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院第 10 屆第 5 會期第 10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21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1年4月27日印發 

 

院總第 1155 號 委員 提案第 28450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為洲等 17 人，有鑒於物理治療師依現行法規執行

相關業務，必須由醫師開具之物理治療診斷、照會或醫囑後

方能執行。現今，我國人口老化日益嚴重，非以疾病治療為

目的之物理治療服務需求隨之增加，此等限制將不利於國內

運動治療、長照等預防延緩失能發展，昔之立法目的「疾病

治療為概念」顯已不敷使用。為提供民眾物理治療之可近、

便利性，俾使提升國民健康，增進民眾福祉。爰擬具「物理

治療師法第九條、第十二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是

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物理治療師法於民國八十四年制定，昔之立法目的係以「疾病治療為概念」。因此，物理

治療師法第十二條中所制定之業務項目，必須由醫院開立物理治療、照會或醫囑後才能執

行。然而，依現今執行之實務經驗，物理治療師服務的範疇已不僅限於醫療體系。 

二、目前，舉凡符合「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僱用物理治療師之事業或事業單位、設置運動

防護室或保健中心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學校、居家呼吸照護所、護理機構、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老人福利機構、早期療育機構、提供發展遲緩兒童社區療育服務之社會

福利機構或團體、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生活重建服務單位、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機構、就

業服務機構或庇護工場等皆為主管機關認可物理治療師服務之機構。 

三、鑒於我國人口老化日益嚴重，非以疾病治療為目的之物理治療服務需求隨之增加，此等限

制將不利於國內運動治療、長照等預防延緩失能發展，昔之立法目的「疾病治療為概念」

顯已不敷使用。為提升國民健康，增進民眾福祉，爰提案修正第九條條文執業場所包含主

管機關認可得聘請物理治療師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教育機構、體育團體、事業單位等機

構為之，以符實務現況，並修正第十二條第二項條文為物理治療師執行前項第三款至第六

款業務，應依醫師開具之診斷、照會或醫囑為之，以及增列但非以疾病治療為目的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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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限、以符合民眾需求，提升接受專業服務之可近性，及修正第十九條第二項申請設立

物理治療所之物理治療師，須在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或物理治療所執行業務二年

以上，始得為之。 

 

提案人：林為洲   

連署人：鄭天財 Sra Kacaw   李德維  李貴敏  萬美玲  

曾銘宗  廖婉汝  林思銘  葉毓蘭  溫玉霞  

洪孟楷  楊瓊瓔  孔文吉  陳椒華  鄭正鈐  

陳雪生  林德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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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治療師法第九條、第十二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九條 物理治療師執業以一

