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1頁

衛生福利部　函

地址：11558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488

號

傳　　真：(02)85907087

聯絡人及電話：蘇文玫(02)85907384

電子郵件信箱：mdwmsu@mohw.gov.tw

受文者：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17日

發文字號：衛部醫字第103166756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會議紀錄1份(1031667563-1.doc、1031667563-2.pdf)

主旨：檢送本部103年10月13日召開「美容醫學相關管理政策座

談會」會議紀錄1份(如附件)，請 查照。

說明：副本檢送財政部，旨揭會議紀錄，請查參。

正本：甘教授添貴、高教授明見、劉副教授宏恩、楊教授秀儀、吳醫師俊穎、法務部林

司長秀蓮、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

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公平交易委員會、台灣醫院協會、台灣醫學中心協會、中

華民國區域醫院協會、台灣社區醫院協會、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中華民國公

立醫院協會、財團法人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臺灣皮膚科醫學會、中華民國耳鼻

喉科醫學會、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台灣美容外科醫學會、台灣外科醫學會、台灣

泌尿科醫學會、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台灣麻醉醫學會、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

台灣內科醫學會、臺灣兒科醫學會、中華民國美容醫學醫學會、台灣整形外科醫

學會、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新北市政府衛生局、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高雄市政府

衛生局、台灣女人連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

署、本部法規會、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本部醫事司王司長宗曦

、本部醫事司黃簡任技正純英、本部醫事司呂科長念慈

副本：財政部(含附件) 2014-11-18
08:51:21

部長 蔣丙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1 
 

「美容醫學」相關管理政策座談會會議紀錄 

時間︰103 年 10 月 13 日(星期一)下午 2時 

地點︰本部 3 樓 301 會議室 

主席︰黃簡任技正純英代 

出(列)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單 

         

紀錄：蘇文玫 

壹、 主席致詞︰(略) 

貳、 與會人員發言摘要︰（依首次發言順序排列） 

一、 台灣女人連線 

(一) 美容醫學應課徵營業稅議題： 

1. 美容醫學並非治療疾病，而是一種非必要醫療，因此美

容醫學應不適用於免徵條件。 

2. 美容醫學實際上同時存有醫師執行醫療業務的醫療行

為，以及消費者購買醫療服務進行美容的消費行為。 

3. 根據本會今年 5月進行的美容醫學現況調查顯示，66%

的受訪者認為美容醫學存有消費的型態，既然美容醫學

存有消費型態，便應如同其他美容一樣課徵營業稅。 

(二) 消費者保護議題： 

1. 美容醫學手術同意書的審閱期是絕對必要的。 

2. 建議衛福部應將已公告的 14 項範本重新檢視，並連同

未來將審認的微整形同意書及說明書都增列審閱期及

訂定明確的使用規範。 

3. 有關美容醫學品質認證，目前認證機構過少，且即使通

過認證的診所也有違法情事，此外，醫用者常遇到難以

舉證的問題而難以獲得保障。因此政府應站在保障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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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角度制定更積極有效的政策來進行管理。 

二、 財團法人台灣醫療改革基金會： 

(一) 醫改會從未否認美容醫學為醫療行為，而是認為美容醫學

皆以營利為目的之消費行為，應附加消保法保障消費者。 

(二) 既然該由醫師執行，衛福部不應縱容非醫事人員向醫用者

推銷，甚至用誇大的廣告慫恿醫用者。 

三、 行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一) 針對衛福部公告之 14 種美容醫學處置同意書及說明書範

本，其如何落實應為首要之務。 

(二) 美容醫學相關之費用資訊應充分對民眾說明。 

(三) 民眾透過行政院消費申訴及調解案件管理系統所申訴之

美容醫學糾紛，大多可透過對於手術原因、步驟、風險併

發症、成功率、收費項目與費用之收退費規定等資訊充分

告知與說明而降低。 

(四) 今年 6 月 16 日於消保處召開與本案有關會議，與會者亦

認為美容醫學處置同意書審閱期觀念之納入，對民眾與醫

界均有利。 

四、 台灣醫學中心協會： 

(一) 醫療院所跟所有企業一樣都有依法繳稅。 

(二) 美容醫學是醫療行為，應依醫療法規範，並符合營業稅法

第 8 條免徵營業稅之規定。 

(三) 健康是生理的、心理的及社會的達到完全安適狀態，而不

僅是沒有身體疾病而已，所以無法明確認定及區分何謂必

要或何謂非必要的醫療行為。 

(四) 健保法第 51 條不給付項目，是健保基於財務預算考量而

不給付，不是因為非必要醫療行為而不給付，所以健保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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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項目，不宜作為課徵營業稅之基礎。 

