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科

快速參考指南
牙科福利

快速參考指南
PPO 計畫 (Preferred Provider
Organization)
•• 龐大的全國網絡
•• 網絡內服務可讓你節省大筆費用
•• 網絡服務無需填寫索償表格
•• 只需支付較高自付金額，即可彈性選
擇網絡外的醫生

Dental INO
(僅限網絡內) 計畫
•• 只需支付固定的定額手續費，就可
享有廣泛及完善的承保福利
•• 可享用全國的 PPO 網絡
•• 不提供網絡外承保，因此保費較低
•• 承保範圍以外，可獲急診護理承保

Dental Indemnity 計畫
•• 無網絡限制 — 員工可選擇任何牙醫
如果您的客戶認為提供
員工牙科承保的成本太
高，現在就應該考慮選擇
UnitedHealthcare Dental。
我們提供多種兼具彈性和成
本效益的計畫，並擁有龐大的
全國和區域網絡及增值服務
做為後援。
我們的專業的服務團隊會積
極回應，為您的客戶提供從投
保到執行和，之後管理所需的
指引和支援服務。

•• 員工在接受服務時付費，再按時繳
交索償表格獲取索償
•• 專科醫生無需轉介
•• 若所需的網絡福利沒有被某地區承
保時，這計畫是不錯的精選

DHMO 計畫
•• 只適用於特定地區
•• 網絡外福利僅適用於承保範圍以
外和急診護理，需支付有限金額
•• 可享用龐大的區域網絡
•• 由於醫生給予的折扣，保費和自付
金額均較低

Voluntary Dental 計畫
•• 員工需支付全部或大部分福利費用
•• 雇主支付費用的較低 — 雇主只需
支付管理費用，或支付管理費外及
小部分的保費
•• 提供網絡內及網絡外計畫
•• 承保例行檢查和其他牙科服務
•• 提供多元化的計畫選擇，全著重於
預防保健護理
•• 需至少有兩位員工符合資格才能取
得報價
•• 團體若有不到 10 位員工符合
資格，計畫必須包含等待期
(waiting periods)
•• 團體若有 10 位或以上員工符合
資格，計畫可包含或不含等待期
(waiting periods)
•• 牙齒矯正的承保選項
–– 若計畫包含等待期
(waiting periods), 牙齒矯正的承
保於等待期之後才適用

Dental dual option 選擇
•• 符合資格的團體可提供多種牙科保
健產品和 (或) 計畫選擇。雇主一般
會資助承保福利較少的計畫費用，
員工可選擇加購承保福利較
多的計畫，以享有更豐富的福利和
(或) 享有較大的彈性服務

牙科

專業知識
Bridge2Health
•• 專為改善貴公司工作團隊的整體健康而設
計，以增強公司的表現
•• 由於我們同時提供醫療和牙科保健福利，
所以我們可透過 Bridge2Health 提供資訊
和服務，來幫助員工瞭解口腔健康和整體
健康兩者間的重要關係。瞭解當中關係後，
可讓員工更妥善做好牙齒和牙齦的預防保
健，避免日後昂貴的治療費用，同時還有可
能讓員工減少缺勤情況並提高生產力

龐大的網絡
•• 範圍廣泛的牙醫和專科醫生網絡
•• 醫生均持續參予質量測試，以達全國
牙科計畫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ental Plans) 的資格認證標準

索償管理
•• 自動化的索償裁定
•• 及時且正確地支付索償
•• 內置的審核功能

適用於 PPO、INO 及
Indemnity 計畫
•• Consumer MaxMultiplier®: 加購選擇。會
員如有接受年度牙醫門診，可得到額外承保
金額。若金額沒有使用完，可累計到下個福
利年度使用。如計畫包含等待期間 (waiting
periods) 和牙髓病，必須有兩個或以上會員
參加
•• FlexAppeal Preventive MaxMultiplier: 加
購選擇。預防和診斷服務的索償不計算在
自付扣除金或年度最高自付金額內。必須
有 10 個或 以上會員參加

