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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隨著我國經濟蓬勃發展及國民生活水準的提高，民眾對醫療衛生保健需求更
加殷切，衛生工作面臨嶄新且多元的挑戰；因此，各衛生機關、相關團體及機構
亟需掌握正確衛生現況資料，以因應時代脈動之需。本部爰蒐集最新中醫醫政及
民俗調理相關資料，彙編成「中醫行政要覽」，提供衛生機關同仁、中醫醫事相
關人員、團體及機構參考。
本要覽內容共包括「行政組織職掌」、「全民健保法令」、「中醫醫事
團體」、「中醫行政統計」、「中醫臨床訓練」、「全民健保統計」、「民俗
調理統計」、「重要指標」及「重要紀事」等九部分。在「行政組織職掌」及「重
要紀事」部分，簡介本部組織、本部中醫藥司組織、中醫科職掌及一年來中醫行
政及民俗調理重要紀事；在「全民健保法令」部分，臚列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門診
總額支付制度相關法令；在「中醫醫事團體」部分，則提供各級中醫師公會及中
醫專科醫學會聯絡資料；在「中醫臨床訓練」部分，概述建構中醫整體臨床教學
體系計畫整體架構及建立中醫師臨床訓練制度概念圖，臚列歷年執行機構之名稱
及主持人等資料；在「中醫行政統計」及「全民健保統計」部分，則蒐集整理有
關中醫醫療設施、醫事人力、醫療服務分析、全民健保承保業務、全民健保醫事
服務機構、全民健保醫療費用給付等統計數據；至於「民俗調理統計」部分，係
提供民俗調理業全國性工會資料，及該業別商業登記概況。
本要覽將中醫醫事及民俗調理相關行政與統計概況，彙編成冊，提供近似工
具書的功能，讓使用者得以在短時間內獲得正確資訊，希望對中醫醫事相關人員
之瞭解及中醫業務之推展有所助益。
衛生福利部部長
謹識
中華民國1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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