分母中，於 90
上皮細胞病變（high-grade

篩檢-1

分母
每年篩檢抹片檢查結果

（含）天內接受切 為高度鱗狀上皮細胞病

squamous lesion, HSIL）或以上 片檢查的人數。

變（HSIL）或以上者

者（HSIL+）或（2）非典型腺

（抹片結果編碼為 8-

體病變（atypical glandular cell,

11,13, 16, 17）或抹片為

AGC）或以上者（AGC+），於

腺體病變或以上者 （抹

90（含）天內接受子宮頸切片檢

片結果編碼為 5, 12, 15,

查的比率。

18）。

備註：
1.
2.

*每年篩檢：本署提供之年度子宮頸抹片篩檢。
子宮頸切片檢查定義為（1）子宮頸切片（2）子宮頸管搔刮（ECC） （3）
子宮頸錐狀手術（Conization）或（4）可由國健署子宮頸病理資料庫連結之
相關資料。

3.

排除曾有子宮頸癌、子宮全切除術的個案（以本署資料庫為主）。

抹片
5：Atypical Glandular Cells
8：Moderate dysplasia （CIN2）
9：Severe dysplasia （CIN3）
10：Carcinoma In Situ CIS（CIN3）
11：Squamous Cell Carcinoma （S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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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denocarcinoma
13：Other malignant neoplasm
15：Atypical Glandular Cells Favor Neoplasm
16：Atypical Squamous Cells of Undetermined Significance cannot exclude HSIL
（ASC-H）
17：Dysplasia cannot exclude HSIL
18：Endocervical Adenocarcinoma In Situ （AIS）
切片
00：Unremarkable cervical epithelium （no pathological change, no pathological
diagnosis）
01：Benign epithelial lesion （Benign tumor, Inflammatory & reactive changes,
myoma）
02：Mild dysplasia （Flat condyloma; CIN 1; LSIL）
03：Moderate dysplasia （CIN 2; HSIL）
04：Severe dysplasia （Carcinoma in situ; CIN 3, HSIL）
05：Squamous cell carcinoma
06：Atypical glandular hyperplasia and dysplasia
07：Adenocarcinoma in situ
08：Adenocarcinoma
09：Adenosquamous carcinoma
10：Carcinoma（NOS, or other specific type）
11：Mesenchymal tumor, benign
12：Mesenchymal tumor, malignant
14：Squamous cell atypia / ASCUS
15：Dysplasia, Severity can not be determinated
88：Inadequate specimen
99：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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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乳癌篩檢（篩檢）
指標

測量指標

類型

篩檢-1

分子

分母

乳房攝影後，依 BI-RADS 判讀

分母中，於 60（含）天 乳房攝影結果為 0

為 category0 者，於 60（含）

內已複檢的人數。

的人數。

乳房攝影後，依 BI-RADS 判讀

分母中，於 60（含）

乳房攝影結果為

為 category4,5 者，於 60

天內接受切片檢查的

4,5 的人數。

（含）天內接受生檢的比率。

人數。

乳房攝影後，依 BI-RADS 判讀

分母中，於 60（含）

乳房攝影結果為

為 category0，複診為 4,5 者，

天內接受切片檢查的

0，複診為 4,5 的

於 60（含）天內內接受生檢的

人數。

人數。

乳房攝影後，依 BI-RADS 判讀

分母中，於 180

乳房攝影結果為 3

為 category3，於 180（含）天

（含）天內已複檢的

的人數。

內已複檢的比率。

人數。

確診結果為乳癌者，於 90

分母中，於 90（含）天 確診結果為乳癌

（含）天內接受治療的比率。

內接受治療的人數。

天內已複檢的比率。

篩檢-2

篩檢-3

比率。

篩檢-4

治療-a

的人數。

備註：
1. 篩檢-1：「複檢」是指（診斷性乳房攝影檢查、乳房超音波檢查、乳房磁振造
影檢查等任一檢查行為）。
2. 篩檢-2：「生檢」是指病理診斷方式：細針抽吸、粗針穿刺、鈎針定位、立體
定位穿刺、手術切片檢查，任一行為。
3. 治療-a：接受治療，系指接受手術治療、放射線治療、化學治療、賀爾蒙治
療、標靶治療，任一治療。。
4. 乳房攝影後，依 BI-RADS 判讀為 category0 者，指乳房攝影最初結果為
「0」。
5. 乳房攝影後，依 BI-RADS 判讀為 category3 者，指乳房攝影最初結果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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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乳房攝影後，依 BI-RADS 判讀為 category4,5 者，指乳房攝影最初結果為
「4、5」
7. 乳房攝影檢查結果與處置
0： Need Additional Imaging Evaluation.
3： Probably Benign Finding－Short Interval Follow-Up Suggested.
4： Suspicious Abnormality－Biopsy Should Be Considered.
5： Highly Suggestive of Malignancy－Appropriate Action Should Be Taken.

(三) 大腸癌（篩檢）
指標

測量指標

分子

分母

本院及外院轉介糞便潛血（免疫

分母中，檢驗日期起 90

本院及外院轉介糞便潛血（免

法）檢驗結果為陽性者，於 90（含） （含）天內，接受大腸

疫法）檢驗結果為陽性的個案

類型

篩檢-1 天內接受大腸鏡檢查或「乙狀結腸 鏡檢查或「乙狀結腸鏡 數。（排除一年內已接受大腸

篩檢-2

鏡+雙對比鋇劑灌腸攝影檢查」的

+雙對比鋇劑灌腸攝影

鏡檢或「乙狀結腸鏡+雙對比

比率。

檢查」之個案數。

鋇劑灌腸攝影檢查」者）

本院及外院轉介糞便潛血（免疫

分母中，檢驗日期起

本院及外院轉介糞便潛血

法）檢驗結果為陽性者，於 180

180（含）天內，接受大

（免疫法）檢驗結果為陽性

（含）天內接受大腸鏡檢查或「乙

腸鏡檢查或「乙狀結腸

的個案數。
（排除一年內已接

狀結腸鏡+雙對比鋇劑灌腸攝影

鏡+雙對比鋇劑灌腸攝

受大腸鏡檢或「乙狀結腸鏡+

檢查」的比率。

影檢查」之個案數。

雙對比鋇劑灌腸攝影檢查」
者）

確診-1

本院及外院轉介糞便潛血（免疫

分母中清腸程度為良

本院及外院轉介糞便潛血（免

法）檢驗結果為陽性且有接受大腸

好和適當的個案數。

疫法）檢驗結果為陽性且有接

鏡檢查者，清腸達良好和適當的比

（備註 5）

受大腸鏡檢查的個案數。

本院及外院轉介糞便潛血（免疫

分母中盲腸達到*個案

本院及外院轉介糞便潛血（免

法）檢驗結果為陽性且有接受大腸

數。

疫法）檢驗結果為陽性且有接

鏡檢查者，盲腸達到率。

註：須有到達盲腸之照

受大腸鏡檢查的個案數。

率。

確診-2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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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測量指標

分子

分母

本院及外院轉介糞便潛血（免疫

分母中，做息肉切片送

本院及外院轉介糞便潛血（免

法）檢驗結果為陽性且有接受大腸

病理的個案數。

疫法）檢驗結果為陽性的個案

類型

確診-3

鏡檢查，且發現有息肉者，其息肉

接受大腸鏡檢查，發現有息肉

送病理檢查率。

的個案數。

本院及外院轉介糞便潛血（免疫法）分母中，因大腸鏡檢查

本院及外院轉介糞便潛血（免

確診-4 檢驗結果為陽性且有接受大腸鏡檢 造成有腸穿孔*的個案 疫法）檢驗結果為陽性且有接
查者，腸穿孔率。

數。

本院及外院轉介糞便潛血（免疫

確診-5

受大腸鏡檢查的個案數。
本院及外院轉介糞便潛血（免

法）檢驗結果為陽性且有接受大腸

分母中，因切除息肉造

鏡檢查，發現有息肉且切除者，其

成有腸穿孔*的個案數。 接受大腸鏡檢查，發現有息肉

息肉切除穿孔率。

疫法）檢驗結果為陽性的個案

且切除的個案數。

本院及外院轉介糞便潛血（免疫

分母中有登錄發生流

法）檢驗結果為陽性的個案接受大

血嚴重程度之個案數。 疫法）檢驗結果為陽性的個案

確診-6 腸鏡檢查，發現有息肉且切除者， （備註 6）
有登錄息肉切除後發生流血嚴重

本院及外院轉介糞便潛血（免

接受大腸鏡檢查，發現有息肉
且切除的個案數。

程度之比率。
（中、重度）

治療-a

本院及外院轉介糞便潛血（免疫

分母中，於接受大腸鏡

本院及外院轉介糞便潛血（免

法）檢驗結果為陽性者，接受大腸

檢查當日，同時切除息

疫法）檢驗結果為陽性者，接

鏡檢查具息肉≦2cm 者，於鏡檢查

肉之個案數。

受大腸鏡檢查具息肉 ≦2cm

當日同時接受切除的比率。

治療-b

之個案數。

本院及外院轉介糞便潛血（免疫

分母中，於大腸癌診斷

本院及外院轉介糞便潛血（免

法）檢驗結果為陽性接受大腸鏡檢

日起 6 周內，接受治療

疫法）檢驗結果為陽性者，接

查確診是大腸癌者，於 6 內接受治

之個案數。

受大腸鏡檢查為大腸癌之個

療的比率。

案數。

備註：
1.治療-a：修改時間：102 年 4 月
修改原因：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Y Volume 63, No. 4 ： 2006，其中建議息
肉小於 2 公分，應可由內視鏡進行切除同時切除，避免不同時間做內視鏡，以減少病人的不
適，並增加病人之方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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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條件：懷疑浸潤癌者除外。
2.陽性個案若已經轉院，則不列入大腸癌確診與治療指標之分母，惟仍列入篩檢指標之分母。
3.確診-2：須有到達盲腸處之相片，指請醫院自行存查，成果報告無需上傳資料。
4.確診-4、5：因檢查或息肉切除時導致腸穿孔者，非原先就有腸穿孔之個案。
5.清腸程度：
（1）良好（Excellent）
：僅有少量的清澈糞水，且 95%以上的腸道黏膜可被清楚觀察。
（2）適當（Good）
：較多量的清澈糞水佔據小於 25%的粘膜，且 90%以上的腸道黏膜可被清
楚觀察。
（3）尚可（Fair）
：半固體的糞便可被清除，清洗後 90%以上的腸道黏膜可被清楚觀察。
（4）不良（Poor）
：半固體的糞便無法被清除，且不到 90%的腸道黏膜可被清楚觀察。
6.息肉切除後發生出血情形：
（期間為內視鏡切除後 2 周內）
（1）中度（Moderate）
：達輸血治療者。
（2）重度（Severe）
： 接受介入性治療者，例如：經血管攝影栓塞、外科手術等。

(四) 口腔癌前病變
指標

測量指標

類型

診斷-2

分子

分母

口腔黏膜檢查（含臨床個

分母中，其切片必須

口腔黏膜檢查（含臨床個案）陽

案）陽性個案，於本院做切

包括上皮細胞及其下

性個案，於本院做切片的個案

片者，其切片必須包括上皮

方的結締組織*（間質

數。

細胞及其下方的結締組織的

組織）之個案數。

比率。

治療-1

本院接受確診（切片）

分母中，於 60（含）

本院接受確診（切片）為

verrucous hyperplasia with

天內接受治療之個案

verrucous hyperplasia with

dysplasia、severe dysplasia

數。（切片檢查日期）

dysplasia、severe dysplasia 及

及 Oral cancer 者，於 60

Oral cancer 的個案數。

（含）天內接受治療的比
率。（切片檢查日期）

備註：
1.

[口腔黏膜檢查（含臨床個案）陽性個案]係指口腔黏膜檢查結果為「1-11」
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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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受確診（臨床診斷）個案]係指，經（如口腔顎面外科或耳鼻喉科專科醫
師等）診斷後的結果。

3.

「治療-1」的 Excisional biopsy，如病理報告呈現 section line 為 free，則
列入治療計算。

4.

紅斑：Erythroplakia；紅白斑：Erythroleukoplakia；非均質性白斑：Nonhomogeneous Leukoplakia；均質性厚白斑：homogenous thick leukoplakia；
疣狀增生：verrucous hyperplasia.

5.

診斷-2：其切片必須包括上皮細胞及其下方的結締組織（間質組織）
，由病理
科醫師判定其切片有沒有包含 st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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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處置和追蹤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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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攝影檢查陽性個案後續確診及治療處置流程
檢查結果為陽性

檢查結果 0
無法確定診斷之變化

檢查結果 3
可能是良性發現－
六個月內須追蹤檢查

檢查結果 4、5
疑似惡性腫瘤

需再做超音波或乳房攝影
（放大）等其他影像檢查

檢查結果如為 4、5
疑似惡性腫瘤

確診或轉介確診醫院
穿刺或切片檢查
檢查結果如為乳癌

乳癌

確診醫院條件
具有下列專科醫師：乳房外科、
放射線診斷科、病理科等，其中
放射線診斷科醫師須為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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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醫院條件
1.具有下列專科醫師：乳房外科、放射線診
治療或轉介治療醫院
斷科、腫瘤內科、病理科、放射線腫瘤科
等，其中乳房外科、放射線診斷科、腫瘤
內科須為專任。
2.連續（近）三年確診及治療乳癌達 50 例
以上（癌症登記 class 1 + class 2 個案）

口腔黏膜檢查標準化作業流程
第一部分、口腔黏膜檢查服務提供流程

30歲以上有嚼檳榔(含已戒)或吸菸習慣之民眾
18-29歲有嚼檳榔(含已戒)習慣之原住民

符合資格民眾前往篩檢機構受檢
科別：牙科、耳鼻喉科或通過口腔癌篩檢訓練之其他專
科
篩檢機構請民眾填具篩檢表
填寫〔口腔黏膜檢查表〕之基本資料、菸檳習慣、簽名

醫師提供口腔黏膜檢查

填寫〔口腔黏膜檢查表〕檢查結果
篩檢異常
異常者協助轉介確診(及治
療)：
1. 請民眾攜帶〔口腔黏膜檢
查表─第二聯〕前往確診
(及治療)醫院進行確診(及
)

篩檢正常
正常者：
1. 衛教戒檳榔、菸、酒
2. 每 2 年定期篩檢

備註：
1. 依照「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之規定，
「口腔黏膜檢查」
間隔之規定僅以「年度」做為檢查條件，即「當次就醫年度」減去「前次就
醫年度」大於等於 2 年以上即可符合。
2. 依規定各醫療院應於健保卡上登錄最近一次檢查日期及項目，故可經由健保
卡查詢民眾最近一次檢查日期。

67

第二部分、口腔黏膜檢查陽性個案後續確診及治療處置流程
篩檢結果為陽性
白斑
● 紅斑
● 非均質性白斑
● 紅白斑
● 均質性厚白斑
● 疣狀增生
● 扁平苔癬
● 疑似口腔癌
● 口腔黏膜不正常，但診斷未明
●超過兩星期仍不癒合之口腔潰爛
●口腔內外不明原因之持續性腫塊
●

均質性薄白斑
● 口腔黏膜下纖維化症
●

可選擇在原診所追蹤

轉介確診醫院複檢1

1. 均質性薄白斑、口腔黏膜下纖維化
症（OSF）且沒有其他 PMD
（Potentially Malignant
Disorders，癌前病變）症狀時，可
選擇在原篩檢院所追蹤
2. 衛教戒菸、酒、檳榔

1. 至確診醫院口腔顎面外科或具頭頸
癌診治專業之耳鼻喉科專科醫師確
診
2. 衛教戒菸、酒、檳榔

每 3-6 個月定期追蹤

切片檢查
結果為口腔癌前病變或口腔癌
依 PMD 及切片個案處置原則辦理3

治療或轉介治療醫院2
口腔癌、
確診醫院條件1
口腔癌前病變 具有下列專科醫師之醫院：
口腔顎面外科或具頭頸癌診治
專業之耳鼻喉科＃、口腔病理或
病理科＄。

＃

治療醫院條件2
具有下列專科醫師之醫院：
口腔顎面外科或具頭頸癌診治專業之耳
鼻喉科、口腔病理或病理、整形外科、
放射線腫瘤＊、腫瘤內科、影像（放射
線）診斷。

表示可為兼任醫師；
表示可為合作醫院或經公信力機構認可之病理檢驗單位；
＊
表示可為合作醫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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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癌癌前病變分類與治療
Potentially Malignant Disorders（PMD）之處置原則
處置

Homogenous thin leukoplakia

(處置)
定期追蹤觀察或切片

1.Erythroplakia
2.Leukoplakia

切片

-- Homogenous thick leukoplakia
-- Non-homogenous leukoplakia （granular/verruciform/nodular
leukoplakia or erythroleukoplakia）

Erosive type

建議切片，並給予適當治療及定期追蹤

Non-erosive type

無不適症狀者可定期追蹤，有不適症狀
者可給予適當處置（含切片或/及治療）

Oral lichen planus

1.建議每 3-6 個月追蹤觀察 1 次
2.若併有其他 PMD 存在，請比照該
PMD 之處置

Oral submucous fibrosis（OSF）

（註：在確診前應先排除可能引起該病變之可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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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片個案之處置原則
（處 置）

（病理診斷）

依據腫瘤診斷及期別治療

惡性

切片
PMD

Severe dysplasia （SIN3, atypical
hyperplasia）
1.Moderate dysplasia（SIN2）
2.mild dysplasia（SIN1,
basal/parabasal cell
hyperplasia）
3.likenoid dysplasia
Verrucous hyperplasia without
dysplasia
Other non-dysplasic lesions
【Epithelial hyperplasia
（acanthosis, squamous cell
hyperplasia）or hyperkeratosis】

（註：Verrucous hyperplasia【with dysplasia 或合併惡性者】，比照括號內之病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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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照原位癌切除病灶，並有
安全邊緣，或用光動力治療
（photodynamic therapy）
2.治療後須密切追蹤
定期密切追蹤，或切除病灶或
用光動力治療

切除病灶或用光動力治療

定期追蹤

附錄 3、 癌症及團隊彙整表
團隊定義：不以單一特定癌症別為規範，醫院可依據下表所示將腫瘤部位或治療方式相近且主要
成員科別雷同之腫瘤合併為聯合團隊。亦可形成單一癌別團隊，惟腫瘤部位明顯由院內不同成員
診療者，不應歸屬同一團隊。

團隊別
1. 大腸直腸癌
【消化道癌症】

胃癌

2. 肝癌

肝癌

3. 肺癌
【胸腔癌】

食道癌

4. 乳癌

乳癌

5. 子宮頸癌
【婦癌】
6. 口腔癌
（含口咽癌、下咽
癌）【頭頸癌】
7. 胃癌
【消化道癌症】
8. 攝護腺癌
【泌尿道癌】
9. 膀胱癌
【泌尿道癌】
10. 食道癌
【胸腔癌】
11. 鼻咽癌
【頭頸癌】
12. 惡性淋巴瘤
【血液淋巴腫瘤】

可合併癌別

團隊核心成員
影像診斷、病理、
（腫瘤）外科、
（腫瘤）
內科、放射腫瘤
影像診斷、病理、
（腫瘤）外科、
（腫瘤）
內科
影像診斷、病理、
（腫瘤）外科、
（腫瘤）
內科、放射腫瘤
影像診斷、病理、
（腫瘤）外科、
（腫瘤）
內科、放射腫瘤
影像診斷、病理、婦產（癌）
、放射腫瘤

子宮體癌、
卵巢癌

大腸直腸癌

影像診斷、病理、切除與重建之外科（如
耳鼻喉科、口腔外科、整形外科…等）
、
（腫瘤）內科、放射腫瘤
影像診斷、病理、
（腫瘤）外科、
（腫瘤）
內科

膀胱癌

影像診斷、病理、泌尿外科、
（腫瘤）內
科、放射腫瘤

攝護腺癌

影像診斷、病理、泌尿外科、
（腫瘤）內
科、放射腫瘤

肺癌

影像診斷、病理、
（腫瘤）外科、
（腫瘤）
內科、放射腫瘤

口腔癌

影像診斷、
（腫瘤）內科、耳鼻喉科、放
射腫瘤

白血病

影像診斷、病理、血液（腫瘤）
、放射腫
瘤

鼻咽癌

備註：
1. （腫瘤）內科：腫瘤內科或癌別相關內科任一即可。
2. （腫瘤）外科：腫瘤外科或癌別相關外科任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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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服務量設定書
癌別
大腸癌
口腔癌
乳癌
子宮頸癌

管理項目組合
大腸癌篩檢服務品質精進
口腔癌篩檢服務品質精進
乳癌篩檢服務品質精進
子宮頸癌篩檢服務品質精進

篩檢品管服務量

1.請依所承辦之癌別，填註篩檢品管服務量，未承辦之項目請勿填寫。
2.服務量達成率分子計算方式如下：
大腸癌篩檢
資格
50 歲以上至未滿 70 歲者
年齡條件
50≦就醫年─出生年≦70
篩檢間隔
二年一次
篩檢間隔檢核條件
當次就醫年─前次就醫年≧2
性別
男性
女性
1.5
0.5
每完成 1 案/分
口腔癌篩檢
30 歲以上目前有嚼檳榔或吸菸習慣者
就醫年─出生年≧30
二年一次
當次就醫年─前次就醫年≧2
女性
男性

資格
年齡條件
篩檢間隔
篩檢間隔檢核條件
篩檢性別佔比條件

2
1

8
1

每完成 1 案/分

乳癌篩檢
資格
年齡條件
篩檢間隔

40 歲以上未滿
45 歲之高危險
群婦女
40≦就醫年-出
生年≦44

45 歲以上未滿 70 歲之婦女
45≦就醫年-出生年≦70

45 歲首篩
(民國 64
當次就醫年– 年出生
當次就醫年–前
前次就醫年 109 年篩
次就醫年≧2
檢者)
≧2
2 年一次

2 年一次

3 年以上
7 年以上 3 年以上
未滿 7 年
當次就醫
3≦當次就
當次就醫年
年–前次
醫年–前次
–前次就醫
就醫年≧
就醫年<7
年≧3
7

篩檢間隔檢核條
母親、女兒、姊
件
妹、祖母或外祖 身障者(預防
一般婦女(預防保健)
母曾患有乳癌之
保健)
婦女(預防保健)
每完成 1 案/分
1
2
1
1.2
1.5
以上皆不重複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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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費乳癌篩
檢
0.5

執行婦女乳房 X 光攝影之醫療機構，應將篩檢結果疑似陽性個案（category 0, 3, 4, 5）轉
介至本署公告核可之「乳癌確認診斷醫療院所」、「乳癌確認診斷及治療醫院」進行複檢、
確診、治療，未符合此規定者不得計分。

子宮頸癌篩檢
資格
30 歲以上
年齡條件
就醫年-出生年≧30
篩檢間隔
3 年以上未滿 7 年
7 年以上
3 年以上
3≦當次就醫年–前次 當次就醫年–前次
當次就醫年–前次就醫年≧3
就醫年<7
就醫年≧7
篩檢間隔檢核條件
自費子宮頸抹
一般婦女
身障者
片檢查
每完成 1 案/分
1
1.6
2
0.5
以上皆不重複計分
計分範例：A 小姐在 106 年做過抹片檢查，109 年接受抹片檢查，列入成績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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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分項 1~7 診療及安寧(基礎建設)應辦事項（含癌症登記）
項目

工作內容

一

癌症登記

1.配合本署政策申報相關資料至指定系統。
2.適用於男、女 10 大癌症，包括：
結直腸癌、肝癌、肺癌、乳癌、子宮頸癌、子宮體癌、子宮未明示部位、卵巢癌、口腔癌（含口咽及下咽等）、主唾液腺癌
症、鼻咽癌、食道癌、胃癌、攝護腺癌、膀胱癌、及血液腫瘤。
二

癌症診療

二-1

1.癌症委員會（或類似單位）組成成員（依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請儘量遵循單一性別成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之

成立全院
性跨科部
之癌症委
員會（或
類似單
位）

規範）
（1）主席須為醫院主管。
（2）委員會之成員組成至少須包含以下：
【醫師成員】：含放射診斷科、病理科、外科系、（腫瘤）內科及放射腫瘤科等部門代表。
【非醫師成員】：含醫院管理、護理、藥劑及營養等部門代表。
2.委員會下可設置工作小組，每小組需設置 Leader，小組數不限。惟，癌症個案管理業務應列入小組中，並於
會議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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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工作內容
3.擬定委員會及各小組之職掌、工作章程及開會頻率。

二-2

1.辦理新診斷癌症個案癌症登記資料之申報

癌症登記 （1）新診斷為男女前 10 癌：結直腸癌、肝癌、肺癌、乳癌、子宮頸癌、子宮體癌、子宮未明示部位、卵巢癌、
資料之管

口腔癌（含口咽及下咽等）、主唾液腺癌症、鼻咽癌、食道癌、胃癌、攝護腺癌、膀胱癌、及血液腫瘤等皆

理與運作

須申報長表資料；其餘癌症申報短表資料。
（2）申報 107 年及 107 年以前新診斷癌症個案之癌症登記資料；申報前應先自行偵錯修改。
支付標準依「醫療機構提報癌症防治資料作業辦法」（民國 98 年 3 月 11 日署授國字第 0980300151 號令
修正條文）規定辦理。
A、長表個案：每案上限 180 元整