五、 中華民國區域醫院協會： 

(一) 目前所有的醫療行為都是由醫師來操作，醫師每年都有依

法繳交所得稅，若要課營業稅其法源依據為何？另多的 5%

的營業稅，是否會轉嫁到顧客身上？ 

(二) 目前已經有很多醫院獲得醫策會美容醫學認證，因此我們

都是在合理合法之下執行美容醫學。 

六、 台灣社區醫院協會： 

(一) 建議應建置美容醫學之相關就醫程序或規範，讓所有執行

美容醫學的醫療院所得以遵循。 

(二) 美容醫學是醫學的一部分，目前我們的醫院都已經有接受

醫院評鑑。 

七、 台灣醫院協會： 

(一) 美容醫學屬醫療行為範疇的一種，並無法分割，所以應依

醫療相關法律規範，若將美容醫學排除於醫療行為外，必

將產生密醫行為。 

(二) 不宜將美容醫學納入消保法適用範圍中及課徵營業稅。 

(三) 應加強美容醫學的管理及稽核。 

八、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一) 美容醫學是醫療行為，且不是非必要的醫療行為。 

(二) 美容醫學相對較無緊急性，可以讓民眾有多一點的時間考

慮。 

(三) 目前確實有一些美容醫學廣告，不應該出現在醫療行為

中。 

(四) 目前美容醫學的問題，應為管理部分，而不是法規不足或

適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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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醫師本來就已經有繳稅，目前世界上有一些國家美容醫學

是要納營業稅，但應該要先了解那些國家的醫療本質及法

規是否與我國一致，不應片面比照辦理。 

九、 台灣私立醫療院所協會： 

(一) 目前我國醫療法已經是全世界規定最嚴格的國家之一，告

知同意的部分，其實在醫療法中已經有所規範。  

(二) 若美容醫學要課徵營業稅，應由財政部修法，且課徵營業

稅一定是將其轉嫁給民眾負擔，造成民眾受害。 

(三) 為減少美容醫學的爭議，請大家支持，讓醫療糾紛處理法

早日通過。 

十、 各相關專科醫學會： 

(一) 美容醫學是醫療行為，並應該遵守醫療法的規定，如果消

費者團體認為美容醫學應該課稅，那應該要財政部從修正

稅法的途徑進行，而不是對法律另外做解釋。 

(二) 基於醫學生以及醫師之教育，皆以醫學為救人志業作為核

心價值，不應將課徵營業稅從營利觀點看待。 

(三) 所有醫療行為已課徵所得稅，不宜憑空再增加名不符實的

營業稅，以免造成民眾或醫療院所的困擾。 

(四) 美容醫學應加強管理才能降低糾紛，請大家配合衛福部推

行的美容醫學認證。 

(五) 美容醫學應重視醫療品質及病人安全，並落實民眾知的權

利。 

(六) 所謂改善外觀是否不具醫療疾病、預防疾病或健康促進的

功能，非常難界定。 

(七) 醫療行為有其必要性，醫療上無必要或非必要及輕重的分

野，且具不可分割性，若以健保不給付項目作為課徵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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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的標準，就會造成凡健保因預算不足而不給付項目，皆

要課徵營業稅，如此將會對民眾造成衝擊。 

(八) 國際觀光醫療部分，建議應對執行美容醫學的醫療機構，

進行適當的輔導，提高品質及國際競爭力。 

(九) 增加醫師的稅賦，將會加速醫師的流失，以美國為例，約

有 80%民眾反對徵稅。 

十一、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一)  衛福部已公告各式美容醫學處置同意書及說明書範本，落

實民眾知的權利，相信所有的醫療機構都會樂於配合。 

(二)  美容醫學本質仍是醫療行為，很難認同美容醫學等於消費

商品及服務，並認為其為非必要之醫療行為，這可能阻礙

我國未來國際醫療及醫療科學的發展。 

十二、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一) 政府已有對醫師執行業務課徵所得課稅，且已經三令五

