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度 
高雄市老人免費裝假牙 
契約簽訂及常見問題 



109年 總補助經費101,500,000元 
 一般老人＝6,240.9萬元 
 中低收入老人＝約3,603.8萬元 
 業務費＝305.3萬元 
 
 預計可補助人數2,534人 
 一般老人1,560人 
 中低收老人974人 



 民國44年12月31日(含)前出生65歲以上之一
般老人。 

 民國44年12月31日(含)前出生中低收入之長
輩 

 54年12月31日(含)前出生55歲以上之中低收
入原住民 

申請資格 



 公告：【名額有限，預算用罄停止補助】 
一般老人：109年3月2日起至109年3月31日止 
           每人終生限補助壹次。 
中低收老人：109年3月2日起至109年6月30日止 
           同一顎已取得相同補助項目者，須      
           於滿五年以上(103年底以前)，經評    
           估有重新裝置必要，始得重新提出 
           申請。 

篩檢期 



一般老人：(其他合約院所不受理篩檢) 
(1)公立醫院：高雄市市立醫院(民生、聯合、大同、小港、 
             旗津、岡山及鳳山醫院)部立旗山醫院、國 
             軍高雄總醫院及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等10家。 
(2)衛生所：前鎮、楠梓、田寮、彌陀、茂林、桃源、那 
           瑪夏、六龜、甲仙、杉林、內門、永安、大 
           樹、湖內、茄萣等15區。  

中低收老人：高雄市特約牙醫醫療院所。  

 
★核對證件：申請者的身分證及印章。 

篩檢地點 



 一般老人 
 篩檢日下午5點前將當日篩檢名單回傳衛生局， 

     2日內（含假日)將紙本資料送衛生局。 
 FAX:7131427    e-mail:lin948@kcg.gov.tw 

 中低收老人 
 無須回傳篩檢名單，4日內（含假日) 將「身分證

影本」及「篩檢證明單、篩檢照片單，必要時得
要求提供X光片」提報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為審查作
業。 

篩檢照片務必清晰，可供審查判斷，倘資料不齊全或
不清楚，將予以退件。 

篩檢資料送衛生局審查 



109年高雄市老人免費裝假牙篩檢名冊 

篩檢單位：                                                                 製表人簽章：                            

篩檢日期：                月               日 

編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補助對象：以下請
填代號) 

1.一般老人 
2.中低收老人 

篩檢結果(以下請填代號) 
1.  上下顎全口活動假牙 
2-1.上顎全口活動假牙         
2-2. 下顎全口活動假牙 
3-1.上顎全口活動假牙，併 下   
       顎部分活動假牙 
3-2.下顎全口活動假牙，併上 
       顎部分活動假牙              
4.  上、下顎部分活動假牙 
5-1.上顎部分活動假牙  
5-2. 下顎部份活動假牙 
6. 缺牙，具有咀嚼功能     

備註 

1 王大同 E123456789 1 1 
上下顎全口無牙，係0
顆殘存牙齒。 

            

範例 



簽約期間  
108年10月25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周一至周五 
  8:30~12:00，13:30~17:00），逾期不受理。 

簽約地點 
 參加108年12月8日簽約說明會者，簽約期間自108 
  年12月8日至108年12月31日止 
1. 高雄市牙醫師公會--12月8日簽約說明會後 
2. 衛生局醫政事務科(6樓討論室)(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32-1號） 

簽約 



特約醫療院所簽約攜帶證件 
  1.醫療院所關防章 
  2.醫療院所負責人印章 
  3.開業執照正本及影本 
  4.合法牙體技術所合作切結書 
  5.醫療院所存摺影本乙份 
      (新簽約院所或更新帳號) 
  6.統一編號(8碼) 
  7.委託書(負責人未到) 



 

 委託書 
本人因另有要務，未克親自前來，特委託        君至高雄市政府
衛生局全權代表本人辦理「       年度高雄市老人免費裝假牙」簽
約事宜。 
此致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委託人（請加蓋委託人大小章）： 
(受任人) 
身份證字號： 
受委託人： 
身份證字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說明：受託人請攜帶下列文件 
1.委託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私章 
2.受託人身份證正本、個人私章、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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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體技術所簽約資料 