第 1 次申報：每案 120 元



追蹤申報：每案 30 元整

B、短表個案：每案 45 元整
註：應追蹤個案分別於 3 年、5 年進行追蹤申報，各支付每案 30 元；如 3 年及 5 年追蹤申報作業合併於第 5 年進行追蹤申報，原 3 年追蹤申
報費 30 元/筆將一併入第 5 年追蹤申報費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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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工作內容
2.分析癌症登記資料，以監測癌症診療品質
運用癌症登記資料庫，分析不同癌症診療資料，瞭解長表癌別之期別分布與期別不詳比率、長短表個案治療
型態與未治療病人百分比，並將分析結果提交癌症委員會（或類似單位），以監測和檢討各癌是否符合診療共
識，並責成相關單位改善，以改善醫療品質。
3.應建立癌症登記資料之正確性及完整性管控機制
（1）設置癌症登記專責醫師負責督導癌症登記申報業務，並分別訂定長、短表欄位申報資料審查辦法。
（2）監測病歷上癌症登記摘錄資訊之正確性及完整性，並依病歷資料審閱結果（如：欄位一致性情形及不詳比
率），提出檢討改善方法。
（3）醫院經審閱申報資料後，如有修正癌登資料庫時，應一併向本署委託單位申報。
（4）視政策需求，配合本署病歷再閱作業。
4.維持癌症登記申報品質
（1） 每年每 400 名新診斷癌症個案，應編制 0.5 名合格癌登技術人員，辦理癌症登記個案資料登錄，如現有癌
登人力不足，應運用本計畫經費增聘人力補足人力；另有關癌症登記資料分析、報告撰寫、公文處理等行
政庶務人力，應排除於癌症登記人力計算內。
（2） 須配合本署委託單位至貴院辦理癌症登記資料一致性再閱之相關作業，以查核醫院癌登資料之一致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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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工作內容
致性過低之醫院，應重申報或進行資料異動。
（3） 到院診斷 1 年內完成資料登錄與申報。每季申報前應先自行偵錯修改，並應本署要求的時程內，完成個案
查詢補正與邏輯待查回覆。
（4） 如癌症登記申報欄位有所增修，則醫院須配合申報資訊系統之相關改版或程式修訂，所需費用由此計畫支
應。

二-3
監測癌症

1. 依本署規定格式申報癌症篩檢及診療品質核心測量指標數值（癌別、指標項目和定義，由本署提供予簽約廠
商）。

診療品質 2. 建立醫院運用各癌之診療品質核心測量指標監測醫院癌症診療品質之機制。
核心測量 3. 監測醫院癌症診療品質，並依據監測結果，針對待改進之指標進行檢討和改善照護品質。
指標
二-4

1. 應成立多專科團隊，每 2 週至少開會 1 次，核心成員（指科別）出席率皆達 70%以上。

建立多專 （1）團隊定義：不以單一特定癌別為限，醫院可將腫瘤部位或治療相近且主要成員科別雷同之腫瘤合併為聯合
科團隊

團隊。亦可單獨形成團隊，惟若腫瘤部位明顯由院內不同成員診療者，不應歸屬同一團隊。癌症及團隊和
核心成員彙整表如附錄 3。癌症診療多專科團隊數之認定，需符合下列條件：
A. 105 年（含）以後任一年度之任一癌別新診斷癌症個案數≧50 例（class0-3）時，該癌別必須成立多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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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工作內容
科團隊或與其他癌別整併成立團隊。
B. 如 105 年（含）以後任一年度之任一癌別新診斷癌症個案數均未達 50 例（class0-3）時，可整併不同
癌別個案數使累計≧50 例而成立多專科團隊，惟所整併的癌別須符合本計畫對可合併癌別之規定。
C. 符合上述條件成立的多專科團隊中，至少應含有四大癌症（子宮頸癌、乳癌、大腸癌及口腔癌）之其中
一種癌症。
D. 討論病患診療計畫外，亦可修正診療指引及定期工作檢討，或進行相關個案教學。
2. 癌委會應針對不同癌症別，訂定每年平均應提多專科團隊討論之百分比（至少 10％），且「討論個案」中至
少應有一半以上之比例著重於問題解決、治療前評估、癌症分期或治療策略。
（1）列入討論之個案：病理、影像檢查結果之呈現與再確認；病人治療方式之多科討論；其他如病人營養、副作
用、心理支持等治療相關事宜。
（2）事前討論定義：新診斷尚未治療個案；新診斷已開始治療個案，但討論增加或改變治療之必要性；已診斷且
完成治療，討論輔助性治療或對於復發及病情惡化之處理；末期病患討論支持性或紓緩性治療之必要性。
3. 依據實證醫學提供治療
（1）由多專科團隊依據實證醫學原則，訂立男、女 10 大癌症診療指引（應納入安寧緩和醫療）
，且定期檢視與
改版，並據以執行臨床癌症之診療。監測和解析診療指引遵循率，並將結果呈交癌委會，且據以提出檢討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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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工作內容
善措施
（2）制訂統一格式之癌症病人專屬治療計畫書，並依據院內診療指引或實證醫學制定治療計畫，並能根據病情
動態變化更新內容，且計畫書可於書面或電子病歷中查閱到。
A、計畫書提供（或更新）時程：診斷後或初次治療、初次復發、主要治療方式或藥物處方改變時。
B、應含基本必要項目：基本資料、診斷、癌症既往史、分期、共病（comorbility）及重要影響預後因數、治療
計畫（手術須呈現術式、化療須呈現 regimens、放療須呈現 dose）。

二-5

1. 病理品質管控

癌症診療

為確保癌症病理診斷品質，應設有解剖病理品質提升小組（或類似單位），並建立病理切片同儕（院內或院

品質之管

際）複閱機制及統一完整之癌症病理組織報告，且有督導及監測機制。品質提升項目至少應包括：

控

（1）制定適合機構之同儕複閱機制及病理報告格式，且確實執行。複閱機制可為以下兩項之ㄧ（由專科醫師進
行複閱、設有科內複閱會議）或其他足以確保病理品質之方法。
（2）應與臨床醫師討論制訂適合醫院之癌症病理組織報告格式，醫院可自行建立各癌別之病理組織報告格式，
惟內容應參考台灣病理學會公告之項目，目前學會公告癌別如下：肺癌、肝癌、口腔癌、結直腸癌、乳癌、
子宮頸癌、食道癌、胃癌、胰臟癌、膀胱癌、攝護腺癌、皮膚癌、子宮內膜癌、淋巴癌、甲狀腺癌、卵巢癌、
腎細胞癌、腎盂及輸尿管上皮癌、威姆氏瘤、神經母細胞瘤、骨瘤、軟組織瘤，以提供臨床治療和追蹤病人
所需資訊，其內容至少應含病理學會建議之各癌必填項目（詳臺灣病理學會網站）
；另肝癌個案應加填「Ish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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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ied staging：architectural changes，fibrosis and cirrhosis」；另攝護腺癌除填列「Gleason’s score」
外應加填「Gleason’s primary and secondary pattern」，乳癌應填列「前導性治療之療效（Response to
Neoadjuvant Therapy）」。報告內容應記載本署公告之癌症登記長表欄位所需登錄之所有病理資訊（含癌
症登記新增之個別癌症特定因子），並監測不詳百分比，據以檢討改進。
（3）在治療前完成惡性腫瘤診斷確認之複閱。複閱機制可由院內專科醫師、科內複閱會議，或院際病理複閱機
制進行。
（4）依本署邀請病理和口病學會綜整出口腔癌與其癌前病變及癌前狀態切片之結果分類，填寫切片結果。
2. 影像診斷品質管控
醫學影像部門應建立癌症影像診斷品質提升辦法，且據以執行，並將執行過程及結果作成書面紀錄，經統計
分析後訂立改善措施。
（1）應與臨床醫師討論制訂適合醫院之癌症影像診斷報告格式（醫院可自行建立院內有收治之各癌別影像報告
格式，內容可參考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公告之項目，目前學會公告癌別如下：鼻咽癌、食道癌、肺癌、攝
護腺癌、子宮頸癌、子宮內膜癌、膀胱癌、結直腸癌、胃癌及肝癌、口腔癌、口咽癌、下咽癌、胰臟癌、腎
細胞癌、卵巢癌、喉癌、膽管癌、骨肉瘤及腸胃間質瘤，以提供臨床治療和追蹤病人所需資訊，並具有癌症
診斷之必要項目（如腫瘤位置、大小、淋巴轉移及遠側轉移等）
，其內容至少應含放射線醫學會建議之各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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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填項目（詳放射線醫學會網站）。
（2）針對癌症影像診斷報告品質設有監測機制，並依據監測結果進行統計分析及檢討改善。
3. 放射線治療安全管控（若該院無放射部門，則此項目可不列入應辦事項）
（1）放療部門應針對常見癌症，制訂根治性目的之放射線治療標準政策與執行程序，並確實執行，以確保放療
從定位至治療過程中，照射範圍與劑量的正確及安全。
A. 經由院內共識並依據實證醫學精神至少制定 4 癌，並視需要定期檢視或改版。
B. 積極推廣落實和建立監測機制；並將品質監測結果進行分析統計後呈交癌委會，且據以檢討和改善措施。
（2）醫院應依據放射腫瘤醫學會建議之放射治療摘要報告必填項目，制定院內統一之放射治療摘要報告書，已
完成根治性目的之放射治療個案，放射治療醫師應完整填寫摘要書，置於醫院病歷內。治療期間之副作用
或合併症，並包含新病人評估記錄及完成記錄。
4. 化學治療安全管控
應提供標準作業規範，包括抗癌藥物調劑標準作業規範、抗癌藥物給藥標準作業規範、抗癌藥物處方開立之
標準作業流程（針對通用之抗癌藥物處方，訂立全院一致之調劑方法、給藥劑量及給藥方式等）
，並建立各癌
共識之院內通用的 Adjuvant、Neoadjuvant（含 curative CCRT）處方，並定期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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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癌症照護

三-1

1. 提升護理人員照護知能：訂定護理作業準則且持續更新（或審閱）亦或參考腫瘤護理學會發展之照護指引，經

提升護理

由院方公告和辦理教育訓練落實之，並持續監測落實程度，且據以檢討和具體改善，準則至少應包含下列 5

照護品質

種，每一種由各院自訂監測指標，每半年至少全院監測一次，並有報表和分析，格式不拘：
（1）細胞毒性物質處理（含化療藥物外滲、安全防護、運送及廢棄物處置）
。
（2）管路照護：至少包含 Port-A、Hickmen、PICC。
（3）化療/放射治療後之免疫不全（白血球低下）
：應包含保護性隔離照護準則。
（4）疼痛控制：重點在於癌症病人的疼痛評估及處理，且應包含評估工具。
（5）口腔黏膜炎照護：重點為癌症病人接受化學及放射線治療時，口腔黏膜炎之預防及處置照護。
2. 照護癌症病人的所有病房，經由分析病房照護問題後，應至少提出執行 2 項癌症專科照護品質監測計畫，並訂
定目標值能持續監測，且能據以檢討和提出有效的改善。

三-2

推廣癌症病人安寧緩和療護服務，提供癌症末期病人所需之安寧緩和療護服務

癌症病人 1. 成立安寧緩和療護服務團隊，提供院內癌症病人安寧緩和療護服務。
安寧緩和 2. 建立癌末病人安寧療護服務轉介機制，訂定安寧緩和療護服務轉介之標準作業流程（SOP）。
療護

（如有提供安寧住院、安寧共照及安寧居家等三種照護模式者，則完善的轉診服務應包含此三種模式之轉介服
務機制，如僅提供二種照護模式，則請轉診服務應包含該二種模式之轉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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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訂定院內癌症死亡病人死前 1 年接受安寧緩和療護之比率，並監測預設目標之達成情形，若未達成則須提出
檢討改善方法。
4. 依本署規定提報安寧緩和療護服務資料，並須派員參與本署或委託單位辦理的安寧緩和相關訓練。

三-3

提升院內癌症病人營養服務品質，並依據癌症患者需求主動提供專業營養照護或飲食衛教。

癌症病人 1. 至少配置 1 名營養師專責癌症營養業務。
營養照護 2. 建立癌症病人營養照會評估標準與會診機制（SOP）。
（頭頸癌 3. 訂定癌症病人接受營養篩選有營養問題者，獲得營養照護或飲食衛教之比率，並監測預設目標之達成情形，若
或消化系

未達成則須提出檢討改善方法。

癌症）

4. 針對低收入戶有營養品補給需求時，應予關懷並轉介社工尋求相關資源協助補給。

三-4

1. 建立院內癌症個案領航管理照護制度，並聘請專任個案管理人員提供服務：

癌症個案 （1）訂定個管人員之職責和工作規範。
管理服務 （2）個案管理師應接受相關教育訓練。
（3）年度全癌新診斷個案數，每 350 例應至少編制一名專任個案管理師。
（4）整理分析收案管理資料，並持續進行檢討改善及評值。
2 統計與申報經院內診斷但卻完全未接受治療的病人所佔比率，並敘明原因及提出檢討改善策略。
3 鼓勵針對居住偏鄉地區（例如：苗栗、南投、台東、澎湖等縣）病人，提供轉介在地化療、放療及安寧照護
等服務，並建立合作或轉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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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5

醫院應整合院內與民間機構資源，建立癌症資源中心服務模式，讓癌症病友及家屬能透過該窗口服務，連結其所

癌症資源 需的資訊、資源與支持。
中心服務 1. 醫院應設置「癌症資源中心」為權責單位，負責提供癌症病友所需之相關資源與服務。
2. 「癌症資源中心」應設置專任人員（以具護理、社工背景之專業醫療人員或相關領域人員為優先）。
3.定期提報癌症病友及家屬個案服務相關資料至指定系統。
4. 建立癌症病友服務轉介機制，訂定癌症病友服務轉介之標準作業流程（SOP）及服務內容。
5. 服務內容應連結民間機構或病友團體及院內資源，提供資訊、支持及資源服務，並運用不同宣傳方式宣導癌症
資源中心。
6. 應結合、運用民間機構或病友團體（院內或院外） 及其他醫院「癌症資源中心」等服務資源，運用跨院際合
作，發展地區資源網絡。
7.應建立與腫瘤個案管理師合作機制，共同協助癌症篩檢後不追蹤確診及確診後不治療病人之導航。
三-6

1. 院內需配置 1 名心理師（不限臨床或諮商心理師）專責癌症患者心理腫瘤業務。

癌症個案 2. 提供該項服務之心理師每年至少應接受 1 次本署委託、或補助辦理、或相關單位辦理之專業繼續教育課程，並
心理腫瘤

有相關證明（課程內容、辦理單位及課程時數皆不限，心理師應視照護癌症病人之需求，擇定並參與能強化或

服務

提升自我專業之繼續教育課程）。
3. 服務內容
（1）心理師提供院內癌症患者心理服務，應有適當的專屬服務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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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癌症住院病患提供情緒壓力篩選，並依院內照會標準會診精神科醫師、心理師或社會工作師等後，依據
精神或心理診斷提供心理支持或藥物治療。
（3）醫療照護人員應定期監測將癌症住院患者之情緒壓力。
（4）對於有自殺意圖或行為的癌症患者，以院內病人安全機制，提供自殺防治服務。
心理師統計癌症住院病人心理腫瘤服務量，將該等資料回饋院內醫療單位，並透過會議或聯合討論會等方式與醫
療團隊溝通和提出專業建議，以增進照護品質。

三-7

1. 規劃院內癌症醫病共享決策的執行流程及推動與執行團隊。

癌症醫病 2. 新增 1 個常見癌症的診斷或治療作為推動的 SDM 主題，進行臨床的推動。
共享決策 3. 利用重要會議（如：院務會議、各科部會議）
，進行 SDM 宣導及教育訓練，幫助臨床醫療人員充分瞭解院內所
推動 SDM 之執行模組。如：播放 SDM 線上教學影片，辦理全院性 SDM 推廣課程等。
4. 收集病人使用 SDM 模式後之成效問卷，瞭解民眾實際參與情形及滿意度。
5. 配合本署發展或醫院發展之 LDCT 醫病共享決策輔助工具，推動對院內自費健檢做 LDCT 的民眾提供符合民
眾的選擇。
三-8

1.癌症登記技術人員全年至少須接受 4 小時癌症登記繼續教育訓練（不含線上癌登課程），該訓練課程可參與相

在職人員 關學會辦理的癌登繼續教育課程、或參與他院辦理的癌登繼續教育課程、或醫院自行辦理的癌登繼續教育課程；
繼續教育 惟為因應 AJCC 期別改版及多發癌症規則修訂，前述 4 小時癌症登記繼續教育訓練宜以相關課程為優先考量。
（註：因應 AJCC 改版，癌症登記人員如需購買 AJCC 第 8 版書籍，則費用得於本計畫案內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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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另因應 AJCC 期別改版及多發癌症規則修訂，倘若本署有針對醫師委託辦理前述相關課程，則相關醫師（如癌
症登記負責醫師、或癌症病理醫師、或癌症診療醫師）得配合參加，以利院內癌症登記申報。
3.全年至少需辦理 2 場全院性癌症診療照護在職教育，及至少 1 場安寧緩和療護在職教育。
4.須配合本署委辦之學會派相關專業人員參與政策研討或教育訓練、安寧緩和照護及癌症醫病共享決策教育訓
練，相關訓練辦法，本署將於管考系統後續公告。
註：本署委託之相關單位後續如有針對醫師、護理師、社工師、心理師及靈性關懷人員等舉辦安寧緩和照護課程，
本署將於管考系統公告，不另行發文，爰，如有請假需求，請各醫院依據管考系統公告內容據以辦理。

三-9

1. 為發展癌症運動與復健照護，加強防癌及癌症病人生活品質，醫院應建立癌症運動復健相關規範或指引，包

癌症運動 括促進運動防癌及罹癌後的運動與復健照護。
與復健

（1） 促進運動防癌：於院內針對民眾或慢性病族群，建立防癌運動規範，並辦理運動防癌講座及運動訓練班。
（2） 罹癌後的運動與復健：應落實院內已制定的 3 項癌症（特別是頭頸癌、乳癌或肺癌等）
，適時修訂或新增
癌症運動復健指引，於病人治療前（手術、放射線治療或化學治療等）
，照會復健科，評估並規畫提供物理治療、
職能治療或語言治療等，並記錄於病歷中。
（3） 監測：應於流程制定後進行院內宣導，並建立監測機制。
（4） 檢討改善：針對院內癌症運動與復健之執行情形進行相關統計及分析，並提報院內癌委會進行檢討與提
出改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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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定組織章程且具實際運作之事實。
三-10 建 1、設有全院性之癌症委員會（或類似單位）
立兒童癌 2、癌症委員會成員應由具癌症診療專長之醫師、醫師以外之醫療相關人員以及其他行政單位人員等共同組成，
症診療品 且至少須涵蓋表一所列科別。
質 單 位 3、癌症委員會（或類似單位）每季至少須召開一次會議。癌症委員會成員之年度平均整體出席率至少須達 70％。
（分項 1-3
必辦）

4、成員組成：小兒科（腫瘤或內科）
、小兒外科（外科）
、影像診斷科、解剖病理科、放射腫瘤科、醫院管理、護
理、藥物、營養等（醫院可依個別狀況調整之）。

三-11

1、分項 1-3 應至少成立一個兒童癌症相關團隊，且每月召開 1-2 次會議(若無個案則毋需召開)，核心成員出席率

兒童診療 皆達 70%以上。分項 3 若未成立兒童癌症相關團隊，建議轉介或與分項 1-3 有成立兒童癌症相關團隊有跨院討論
管 理 - 多 案例之合作機制；其他 4-9 分項未成立團隊者應有適當的轉介機制。
專科團隊 2、兒童癌症相關團隊核心成員出席率以科別（部門）計算，至少須包含下列科別（部門）
：小兒科（腫瘤或內科）
、
運作

小兒外科（外科）、影像診斷科、病理科、放射腫瘤科、個案管理師。

（分項 1-3 3、多專科團隊會議內容建議可包含：討論病人診療計畫、修正診療指引、定期工作檢討、相關個案教學。
必辦）

三-12

1、建立院內腫瘤個案管理照護制度，並訂定以病人照護為中心的個案管理師之職責與工作規範。

兒童腫瘤 2、至少聘請一名專任兒癌腫瘤個案管理師，該員須接受腫瘤個案管理相關教育訓練，並確實執行職責與工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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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管理 範。
照護制度 3、將收案管理資料進行彙整及分析並建立癌症個案管理指標監測機制，且確實執行。
（分項 1-3
必辦）

4、癌症個案管理指標監測結果須回饋各多專科團隊進行報告及檢討，並將討論結果（或改善方案）提交癌委會
（或類似單位）。
5、腫瘤個案管理師之職責與工作規範至少須包含以下：
(1) 建立癌症病人個案管理照護模式，能評估個案及家屬需求，提供整合性、持續性之個案管理照護，病人確診
後五年內應定期追蹤。
(2) 參與多專科團隊會議，並協助個案照護相關決議事項之追蹤。
(3) 執行癌症個案管理指標監測及原因分析，例如：確診後未完成治療個案、確認復發後未完成治療個案之原因
分析等。
6、個案管理照護範圍應包含年度新診斷 Class 1~2 之個案，年度新診斷但未於本院接受首次療程之個案（Class
0），需有追蹤機制（至少 2 次）並有紀錄。
7、從事病人個案管理相關工作之腫瘤個案管理師，至少需於到職一年內接受腫瘤個案管理師相關訓練。

三-13 建 推廣兒童癌症安寧緩和療護服務，提供兒童癌症末期所需之安寧緩和療護服務
立兒童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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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安寧緩 1.成立兒童安寧緩和療護服務團隊，提供院內兒童癌症安寧緩和療護服務。
和服務機

2.建立兒童癌末安寧緩和療護服務轉介機制，訂定兒童安寧緩和醫療照護及轉介之標準作業流程（SOP）。

制（分項 13 必辦）

3.於院內辦理兒童安寧緩和療護繼續教育課程，並派兒童醫療照護人員參與本署推動安寧緩和療護之相關課程。
4.於院內宣導及運用本署公告之兒童安寧緩和照護指引，辦理兒童安寧緩和教育訓練。

三-14 將 建立晚期癌症（advanced cancer）病人於住院、門診或日間照護接受適時安寧緩和醫療（Timely palliative care）
緩和照護 的照護標準，並在一種癌別或一個腫瘤相關病房（安寧病房除外）開始實行。
整合到癌 重點：
症照護標

1. 晚期癌症（advanced cancer）定義：癌症出現遠處轉移或復發，但透過治療仍可延長病人生命。

準中
2. 照護標準應包含啟動轉介緩和醫療之條件、轉介流程與照護服務內容等。
3. 緩和照護團隊應包含醫師（安寧專科醫師及腫瘤治療專科醫師）、護理師、社工師、心理師、靈性關懷人員
等。可由現有安寧緩和照護團隊或多專科團隊中成立功能小組負責辦理。
4. 緩和照護團隊成員應接受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內容至少應涵蓋身心症狀處理、共同醫療決策及照護者支持等
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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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分項 8~9 基礎建設應辦事項（含癌症登記）
項目

工作內容

一

癌症登記

配合本署政策申報癌症診療相關資料至指定系統。
二-1

1. 癌症委員會（或類似單位）組成成員（依性別平等法規定，請儘量遵循單一性別成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之規範）

成立全 （1）主席須為醫院主管。
院性跨 （2）委員會之成員組成至少須包含以下：
科部之
癌症委

【醫師成員】
：含放射診斷科、病理科、外科系、
（腫瘤）內科等部門代表，若有放射腫瘤科則須列入；離島若無病
理科醫生可與合作醫院共參與。

員會
（或類

【非醫師成員】：含醫院管理、護理、藥劑及營養等部門代表。

似單

2. 委員會下可設置工作小組，每小組需設置

位）

3. 擬定委員會及各小組之職掌、工作章程及開會頻率。

二-2

1. 辦理新診斷癌症個案癌症登記資料之申報

leader，小組數不限。惟，癌症個案管理小組為必小組。

癌症登 （1）由新診斷為男女前 10 癌：結直腸癌、肝癌、肺癌、乳癌、子宮頸癌、子宮體癌、子宮未明示部位、卵巢癌、
記資料 口腔癌（含口咽及下咽等）
、主唾液腺癌症、鼻咽癌、食道癌、胃癌、攝護腺癌、膀胱癌、及血液腫瘤等癌別中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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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 長表資料；其餘癌症則申報短表資料。
管理與 （2）申報 106 年及 106 年以前新診斷癌症個案之癌症登記資料；申報前應先自行偵錯修改。
運作

