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函 

 

 

受文者：全體理監事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06 月 29 日 

發文字號：呼全字第 1090629 號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一、108 年決算        二、108 年現金出納表    三、108 年基金收支表 

四、108 年資產負債表  五、108 年財產登記冊    六、全聯會差旅管理辦法 

 

 

 

主旨：函送本會第五屆第六次及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記錄，請查照。 

說明：檢送第五屆第六次及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及相關附件乙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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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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五屆第六次及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記錄 

紀錄編號：呼全記字第 1090620 號 

主席：蕭秀鳳理事長 

記錄：洪麗茵秘書 

時間：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二十日 10：00 

地點：林口長庚醫學大樓第一簡報室 

出席人員： 

理事長：蕭秀鳳 

副理事長：張新傑、劉金蓉 

常務理事：楊玲玲、曾靜菀、周蘭娣、柏斯琪 

理事：蕭惟珍、譚美珠、鄭瑞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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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事會：楊式興常務監事、監事：楊美琴、劉秀容、方瑱珮、鄭愛琴、許端容 

列席：林蕙鈴秘書長、張秀梅副秘書長、黃文玲副秘書長 

請假：蔡玉琴理事、蕭琬云監事、周卉羚副秘書長 

 

會議開始：10：00， 

應到理事：21 人，應到監事：7 位。 

理事到達 20 位，監事到達 5 位，已超過半數，會議正式開始 

壹、主席報告： 

一、 有關爭取「呼吸治療師」納入「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照護之醫事人員津貼申請作

業須知」第三點津貼之適用對象：本會接到許多會員反映，津貼申請表未明文呼吸治療師

列入，導致多數醫院造冊時，對於疑似個案通報並未將呼吸治療師載入造冊，本會已再次

向衛生福利提出納入，部裡回應：依據要點規定，呼吸治療師規定在應有百分之五十以上

分配予病房相關工作人員，包含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行政人員及清潔人員「等」之

內，可依據該條向醫院爭取造冊。 

二、呼吸器國家隊參與及協助： 

(一) 應衛生福利部要求，本會推派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機構堪用呼吸器實地檢測

25 位委員、和至醫院進行重症照護資源盤點及收治能力輔導作業 41 位委員，篩選出梯

人員及後續會議通知將由衛生福利部接續處理。 

(二) 參加研商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全國人工呼吸器整備會議、急重症醫療應變專家小組會議。 

貳、秘書處報告 

1.會員人數統計（統計至 109.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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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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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0809 期 
會員

人數 
342 323 37 268 50 51 270 161 83 91 209 373 2,258  

  
增加

人數 
-87 -33 1 27 0 -1 0 1 0 -3 7 7 -81 

10903 期 
會員

人數 
255 290 38 295 50 50 270 162 83 88 216 380 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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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照人數統計(統計至 109.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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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

高考（ㄧ） 20 25 0 0 6 5 10 29 11 23 31 13 25 28 12 6 12 17 9

高考（二） X X 35 52 68 99 173 224 224 230 206 155 188 166 181 155 172 156 0

特考（ㄧ） X 649 425 55 13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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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合計 20 674 460 107 157 104 183 253 235 253 237 168 213 194 193 161 184 173 9

總計

呼吸治療師考照人數統計表（民國91年~109年）

3,978

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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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從業醫院層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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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3 月） 

分級 人數 百分比 

醫學中心 723 18% 

區域醫院 804 20% 

地區醫院 437 11% 

居家及長照機構 207 5% 

未執業登記 1,807 45% 

總計 3,978    

備註： 

1.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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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8 人（109 年考取人數總計）-2,171 人（已執登人數）=1,80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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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COVID-19 專區」-全聯會協助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處理事項及會員權益發聲 

「COVID-19 專題」-全聯會協助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處理事項及會員權益發聲 

109.01.21：台灣出現首例確診 

爭取防護物料 

109.02.06 武漢肺炎疫情爆發，衛生福利部醫事司成立醫療團體聯繫窗口 

調查各地公會：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呼吸治療師各地區公會防疫短缺彙總調查 

109.05.06 居家呼吸照護所反映： 

無法領取防疫物資及購買(經聯繫後，6 月初陸續發放及提供媒合廠商) 

