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受文者：內政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年 12月 30日 

發文字號：呼全字第 0108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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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記錄 

 

 

主   旨：函送本會第五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記錄，請查照。 

說   明：檢送第五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記錄及相關附件乙份，請予以備查。 

 

正   本：內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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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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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五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記錄 
紀錄編號：呼全記字第 1081220 號 

主    席：蕭秀鳳理事長 

記    錄：洪麗茵秘書 

時    間：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13：00 

地    點：林口長庚醫院兒童大樓 12K第二簡報室 

出席人員： 

理事長：蕭秀鳳 

副理事長：張新傑 

常務理事：楊玲玲、周蘭娣、柏斯琪、曾靜菀 

理    事：譚美珠、謝佩伶、羅  琪、羅春蘭、彭逸豪、張佑任、鍾安琪、陳春籐、 

黃梓齊、洪淑雲、洪惠苓、蔡玉琴 

監事會：楊式興常務監事、監事：楊美琴、劉秀容、蕭琬云、方瑱珮、鄭愛琴、許端容 

列  席：林蕙鈴秘書長、黃文玲副秘書長、周卉羚副秘書長 

請  假：劉金蓉副理事長、蕭惟珍理事、鄭瑞駿理事、張秀梅副秘書長 

 

 

會議開始：13：35， 

應到理事：21人，應到監事：7位。 

理事到達 18位，監事到達 7位，已超過半數，會議正式開始 

主席報告（蕭秀鳳理事長）： 

一、 近日發文爭取有關重新評估健保碼 57010B(呼吸運動)、57012B(復原運動)給付標準，應以

臨床病人病情需求以及醫師之指示。此文案也協請醫療顧問執筆修改，後續再請財務委

員會討論，是否擬定聘請本會醫療顧問執筆審閱文案之費用給付標準。 

二、 有關日前中華民國復健醫學發展協會舉辦之吞嚥困難者照護技巧實務研習會，申請學分有

疑義之處，委員會已透過秘書處協助回信處理。 

三、 本會近期收文有關新北市語言治療師公會來函提及，語言治療師法第 12條規定：吞嚥障

礙之評估與治療為語言治療師業務。已發信提醒地區公會及理監事宣導：執行業務時勿

違其他醫事專業法所載明之業務範疇，以免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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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相關統計 

1.會員人數統計（統計至 108.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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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8年） 

  

台 

北 

市 

新 

北 

市 

基 

隆 

市 

桃 

園 

市 

宜 

蘭 

縣 

花 

蓮 

市 

台 

中 

市 

彰 

化 

縣 

嘉 

義 

縣 

嘉 

義 

市 

台 

南 

市 

高 

雄 

市 

合計 

10803 期 會員人數 297 280 0 276 50 54 261 153 82 86 211 368 2,118  

  增加人數 45 43 37 -8 0 -3 9 8 1 5 -2 5 140 

10809 期 會員人數 342 323 37 268 50 51 270 161 83 91 209 373 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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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照人數統計(統計至 108.09) 

. 91年 92年 93年 94年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高考（ㄧ） 20 25 0 0 6 5 10 29 11 23 31 13 25 28 12 6 12 17

高考（二） X X 35 52 68 99 173 224 224 230 206 155 188 166 181 155 172 156

特考（ㄧ） X 649 425 55 13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特考（二） X X X X 70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合計 20 674 460 107 157 104 183 253 235 253 237 168 213 194 193 161 184 173

總計

呼吸治療師考照人數統計表（民國91年~108年）

3,969  
 

 
 

3.從業醫院層級比例 

從業醫院層級比例統計表（統計截至 108年 9月） 

分級 人數 百分比 

醫學中心 790 20% 

區域醫院 818 21% 

地區醫院 432 11% 

居家護理所 214 5% 

未執業登記 1715 43% 

總計 3,969    

備註： 

1.共 4位呼吸治療師有入公會但暫時歇業或屬於自由會員，一併納入未執業登記 

2.未執業登記算法：3,969人（108年考取人數總計）-2,254人（已執登人數）=1,7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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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呼吸照護(治療)學系學生人數調查表 

 
 