（3）支付標準依「醫療機構提報癌症防治資料作業辦法」
（民國 98 年 3 月 11 日署授國字第 0980300151 號令修
正條文）規定辦理；請於計畫補助上限額度內預估申報費金額，屆時將依醫院申報至本局所委託癌症登記工作小組
之個案數為計算基準，如醫院登錄費高於預估金額得於計畫經費內勻支。
A. 長表個案：每案上限 180 元整
 第 1 次申報：每案 120 元
 追蹤申報：每案 30 元整
B. 短表個案：每案 45 元整
註：應追蹤個案分別於 3 年、5 年進行追蹤申報，各支付每案 30 元；如 3 年及 5 年追蹤申報作業合併於第 5 年進行追蹤申報，原 3
年追蹤申報費 30 元/筆將一併入第 5 年追蹤申報費撥付

2. 分析癌症登記資料，以監測癌症診療品質
運用癌症登記資料庫，分析不同癌症診療資料，瞭解長表癌別之期別分布與期別不詳比率、長短表個案治療型
態與未治療病人百分比，並將分析結果提交癌症委員會（或類似單位），以監測和檢討各癌是否符合診療共識，並
責成相關單位改善，以改善醫療品質。
3. 應建立癌症登記資料之正確性及完整性管控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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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設置癌症登記專責醫師負責督導癌症登記申報業務，並分別訂定長、短表欄位申報資料審查辦法。
（2）監測病歷上癌症登記摘錄資訊之正確性及完整性，並依病歷資料審閱結果（如：欄位一致性情形及不詳比率），
提出檢討改善方法。
（3）醫院經審閱申報資料後，如有修正癌登資料庫時，應一併向本署委託單位申報。
（4）視政策需求，配合本署病歷再閱作業。
4. 維持癌症登記申報品質
（1） 每年每 400 名新診斷癌症個案，應編制 0.5 名合格癌登技術人員，辦理癌症登記個案資料登錄，如現有癌登
人力不足，應運用本計畫經費增聘人力補足人力；另有關癌症登記資料分析、報告撰寫、公文處理等行政庶務人力，
應排除於癌症登記人力計算內。
（2） 須配合本署委託單位至貴院辦理癌症登記資料一致性再閱之相關作業，以查核醫院癌登資料之一致性，一致
性過低之醫院，應重申報或進行資料異動。
（3） 到院診斷 1 年內完成資料登錄與申報。每季申報前應先自行偵錯修改，並應本署要求的時程內，完成個案查
詢補正與邏輯待查回覆。
（4） 如癌症登記申報欄位有所增修，則醫院須配合申報資訊系統之相關改版或程式修訂，所需費用由此計畫支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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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

1. 依本署規定格式申報癌症篩檢及診療品質核心測量指標數值（癌別、指標項目和定義，由本署提供予簽約廠商）
。

監測癌 2. 建立醫院運用各癌之診療品質核心測量指標監測醫院癌症診療品質之機制
症診療 3. 監測醫院癌症診療品質，並依據監測結果，針對待改進之指標進行檢討和改善照護品質。
品質癌
症診療
品質核
心測量
指標
二-4

1. 醫院應由多專科團隊，依據實證醫學原則訂立申請癌別之診療指引，且視需要定期檢視或改版，並據以執行臨床

建立多 癌症之診療。
專科團 （1）團隊定義：不以單一特定癌別為限，醫院可將腫瘤部位或治療相近且主要成員科別雷同之腫瘤合併為聯合 團
隊

隊。亦可單獨形成團隊，惟若腫瘤部位明顯由院內不同成員診療者，不應歸屬同一團隊。癌症及團隊和核心成員彙
整表如附錄 3。
（2）癌症診療多專科團隊數之認定，需符合下列條件：
A. 105 年（含）以後任一年度之任一癌別新診斷癌症個案數≧50 例（Class 0~3，含原位癌）時，該癌別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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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成立多專科團隊或與其他癌別整併成立團隊。
B. 105 年（含）以後任一年度之任一癌別新診斷癌症個案數均未達 50 例（Class 0~3，含原位癌）時，可整
併不同癌別個案數使累計≧50 例而成立多專科團隊，惟所整併的癌別須符合本計畫對可合併癌別之規定。
C.

符合上述條件成立的多專科團隊中，至少應含有四大癌症（子宮頸癌、乳癌、大腸癌及口腔癌）之其中
一種癌症。

D.

討論病患診療計畫外，亦可修正診療指引及定期工作檢討，或進行相關個案教學。

（3）依據實證醫學精神，參酌國情並經由院內共識制訂申請癌別之診療指引，並有完整討論紀錄佐證。
（4）有院內公告、推廣之機制及相關紀錄，並視需要定期檢視或改版。
（5）針對申請癌別之診療指引遵循率設有監測機制。
（6）將監測結果進行統計分析並檢討後呈交癌症醫療品質監督單位。
2. 醫院應訂定多專科團隊會議召開之適當頻率並確實執行，且應於團隊會議中針對個案之治療前評估、癌症分期
或治療策略進行討論。
（1）成立申請癌別之多專科團隊，且該癌別每月召開兩次會議，並有相關佐證資料。
（2）核心成員（指科別）出席率皆達 70%以上。
（3）申請癌別提送多專科團隊討論個案之百分比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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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事前討論（新診斷尚未治療個案；新診斷已開始治療個案，但討論增加或改變治療之必要性；已診斷且完成
治療，討論輔助性治療或對於復發及病情惡化之處理；末期病患討論支持性或紓緩性治療之必要性）之個案比率應
達該癌症別個案總數的 10%，並能將事前討論之結果呈現於病歷上。
3. 依據實證醫學提供治療
（1）由多專科團隊依據實證醫學原則，訂立院內常見 10 大癌症診療指引（應納入安寧緩和醫療），且定期檢視與
改版，並據以執行臨床癌症之診療。監測和解析診療指引遵循率，並將結果呈交癌委會，且據以提出檢討改善措施
（2）制訂統一格式之癌症病人專屬治療計畫書，並依據院內診療指引或實證醫學制定治療計畫，並能根據病情動
態變化更新內容，且計畫書可於書面或電子病歷中查閱到。
A、計畫書提供（或更新）時程：診斷後或初次治療、初次復發、主要治療方式或藥物處方改變時。
B、應含基本必要項目：基本資料、診斷、癌症既往史、分期、共病（comorbility）及重要影響預後因數、治療計畫
（手術須呈現術式、化療須呈現 regimens、放療須呈現 dose）。

二-5
癌症診

1. 病理品質管控
為確保癌症病理診斷品質，應設有解剖病理品質提升小組（或類似單位），並建立病理切片同儕（院內或院際）

療品質 複閱機制及統一完整之癌症病理組織報告，且有督導及監測機制。品質提升項目至少應包括：
之管控

（1） 制定適合機構之同儕複閱機制及病理報告格式，且確實執行。複閱機制可為以下兩項之ㄧ（由專科醫師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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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複閱、設有科內複閱會議）或其他足以確保病理品質之方法。
（2） 應與臨床醫師討論制訂適合醫院之癌症病理組織報告格式，醫院可自行建立各癌別之病理組織報告格
式，惟內容應參考台灣病理學會公告之項目，目前學會公告癌別如下：肺癌、肝癌、口腔癌、結直腸癌、乳
癌、子宮頸癌、食道癌、胃癌、胰臟癌、膀胱癌、攝護腺癌、皮膚癌、子宮內膜癌、淋巴癌、甲狀腺癌、卵
巢癌、腎細胞癌、腎盂及輸尿管上皮癌、威姆氏瘤、神經母細胞瘤、骨瘤、軟組織瘤，以提供臨床治療和追
蹤病人所需資訊，其內容至少應含病理學會建議之各癌必填項目（詳臺灣病理學會網站）；另肝癌個案應加
填「Ishak modified staging：architectural changes，fibrosis and cirrhosis」；另攝護腺癌除填列「Gleason’s
score」外應加填「Gleason’s primary and secondary pattern」，乳癌應填列「前導性治療之療效（Response
to Neoadjuvant Therapy）」。報告內容應記載本署公告之癌症登記長表欄位所需登錄之所有病理資訊（含
癌症登記新增之個別癌症特定因子），並監測不詳百分比，據以檢討改進。
（3） 在治療前完成惡性腫瘤診斷確認之複閱。複閱機制可由院內專科醫師、科內複閱會議，或院際病理複閱機
制進行。
（4） 依本署邀請病理和口病學會綜整出口腔癌與其癌前病變及癌前狀態切片之結果分類，填寫切片結果。
（5） 依本署邀請病理和消化系相關學會綜整出結直腸息肉報告格式，填寫病理結果，並進行資料上傳。
2. 影像診斷品質管控
醫學影像部門應建立癌症影像診斷品質提升辦法，且據以執行，並將執行過程及結果作成書面紀錄，經統計分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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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改善措施。
（1）應與臨床醫師討論制訂適合醫院之癌症影像診斷報告格式（醫院可自行建立院內有收治之各癌別影像報告格
式，內容可參考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公告之項目，目前學會公告癌別如下：鼻咽癌、食道癌、肺癌、攝護腺癌、
子宮頸癌、子宮內膜癌、膀胱癌、結直腸癌、胃癌及肝癌、口腔癌、口咽癌、下咽癌、胰臟癌、腎細胞癌、卵巢癌、
喉癌、膽管癌、骨肉瘤及腸胃間質瘤，以提供臨床治療和追蹤病人所需資訊，並具有癌症診斷之必要項目（如腫瘤
位置、大小、淋巴轉移及遠側轉移等）
，其內容至少應含放射線醫學會建議之各癌必填項目（詳放射線醫學會網站）
。
（2）針對癌症影像診斷報告品質設有監測機制，並依據監測結果進行統計分析及檢討改善。
3. 放射線治療安全管控（若該院無放射部門，則此項目可不列入應辦事項）
（1）放療部門應針對常見癌症，制訂根治性目的之放射線治療標準政策與執行程序，並確實執行，以確保放療從
定位至治療過程中，照射範圍與劑量的正確及安全。
A. 經由院內共識並依據實證醫學精神至少制定 4 癌，並視需要定期檢視或改版。
B. 積極推廣落實和建立監測機制；並將品質監測結果進行分析統計後呈交癌委會，且據以檢討和改善措施。
（2）醫院應依據放射腫瘤醫學會建議之放射治療摘要報告必填項目，制定院內統一之放射治療摘要報告書，已完
成根治性目的之放射治療個案，放射治療醫師應完整填寫摘要書，置於醫院病歷內。治療期間之副作用或合併症，
並包含新病人評估記錄及完成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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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化學治療安全管控
應提供標準作業規範，包括抗癌藥物調劑標準作業規範、抗癌藥物給藥標準作業規範、抗癌藥物處方開立之標
準作業流程（針對通用之抗癌藥物處方，訂立全院一致之調劑方法、給藥劑量及給藥方式等）
，並建立各癌共識之
院內通用的 Adjuvant、Neoadjuvant（含 curative CCRT）處方，並定期改版。

三

癌症照護

三-1

1. 提升護理人員照護知能：訂定護理作業準則且持續更新（或審閱）亦或參考腫瘤護理學會發展之照護指引，經由

提升護 院方公告和辦理教育訓練落實之，並持續監測落實程度，且據以檢討和具體改善，準則至少應包含下列 5 種，每一
理照護 種由各院自訂監測指標，每半年至少全院監測一次，並有報表和分析，格式不拘：
品質

（1）細胞毒性物質處理（含化療藥物外滲、安全防護、運送及廢棄物處置）
。
（2）管路照護：至少包含 Port-A、Hickmen、PICC。
（3）化療/放射治療後之免疫不全（白血球低下）
：應包含保護性隔離照護準則。
（4）疼痛控制：重點在於癌症病人的疼痛評估及處理，且應包含評估工具。
（5）口腔黏膜炎照護：重點為癌症病人接受化學及放射線治療時，口腔黏膜炎之預防及處置照護。
2. 照護癌症病人的所有病房，經由分析病房照護問題後，應至少提出執行 2 項癌症專科照護品質監測計畫，並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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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內容
定目標值能持續監測，且能據以檢討和提出有效的改善。

三-2

推廣癌症病人安寧緩和療護服務，提供癌症病人所需之安寧緩和療護服務

癌症病 1. 成立安寧緩和療護服務團隊，提供院內癌末病人安寧緩和療護服務。
人安寧 2. 建立癌末病人安寧緩和療護服務轉介機制，訂定安寧緩和療護轉介之標準作業流程（SOP）。
緩和療
護

（如有提供安寧住院、安寧共照及安寧居家等三種照護模式者，則完善的轉診服務應包含此三種模式之轉介服務機
制，如僅提供二種照護模式，則請轉診服務應包含該二種模式之轉介機制）
3. 訂定院內癌症死亡病人死前 1 年接受安寧緩和療護之比率，並監測預設目標之達成情形，若未達成則須提出檢
討改善方法。
4. 依本署規定提報安寧緩和療護服務資料，並須派員參與本署或委託單位辦理的安寧緩和相關訓練。

三-3

1. 建立院內癌症個案領航管理照護制度，並聘請專任個管人員至少 1 名提供服務：

癌症個 （1）訂定個管人員之職責和工作規範。
案管理 （2）個案管理師應接受相關教育訓練。
服務

（3）應聘有個管人員至少 1 名（惟，超過 350 例應增列 1 名專任，小於 350 例可以兼任）
。
（4）整理分析收案管理資料，並持續進行檢討改善及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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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統計與申報經院內診斷但卻完全未接受治療的病人所佔比率，並敘明原因及提出檢討改善策略。
4. 鼓勵針對居住偏鄉地區（例如：苗栗、南投、台東等縣）病人，提供轉介在地化療、放療及安寧照護等服務，並
建立合作或轉介機制。

三-4

提升院內癌症病人營養服務品質，並依據癌症患者需求主動提供專業營養照護或飲食衛教。

癌症病 1. 至少配置 1 名營養師專責癌症營養業務。
人營養 2. 建立癌症病人營養照會評估標準與會診機制（SOP）。
照

護

3. 訂定癌症病人接受營養篩選有營養問題者，獲得營養照護或飲食衛教之比率，並監測預設目標之達成情形，若未

（頭頸
癌或消

達成則須提出檢討改善方法。

化 系 癌 4. 針對低收入戶有營養品補給需求時，應予關懷並轉介社工尋求相關資源協助補給。
症）

三-5
癌症醫
病共享
決策

1. 規劃院內癌症醫病共享決策的執行流程及推動與執行團隊。
2. 新增 1 個常見癌症的診斷或治療作為推動的 SDM 主題，進行臨床的推動。
3. 利用重要會議（如：院務會議、各科部會議），進行 SDM 宣導及教育訓練，幫助臨床醫療人員充分瞭解院內所
推動 SDM 之執行模組。如：播放 SDM 線上教學影片，辦理全院性 SDM 推廣課程等。
4. 收集病人使用 SDM 模式後之成效問卷，瞭解民眾實際參與情形及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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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配合本署發展或醫院發展之 LDCT 醫病共享決策輔助工具，推動對院內自費健檢做 LDCT 的民眾提供符合民眾
的選擇。

三-6

1. 癌症登記技術人員全年至少須接受 4 小時癌症登記繼續教育訓練（不含線上癌登課程），該訓練課程可參與相關

在職人

學會辦理的癌登繼續教育課程、或參與他院辦理的癌登繼續教育課程、或醫院自行辦理的癌登繼續教育課程；惟

員繼續

為因應 AJCC 期別改版及多發癌症規則修訂，前述 4 小時癌症登記繼續教育訓練宜以相關課程為優先考量。
（註：

教育

因應 AJCC 改版，癌症登記人員如需購買 AJCC 第 8 版書籍，則費用得於本計畫案內支應。）
2. 另因應 AJCC 期別改版及多發癌症規則修訂，倘若本署有針對醫師委託辦理前述相關課程，則相關醫師（如癌症
登記負責醫師、或癌症病理醫師、或癌症診療醫師）得配合參加，以利院內癌症登記申報。
3. 全年至少需辦理 2 場全院性癌症診療照護在職教育。
4. 須配合本署委辦之學會派相關專業人員參與政策研討或教育訓練、安寧緩和照護及癌症醫病共享決策教育訓練。
註：本署委託之相關單位後續如有針對醫師、護理師、社工師、心理師及靈性關懷人員等舉辦安寧緩和照護課程，
本署將於管考系統公告，不另行發文，爰，如有請假需求，請各醫院依據管考系統公告內容據以辦理。

三-7

建立晚期癌症（advanced cancer）病人於住院、門診或日間照護接受適時安寧緩和醫療（Timely palliative care）

將緩和 的照護標準，並在一種癌別或一個腫瘤相關病房（安寧病房除外）開始實行。
照護整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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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到癌 1. 晚期癌症（advanced cancer）定義：癌症出現遠處轉移或復發，但透過治療仍可延長病人生命。
症照護
標準中 2. 照護標準應包含啟動轉介緩和醫療之條件、轉介流程與照護服務內容等。
3. 緩和照護團隊應包含醫師（安寧專科醫師及腫瘤治療專科醫師）、護理師、社工師、心理師、靈性關懷人員等。
可由現有安寧緩和照護團隊或多專科團隊中成立功能小組負責辦理。
4. 緩和照護團隊成員應接受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內容至少應涵蓋身心症狀處理、共同醫療決策及照護者支持等面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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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院內 C 型肝炎陽性個案之追蹤治療方案(分項 1-2 擇優選辦)
1. 屬分項 1-3 者且 106 年醫院之 C 型肝炎篩檢量達 8,000 名以上者，得選
擇辦理。
2. 醫院可以使用院內 C 型肝炎陽性個案名冊進行召回，亦可請健保署、衛
生局協助提供院內名單。
3. 請醫院參考「C 型肝炎篩檢陽性個案追蹤建議流程｣(如附件)，依院內實
際作業方式訂定院內召回之作業流程，並據以執行。
4. 醫院進行 C 型肝炎陽性個案召回，每家至少召回 2,500 名及 200 名接受
召回治療，資料依本署格式(詳見管考系統)建檔上傳，召回對象須為 107
年(含)前診斷為 C 型肝炎陽性個案者。
5. 醫院成功召回 C 型肝炎陽性個案須進行 HCV 病毒量檢測，須依本署格式
建檔上傳(含病毒檢測結果)。
6. 醫院成功召回 C 型肝炎陽性個案，且符合健保署規範給予治療者，須完
成前 2 項流程及依本署格式建檔上傳(含治療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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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型肝炎篩檢陽性個案追蹤建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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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計畫書格式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補助辦理
「109年全方位癌症防治策進計畫」

年

度： 109

計畫名稱：
「109年全方位癌症防治策進計畫」

申請機構：

計畫主持人：

簽名：

填報日期：

註:本計畫書限用中文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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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經歷說明書 ...................................................................... （ ）
（二） 與本次申請計畫主題相關之研究或工作計畫清單

（ ）

三、醫院專業人力薪資標準 ........................................................... （ ）
四、如為聯合承包醫療院所之形式者，須提供「佐證資料」，
如合作意向書、合約、合作備忘錄等影本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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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全方位癌症防治策進計畫」
計畫書
附件 5-1、 綜合資料

分項項次

計畫名稱
申請單位

申請機構統一編號

醫療機構代碼
執行期限

年度

計畫
人力

（8 位數）
自

年

月

日（自合約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
請填本年度之計畫申請金額

主管機關
核定金額

申請金額

人事費

(填寫計畫書時此欄免填)

業務費

109

合計

計畫主持人

職

電

傳

稱

話

真

職

電

傳

稱

話

真

e-mail
連絡地址
計畫連絡人
e-mail
連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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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 計畫書項目對照檢核表

頁
碼

項目
癌症
預防及
篩檢

無檳醫院營造及癌症篩檢

癌症診
癌症診療（項目 2-1~2-5）
療品質
提升基
礎建設
(含癌症
癌症照護（項目 3-1~3-14）
登記)

創新計
畫
輔導其
他醫院
辦理癌
症防治
院內 C
型肝炎
陽性個
案之追
蹤治療

創新推動癌症防治六大類別

癌症診療品質認證(分項 1-2(擇優選辦))
離島地區醫院(分項 1-5(擇優選辦))

院內 C 型肝炎陽性個案之追蹤治療(分項 1-3
擇優選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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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附件 5-3、 計畫內容
3.1 計畫背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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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計畫目標、計畫內容及辦理方式、預期效益
一、癌症預防及篩檢
項 目
1-1 資料上傳作業
一、計畫目標
二、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三、預期效益
項 目

1-2 篩檢社區配合

一、計畫目標
二、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三、預期效益
項 目

1-3 大腸癌篩檢管理

一、計畫目標
二、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三、預期效益
項 目

1-4 口腔癌篩檢管理

一、計畫目標
二、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三、預期效益
項 目

1-5 乳癌篩檢管理

一、計畫目標
二、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三、預期效益
項 目

1-6 子宮頸癌篩檢管理

一、計畫目標
二、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三、預期效益
110

項 目

1-7 其他(癌症防治宣導、院內員工篩檢、門診主動提示系統)

一、計畫目標
二、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三、預期效益
項 目

1-8 無檳醫院營造/口腔癌防治

一、計畫目標
二、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三、預期效益
項 目

1-9 癌症篩檢申報優化

一、計畫目標
二、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三、預期效益
項 目

二、癌症診療品質提升基礎建設（含癌症登記）
2-1 成立全院性跨科部之癌症委員會(或類似單位)

一、計畫目標
二、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三、預期效益
項 目

2-2 癌症登記資料之管理與運作

一、計畫目標
二、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三、預期效益
項 目

2-3 監測癌症診療品質核心測量指標

一、計畫目標
二、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三、預期效益
項 目
2-4 建立多專科團隊
一、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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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三、預期效益
項 目
2-5 癌症診療品質之管控
一、計畫目標
二、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三、預期效益
項 目

3-1 提升護理照護品質

一、計畫目標
二、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三、預期效益
項 目

3-2 癌症病人安寧緩和療護

一、計畫目標
二、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三、預期效益
項 目

3-3 癌症病人營養照護(頭頸癌或消化系癌症）

一、計畫目標
二、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三、預期效益
項 目

3-4 癌症個案管理服務

一、計畫目標
二、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三、預期效益
項 目

3-5 癌症資源中心服務（分項 1-7 必辦）

一、計畫目標
二、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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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期效益
項 目

3-6 癌症個案心理腫瘤服務（分項 1-7 必辦）

一、計畫目標
二、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三、預期效益
項 目

3-7 癌症醫病共享決策

一、計畫目標
二、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三、預期效益
項 目

3-8 在職人員繼續教育

一、計畫目標
二、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三、預期效益
項 目

3-9 癌症運動與復健（分項 1-7 必辦）

一、計畫目標
二、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三、預期效益
項 目

3-10 建立兒童癌症診療品質單位（分項 1-3 必辦）

一、計畫目標
二、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三、預期效益
項 目

3-11 兒童診療管理-多專科團隊運作（分項 1-3 必辦）

一、計畫目標
二、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三、預期效益
項 目

3-12 兒童腫瘤個案管理照護制度（分項 1-3 必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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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目標
二、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三、預期效益
項 目

3-13 建立兒童癌症安寧緩和服務機制（分項 1-3 必辦）

一、計畫目標
二、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三、預期效益
項 目

3-14 將緩和照護整合到癌症照護標準中

一、計畫目標
二、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三、預期效益

項 目

三、創新推動癌症防治計畫六大類別
建置永續經營的癌症防治體系，確保癌症防治公衛、醫療體制之
連結

一、計畫目標
二、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三、預期效益
項 目

強化民眾與癌症防治人員的健康識能

一、計畫目標
二、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三、預期效益
項 目

強化各項服務層面工作品質

一、計畫目標
二、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三、預期效益
項 目
持續推動癌症篩檢
一、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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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三、預期效益
項 目

縮小癌症防治各領域之不平等

一、計畫目標
二、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三、預期效益
項 目

應用數據與實證提升癌症防治成效

一、計畫目標
二、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三、預期效益
四、輔導其他醫院辦理癌症防治(擇優選辦)
癌症診療品質認證(分項 1-2)
一、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二、預期效益
離島地區醫院(分項 1-5)
一、計畫內容
及辦理方式
二、預期效益
五、院內 C 型肝炎陽性個案之追蹤治療(分項 1-3 擇優選辦)
一、辦理方式
(含 SOP)
二、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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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預定執行進度甘特圖
月
次

第
1
月

第
2
月

第
3
月

第
4
月

第
5
月

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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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月

第
7
月

第
8
月

第
9
月

第
10
月

第
11
月

第
12 備 註
月

附件 5-4、 人力配置
類別欄請分別填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計畫人員、專任計畫助理、兼任計畫助
理等。計畫助理如未確定人選，其姓名欄可填寫待聘。主持人、協同主持人、計
畫人員需填附表一之學經歷說明書並簽章。

