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競賽報名問題 回覆 

Q1. 完成戒菸服務競賽團

隊報名，關於服務王

還需要個人報名嗎? 

Ans：No。 

說明：戒菸服務競賽團隊報名表中，已包

含醫師個人服務量比賽(戒菸服務王)，個

人不需再報名競賽戒菸服務王。 

Q2. 科室團隊中只有三位

醫師有戒菸資格，只

能報名三位醫師嗎? 

Ans：No。 

說明：科室團隊中有三位醫師具有醫師戒

菸治療資格，已符合競賽團隊報名的資

格，團隊報名表可以幫全科室團隊醫師們

進行報名。 

（最後報名名單中具戒菸服務治療合約或

預計簽約之醫師為戒菸服務王統計範圍，

但戒菸轉介則不限合約醫師，各科報名之

所有醫師皆可協助轉介，未列入報名表之

醫師不予統計，惟請於轉介後至國民健康

署 VPN系統填報轉介醫師及個案基本資

料）。 

Q3. 科室只有兩位專任醫

師，可以報名團體競

賽嗎? 

Ans：Yes。 

說明：團隊報名條件限制，團隊中需有 3

人(含以上)之專任主治醫師，取得戒菸醫

師資格。 

若該科僅有 2位專任醫師須全數取得戒菸

醫師資格可報名團體競賽。 

Q4. 科內專任醫師們都沒

有戒菸資格，請問可

以只報名轉介王嗎? 

Ans：No。 

說明：團隊報名條件限制，團隊中需有 3

人(含以上)之專任主治醫師，取得戒菸醫

師資格。 

Q5. 心臟內科、神經內

科、新陳代謝科及腎

臟科四科醫師一起合

併成一組報名嗎? 

Ans：No。 

說明：評價指標及獎項，分成四組： 

第一組 心臟內科醫師、第二組 神經內科

醫師+復健科醫師、第三組 新陳代謝科醫

師、第四組 腎臟科醫師；各組各有獎

項，無法合併一組報名。 

Q6. 競賽團隊報名的醫

師，可以加入具戒菸

資格的家醫科和胸腔

科醫師嗎? 

Ans：No。 

說明：戒菸競賽為了提高心血管疾病相關

科醫師對心血管疾病病人戒菸治療的重

視，並投入戒菸服務，現階段鼓勵心血管



相關科別醫師們参與競賽。 

Q7. 請問團隊參加競賽，

若最終沒有得獎，會

有參賽證明嗎﹖ 

Ans：yes。 

說明： 

每位參加競賽的醫師，提供感謝狀一張，

感謝您對戒菸工作的投入。 

Q8. 團隊報名表填寫注意

事項。 

1. 最後報名名單中具戒菸服務治療合約或

預計簽約之醫師為戒菸服務王統計範圍。 

2.最後報名名單中不具戒菸服務治療合約

醫師僅可提供戒菸轉介服務。 

3.各科報名之所有醫師皆可協助轉介，未

列入報名表之醫師不予統計。 

4.惟請於轉介後至國民健康署 VPN系統填

報轉介醫師及個案基本資料，數據以 VPN

系統填報數據為計算成績之基準。 

Q9 因為疫情關係，預估

到 8月之前都很難正

常進行戒菸服務，請

問競賽時間能再延長

嗎? 

Ans：Yes。 

說明： 

目前延長到 12月 15日。 

Q10 請問由於疫情嚴峻，

衛教師支援其他單

位，請問比賽不能暫

停嗎？就算只有醫生

開藥治療，仍是需要

衛教教師協助，能否

先讓一線人員安心做

本業及協助防疫。 

Ans： 

說明：由於競賽辦法已於 5月份發文公

告，且參賽醫院也已開始收案，考慮各家

醫院的努力，不宜突然終止競賽。且目前

疫情已有降溫，再加上競賽期間已經公告

延長到 12月 15日，請大家安心防疫，待

防疫結束後努力收案，嘉惠病人，創造更

好的成績。 

 
 



 VPN填報及其他問題 回覆 

Q1 請問於 6/1前進行戒菸治療

的病人，有算入醫師服務量

嗎? 

Ans：NO。 

說明： 

戒菸競賽從 6月 1日開始，VPN採計數據

從 6月 1日到 12月 15日。 

Q2 競賽科別醫師幫助病人做戒

菸治療後，轉介給衛教師進

行戒菸衛教服務，衛教服務

部分算轉介嗎? 

Ans：NO。 

說明： 

一位收案病人只能計算一次，即使是轉

介，最後計算成績時也只計算一次。 

Q3 病人未達戒菸治療基準(不

能開藥)，轉介給衛教師進

行戒菸衛教服務，衛教服務

部分算轉介嗎? 

Ans：Yes。 

說明： 

一位收案病人只能計算一次，即使是轉介

給衛教師，最後計算成績時也只計算一

次。可列入轉介服務量，需在 VPN系統

填報轉介服務數據。 

Q4 競賽科別醫師轉介病人到家

醫科進行服務，可算入轉介

量嗎? 

Ans：Yes。 

說明： 

轉介給家醫或其他科醫師進行戒菸治療，

可列入轉介服務量，需在 VPN系統填報

轉介服務數據。 

(一位收案病人只能計算一次，即使是轉

介，最後計算成績時也只計算一次。) 

Q5 若病人於 6/1先轉介戒菸衛

教，6/1回診開藥是否也需

填 vpn轉介？ 

Ans：No 

說明： 

若病人接受競賽科別醫師開藥治療，屬該

科醫師戒菸服務量，不算轉介。 

Q6 請問若病人來我這邊已經是

起用今年第二輪的戒菸補助

(第一輪不在此醫院 or 第一

輪是在此醫院的上半年度), 

也可以列入服務王/成功王

計算嗎? 

Ans：Yes。 

說明： 

成績是以該科醫師新收戒菸服務治療的病

人做計算。 



Q7 VPN找不到何處進入登錄

轉介個案 

 

Ans：請用另外的帳密。 

帳號：機構代碼+ref 。  

密碼：先選忘記密碼。 

畫面：如下，可以進行填報。 

 

Q8 請問原定 5、6月舉辦的衛

教師專門實體課程，今年還

會舉辦嗎? 

Ans：Yes。 

說明：等疫情趨緩可以辦理實體課程，會

再與各市衛生局商議課程時間，公告於學

會網頁。 

Q9 請問原定 5、6月舉辦的衛

教師專門實體課程，原先已

完成報名的人員，還需要重

新報名嗎? 

Ans：No。 

說明： 

先前已經完成報名衛教師實體課程的人

員，會先保留您的報名名額，並於新課程

確認後發 mail通知您。 



Q10 歷年金獎成績說明 

說明： 

獎項 組別 科別 107 108 109 
轉介王 醫學中心組 心臟內科 >150 >150 >200 
轉介王 醫學中心組 神經內科醫師+復健科 無 >20 >100 
轉介王 醫學中心組 新陳代謝科 無 無 >150 
轉介王 區域醫院組 心臟內科 >50 >20 >200 
轉介王 區域醫院組 神經內科醫師+復健科 無 >20 >40 
轉介王 區域醫院組 新陳代謝科 無 無 >25 
成功王  心臟內科 66% 33% 51% 

成功王  神經內科醫師+復健科 無 36% 81% 

成功王  新陳代謝科 無 無 25% 
服務王 醫學中心組  >50 >170 >110 
服務王 區域醫院組  無 >80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