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健康保險局南區分局「牙醫門診總額執行委員會南區分會共管會議」
第 28 次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98 年 2 月 10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至 12 時 30 分
地點：中央健康保險局南區分局 9 樓第 1 會議室（台南市公園路 96 號）
出席人員：
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翁德育（請假）

牙醫門診總額支付制度南區委員會
廖倍顯、陳建志、許文曉、
陳博明、陳亮光、李今海、
張文輝、何世章、曾惠彥、
石鎮銘、初昌傑、洪信嘉、
周大雄
中央健康保險局南區分局
林祥忠、林純美、王世華、
陳淑惠、龔川榮、黃瑞源
李建漳（請假）
、 周慧敏
蕭麗卿（請假）

主席：召集人毛燕明

記錄：陳貞如

壹、主席報告（略）
貳、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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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牙醫中華民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代表報告（略）
二、 牙醫門診總額支付制度南區分區委員會（含醫院代表）報告（略）
三、 南區分局牙醫門診總額支付制度推動小組報告（略）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南區分局

案由：關於醫師前往至醫療資源缺乏地區進行巡迴服務，請確實公告本計畫及服務時間以提供民眾
善加利用本計畫。
說明：為維護保險對象就醫之權利，請各醫師將巡迴服務時間表公告(包含中央建康保險局醫療資
源缺乏地區巡迴服務、日期、服務醫師、地點及健保局的 Logo) 於執業場所明顯處，並請與
當地村里長或學校充份溝通與宣導，以讓民眾善加利用該項服務。

公告樣式建議

決議：照案通過，區分會同意配合辦理，由各公會自行製作。

提案二

提案單位：南區分局

案由：關於 96 年牙醫品保南區核發率低於他區，請 貴會輔導會員醫師加強未達成率偏高的指標。
說明：

96 年牙醫品保南區核發率約 25%，北區約核發率約 40%，統計不核發的理由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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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核發原因之
編碼
不予核發原因
牙體復形重補率一年內平均重補率為 3.13﹪(含)以上
1 者。
牙體復形重補率二年內平均重補率為 5.802﹪(含)以上
2 者。

家數
1
40

根管治療未完成率一年內平均未完成率為 30﹪(含)以上
3 者。

45

牙體復形(O.D)89001C-5C 及 89008C-12C 合計申報點數佔
4 處置申報點數 64.38﹪(含)以上者。

34

特約醫療院所任一位牙醫師任一月申報牙醫門診醫療費
用申請點數達 500000 點(含)以上者。(山地離島在 51 萬
5 點(含)以上者)。

141

施行全口牙結石清除且併同牙周疾病控制基本處置數未
6 達全部全口牙結石清除 20﹪處置人數以上。

344

7 院所申報 00127C 人數占該院所全年就診人數未達 3﹪。
9 96 年 1 月至 96 年 12 月費用未辦理第一次暫付者。

410
100

經中央健康保險局停止特約者(三年內)處分起迄日:
13 94/01/01 - 96/12/31。
總計

10
1,125

製表日期：0971105

決議：請委員會配合輔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南區分局

案

由：為了服務牙醫基層院所及方便民眾就醫，擬建置牙醫診所服務資訊查詢系統。

說

明: 院所只要登錄相關資料，本分局會將其資料轉置於分局的網站上，以供民眾查詢各診所服
務內容與時間等相關資料，以下為西醫診所提供的內容，請牙委會據以提修正建議。 (本
案曾於 96

年 8 月 7 日第 24 次會議提案並決議請區分會再研議)

目前西醫基層診所看診時間維護
1. 入口網頁
2. 看診時段 (請增加 上、下、晚時段的看診時間起、迄時間)
3. 院所電話
4. 診治科別 (請開放 50字由院所自行填寫)
5. 承辦醫療資源缺乏地區巡迴醫療服務，□無

□有，星期:，時間: ，巡迴地點:

6. 看診後，處方調劑方式: □診所內自行調劑

□處方交付病人至社區藥局調劑

7. 承辦預防保健項目:

□ 成人預防保健 □ 婦女子宮頸抹片檢查

檢查
8. 加入家醫整合照護

□ 是，醫療群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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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

□ 孕婦產檢 □ 兒童健康

9. 疾病管理整合照護方案: □ 門診戒菸

□ 高血壓疾病管理

□ 糖尿病疾病管理

□ 氣喘

疾病管理
10. 院內感染控制自主管理
(1)、設置洗手台或洗手槽並備有洗手液或肥皂及擦手紙
(2)、依規定通報法定傳染病及新興傳染病
(3)、專人定期處理感染性廢棄物

□有

□有

□有

□無

□無

□無

民眾網頁
為提供您查詢參考西醫診所看診時段，本分局特別調查診所固定休診日，在本專區內，您可查詢經
由診所同意公開之台南市、台南縣、嘉義市、嘉義縣及雲林縣健保特約西醫診所的看診與休診訊息。
提醒您，為確保您的權益，建議您先電洽診所確認後，再前往看診，謝謝！

預計牙醫基層診所看診時間維護如下
1. 入口網頁
2. 看診時段 (請增加 上、下、晚時段的看診時間起、迄時間)
3. 院所電話
4. 診治科別 (請開放 50字由院所自行填寫)
5. 承辦醫療資源缺乏地區巡迴醫療服務，□無

□有，星期:，時間: ，巡迴地點:

6. 看診後，處方調劑方式: □診所內自行調劑

□處方交付病人至社區藥局調劑

7. 承辦預防保健項目:
8.

