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健保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南區審查分會共管會議
102 年第 3 次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2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中央健康保險署南區業務組九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林專門委員純美代、張主委文輝

紀錄：周慧敏

出席單位及人員：
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陳常務理事建志(請假)
翁常務理事德育(請假)
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南區審查分會
王副主委智永

曾副主委惠彥

石副主委鎮銘

李委員明宗

林委員忠毅

徐委員邦賢

陳委員亮光

李委員耀智

李委員口榮

陳委員建川

廖委員倍顯(請假)

何委員世章(請假)

蔣委員維凡(請假) 洪委員信嘉 (請假) 藍幹事于琇
中央健康保險署南區業務組
龐代理組長一鳴(請假)

林專門委員純美

李科長彩萍(嚴視察海樹代)
黃複核專員瑞源

李科長德儒

陳科長淑惠(請假)

唐專員文璇

壹、主席致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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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科員貞如

貳、報告事項：
一、確認 102 年第 2 次共管會議決議追蹤辦理情形：（通過）
案號

案由

決議事項

追蹤辦理情形

提 案 有關牙醫門 為進一步瞭解高就診 1、牙科高就診檔案分析小組分別
一

診高就診個 病患之合理性，本區

於 8/14、9/18、10/23 日共召

案輔導及協 成立高就診檔案分析

開 3 次牙醫門診高就診個案

助就醫乙

小組(成員：南區業務

討論會議，會中分別對於 99

案，請討

組 3 位及南區審查分

年至 101 年 3 年期間，南區牙

論。

會主委、審查組、資

醫就醫次數大於 100 次之 13

訊組、異常組、輔導

位病患及 102 年 1-6 月就醫

組等 5 位)，從醫療耗

≧20 次 133 位病患進行各項

用值及醫令等檔案分

牙科處置檔案分析，並抽調其

析研議合理指標以定

中 21 位病患病歷進行研討。

義「不合理之高就醫 2、會議決議：
個案」後再找出合適 (1) 99 年至 101 年高診次個案院
之對策方案。

所，2 家由分會輔導，1 家函
請到署輔導，1 家實地審查；
102 年 1-6 月高診次個案院
所 2 家公會輔導，2 家送專
審以瞭解根管治療適當性。
(2) 每年 1 月及 7 月歸戶病人前
12 個月在同 1 家院所就醫且
大於 40 次者（排除重大傷
病）
，函請院所合理使用醫療
資源，並將院所名單函知牙
醫門診醫療服務南區審查分
會。
(3) 俟 後 比 照 前 項 期 間 進 行 分
析，如個案在同院所牙周病
緊急處置 91001C、非特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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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案由

決議事項

追蹤辦理情形
部治療 92001C 及特定局部
治療 92066C，有使用偏高之
情形將請公會及牙醫門診醫
療服務南區審查分會進行輔
導。

二、南區業務組會議報告 (詳會議資料)
內容摘要：
(一)本轄區 102 年第 2 季醫療供給概況
1、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家數
102 年 6 月與去年同期比較，全國增加 94 家(成長 1.49%) ，
本轄區增加 11 家，成長率 1.4%。
2、 牙醫師數
102 年 6 月與去年同期比較，全國增加 368 人(成長 3.0%) ，
本轄區排名第 5(增加 34 人)，成長率 2.5%
3、 申報醫療費用點數
102 年第 2 季醫療費用點數，南區較去年同期成長 5.1%，在
各分區中排名第 3，醫療費用點數成長因素主要為病人數增
加(3.5%)。
(二)牙醫南區點值
1、 結算：102 年第 1 季平均點值為 0.9727、浮動點值為 0.9597，
較去年同期下降 (-0.021 、-0.018) 。
2、 預估：102 年第 2 季(4~6 月) 平均點值為 0.9971、浮動點值
為 0.9971。
(三) 102 年醫療品質指標
1、 牙齒填補 2 年保存率、同院所 90 日內根管治療完成率、13
歲以上(含)全口牙結石清除率、5 歲以下兒童牙齒預防保健
服務人數比率、恆牙 2 年保存率、乳牙 1 年半保存率低於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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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平均值持續監測中。
2、 牙體復形同院所二年同牙位平均再補率高於全局平均值持
續監測中。
(四)資訊揭露及配合事項
1、 牙醫支付標準調整項目申報情形
(1) 102 年 3 月 1 日起牙醫支付標準共增修 69 項醫令項目，分
析結果：本區 102Q2 較去年同期支出增加 30,641,925 點，
其中診察費增加 16,201,238 點(52.9%)、診療費增加
14,440,687 點(47.1%)，整體成長 7.0%；另醫令筆數較去年
同期增加 34,448 筆，成長率為 3.1%。
(2) 各項醫令筆數及點數較去年同期增加數量最多的前 5 名院
所及 101 年同期無申報資料但 102 年新增該項申報資料之診
所名單，另提供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南區審查分會瞭解其合理
性。
2、 矯正機關內收容人牙醫利用情形
102 年第 1-3 季申請件數：6,982 件，醫療費用共 8,724,125
點，疾病診斷以齲齒最高(44.83%)，其次為慢性牙周炎
(14.75%)、急性牙周炎 (9.14%)。
3、 專業審查作業紙本替代方案實施概況
截至 102 年 7 月 31 日止，申請參與作業特約院所共 80 家。
各總額家數如下：醫院總額 2 家、西醫基層 2 家、中醫總額
41 家、牙醫總額 35 家。敬請區分會向所屬會員輔導參與本
方案。
4、 牙醫每季抽審指標院所名單另提供掛網站供查詢，路徑:
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健保分區業務組資訊交流區/南區
業務組/VPN 加值服務網/牙醫醫療品質查詢系統。
5、 宣導事項
特約醫療院所自 102 年 11 月及 12 月起分批停止寄發紙本健
保費繳款單，請尚未辦理轉帳繳納健保費之診所(牙醫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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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家診所)至金融機構辦理委託轉帳代繳健保費。
參、散會(11 點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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