類

別

姓
名

現

職

在本計畫內擔任之具體工作性質、項
目及範圍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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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5、 經費分析表
如以專業人力編列經費，須附醫院薪資標準並不得超過公立醫院上限，如無薪資
標準佐證資料，則須依「衛生福利部及所屬機關研究計畫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支給基
準表」編列（請以本署另行提供的【經費編列分析表】編列經費，並將編好的經費
分析表插入本章節！檔案請至癌症醫療品質管理考核資訊系統下載）
1. 本計畫本年度所需各項經費，請依照「衛生福利部補(捐)助科技發展計畫經費使用
範圍及編列標準」詳實編列，各經費項目請務必按照該標準表內所訂之名稱與次
序填寫。說明欄內應詳細說明估算方法及用途，若有自籌款請一併列出。
2. 因本計畫，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捐）助，應於所提計畫書載明全部經費
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捐）助之項目及金額。受補（捐）助經費結報時，除應
詳列支出用途外，並應列明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及各機關實際補（捐）助金額。計
畫結束如有結餘款應全數繳回，計畫經費孳息收入應按補（捐）助比例繳回。
3. 有關癌症登記個案資料申報費編列，請分別依長表、短表註明申報費、追蹤費之
件（人）數及金額。

項

目

金

額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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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附件 5-6、 附表
6-1 申請單位證明(足資證明之相關文件) ，共（ ）份
6-2 計畫主持人資格及相關人員
學經歷說明書，共（ ）份。
與本次申請計畫主題相關之研究或工作計畫清單，共（ ）份。
6-3 醫院專業人力薪資標準，共（ ）份。
6-4 聯合承包醫療院所的形式須提供「佐證資料」
，如合作意向書、合
約、合作備忘錄等影本，共（ ）份。
6-5 其他（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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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計畫人員學經歷說明書（每人填寫一份）
類

別

姓

名

（

）協同主持人

（

）計畫人員

出生年月日

歷（擇其重要者填寫）
校

經
服

（
性 別

學
學

）主持人

名

稱

學

位

起迄年月

科 技 專 長

歷（請按服務時間先後順序填寫與現提計畫有關之經歷）
務

機

構

及

單

位

職

稱

起迄年月

計畫支援機關

起迄年月

現任：
曾任：

計

畫

名

稱

計畫內擔任工作

近
五
年
曾
參
與
之
相
關
計
畫

填表人簽章：

主持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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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109年全方位癌症防治策進計畫」經費編列原則
註：凡未列於下表之經費項目原則上不得編列（例如加入相關學會之年費、論文出版費用…等）

項 目 名 稱

說

明

編

列

標

準

人事費
研究助理薪
資

執行本計畫所需聘僱之專、兼任助理人
員薪資等。
實際支領時應附支領人員學經歷級別。
計畫書預算表內所列預算金額不得視為
支領標準。
在本計畫支領專任研究助理薪資者，不
得在其他任何計畫下重複支領。

原則上依照「衛生福利部及所
屬機關研究計畫助理人員工作酬
金支給基準表」編列。但專任助理
工作酬金得依其工作內容，所具備
之專業技能、獨立作業能力、相關
經驗年資及預期績效表現等條件，
綜合考量敘薪，經機關首長同意後
編列薪資。若參與本計畫前已
取得之相關工作經歷年資得併計
提敍工作酬金，工作經歷由執行機
構認定；財團法人機構得依受聘助
理人員特殊專長、學術地位、工作
經驗及所提計畫之貢獻程度，敘明
具體理由，比照該機構支薪標準編
列。

臨床試驗與
研究相
關醫療專業
與管理
人員

受聘之臨床試驗與研究相關醫事專業及
管理人員，如研究護士、護理師、醫
師、藥師、統計師、專案經理、一般助
理等，但不得兼領；且應依學經歷薪資
基準編列。

受聘人員以國立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職級相當人員之薪
資為標準。但如受聘人員具特
殊專長、學術地位、工作經驗
及所提計畫之貢獻程度，敘明
具體理由，經本部核定，得比
照各該醫院支薪標準編列。

保險

博士後研究員及專兼任研究助理得依勞
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
編列應由雇主負擔之保險項目（非依法
屬雇主給付項目不得編列，補充保險費
則編列於管理費）。

公提離職儲
金或公提勞
工退休金

執行本計畫所需聘僱助理人員及博士後 依「衛生福利部及所屬機關研
研究員之公提離職儲金(計畫執行機構不 究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
適用勞動基準法者)或公提勞工退休金(計 項」編列。
畫執行機構適用勞動基準法者)。

業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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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勞保及健保費用編列基
準請自行上網參照中央健康
保險署以及勞工保險局的最
新費率辦理。

項 目 名 稱
說
明
編 列 標 準
稿費
實施本計畫所需撰稿及翻譯費。但撰寫 稿費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
本計畫之成果報告或發表之論文不得報 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辦理。
支項費用，計畫項下或受補助單位相關
人員亦不得支領本項費用。
審查費

審查費係指執行本計畫所需聘請專家學
者進行實質審查並提供書面意所支給支
酬勞。

講座鐘點費

講座鐘點費係實施本計畫所需訓練研討
活動之授課講演鐘點費或實習指導費。
專家指導授課之交通費可依「講座鐘點
費支給表附則 5」主辦機關得衡酌實際
情況，參照出差旅費相關規定，覈實支
給外聘講座交通費及國內住宿費。
計畫項下已列支主持費及研究費等酬勞
者不得支領本項費用。

審查費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
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辦理。
按字計酬者:每千字中文200元、
外文250元，最高得不超過
3,000元。
按件計酬者:每件中文810元、外
文1,220
講座鐘點費分內聘及外聘二
部分：
外聘：
國外聘請者:得由主辦機關衡
酌國外專家學者國際聲譽、學
術地位、課程內容及延聘難易
程度等相關條件自行訂定。
國內聘請者:專家學者每節鐘
點費 2,000 元為上限，與主辦
或訓練機關(構)學校有隸屬
關係之機關(構)學校人員，每
節鐘點費 1,500 元為上限。
內聘:主辦或訓練機關(構)學
校人員，每節鐘點費 1,000 元
為上限。
講座助理：協助教學並實際授
課人員，每節鐘點費比照同一
課程講座 1/2 支給。
授課時間每節 50 分鐘。

臨時工資(含 實施本計畫特定工作所需勞務之工資， 以勞動部最新公告之基本工資時
其他雇主應 以按時計酬者為限。受補助單位人員不 薪標準編列（每人天以 8 小時估算，
負擔項目)
得支領臨時工資。
實際執行時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
定核實報支），如需編列雇主負擔
之勞健保費及公提勞工退休金則
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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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名 稱
說
明
文具紙張
實施本計畫所需油墨、碳粉匣、紙張、
文具等費用。
郵電
印刷

編

列

標

準

實施本計畫所需郵資、快遞費、電報、電
話費，但不得編列手機費用。
實施本計畫所需書表、研究報告等之印刷
裝訂費及影印費。

租金

實施本計畫所需租用辦公房屋場地、機器 受補（捐）助單位若使用自有
設備及車輛等租金。
場地或設備，以不補助租金為
原則。但如確為執行本研究計
畫而租用單位內部場地或設
備，且提出對外一致性公開之
收費標準等證明文件，經本部
認可後，始得據以編列，並檢
據報支。
車輛租用僅限於從事因執行
本計畫之必要業務進行實地
審查或實地查核時，所產生之
相關人員接駁或搬運資料、儀
器設備等用途，須提出證明文
件，得列入本項，且不得重複
報支差旅交通費。

設備使用服
務費

實施本計畫所需之儀器設備使用之相關 受補(捐)助單位若以單位內部儀器
服務費。
設備提供相關服務者，以不補助
設備使用服務費為原則。但如確
為執行本研究計畫而使用單位內
部儀器設備，且提出對外一致性
公開之收費標準等證明文件，經
本部
認可後，始得據以編列，並檢據
報支。

維護費

實施本計畫所使用儀器設備所需之修繕
及養護費用。
實施本計畫所需車輛、機械設備之油料
費用。(車輛之油料費用，係指從事調查
研究之實地訪查，而非屬派遣機關人員
出差，其性質與出差旅費之報支不同，

油脂

123

項 目 名 稱

說
明
受委託或補(捐)助單位如無公務車可供調
派，而需由實地訪查人員駕駛自用汽(機)
車從事該訪查，且此項情況已於委託或
補(捐)助計畫(或契約)訂明者，其所需油
料費，得由各補助或委辦機關本於職責
自行核處，檢據報支)

調查訪問費

實施本計畫所需問卷調查之填表或訪視 每份 50 元至 300 元（訪視費
費。問卷調查或訪視時所需之禮品或宣導 及禮品費合計），依問卷內容
品費用。經本部審查核可之全國性之大型 繁簡程度，酌予增減。經審查
訪問調查，得比照「衛生福利部委託研究 核可之全國性之大型訪問調
計畫之調查訪問費審查標準」編列經費，查，不受上開經費限制。
並應詳列調查訪問所需細項經費；倘受補
(捐)助單位有虛報情事者，得請其重新檢
討或終止契約。(調查訪問除非需求說明
書中載明，否則不得委外執行)

電腦處理費

實施本計畫所需電腦資料處理費。包括：
資料譯碼及鍵入費、電腦使用時間費、磁
片、硬碟、隨身碟、光碟片及報表紙等。
電腦軟體、程式設計費、電腦周邊配備、
網路伺服器架設、網頁及網路平台架設等
係屬設備，依規定不得編列於此項。
實施本計畫所需購置國內、外參考書籍、圖書費每本需低於 10,000 元。。
期刊或資料檢索費。以具有專門性且與研
究計畫直接有關者為限。擬購置圖書應詳
列其名稱、數量、單價及總價。
實施本計畫所需消耗性器皿、材料、實驗
動物、藥品及使用年限未及二年或單價未
達 1 萬元非消耗性之物品等費用。應詳列
各品項之名稱﹙中英文並列﹚單價、數量
與總價。使用年限未及二年或單價未達 1
萬元之非消耗性物品以與計畫直接有關
為限；且不得購置普通性非消耗物品，如
複印機、印表機、電腦螢幕、碎紙機等。
實施本計畫所需專家諮詢會議之出席費。出席費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
計畫項下或受補助單位之相關人員及非 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辦
以專家身分出席者不得支領。
理。
屬工作協調性質之會議不得支給出席費。
實施本計畫所需之相關人員及出席專家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
之國內差旅費。
費及稿費支給要點｣及「國內

資料蒐集費

材料費

出席費

國內旅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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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列

標

準

項 目 名 稱

餐費
其他
雜支費

管理費

說
明
編 列 標 準
差旅費分為交通費、住宿費、雜費等。 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辦
出席專家如係由遠地前往（三十公里以 理，差旅費之編列應預估所需
外）
，受補（捐）助單位得衡酌實際情況，出差之人天數， 並統一以
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覈實支 2,000 元/人天估算差旅費預
給交通費及住宿費。
算。
交通費包括出差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於距離受補（捐）助單位三十
高鐵、船舶、汽車、火車、捷運等費用，公里以內之地區洽公者，不得
均覈實報支；搭乘飛機、高鐵、座(艙)位 申報出差旅費。實際報支時應
有分等之船舶者，應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 按下列標準支給：
文件。但受補（捐）助單位專備交通工具 交通費:
或領有免費票或搭乘便車者，不得報支。出差人若搭乘飛機、高鐵、船舶
前項所稱汽車係指公民營客運汽車。凡公 者，應乘坐經濟(標準)座(艙、車)
民營汽車到達地區，除因業務需要，報經 位，其餘交通工具，不分等次覈
本部事前核准者外，其搭乘計程車之費 實報支。
用，不得報支。
出差地點距離受補（捐）助單
位六十公里以上，且有住宿事
實，檢據覈實報支住宿費。
住宿費：
簡任級：1,800 元/天
薦任級以下：1,600 元/天
雜費：400 元/天
實施本計畫執行需要而召開之相關會議，申請餐費，每人次最高 80 元。
已逾用餐時間之餐費。
辦理本計畫所需之其他未列於本表之項 應於計畫書列明支用項目，並
目。
說明需求原因。
實施本計畫所需之雜項費用。
最高以業務費扣除國外旅費後之
金額百分之五為上限，且
不得超過 10 萬元。
本項經費應由計畫執行單位統籌運用， 管理費之計算，以扣除研究計
使用項目如下：
畫主持人費及國外旅費後之人事
（1）水、電、瓦斯費、大樓清潔費及電 費及業務費總額乘以百分比再加
梯保養費。
上設備費之管理費，經費之編列以
（2）加班費：除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 10%為限。
人及兼任研究員外，執行本計畫之助理 管理費＝【（人事費＋業務費
人員及主協辦人員為辦理本計畫而延
－研究計畫主持人費－國外
長工作時間所需之加班費，惟同一工
旅費）】×百分比＋設備費之
時不應重複支領。
管理費
（3）除上規列範圍內，餘臨時工資、兼
任助理或以分攤聘僱協辦計畫人員之薪
資，不得以此項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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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名 稱

說
明
（4）依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受補
(捐)助單位因執行本計畫所應負擔之補充
保險費(編列基準請依中央健康保險署
之最新版本辦理)。
（5）依據勞動基準法之規定，編列受補
(捐)助單位因執行本計畫，應負擔執行本
計畫專任助理人員之特別休假，因年
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所
發給之工資。

編

列

標

準

備註
1. 本經費編列原則乃參考108年6月28日衛部科字第1084060113號函修正「衛生福
利部補（捐）助科技發展計畫經費編列基準及使用範圍」制訂。
2. 本預算除非應本署需求，不得採購儀器或資訊設備，必要時可採租用方式辦理。
3. 凡未列於本表之經費原則上不得編列（例如加入相關學會之年費、論文出版費
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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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計畫申請檢查表

計畫申請檢查表
在寄出申請計畫書前，請先仔細檢查下列之項目是否都符合規定，
再封入資料袋中：
□ 1. 公文
□ 2. 計畫書 1 式 6 份（1 份正本，5 份副本），（以中文撰寫）；
□ 3. 計畫書電子檔 1 份；
□ 4. 申請機構須符合本申請作業說明之規定；
□ 5. 使用規定之申請計畫書格式；
(若申請擇優選辦事項請填寫計畫書)
□ 6. 經費申請及請依規定編列；
□ 7. 其他依需求說明書內指示須檢附之資料文件；
□ 8. 將本表附於資料袋中。
檢查人(請以正楷簽名)
簽名：
聯絡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註：信封上註明申請補助辦理「109 年全方位癌症防治策進計畫」
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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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補（捐）助款項會計處理作業要點
103 年 10 月 13 日訂定
105 年 08 月 16 日修正
107 年 10 月 17 日修訂

壹、總則
一、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健全補(捐)助款項之會計處理
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署補(捐)助款項之撥補，應依年度預算，分別按照補(捐)助事項、對象、
數額及相關規定執行。
貳、補(捐)助款項之申請
三、補(捐)助計畫區分為對地方政府之補助、對政府機關間之補助及對民間團
體、個人之捐助，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
、
「衛生福
利部國民健康署業務補(捐)助作業要點」、「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審議
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四、補(捐)助計畫具有連續性、計畫型或對象確定之性質者，應由本署業務主
管單位依各業務計畫所列概算，先請受補(捐)助之單位提報詳細之運用計
畫及經費需求，送本署就其是否可行及預期效益進行評估審核，俟預算案
完成法定程序後，再通知受補(捐)助之單位提報修正計畫及經費分配，並
照該補(捐)助計畫之執行進度及經費分配，按期核撥。
五、各民間團體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應列明
全部經費內容及擬向各機關申請補（捐）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
或造假情形，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參、補(捐)助經費之執行
六、受補(捐)助之單位對於本署補(捐)助款應單獨設帳處理。
七、依所得稅法等相關規定應繳稅之項目（如薪資等）
，受補(捐)助單位應依規
定辦理扣繳憑單填報、填發及扣繳事宜。
八、補(捐)助經費撥款及結報原則如下：
（一）補助經費納入受補助單位之預算者，請款時應檢附收據及納入預算證
明書，依約定之付款條件向本署申請撥款；計畫完成後或會計年度終
了前，應將收支明細表(附表一)及成果報告送本署辦理結報。
（二）受本署補(捐)助之單位，如所領受之補(捐)助款為其經常或臨時支出
之全部者，應檢附收據，依約定之付款條件向本署申請撥款；計畫完
成後或會計年度終了前，應將原始憑證、收支明細表(附表一)及成果
報告送本署辦理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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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本署補(捐)助之單位，如所領受之補(捐)助款僅為受補(捐)助單位經
常或臨時支出之一部分者，於計畫執行完成後一個月內，檢具成果報
告、實際收支明細表(附表二)及各項支出憑證正本，送本署辦理結報。
如有賸餘款應依補(捐)助比例一併繳回。其中部分補(捐)助辦理活動、
研討會等案件，除補(捐)助金額在新臺幣十萬元以下者外，實際支出
經費少於原預估經費時，應按原補(捐)助比率重新計算補(捐)助金額，
其賸餘款亦應按補(捐)助比例繳回。
九、補(捐)助經費不得用作下列各項開支。但事先函報本署同意者，不在此限：
（一）不合計畫經費之開支或與計畫無關之任何費用。
（二）與計畫無關之任何墊撥款項。
（三）購買土地、申請單位本身庫存之物品及現有之設備。
（四）招待應酬費用、罰款、贈款、捐款及各種私人用款。
（五）償還貸款本金及有關該項貸款之利息。
（六）採購陳舊之物品或器材。
（七）增加員額經費及購置公務車輛經費。
（八）電話安裝費及房屋押金等存出保證金。
十、受補(捐)助經費產生之利息或其他衍生收入，如工程招標圖說收入、逾期
違約之罰款或沒入之履約保證金等，應於收支明細表中敘明，並於結報時
解繳本署。但利息金額為新臺幣三百元以下者，得留存受補(捐)助單位，
免解繳本署。
十一、法人或團體接受本署補助辦理採購，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
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者，除科研計畫依科學技
術基本法辦理外，應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其辦理開標、比價、議價、
決標及驗收時，並應通知本署派員監督。
十二、本署補(捐)助計畫內所購置之設備，受補(捐)助單位應列入財產妥善保管，
其設備之修繕及維護費用，除特殊情形經本署同意外，應由受補(捐)助
單位自行負擔。
十三、各項工程管理費應按規定標準確實估算，列入各該工程計畫之下，不得
另列統籌管理費，並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管理費支用要點」之規定
辦理。
肆、補(捐)助經費之流用與變更
十四、補(捐)助款計畫預算經核定後，應在核定範圍支用。實際執行時，發現甲
用途別科目預算有賸餘，乙用途別科目預算有不足，必須於用途別科目
間流用，在計畫內容不變下，其流入流出金額未超過各該用途別科目預
算金額百分之十五時，得由受補(捐)助之單位首長核定辦理。但人事費
(包括薪金、工資、各項津貼)、管理費及本署核定計畫所列不得支用之
項目，均不得流入，且資本門與經常門亦不得相互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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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補(捐)助單位執行計畫違反前項規定者，其流用金額，應予以減列。
十五、因客觀條件變更，致原核定預算不能配合需要時，受補(捐)助單位應填
具預算調整明細表，申請修改預算，但每項計畫修改預算應以函報本署
一次為原則，且計畫執行期限屆滿前一個月內不得申請經費變更。
十六、補(捐)助經費僅為受補(捐)助單位經常或臨時支出之一部分且已指定補助
項目、用途及金額者，不得辦理經費變更及流用。
伍、補(捐)助經費之結報
十七、各受補(捐)助單位向本署申請支付款項，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
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有關各項經費結
報之規定如下：
（一）人事費：
１.人事費用之動支，請依照契約規定辦理。結報時，應檢附印領清
冊或匯款證明文件。
２.保險費及退休金：有關勞健保費用及公提離職儲金或公提勞工退
休金之結報，應檢附機關分攤表及繳費收據影本或納保相關證明
文件。
（二）業務費：
１.鐘點費：講師鐘點費，依規定標準支給；報支鐘點費，應檢附實
授課程時間表，以憑審核。主管或主辦人員就其職掌業務舉辦訓
練或講習，所作之精神講話、業務報告等，均不得視為課程而支
領鐘點費。本署人員受邀擔任受補(捐)助單位授課講師之鐘點費，
依內聘講座標準支給。
２.出席費：視會議諮詢性質及業務繁簡程度，在規定標準內支給；
報銷時應檢附會議簽到單。出席一般經常性之會議、計畫項下或
受補(捐)助單位之相關人員及非以專家身分出席者均不得支領。
３.臨時工資：報銷時應檢附工資收據或印領清冊，詳細註明工作內
容，並應檢附臨時雇工出勤簿，且須經由受補(捐)助單位權責人
員簽署證明，另受補(捐)助單位人員不得支領。
４.審查費：受補(捐)助單位人員，原則上不得支領，但具有學術研究
性質之整冊著作，須另聘請學者、專家審查時，得在規定之標準
內支給。並於單據上註明按件或按字（須列明字數）計支，凡已
在本計畫支領酬金者，均不得支領審查費。
５.稿費：稿費應在契約規定之標準內支給，且須檢附稿件影本，並
於單據上註明字數，但有下列情形，不得支給稿費：
（１）受補(捐)助計畫單位負責人或計畫主持人之訓詞或講稿。
（２）與本身業務有關之計畫報告等文稿。
６.印刷費：限為計畫內所須印刷報告及出版之刊物或印刷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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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油脂費：限供公務使用之車輛，報銷時應檢附汽油耗用清單，詳
載領用人職稱姓名、車輛種類及車號，行車事由、經過地點及里
程、耗用汽油量。
８.影印費：限為計畫內所須影印之文件與報告等。
９.郵電：以執行本計畫為限，報銷時應檢附單據；國際電話，應少
使用，如為計畫確實需要，應請註明通話事由。
１０.文具紙張：依計畫內之預算數核實支用。
１１.問卷調查費：報銷時應檢附調查清冊，詳載調查件數、調查員
姓名、受訪對象、日期、地點等，並應送經計畫主持人簽署。
１２.會議餐費：連續開會超過用餐時間必須用餐時，可報支便當費；
凡與計畫內容無關之會議，不得報支。
１３.材料費：計畫內所需之消耗性材料、藥品、器材等，得按實檢
據報銷。
１４.差旅費：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及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
定辦理，並應檢附出差旅費報告表。本署人員不得接受本署補
(捐)助之機關、學校、團體、個人負擔出國所需費用。
１５.其他：依計畫內預算數核實支用。
（三）設備費：
１.儀器、資訊設備及什項設備等：應依規定編製財產增加單。
２.資訊軟體購置及系統開發等：應列冊管理。
（四）管理費：本項經費應由計畫執行單位統籌運用，使用項目依衛生
福利部補(捐)助科技發展計畫經費編列基準及使用範圍辦理。
十八、各項會議、講習訓練及研討會，以在受補(捐)助單位內部辦理為原則，
如有必要，須在受補(捐)助單位以外場地辦理者，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應避免選在風景區舉行，並以在公設場地或訓練機關辦理為原則；
如因場地不敷使用，無法在公設場地或訓練機關辦理者，所需住
宿費及交通費，不得超過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之標準，膳
雜費得依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七日修正前之國內出差旅費
報支要點辦理。
（二）除必要頒發之獎品外，不得購買紀念（禮）品或宣導品贈與參加
人員。
（三）不得攜眷參加。
（四）辦理國際性會議、研討會或應業務需要辦理各類會議、研討會等，
其對象主要為受補(捐)助單位外之人士，無法依上開原則或標準
辦理者，應於計畫書內敘明理由並經本署核准。
十九、費用開支不符合本要點規定，或所購財物不符合計畫原定之目的及用途
時，應予減列。受補(捐)助單位如有異議，應於本署文到十五日內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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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申請複核，複核案經本署審定後，不得再行申請複議。其減列之
款項應即繳還本署。
二十、補(捐)助計畫所取得之原始憑證，應按預算用途別科目順序排列，並按
經常門與資本門之原始憑證分別裝訂成冊。如原始憑證未經同意留存受
補(捐)助單位者，原始憑證應連同收支明細表彙送本署，如有賸餘款，
應一併繳回。
二十一、採購之招標紀錄、契約或承攬書、結算驗收證明書等相關文件，應附
在原始憑證之後，彙送本署。
二十二、補(捐)助經費結報時，所檢附之支出憑證，除本要點之規定外，應依政
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
補(捐)助經費經本署同意原始憑證留存受補(捐)助單位者，應依會計法
規定妥善保存與銷毀，以備審計機關、本署委託專業之財會機構或本
署派員辦理就地查核；原始憑證遇有遺失、損毁等情事或辦理銷毀時，
屬留存其他政府機關(構)、學校者，留存者應自行依「政府會計憑證
保管調案及銷毀應行注意事項」第六點及第九點規定辦理；屬留存民
間團體者，該團體應函報本署後，再由本署依前開注意事項辦理。如
經發現未確實辦理者，得依情節輕重對該補(捐)助案件或受補(捐)助單
位酌減嗣後補(捐)助款或停止補(捐)助一年至五年。
二十三、本補(捐)助款項下所購置之財產，受補(捐)助單位應於年度終了或計
畫結束時，應檢附財產增加單，並隨同收支明細表送本署辦理結
報。
陸、補(捐)助經費之保留
二十四、計畫執行完畢，經費如有賸餘，應儘速於年度內繳還本署。但遇有特
殊情形報經本署同意轉入下年度繼續執行者，得辦理經費保留。辦理
經費保留應就已發生債務或契約責任之經費，而於年度內未能償付部
分，於年度結束前具體說明須辦理保留事由、經費收支執行狀況並檢
同契約書及相關證件送本署函陳衛生福利部核轉行政院核定後，始得
轉入下年度繼續辦理。
柒、補(捐)助經費之查核
二十五、本署對受補(捐)助單位，必要時得派員查證稽核其計畫執行及經費支
用之情形，並將之列為次一期補(捐)助款撥付之參考。查證稽核要點
如下：
（一） 計畫是否按照預定目標及進度執行。
（二） 執行成果與預期效果是否符合。
（三） 執行過程遭遇何種困難，是否需要協助解決。
（四） 經費是否按照本署核定項目核實支用。
（五） 所購圖書儀器設備，是否已作有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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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工程之定作、財物之買受、定製、承租及勞務之委任、僱傭，
是否依照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採購法令之規定辦理，手續是否齊
備完善，財物之運用與保管是否妥當。
（七） 會計帳冊、預算控制及憑證內容是否合乎規定。
（八） 其他有關之事項。
捌、附則
二十六、本要點規定之事項，依菸害防制與衛生保健基金審議作業要點另有規
定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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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補助計畫收支明細表
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核
撥
（
結
報
）
經
費
預
算
核
撥
數