牙醫師公會可提供合法 
牙體技術所名冊供簽約 



特約醫療院所裝置假牙應於109年度11 
 月30日前完成裝置並辦理申請補助費 
 用手續。 
 
※108年超額個案已完成裝置者，請於 
  108年11月30日前，儘速送件核銷，   
  若108年經費用罄，則延至109年核撥。 

假牙費用核銷 



契約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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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老人免費裝假牙契約書」第13條︰ 
「乙方辦理本計畫需恪遵有關法律規定，如有違法情事並經
查證屬實，甲方得終止本契約，其相關申報費用不予給付，
且乙方於隔年不得再申請為本計畫特約醫療院所」 

終止契約並追回不法所得，且隔年不得再申請為「高雄  

  市老人免費裝假牙計畫」之特約醫療院所。 

 

 

 

 

 



相關醫療法規---密醫(醫師法&醫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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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師法第28條： 
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執行醫療業務者。處6個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30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金。 

 罰則 
 醫師法第25條:醫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醫師公會或主管機關移付懲戒：….二、

利用業務機會之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  

 醫師法第28條之4:醫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
得併處限制執業範圍、停業處分1個月以上1年以下或廢止其執業執照；情節重大
者，並得廢止其醫師證書」聘僱或容留違反醫師法第28條規定之人員執行醫療業
務。 

 醫療法第57條（醫療人員執行醫事專門業務法規之規範） 

   【相關罰則】第1項~§103:(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25萬元以下罰鍰)  

 醫療機構應督導所屬醫事人員，依各該醫事專門職業法規規定，執行業務。 

 醫療機構不得聘僱或容留未具醫事人員資格者，執行應由特定醫事人員執行
之業務。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9%86%AB%E7%99%82%E6%B3%95.htm#b103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9%86%AB%E7%99%82%E6%B3%95.htm#b103


相關醫療法規---病歷製作(醫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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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法第12條（病歷資料之製作及保存）【相關罰則】§29 

  醫師執行業務時，應製作病歷，並簽名或蓋章及加註執行年、月、日。  
  前項病歷，除應於首頁載明病人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及住址等基本
資料外，其內容至少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就診日期。  
  二、主訴。  
  三、檢查項目及結果。  
  四、診斷或病名。  
  五、治療、處置或用藥等情形。  
  六、其他應記載事項。  
  病歷由醫師執業之醫療機構依醫療法規定保存 

醫師法第29條（違反法定義務之處罰） 
  違反第12條規定者，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    
    。…….。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9%86%AB%E5%B8%AB%E6%B3%95.htm#b29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9%86%AB%E5%B8%AB%E6%B3%95.htm#b29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9%86%AB%E7%99%82%E6%B3%95.htm


相關醫療法規---病歷製作(醫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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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法第67條（病歷應包括之資料）【相關罰則】第1項、第3項§102    
  醫療機構應建立清晰、詳實、完整之病歷。  
 前項所稱病歷，應包括下列各款之資料：  
 一、醫師依醫師法執行業務所製作之病歷。  
 二、各項檢查、檢驗報告資料。  
 三、其他各類醫事人員執行業務所製作之紀錄。  
 醫院對於病歷，應製作各項索引及統計分析，以利研究及查考 
 
醫療法第68條（記載病歷製作紀錄）【相關罰則】§102、§107 
   醫療機構應督導其所屬醫事人員於執行業務時，親自記載病歷或製作紀錄，
並簽名或蓋章及加註執行年、月、日。  
  前項病歷或紀錄如有增刪，應於增刪處簽名或蓋章及註明年、月、日；刪改
部分，應以畫線去除，不得塗燬。  
  醫囑應於病歷載明或以書面為之。但情況急迫時，得先以口頭方式為之，並
於二十四小時內完成書面紀錄。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9%86%AB%E7%99%82%E6%B3%95.htm#b102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9%86%AB%E7%99%82%E6%B3%95.htm#b102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9%86%AB%E5%B8%AB%E6%B3%95.htm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9%86%AB%E7%99%82%E6%B3%95.htm#b102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9%86%AB%E7%99%82%E6%B3%95.htm#b102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9%86%AB%E7%99%82%E6%B3%95.htm#b107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9%86%AB%E7%99%82%E6%B3%95.htm#b107