貳、各項會議及活動整理 

一、 衛生福利部：居家呼吸照護所執行居家護理業務適法疑義 

發文單位 主旨 發文日期 

衛生福利部 

有關居家呼吸照護所因業務除提供呼吸照護服務外，得視其服務

對象之照護需要，配置相關醫事人員提供如護理照護、職能照護…

等服務，並應向所在地方政府衛生局申請登記事項變更，於開業

執照上登載該醫事人員實際執行法定業務之項目。 

108.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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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中

央健康保險署 

1. 居家呼吸照護所如開業執照上核准登載居家呼吸護理業務項

目，請至本署各分區業務組辦理。 

2. 針對本署：「呼吸器依賴患者整合性照護前瞻支付方式」及「居

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2計畫病患，應依照方案規定予以收案

並提供服務。 

3. 針對非屬上開 2計畫其餘需呼吸照護之居家病患，符合「全民

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5 部第 1章居家照

護收案對象條件者，依本保險給付規定申報居家護理費用，院

所需於業務紀錄上具體書載病患所需之居家呼吸照護及符合

收案對象條件等事項，以供本署後續專業審查參考。 

108.10.02 

衛生福利部 

長照司 
長期照顧之專業服務給付及支付基準-呼吸照護給付試辦計畫 108.10.23 

 

二、 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服務相關工作經驗認定研商會議」 

發文單位 主旨 發文日期 

衛生福利部 「長期照顧服務相關工作經驗認定研商會議」-開會通知 108.11.25 

主辦單位 會議主題 會議日期 參加人員 

衛生福利部 
「長期照顧服務相關工作經驗

認定研商會議」 
108.11.28 楊玲玲常務理事 

 

三、 衛生福利部：拜會石崇良司長，商議呼吸治療師提供 24小時照護不應解釋為【得審酌病人情

況以 on call 方式為之】 

收文單位 主旨 發文日期 

衛生福利部 

函請協助宣達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之評鑑基準，有關

加護病房(ICU)、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RCC)及慢性呼吸照

護病房(RCW) 配置呼吸治療師提供 24小時服務，不宜解

釋為『得審酌病人情況以「on call」方式為之，為應以 30

分鐘內可達醫院為限』案 

108.10.18 

主辦單位 會議主題 會議日期 參加人員 

衛生福利部 

拜會石崇良司長，商議呼吸治療

師提供 24小時照護不應解釋為

【得審酌病人情況以 on call 方

式為之】 

1108.12.09 

蕭秀鳳理事長、 

楊玲玲常務理事、 

羅琪理事、林蕙鈴秘書長 

 

四、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重新評估健保碼 57010B(呼吸運動)、57012B(復原運動)給付標

準，應以臨床病人病情需求以及醫師之指示。 

主辦單位 會議主題 會議日期 參加人員 

全聯會 

暨學會 
呼吸治療處置項目不合理審查原則 108.12.13 

蕭秀鳳理事長、 

卓秀英幹事、 

林蕙鈴秘書長 

學會-黃靜芝常務理事 

收文單位 主旨 發文日期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衛生福

利部、立委辦公室、台灣胸腔暨重症

加護醫學會 林孟志理事長、台灣急

診醫學會 黃集仁理事長 

貴署重新評估健保碼 57010B(呼吸運動)、

57012B(復原運動)給付標準，應以臨床病人病

情需求以及醫師之指示 

108.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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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內政部：「呼吸治療師節」若經衛生福利部訂定實施，內政部將依照該部通知，登載於內政部

民政司網站之「紀念日、節日及中央木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日一覽表」 

收文單位 主旨 發文日期 

衛生福利部、 

內政部 
明定每年 12月 21日為「呼吸治療師節」 108.11.12 

行政院、立法院、 

內政部、 

衛生福利部、 

醫療團體、 

各大醫學中心、 

各呼吸科系、 

學會、地區公會 

每年 12月 21 日為我國「呼吸治療師節」，請 貴機構轉

知相關同仁與呼吸治療師共同慶賀此日 
108.11.13 

發文單位 主旨 發文日期 

衛生福利部 
每年 12月 21 日定為「呼吸治療師節」，已知悉，並予以

備查 
108.11.25 

內政部 

「呼吸治療師節」若經衛生福利部訂定實施，內政部將

依照該部通知，登載於內政部民政司網站之「紀念日、

節日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日一覽表」(電聯內

政部：約於明年 1月多公告) 