第一次核撥日期
年

月

日
元

第一次結報日期
年
金額

用途別

月

第二次核撥日期
年

金額

日

月

日

元
第三次核撥日期
年

金額

元

月

日

金額

元

第一次結（絀）數

第二次結（絀）數

金額

金額

元

第二次結報日期
年

元

總經費：

月

金額

日

合

計

第三次結報日期
年

元

元

金額

月

日
元

核定金額

人事費
業務費
管理費
小

計

餘（絀）數
利息收入：$
元、其他衍生收入：＄
元，(經費結報時，利息金額為新
臺幣三百元以下者，得留存受補(捐)助單位免解繳本署；其餘併同其他衍生收入及結
餘款，應於結報時解繳本署)。
備

註

單位首長
製表人

覆核

會計主管
（簽約代表人）

134

附件 9、 衛生福利部及所屬機關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
一、為簡化研究計畫助理人員之約用手續，凡執行本部及所屬機關委託
或補助之各研究計畫主持人，得視實際需要依本注意事項規定，循其執
行機構之行政程序簽報核准後約用。
二、 委託或補助研究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屬臨時性質，不適用聘用人員聘
用條例及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其任職證明由計畫執行
機構核發，計畫完成或停止時即應終止約用關係，各執行機構於約用時
應預為說明。
三、 助理人員與執行機構間如屬僱傭關係而適用勞動基準法者，應依勞
動相關法規辦理，並於契約內載明約用期間有關工作時間、內容、酬
金、差假、兼職限制等各項權利義務，其任職證明由執行機構核發。執
行機構並應考量助理類別、領域、工作環境之特性，辦理適當之差勤管
理。
四、研究計畫中約用之助理人員分下列三類，已獲聘下列任一類助理人
員者，不得再擔任同一計畫之其他類助理人員：
(一) 專任助理人員：係指計畫執行機構編制外，循前述行政程序約用而
全時間從事研究計畫研究工作之人員。
1. 專任助理不得重複支領本部其他研究計畫之費用。但同一執行機構如
因計畫執行需要，得循執行機構行政程序簽報核准，由二件以上計畫經
費分攤專任助理所需費用。
2. 在職或在學人員不得擔任專任助理，但可全時間從事研究計畫研究工
作之夜間在學人員或假日在職進修人員不在此限（以上身分皆不能重複
支領其機構之獎助金）。
3. 專任助理參與本計畫前之相關工作經歷年資可併計提敘酬金，工作經
歷由執行機構認定。
(二) 兼任助理人員：
1. 講師、助教級助理人員（或相當職級者）：計畫執行機構之編制內人
員或非計畫執行機構之編制內人員而確為計畫所需者，以部分時間從事
專題研究計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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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生助理人員：為約用與計畫性質相關之博士班、碩士班研究生，
若所約用之研究生為新生尚未註冊時，以同級標準之臨時工資名義按月
給付。
3. 大專學生：以約用計畫性質相關之大學部及專科部績優之高年級學生
為原則。
(三) 臨時工：其他因計畫需要之臨時性工作人員已擔任本部及所屬機關
委託或補助研究計畫專任或兼任助理人員者，不得再擔任臨時工。
五、助理人員費用編列注意事項：
(一) 專任助理費用：
1. 工作酬金得依其工作內容，所具備之專業技能、獨立作業能力、相關
經驗年資及預期績效表現等條件，綜合考量敘薪並由執行機構自行訂定
標準核實支給工作酬金，經機關首長同意後編列薪資。
2. 申請專任助理人員之人事費時，可加列一個半月酬金之金額，以為年
終工作獎金之用。年終工作獎金發放之相關規定，依當年度行政院規定
辦理：
(1) 當年元月三十一日前已在職人員至同年十二月一日仍在職者，發給
一個半月工作獎金。
(2) 二月一日以後各月新進到職人員，如同年十二月一日仍在職者，按
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支。
(3) 擔任本部及所屬機關不同專題研究計畫項下之專任助理，不論在職
月份是否銜接，均可依其實際在職月數合併計算後，按比例發給，其任
職前之當年政府機構相關工作在職月數可合併計算發給年終獎金。
(4) 留職停薪人員得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依在職最後一個月所支待遇
標準計發。
(二) 兼任助理費用：依執行機構自行訂定之標準按計畫性質核實支給講
師、助教級兼任助理工作酬金；學生兼任助理認定屬學習範疇者，支給
研究津貼；認定屬僱傭關係者，支給工作酬金。
(三) 臨時工資：依執行機構自行訂定之標準按工作性質，按日或按時核
實支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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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保險費：計畫執行機構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
定，辦理約用助理人員之保險，其雇主應負擔之保險費用編列基準（非
依法屬雇主給付項目不得編列），比照勞工保險局及中央健康保險署最
新規定辦理。
(五) 勞工退休金或離職儲金：
1. 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計畫執行機構，約用本國籍助理人員時，應依有關
規定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
戶，所需經費由本部及所屬機關委託或補助研究計畫之人事費提撥；約
用非本國籍專任助理人員時，依相關規定辦理。
2. 不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計畫執行機構，應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
職給與辦法」之規定，由執行機構辦理按月提存離職儲金之公提儲金部
分。
(六) 其他應注意之事項：
1. 計畫執行機構如因實際需要，必須調整原核定之助理人員類、級別、
人數，由計畫主持人循行政程序簽報執行機構核准後，在原核定人事費
內自行勻支，不須事先報經本部及所屬機關同意。
2. 依本注意事項約用之各類助理人員，如有特殊需要支領其他工作津貼
或助學金，計畫主持人應依經費編列原則及基準辦理，並經執行機構同
意。
3. 執行單位聘用研究生助理人員及大專學生應注意之事項：
(1) 大專校院執行機構約用學生擔任兼任助理，應依教育部「專科以上
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認定屬學習範疇或僱傭關係，並依相應
之規定辦理。
(2) 學生至所就讀大專校院以外之執行機構擔任兼任助理，經學生就讀
之大專校院認定屬學習範疇者，該執行機構得比照大專校院之規定約用
其為學習範疇之兼任助理。
(3) 研究生或大專學生如辦理休學，自學校開立休學證明書所載之日期
起，不得擔任兼任助理。
4. 計畫執行機構應檢附有關約用人員名冊及印領清冊等資料，納入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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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核銷。
5. 各計畫執行機構約用助理人員實應依照本注意事項規定辦理，如查有
不實，除其所支人事費用不予核銷且追繳外，本部及所屬機關並得暫停
計畫主持人之計畫申請資格。
六、迴避進用規定：
(一) 各機關執行各經費核撥機關所補助各類專題計畫，該計畫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各機關長官（首長、校長等）及其各級主管長官（各級單
位主管、院長、系所主任等）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應迴避進
用為該計畫之臨時（或約用）人員（含專任助理、兼任助理及臨時工等
助理人員）。
(二) 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如為「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
進用及運用要點」迴避進用規定之機關長官或各級主管長官（例如校
長、院長或系所主任等），應依該規定迴避進用。
七、本注意事項如有未盡事宜，依本部及所屬機關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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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29 日
院授主預字第 1060103175 號函修正

一、為規範中央政府各機關 (以下簡稱各機關)員工，因公奉派國內出差，其出差旅
費之報支，特訂定本要點。
二、旅費分為交通費、住宿費及雜費，其報支數額如附表一。薦任第九職等人員晉
支年功俸者，按簡任級人員數額報支。約聘（僱）人員，依其原定職等按附表
一分等數額報支。雇員、技工、駕駛及工友，按薦任級以下人員數額報支。
三、各機關對公差之派遣，應視任務性質及事實需要詳加審核決定，如利用公文、
電話、傳真、視訊或電子郵件等通訊工具可資處理者，不得派遣公差。
出差人員之出差期間及行程，應視事實之需要，事先經機關核定，並儘量利用
便捷之交通工具縮短行程；往返行程，以不超過一日為原則。
四、出差事畢，於十五日內依附表二檢具出差旅費報告表，連同有關書據，一併報
請機關審核。
五、交通費包括出差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高鐵、船舶、汽車、火車、捷運等費
用，均覈實報支；搭乘飛機、高鐵、座(艙)位有分等之船舶者，應檢附票根或
購票證明文件。但機關專備交通工具或領有免費票或搭乘便車者，不得報支。
前項所稱汽車，係指公民營客運汽車。凡公民營汽車到達地區，除因業務需要，
經機關核准者外，其搭乘計程車之費用，不得報支。
駕駛自用汽（機）車出差者，其交通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
票價報支。但不得另行報支油料、過路（橋）、停車等費用；如發生事故，不
得以公款支付修理費用及對第三者之損害賠償。
六、凡陪同外賓出差者，其交通費按外賓所搭乘之交通工具覈實報支，其住宿費得
就所宿旅館之統一發票或收據，覈實報支。
七、調任視同出差，其旅費在新任機關報支。
調任人員之配偶及直系親屬隨往任所者，得按各該調任人員職務等級，報支交
通費。
八、赴任人員由任職機關補助其交通費。
赴任人員之配偶及直系親屬隨往任所者，得按各該赴任人員職務等級，補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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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所需交通費三分之二。
九、出差地點距離機關所在地六十公里以上，且有住宿事實者，得在附表一所列各
該職務等級規定標準數額內，檢據覈實報支住宿費。
出差地點距離機關所在地未達六十公里，因業務需要，事前經機關核准，且有
住宿事實者，得依前項規定辦理。
十、(刪除)
十一、在同一地點出差超過一個月之住宿費，超過一個月未滿二個月部分，按規定
數額八折報支；二個月以上部分，按規定數額七折報支。
十二、旅費應按出差必經之順路計算之。但有特殊情形無法順路，並經機關核准者，
所增加之費用得予報支。
十三、旅費自起程日起至差竣日止，除患病及因事故阻滯，具有確實證明按日計算
外，其因私事請假者，不得報支。
前項所稱患病，以突發之重病，經醫院證明必須住院治療，且不宜返回原駐
地醫治者為限；在患病住院期間，得自住院之日起，按日報支雜費，最高報
支十日。
十四、出差人員於出差期間受休職、撤職、停職、免職處分者，自其不能執行職務
之日，停止其旅費，並依停止前其已出差事實，按原職務等級報支往返旅費。
十五、各機關經常出差，或長期派駐在外人員之差旅費，應於本要點所定數額範圍
內，另定報支規定，陳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前項以外，各機關基於業務特性或其他因素，得於本要點所定範圍內，另定
報支規定。
十六、各級地方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其國內出差旅費之報支，準用本要
點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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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中央機關公務員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數額表
單位：新臺幣元
簡任級人員

薦任級以下人員

（第十至十四職等

（九職等以下包括雇

、薦任第九職等人

員

員

、技工、駕駛及工

晉支年功俸）

友）

職 務
等 級
特任級人員
費 別

搭乘飛機、高鐵、船舶者，部會及相當部會之首長、副首長得
乘坐商務艙（車廂）或相同之座（艙）位，其餘人員乘坐經濟
交 通 費

（標準）座（艙、車）位，並均應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
搭乘飛機者並須檢附登機證存根，覈實報支。其餘交通工具，
不分等次覈實報支。

住 宿 費

2,200

1,800

1,600

每日上限
檢據覈實報支。
雜

費

每

日

400

備註：
一、約聘（僱）人員依其原定職等按本表分等數額報支。
二、購買含住宿及交通之套裝行程，得在不超過住宿費加計交通費之規定數額內檢據覈實報支；搭乘飛機、
高鐵、船舶者，應另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搭乘飛機者並須檢附登機證存根，作為搭乘之證明。
三、雜費每日上限 400 元，各機關基於業務特性或其他因素，於本要點所定範圍內另定報支規定者（如以公
里數、小時數或出差地點等據以計支）
，依各該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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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機關全銜）國內出差旅費報告表
第

姓 名

職 稱

頁共 頁

職 等

出差事由
中華民國

年

月

起
日 共計
止

日附單據

張

月
日
起訖地點
工作記要
飛機及高鐵
汽車及捷運
交通費
火車
船舶
住宿費
住宿費加計交通費
（套裝行程）

雜費
單據號數
總計
備註
出差人

單位
主管

主辦人
事人員

主辦會
計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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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首長或
授權代簽人

附件 11、 契約書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補(捐)助計畫契約書
「109 年全方位癌症防治策進計畫」契約書（草案）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以下簡稱甲方）為辦理「109 年全方位癌症防治策進
計畫」
，特補(捐)助「
」（以下簡稱乙方）負責執行，經
雙方協議，訂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 計畫內容：詳如附件之計畫書。
第二條 計畫執行期間：自 109 年 1 月 1 日(如計畫核定日在 109 年 1 月 1 日以
後，則自計畫核定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
第三條 計畫經費：合計新臺幣__________元整，其詳細用途依照附件之計畫
書。
第四條 本計畫經費之撥付原則及分期方式：
(一)撥付原則:
□本計畫經費如遭立法院凍結、刪減或刪除，甲方得視審議情形，暫緩支
付、調減價金、解除或終止契約。或因會計年度結束，甲方須依規
定辦理該款項保留作業時，得視保留核定情形，再行支付，甲方不
負遲延責任。
□本計畫經費財源為菸品健康福利捐，屬特定收入來源；年度進行中該收
入來源如有短收情形，致無法支應計畫經費時，甲方得通知乙方，
調減經費、解除或終止契約，乙方不得拒絕。
(二)計畫經費之撥付：本計畫經費由甲方分期撥付乙方
第一期款新臺幣_________元整，於 109 年 3 月 31 日(含)以前，
乙方已正式公文將 108 年全年度成果報告 1 式 2 份送達甲方委辦之
癌症醫療品質專案辦公室，並將其電子檔上傳至甲方「癌症醫療品質
管理考核資訊系統」，且計畫經甲方審核通過，並簽訂契約後，基礎
建設、創新計畫、癌症預防及篩檢品管經費各 20%範圍內(不含基礎
建設中癌症登記費及癌症預防及篩檢品管之無檳政策與環境、高嚼
檳職場篩檢、高嚼檳職場口腔癌高癌化陽性個案申報、高嚼檳職場口
腔癌高癌化陽性個案病理確診、戒檳衛教、戒檳衛教口篩涵蓋率經費、
口腔癌確診個案關懷追蹤管理費、大腸鏡檢品管)。
第二期款新台幣_________元整，於 109 年 6 月 30 日(含)前，乙
方以正式公文將期中成果報告 1 式 6 份，並將其電子檔上傳至甲方
「癌症醫療品質管理考核資訊系統」，收支明細表 1 式 3 份基礎建
設、創新計畫及癌症預防及篩檢品管經費各 30%範圍內，不含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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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中癌症登記費及癌症預防及篩檢品管之無檳政策與環境、高嚼
檳職場篩檢、高嚼檳職場口腔癌高癌化陽性個案申報、高嚼檳職場口
腔癌高癌化陽性個案病理確診、戒檳衛教、戒檳衛教口篩涵蓋率經費、
口腔癌確診個案關懷追蹤管理費、大腸鏡檢品管；辦理第一期款核銷
及撥付第二期款（撥款金額如有小數點則採四捨五入至整數）。
第三期款新台幣________元整，於 109 年 10 月 30 日（含）以
前，乙方以正式公文將期末成果報告 1 式 6 份，送達本署委辦之癌
症醫療品質專案辦公室，並將其電子檔上傳至甲方「癌症醫療品質管
理考核資訊系統」，另於 110 年 1 月 20 日前將收支明細表 1 式 3 份
送達本署委辦之癌症醫療品質專案辦公室，經本署審查認可通過後，
撥付基礎建設中癌症登記費、癌症預防及篩檢品管之無檳政策與環
境、高嚼檳職場篩檢、高嚼檳職場口腔癌高癌化陽性個案申報、高嚼
檳職場口腔癌高癌化陽性個案病理確診、戒檳衛教、戒檳衛教口篩涵
蓋率經費、口腔癌篩檢陽性個案追蹤費及基礎建設、創新計畫及癌症
預防及篩檢品管經費各 50%範圍內依實際核銷金額撥付價款。
（撥款
金額如有小數點則採四捨五入至整數）
。
第五條 計畫經費之動支：
(一) 乙方應將計畫經費單獨設帳處理，依甲方核定之用途別預算科目核實動
支，並以用於與本計畫內容直接有關者為限，不得移作別用。如因實際
需要必需變更人員及經費時，各用途別科目間之流用，其流入流出金額，
以原核定金額百分之十五為限（由受補助單位首長核定辦理）；超過此
變更經費用途別科目或變更研究人員時，得提出人員及經費變更申請，
徵得甲方書面同意後，在計畫總經費內調節支應，惟人事費(包括薪金、
各項津貼)、管理費及甲方核定計畫所列不得支用之項目，均不得流入，
且經常門與資本門之經費亦不得互相流用。如違反前述之規定者應予列
減。計畫經費變更以一次為限，且計畫執行期限屆滿前二個月內，不得
申請經費變更。
(二) 本計畫應依「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補（捐)助款項會計處理作業要點」，
以及「109 年全方位癌症防治策進計畫」經費編列基準及使用範圍之規
定辦理。前述標準未規定者，依政府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三) 凡經費動支不符前述兩項規定或虛報、浮報等情事，應予剔除。乙方如有
異議，可提出理由，申請複核，經決定後，不得再行申請複議，其剔除
款應繳還甲方。
（四）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捐）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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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向各機關申請補（捐）助之項目及金額。
第六條 計畫經費之核銷：
（一）乙方應依甲方規定期限，將支出憑證按預算科目分類順序裝訂成冊，並
編製收支明細表、經費結報表各 1 式 3 份，送甲方審核。其報銷之支出
憑證，應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及相關法令規定，粘貼於「粘貼憑證
用紙」，註明支出費用所屬預算科目及其實際具體用途，若有外文名詞
須加譯註中文，並經乙方機關首長及有關人員，如主辦會計、事務主管、
計畫主持人、驗收、保管、經手人等簽章證明，本計畫所給付之人事費
應由乙方負責扣繳並申報薪資所得稅，其他有關規定應依「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補（捐）助款項會計處理作業要點」辦理(附件 7)。計畫結束
如有結餘款應全數繳回，計畫經費孳息收入應按補（捐）助比例繳還甲
方。
（二）第一期款核銷：乙方需於 109 年 6 月 30 日前將期中成果報告、收支明
細表、經費結報表函送本署，方可辦理第一期款核銷。
（三）第二期款核銷：乙方需於 109 年 10 月 30 日函送期末成果報告 1 式 6
份、word 電子檔 1 份，另於 110 年 1 月 20 日前將收支明細表、經費結
報表等函送甲方，經甲方審查通過後，辦理全年度核銷。計畫結束如有
結餘款及孳息收入應一併繳還甲方。
（四）乙方如經本署同意以收(領)據先行送核者，得免送有關憑證至署；其原始
憑證，審計機關得隨時派員或由本署派員，或委託專業之財會機構辦理
就地查核，免送甲方。除應依會計法規定妥為保存外，並應依審計法第
27 條規定妥善保存 10 年。如乙方未依照契約規定妥善保存原始支出憑
證，將處以契約總價金 1‰ 之違約金；其他有關規定，應依「衛生福利
部補（捐）助經費原始憑證就地查核實施要點」辦理。
（五）計畫以按實作數量計費方式執行者，其未達預估數量致結餘款項；及若
因甲方因素致乙方未依計畫內容完成，所造成結餘款項，其結餘款應予
以繳回。
（六）乙方對計畫經費如有委任會計師辦理財務簽證者，甲方得調閱其與本計
畫有關之查核工作底稿，並得諮詢之。
（七）乙方如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申請補（捐）助，應於經費結報時列明
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及各機關實際補（捐）助金額。
（八）對補（捐）助款之運用考核，如發現成效不佳、未依補（捐）助用途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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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或虛報、浮報等情事，除應繳回該部分之補（捐）助經費外，得依
情節輕重對該補（捐）助案件停止補（捐）助一年至五年。
（九）受補（捐）助經費於補（捐）助案件結案時尚有餘款，應全數繳回。
（十）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補（捐）助會計處理作業要點第 11 點：「受
補(捐)助經費產生之利息或其他衍生收入，如工程招標圖說收入、逾期
違約之罰款或沒入之履約保證金等，應於收支明細表中敘明，並於結報
時解繳本署」規定，本計畫所衍生之利息，請於核銷時一併繳回甲方。
但利息金額為新台幣三百元以下者，得留存受補(捐)助單位，免解繳甲
方，惟應於來函中敘明。
第七條 計畫之變更：計畫於執行期間因故需變更工作項目、主持人、執行機
構、設備項目，由乙方以正式公文申請變更。
第八條 計畫所需採購程序：計畫經費項下所需之個別採購，應依照「政府採
購法」之規定辦理。若動支甲方補助金額占該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
補助金額在公告（100 萬元）金額以上者，各項採購之招標、決標、契
約或承攬書、驗收等紀錄，若屬原始憑證需送核者，應併同原始憑證
送甲方；乙方若為法人或團體應依採購法第四條之規定受甲方之監
督。
第九條 本計畫經費所購置之設備，其產權屬乙方所有，乙方應妥為保管使
用，逐一編號黏訂標籤，並註明「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補（捐）助
購置」
，且依規定編製「財產增加單」，於核銷時送甲方備查；計畫結
束後，甲方得商請乙方撥借其他機關使用，以免閒置。乙方如購置新
臺幣五百萬元以上儀器，應建立管理機制並將儀器資料送甲方備查。
第十條 計畫執行情形管制：應依計畫規劃時程執行，計畫執行中，必要時甲
方得派員至乙方瞭解計畫執行情形或要求乙方研究主持人向甲方簡
報。報告之內容包含預定完成工作項目及實際執行情形，初步成果、
計畫執行中所遭遇之問題與困難、經費使用狀況。
第十一條 乙方不得為甲方及第三人執行重複之計畫，若違反上述約定，甲方
得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之部分，乙方並應將已撥付之
計畫經費全數返還甲方外，乙方計畫主持人於三年內不得再接受甲方
之補助(或委託)。
第十二條 成果報告：
（一）乙方應於 109 年 10 月 30 日以前以正式公文函送甲方結案報告 1 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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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並將其電子檔上傳至甲方「癌症醫療品質管理考核資訊系統」辦理結
案手續。如係以調查法(如面訪、電話訪問、郵寄問卷等)進行之計畫，需
連同資料讀我檔、空白問卷、譯碼簿(CODEBOOK)、原始資料數據檔、
資料欄位定義程式(SAS、SPSS 或其他統計程式)等，一併送甲方辦理結
案。
（二）成果報告內容不得有抄襲、剽竊、或違反著作權法等行為，如違反上述
規定，除乙方應將已撥付之計畫經費全數返還甲方外，乙方計畫主持人
於三年內不得再接受甲方之補助（委辦）計畫。
（三）乙方如未能依限將成果報告及原始資料數據檔等相關資料提送甲方並完
成結案手續，除依本點第四款經甲方書面同意延期者外，每逾期一日（以
郵戳為憑），乙方應繳補助經費總額千分之一違約金，如逾期兩個月仍
未提送者，視為不能履行契約，除應將已撥付之計畫經費全數返還甲方
外，乙方計畫主持人於一年內不得再接受甲方之補助(或委託)計畫。
（四）乙方如因特殊原因，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得檢具事
證或敘明理由，於計畫執行屆滿前二個月以正式公文向甲方申請計畫延
期繳交。
（五）成果報告之審查標準，包含報告之組織與條理、資料分析、報告之結論、
是否達成預期目標。成果報告經審查後需依審查意見進行修正。
（六）成果報告與契約不符，或審查後經通知限期改善，未如期改善者，其未
改善部分不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期效果，
甲方得要求乙方繳回未改善部分價款。
第十三條 研究成果之歸屬：依「科技基本法」及「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
果歸屬及運用辦法」規定辦理，經考量計畫內容涉及社會公益及政
策等特殊因素，本計畫研發成果歸屬甲方，需經甲方同意後始得發
表，本計畫期間以乙方如需發表任何與本計畫相關事宜，應事先徵
求甲方同意，以避免滋生困擾。
第十四條 乙方同意其所繳交之成果報告，甲方無須徵得乙方授權同意，即可
無償由甲方及其附屬機關（構）視需要自行或指定其他第三人不限
地域、時間或次數，以微縮、光碟、數位化等方式予以重製、散
布、傳送、發行、公開發表、上載傳送網路供檢索查詢，或為其他
方式之利用。
第十五條 除另有規定外，乙方如在契約使用專利品，或專利性履約方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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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著作權時，其有關之專利及著作權益，概由乙方依照有關法令
規定處理，其費用亦由乙方負擔。
第十六條 乙方因承辦本計畫而獲得之相關資訊，非經甲方同意，不得轉作其
他研究、分析、發表之用。
第十七條 乙方應與計畫內工作人員訂定工作契約，乙方有義務告知並要求工
作人員嚴守工作契約內容、本補助契約內容及甲方業務機密；乙方
及乙方工作人員應切實依據契約內容執行業務，執行業務過程中若
造成第三人權益損失，概由乙方負責。
第十八條 乙方未依約履行補助契約內容或成果有抄襲、剽竊之事實或侵害第
三人之專利、著作等智慧財產權時，乙方與計畫主持人應負損害賠
償之責任；計畫主持人並應負法律及其他相關責任。
第十九條 研究計畫中如涉及人體試驗或其他試驗，應依照醫療法或有關法規
之規定執行之，如發生法律問題，由乙方暨研究主持人負完全責
任。
第二十條 計畫執行中乙方應善盡維護實驗環境之衛生及安全之責，倘計畫人
員及助理因執行計畫致生命、健康、財產上受侵害時，乙方應自負
完全責任，與甲方無涉。
第二十一條 契約之終止：
（一）計畫執行中，如發現非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使預期成果無法達成、
研究工作不能進行、乙方未能履行本契約各項條款之一時或甲方因年
度預算不足時，甲方得隨時通知乙方解除或終止契約。契約終止後，
甲方應對已完成合於計畫工作部分，核算應支之費用予以結案，乙方
並應將契約終止前所完成之工作成果送交甲方，且乙方需將已付款未
完成項目價金返還甲方。
（二）本契約如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而終止時，甲方得視情況向乙方追繳
已撥付之款項，並暫停乙方所有補助計畫申請案。
(三) 計畫執行中，計畫主持人因服務機構改變，需在新任職機構繼續執行
該計畫者，得經乙方及新任職機構之同意，由乙方以正式公文並檢附
新任職機構之聘函影本及新任職機構之同意函，報經本部同意後與乙
方終止契約，再與新任職機構另訂新約，本計畫始得轉至新任職機構
繼續執行。
第二十二條 乙方於簽約時，須檢附載明計畫經費來源之文書，做為契約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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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計畫經費自籌款如有中央政府各機關及附屬單位（以下簡稱
機關）補（捐）助經費者，請敘明向各機關申請補（捐）助之項
目、金額；經費結報時，乙方亦應詳列支出用途、全部實支經費
總額（含乙方自籌款）及各機關實際補（捐）助金額，送甲方備
查。如各補助項目有結餘款，及計畫書內各項目實支經費低於原
訂項目經費時，應全數繳回甲方。
第二十三條 本案經費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運用菸品健康福利捐支應，乙
方履約內容之各項服務、措施或活動所製作之單張、文宣品、媒
體傳播、活動舞台背景、出國報告、研究成果報告、訪問報告等
項目或範圍，應於明顯適當位置註明「經費由國民健康署運用菸
品健康福利捐支應」等經費來源字樣。倘辦理政策宣導，應確實
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及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規
定，明確標示「廣告」二字；如有編列人事費用，於薪資發放
時，應註明經費來源（例如薪水單等）
，並將執行成果於繳交期末
報告時，檢附相關佐證照片或樣本，以供審查；如有違反上述規
定，除確屬非可歸責於乙方，經甲方書面同意外，視同該項履約
標的不符契約規定。
第二十四條 罰則：
（一）逾期違約金，以日曆天為單位，乙方如未依照契約規定繳交成果報告
（109 年 10 月 30 日），應按逾期日數，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
一計算逾期違約金。但未完成履約之部分不影響其他已完成部分之使
用者，得按未完成履約部分之契約價金，每日依其千分之一計算逾期
違約金。
（二）乙方因甲方變更規格或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致無法履行合約契約規
定或因而遲延執行時，免負違約責任，但仍應竭盡所能，設法排除、
救濟或克服以上事由，儘速履行其義務。
（三）乙方逾期罰款，甲方得在應付的金額內扣除之，乙方不得拒絕。
第二十五條 本契約如因工作需要，甲方得通知乙方依甲方規定辦理延長或續
約，乙方並不得無故拒絕。
第二十六條 乙方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撤回補(捐)助，並視情節輕重，
追回全部或部分補(捐)助款，乙方或計畫負責人於三年內不得再向
甲方申請補(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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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經甲方同意，任意變更計畫內容者。
(二)未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或無故無法履行者。
(三)無故拒絕接受查核或評鑑者。
(四)所送申請資料或其附件有隱匿、虛偽等不實情事者。
(五)對補（捐）助款之運用考核成效不彰或未依補（捐）助用途支用、虛
報、浮報等情事。
(六)留存受補（捐）助團體之原始憑證，未依會計法及審計法相關規定妥
善保存與銷毀者。
(七)未將結案之剩餘款及受補(捐)助經費產生之利息(三百元以上)或其他
衍生收入繳回者。
(八)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事者。
第二十七條 乙方對於補（捐）助經費之執行，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捐）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
向各機關申請補（捐）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
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二) 受補（捐）助經費結報時，所檢附之支出憑證應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
辦理，並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同一案件由二個以上機
關補（捐）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捐）助金額。
(三) 受補（捐）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四)適當選定績效衡量指標，作為辦理補（捐）助案件成果考核及效益評估之
參據。
(五) （捐）助之民間團體及個人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
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第二十八條 乙方應於本計畫所辦理之教育訓練中，辦理學員滿意度調查及核心
能力前、後測，並將滿意度調查分析及核心能力前、後測及統計資
料納入成果報告中送審。亦針對學員意見進行改善作業，若滿意度
調查(回答很滿意及滿意者)未達 80%以上，須提服務改善計畫。
第二十九條 乙方於履約期間應避免接受菸商包括經費及任何形式的贊助及接
受菸商的投資，且於履約標的執行範圍內，不得與菸商有任何商業
關連或利益往來，如有上述情形發生，經查證屬實，除有不可抗力
原因經甲方書面同意外，甲方得採下列措施：
(一) 終止或解除契約，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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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通知乙方暫停履約至情況改正後方准恢復履約。乙方不得就暫停執行請
求延長履約期限或增加契約價金。
第三十條

