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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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03 月 28 日 

發文字號：呼全字第 0107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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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記錄 

附件二：106 年決算、106 年財產登記冊、106 年現金出納表、106 年基金收支表、106 年資產負債表           

 

 

主   旨：函送本會第四屆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記錄，請查照。 

說   明：檢送第四屆第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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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屆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記錄 
 

紀錄編號：呼全記字第 1070324 號 

時    間：民國一百零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13：00 

地    點：中國醫藥大學 立夫教學大樓 310 教室 

出席人員： 

理事會：朱家成理事長、卓秀英常務理事、張新傑常務理事、 

理  事：鄭瑞駿、譚美珠、汪性寧、藍弘慧、蘇千玲、黃靜芝、陳大勝、羅春蘭、彭逸豪、黃文玲、

方瑱珮、柏斯琪、陳春籐、許端容、洪淑雲 

監事會：楊玲玲常務監事、監事：蕭惟珍、羅琪、王彩鶴、張佑任、黃梓齊、蔡玉琴 

列  席：楊式興秘書長、蕭琬云副秘書長 

請  假：杜美蓮常務理事、謝佩伶理事、鄭愛琴理事、官修正副秘書長、洪天軍副秘書長 

主    席：朱家成理事長  

記    錄：洪麗茵秘書 

 

會議開始：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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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主席報告（朱家成理事長）： 

一、 日前本會已有拜會林靜儀立委，協調有關地方居家呼吸照護所成立所遭到的行政刁難，衛福部後

續已有行文至各地衛生局宣導需依照呼吸治療師法來進行輔助開業。 

二、 有關去年承接衛福部指示撰寫之「105 年度醫療機構人力合理配置基準評估計畫」，已於 106 年

11 月全部執行完畢，但有關各職類提交之人力資料，衛福部皆未給予任何的回覆及承諾，然，人

力爭取應持續向官方單位進行相當的壓力，方能讓官方單位重視，後續針對本會去年提交之人力

白皮書，本會將持續關注後續發展並偕同醫聯盟進行相關的拜會。 

三、 有關緊急醫療救護法，目前已在立法院執行送審階段，是否持續進行逕而讓立法通過，需仰賴大

家的共識，若後續確定立法，需準備相當的資料以備攻防，方能讓呼吸治療師名稱確實立法在緊

急醫療救護法上。 

四、 有關老人福利推動聯盟、台灣擬真教育學會、在宅醫療學會皆受理相關團體或個人的加入，此三

個會推動也和呼吸治療的議題有關，若有興趣可自行詢問，提供給大家參考。 

 

貳、第四屆常務理事補選(3 位)： 

依據章程第十七條，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七人，由理事於理事會時，以無記名連記法互選之。 

此次會議將依據章程進行第四屆常務理事補選(3 位)，會場將發給常務理事選票，請現場理事填寫至多

三位理事姓名，後續轉交監事會協助開票事宜。 

選務人員(監票人員：監票—楊玲玲常務監事、唱票—蕭惟珍監事、計票—洪麗茵秘書)： 

常務理事當選名單（依得票數）：柏斯琪：10 票、方瑱珮：6 票、許端容：6 票 

其他： 

蘇千玲：5 票、譚美珠：4 票、黃靜芝：4 票、陳大勝：4 票、洪淑雲：2 票、陳春籐：2 票、 

黃文玲：2 票、彭逸豪：2 票、鄭愛琴：2 票、鄭瑞駿：2 票、羅春蘭：1 票、藍弘慧：1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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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相關統計 

1.會員人數統計（統計至 106.09.01） 

 

 

 

 

 

 

 

 

 

 

 

 

 
 

 

肆、各項會議及活動整理 

一、考選部：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呼吸治療師考試，提前於 8 月底放榜 

發文單位 主旨 發文日期 

考選部 
函請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呼吸治療師考試，亦能比照

提前於 8 月底放榜 
107.01.05 

收文單位 主旨 發文日期 

考選部 

有關本會建議呼吸治療師考試提前於 8 月底放榜一案，前開作業需耗

費 40 天左右方能完成，各階段均訂有標準試務作業程序，以確保考

試結果正確，相較於其他專技類別及及格人員所需時程已大幅縮減，

故貴會之提案考選部已錄案，以供未來研議有關各項試務作業流程改

進參考。 

107.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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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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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9 期 會員人數 357 312 266 52 53 250 139 74 87 206 360 2,156  

10703 期 
增加人數 -19 -32 2 1 0 3 14 0 -2 9 -2 -22 

會員人數 338 280 268 53 53 253 153 74 85 215 362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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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靜儀立委辦公室：呼吸治療納入照顧清單及呼吸治療所設立問題協調會 