爭取照護補助及相關津貼 

109.02.25~ 

109.02.26 
問卷調查： 

全國「呼吸治療師」對於「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事人員出國相關事宜」之建議、

「呼吸治療師出國權益調查」 

109.02.27 衛生福利部會議： 

研商醫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事人員出國相關事宜 

109.04.01 發文衛生福利部： 

爭取「呼吸治療師」納入「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照護及防治發給補助津貼及

獎勵要點」比照護理人員第(二)項規定，每班 1 萬元。 

109.04.10 全聯會第五屆第一次臨時理監事會-視訊會議： 

討論研商「呼吸治療師」納入「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照護及防治發給補助津

貼及獎勵要點」 

109.04.17 

衛生福利部回文： 

「呼吸治療師」納入「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照護及防治發給補助津貼及獎勵

要點」 

109.05.11 「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機構獎勵金申請作業須知」公告 

109.04.29- 

109.05.18 
本會陸續接到會員反映疑似個案，醫院無法造冊通報衛生福利部 

109.05.19 發文衛生福利部： 

爭取「呼吸治療師」納入「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照護之醫事人員津貼申請作

業須知」第三點津貼之適用對象：津貼申請表未明文呼吸治療師列入，導致多數醫院

造冊時，對於疑似通報個案並無將呼吸治療師載入造冊。 

109.05.29 衛生福利部回文： 

獎勵金作業須知第三點第五款重症呼吸器患者照護獎勵，收治 COVID-19 使用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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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患者之醫療機構，按收治使用呼吸器病人數及呼吸器使用日數，給予每人每日 1

萬元照護獎勵費用，並應全數分配予呼吸治療師，不再重複於津貼編列。 

109.06.03 1.派員參加衛生福利部-急重症醫療應變專家小組第二次會議 

2.向衛生福利部石崇良司長提出希望能將呼吸治療師納入「衛生福利部之執行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醫療照護之醫事人員津貼申請作業須知」第三點。 

司長允諾處理。 

呼吸器國家隊 

109.04.07 衛生福利部會議： 

呼吸器國家隊--研商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全國人工呼吸器整備會議 

(初步共識呼吸器國家隊成立) 

109.04.20 發文衛生福利部： 

召開急重症醫療應變專家小組會議 

(醫院閒置呼吸器之盤點與整備，本會負責：閒置呼吸器文書檢視及推派檢測 RT) 

109.04.25 醫策會會議：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機構堪用呼吸器實地檢測委員共識會 

(全台推派共計：25 位呼吸治療師) 

109.06.16 調查有意願擔任至醫院進行重症照護資源盤點及收治能力輔導作業之委員 

(全台推派共計：41 位呼吸治療師) 

呼吸治療師於新聞媒體曝光 

109.03.31 全聯會施玫如顧問參加 TVBS2.0 節目-討論新冠肺炎確診後之病人照護 

 
109.04.07 全聯會理事長接受商業周刊專訪[摘至商業周刊第 1694 期 2020-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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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受訪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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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各項會議及活動整理 

一、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計畫承接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收文單位 主旨 發文日期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

展中心 
醫療器材管理法相關子法規草案提問回函 109.05.21 

發文單位 主旨 發文日期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

展中心(計畫承接衛生福利

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開會通知-109 年度醫療器材管理法相關子法草案

公開說明會 
109.05.25 

主辦單位 會議主題 會議日期 參加人員 

財團法人金屬工

業研究發展中心

(計畫承接衛生福

利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 

109 年度醫療器材

管理法相關子法

草案公開說明會 

109.05.28 劉金蓉副理事長(會議結論：食藥署要推展醫療器

材法規制度研析暨推展作業，內容較與我們無

關，著重在說明法規草案與廠商申請注意事項。) 

發文單位 主旨 發文日期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

展中心(計畫承接衛生福利

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特定醫療器材專案核准製造及輸入辦法草案」及

「通訊交易通路零售醫療器材注意事項草案」建議

提供 

109.06.12 

 

二、衛生福利部：爭取呼吸治療相關健保給付(57010B(呼吸運動)、57012B(復原運動)、高頻呼吸器等) 

主辦單位 會議主題 會議日期 參加人員 

全聯會 呼吸治療健保碼、向健保局

申訴本專業應合理得到的計

價項目共識會 

109.01.13 蕭秀鳳理事長、周蘭娣常務理事、 

林蕙鈴秘書長、卓秀英幹事、 

黃靜芝幹事、林玫君幹事、洪麗茵秘書 

收文單位 主旨 發文日期 

衛生福利部 

中央健康保險署 
修訂呼吸治療相關健保給付建議 109.01.21 

發文單位 主旨 發文日期 

衛生福利部 

中央健康保險署 

呼吸治療相關健保給付建議備存 109.01.31 

本會去函建議修訂「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呼吸治療診療項目，請依照健保署網頁提供相關資料 
109.02.25 