本採購案如有餐飲採購需求，乙方於履約標的執行範圍內，應依甲
方「健康餐飲採購原則」辦理（如附件），如違反上述規定，除有
不可抗力原因經甲方書面同意外，得就餐飲採購項目依情節酌予扣
減價金。

第三十一條 本契約書未約定事項，雙方得以換文方式另行約定，修正時亦
同。契約文字如有疑義時，其解釋權歸屬於甲方。契約所規定事
項如遇有訴訟時，雙方同意以台灣士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
第三十二條 本契約有關共同資通安全需求，詳如「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資
通安全條款」
。
第三十三條 本契約書正本二份，副本三份，分送雙方保存，以資信守。
第三十四條 本契約書自 109 年○○月○○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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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書人
甲

方

單 位 名 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代

表

人：王 英 偉

地

址：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 36 號

乙

方

單 位 名 稱：
代

表

地

人：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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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契約附件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餐飲採購原則
原版本 101 年 10 月 11 日核定

健康餐飲採購目的：
為促進消費者營養健康，養成多用在地、當季食材、並推行環保減碳，本署訂
定「健康餐飲採購原則」
（以下稱本原則），以作為本署餐飲採購之參考。
健康餐飲採購執行方法 ：
（一）署內自辦：
凡 15 人以上之盒餐、30 人以上之茶點、10 人以上之任何桌數桌餐需填寫查核
表。
業務單位可參照健康盒餐名單、或自行尋找可配合提供健康盒餐、茶點、桌餐
內容之廠商訂購。
會議或活動結束，一週內填寫查核表送社區組統計。
業務組室如因廠商無法提供熱量營養分析，得於事前請社區組協助處理。
（二）本署委託或補助案：
凡由本署編列經費委託或補助廠商（補助佔總經費超過 50％者）辦理之案件，
如需採購盒餐、茶點或桌餐，均應遵循本原則辦理。
本署各單位應將本原則納入契約文件或補助公文，並督促廠商配合辦理。
凡 15 人以上之盒餐、30 人以上之茶點、10 人以上之任何桌數桌餐需填寫查核
表。
受委託或補助單位可參照健康盒餐名單、或自行尋找可配合提供健康盒餐、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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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桌餐內容之廠商訂購，如為茶點或桌餐，需事前將菜單送業務單位審核。
受委託或補助單位自行填寫查核表，並製作茶點標示卡或桌餐餐卡，於現場拍
攝照片，視辦理時間，於期中、期末報告時併附於報告，由業務單位審查，影
本送社區組統計。驗收時，如為委辦案，另由秘書室協助檢視有無檢附。
健康餐飲採購內容：
（一）健康盒餐：
優先向各縣市衛生署或本署公告之健康盒餐業者訂購。
食材：減少高脂食材、減少加工食品、以高纖及在地當季食材供應為優先考
量。
盒餐有熱量營養標示。
不送含糖飲料（如果汁、乳酸飲料等）
，建議業者提供水果。
多以全穀類（如五穀米、雜糧米飯糰、胚芽米壽司、全麥土司）取代精緻白
米、白麵粉製品。
（二）茶點：
以在地、當季多樣式新鮮蔬果為優先考量。
飲料以白開水及無糖飲料（如無糖茶、無糖黑咖啡）、不加糖之鮮榨果汁為
主。
無油炸點心、且無奶油表層、夾層或內餡，減少使用酥油。
每道點心餐食標示單份品名、熱量。如為國際性或有外賓，應加註英文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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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以全穀類（如五穀米、雜糧米飯糰、胚芽米壽司、全麥土司）取代精緻白
米、白麵粉製品。
使用可清洗再使用之餐具（盤、杯、湯匙）
。
（三）桌餐：
食材：減少高脂食材、減少加工食品、以高纖及在地當季食材供應為優先考
量。
作法：儘量以烤、蒸、川燙、少油炸油煎、等減油作法烹調，減少過油、油
淋、勾芡作法，並減少鹽及油的使用量。
蔬菜菜餚（蔬菜佔該道菜餚量一半以上者）2 道以上。
多以全穀類（如五穀米、雜糧米飯糰、胚芽米壽司）取代精緻白米、白麵製
品。
飯後點心以新鮮水果供應為主。
飲料以白開水及無糖飲料（如無糖茶、無糖黑咖啡）、不加糖之鮮榨果汁為
主。
使用可清洗再使用之餐具（盤、杯、湯匙）
。
桌餐菜卡上標示每人平均熱量標示，最好亦有其他營養分析。如為國際性或有
外賓，應加註英文菜名、熱量、營養分析。特殊食材遵照政府規範標示食材履
歷（如牛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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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餐飲採購原則查檢表
本表請依所提供之餐飲類型予以勾選，該類型之所有查核項目均需勾選是
否符合採購原則，未符合者需加註說明。凡餐點供應 15 人以上之盒餐、30 人以
上之茶點、10 人以上之任何桌數桌餐時需填寫查核表。
計畫名稱：○○○
廠商名稱：○○○
年

月

採購案號：○○○
負 責 人：○○○
日 活動（會議）
：

（簽章）
份數：

□健康盒餐：
達成 未達成 未達成說明
查核項目
1. 優先向各縣市衛生局或本署公告之健康
盒餐業者訂購。
2. 食材：減少高脂食材、減少加工食品、
以高纖及在地當季食材供應為優先考
量。
3. 盒餐有熱量營養標示。

4. 不送含糖飲料（如果汁、乳酸飲料
等）
，建議業者提供水果。
5. 多以全穀類（如五穀米、雜糧米飯糰、
胚芽米壽司、全麥土司）取代精緻白
米、白麵粉製品。

□茶點：
達成 未達成 未達成說明
查核項目
1. 以在地、當季多樣式新鮮蔬果為優先考
量。
2. 飲料以白開水及無糖飲料（如無糖茶、
無糖黑咖啡）、不加糖之鮮榨果汁為
主。
3. 無油炸點心、且無奶油表層、夾層或內
餡，減少使用酥油。
4. 每道點心餐食標示單份品名、熱量。如
為國際性或有外賓，應加註英文品名。
5. 多以全穀類（如五穀米、雜糧米飯糰、
胚芽米壽司、全麥土司）取代精緻白
米、白麵粉製品。
6. 使用可清洗再使用之餐具（盤、杯、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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匙）
。

□桌餐：
1.

2.

3.
4.

5.
6.

7.
8.






達成 未達成 未達成說明
查核項目
食材：減少高脂食材、減少加工食品、
以高纖及在地當季食材供應為優先考
量。
作法：儘量以烤、蒸、川燙、少油炸油
煎、等減油作法烹調，減少過油、油
淋、勾芡作法，並減少鹽及油的使用
量。
蔬菜菜餚（蔬菜佔該道菜餚量一半以上
者）2 道以上。
多以全穀類（如五穀米、雜糧米飯糰、
胚芽米壽司）取代精緻白米、白麵製
品。
飯後點心以新鮮水果供應為主。
飲料以白開水及無糖飲料（如無糖茶、
無糖黑咖啡）、不加糖之鮮榨果汁為
主。
使用可清洗再使用之餐具（盤、杯、湯
匙）
。
桌餐菜卡上標示每人平均熱量標示，最
好亦有其他營養分析。如為國際性或有
外賓，應加註英文菜名、熱量、營養分
析。特殊食材遵照政府規範標示食材履
歷（如牛肉）。

本表於期中或期末報告時檢附。
若為盒餐供應，請併附照片等佐證資料。
若為茶點供應，請併附茶點標示清單及現場照片。
若為桌餐供應，請併附桌餐餐卡及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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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資通安全條款

中華民國 94 年 1 月 24 日核定
中華民國 94 年 3 月 07 日修訂
中華民國 96 年 2 月 15 日修訂
中華民國 97 年 10 月 21 日修訂
中華民國 98 年 2 月 12 日修訂
中華民國 98 年 9 月 21 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5 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2 年 9 月 23 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4 年 2 月 12 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30 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11 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15 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6 年 8 月 28 日修訂

一、廠商（委外計畫主持人及其所屬員工、協力廠商，以下簡稱乙方）承諾於
原契約有效期間內及期滿或終止後，對於所得知或持有本署（以下
簡稱甲方）之公務機密，均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妥為保管及確保
其機密性。非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乙方不得為本人或任何第三人
複製、保有、利用該等公務秘密或將之洩漏、告知、交付第三人或
以其他任何方式使第三人知悉或利用該等公務機密，或對外發表或
出售。
二、乙方因承辦業務所獲得之資訊，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章恪遵
保密規定，並應簽署「附件 1-保密切結書」
，如有違失，由乙方負全部責
任，責任說明如下：
（一）
刑事責任方面，依據刑法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受甲方委
託之乙方人員雖不具公務員身分，但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4 條之
規定，受本署委託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者，於本法適用範圍
內，視同本署。
（二）
民事責任方面，違失事由，歸屬乙方，乙方應負完全損害賠償責
任。
（三）
行政責任方面，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規定，因可歸
責於乙方之事由，致解除或終止契約者，招標單位應將乙方刊登於
政府採購公報上，同法第 103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經刊登在政
府採購公報上之乙方，於刊登次一日開始一年內，無法參加所有政
府採購之招標。
三、乙方應與參與人員訂定工作契約，乙方及其協力廠商有義務告知，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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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人員嚴守工作契約內容及甲方業務機密；乙方及其參與人員應切實依
據原契約內容執行業務，執行業務過程中若造成第三人權益損失，概由乙
方負責。
四、乙方需將參與人員名單與工作項目及權限造冊列管並交付甲方備查，人
員、項目及權限如有異動時，需於 3 日內主動將異動資料以書面函報機
關，人員異動流程依「附件 2-委外專案成員異動流程圖」辦理。
五、乙方依原契約提供甲方服務時，所產生、取得或持有甲方之資料，包括文
字、影像、圖形、聲音，不論其儲存於印刷、磁性、光學或其他媒體上，
皆屬於甲方所有。除非為提供服務所需，或經甲方書面同意，不得複製、
揭露或交付第三人。
六、乙方承辦甲方業務如涉及服務網站、資訊系統、資料庫之開發、維護、維
運及其他相關作業，或可接觸甲方資訊環境時，不得於甲方之任何資訊系
統或新開發之資訊系統植入木馬程式，或開啟程式後門漏洞，亦不得未經
甲方授權任意刪除或更改原有帳號權限及自行開立新帳號存取系統資源及
執行弱點掃描等作業。
七、乙方承辦甲方業務如涉及服務網站、資訊系統、資料庫之開發、維護、營
運及其他資訊相關作業應依下列項目確實辦理，並依委託案件需求，擬具
具體作法經甲方確認同意後納入合約管理：
（一） 資訊安全組織
1. 依人員權責及職務分別訂定其安全責任。
2. 與相關單位如主管機關、資訊服務廠商、檢警單位、電力單位、電信
單位及消防救災單位建立聯絡管道。
3. 乙方之協力廠商契約應包含法律需求（如個人資料保護法）、界定雙
方有關人員權責、使用安全控管措施及作業程序、對委外廠商資安稽
核權等條文。
（二） 人力資源安全
1. 對於可存取機密性、敏感性資訊或系統之人員以及配賦系統存取特別
權限之人員妥適分工，分散權責。
2. 人員（含第三方使用者）之調動、離職或退休，除第四條規定外，應
立即取消、停用或調整其識別碼、通行碼、存取權限及安全責任，並
繳回其使用或保管之資訊資產。
3. 人員應接受適當的資通安全暨個資保護訓練。
（三） 資產管理
1. 需整理與本專案相關之資訊資產清冊，如有異動應更新後副知甲方承
辦人員。
2. 各項資訊資產需有明確的管理者及使用者。
（四） 實體與環境安全
1. 界定專案範圍內重要實體區域並施予安全保護。
2. 重要實體區域的進出權限應定期審查並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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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員進入重要實體區域實施安全控制措施及監督其活動並保留進出紀
錄。
4. 重要實體區域應設置安全設備（如消防設施）且定期檢查並做成書面
紀錄留存查考。
5. 重要實體區域與易燃物或危險物品保持安全距離。
6. 專案如涉及電腦機房管理，需隨時掌握機房溫度及溼度狀況。
7. 電腦機房操作人員需熟悉滅火系統操作方法及滅火器位置。
8. 設備送場外維修，須經甲方承辦人員及權責主管同意，對於儲存之資
訊需有適當安全保護措施。
9. 設備報廢前須經甲方承辦人員及權責主管同意，將專案之機密性、敏
感性資料及授權軟體予以移除。
10. 資訊資產如須攜出場外使用，需均經事前授權，並作安全查核。
11. 機密性、敏感性資訊儲存媒體在不使用或不在班時需妥為存放。
12. 為確保設備不遭受損壞、線路被破壞或拔除及電源或其它設施因失
效而中斷，應對設備、線路及支援設施(如空調水電等)定期維護檢
查。
（五） 存取控制
1. 各作業系統（含公用程式）、資訊系統與資料庫及網路設備之使用需
經過授權，且應有身分鑑別機制。資訊存取權限之設定以工作所需最
小權限與最少資訊為原則。
2. 未經甲方同意不得新增或刪除系統帳號及異動權限，使用者職務異動
時應重新檢核權限並提出權限異動申請，以符合最小權限要求。
3. 資訊系統帳號權限清查，應由權責單位就資訊系統帳號權限異動頻繁
度，自訂帳號權限清查頻率，如無另訂至少每半年應清查一次，並紀
錄於「附表 1- ISMS-204-01-01 帳號定期清查紀錄單」交付甲方承辦
人員歸檔保存。
4. 資訊系統帳號不得共用同一帳號或將帳號交付他人使用；如有例外情
形(如：與應用系統連結相關者)需經權責主管同意後依系統特性或系
統安全考量辦理，外借帳號使用後應立即變更密碼。
5. 帳號註冊及註銷程序需做成書面紀錄留存查考。
6. 因系統管理或特殊作業需要而設定特殊權限時，應做成書面紀錄留存
查考。
7. 作業系統需留存詳細的管理者與操作員之作業日誌，至少包含主機安
全稽核日誌及登出、登入日誌（正常登入、異常登入、登入失敗）
等，並保存 3 個月以上。應用系統之系統作業日誌，至少包含系統登
入、登出日誌（正常登入、異常登入、登入失敗）
、資料異動、資料
查詢等，並保存 6 個月以上。
8. 系統及伺服器管理者密碼每年至少需變更一次密碼；密碼長度至少 8
個字元且符合複雜性原則，管理人員如有異動或職務調整，應立即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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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密碼。
（六） 通訊與作業安全管理
1. 作業系統需使用防毒軟體或採用其他防護設備，並即時更新病毒碼，
且定期對電腦系統及資料儲存媒體進行病毒掃描。
2. 重要電腦資料媒體（含報表）之運送，需有安全保護措施並留有完整
監控紀錄（含收送人、時間及內容）。
3. 所有電腦主機之作業系統時鐘需定期核對校正，以確保時間紀錄正
確。
4. 軟體安裝完畢後應立即更新廠商所預設之密碼及相關服務之設定。
5. 系統資料及軟體應定期作備份並保留三代以上，且備份資料需異地儲
存，並定期進行回復測試，以確保備份資料之有效性。
6. 資料交換（無論是電子或實體交換）需經甲方核准，若資料係屬機密
敏感性質者，資訊要傳遞時（呈辦或轉交）
，需簽請甲方單位主管核
准，並填具「附表 2- ISMS-206-01-01 機密敏感性資訊攜出/傳遞申
請單」
，以防止未經授權的非法存取、濫用或破壞。
7. 應定期執行主機群弱點掃描作業，弱點掃描後應產生弱點掃描報告，
屬於中、高風險之弱點應限期 14 日內回覆改善情形(含甲方執行之弱
掃報告)，並填寫「附件 3-ISMS-206-01-02 弱點處理報告單」，且於
修補後進行複檢作業，另甲方定期執行弱點掃瞄之處理結果報告需列
入驗收，若乙方違反上述條款，將納入記點辦理。
8. 不開放申請外部遠距作業，系統(網站)之各項維運作業應至甲方資訊
機房作業。
9. 如設有防火牆等資安防禦設備，相關設定組態檔（config）應至少保
留兩代，防火牆紀錄檔（log）應至少保留三個月，並視設備的支援
程度，考量適當的匯出與保存的方式，應定期(每年至少一次)審查防
火牆規則。
（七） 系統獲取、開發及維護
1. 測試區及正式區應進行區隔，測試作業需避免以真實資料進行；若需
以真實資料測試，應使用正式作業的管理方式；測試完成後應留存測
試紀錄。
2. 應用系統之程式碼變更應進行版本管制，確保不被誤用。
3. 系統變更後應立即更新系統文件。
4. 系統修補前需先作系統影響評估與測試，並留存相關紀錄。
5. 系統應定期維護，維護內容應包含系統容量、系統日誌與資訊安全弱
點修補等等，並依「附表 5- ISMS-207-01-04 公開服務網站(系統)運
作情形例行檢查表」
，所列之檢查項目與排定之時程進行檢查，紀錄
列入驗收項目。資訊系統如有預期或非預期之系統停機情形，應填寫
「附表 4- ISMS-207-01-03 資訊系統停機紀錄表」，交由甲方承辦人
保管歸檔並做相關公告及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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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評估與規劃系統使用量及擴充之可行性時，需注意硬體設備及軟體系
統版本更新、使用與維護之生命週期，及硬軟體系統運作相容性之管
理。
7. 應對應用系統的資料登錄進行驗證，保證輸入資料的正確性及合理
性。且須定期審查應用系統關鍵資料欄位或資料檔案的內容，確認其
有效性和完整性。
8. 應使用合法授權技術與軟體，以避免侵害智慧財產權。.
9. 應定期確認系統軟體版本，對作業系統及應用系統進行任何版本升級
或修補程式時，須對其進行審查和測試，以確保應用系統的穩定性與
安全性；如因系統限制無法升級或修補，應提出因應措施。
10. 網站（系統）著作權及使用權之歸屬甲方一定要有使用權，著作權
則由雙方協商決定。
（八） 營運持續管理
1. 網站（系統）最高管理者權限一定要甲方持有，得授權同等權限予乙
方進行網站（系統）建置、維護，使用者帳號權限如須異動應告知甲
方並經核可後得進行異動。
2. 應建立營運持續計畫，填具「附表 6- ISMS-209-01-01 營運持續計
畫」，依不同情境進行復原規劃，內容應包含：系統現況、緊急復原
組織、災難復原程序等…，以因應事故導致資訊服務系統中斷時，相
關業務服務能持續提供。
3. 資訊網站（系統）（含資料庫）應建立營運持續計畫復原所需時間與
正確性必須符合業務需求，且每年至少確實執行一次演練。
4. 業務持續計畫應每年至少執行 1 次測試及演練，可採以下方式辦理：
書面流程演練、通報演練、關鍵活動演練、模擬測試演練及完整測試
演練，以確保計畫之有效性，並使相關人員熟悉計畫內容。
5. 計畫演練結束後應進行檢討，並產出「附表 7- ISMS-209-01-02 復原
演習紀錄」。
八、乙方承辦甲方業務如涉及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利用或傳輸應依「個人
資料保護法」及「附件 3-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委外契約個資保護條
款」辦理。
九、乙方進入甲方資訊資產存放場所作業或維修，如發生意外事件時，乙方應
立即採取防範措施並立即通報甲方。意外發生如歸責於乙方，乙方應立即
搶救、復原及採取重建措施，並對損害負起賠償責任。
十、乙方如發生資通安全事件時，應第一時間通報甲方承辦人員，並填具「附
件 4-資通安全事件通報單」。
十一、乙方作業之檢查與稽核
（一）
甲方視需要將每半年或不定期派員實施查核乙方提供之服務是否符
合本契約之規定，乙方並應確實配合辦理，提供甲方書面資料及邀
集相關人員列席備詢。上述查核得以不預告之方式進行之，乙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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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無故拒絕，有關稽核缺失乙方應限期改善不得推諉，如無正當理
由未依限改善，以違約論。
（二）
甲方必要時得委由專業之第三方，稽核乙方提供之服務，費用由甲
方負擔。
（三）
乙方需依「附表 8- ISMS-311-01-02 委外業務個人資料保護例行
檢查表(廠商自行稽核使用)」每半年自行評估稽核，紀錄列入
驗收項目。
十二、智慧財產權
（一） 乙方所有交付甲方之資訊系統及其有關文件、著作權及智慧財產權
均屬甲方所有，甲方享有複製、散播、新增、修改、刪除等
一切權利。
（二） 乙方所有交付甲方研究成果報告，甲方享有複製、散播等權利，其
著作權及智慧財產權，則依合約內容及相關法令辦理。
（三） 乙方交付之本專案相關軟體項目中如包含第三者開發之產品，應切
結保證（或提供授權證明文件）軟體使用之合法性（以符合
中華民國著作權法規範為準），並提供手冊、磁片或光碟片
（若為共享軟體，shareware，不在此限，惟仍應取得使用
授權）
。乙方如有隱瞞事實或使用未授權軟體之行為，致使
甲方遭致任何損失或聲譽之損害時，乙方應負一切民事、刑
事責任。
（四） 乙方自行開發之電腦程式應提供系統軟體原始程式碼（若應用程式
係由程式開發工具所開發，應將處理程序、鍵值定義及操作
步驟等明列說明以替代原始程式碼）光碟片二份，經測試無
誤後交由甲方保管，做為系統維護之用，系統相關軟體如有
修改時應配合一併更新。系統開發過程甲方得指派人員參
與，乙方應提供必要之指導及訓練，以協助軟體轉移順利進
行。
十三、罰則
（一） 乙方發生資通安全事件，經甲方認定事件嚴重程度達需通報行政院
國家資通安全會報者，即依契約總價金千分之三計罰違約金；經甲
方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日處以契約總價金千分之一之
違約金，得連續處罰至改善為止；但每一事件處罰違約金總金額不
得超過契約總價金千分之十五。
（二） 前款所述乙方發生之資通安全事件中，如涉及民眾隱私資料者，除
依本條款第二點，由乙方擔負相關刑事、民事及行政責任之外，則
依契約總價金千分之五計罰違約金；經甲方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按日處以契約總價金千分之二之違約金，得連續處罰至改
善為止；但每一事件處罰違約金總金額不得超過契約總價金千分之
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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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述二款情形，如造成甲方任何損失，一切損害賠償與法律責任均
由乙方承擔；若事件發生原因經甲方認定屬非可歸責於乙方者，得
予免罰。
十四、本條款未盡事宜，依政府資訊公開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
法施行細則，以及其他相關法令辦理。
十五、檢附本署資通安全條款相關附件及紀錄表單:
附件 1-「保密切結書」。
附件 2-「委外專案成員異動流程圖」。
附件 3-「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委外契約個資保護條款」
。
附件 4-「資通安全事件通報單」
。
附表 1-「ISMS-204-01-01 帳號定期清查紀錄單」。
附表 2-「ISMS-206-01-01 機密感性資訊攜出/傳遞申請單」。
附表 3-「ISMS-206-01-02 弱點處理報告單」
。
附表 4-「ISMS-207-01-03 資訊系統停機紀錄表」。
附表 5-「ISMS-207-01-04 公開服務網站(系統)運作情形例行檢查表」。
附表 6-「ISMS-209-01-01 營運持續計畫」。
附表 7-「ISMS-209-01-02 復原演習紀錄」。
附表 8-「ISMS-311-01-02 委外業務個人資料保護例行檢查表(廠商自行稽核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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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資訊安全保密切結書（個人）
立切結書人
（以下簡稱乙方）參與
（以下簡稱甲方）
辦理「109 年全方位癌症防治策進計畫」
，工作期間因業務需要接觸之公務（機
密）資料，乙方願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乙方於專案進行期間因進行調查、搜集依合約所產生或所接觸之公務（機
密）資料，非經甲方同意或授權，不得以任何形式洩漏或將上開資料再使
用或交付第三者。對所獲得或知悉之上述公務（機密）資料，乙方須負保密
責任。
二、公務（機密）資料保密期限，不受專案工作完成（結案）及乙方不同工作地
點及時間之限制。乙方持有或獲知公務（機密）資料，未經甲方同意或授
權，不得洩漏或轉讓於第三者。
三、乙方雖不具公務員身分，但根據貪污治罪條例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4 條之
規定，乙方行為該當法條之構成要件，仍視為公務人員而加重處罰。
四、乙方及其協力廠商違反本資訊安全保密切結書之規定，致造成甲方或第三
者之損害，乙方及其協力廠商應負民事、刑事責任，包括因此所致甲方涉
訟所須支付之訴訟費用或對第三人賠償之金額。於第三人對甲方提出請求、
訴訟，經接獲甲方書面通知，乙方及其協力廠商應提供相關資料。
此致
甲方
＿＿＿＿＿＿＿＿＿
立切結書人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戶 籍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個人資料蒐集告知:
以上之資料蒐集僅為作為資料保密切結之證明相關用途之必要範圍內，所進行蒐集、處理與
利用當事人個人資料(屬於辨識個人者，包含姓名、身分證字號與聯絡方式)，本署將遵守法
律規定保障當事人個人資料安全。另立切結書人享有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之相關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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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委外專案團隊成員異動

