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裝 

訂 

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受文者：內政部中部辦公室、朱家成理事長、蕭秀鳳榮譽理事長、卓秀英常務理事、 

杜美蓮常務理事、謝慧觀常務理事、張新傑常務理事、毛蕙心理事、楊玲玲理事、 

蕭惟珍理事、鄭瑞駿理事、羅  琪理事、藍弘慧理事、簡明儀理事、陳大勝理事、 

張佑任理事、柏斯琪理事、黃次雄理事、黃明華理事、鄭愛琴理事、曾靜菀理事、 

洪惠苓理事、許端容理事、黃靜芝常務監事、鄭淑娟監事、吳淑芬監事、王彩鶴監事、 

吳昭瑩監事、洪淑雲監事、蔡玉琴監事、楊式興秘書長、官修正副秘書長、蕭琬云副秘書長、 

洪天軍副秘書長、邊苗瑛專家諮詢顧問、江玲玲專家諮詢顧問、施玫如專家諮詢顧問、 

李金川專家諮詢顧問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01 月 02 日 

發文字號：呼全字第 01030102 號 

速        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附件將以電子檔形式以 E-MAIL 寄至全體理監事之電子信箱，不再以紙本寄送） 

附件一：第三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記錄 

 

 

主        旨：函請備查本會第三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記錄。 

說        明：檢送第三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記錄及相關附件乙份，請備查。 

 

            

 

正        本：內政部中部辦公室、全體理監事 

副        本：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秘書處 

 

 

 

 

 

 

 

 

 

 

 

立案字號 內授中社字第 0950017958 號 

成立日期 中華民國 95 年 12 月 03 日 

會      址 333桃園縣龜山鄉復興街 5號 2樓呼吸治療科 

聯  絡  人 洪麗茵 

聯絡電話 (03)3971541 或(03)3281200 轉 2644 

傳     真 (03)3972937 

電子信箱 rtsroc@gmail.com 

網 址 www.rtsroc.org.tw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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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三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記錄 
紀錄編號：呼全記字第 1021220 號 

時    間：民國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13：00 

地    點：中國醫藥大學 立夫教學大樓 310 教室 

出席人員： 

理事：朱家成、卓秀英、杜美蓮、謝慧觀、張新傑、毛蕙心、楊玲玲、蕭惟珍、鄭瑞駿 

簡明儀、陳大勝、張佑任、柏斯琪、黃次雄、黃明華、曾靜菀、洪惠苓、鄭愛琴 

許端容 

監事：黃靜芝、鄭淑娟、吳淑芬、王彩鶴、吳昭瑩、洪淑雲、蔡玉琴 

列席：江玲玲專家諮詢顧問、李金川專家諮詢顧問、楊式興秘書長、 

蕭琬云副秘書長、洪天軍副秘書長 

請假：藍弘慧理事、羅  琪理事、官修正副秘書長 

主    席：朱家成理事長      

記    錄：洪麗茵秘書 

 

壹、 會議開始：13：15， 

貳、 應到理事：21 人，應到監事：7 位。 

理事到達 15 位，監事到達 6 位，已超過半數，會議正式開始 

主席報告：朱家成理事長  

一、 本會於 9 月 11 日拜會李偉強司長，席中司長提到如何塑立專業的獨特性及專業性。本會未來主

要目標將放在爭取人力方面，期望讓呼吸治療就業市場更為廣大。 

二、 此次研討會課程設計，強調內部團結並凝聚共識，再談組織管理，逕而向外發展並顯示呼吸治

療師實際專業價值。 

 

参、會務報告： 

 一、相關統計 

一、      相關統計 

1.會員人數統計（統計至 102.09.05） 

 

 

 

 

 

 

 

 

 

 

 

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呼吸治療師執業人數統計表 

 

台

北

市 

新 

北 

市 

桃 

園 

縣 

宜 

蘭 

縣 

台 

中 

市 

彰 

化 

縣 

嘉 

義 

縣 

嘉 

義 

市 

台 

南 

市 

高 

雄 

市 

合計 

10203 期 會員人數 322 276 229 88 219 129 78 76 172 339 1,928 

10209 期 
增加人數 9 1 -14 -2 13 -2 -6 -1 1 1 0 

會員人數 331 277 215 86 232 127 72 75 173 340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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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照人數統計 

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呼吸治療師考照人數統計表（民國 91 年~102 年） 

  91 年 92 年 93 年 94 年 95 年 96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高考（ㄧ） 20 25 0 0 6 5 10 29 11 23 31 13 