檢附-「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請本會提供意見 109.03.10 

 

三、「呼吸照護給付試辦計畫」 

主辦單位 會議主題 會議日期 參加人員 

全聯會 

長期照顧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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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計畫第一次會議 

109.01.13 

蕭秀鳳理事長、楊玲玲常務理事 

林蕙鈴秘書長、王鳳葉幹事 

黃慧菁幹事、黃梓齊幹事、洪麗茵秘書 

發文單位 主旨 發文日期 

衛生福利部

長照司 

「呼吸照護給付試辦計畫」內容補正，並回函長照司(109.6.17

電聯長照司-受到疫情影響，目前資料正在審核中) 
109.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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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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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 

醫療機構人力合理配置討論會議 109.01.16 

蕭秀鳳理事長、楊玲玲常務理事 

羅琪理事、楊式興常務監事 

朱家成顧問 

研商醫院因應嚴重特殊性肺炎醫事人

員出國相關事宜 
109.02.27 周蘭娣常務理事 

研商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全國人工呼吸

器整備事宜 
109.04.07 

蕭秀鳳理事長、楊玲玲常務理事 

楊式興常務監事、林蕙鈴秘書長 

施玫如顧問 

召開急重症醫療應變專家小組第一次

會議 
109.04.20 蕭秀鳳理事長、楊玲玲常務理事 

急重症醫療應變專家小組第二次會議 109.06.03 
蕭秀鳳理事長、楊玲玲常務理事 

林蕙鈴秘書長、施玫如顧問 

醫策會 

109 年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

機構堪用呼吸器實地檢測委員共識會

議 

109.04.25 
共計 25 位推派出席會議 

(實體場及視訊場) 

全聯會 

第五屆第一次臨時視訊會議-研商「呼

吸治療師」納入「執行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醫療照護及防治發給補助津貼

及獎勵要點」討論會 

109.04.10 
全體理監事 

秘書處 

全聯會 
因應嚴重傳染性肺炎醫療機構堪用呼

吸器實地檢測表-討論會議 
109.04.22 

蕭秀鳳事長、周蘭娣常務理事 

施玫如顧問、蔡岳勳顧問 

TVBS2.0 

節目 
討論新冠肺炎確診後之病人照護 109.03.31 施玫如顧問 

歐洲在臺商

務協會 
新冠肺炎下面對醫療資源短缺 109.05.12 林蕙鈴秘書長 

台灣呼吸治

療學會 
討論呼吸治療學系學生實習護照修訂 109.06.06 蕭秀鳳理事長 

二、發文 

收文單位 主旨 發文日期 

衛生福利部 

爭取將「呼吸治療師」納入「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照護

及防治發給補助津貼及獎勵要點」第二條津貼之適用對象之第

(三)點，並比照護理人員第(二)項規定，每班 1 萬元。 

109.04.01 

「呼吸治療師」納入「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照護及防治

發給補助津貼及獎勵要點」建議案 
109.04.13 

爭取「呼吸治療師」納入「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照護之

醫事人員津貼申請作業須知」第三點津貼之適用對象 
109.05.19 

各地區公會 

函請各公會繳交 109 年第一期常年會費 109.02.13 

函請各公會繳交 109 年上半年會訊 109.02.14 

函請各地區公會推薦 20 年以上「資深呼吸治療師」 109.05.06 

函請各地區公會推薦 30 年以上「典範呼吸治療師」 109.05.07 

函請各地區公會推薦 1 名優良呼吸治療師 109.05.08 

內政部 109 年(評鑑 108 年度)工商自由職業團體工作報告表回函 109.03.31 

全聯會 第五屆第六次及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開會通知 109.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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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文 

發文單位 主旨 發文日期 

內政部 第五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紀錄備存 109.01.14 

衛生福利部 

公告修訂-長期照顧服務法 109.01.20 

長期照顧專門技術人員專業課程 LEVEL2 建議回傳 109.02.20 

函請本會加強辦理網路及雜誌通訊之繼續教育課程通知 109.02.21 

開會通知-研商醫院因應嚴重特殊性肺炎醫事人員出國相關事宜 109.02.24 

醫院因應嚴重特殊性肺炎醫事人員出國相關事宜-會議紀錄 109.03.03 

身心障礙鑑定作業辦法修正草案修正公告 109.03.09 

衛生福利部 

中央健康保險署 

公告-因應 COVID-19 防疫所需，可運用健保署提供之特定地區旅遊

及接觸史查詢功能 
109.03.17 

衛生福利部 

公告-因受 COVID-19 疫情影響及配合防疫政策需要，如各類醫事人

員執業執照期限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前屆滿須更新者，如因期限內

無法取得足夠繼續教育積分，統一展延 6 個月 

109.03.20 

轉知「因應嚴重特殊傳染姓肺炎醫院醫事人員及社工人員配合防疫

取消出國之損失補助作業須知」 
109.03.24 

開會通知-研商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全國人工呼吸器整備事宜 109.04.06 

