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市社區醫療體系及資源

基隆市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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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機構負責人之年資限制

• 醫療機構：醫院或診所2年以上之醫師訓練。

• 護理機構：臨床護理年資7年或護理師年資4年。

• 助產所：醫療機構或助產機構2年以上之年資。

• 藥局：藥師實際調劑業務2年。

• 醫事檢驗機構：醫療機構或醫事檢驗所之醫事檢驗師2年、
或醫事檢驗生5年。

• 牙體技術所：牙體技術業務之牙體技術師2年、或牙體技術
生5年。

• 醫事放射機構、物理治療所、職能治療所、心理諮商所、
心理治療所、聽力所、語言治療所：醫療機構2年。

• 營養諮詢機構：教學醫院或營養諮詢機構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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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醫療資源現況

資料更新:102.03.22

醫療機構

醫院 診所

區域 地區 精神專
科

西醫 牙醫 中醫 衛生
所

2 4 3 152 86 39 7



醫療機構—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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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醫院2
家

精神專
科醫院3

家

地區醫
院4家



基隆市醫院分布圖三軍總醫院
基隆門診部
維德醫院
新昆明醫院

部立基隆醫院
基隆市立醫院

八堵礦工醫
院

長庚醫院
南光神經精神

科醫院
暘基醫院



醫療機構—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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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診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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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員執業管理
--執業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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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醫事人員現況

西醫師 730

中醫師 78

牙醫師 171

護產人員 2193

藥事人員 446

醫事檢驗人員 112

醫事放射人員 71

物理治療人員 92

職能治療人員 36

呼吸治療師 37

營養師 47

臨床心理師 16

諮商心理師 27



制度化之醫事人員管理

• 教育：醫事學校正規教育體系畢業

• 考試：考試院舉辦之國家考試及格

• 執業：向執業所在地衛生主管機關
申請執業/開業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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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登記及異動

• 向執業所在地主管機關為之。

• 應加入公會。

• 歇業或停業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
日內報請原發執業執照機關備查。

• 變更執業處所或復業，準用關於執業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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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發給執業執照之情形

• 醫師法第8-1條：

一、經廢止醫師證書。

二、經廢止醫師執業執照，未滿一年。

三、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況違常，經
主管機關認定不能執行業務。

◇第三款原因消失後，仍得依本法規定申請
執業執照。

◇主管機關依第三款規定為認定時，應委請
相關專科醫師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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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員開、執業或歇業日期之認定及登記原則
（86年06月10日衛署醫字第86019839號函）

• 醫事人員申請執業登記，發給執業執
照，以申請日為發照日。但同時申請
開、執業者，以核發其開業執照之日
期為其執業執照之發照日。

• 醫事人員歇業，申請註銷執業登記，
以申請日為登記註銷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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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員及醫事機構可否預定時間，提早辦理執
業、開業、停業或歇業？（非行政處分態樣）

• 99年11月11日衛署醫字第0990078340號函。

• 醫事人員：

（1）可預定時間，提早辦理執業登記。

（2）不可預定時間，辦理停、歇業。

• 醫事機構：

（1）可預定時間，提早辦理開業登記。

（2）不可預定時間，辦理停、歇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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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員執業資訊之適度公開
（90年8月27日衛署醫字第0900036260號函）

• 第3人要求提供醫師執業異動資料、醫療糾紛案
件及違規行政處分紀錄等資料，應如何為適法之
處分：為考量病患選擇合格醫師之就醫權益，並
兼顧醫事人員人格權及行政管理資訊適當公開原
則，同意提供醫事人員目前執業登記資料（含執
業機構及科別），至醫療糾紛紀錄及違規行政處
分紀錄則不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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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機構停業期間，該機構之負責醫師及
其他醫事人員執業問題？

(93年9月23日衛署醫字第0930032424號函）

• 醫療機構之停業與歇業有別，停業期間，其機構
主體仍繼續存在，其負責醫師至其他醫療機構執
業，應不予同意。

• 至該機構所聘僱之醫師或其他醫事人員，若經辦
理歇業，得至其他醫療機構執業，請領執業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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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員執業管理
--執業執照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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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醫事人員之業務
• 醫師、中醫師、牙醫師（第二十八條）
• 藥師（第十五條）、藥劑生（藥劑生資格及管理辦法