高考（二） X X 35 52 68 99 173 224 224 230 206 155 

特考（ㄧ） X 649 425 55 13 X X X X X X X 

特考（二） X X X X 70 X X X X X X X 

合計 20 674 460 107 157 104 183 253 235 253 237 168 

總計 2,851  

 

 
 

 

 

 

 

（三）從業醫院層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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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從業醫院層級比例統計表（統計截至 102 年 9 月） 

分級 人數 百分比 

醫學中心 678 24% 

區域醫院 718 25% 

地區醫院 398 14% 

居家護理所 118 4% 

未執業登記 939 33% 

總計 2,851    

備註： 

1.共 16 位呼吸治療師有入公會但暫時歇業，一併納入未執業登記(923+16=939 人) 

2.未執業登記算法：2,851 人（102 年考取人數總計）-1,928 人（已執登人數）=923 人 

 

 

 

 

 

 

 

 

 

 

 

 

 

（四）呼吸照護(治療)學系學生人數調查表 

呼吸照護(治療)學系學生人數調查表 
（電聯各學系系祕，統計至民國 102 年度） 

類

別 
畢業年度 96 年度 97 年度 98 年度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年度 

一

般

大

學 

學校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長庚大學 31 -- 44 -- 37 -- 2 28 -- 38 -- 42 -- 32 

高雄醫學大學 43 -- 52 38 64 41 46 52 51 49 49 45 27 46 

台北醫學大學 45 40 43 39 55 40 45 46 47 49 40 38 43 38 

中國醫藥大學 -- -- -- -- -- 44 -- 44 -- 53 -- 43 -- 52 

長榮大學 41 -- 38 -- 38 -- 30 -- 21 -- 15 -- -- -- 

輔仁大學 97 年開辦 -- 22 -- 30 

小計 160 40 177 77 194 125 123 170 119 189 104 190 70 198 

科

技

大

學 

畢業年度 96 年度 97 年度 98 年度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學校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嘉義長庚科技大學 82 -- -- 43 46 34 40 45 29 51 31 47 34 51 

小計 82 -- -- 43 46 34 40 45 29 51 31 47 34 51 

合  計 242 40 177 120 240 159 163 215 148 240 135 237 104 249 

總計 282 297 399 378 388 372 353 

備註：A-在職生；B-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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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要會議 

主辦單位 會議主題 會議日期 參加人員 

醫策會 

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實地評鑑工作 102.10.24 杜美蓮常務理事 

103 年教學醫院評鑑基準研修及 104 年教

學醫院評鑑第 1 至 4 章基準研修 
102.12.10 朱家成理事長 

內政部 

全國性及台灣區工商暨自由職業團體績效

評鑑要點修正會議 
102.11.13 洪麗茵秘書 

參加 101 年度全國性社會團體甲等獎頒獎

典禮 
102.11.25 

楊式興秘書長 

洪麗茵秘書 

台灣長期照

護專業協會 

召開衛生福利部委託辦理之「長期照護專

業人力培訓課程推展計畫」說明暨共識會 
102.12.05 卓秀英常務理事 

醫聯盟 

『無效醫療』專案行動小組第二次籌備會 102.9.16 楊式興秘書長 

『無效醫療』專案行動小組第三次籌備會 102.09.30 楊式興秘書長 

『無效醫療』專案行動小組第四次籌備會 102.10.14 楊式興秘書長 

『無效醫療』專案行動小組第五次籌備會 102.10.28 楊式興秘書長 

「無效醫療」第一次講師志工教案討論會

議 
102.11.03 

謝慧觀常務理事 

蕭惟珍理事 

官修正副秘書長 

藍弘慧理事 

召開「醫事人員人事條例修正草案」研商

會議 
102.11.27 

謝慧觀常務理事 

楊式興秘書長 

國立陽明 

大學 

「台灣長期照護保險輔具租賃管理-呼吸

治療輔具類｣輔具廠商座談會 
102.11.07 楊玲玲理事 

醫療政策 

委員會 

為因應 106 年度長期照護服務法通過，及

培訓本會會員經 LevelⅠ、LevelⅡ、Level

Ⅲ課程培訓後，具納入長照人員 

102.10.23 

卓秀英常務理事 

楊玲玲理事 

羅琪理事 

吳昭瑩監事 

吳淑芬監事 

江玲玲專家諮詢

顧問 

楊式興秘書長 

洪麗茵秘書 

學會- 

蕭秀鳳理事長、 

周蘭娣常務理事、 

龍芳理事、 

王鳳葉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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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文 