衛生福利部 

中央健康保險署 
公告修訂-「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 109.04.10 

衛生福利部 

已錄案研議-本會建議「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照護及防治發

給補助津貼及獎勵要點」 
109.04.13 

「呼吸治療師」納入「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照護及防治發

給補助津貼及獎勵要點」 
109.04.17 

公告修訂-「因應嚴重特殊傳染姓肺炎醫院醫事人員及社工人員配合

防疫取消出國之損失補助作業須知」 
109.04.17 

召開急重症醫療應變專家小組第一次會議 109.04.20 

研商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全國人工呼吸器整備事宜-會議記錄 109.04.24 

公告-經濟部辦理受疫情影響產業事業水電費用減免，適用對象、級

距、生效月份及後續辦理方式說明 
109.04.27 

檢送急重症醫療應變專家小組第一次會議-會議記錄 109.05.01 

為協助財政部研擬修正「109 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若有建議，

請提供所屬會員執業機構實際受疫情影響之情形。 
109.05.11 

回文-獎勵金作業須知第三點第五款重症呼吸器患者照護獎勵，收治

COVID-19 使用呼吸器重症患者之醫療機構，按收治使用呼吸器病

人數及呼吸器使用日數，給予每人每日 1 萬元照護獎勵費用，並應

全數分配予呼吸治療師，不再重複於津貼編列。 

109.05.29 

預防熱傷害宣導 109.06.03 

開會通知-109 年急重症醫療應變專家小組第二次會議 109.06.03 

診所協會全聯會 因應武漢肺炎，取消辦理第 3、4 屆理事長交接典禮 109.01.31 

在宅醫療學會 
超 2026~構築未來：幸福安居的在宅醫療活動告知及協辦邀請 

(同意成為協辦單位，並公告於本會網頁協助宣傳) 
109.02.04 

高雄市呼吸 

治療師公會 

函請本會為呼吸治療師向衛福部爭取辦理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相關醫事人員津貼權益 
109.03.30 

莊競程立委 

賴香伶立委 

劉建國立委 

協助發聲衛生福利部-函請將「呼吸治療師」納入「執行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醫療照護及防治發給補助津貼及獎勵要點」 
109.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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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呼吸治療 

師公會 

函請本會為全國僅 7 家由呼吸治療師註冊之呼吸照護所，爭取衛生

福利部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性疫情指揮中心提供每周

N95 口罩與隔離衣。(約於 6 月初各衛生局已陸續發放) 

109.05.11 

恩主公醫院 轉知-恩主公醫院「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及代辦窗口 109.05.13 

經濟部 公告-經濟部國家產業創新獎活動 109.05.13 

護理全聯會 護理全聯會第 11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再延期週知 109.05.13 

國稅局桃園分局 公告-108 年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自 109.5.1 至 6.30 109.05.14 

醫師公會全聯會 公告-109 年台灣醫療報導獎及徵文活動 109.05.19 

莊競程立委 

劉建國立委 

協助發聲衛生福利部-函請將「呼吸治療師」納入「執行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醫療照護之醫事人員津貼申請作業須知」第三點津貼之適

用對象 

109.05.21 

衛生福利部 

台中醫院 
轉知-衛生福利部「全人醫療暨整合服務研討會」 109.05.27 

高雄市呼吸 

治療師公會 

副本轉知-請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核可居家呼吸照

護所簽約及執行「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 專業服務暨喘息服務特約」

所有 C 碼項目中，呼吸治療師專業可執行。 

109.06.015 

考選部 
轉知-109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報名訊息(呼吸治

療師證照考試) 
109.03.13 

 

陸、工作執行報告 

一、108 年度工作評鑑回報內政部 

二、會員反映處理、會務追蹤 

(一) 「呼吸治療師節」於內政部網頁公告，路徑：內政部→民政司→下載專區→109年紀念日、節日

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日 

網址：https://www.moi.gov.tw/dca/03download_001.aspx?sn=09&page=0 

 