發文單位 主旨 發文日期 

林靜儀 

立委辦公室 
呼吸治療納入照顧清單及呼吸治療所設立問題協調會開會通知 107.01.12 

主辦單位 會議主題 會議日期 參加人員 

林靜儀 

立委辦公室 

呼吸治療納入照顧清單及呼吸治療所設立問題 

結論： 

1.地方向衛生局申請成立居家呼吸照護所遭到刁難： 

行政刁難部分，衛福部會再發文宣導地方衛生局， 

也請呼吸治療隸屬的地區公會，協助和地區衛生局溝

通。 

2.居家呼吸照護所督導考核： 

雖無評鑑條文，但因全台也只有一家居家呼吸照護

所， 

是否等全台居家呼吸照護所成立多一點後，再來訂定

條文較為洽當，屆時林靜儀立委和衛福部 

會一同召開訂定評鑑條文會議，共同來擬訂相關評鑑

條文。 

3.長照專業手冊： 

3月開始，衛生福利部會和地方政府先去做個實施宣

導，等地方都做到一定的水平， 

再來評估其他新的項目或是是否將其他職類納入，後

續 3-5個月後， 

會邀請各個醫事團體參加長照 2.0一些細部的會議。 

4.任務：長照委員會做出居家呼吸照護所的督考及評

鑑版本，屆時依此版本演練，請縣市衛生局派員觀

摩。需思考如何長照及健保給付中取得平衡。 

(1)居家呼吸照護評鑑標準—以病人為中心 

(2)居家呼吸照護所的督考及評鑑—以機構為中心 

107.01.23 

朱家成理事長、 

杜美蓮常務理事 

黃文玲理事、 

蘇千玲理事 

楊玲玲常務監事、 

楊式興秘書長 

王慧中呼吸治療師 

發文單位 主旨 發文日期 

林靜儀 

立委辦公室 

檢附呼吸治療納入照顧清單及呼吸治療所設立問題協調會會議紀錄 

 
107.01.30 

衛福部 
宣導各地區衛生局：有關居家呼吸照護所之設置申請，請各地貴於依照

呼吸治療師法之居家呼吸照護所設置標準，與已協助。 
107.02.06 

 

 

三、衛生福利部：長照專業服務手冊公告 

發文單位 主旨 發文日期 

衛生福利部 長照專業服務手冊公告 107.01.09 

衛生福利部 對於本會針對長照專業服務手冊草案之建議，已錄案 107.01.22 

收文單位 主旨 發文日期 

衛生福利部 

函請 在「 長照專業服務手冊」 CA01 ~ CA06、CB01、CB02、CB04 、

CC01 項目中之執行人員資格增設呼吸治療師，另增設 CA07 呼吸照護

-居家 項目之作業規定，以提供民眾更適切的居家照護需求。 

107.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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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衛福部：勞基法第 34 條第二項但書適用情形 

發文單位 主旨 發文日期 

衛福部 勞基法第 34 條第二項但書適用情形研商開會通知 107.01.17 

主辦單位 會議主題 會議日期 參加人員 

衛福部 勞基法第 34 條第二項但書適用情形研商會議 107.01.23 
譚美珠理事、 

楊式興秘書長 

發文單位 主旨 發文日期 

衛福部 
勞基法第 34 條第二項但書適用情形研商會議紀錄：尊重勞工意願

及權益，尚未達成共識前，暫不行文勞動部予以公告。 
107.02.02 

 

五、內政部 

收文單位 主旨 發文日期 

內政部 
檢附大會手冊檢附之 105 年資產負債表及，基金收支表，因有誤植，敬請

予以備查。 
107.01.16 

內政部 
備查本會章程第 16、17、18 條文變更案 

因決議結果有誤植，敬請予以更新為全數無異議通過。 
107.01.16 

發文單位 主旨 發文日期 

內政部 
本會章程第 16、17、18 條文變更案，其出席會員代表同意人數未達上開

規定，請查明釐清， 
107.01.11 

內政部 

105 年資產負債表及基金收支表支基金總額不符，請查明更正，105 年經

費決算短絀 2 萬 762 元，請依工商團體財務處辦法規定，就已實現之收入

經費範圍內覈實相對支出，避免再發生短絀情形，以維財務健全。 

107.01.11 

內政部 106 年評鑑核備 107.01.16 

內政部 本會章程第 16、17、18 條文變更案，予以備查 107.01.30 

內政部 105 年資產負債表及基金收支表支基金，予以備查 107.01.31 

 

 