1.發文 

收文單位 主旨 發文日期 

內政部 

全體會員代表 
本會會員代表出席第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102.11.07 

內政部 

本會理監事 
第三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開會通知 102.11.27 

學會、 

醫療政策 

各委員 

函請出席醫療政策委員會召開之擬訂長期照 

護專業人力 LevelⅡ共同課程訓練營教學大綱 

及課程內容 

102.10.16 

衛生福利部 

呼吸治療師納入醫院評鑑基準第 1 篇第 1.3 章 

人力資源管理章節中之必要人力 
102.11.26 

取消銓敘部所擬「醫事人員人事條例修正草案」 

之增設師四級；各職類應保障至少有一位師一

級主管。 

102.11.28 

 

 

2.收文 

發文單位 主旨 發文日期 

內政部 

第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名冊，同意備查 102.10.02 

全國性及台灣區工商暨自由職業團體績效評鑑要點修正會議 102.11.01 

假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 1樓 101會議室召開第三屆第二次會員代

表大會案，予以備查 
102.11.19 

檢送全國性及台灣區工商暨自由職業團體績效評鑑要點修正會議紀錄 102.12.10 

衛生福利部 

呼吸治療師納入「醫事人員治原住民族地區開業補助｣乙案，將納入考

量。 
102.09.14 

公告修正「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特約醫事檢驗所、醫

事放射所、物理治療所、職能治療所適用)｣ 
102.09.14 

醫院評鑑基準 2.4.7「適當之加護病房組織及人力配置」及 2.4.25「亞急

性呼吸照護病房應由適當醫療照護團隊提供呼吸照護服務」，有關本會

建議修正乙案，已納入討論時之參考。 

102.09.16 

醫療機構設置標準第三條附表 on call 修正乙案，上開「24小時提供服

務」，得審酌病人情況以「on call」方式為之，惟應以 30分鐘內可達

醫院為限，係指醫院聘有之呼吸治療師人數不足以在院輪值三班時，為

提供 24小時呼吸治療服務，得審酌病人強況，在院外 30分鐘可達處所

on call；惟若醫院自聘之呼吸治療師人數足夠時，則「24小時提供服

務」係指在醫院內執勤。 

醫院醫醫療機構設置標準，計算呼吸治療師人力配置，其人力足以在醫

院輪值三班時，則應有呼吸治療師在醫院內提供 24小時服務，不得以

「on call」方式為之。 

有關全聯會所提修正之建議，業於 9.11至醫事司充分表達意見。 

102.10.09 

有呼吸治療師執行肺功能檢查之業務乙案，查呼吸治療師法第十三條，

業務範圍包含呼吸治療師評估及測詴，爰有關執行肺功能檢查一案，屬

於呼吸治療師業務範疇，自無疑義。 

102.10.24 

有關建議將呼吸治療師納入醫院評鑑基準之必要人力項目一案，已錄案

參考。 
102.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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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銓敘部 102 年 11 月 25 日函檢送之醫事人員人事條例修正草案，並無

本會來函指稱增列師四級之內容，合先敘明。 

(該回文回復本會及醫聯盟各醫事團體) 

102.12.16 

醫策會 

董事長業由衛生福利部常務次長許銘能兼任。 102.09.06 

102.10.24-10.25 安排杜美蓮代表參加「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實地評

鑑工作」通知 
102.10.08 

函請本會提供教學醫院評鑑 104 年版研修意見 102.12.17 

中國醫藥 

大學 

同意租借本會舉辦「第三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及第三屆第二次會員

代表大會暨第十屆呼吸治療師潔國際學術研討會」，共計 43,700元整通

知。 

102.10.09 

國立陽明 

大學 

召開「台灣長期照護保險輔具租賃管理-呼吸治療輔具類｣輔具廠商座談

會會議通知 
102.10.28 

台灣長期照

護專業協會 

召開衛生福利部委託辦理之「長期照護專業人力培訓課程推展計畫」說

明暨共識會開會通知 
102.11.27 

 

四、 工作執行報告 

（一） 全台各醫院 On call 案例回報：有關吸治療師人員配置第四點「醫院收治使用呼吸器之

病人，應有呼吸治療師提供二十四小時服務。｣，未能考量加護病房及亞急性呼吸照護

病房使用呼吸器病人須每八小時一班，全天二十四小時均有呼吸治療師提供服務的特性

造成： 

1.現在醫院變相使用報備支援方式聘請 RT(不再正式編制 RT，採兼任方式) 