(二)全聯會官網 FB 特效框設計：關鍵時刻、守護家園 

 
 

(三)Q：有關保險公司受理對象不包含呼吸治療師，居家 RT 執行業務的專業保險問題，請全聯會協助

爭取： 

起因為高雄某居家護理所，向富邦產業投保專業人員責任險，但專業人員的認定裡面有護理人員、醫

師、復健師、社工人員，沒有呼吸治療師，而呼吸器居家個案都是呼吸師換氣切管責任風險不小於護

理人員，但是國內保險公司對 RT 的專業不認識，以至於無法受理呼吸治療師保險，可否請全聯會代

表幫忙爭取：「專業人員責任保險法中納入呼吸治療師？」 

A：醫療法第 10 條，已在民國 109 年 01 月 15 日修正實施 

『本法所稱醫事人員，係指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醫師、藥師、護理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

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營養師、助產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呼吸治療師、語言治療師…..

其他醫事專門職業證書之人員。本法所稱醫師，係指醫師法所稱之醫師、中醫師及牙醫師。 

秘書處於 1 月初詢問過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表示保險公司依據投保損失經驗評估是否納保，

https://www.moi.gov.tw/dca/03download_001.aspx?sn=09&pag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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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員之認定，保險局將依照中央主管機關之認定為準，保險局無法針對特定醫事人員函示定義。

請各會員，自行向承保之保險公司反映修訂後醫療法，已名列呼吸治療師之法條。秘書處將不行文中

央管理機構。 

 

 (四) 「COVID-19」相關反映 

1.節目及採訪邀請：8 個(商業週刊、TVBS 節目組、政大之聲實習廣播電台、公視、今周刊…等) 

2.會員反映：以下各會員依以下主題下之電話通數 

主旨 會員反應次數 

轉-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COVID-19 物件募徵計畫 1 

居家呼吸照護所，領取不到 N95、隔離衣的問題 3 

疑似通報個案：無法將呼吸治療師載入造冊 6 

 

3.制訂會員反映格式，以透過官網(登入聯絡秘書處)或 MAIL 方式，格式如下： 

【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地區公會、會員詢問格式】 

提出公會/會員： 

醫療單位： 

聯絡信箱： 

聯絡手機： 

隸屬公會： 

提出內容： 

建議內容： 

參考附件： 

備註： 

   註：請透過 mail送出詢問，以上資料不全恕無法受理 
 

柒、下階段工作計畫報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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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青年發展委員會：8 月 29 日(週六)-青年發展訓練營(PART2) 

三、 會員福祉委員會：10906 期台灣 RT 出版、資深、典範、優良治療師提報、海報展稿件受理、大

會課程及預算編列。 

 

捌、109 年會員代表大會、研討會：林口長庚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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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各委員會報告： 

一、 醫事倫理紀律暨編審及會員福祉委員會(張新傑主任委員、羅春蘭委員)： 

(一) 海報展發表辦法已公告於全聯會網頁，請各公會協助轉知會員踴躍投稿，來稿請至秘書處：

rtsroc@gmail.com，第一名獎金 5000 元，截止日 109 年 8 月 31 日。 

(二) 109 年度資深(20 年)、典範(30 年)、優良 RT(每公會限派一位)之提報尚未收齊，請各地區公

會盡早交件。 

(三) 台灣 RT：已陸續排版審核，將後續進行出刊事宜。 

(四) 109 年大會課表安排報告； 109 年度紀念品報告。 

二、 長期照護委員會(楊玲玲主任委員)： 

(一) 居家呼吸照護所防疫物資：防護衣及 N95 口罩，地方衛生局約於 5/29 通知，6/2 日領取。 

(二) 居家復能與居家復健之不同說明： 

1.居家復能：協助患者運用身體在疾病之後剩有的功能去適應生活。居家復能(C 碼)，執行

的人員須為護理師、物理治療師等，居家復健包含被動關節運動，則列為 B 碼，除了復健

師、物理治療師等，居服員也能協助復健。時間原則上是 3 個月，評估後會出現兩種方向，

一是復能後可達到更高的目標，二為即使復能也無法改善；若經過 3 個月復能，被評估仍

可達到更高的目標，居家復能的時間會再延長，延長的時間，每一個人不一定。申請：一

位個案一種疾病申請一次；中風復發雖為同一種疾病，仍可再次申請。 

2.居家復健：與一般復健無異，只是復健的場地從醫院換至家中。沒有次數限制，只要照顧

專員提出的計畫經過核定都可以使用。後續會再與長照單位要求提前告知核定的次數以及

復能的時間，讓民眾能做好準備。 

三、 臨床照護品質促進委員會(周蘭娣主任委員)：EPAs 工作小組進度摘要報告、後疫情臨床治療之改

變(COVID-19 患者氧合處理上的改變、思考治療裝置上的改變/創新、教育訓練模式) 