伍、其他會議及收發文 

一、重要會議 

主辦單位 會議主題 會議日期 參加人員 

林靜儀立委辦

公室 

拜會林靜儀立委辦公室-呼吸治療師長照政策建議

書 
106.12.18 

蘇千玲理事 

黃文玲理事 

楊玲玲常務監事 

醫聯盟 
各團體共同集資購買全民廣播電台 NEWS98 時段

之細節討論會議 
106.12.23 

朱家成理事長 

楊式興秘書長 

陳其邁 

立委服務處 
醫療機構人力合理配置基準商議 106.12.25 

許端容理事 

洪淑雲理事 

蔡玉琴監事 

醫聯盟 

營養師應考資格恢復學分制乙事拜會蔣萬安立委 

結論： 

1.營養師考試之調整，屬於考試院自己訂定的考試

規則(即內規)，所以立法的角度無法干涉， 

只能協調(蔣萬安立委會進行後續協調) 

2.因恐涉及其他職類，故後續醫聯盟可能會有後續

活動或拜會 

107.01.09 譚美珠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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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聯盟 
李彥秀立委、蔣萬安立委及陳宜民立委假凱撒飯店

商討人力白皮書後續事宜 
107.01.18 譚美珠理事 

醫聯盟 一家好藥局開幕式參加 107.01.20 楊式興秘書長 

醫聯盟 陳其邁立委演講會 107.01.27 洪淑雲理事 

全聯會 蔣萬安立委辦公室拜會+全聯會年終盤點會議 107.01.31 

朱家成理事長、 

卓秀英副理事長 

楊玲玲常務監事、 

楊式興秘書長 

健保署 
全民健保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修訂方向第一次

會議 
107.01.19 

官修正副秘書長、 

謝淑貞新北理事 

醫聯盟 管碧玲立委辦公室-各職類提供人力簡報及白皮書 107.03.01 
洪淑雲理事、 

蔡玉琴監事 

醫聯盟 管碧玲立委辦公室-百工百業大團結 107.03.03 
洪淑雲理事、 

蔡玉琴監事 

醫聯盟 考試院-師一級二級任用之相關議題會議 107.03.07 
鄭瑞駿理事、 

蕭惟珍監事 

台灣呼吸 

治療學會 

臨床教師培訓研討會-  

Work shop＜EPAs ＆ milestones＞分組討論 
107.03.17 

朱家成理事長 

杜美蓮常務理事 

柏斯琪理事 

方瑱珮理事 

許端容理事 

吳玉琴立委 

辦公室 

長照 2.0 系列公聽會(三)檢視長照照顧及專業服務

制度面臨的困境 
107.03.23 蘇千玲理事 

 

二、公文 

1.發文 

收文單位 主旨 發文日期 

中國醫藥大學 
請提供本會第四屆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 107 年 03 月 24 假   

貴校立夫教學大樓 310 教室舉行 
107.01.26 

中國醫藥大學 
請提供本會【呼吸治療師演講比賽】場地租借，於 107 年 5 月 5 日，

假  貴校安康教學大樓【205 教室】舉行 
107.02.09 

各地區公會 請各公會繳交 107 年第一期常年會費及會務訊息 107.02.13 

 

陸工作執行報告 

一、學分審核：106 年 1 月至 12 月，共計：64 件 

二、委員會各項活動協助辦理： 

1.青年委員會：呼吸治療師演講比賽 

2.會員福祉委員會：10606 期台灣 RT 編排。 

3.長期照護委員會：林靜儀立委辦公室拜會，爭取有關呼吸治療納入照顧清單及呼吸治療所設立

問題協調會。 

柒、下階段工作計畫報告 

一、 106 年度工作評鑑回報內政部。 

二、 各項活動協助辦理： 

1. 青年發展委員會：5 月 26 日舉辦演講比賽、9 月票選影片 

2. 教育研究與專業發展委員會：EBM 競賽辦理 

三、 第五屆選舉事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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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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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海報發表將修改辦法，修改方