2.RT 遇缺不補，採支援方式 

因醫院的解讀跟衛服部有實際上的落差，本會為求資料收齊完整，以利反映給衛生福利

部醫事司，本會業已蒐集完畢，於大會之後，將討論整理再次反映至衛生福利部。 

（二） 統計全台各呼吸學系具研究所資格之教師，統整後將於大會後向衛生福利部行文爭取廣

列呼吸治療師為評鑑委員。 

（三） 統計全台各分布層級之 5 人以內, 5-10 人, 10人以上為單位數的各家醫院。 

（四） 102 年會務人員評核 

 

五、下階段工作計畫報告 

（一） 10212 台灣 RT 寄送 

（二） 賀年卡寄送 

（三） 大會帳務核清、結算 

 

六、102 年大會： 

（一） 大會工作人員集合時間：12/21(六)7:30，依照往年經驗，報到時間為 8:30，會員多半 8:00

前就抵達會場，請各位理監事及工作人員務必配合準時到會場。 

（二） 晚宴及住宿地點：晚宴-台中金典酒店，住宿-金典商旅，已將各工作人員住宿分配名單交

予金典商旅櫃台人員，請搭乘計程車前往報個人名字即可。 

（三） Workshop 宣傳：12/21(六)於立夫大樓 102 會議室舉辦，早上-德業聚廠商，下午-杏華廠商，

請明日各理監事協助宣傳並共襄盛舉。 

（四） 大會工作分配表說明（楊式興秘書長、蕭琬云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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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各委員會報告： 

一、 財務委員會（陳大勝主任委員）：102 年 1-11 月資產負債表報告 

二、 編輯暨研究計畫委員會（杜美蓮主任委員）： 

（一） 102 年 12 期台灣 RT：已排版完畢，準備出刊 

（二） 103 年 06 期台灣 RT ：目前無稿件，請大家踴躍投稿，謝謝大家。 

（三） 宣導：為響應節能減碳，將逐年減少印製台灣 RT 數量，電子檔案可上全聯會網頁下載。 

（四） 有關年會大會手冊之第三單元海報清單，可另行編輯成海報專刊後，再置放於全聯會網

頁供會員下載。 

三、 會員福祉委員會（張新傑主任委員）：優良呼吸治療師選拔作業辦法將於會後寄給理監事詳閱，

若理監事無意見回復，將於明年度執行。 

四、 國際事務及公共關係委員會（朱家成主任委員）： 

（一） 盧志慧先生於 11 月辭世，感念他過去為呼吸治療專業的推動與支持，將台灣的呼吸治

療推向國際化。 

（二） 呼籲各理監事多多參與 AARC 的活動，讓各國更能看到台灣更多的人共襄盛舉。 

（三） 明年的 AARC 可能會和全聯會之大會撞期，時間地點安排上要請再多加注意。 

五、 醫事倫理委員會（謝慧觀主任委員）： 

（一） 102.05.15 行政院衛生署公告修正 『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不施

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不施行維生醫療同意書』『醫療委任代理人委任書』、 『撤回預

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聲明書』五種表單。 

（二） 病人本人意願書，或經兩名專科醫師判定、或一名家屬同意，末期病患就可拔管或終止

維生醫療。 

（三） 台北市公會前日已接到居家呼吸照護所未來納入評鑑內容，請理監事提供相關意見。 

六、 醫療政策暨教育委員會（卓秀英主任委員）： 

（一） 醫療政策委員會已於 10/23 和學會共同擬定LevelⅡ教學大綱及課程內容，並送交主管單

位參酌。 

（二） 長照(醫事)專業人力(Level I、Level II)教育訓練認證，認證單位條件： 

1. 需為全國性醫事單位之協會學會公會或長照相關單位(必備條件) 

2. 設立滿三年以上(必備條件) 

3. 發行學術期刊滿三以上(含長照之文章) 