相關醫療法規---(牙體技術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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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體技術師法第12條 
牙體技術師執行牙體技術業務，應依牙醫師或鑲牙生開具之書面文件為之。 

前項所稱牙體技術業務，指從事口腔外牙醫醫療用之牙冠、牙橋、嵌體、矯正裝

置、義齒之製作、修理或加工業務。 

牙醫師為執行醫療業務，得執行牙體技術業務。 

鑲牙生為執行鑲、補牙業務所需，得執行牙體技術業務。 

 牙體技術師法第30條 
…未具牙體技術師、牙體技術生資格而執行牙體技術業務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在牙醫師、牙體技術師指導下實習之下列人員，不在此

限：  

一、牙醫學系、牙體技術科、系學生。  

二、取得畢業證書之日起五年內之牙醫學系、牙體技術科、系畢業生。 

※除了合格牙醫師外，其他都不能執行醫療行為。 



常見問題 



請繳交下列單張並依序排放單據︰ 
1.篩檢證明單乙聯(若為補單個案則無)及篩檢照片單乙份  
2.裝假牙證明書甲、乙、丁聯(丙聯自存)(內含裝置完成照 
  片乙張) 
3.申請補助費用切結書及委託書甲聯(乙聯自存) 
4.申報費用清單及領據甲、乙聯(丙聯自存) 
5.老人免費裝假牙滿意度調查表 
※夾起來就好，請勿裝訂!! 

Q1:請問申請假牙經費核銷需繳交哪些文件? 



所有單據如有任何塗改，皆要在塗改處加蓋
負責人印章以示負責。 

Q2:請問請款時所有單據如有塗改應如何處理? 



請統一填寫個案假牙完成裝置日期，不可填
寫送件日期或者是診所收件日期。 

Q3:請問切結書和申請清單及領據上的日期 
   應填寫何時? 



1.篩檢證明單2聯(含篩檢照片)。 
2.裝假牙證明書(含假牙照片)。 
3.申請補助費用切結書及委託書。 
4.個案死亡證明書。 
5.家屬取回假牙同意書(需提供可資證明其與申請人為親屬關係相關資 
  料，例如：檢附身分證影本或戶籍謄本、聯絡電話等及簽名或蓋 
  章)，以供證實。 
6.檢附完整病歷影本乙份。(含自費及健保部分) 
7.倘為獨居老人，找不到家屬，可請戶籍所在地里長予以簽署取回假牙 
  同意書。 
8.按已實際完成製作之內容，依契約書規定請款，補助經費標準如下：
（一）牙齒骨架印模最高補助35％。（二）完成排牙最高補助70％。 
（三）活動假牙已製作完成最高補助80％。 

Q4:個案因故死亡致無法繼續完成假牙裝置，需備妥那些文件， 
   才可辦理經費核銷? 

※針對死亡個案經費核銷，
如遇特殊情況，請洽詢
衛生局。 



篩檢單位配合事項 

上下顎被個
案名牌遮住 



立契約書人 

甲    方：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代 表 人：林立人 

統一編號：76011604 

地    址：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32-1 號 

乙    方：  

代 表 人： 

統一編號：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簽約配合事項 

統一編號 

或負責人 

匯款帳戶等變更，請盡速
通知本局辦理變更。 



高雄市政府全球資訊網網頁
https://khd.kcg.gov.tw/tw/departmen
t/zone.php?zone=78&author=97  
(滿意度調查表及相關資料，請自行下載) 
諮詢專線：7134000#6152~6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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