第十四條）
• 護理師、護士（第二十四條）
• 助產士（第十八條）
• 醫事檢驗師（生）（第十二條、第十七條）
• 物理治療師（生）（第十二條、第十七條）
• 職能治療師（生）（第十二條、第十七條）
• 醫事放射師（士）（第十二條、第十六條）
• 心理師（第十三條、第十四條）
• 呼吸治療師（第十三條）
• 營養師（第十二條）
• 驗光師 ()



醫事人員執業所需之條件及文件

• 一、醫事人員證書正本及其影本一份（正本驗畢後發還）。

• 二、身分證明文件影本一份。

• 三、最近三個月內之一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二張。

• 四、擬執業機構出具之證明文件。

• 五、執業所在地醫事人員公會會員證明文件。

• 六、完成繼續教育之證明文件。【課程積分：（1）醫師、
心理師、營養師120點以上。（2）牙體技術生、物理治療
生、職能治療生、醫事放射士、醫事檢驗生90點以上。（3）
其他醫事人員120點以上】具專科醫師資格者，為完成第八
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繼續教育證明文件。

• 七、中央主管機關發給且仍在有效期間內之專科醫師證書/
專科護理師證書，但不具專科醫師證書/專科護理師資格者，
得免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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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檢具課程積分證明文件之情形

• 一、領得醫事人員證書五年內申請執業登
記。

• 二、本辦法施行前已取得醫事人員證書，
且於本辦法施行之日起五年內申請首次執
業登記。

• 三、醫事人員歇業後重新申請執業登記之
日期，未逾原執業處所執業執照所載應更
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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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執業者之執照更新

• 其執業執照應更新日期屆滿前3/6個月內（護理人員），
填具申請書並檢具下列文件及繳納執業執照費，向原
發執業執照機關申請換領執業執照：

• 一、原領執業執照。

• 二、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二張。

• 三、執業所在地醫事人員公會會員證明文件。（醫師無
此項）

• 四、完成積分120點繼續教育之證明文件。或中央主管
機關發給且仍在有效期間內之專科醫師證書/專科護理
師證書。

• 醫事人員辦理執業執照更新，其新發執業執照應更新
日期自原發執業執照屆滿次日起算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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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員執業管理
--支援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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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備支援

• 醫師法第八條之二：

醫師執業，應在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醫療機構為之。但急救、
醫療 機構間之會診、支援、應邀出診或經事先報准者，不在此限。

• 醫療機構設置標準第二十六條

◇醫療機構之醫師，除醫療機構間之會診、支援外，前往他醫療機

構執行業務，應依醫師法第八條之二規定經事先報准，始得為之。

◇前項所稱醫療機構間之會診、支援，指下列情形且未固定排班提供
診療者 而言： 一、遇有大量傷病患，需臨時增加醫師人力處理者。
二、對於緊急或重症傷病，需徵詢其他醫師意見者。

◆第一項所定之事先報准，其為越區前往他醫療機構執行業務者，
應報經所在地直轄市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並副知執行地直
轄市或縣 (市 ) 衛生主管機關。

23



應邀出診

24

療機構間「未固定排班提供診療」之會診、支援，包含：
(一)遇有大量傷病患，需臨時增加醫事人員人力處理者。
(二)對於緊急或重症傷病，需徵詢其他醫師意見者。
(三)逾原報准支援之門診時段部分者。
(四)住院病人在非固定支援期間發生病情變化，需緊急手術者。
(五)其他非可預期性之緊急情事。

衛生福利部106年6月1日 衛部醫字第1060115743號
醫事人員前往他醫療機構執行業務，應依各該醫事人員法律規定，經事先報准，
始得為之(第1項)。前項所稱醫療機構間之會診、支援，指未固定排班提供診療
者而言。



醫事人員支援未經報備之罰則

• 醫師：新台幣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連續處罰。
（醫師法第27條）

• 護理人員：新台幣6仟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並令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1個月以上1年以下之停業
處分。（護理人員法第33條）