4. 近三年有承接中央政府委託長照相關計畫 

認證單位任務 

1. 受理、審核長照課程認證 

2. 不定期 查訪開課單位 

3. 核發及撤銷課程認證證明及時數證明書 

4. 宣導長照課程認證制度及相關措施 

（三） 謝文斌顧問建議事項，委員會整理如下，讓各理監事參酌： 

1. 在醫療器材公司廠商工作的呼吸治療師，亦應執業登錄，以便管理，並使其有繼續

教育的義務，證照延續有其條件，使其知技與時俱進。 

2. 衛生福利部應持呼吸器相關每家器材廠商公司，依其管理營業項目與狀況，至少有

一員呼吸治療師才能營運，如此當可擴張呼吸治療師之人力市場。 

3. 各校呼吸治療師臨床教師亦應登錄，如此才可使呼吸治療師所教與應用相符。 

七、 有關居家呼吸照護所評鑑，理監事提供之建議如下： 

（一） 拜會衛服部長照司，爭取居家呼吸照護所給付，避免 105-106 年納入長照時，卻無補助。 

（二） 居家呼吸照護所評鑑條文：成立長照專案小組，評鑑內容之擬定可參考居家護理所，並

納入呼吸治療師的部份，並於下次理監事會再行提出。 

 

 

file:///D:/RT/05-理監事會議相關資料/第三屆理監事會/1021220/06-醫療政策/1021023會議記錄.doc
file:///D:/RT/05-理監事會議相關資料/第三屆理監事會/1021220/06-醫療政策/1021023會議記錄.doc
file:///D:/RT/05-理監事會議相關資料/第三屆理監事會/1021220/06-醫療政策/1021023會議記錄.doc
file:///D:/RT/05-理監事會議相關資料/第三屆理監事會/1021220/06-醫療政策/1021023會議記錄.doc
file:///D:/RT/05-理監事會議相關資料/第三屆理監事會/1021220/06-醫療政策/1021023會議記錄.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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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伍、提案討論： 

項次 案由及說明 提案者 決議 執行者 

提

案

一 

提案一：請討論是否補助相關

團體募款經費，近日有台北醫

學大學呼吸治療學系的呼吸

疾病育樂營，為前往新竹縣的

尖石國中舉辦疾病育樂營

隊，因校方提供補助不足，已

向本會提出籌募經費之需求： 

01. 是否列入補助?  

02. 如果通過，往後是否一

體適用?  

03. 金額多寡? 

朱家成 

理事長 

現場人數：18 位 

婉拒補助：13 位 

 

結論：因本會 102 年預算無編列，且本會性質為人民

團體，並非福利團體，經費支出需對會員要有交代，

請秘書處代為婉拒補助，因該案也有同步向學會申

請，往後全聯會與學會應有默契如何共同處理。 

 

 

秘書處 

提

案

二 

教學醫院評鑑 103 年版及 104

年版基準研修案建議條文如 

01. 過去 5 年內曾以醫院名

義發表論文之人數佔全院該

職類專任人員總人數比例需

達 10％  (現是否要降為 3

％)；考量因素:壓力減輕但醫

院也會降低補助。 

02. 惟若該職類專任人員數

未達 5 人（含）者，可不受至

少需有 1 人發表論文之限

制。(是否要列入)；考量因素:

壓力減輕但醫院將人數控制

在 5 人以內。 

朱家成 

理事長 

現場人數：18 位 

維持原本條文：18 位 

修改條文：0 位 

 

 

秘書處 

提

案

三 

依第3-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提

出，為因應 102.10.08 高鐵漲

價，修正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國內外差旅

管理辦法第一章附表一，調整

後的價錢如表所示。 

 

 

現場人數：18 位 

維持原本條文：18 位 

修改條文：0 位 
 

區域分級 膳雜費 

交通費 

有憑證 無憑證 

補助上限 高鐵價 8折 

台北-高雄 

400/天

（ 不 需

憑證） 

4,140/次 2,524/次 

台北-台南 4,130/次 2,290/次 

台北-台中 2,565/次 1,185/次 

台北-宜蘭 1,030/次 530/次 

台中-左營 2,570/次 1,334/次 

台南-台中 1,560/次 1,100/次 

台南-左營 510/次 234/次 

台北-嘉義  3,100/次 1,828/次 

花蓮(花蓮-台北) 
4,000/次 

2,480/次 

台東(台東-台北) 3,296/次 

財務委

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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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臨時動議： 

項

次 
案由及說明 提案者 決議 執行者 

提 

案 

一 

下次會議(第 3-6 次)時間地點之宣導 

  (1)時間： 03 月  08 日（六），下午 1:00 起 

  (2)地點：中國醫藥大學 立夫教學大樓 310 教室 

秘書處 全數通過 秘書處 

 

 

陸、監事會報告：無 

 

柒、散會（1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