依本署「資訊服務採購契約書-契約範本 104.1.27 版，第 8 條 履約管理」，廠
商團隊成員因正當理由異動時，應於 10 個工作天前通知本署，並於本署收到
廠商書面通知後 10 個工作天且確認有正當理由後，始可離任。
(通知之天數由業務單位自行評估訂定之契約條款為主)

應計算團隊成員異動率，異動率以廠商年度內其團隊成員離任之人數除以年度
內廠商團隊成員之人數之百分比計算之。廠商應本署之請通知離任之廠商人員
不計算在內(異動率依據契約書第 8 條規定或是業務單位視專案情況自行評估
訂定符合之異動率)。

審核是否符合
異動率

否

是
審核通過
審核未通過

委外廠商專案成員報到、離職或異動應辦事項:
1.依本署「資訊服務採購契約書-契約範本」廠商
團隊成員應於到任當日，將已簽署之保密同意
書或保密切結書提交本署。
2.依本署「資通安全條款」及相關資安規定:
專案人員、項目及權限如有異動時，需於 3 日
內主動將異動資料以書面函報機關。
專案人員系統帳號註冊及註銷程序，請填寫
「資通安全管理系統-ISMS-204-01-01 帳號定期
清查紀錄單」，由業務單位留存查考。
業務單位依據「資通安全管理系統-ISMS311-01-01 委外業務個人資料保護例行檢查
表
(業務單位使用)，查核專案成員異動使否落
實
交接程序」。
3.如異動人員為系統(網站)主要聯絡窗口，應主
結案

委外專案成員異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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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仍申請
團隊成員異動

廠商取消團
隊成員異動

廠商團隊成員異動
經本署審核，異動
率超過契約書規定
之比率，依契約書
規定計算違約金。

委外專案成員異動完成

附件 3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委外契約個資保護條款
一、廠商僅得為辦理本契約所載委外業務之相關目的，蒐集、處理、利用或傳輸個人
資料，並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本署所訂定個資保護相關規範及其他相關法規命
令。
二、廠商於本署所進行之個資保護相關作業活動，應依本署執行個資衝擊與風險分析
結果所對應之個資管理流程與個資保護控制措施辦理之。廠商若有違反，致本署
個人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害者，廠商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三、廠商員工於專案執行期間因進行調查、蒐集依合約所產生或所接觸之個人資料，
非經本署同意或授權，不得以任何形式洩漏，或進行非法之蒐集、處理、利用或
交付第三者。對所獲得或知悉之個人資料，廠商須負保護及保密之責任。
四、個人資料保密期限，不受專案工作完成（結案）及廠商不同工作地點及時間之限
制，廠商所持有或所獲知之個人資料，未經本署書面同意或授權，不得洩漏或轉
讓於第三者。
五、廠商於專案結束時，應依本署之要求進行個人資料之完整銷毀，非經本署書面通
知許可，廠商不得私自保留、處理或利用執行專案所獲取之個人資料。
六、廠商違反本契約之規定，致個人資料外洩，造成機關或第三者之損害或賠償，廠
商同意無條件負擔全部責任，包括因此所致本署或第三人涉訟，所須支付之一切
費用及賠償。於第三人對機關提出請求、訴訟，經接獲本署書面通知，廠商應提
供相關資料。
七、本署得保留對廠商實施個人資料管理稽核之權利，以確認廠商是否遵循個人資
料保護法及落實本署相關個資管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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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資通安全事件通報單（委外業務、資料外釋、補捐助等案件
通用）
承辦單位
專案名稱
資通安全事件
描述

填報日期：
專案承辦人：
專案負責人：

年

月

日

說明:（填寫完畢於第一時間內通報本署業管單位承辦人）

國民健康署處理流程
業 事件說明
□緊急(即刻處理)
□普通(儘速處理)
□限期處理
月 日 時
管
處理要求
□免處理（僅供留存查考）
單
分機
單位主管
位 承辦人
以下粗框內由資訊及健康傳播小組填寫（事件等級判定需由業管單位配合）
資安事件判定：□本案非資安事件 □本案為資安事件，資安事件等級評估如下：
機密性
(單選)

□國家機密資料遭洩漏。 □密級或敏感公務資料 □核心業務(含關鍵資 □非核心業務一般 □無資料遭洩
遭洩漏。
訊基礎設施)一般資 資料遭洩漏。
漏。
料遭洩漏。

完整性
(單選)

□國家重要資訊基礎建設 □核心業務系統或資料 □非核心業務系統或 □非核心業務系統 □無系統或資料
系統或資料遭竄改。
遭嚴重竄改；抑或關 資料遭嚴重竄改； 或資料遭輕微竄 遭竄改。
鍵資訊基礎設施系統 抑或核心業務系統 改。
或資料遭輕微竄改。 或資料遭輕微竄
改。

可用性
(單選)

等級(單選)

□國家重要資訊基礎建設
運作遭影響或系統停
頓，無法於可容忍中斷
時間內回復正常運作。

□核心業務運作遭影響
或系統停頓，無法於
可容忍中斷時間內回
復正常運作；抑或關
鍵資訊基礎設施運作
遭影響或系統停頓，
於可容忍中段時間內
回復正常運作。

□非核心業務運作遭
影響或系統停頓，
無法於可容忍中斷
時間內回復正常運
作；抑或核心業務
運作遭影響或系統
停頓，於可容忍中
斷時間內回復正常
運作。

□非核心業務運作 □無系統或設備
遭影響或系統停 運作受影響。
頓，於可容忍中斷
時間內回復正常運
作。

□4 級

□3 級

□2 級

□1 級

□無須通報

處理分
單位主管：
派
處理情
處理人員：
形

處理
結果

□完成，結案時間： 年 月 日 時，耗時 日 時 分
□暫結案(需後續處理)，說明：

以下請於資訊及健康傳播小組協助處理後再會章（非資安事件免會政風室與陳核決行）
資訊及健康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傳播小組
業務單位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政風室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決行
註：發生事件請於第一時間通報本署業管單位，並填具本通報單以便後續追蹤處理。
168

文件編號

網
站
系
統

單
位
編
號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帳號定期清查紀錄單
版
次
ISMS-204-01-01

帳號

D0
清
查
日
期

權限說明

清查結果

1

□新增□刪除□停用□
未異動
□其他

2

□新增□刪除□停用□
未異動
□其他

3

□新增□刪除□停用□
未異動
□其他

4

□新增□刪除□停用□
未異動
□其他

5

□新增□刪除□停用□
未異動
□其他

6

□新增□刪除□停用□
未異動
□其他

7

□新增□刪除□停用□
未異動
□其他

8

□新增□刪除□停用□
未異動
□其他

9

□新增□刪除□停用□
未異動
□其他

10

□新增□刪除□停用□
未異動
□其他

11

□新增□刪除□停用□
未異動
□其他

12

□新增□刪除□停用□
未異動
□其他

清查人員：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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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文件編號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帳號定期清查紀錄單
版
次
ISMS-204-01-01

170

D0

文件編號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機密敏感性資訊攜出/傳遞申請單
版
次
ISMS-206-01-01

D2

申請:承辦人(業務單位)單位資安窗口單位主管資訊及健康傳播小組政風室承辦人
結案:承辦人(業務單位)單位資安窗口單位主管資訊及健康傳播小組政風室單位資安窗口(正本)、承辦人(影
本)

業務單位

填表日期

申請單位

資料提供
單位

年

月

日

攜出目的地
核准文件
(辦理依據)

文號：
註：請提交業經資料外釋權責單位(監測研究組)簽准之文件，若非資料外釋請於備註中說明。

備註
儲存媒體

□光碟 □磁片 □磁帶 □隨身碟 □隨身硬碟 □其他：

傳遞方式

□親送 □其他：
項目

防護措施
檢核

提供資料使用申請文件及奉核簽予外釋權責單位建檔(案號______)
資料檔案加密保護。
資料檔案與加密密碼分開儲存/遞送。
資料交遞作業製作簽收單（請參考附件 1，結案時一併存查）。
承辦人：

資安窗口：

科長：

單位主管：

確認（打
）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業務單位
資訊及健康
傳播小組

資安承辦人：

科長：

單位主管：

政風室
以下待資料攜出/傳遞完成結案前再填寫。
項目

結案檢核

資料接受端是否安全收到資料，無異常情形？
資料接受端是否已簽署簽收單？
申請單位是否已於授權使用期限內刪除/銷毀/返還資料檔案？（請參
考附件 2）
（上列項目如填否，請於本欄說明）

承辦人：

資安窗口：

科長：

單位主管：

業務單位

171

確認（打
）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文件編號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機密敏感性資訊攜出/傳遞申請單
版
次
ISMS-206-01-01

D2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資料簽收單
（粗匡部分由本署承辦人填寫，資料接收人員請於收到資料後簽署本單，並交給資料交遞人員或寄
給國民健康署承辦人）

交付資料
授權使
用範圍
授權使
用人員
授權使
用期限

使用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備註
交遞人員

交遞日期

年

月

日

簽收人員

簽收日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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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弱點處理報告單
文件編號

版

ISMS-206-01-02

次

D0

弱點掃描/通知日期：
編
號

設備名稱及 IP 位址/網址 弱點名稱

等級

修補說明(若無法修補需說明原因與防禦方法)

追蹤或覆核人員：
1.

備註 1：追蹤或覆核人員應確認修補作業、無法修補原因與防禦因應方法之適切性

2.

備註 2：弱點追蹤可透過本表或其他附件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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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日期

附表 4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資訊系統停機紀錄表
文件編號

版

ISMS-207-01-03

次

D0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預告停電 □定期維護 □設備更新 □設備擴充 □機房施工
排定工作
□事件演練 □其他：
□跳電 □設備故障 □天然災害 □人為疏失 □人為破壞
□駭客入侵 □其他：
停機原因

狀況（原因）描述：
突發事件

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發現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台北機房

□全部系統

□網路系統

□特定主機：

台中機房

□全部系統

□網路系統

□特定主機：

停機範圍

影響範圍：
影響範圍
與
處理說明
實際停
機期間
紀錄人員：

處理說明：
（如問題複雜需另填「問題處理單」辦理）

年月日時分
至
年月日時分

停機
時數
承辦人：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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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小時

附表 5

文件編號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公開服務網站（系統）運作情形例行檢查表
ISMS-207-01-04
版
次

D0

本表「檢查項目」請承辦人依所管公開服務網站（系統）之可檢查項目自行增減。
本表每週檢查 2-3 次，並每週定期陳核單位主管，由承辦人專卷收存備查，如檢查有異常需副知資訊及健康傳播小組，並儘速處
理。
3. 每月由資安窗口於月會中報告單位所管網站管理情形，並由資訊及健康傳播小組彙整執行情形。
4. 本表至少保留 1 年，過期銷毀需依照本署「文件控制程序」銷毀流程辦理。
檢視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專案期間（網站服務期間）
網站(系統、資料
庫)名稱及位址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主機設置地點：
□本署 □署外-地點（地址）：
名稱：
地址：
目前維護廠商
(無廠商請註明)
專案負責人：
電話：
主要聯絡人：
電話：
機敏資料項目
□無 □ID □姓名 □生日 □地址 □病歷資料 □死亡資料 □其他：
異常情形
檢查項目：請承辦人依所管公開服務網站（系統）之可檢查項目自行增
檢查日期/時間
減。
檢查勾
請詳述異常情形、列印紀錄並 檢查
選項目
逕行處理，如無法處理，應立 人員
系統
日
星 時間 (打)
連線
網站
資料
民眾
超連結
備份
即填具問題處理單請求協助，
紀錄
期
期
情形
內容
查詢
留言
檢查 （LOG）
情形
處理結果請列入附件。
1.
2.

正常
異常
正常
異常
正常
異常
承辦人：

資安窗口：

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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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主管：

附表 6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營運持續計畫
版
次
ISMS-209-01-01

文件編號

D0

○○○系統緊急復原計畫
壹、 系統現況
一、 系統架構(架構圖)
二、 系統環境
(一) 軟體
架設之軟體環境需求

1、伺服器端
作業系統：
資料庫：
啟用服務：
2、用戶端
作業系統：
所需軟體：
(二) 硬體
項
次

設備功能

設備規格明細(型號 、配
備、 規格)

1
2
3
4
5

三、 現行備份方式
(一) 備份機制
(二) 備份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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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營運持續計畫
版
次
ISMS-209-01-01

文件編號

D0

貳、 緊急復原組織(參考 ISMS-309-01-02 緊急復原組織圖)
一、 緊急復原組織架構

指揮
○○○

業務單位(○○○
○組)
承辦人：○○○
代理人：○○○

委外廠商
○○○
○○○

二、 任務編制
任務編組
人員
指揮
○○○

業務單位
○○○○組

○○○

委外廠商

○○○

○○○○

資訊及健
康傳播小
組
資訊安全
小組

○○○

○○○

演練應變任務編制表
職掌
 各項應變措施之決策及發佈
 督導災難發生時整個應變作業流程
 適時指派各小組織工作及任務
 查明安全事件原因
 執行緊急應變措施
 聯絡委外廠商及相關人員協助處理
 進行內部通報
 排除主機故障問題
 將主機設備及作業平台回復至可正常
運作狀態
 協助提供支援
 監控現況
 協助進行內/外部通報
 進行災難損害管制及復原進度管制
 提供相關資訊安全諮詢

註 1：編制之任務編組成員可互為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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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文件編號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營運持續計畫
版
次
ISMS-209-01-01

D0

三、 緊急聯絡清單(參考 ISMS-309-01-01 緊急通報聯絡電話一覽
表)
任務編組
指揮

職稱

姓名

電話

業務單位
委外廠商
資訊及健康傳播小組
註 2：每年應定期檢視更新緊急聯絡清單。

參、 災難復原程序
一、 情境：○○○
(一) 情境說明
1. 所需資源：
準備資料庫及資訊系統之備份檔案。
2. 情境說明與通報流程
(1) 假設「○○○系統」發生故障事件，造成系統中斷，有關人員立即
依據署內「資安事件通報及緊急應變作業要點」通報資訊及健
康傳播小組相關負責人員，並請設備維護廠商駐點人員協助確
認問題關鍵及嚴重性，填報「資訊系統問題（需求）處理單暨
資安事件通報單」。
(2) 資訊及健康傳播小組及政風室協助判斷本狀況影響，並評估事
件處理所需時間，聯繫通報相關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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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編號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營運持續計畫
版
次
ISMS-209-01-01

D0

(3) 成立緊急復原組織，進行危機處理及緊急復原工作。
(4) 依照復原程序進行復原，復原完成後須確認相關資訊系統作業
是否正常。
(5) 事件處理完成後，陳報業務單位主管，依其指示進行恢復正常
作業公告。
(6) 召集相關人員進行事件處理檢討，填寫於「資訊系統問題（需
求）處理單暨資安事件通報單」
，並陳報相關主管。
(二) 模擬設備狀況：

設備

AP

DB

損毀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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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設備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營運持續計畫
版
次
ISMS-209-01-01

文件編號

D0

(三) 復原程序
演練檢核表
項次

動作

任務編組 預計時間 是否完成 起迄時間

1

3 分鐘

2

10 分鐘

二、 情境：○○○
(一) 情境說明
1. 所需資源：
準備資料庫及資訊系統之備份檔案。
2. 情境說明與通報流程
(1) 假設「○○○系統」發生故障事件，造成系統中斷，有關人員立即
依據署內「資安事件通報及緊急應變作業要點」通報資訊及健
康傳播小組相關負責人員，並請設備維護廠商駐點人員協助確
認問題關鍵及嚴重性，填報「資訊系統問題（需求）處理單暨
資安事件通報單」。
(2) 資訊及健康傳播小組及政風室協助判斷本狀況影響，並評估事
件處理所需時間，聯繫通報相關主管。
(3) 成立緊急復原組織，進行危機處理及緊急復原工作。
(4) 依照復原程序進行復原，復原完成後須確認相關資訊系統作業
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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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營運持續計畫
版
次
ISMS-209-01-01

文件編號

D0

(5) 事件處理完成後，陳報業務單位主管，依其指示進行恢復正常
作業公告。
(6) 召集相關人員進行事件處理檢討，填寫於「資訊系統問題（需
求）處理單暨資安事件通報單」，並陳報相關主管。
(二) 模擬設備狀況：

設備

AP

網路設備

DB

損毀狀況

(三) 復原程序
演練檢核表
項次

動作

任務編組 預計時間 是否完成 起迄時間

1

3 分鐘

2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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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文件編號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復原演習紀錄
版
ISMS-209-01-02

次

D0

時間
地點
演習事項

參與人員

處理程序

演練結果
檢討

1.演練主機設備檢查：驗證結果正常 異常
狀況：
2.對外網路連線檢查：驗證結果正常 異常
狀況：
3.最大可容忍中斷時間（Maximum Tolerable Period of Disruption，MTPD）
(
)小時。
4.回復時間目標（Recovery Time Objectives, RTO）
(
)小時：演練結果達成 未達成
原因：
5.可忍受資料損失的時間（Recovery Point Objectives, RPO）
(
)小時：演練結果可達成 無法達成
原因：
6.備份資料、磁帶回存測試：
測試結果正常 異常
狀況：
7.備註：

承辦人員：

科

長：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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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委外業務個人資料保護例行檢查表(廠商自行稽核使用)
版
次
ISMS-311-01-02