□ 兒童塗氟

承辦特殊項目醫療服務，□無

□有

9. 院內感染控制自主管理
(1)、設置適當之洗手設備、滅菌設備、空調系統並保持環境清潔
(2)、病歷紀載應完整

□有

□有

□無

□無

(3)、開診前、後應確實消毒並注意消毒藥水應在有效期限內

□有

(4)、醫療廢棄物與毒性廢棄物應依法分類貯存與處理

□無

(5)、消毒流程表、紀錄表及滅菌紀錄表應登載完整

□有
□有

(6)、滅菌後器械應包裝並填好消毒日期貯放餘無污染處□有

□無

□無
□無

民眾網頁
為提供您查詢參考牙醫診所看診時段，本分局特別調查診所固定休診日，在本專區內，您可查詢經
由診所同意公開之台南市、台南縣、嘉義市、嘉義縣及雲林縣健保特約牙醫診所的看診與休診訊息。
提醒您，為確保您的權益，建議您先電洽診所確認後，再前往看診，謝謝！
決議：同意建置，惟相關揭示內容俟委員會研議後再行文函知南區分局。
提案四

提案單位：南區分局

案 由：請協助 98 年度本區各院所自願揭露品質指標項目之擇訂及該項指標說明之撰寫。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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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除費協會協定公開項目外，各分局須再增加該區各院所自願揭露之品質指標項目。

二、

目前總局及本分局牙醫總額部門醫療品質資訊公開指標項目如下：

總局牙醫醫療品質公開項目：

南區牙醫醫療品質公開項目：

牙齒填補 2 年保存率----94
恆牙 2 年內自家再補率----94
根管治療 1 年完成率----95
根管治療後半年之保存率----95
全口牙結石清除率----95
乳牙 1.5 年內自家保存率----95
牙周病案件比率----95
未滿 5 歲兒童牙齒預防保健服務人數比率
--96
初診診察費執行率----96
牙周疾病控制基本處置執行率----96
恆牙根管治療後 180 日內保存率----97
乳牙根管治療後 90 日內保存率----97

5 歲以下兒童牙齒預防保健服務人數比率
----95
13 歲(含)以上全口牙結石清除率----96
拔牙前半年耗用值----97

三. 建議本區 98 年公佈的指標如下表請擇一：
1、牙體復形 3 年保存率
7、牙醫師每月申請點數
2、保險對象牙醫填補一年保存
8、牙醫處置及手術之多生牙牙位數申報比率
率
3、同院所 90 日內根管治療完
9、院所感染控制率_季
成率
4、牙結石清除全口之檢測比率 10、院所感染控制率_年
11、91004C 同一病患未超過 180 天即再次執行 91004C_
5、牙體復形申報點數佔率
跨院
6、七項醫令合計佔率
四.總局目前尚未公佈 98 醫療品質資訊公開指標，若屆時本分局公開指標與總局重複，將重新挑選。
決 議：同意提供，會後研議再函送2項指標。
提案五

提案單位：南區分局

案 由：為資訊公開，擬每月定期將本區牙醫總額經費支出統計報表上網公開。
說 明: 擬上網提供全體會員及社會大眾參考資料，每月依地區別及案件別分佈。
呈現內容(比照西醫基層修改如下)：
1. 各縣市牙醫醫療費用成長情形---季(月)
2. 各縣市牙醫申請件數成長情形---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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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縣市牙醫各案件分類成長情形---季(月)
4. 各縣市牙醫各特定治療項目代號成長情形(西醫為科別)---季(月)
決議：該提案暫緩實施予以保留。

臨時提案一

提案單位：南區委員會

案由：擬增加抽審指標 1.經檔案分析列為行政管理或區分會建議追蹤之醫療院所 23 家，請討論。
說明：98 年抽審指標 1.「經檔案分析列為行政管理或區分會建議追蹤之醫療院所」計 38 家，本分
會為追蹤觀察部分醫療院所申報情形，擬變更為 61 家(增加 23 家)。
決議：照案通過，自 98 年第 2 季開始實施。

臨時提案二

提案單位：南區分局

案由：南區分局牙醫基層診所經檔案分析免除專業抽樣審查原則
依據：依醫療服務審查辦法第 16 條規定，保險人得就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申報醫療服務案件進行分
析，於回饋分析資料後依分析結果，增減隨機抽樣比率或免除抽樣專業審查。
說明：依醫療服務審查辦法第 2 條規定，特約院所提供醫療服務，保險人依本辦法規定辦理審查，
並據以核付費用，除非符合檔案分析指標，始免除抽樣審查。
一、不適用免予抽審類別
序號
項目
1
列入實地輔導結果與行政管理須追蹤，及專審醫師建議追蹤之診所
2
健保特約未滿 2 年之診所
3
一年內尚未接受一次(含)以上專業審查
二、全部符合下列指標之院所，免當月抽樣專業審查。
序號
4
5
6
7
8

項目
當季每位醫師申報金額為全體院所後 99.5%
每一位病患醫療耗用率為全體院所後 99.5%
當季有 O.D 病人平均填補顆數為全體院所後 99.5%
當季執行 O.D 點數佔總點數的百分比為全體院所後 99.5%
當季自家與他家三年內 O.D 重複率為全體院所後 99.5%

決議：照案通過，即日起實施。
-6-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