向將以作者資料表及注意事項為主。 

二、 長期照護委員會(蘇千玲委員)： 

（1） 長照宣傳手冊：已納入呼吸治療師，故後續長照 2.0 呼吸治療師可從事相關服務 

（2） 委員會預計於五月底前提供建議版本至衛福部：後續將研擬如何將各地區照管中心個案需

轉介給 RT 的路徑，內容包含：出院準備轉介流程、需定義清楚 C 級各項我們能做甚麼、一

般氧療或肺復原病人評估、記錄、需開設相關訓練課程..等等。 

（3） 課程設計：設計一套課程教導至照管中心如何進行評估，並提供照管中心訓練。 

（4） 建議區公會作業：建議各地方公會與所屬居護所開會，並拜會當地衛生局，建立聯繫窗口，

北中南高東各地方公會派一居家照護所 RT 為主要代表窗口，長照委員會籌組居家照護工作

小組，分工合作。 

（5） 研擬及籌備居家呼吸照護所督導考核評鑑項目。 

三、國際事務暨公共關係委員會(朱家成主任委員)： 

（1） 因今年逢各縣市市長選舉，相關政治人物的拜會或座談會會很多，日前由醫聯盟推動的陳

其邁、管碧玲、蔣萬安、陳宜民等相關立委座談會活動相當多，感謝各地區公會理監事前

往參與，替本專業爭取曝光度及目前呼吸治療的困境，未來醫聯盟也將在 7-8 月有一個大型

論壇，再協請各理監事共襄盛舉，共同為呼吸治療師外部曝光度及訴求廣為人知來努力。

本會自 

（2） AARC 年會：於 2018 年 12 月 4 日-7 日，於拉斯維加斯舉辦，依照往例，預計今年組團設

攤。 

（3） 第十二屆兩岸呼吸治療論壇：將於 107 年 8 月 4 日於新疆舉辦。 

四、 教育研究與專業發展委員會(許端容主任委員)：將於今年 11 月舉辦實證醫學競賽，地點在輔仁

大學呼吸治療學系，相關競賽辦法於會後公告。有關醫策會二年期訓練計畫 EPAs 可信賴專業活

動，日前全聯會已與學會召開共識會議，訂定評核標準，日後視學會與醫策會相關公告，如有

需求擬辦『工作坊』，協助會員儘快上手。 

五、 網頁資訊及醫療品質委員會(黃靜芝主任委員)：有關醫療品質，上次人力爭取，已有用各種方法

蒐集呼吸治療相關人力的個資，若要去除個資化，可能相關硬體部分要耗費許多心力金錢，委

員會後續將詢問各醫院是否有大數據中心做為參考。 

六、 青年發展委員會(陳春籐主任委員)：協請公會加強宣傳呼吸治療師演講比賽活動，目前報名人數

過少，後續將視情況調整。9 月將進行呼吸治療師影片票選，相關辦法於 5 月份公告。 

 

 

玖、提案討論： 

項次 案由及說明 提案者 決議 執行者 

提 

案 

一 

106年度決算各項表單通過（附件二） 

(1) 106 年決算表 

(2) 106 年財產清冊 

(3) 106 年現金出納表 

(4) 106 年基金收支表 

(5) 106 年資產負債表 

財務 

委員會 

在場理事：16 位 

通過：16 位 
秘書處 

提 

案 

二 

新增會務顧問聘任辦法。 

聘任對象： 

1. 具呼吸治療師證書擔任本會理事長或

台灣呼吸治療學會理事長卸任後，未再

擔任本會及學會理監事者，即為本會榮

朱家成 

理事長 

 

附議：2 位 

在場理事：16 位 

通過：16 位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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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性會務顧問，不頇經理監事會同意，

也不因更換屆期而消失。 

2. 理事長依需要聘任功能性會務顧問，報

經理事會備查後聘任，任期隨當屆理事

長的任期屆滿而消失。理事長連任時，

需重新提出功能性會務顧問名單。 

權利及義務： 

1. 比照理監事為無給職，但參與各項活動

比照理監事福利。 

2. 參與理監事會議並提出建言。 

   3.協助理事長參與各項拜會行動。 

   4.理事長得不定期召開會務顧問會議，

提出政策諮詢。 

提 

案 

三 

提請通過“台灣在宅醫療學會”會員大會之

協辦單位，以及經費贊助。 

說明： 

1.在宅醫療團隊成員，為居家工作之第一線

基礎專業與成員，包含居家的醫師、護理

師、治療師、照服員、藥師、營養師等專業

團體。 

2.學會成立目標在促進各相關之居家醫療

照顧，包含推動合理制度、學術、照顧、給

付、權益內容。 

3.今年大會訂於嘉義進行，力邀相關專業團

體共襄盛舉，宣導居家相關成員參與、學術

共進以及經費贊助。 

楊玲玲 

常務監事 

附議：2 位 

表決方式 1.：是否成為

協辦單位(要贊助經費)? 

在場理事：16 位  

通過理事：4 位 

 

決議：未過半，不參與 

 

臨時 

動議 1 

第四屆第十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時間：107 年 06 月 30 日 (星期六) 13:00 

(2)地點：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 310 教室 

第四屆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 時間：107 年 09 月 15 日 (星期六) 13:00 

(2) 地點：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 310 教室 

第四屆第十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 時間：107 年 12 月 15 日 (星期六) 13:00 

(2) 地點：林口長庚醫院 醫學大樓一樓第一簡報室 

第五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1) 時間：107 年 12 月 16 日 (星期日)8:00 

(2) 地點：林口長庚醫院  第一、第二會議廳 

 

拾、監事會報告：請各委員會於理監事聯席會議前先行討論共識，以俾會議順利進行 

 

拾壹、散會（1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