文件編號

D0

執行方式與注意事項說明：
一、 廠商單位於專案執行期間，每半年應對單位進行例行性個人資料保護措施落實度確認，基本檢查項目如下表，
各業務單位得依業務特性自行增列適用之檢查項目。
二、 檢查紀錄保存之期限，因涉及各單位業務特性與自負舉證程度而有不同，原則上至少保存 5 年，廠商可依需求
自訂保存年限，保存之紀錄型態可為電子檔或實體紙本。
一、個資委外案件基本資料
業務單位

專案名稱：

專案期間

名稱：

地點（地址）：

負責人：

檔案存放位置(含備份)：

名稱：

地點（地址）：

負責人：

檔案存放位置(含備份)：

名稱：

地點（地址）：

負責人：

檔案存放位置(含備份)：

年

月

連絡人電話：

委外單位

複委託單位 1
(無複委託免填)

複委託單位 2
(無複委託免填)

委外單位取得之
資料項目說明

連絡人電話：

連絡人電話：

□ID □姓名 □生日 □地址 □篩檢資料 □病歷資料 □死亡資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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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至

年

月

日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委外業務個人資料保護例行檢查表(廠商自行稽核使用)
版
次
ISMS-311-01-02

文件編號

二、委外業務個人資料保護檢查工作底稿
(每年例行檢查)包括資訊系統(網站)、計劃委外案
檢查 1. 契約書
依據 2. 委外單位個人資料保護安全維護計畫
檢查項目

D0

○○年○○月○○日（星期○）

檢查日期
單位名稱
檢查重點

檢查情形說明

1.是否已指派個人資料保護專責人員負責監督與
執行個資管理作業?
2.委外專案成員是否已參與個資保護教育訓練，
具個個資保護概念?
3.委外專案成員是否清楚了解蒐集、處理或利用
個人資料之範圍、類別、特定目的及其期間?
4.委外單位是否已建立資訊安全維護計畫，並落
實執行?
5.委外單位對於個人資料檔案(包含:實體紙本和電
子檔)存取情形是否留有稽核日誌，可供查核?
6.委外單位是否定期對其複委託單位進行業務處
理監督與稽查作業?
7.如發生個資事故或違反個資法之行為，委外單
位是否已建立通報程序，主動通報本署?
8.依據合約要求應蒐集或保存之檔案或紀錄，委
外單位對其資料維護正確性與完整性為何?
委外單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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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

不
符
合

不
適
用

檢查人員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委外業務個人資料保護例行檢查表(廠商自行稽核使用)
版
次
ISMS-311-01-02

文件編號

三、本署委託業務自我檢查表工作底稿
(每年例行檢查)資訊系統(網站)委外案
檢查 1. 契約書
依據 2. 委外單位個人資料保護安全維護計
畫
檢查項目

D0

○○年○○月○○日（星期○）

檢查日期
單位名稱

檢查重點

檢查情形說明

1. 委外單位及複委外單位於人員調動、離職及
工作項目、權限異動時，交接或轉移程序為何?
2. 委外單位使用者帳號註冊及註銷程序為何，
是否經本署授權?
3. 委外單位是否將最高管理者權限交由本署持
有，僅使用經授權之同等權限進行網站（系
統）建置、維護?
4. 對於作業系統產生之日誌(至少包含主機安全
稽核日誌及登出、登入、管理者與操作員日誌等
委外單位)是否有適當的保護措施與定期檢視，
並保存一年以上?
註：
「委外研究分析、資料蒐集、業務宣傳、資料外釋」案件，如無建置或使用系統，第 3 項及第 4 項不適用。
委外單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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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

不
符
合

不
適
用

檢查人員

四、本署委託業務專案結束檢查表工作底稿
包括資訊系統(網站)、計劃委外案
檢查 1. 契約書
依據 2. 委外單位個人資料保護安全維護計
畫
檢查項目

○○年○○月○○日（星期○）

檢查日期
單位名稱

檢查重點

檢查情形說明

1.委外專案結束後是否將網站、資訊系統程
式、資料庫及資料檔案等電子文件備分送交本
署？
2.委託契約終止或解除時，委外單位是否已刪
除/銷毀/返還個人資料檔案(包含實體紙本或電
子檔)?
3.委外網站(系統)於專案結束或廠商更換時，原
廠商是否依本署要求關閉網站(系統)或繳回管
理者帳號權限，並刪除相關資料？
註：
若為延續性案件不需填寫。

委外單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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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

不
符
合

不
適
用

檢查人員

保密同意書
茲緣於簽署人 ﹍﹍﹍﹍﹍（簽署人姓名，以下稱簽署人）參與﹍﹍﹍﹍（廠商名稱，
以下稱廠商）得標﹍﹍﹍﹍（機關名稱）
（以下稱機關）委外案﹍﹍﹍﹍﹍（案名）
（以
下稱「本案」）
，於本案執行期間有知悉或可得知悉或持有政府公務秘密及業務秘密，為
保持其秘密性，簽署人同意恪遵本同意書下列各項規定：
第一條 簽署人承諾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及本契約期滿或終止後，對於所得知或持有一
切機關未標示得對外公開之公務秘密，以及機關依契約或法令對第三人負有保
密義務之業務秘密，均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妥為保管及確保其秘密性，並限
於本契約目的範圍內，於機關指定之處所內使用之。非經機關事前書面同意，
不得為本人或任何第三人之需要而複製、保有、利用該等秘密或將之洩漏、告
知、交付第三人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使第三人知悉或利用該等秘密，或對外發表
或出版，亦不得攜至機關或機關所指定處所以外之處所。
第二條 簽署人知悉或取得機關公務秘密與業務秘密應限於其執行本契約所必需且僅
限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簽署人同意公務秘密與業務秘密，應僅提供、告知有
需要知悉該秘密之履約廠商團隊成員人員。
第三條 簽署人在下述情況下解除其所應負之保密義務：
原負保密義務之資訊，由機關提供以前，已合法持有或已知且無保密必要者。
原負保密義務之資訊，依法令業已解密、依契約機關業已不負保密責任、或已
為公眾所知之資訊。
原負保密義務之資訊，係自第三人處得知或取得，該第三人就該等資訊並無保
密義務。
第四條 簽署人若違反本同意書之規定，機關得請求簽署人及其任職之廠商賠償機關因
此所受之損害及追究簽署人洩密之刑責，如因而致第三人受有損害者，簽署人
及其任職之廠商亦應負賠償責任。
第五條 簽署人因本同意書所負之保密義務，不因離職或其他原因不參與本案而失其效
力。
第六條 本同意書一式叁份，機關、簽署人及﹍﹍﹍﹍﹍（廠商）各執存一份。
簽署人姓名及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所屬廠商名稱及蓋章：
所屬廠商負責人姓名及簽章：
所屬廠商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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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密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簽署人姓名）等，受﹍﹍﹍﹍（廠商名稱）委派至﹍
﹍﹍﹍（機關名稱，以下稱機關）處理業務，謹聲明恪遵機關下列工作規定，對工
作中所持有、知悉之資訊系統作業機密或敏感性業務檔案資料，均保證善盡保密義
務與責任，非經機關權責人員之書面核准，不得擷取、持有、傳遞或以任何方式提
供給無業務關係之第三人，如有違反願賠償一切因此所生之損害，並擔負相關民、
刑事責任，絶無異議。
一、 未經申請核准，不得私自將機關之資訊設備、媒體檔案及公務文書攜出。
二、 未經機關業務相關人員之確認並代為申請核准，不得任意將攜入之資訊設備連接機關網
路。若經申請獲准連接機關網路，嚴禁使用數據機或無線傳輸等網路設備連接外部網路。
三、 經核准攜入之資訊設備欲連接機關網路或其他資訊設備時，須經電腦主機房掃毒專責人
員進行病毒、漏洞或後門程式檢測，通過後發給合格標籤，並將其粘貼在設備外觀醒目
處以備稽查。
四、 廠商駐點服務及專責維護人員原則應使用機關配發之個人電腦與週邊設備，並僅開放使
用機關內部網路。若因業務需要使用機關電子郵件、目錄服務，應經機關業務相關人員
之確認並代為申請核准，另欲連接網際網路亦應經機關業務相關人員之確認並代為申請
核准。
五、 機關得定期或不定期派員檢查或稽核立切結書人是否符合上列工作規定。
六、 本保密切結書不因立切結書人離職而失效。
七、 立切結書人因違反本保密切結書應盡之保密義務與責任致生之一切損害，立切結書人所
屬公司或廠商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立切結書人：
姓名及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及戶籍地址

立切結書人所屬廠商：
廠商名稱及蓋

廠商負責人姓名及簽

章

章

廠商聯絡電話及地址

填表說明：
一、 廠商駐點服務人員、專責維護人員，或逗留時間超過三天以上之突發性維護增援、臨時性
系統測試或教育訓練人員（以授課時需連結機關網路者為限）及經常到機關洽公之業
務人員皆須簽署本切結書。
二、 廠商駐點服務人員、專責維護人員及經常到機關洽公之業務人員每年簽署本切結書乙次。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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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冊名單
承辦計畫名稱
承辦機關名稱

職稱

「109 年全方位癌症防治策進計畫」
填表
日期
工作人員名單
姓名
工作項目

年

月

資訊安全權限
機密

日

到職日期

機密

主持人簽章：______________
備註：1.依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保密契約條款
乙方（承辦單位）需將參與人員名單與工作項目及權限造冊列管並交付甲方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備查，人員、項目及權限如有異動時，需於
3 日內主動將異動資料以書面函報機關。
2.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複印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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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癌症醫療品質管理考核資訊系統

帳號使用注意事項說明
一、 為妥善管理本系統使用者帳號申請、使用及管理等事項，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 帳號密碼之管理
1. 申請單位如為計畫簽約醫療院所、縣市衛生局，則必須有 1 位帳號管理者，負責設定該
單位使用者之帳號。
(1) 計畫簽約醫療院所：
1 家院所僅有 1 位帳號管理者，負責院內所有使用者之帳號管理（新增、異動），最多
可設立 19 位一般使用者。
(2) 縣市衛生局：
1 家衛生局僅有 1 位帳號管理者，負責衛生局所有使用者之帳號管理（新增、異動），
最多可設立 19 位一般使用者。
2. 審查委員、癌症診療品質認證承辦廠商帳號申請暨帳號管理者帳號申請與異動：於「癌
症醫療品質管理考核資訊系統」線上填寫申請單，並將系統發送至 email 的「癌症醫療
品質管理考核資訊系統帳號申請表」(附件 1)列印出用印，並郵寄申請表正本至癌症醫療
品質專案辦公室（資拓宏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承辦），收到申請表並確認資料無誤後，將
於三個工作日內以電子郵件回覆通知帳號密碼。若線上申請一個月後專案辦公室未收到
任何帳號申請單紙本，則線上申請單自動作廢，日後若有需要須重新申請。
3. 一般使用者帳號新申請與異動：聯絡所屬單位之帳號管理者新增或異動。
4. 新申請或異動帳號之使用者請於第一次登入系統時確認基本資料是否正確。並請務必更
改預設密碼，密碼長度至少 8 個字元且由大小寫字母、數字及符號三者組成，避免使用
與個人有關資料（如生日、身分證字號、單位簡稱、電話號碼等）當做密碼，未經更改者
如有密碼或帳號外洩情事，需自行負責。
5. 使用者接獲帳號密碼後應盡保密責任，並定期每三個月更新密碼。
6. 帳號鎖定之解鎖方式：
登入帳號密碼遺失或輸入連續錯誤三次系統將會自動將帳號鎖定；帳號超過五個半月未
登錄，系統即以電子郵件通知帳號使用者，未登錄系統超過六個月以上，系統將會自動
將帳號鎖定。
(1) 帳號管理者、審查委員、癌症診療品質認證承辦廠商：
a. 密碼遺失：
於「癌症醫療品質管理考核資訊系統」首頁，使用「忘記密碼」功能，輸入帳號註
冊之 email，系統將會寄送隨機密碼，使用隨機密碼登入後務必更改密碼。
b. 帳號鎖定：
於「癌症醫療品質管理考核資訊系統」首頁，使用「解鎖」功能，輸入密碼及帳號
- 190 -

註冊之 email，系統將會寄送解鎖申請通知至專案辦公室，專案辦公室將於三日內
審核解鎖申請並 email 通知結果。
(2) 一般使用者：
如因登入帳號被鎖住，請直接洽所屬單位之帳號管理者處理即可。
7. 本系統之各使用者，應依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章恪遵保密規定，並應簽
署資訊安全保密切結書(附件 2)。
(1) 計畫簽約醫療院所：
帳號管理者及一般使用者之資安切結書(附件 2)影本（正本由院所留存）
，由帳號管理者
收齊後，連同資安列冊名單(附件 3)正本一併郵寄至專案辦公室；遇人員異動時，請於
三日內將帳號申請表正本、資訊安全保密切結書影本、列冊名單正本郵寄至專案辦公室
備查。
(2) 縣市衛生局：
帳號管理者及一般使用者之資安切結書(附件 2)影本（正本由衛生局留存）
，由帳號管理
者收齊後，連同資安列冊名單(附件 3)正本一併郵寄至系統廠商；遇參與人員異動時，
請於三日內將帳號申請表正本、資訊安全保密切結書影本、列冊名單正本郵寄至專案辦
公室備查。
(3) 審查委員、癌症診療品質認證承辦廠商：
請將資安切結書(附件 2)正本連同帳號申請表(附件 1)正本一併直接郵寄至系統廠商。
8. 癌症醫療品質專案辦公室聯絡資訊
諮詢服務：(02)2559-7836、(02)2559-7837、(02)2559-7838
傳

真：(02)2559-0586

地

址：10341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 289 號 5 樓

電子信箱：medical.doh@ms2.iisigroup.com
系統網址：https://pfp.h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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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service.pfp@gmail.com

(系統)

附件 1

癌症醫療品質管理考核資訊系統帳號申請表
（本表適用於醫療院所，正本交付國民健康署癌症醫療品質專案辦公室留存，副本由申請方單位備查）

申 請 單 編 號
A. 新申請（□CCAP 計畫）

B. □管理者異動（限 CCAP 計畫）

C.（□新增、□變更）大乳口系統「鏡檢 Colon C、切片 Oral C」帳號申請
申 請 緣 由 備註：此為參加癌症防治品質精進計畫院所做篩檢確診資料上傳專用，確認有需要再勾選
D.（□新增

□變更）「個管師導航管理系統」帳號申請

備註：此為參加癌症防治品質精進計畫醫院做新診斷罹癌個案資料上傳專用，確認有需要再勾
選

申 請 單 位

醫事機構代碼(10 碼)：
醫療院所名稱：

申 請 者 姓 名

申 請 日 期

職

聯 絡 電 話 (

稱

E-Mail 信箱

註1

申請人帳號

註 2

年
)

月
分機

□此帳號已存在
□新申請此帳號

管考系統停用帳號資訊填寫 (註 3)
欲停用管理者
姓
名

欲停用管理者
帳
號

大乳口系統變更帳號資訊填寫 (註 4)
欲變更管理者
姓
名

申 請 人 簽 名

機

構

用

章

(院所大章或關防)

備註：1.申請者務必留下使用中之郵件帳號，以利日後寄發帳號密碼、訊息通知。
2.申請者填寫申請人帳號（2-16 碼英數及符號）
，密碼由系統亂數產生。
3.管考系統欲停用管理者姓名及帳號，僅限提出管理者異動申請者填寫。
4.大乳口系統上傳 Colon C、Oral C 資料之欲變更管理者姓名，僅限於變更時，申請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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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附件 2

資訊安全保密切結書
（本表適用於醫療院所，正本由申請方單位留存，副本交付國民健康署癌症醫療品質專案辦公室備查）

立切結書人

(簡稱乙方)參與

醫院/診所(簡稱甲方)

承辦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全方位癌症防治策進計畫（簡稱本計畫）」，
工作期間因業務需要接觸之公務(機密)資料，乙方願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乙方於本計畫進行期間因進行調查、搜集依合約所產生或所接觸之公務(機密)資
料，非經甲方同意或授權，不得以任何形式洩漏或將上開資料再使用或交付第
三者。對所獲得或知悉之上述公務(機密)資料，乙方須負保密責任。
二、公務(機密)資料保密期限，不受本計畫工作完成(結案)及乙方不同工作地點及時
間之限制。乙方持有或獲知公務(機密)資料，未經甲方同意或授權，不得洩漏或
轉讓於第三者。
三、乙方雖不具公務員身分，但根據貪污治罪條例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4 條之規定，
乙方行為該當法條之構成要件，仍視為公務人員而加重處罰。
四、乙方違反本資訊安全保密切結書之規定，致造成甲方或第三者之損害，乙方應
負民事、刑事責任，包括因此所致甲方涉訟所須支付之訴訟費用或對第三者賠
償之金額。於第三者對甲方提出請求、訴訟，經甲方以書面通知乙方提供相關
資料，乙方應合作提供，絕無異議。
此 致

醫院/診所
立切結書人
姓

名 ：

身分證字號 ：
戶 籍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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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癌症醫療品質管理考核資訊系統
資通安全列冊名單
（本表適用於醫療院所，正本交付國民健康署癌症醫療品質專案辦公室留存，副本由申請方單位備查）

計畫名稱

109 年全方位癌症防治策進計畫

機構名稱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系統使用人員名單
職稱

姓名

工作項目

單位主管簽章：

填表人：

備註：1.依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資通安全條款第四項規定：乙方（立資安切結書者）需將參與人員名單（含帳號
管理者）與工作項目造冊列管並交付甲方備查，人員如有異動時，需於 3 日內主動將異動資料以書面免備
文方式郵寄甲方。
2.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複印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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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大乳口系統_CCAP 醫院專用頁面
帳號使用注意事項說明
一、 為妥善管理本系統使用者帳號申請、使用及管理等事項，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 帳號密碼之管理
1. 申請單位為計畫簽約醫療院所，則必須有 1 位帳號管理者，負責設定該單位使用者之帳
號。
(1) 計畫簽約醫療院所：
1 家院所僅有 1 位帳號管理者，負責院內所有使用者之帳號管理（新增、異動）。
2.

帳號申請與異動：

(1) 帳號管理者
於「癌症醫療品質管理考核資訊系統」(簡稱管考系統)線上填寫申請單，並將系統發
送至 E-mail 的「癌症醫療品質管理考核資訊系統帳號申請表」(附件 1)與資訊安全保
密切結書(附件 2)列印出並親簽用印，郵寄申請表正本至癌症醫療品質專案辦公室（資
拓宏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承辦），收到申請表並確認資料無誤後，將於一週內以電子郵
件回覆通知帳號密碼。若線上申請一個月後專案辦公室未收到任何帳號申請單紙本，
則線上申請單自動作廢，日後若有需要須重新申請。
(2) 帳號一般使用者
聯絡所屬單位之帳號管理者新增或異動，並應簽署資訊安全保密切結書，帳號管理者
應盡管理義務之留院存查。
3. 本系統之各層級使用者，應依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章恪遵保密規定，並
應簽署資訊安全保密切結書。
4. 新申請或異動帳號之使用者請於第一次登入系統時確認基本資料是否正確。並請務必更
改預設密碼，密碼長度至少 12 個字元且由英文字母及數字混合，避免使用與個人有關資
料（如生日、身分證字號、單位簡稱、電話號碼等）當做密碼，未經更改者如有密碼或帳
號外洩情事，需自行負責。
5.

使用者須妥善保管帳號及密碼，不可告知他人或書寫於他人可取得之處，如便條紙、螢
幕或主機外殼等，亦應避免放置於其他易遭他人窺視之場所，且不得提供他人使用。

6. 使用者接獲帳號密碼後應盡保密責任，並定期每三個月更新密碼。
7. 登入帳號密碼遺失或輸入錯誤三次被鎖住之處理方式：使用者若因登入帳號密碼遺失或輸
入錯誤三次被鎖住，請使用「忘記密碼」功能，輸入「帳號」、「e-mail」及「身分證字
號」，此三項資訊均必須為當初申請或目前記錄於系統中的完全相同，填寫完成後送出，
系統會自動解鎖及寄發密碼信至使用者信箱。
8.

本系統之帳號管理者需定期進行單位所有帳號盤點作業(含管理者/使用者(有效))，請於
期初報告附上帳號列冊名單函送至癌症醫療品質專案辦公室。交付期限同本案第一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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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期限，相關作業依本署要求為主。
癌症篩檢追蹤管理資訊系統_大乳口系統聯絡資訊

9.

諮詢服務：(02)2559-7900、(02)2559-7901、(02)2559-7902
傳

真：(02)2559-0586

地

址：10341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 289 號 5 樓 資拓宏宇

電子信箱：cancer_integrate@ms2.iisigroup.com
系統網址：https://boc.hpa.gov.tw
10. 癌症醫療品質管理考核資訊系統聯絡資訊
諮詢服務：(02)2559-7837、(02)2559-7838、(02)2559-7836
傳

真：(02)2559-0586

地

址：10341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 289 號 5 樓 資拓宏宇

電子信箱：medical.doh@ms2.iisigroup.com
系統網址：https://pfp.h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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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09 年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通知/切結書
表單編號：
製表日期：

本人(屬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代表人)

非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或第 3 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或第 3 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依規填
寫附表「公職人員與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本人已明確知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等相關規定，如
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致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立 書 人：
身分證字號：
住

中

華

民

址：

國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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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所規範之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說明
重要條號 內容
本法所稱公職人員，其範圍如下：
第2條
公職人員 一、總統、副總統。二、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幕
僚長、副幕僚長與該等職務之人。三、政務人員。四、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
校長、副校長；其設有附屬機構者，該機構之首長、副首長。五、各級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
六、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資、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監察人與該等職務之人。七、公法
人之董事、監察人、首長、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八、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
行長、秘書長與該等職務之人。九、法官、檢察官、戰時軍法官、行政執行官、司法事務官
及檢察事務官。十、各級軍事機關（構）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官、副主官。十一、其他
各級政府機關（構）
、公營事業機構、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及附屬機構辦理
工務、建築管理、城鄉計畫、政風、會計、審計、採購業務之主管人員。十二、其他職務性
質特殊，經行政院會同主管府、院核定適用本法之人員。
依法代理執行前項公職人員職務之人員，於執行該職務期間亦屬本法之公職人員。

第3條
關係人

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一、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二、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三、公職人員或
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但依法辦理強制信託時，不在此限。四、公職人員、第一款與第
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營利事業、非
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但屬政府或公股指派、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任者，不包括之。五、
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六、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前項第六款所稱之助理指各級民意代表之公費助理、其加入助理工會之助理及其他受其指
揮監督之助理。

第 14 條
交易行為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買賣、租賃、承
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一百零五條辦理之採購。二、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
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三、基於法定身分依法
令規定申請之補助；或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或禁止
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四、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
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五、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
公共政策或為公益用途申請承租、承購、委託經營、改良利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六、一定
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
（新臺幣 1 萬元。同一年度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同一補助
或交易對象合計不逾新台幣 10 萬元。）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前項但書第一款
至第三款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於補助或交
易行為成立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之。但屬前項但書第三款基於法定身
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者，不在此限。
前項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第一項但書第六款之一定金額，由行政院會同監察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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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條
罰則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依下列規定處罰：
一、交易或補助金額未達新臺幣十萬元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二、交易
或補助金額新臺幣十萬元以上未達一百萬元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三、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未達一千萬元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
以下罰鍰。四、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處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上該交易金額
以下罰鍰。
前項交易金額依契約所明定或可得確定之價格定之。但結算後之金額高於該價格者，依結算
金額。
違反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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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 項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
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
※交易或補助對象屬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者，請填寫此表。非屬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者，免填此表。
表 1：

參與交易或補助案件名稱：

案號：

（無案號者免填）

本案補助或交易對象係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公職人員（勾選此項者，無需填寫表 2）
姓名：
服務機關團體：
職稱：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勾選此項者，請繼續填寫表 2）
表 2：

公職人員：
姓名：
服務機關團體：
職稱：
關係人 關係人（屬自然人者）：姓名
關係人（屬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名稱
統一編號
代表人或管理人姓名
關係人與公職人員間係第 3 條第 1 項各款之關係
□第 1 款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第 2 款
□第 3 款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第 4 款

a.請勾選關係人係屬下列何
者：

（請填寫
abc 欄位）

□營利事業
□非營利法人
□非法人團體

稱謂：
受託人名稱：

b.請勾選係以下何者擔任職務：

c.請勾選擔任職

□公職人員本人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
屬。姓名：
□公職人員二親等以內親屬。
親屬稱謂：
(填寫親屬稱

務名稱：

謂例如：兒媳、女婿、兄嫂、弟媳、
連襟、妯娌)

姓名：
□第 5 款
□第 6 款

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
機要人員之服務機關：
員
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助理之服務機關：

□負責人
□董事
□獨立董事
□監察人
□經理人
□相類似職
務：

職稱：
職稱：

填表人簽名或蓋章：
（填表人屬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者，請一併由該「事業法人團體」及「負責
人」蓋章）

備註：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此致機關：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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