108.11.21 

 

 

 

參、其他會議及收發文 

一、會議 

主辦單位 會議主題 會議日期 參加人員 

劉建國立委

辦公室 
劉建國立委辦公室競選總部成立活動 108.11.08 陳春籐理事 

教育研究與

專業發展委

員會 

第五屆第一次會議，討論學分審查相關事

宜 
108.12.04 

蕭秀鳳理事長、 

張新傑副理事長、 

周蘭娣常務理事、 

曾靜菀常務理事 

 

 

二、發文 

收文單位 主旨 發文日期 

各大呼吸 

治療學系 
大會工讀生招募 108.10.09 

大會通知 優良、典範、資深治療師領獎通知 108.10.14 

大會通知 講師、主持人邀請出席大會通知 108.10.21 

全體會員代表 通知本會會員代表出席第五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108.10.28 

全體評審委員 
通知出席本會第五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海報展- 

現場評審活動 
108.11.08 

全體理監事 第五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8.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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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文 

發文單位 主旨 發文日期 

衛生福利部 
副本轉知-為辦理常照給付及支付基準專業服務之品質管理作

業，請貴局(所、中心)提供相關資料 
108.10.21 

內政部 
第五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紀錄備查、 

第五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名冊備查 
108.10.08 

內政部 
評鑑 108年工商自由職業團體評鑑，請於 109年 3月 31日前 

回文辦理 
108.11.25 

內政部 
評鑑 108年工商自由職業團體評鑑-配合國家推動性別平等政

策，提高理監事任一性別不低於 3 分之 1予以加分之比重 
108.11.25 

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保險署 
請協助宣導：加強一氧化碳中毒宣導計畫一案 108.11.15 

台灣醫院協會 轉知-第 44 屆世界醫院大會專題徵稿訊息 108.11.20 

新北市語言治

療師公會 

有關新北市私立佳錦居家長照機構涉及語言治療師執業範疇：根

據語言治療師法第 12條規定，吞嚥障礙之評估與治療為語言治療

師業務，然呼吸治療師法第 13條皆無羅列吞嚥有關評估與治療項

目。 

請各醫事團體能函知各會員，執行業務時勿違其他醫事專業法所

載明之業務範疇，進而危害病人之生命安全。 

108.12.12 

 

肆、工作執行報告 

一、委員會各項活動協助辦理： 

1. 青年委員會：第二屆呼吸治療師影片甄選活動-守護健康的肺系列~對電子菸的認識 

2. 會員福祉委員會：海報展審核、資深、典範、優良治療師審核完畢，已公告於網頁。此

次大會課程，與在宅學會及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合作，特邀請日本石渡久子副院長、

後藤晴美老師蒞臨指教。 

3. 長期照護委員會：長期照顧之專業服務給付及支付基準-呼吸照護給付試辦計畫撰寫，

已於 7-8月間，邀請 5位從事居家之呼吸治療師前輩協助撰寫長期呼吸照護項目，並於

11月初送件。 

伍、 下階段工作計畫報告 

一、 大會相關帳務核銷：會員代表本人出席第 4-3次之大會相關出席 1000 元補助核銷。 

二、 EPAS 任務撰寫小組：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與台灣呼吸治療學會，合作組

成可信賴專業活動(後續稱 EPAs)撰寫任務小組，本任務小組成員組成規劃：21人開會頻率:

約每 2月 1次，本任務小組成員獨立運作，不受限理監事任期或改選影響，工作將持續至

任務完成為止，後續會議進行，由兩會共同負擔出席費及交通費。 

三、 長期照顧之專業服務給付及支付基準-呼吸照護給付試辦計畫：追蹤與後續承辦。 

陸、會員代表大會、研討會 

一、晚宴 

1. 時間：108年 12 月 20日 (星期五) 18:30 

2. 地點：奇真會館（距福容飯店-林口館步行約 5分鐘）  

二、 第五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研討會工作人員注意事項: 