• 醫療機構：違反同法第57條規定，處新台幣5萬元以
上25萬元以下罰鍰。（醫療法第10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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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逾報備支援時段之處置

• 100年3月9日衛署醫字第1000063587號函及行政院衛
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100年3月23日健保醫字第
1000001667號函。

• 看診醫師逾核准報備之支援時段仍持續看診，除了解
原委視個案事實加強輔導改善，依醫療機構設置標準
第26條之精神辦理。

• 依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23條第1項規
定，服務機構之醫師於開業處所外提供之醫療服務，
其逾報備支援時段所提供之診療服務，健保費用不予
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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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醫師支援診所之限制
（96年2月9日衛署醫字第0960222467號函）

• 支援醫師人數：不得超過被支援診所醫師
人數之2倍。

• 支援時段：不得超過被支援診所每週總服
務時段之40%。（每時段4小時計）

• 例如：診所醫師人數1人，該診所每星期看
診5天，總服務時段為40時段，核算得支援
40%時段約為16時段，綜上，可支援醫師2
位合計約64小時/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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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類別支援醫療機構場所
之限制

• 依醫療機構設置標準第24條規定：「醫院、診所之診
療科別，非符合本標準規定者，不得申請核准登記設
置。醫院、診所之開業執照，應登載其診療科別。」
次查同標準第27條規定：「依前條事先報准前往他醫
療機構執行業務之科別，不受第二十四條規定應經核
准登記之診療科別限制。」

• 例如眼科醫師得以支援報備方式提供服務，但醫療機
構不得以眼科支援醫師設置眼科部門。

• 中醫師、牙醫師前往其他醫療機構提供門診服務，應
依前揭規定辦理，即以該醫療機構有無登錄中醫、牙
醫部門為核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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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機構辦理義診之審核原則
（98年5月5日衛署醫字第0980011350號函）

• 醫療機構申請至坊間辦理免費健檢或義診業務，可否
准予辦理一節，查如係單純從事免費之公益活動，並
擬具計畫及具體日程報核，尚無不可，否則應不予核
准。但如有假借「義診」名義，從事招攬病人、推銷
藥品及器材或巧立名目收取費用等行為，仍應視其情
節，依照相關法令查處。

• 本署90年9月25日衛署醫字第0900044465號函釋略以：
「為避免誤導民眾過度使用醫療資源，影響醫療秩序，
除配合公益之宣導活動或政府專案計畫外，應一律不
予同意。」部分，併予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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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員執業管理
--義務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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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自診察

• 醫師法第11條：

▽ 醫師非親自診察，不得施行治療、開給方劑或交付
診斷書。但於山地、離島、偏僻地區或有特殊、急迫
情形，為應醫療需要，得由直轄市、縣 (市 ) 主管
機關指定之醫師，以通訊方式詢問病情，為之診察，
開給方劑，並囑由衛生醫療機構護理人員、助產人員
執行治療。

▽ 前項但書所定之通訊診察、治療，其醫療項目、醫
師之指定及通訊方式等，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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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歷書寫

• 醫師法第12條：

▽ 醫師執行業務時，應製作病歷，並簽名或蓋章及加
註執行年、月、日。

▽ 前項病歷，除應於首頁載明病人姓名、出生年、月、
日、性別及住址等基本資料外，其內容至少應載明下
列事項： 一、就診日期。二、主訴。三、檢查項目
及結果。四、診斷或病名。五、治療、處置或用藥等
情形。六、其他應記載事項。

▽ 病歷由醫師執業之醫療機構依醫療法規定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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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書之開立

• 醫師如無法令規定之理由，不得拒絕診斷書、出
生證明書、死亡證明書或 死產證明書之交付。
（醫師法第17條）

• 醫師檢驗屍體或死產兒，如為非病死或可疑為非
病死者，應報請檢察機關 依法相驗。 （醫師法第16

條）

• 不得拒絕開給出生證明書、診斷書、死亡證明書
或死產證明書。（醫療法第76條第1項）

• 醫院、診所對於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者，應報
請檢察機關依法相驗。（醫療法第76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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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病人就醫權益