申，對減重、美容、植牙診所等加強查核扣稅，不必再增加

營業稅。 

(二) 診所應加強與消費者的溝通，說明書及同意書應給消費者

事前審閱。 

十三、 高教授明見： 

(一) 美容醫學屬醫療行為，所以應屬醫療法管轄範圍，因為醫

療行為受醫療法的嚴格規範，對消費者應較有保障，且較

可保障醫療品質的水平。 

(二) 如美容醫學課徵營業稅，容易增加目前美容醫學市場的誤

導與紊亂情況，也不能提升醫療品質及保障消費者。 

(三) 應加強美容醫學醫療照護人員的專業教育與訓練。 

(四) 建議加強辦理美容醫學品質認證，及邀請各專科醫學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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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代表，共同研議更周詳完善的美容醫學處置之同意

書及說明書範本。這樣才能更保障消費者與病人的權益，

提升美容醫學品質及水準，減少醫療糾紛。 

十四、 法務部林司長秀蓮： 

(一) 稅捐的部分負責機關非衛福部，若美容醫學要求課徵營業

稅，那首先就要修正營業稅法的規定。 

(二) 美容醫學應該是有美容效果的醫療行為，必須由醫師執

行，到底此醫療行為有沒有必要性，旁觀人不應該去解釋，

但就消費者或個人來說，他認為有必要才會接受美容醫學。 

(三) 加強改善美容醫學的管理，即可解決消費團體對於審閱期

等的相關訴求，不需修法。 

十五、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一) 美容醫學相關的技術就是屬於醫療行為，受醫療法及醫療

人員的相關法規規範。 

(二) 美容醫學管理的部分，中央與地方很用心，也做了相當多

的努力，單就與診所的廣告，打訴訟訴願就耗費相當多的

人力，造成相當的人力負擔。 

(三) 目前中醫的針灸不需要簽醫療同意書，而美容醫學需要，

因為治療風險較高，而要課予更高的告知義務，若醫師本

身無善盡告知義務，那要負擔的訴訟跟司法責任是否應該

更高?國外是如此，國內的醫界是否也應該尋求相同的共識?

如此一來，醫界的配合度將會更高。  

(四) 建議由美容醫學諮詢委員會，就現行美容醫學引入的新技

術是否合乎廣告的規定等進行討論，以提供衛生局查處之

依據。 

(五) 建議執行美容醫學醫療機構應加強自律，美容醫學認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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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品質的保證，但目前接受並通過的醫療機構比率很

低，希望醫界配合推動所屬會員參與認證。 

(六) 美容醫學屬於醫療行為，就應該用醫療行為規範及管理，

目前新醫療技術要申請，需要接受人體試驗，管理非常的

嚴謹，而美容醫學也應該比照管理，使消費者權益得以受

到保障。 

十六、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一) 目前衛福部規範醫療機構必須要跟營利事業單位明確區

隔獨立出入口，如果未來美容醫學課徵營業稅，即認定執行

美容醫學的醫療機構是可以合法的營利，將會造成地方衛生

局管理的困難。 

(二) 目前衛生局依醫療法十分嚴格的框架下執行查處，所以醫

療機構與政府要共同創造美容醫學良好的形象。 

(三) 美容醫學的相關術式每天推陳出新，很難認定何謂合法的

醫療技術，或非法不正當的廣告。 

十七、 臺北市政府衛生局 

(一) 目前美容醫學的相關術式及廣告日新月異，造成地方衛生

局管理不易。 

(二) 美容醫學醫療機構應提升品質及自主的管理。 

(三) 美容醫學消費糾紛與醫療糾紛很難清楚區分，通常是民眾

與護膚美容機構或是美容公司有糾紛，但他們的認知卻是

醫療機構，這是現今管理面常常出現的問題。 

(四) 地方衛生局無法查核診所的財務報表，所以營利的是醫療

機構或是其他營利登記的公司，實已超出地方衛生主管的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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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會議結論： 

一、 美容醫學屬醫療行為，須加強管理，以確保民眾得到適當品質的

醫療服務。 

二、 未來需加強輔導從事美容醫學之醫療機構參考運用本部公告之

美容處置同意書及說明書，並應給予民眾充分時間考慮，予以推

廣落實。 

三、 對於執行美容醫學之醫療機構，主管機關應加強管理，各界針對  

管理措施有相關建議者，請大家後續提供具體意見供部參考。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4時 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