處為限，並應在所在地衛生

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醫療機

構、物理治療所或其他經主

管機關認可得聘請物理治療

師之機構為之。但機構間之

支援或經事先報准者，不在

此限。 

第九條 物理治療師執業以一

處為限，並應在所在地衛生

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醫療機

構、物理治療所或其他經主

管機關認可必須聘請物理治

療師之機構為之。但機構間

之支援或經事先報准者，不

在此限。 

鑒於物理治療師服務範疇已不

侷限於醫療體系，執業場所包

含衛生主管機關認可「得」聘

請物理治療師之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教育機構、體育團體、

事業單位等機構，爰為符實務

現況，酌修物理治療師執業處

所範圍。 

第十二條 物理治療師業務如

下： 

一、物理治療之評估及測試

。 

二、物理治療目標及內容之

擬定。 

三、操作治療。 

四、運動治療。 

五、冷、熱、光、電、水、

超音波等物理治療。 

六、牽引、振動或其他機械

性治療。 

七、義肢、輪椅、助行器、

裝具之使用訓練及指導。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之物理治療業務。 

物理治療師執行前項第

三款至第六款業務，應依醫

師開具之診斷、照會或醫囑

為之。但非以疾病治療為目

的者，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 物理治療師業務如

下： 

一、物理治療之評估及測試

。 

二、物理治療目標及內容之

擬定。 

三、操作治療。 

四、運動治療。 

五、冷、熱、光、電、水、

超音波等物理治療。 

六、牽引、振動或其他機械

性治療。 

七、義肢、輪椅、助行器、

裝具之使用訓練及指導。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之物理治療業務。 

物理治療師執行業務，

應依醫師開具之診斷、照會

或醫囑為之。 

一、參照護理人員法第二十四

條第二項規定，護理人員除

執行同條第一項第四款之醫

療輔助行為應在醫師指示下

為之外，其第一款至第三款

之「健康問題之護理評估」

、「預防保健之護理措施」

及「護理指導及諮詢」等專

屬業務則可獨立執行，另心

理師法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

有關心理師業務之執行亦有

相類似之規定。 

二、考量第一項第一款「物理

治療之評估及測試」及第二

款「物理治療目標及內容之

擬定」為物理治療師之核心

業務，另第七款及第八款業

務與治療疾病無關。上述各

款宜由物理治療師獨立執行

該等業務，爰修正第二項前

段，定明物理治療師應依據

醫師開具之診斷、照會或醫

囑為之業務範圍，限於第一

項第三款至第六款之業務。 

三、依衛福部 107.1.9 衛部醫

字 第 101660208 號 函 及

107.4.24 號函釋，物理治療

師執行非以疾病治療為目的

之業務，如不涉及醫療業務

行為，自無依醫師開具之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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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照會或醫囑為之事由。

依上開釋示精神，爰於第二

項後段增列但書，定明執行

非以疾病治療為目的之物理

治療業務，可不需診斷、照

會或醫囑。如： 

(一)以促進健康、預防傷病

為目的之物理治療。 

(二)以運動防護、增進運動

表現為目的之物理治療

。 

(三)以長期照顧、減緩失能

失智為目的之物理治療

。 

(四)以社區早療、特殊教育

為目的之物理治療。 

(五)以職工安全與職業重建

為目的之物理治療。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無須受前條第二項

限制之物理治療業務。 

第十九條 物理治療所之設立

，應以物理治療師為申請人

，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登記，

發給開業執照，始得為之。 

前項申請設立物理治療

所之物理治療師，須在中央

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或

物理治療所執行業務二年以

上，始得為之。 

前項執行業務年資之採

計，以領有物理治療師證書

並依法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辦理執業登記者為

限。但於本法公布施行前已

執行業務者，其實際服務年

資得併予採計。 

物理治療所設置標準，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九條 物理治療所之設立

，應以物理治療師為申請人

，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登記，

發給開業執照，始得為之。 

前項申請設立物理治療

所之物理治療師，須在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之醫療機構執

行業務二年以上，始得為之

。 

前項執行業務年資之採

計，以領有物理治療師證書

並依法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辦理執業登記者為

限。但於本法公布施行前已

執行業務者，其實際服務年

資得併予採計。 

物理治療所設置標準，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物理治療師法於 84 年制

定時，第十九條包括兩點立

法理由：「一、明定物理治

療所設立之申請人及申請程

序。二、物理治療師甫於取

得資格，未有執業經歷，即

獨立開業，將影響服務品質

，爰明定第二項。」其中所

述二年之執業經歷之要求乃

因考量「執業經驗之累積」

，並非「訓練」。 

二、改為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爰為符合實務狀況，申請

設立過程中對申請者之資歷

審查為行政機關所為被動行

政處分，主管機關確認合法

立案並執行物理治療業務之

醫療機構或物理治療所之資

歷則可採計。 

三、物理治療所係服務社區，

並配合各級政府政策，已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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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不同領域服務，如社區物

理治療與居家物理治療。其

所接觸病患疾病之程度、種

類及營運規劃與醫療機構所

規劃之訓練與營運目標並不

相同，是以，物理治療所開

業資格之取得，應可包括於

物理治療所執業二年的資歷

。 

四、參照各醫事人員法有關開

業資格的規定：牙體技術師

法第十八條，申請設立牙體

技術所，牙體技術師應執行

牙體技術業務滿二年以上。

醫事檢驗師法第十九條第二

項，醫事檢驗師須在醫療機

構或醫事檢驗所執行業務二

年以上。驗光人員法第十五

條，申請設立驗光所之驗光

師，以在第九條所定之機構

執行業務二年以上者為限。

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醫療機

構、驗光所、眼鏡公司（商

號）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可之機構。藥師法第二十

之一條第一項，負責主持經

營藥局之藥師，應具備二年

以上實際調劑執業經驗，始

得提供藥品調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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