• 醫師對於危急之病人，應即依其專業能力予
以救治或採取必要措施，不得無故拖延。
（醫師法第21條）

• 醫院於診療時間外，應依其規模及業務需要，指
派適當人數之醫師值班，以照顧住院及急診病人。
（醫療法第59條）

• 醫院、診所遇有危急病人，應先予適當之急救，
並即依其人員及設備能力予以救治或採取必要措
施，不得無故拖延。（醫療法第60條）

• 醫院、診所因限於人員、設備及專長能力，無法
確定病人之病因或提供完 整治療時，應建議病人
轉診。但危急病人應依第六十條第一項規定，先
予 適當之急救，始可轉診。 （醫療法第7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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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義務

• 醫師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或其家屬告知其病
情、治療方針、處置、用藥 、預後情形及可
能之不良反應。（醫師法第12條之1）

• 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
人告知其病情、治療方針、處置、用藥、預後
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醫療法第81條）

• 手術及侵入性檢查與治療。（醫療法第63條、第64條）

• 組織檢體及手術切取器官病理檢查。（醫療法第65條

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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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私保護

• 醫師對於因業務知悉或持有他人病情或健
康資訊，不得 無故洩露。（醫師法第23條）

• 醫療機構及其人員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病
人病情或健康資訊，不得無故洩漏。 （醫療法

第72條）

• 商業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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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業務範圍及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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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業務：指以醫療行為為職業者而言，不問

是主要業務或附屬業務，凡職業上予以機會，

為非特定多數人之醫療行為均屬之，但不以收

取報酬為要件。

－醫療行為：係為指凡以治療、矯正或預防人體

疾病、傷害、殘缺為目的，所為的診察、診斷

及治療；或基於診察、診斷結果，以治療為目

的，所為的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等行為的

全部或一部的總稱。



醫事人員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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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醫療主要行為

B.醫療輔助行為

C.民俗調理行為

D.非醫療行為



醫事人員的分工(一)

A. 醫療核心業務及主要行為：

須由醫師親自執行！
西醫師：診斷（含體格檢查結果之綜合判定）、
處方、手術（含外傷縫合、子宮內膜刮除術）、
麻醉。
中醫師：看診、把脈、傷科推拿、針灸（含刺針
放血、刺血療法、轉針等）、針灸加電後之按摩、
拔針等電療行為。
牙醫師：洗牙（牙結石清除）、牙齦發炎治療、
根管治療、換藥拔牙、蛀牙填補、黏牙、開消炎
藥處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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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員的分工(二)

B. 醫療輔助行為：

1. 醫師可以指示其他醫事人員，依其各該專門職業
法律之規定，執行醫療輔助行為。

2. 指示的方法：由醫師視情況自行斟酌指示方式或
以醫囑為之，不限於醫師眼睛能見度範圍以內，
但應以醫師親自診治病人，確定治療方針或用藥
為要件。

3. 醫師法第28條：「…二、在醫療機構於醫師指示
下之護士、助產士或其他醫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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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員的分工(三)

C. 民俗調理行為

（99年4月15日衛署醫字第0990207052號令「民
俗調理之管理規定事項」）

1. 單純對人施以傳統之按摩、指壓、刮痧、腳底
按摩、收驚、神符、香灰、拔罐、氣功與內功等
方式，或使用民間習用之外敷膏藥、外敷生草藥、
或藥洗，所為之民俗調理行為，不得宣稱醫療效
能。

2.前項行為如以廣告宣稱醫療效能，依醫療法第八
十四條、第八十七條等有關規定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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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調理行為之本質﹖

• 係就運動跌打損傷及人體疾病於執行
常規醫療方式之外，採用傳統習用之
方式，運用手技造成人體外之刺激，
進而產生舒適感，並以舒緩疼痛、維
護健康、調理身體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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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行為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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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法第二十八條（密醫處理）

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擅自執行醫療業務者，處六個月
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
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其所使用之藥械沒收之。但合於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罰：