•• FlexAppeal Enhanced: 加購選擇。承保包
括後齒白色填補、植齒及加強成人健保承
保，包括 12 個月期間四次預防門診和牙齦
治療的任何組合。必須有 10 個或以上會員
參加
•• 產前牙科保健：包括於計劃內，不另收取費
用。準媽媽享有額外的牙周保健承保，保
費、定額手續費及自付扣除金不會增加
•• 口腔癌篩檢：成人每年可依其牙醫所指定接
受一次篩檢，保費不會增加

科技
•• Employer eServices®: 雇主可在網上輕鬆
管理投保資格、收取電子帳單、支付及選擇
獲取標準電子報告
•• 員工網上自助服務：會員可搜尋網絡牙醫、
核對索償狀況、申請會員卡、查看福利摘
要、查看剩餘福利以及取得教育資訊
•• 治療費用計算工具： 透過此工具，消費
者可以比較網絡內和網絡外牙醫的治療
費用1

注資選擇
•• 雇主可選擇支付部分保費或不支付任何
保費：
–– 員工無須注資 (所有保費由雇主支付)
–– 員工須注資 (部分保費由雇主支付)
–– 自願加入計畫能以全險或管理服務
(ASO) 的方式提供給至少兩人的團體

靈活的計畫設計
參加資格

對您的客戶來說

•• 每週工作時間至少 30 小時的全職員工

•• 擁有專業知識的客戶服務

•• 受撫養子女(至 26 歲)

•• 與我們的顧問一起做投保規劃

承保種類
•• Class I – 預防和診斷

•• 在網上為其員工投保 2

對客戶的員工來說

•• Class II – 輕微的修復

•• 為員工提供投保前多媒體教育

•• Class III – 重要的修復

•• 專用的福利教育手冊

•• Class IV – 齒列矯正

•• 為較大型團體舉辦現場投保會議

投保能力
我們的投保支援服務團隊會提供協助，讓福利
教育變輕鬆、投保程序變簡單。

•• 大型而分散團體的福利經理講師培訓課程
•• 投保顧問協助會員選擇合適的承保
•• 網上投保 2
•• 簡單且人化的投保申請表格3

請立即聯絡我們。
如需更多關於 UnitedHealthcare Dental
的資訊，請與您的聯合健康保險代表聯絡。

治療費用計算工具不適用DHMO 和 Direct Compensation 計畫。

1
2

適用於大多數情況；請聯絡您的客戶代表瞭解詳情。

3

投保日期為 10/01/2011 和之後適用。視雇主規模和購買的承保而定。

UnitedHealthcare Dental® 承保由位於 Hartford, Connecticut 的 UnitedHealthcare Insurance Company 或其關係企業承保。
管理服務由 Dental Benefit Providers, Inc.、Dental Benefit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僅限 CA)、United HealthCare Services, Inc. 或以上公司之關係
企業提供。在 Texas 銷售的計畫使用編號 DPOLO6.TX 的保單表格和編號 DCO.CER.06 的相關 COC 表格。UnitedHealthcare Dental® DHMO
計畫的福利由下列 UnitedHealth Group 公司提供或透過其提供：Dental Benefit Providers, Inc.、其子公司或關係企業，包括 Nevada Pacific
Dental、National Pacific Dental, Inc. 和 Dental Benefit Providers of Illinois, Inc。New York Select 管理式照護計畫由位於Islandia, New York 的
UnitedHealthcare Insurance Company of New York 核保。管理服務由 Dental Benefit Providers, Inc. 提供。Select DHMO 計畫由 Dominion Dental
Services, Inc. 核保；Dominion 在 Virginia、Pennsylvania 取得有限健康照護服務 HMO 執照，在 Maryland 和 Delaware 取得牙科計畫組織執照。
UnitedHealthcare Insurance Company；在 TX 是 National Pacific Dental；在 NV 是 Nevada Pacific Dental，在 IL、IN (MD & FL)
是 Dental Benefit Providers of Illinois；在 CA 是 Dental Benefit Providers of California, Inc.；UnitedHealthcare Insurance Company
of New York；DHMO - Dominion Dental Service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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