四、 教育研究與專業發展委員會(曾靜菀主任委員)： 

(一) 4 月 1 日教育部「大專校院醫事類科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實習課程應變機制」會

議：有關實習課程授課方式，各醫事類科除以實體臨床授課方式為主，但各該類科實習課

程得以一定比率內採虛擬(線上、視訊、直播等)或其他(模擬教室、業師或臨床教師到校)等

方式，替代實體臨床授課。 

(二) 6 月 6 日台灣呼吸治療學會舉辦之討論呼吸治療學系學生實習護照修訂：邀請各學校之學系

代表共同研擬針對呼吸治療學系之「大專校院醫事類科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實

習課程應變機制」討論實習課程之替代方式及各占比例：50%。 

五、 國際事務暨公關委員會(劉金蓉主任委員)：AARC年會、兩岸呼吸治療論壇目前因受到疫情影響，

舉辦時程及地點尚未確認。 

六、 病人安全委員會(柏斯琪主任委員)：委員會預計於 7 月 15 日前收集各院呼吸治療相關管路錯接

問題及做法，7 月下旬與臨床照護品質促進委員共同召開會議匯整意見及討論 

七、 青年發展委員會(陳春籐主任委員)：委員會預計於 8 月 29 日辦理共識營、年底舉辦影片甄選辦

法，活動詳情待下午各常務理事共識會後整合公告。 

八、 財務委員會(羅琪主任委員)： 

(一)108 年決算表、108 年現金出納表、108 年基金收支表、108 年資產負債表、108 年財產清冊

報告。 

(二)109 年 1~5 月資產負債表、損益表；109 年大會預算報告。 

(三)財務委員會將依據年度餘額，於 9 月理監事會提案及報告是否訂購年度紀念品致贈予全體會

員(含年度紀念品項及致贈方式)。 

 

 

 

 

 

 

mailto:rtsro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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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提案討論： 

項次 案由及說明 提案者 決議 執行者 

提 

案 

一 

108年度決算各項表單通過 

(1) 108 年決算表（附件一） 

(2) 108 年現金出納表（附件二） 

(3) 108 年基金收支表（附件三） 

(4) 108 年資產負債表（附件四） 

(5) 108 年財產清冊（附件五） 

財務 

委員會 

在場理事：20 位 

通過理事：20 位 
秘書處 

提 

案 

二 

修正全聯會差旅管理辦法 
財務 

委員會 

在場理事：20 位 

通過理事：20 位 
秘書處 

提 

案 

三 

修正本會章程第四十條 秘書處 
在場理事：20 位 

通過理事：20 位 
秘書處 

提 

案 

四 

第 5-3 會員大會紀念品決議 

第一組：簡約手提兩用後背包 

第二組：兩用郵差包 

第三組：維尼造型馬克蓋杯 

第四組：保溫、冷袋 

第五組：迪士尼 316 不銹鋼餐具組(7 件組) 

第六組：日式和風碗+KIYYT 保冰保溫袋 

第七組：史努比環保餐具+米奇收納袋 

第八組：真空不鏽鋼汽車杯+飲料提袋 

羅春蘭

理事 

在場理事：20 位 

第一組：14 票 

第二組：8 票 

第三組：無附議 

第四組：1 票 

第五組：0 票 

第六組：6 票 

第七組：無附議 

第八組：無附議 

 

決議： 

第一組－簡約手提兩用後背包 

會員福祉

委員會 

 

財務 

委員會 

 

秘書處 

臨時

動議
1 

說明：請表決歲末是否依據年度餘額，舉

辦理監事歲末聚餐或禮品(例：行動口罩)

致贈，後續請會員福祉委員會和財務委員

會研議辦理。 

附議：柏斯琪常務理事 

蕭秀鳳

理事長 
決議：付委 

會員福祉

委員會 

財務 

委員會 

秘書處 

臨時 

動議
2 

第五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 

(1) 時間：109 年 09 月 26 日 (星期六) 10:00 

地點：林口長庚醫院醫學大樓第一簡報室 

 

 

拾壹、監事會報告：略 

 

拾貳、散會（1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