一、在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於醫師指導
下實習之醫學院、校學生或畢業生。

二、在醫療機構於醫師指示下之護理人員、助產人
員或其他醫事人員。

三、合於第十一條第一項但書規定。

四、臨時施行急救。



禁止行為

• 醫師法第28條之4：
– 醫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得併處 限制執業範圍、停業處分一個
月以上一年以下或廢止其執業執照；情節重大者，並
得廢止其醫師證書：

– 一、 執行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不得執行之醫療行為。
– 二 、使用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禁止使用之藥物。
– 三 、聘僱或容留違反第二十八條規定之人員執行醫

療業務。
– 四 、將醫師證書、專科醫師證書租借他人使用。
– 五、 出具與事實不符之診斷書、出生證明書、死亡

證明書或死產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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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篩檢之禁止行為

• 100年1月13日衛署醫字第1000200809號令。

• 醫師執行非性聯遺傳疾病診斷所施行產前
性別篩選之處置，或僅以胎兒性別差異為
由進行之人工流產等行為，為醫師法第二
十八條之四第一款規定不得從事之醫療行
為」，並自即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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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不得執行之醫療
行為

• 中醫師在病人用藥中摻加西藥成分。

• 西醫師開立中藥處方。

• 中醫師開立西藥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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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多重醫事人員資格
執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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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多重醫事人員資格執業管理-98年11月12日修正公布

• 具有醫師、中醫師、牙醫師等多重醫事人員資格者執業，
應擇一資格辦理執業登記。（第2條）

• 多重醫事資格者依前條規定辦理執業登記，除法律另有
規定外，得在同一執業處所執行其他醫事資格之業務。
前項人員執行其他醫事資格之業務，以該執業處所符合
各該醫事資格執業處所之設置標準，並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審查合格，註記於執業執照者為限。
（第3條）

• 多重醫事資格者於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執業，申
請醫療給付，應依健保有關法令之規定為之。 因多重
醫事資格執業致前項醫療給付之診療項目健保不為給付
或限制給付時，醫事服務機構應於告知病人，取得其同
意後為之。 （第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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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醫師類別之多重醫事人員資格執
業登錄

• 原則：依各該醫事人員專門職業法律之規定，分別申請執
業執照，惟其雙重資格執業場所以同一處所為限，而該醫
療機構有關人力計算只能擇一；至雙重醫事人員資格之繼
續教育積分及相關執業規定，應分別依各該「醫事人員申
請執業執照登記接受繼續教育及更新執業執照辦法」規定
辦理；又該員執業遷移、停業或歇業時，所有資格需一併
異動。

• 目前雙重醫事人員資格執登態樣：

（1）醫事檢驗生＋醫事放射士

（2）醫事檢驗師＋呼吸治療師

（3）藥師＋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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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支援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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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於醫療機構、藥局執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並經事先報准，得於執業處所外執行業務：
1.藥癮治療或傳染病防治服務。
2.義診或巡迴醫療服務。
3.藥事照護相關業務。
4.於矯正機關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無藥事人
員執業之偏遠地區，執行調劑業務。

5.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公益或緊急需要。



藥師支援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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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103)年10月24日年衛生福利部函釋，藥師法第11條
第1項第2款：「義診或巡迴醫療服務」，係指醫療機構
經衛生主管機關或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同意於山地離島
地區及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提供之巡迴醫療服務。



藥師支援報備

1. 緊急需要，包括專任藥師因傷病或其他個人因素請假之情
形。
2. 支援者原執業之醫療機構或藥局，除暫時停止藥師業務者
外，應至少留有一名藥師或藥劑生於醫療機構或藥局執行業務
。
3.被支援之醫療機構或藥局，除有藥事法第一百零二條規定所
定情形外，應已聘有至少一名專任藥師或藥劑生。
4.工作時數，應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且其時數應加總計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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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藥事人員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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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藥事法規定，藥品調劑應由藥師為之。如診所
未雇請藥師，或診所藥師請假，或藥師離退（即
下班後），他人不得代為調劑業務，一旦被查獲，
其責任歸屬：如由護士調劑，除處罰護士外，負
責藥師如知情，且容許他人調劑（包括雖然反對
但不堅持），則藥師仍須受罰；至於診所亦有違
醫療法規定，故同時受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