1. 集合時間：108年 12月 2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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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到會場。 

2. 集合地點：林口長庚醫院復健大樓第一會議廳 

 

 



 9 

捌、各委員會報告： 

一、 長期照護委員會(楊玲玲主任委員)： 

(一) 近期會議參加：11/28 會議長照服務工作經驗認定商議，會議中提及居家社區式服務類

長照機構業務負責人資格與居家呼吸照護所之負責人認定不同之處。12/09 拜會衛福部

石崇良司長，針對呼吸治療師法釋示-..醫師”指示”..較為廣義(應依醫師開具之診斷、照

會或醫囑為之。但以健康促進、傷病預防、運動防護、延緩失能照護或特殊教育為目的，

且與傷病治療無涉者，不在此限)。 

(二) 12月 21日大會：此次大會邀請日本石渡久子副院長及後藤晴美老師蒞臨台灣演講，相

關行程安排請見 PPT 表列說明。 

二、 會員福祉委員會： 

(一) 海報展：感謝大家踴躍稿，此次共計：57 篇入圍，前三名和佳作，12/21 大會當日審核

公告。 

(二) 典範呼吸治療師通過共計：3位、資深呼吸治療師通過共計：41位、優良呼吸治療師通

過共計：6位，通過名單：鄭淑娟、賈德蓉、劉秀容、王彩鶴、王鳳葉、許端容。 

三、 青年發展委員會(陳春籐主任委員)：第二屆呼吸治療師影片甄選活動-守護健康的肺系列~對電

子菸的認識，影片已全數公告於本 you tube官網，參賽影片十分優秀精彩，請理監事協助宣

傳點閱。 

四、 臨床照護品質促進委員會(周蘭娣主任委員)： 

(一) EPAs工作小組進度摘要：EPA workshop 評分表品質建構 

(二) EPA表單品質(專家效度)： 

1. 第一階段 Equal 皆大於 4:07： 依據 12 位專家建議後修訂第六版  

2. 第二階段進行專家內容效度分析，目前等待回覆 

五、 教育研究與專業發展委員會：108.12.04召開繼續教育積分審核委員共識會議 

1. 修改繼續教育實施辦法 

2. 申請繼續教育積分認定相關共識： 

(1) 急件送審：未於規定期間內送申請，則視為急件 

(2) 刪除個人積分申請 

(3) 審核標準，內容：講題需與呼吸治療(核心技能)相關修定。 

六、 國際事務暨公關委員會(劉金蓉主任委員)：2019 第 65屆美國呼吸治療學會國際年會，於 2019

年 11月 9-12日(週日-週三)舉辦，活動地點-New Orleans, LA，台灣海報共計 13篇，此次按

照往例，全聯會與學會合作於攤位佈置宣傳台灣呼吸治療專業。 

七、 病人安全委員會(柏斯琪主任委員)：109年醫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目（草案）醫學中心中規定 

（一）2.4.8加護病房備齊相關設施、設備及儀器，並應定期保養、維護，且有紀錄可查。 

（二）優良項目：對於設施設備的安全操作，需有防錯機制，如：血液透析、超音波、呼吸器

的使用等。 

（三）評量方法及建議佐證資料：  

1. 醫療儀器、設備保養作業標準及查檢紀錄。(符合)  

2. 醫療儀器、設備故障異常管理之作業流程及維修紀錄(符合)  

3. 參考衛生局督導考核查證結果(符合/優良)  

（四）目前臨床仍有呼吸治療相關管路錯接問題，後續將召開委員會研議。 

八、 財務委員會(羅琪主任委員)：108年 01月~11月資產負債表、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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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提案討論： 

 
項次 案由及說明 提案者 決議 執行者 

提 

案 

一 

討論修訂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差旅管理辦法－第二章：國外出

差，因之前辦法只有呈現總額，未規定個

人申請上限額度。 

羅琪財務

理事 

下次會議將提出辦法修訂： 

本會差旅管理辦法－第二章國

外出差、聘請本會醫療顧問執筆

審閱文案費用 

財務 

委員會 

 

 

玖、監事會報告：無 

 

拾、散會（1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