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年 05 月 14 日 

會址：花蓮市林森路 236 之 18 號    英文網域：www.hma.org.tw 中文網域：花蓮縣醫師公會 
電話：038-8337909              傳真：038-326883 電子信箱：hma.org.tw@gmail.com 

請會員隨時上“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頁 

https://reurl.cc/gvL1KN，追蹤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相關資訊     

一、 全聯會訊息： 
1. 全聯會轉知：更正本會彙整之 109 年執行業務所得申報--說明與試算範

例。說明：（1）110 年 3 月 25 日本會全醫聯字第 1100000385 號函諒達，

其中附件五「109 年度執行業務所得申報--說明與試算範例」之掛號費

人次計算，請參考使用分列項目表註二之 5.【本年度費用年月 1 月至

12 月申請之門(急)診人次+住診人次】（此項目之人次，已扣除慢性病連

續處方箋調劑人次），更正版如附件。（2）另依 110 年 2 月 1 日財政部

台財稅字第 10904650720 號令，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西

醫師各科別之執行業務者適用費用率，得按該費用率之 112.5%計算。採

用線上報稅時，各科費用率仍以公告之費用率顯示，但系統於計算時，

會自動帶入各科別公告費用率之 112.5%進行試算。採用人工報稅者，應

填寫申報書，並需自行計算應納稅額後填入。 

2. 全聯會轉知：110 年臺灣醫療報導獎—「平面類、新媒體類、廣電類及

徵文類」開跑囉！ 即日起至 110 年 7 月 15 日報名截止。本會為鼓勵國

內新聞與醫療從業人員重視醫藥新聞、報導、文學等各式創作，對醫藥

議題詳實報導、發表議論，透過優質醫藥新聞與醫療評論，有效發揮影

響力，改善醫療環境、促進醫病關係，塑造臺灣醫療優質形象，特別舉

辦臺灣醫療報導獎，今年已邁向第七屆，歡迎踴躍報名參加，共襄盛舉！

詳細報名辦法，請逕自報名：https://www.tma.tw/med_paragonAY2021/ 。 

二 、衛政健保訊息： 

1.衛生局轉知：函轉衛生福利部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

情影響及配合防疫政策需要，各醫事人員執業執照應更誅期限介於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者（含 109 年展延 6 個月）統一逕予展

延 1 年。 

2.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轉知：因應國內發生某航空

公司機師感染案，因內 COVID-19 社區感染風險增加，請會員務必提高

警覺，加強疑似個案通報採檢，強化社區採檢網絡功能及儘速施打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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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即時訊息請詳見本會網站 www.hma.org.tw  ~~ 

 

3.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轉知：為減少 COVID-19 感

染及降低疫情傳播，自 110 年 5 月 3 日起，所有醫事機構之非醫事人員

均納入公費 COVID-19 疫苗接種對象。 

4.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轉知：因應國內近期發生感

染源不明的本土 COVID-19 確診病例，請加強宣導民眾進入醫療機構務

必全程佩戴口罩，另自即日起至 110 年 6 月 8 日止，全國醫院除例外情

形，停止開放探病。 

三、學術活動：【取消公告】 

1.原訂 5 月 20 日舉辦 110 年花蓮縣醫師公會月例會 
  因為『疫情考量』，將取消該項活動。 

  2.原訂 5 月 22 日第 114 場「第一線專業人員自殺防治守門人訓練- 
    自殺防治新旅程」研討會將延期辦理，該研討會舉辦日期再另行 
    通知，感謝大家參與及配合。 

3.原訂 05 月 25 日舉辦 110 年 5 月花小兒月例會 
    因為『疫情考量』，將取消該項活動。 
四、祝五月份壽星 生日快樂 

馬維興 周明樹 陳政和 李武寬 陳英娟 楊敏詠 郭文勵 盧思田   
張曉昇 張聰仁 陳安平 林純全 楊緒南 何毓基 曾國宏 余進光  
蔣博文 陳信典 李原傑 張宇勳 鄭弘裕 趙又麟 侯文琦 劉安邦 
楊秋芬 陳岩碧 黃威翰 許文林 林耕民 鄭明芳 鄭吟豪 徐子恒  
林秀玲 林  國 陳奕勳 周達利 林  霖 張家榕 鍾秉儒 黃聖耀  
蔡興治 陳威佐 裘亮德 何菊修 胡易多 金建銘 許至成 蘇璿允  
徐維良 洪綺謙 陳怡璇 戴郁東 魏江原 林佳霖 謝建勳 胡毓雲  

   吳自強 陳俐曄 陳文慶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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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執行業務所得申報--說明與試算範例 
  

【說明】： 
依財政部 110年 2月 1日台財稅字第 10904650721 號令「109年度執行業務

者費用標準」之適用費用率，西醫師部份於附註二增訂得按該公告費用率之

112.5%計算，請參照【附件三】。 

一、 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部分負擔）之收入 

＝扣繳憑單給付總額＜分列項目表註二之 2＞＋部分負擔金額＜分列

項目表第 14欄＞ 

二、 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部分負擔）之費用（成本） 

 ＝依中央健康保險署核定之點數，每點0.9元（已按公告費用率之

112.5%計算） 

1. 核定點數（含部分負擔）之數據，請參閱＜分列項目表註二之 1＞。 

2. 108.4.12財政部台財稅字第 10804509640號令，依衛福部「C型肝

炎全口服新藥健保給付執行計畫」，取得屬 C 肝藥品費用之全民健

康保險收入，必要費用得以該收入之 96%認定。 

三、 「掛號費」部份：維持原申報方式，以收入之 12％為所得。 

1. 掛號費就診人次，請參考使用分列項目表註二之 5.【本年度費用

年月 1 月至 12 月申請之門(急)診人次+住診人次】（此項目之人

次，已扣除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調劑人次）。 

2. 如有未收掛號費情事，則應逐日列冊（含患者姓名、年齡、病歷號

碼、電話及金額等相關資料），待查核時供核。 

四、 「非屬全民健康保險收入」部份：維持原申報方式，請依各科別

原公告費用率之 112.5%計算所得，請參閱【附件三】。 

五、 其他收入：按原公告費用率之 112.5%計算如下，請參閱【附件三】。 

(1) 診所與衛生福利部所屬醫療機構合作所取得之收入：比照第一款至

第三款減除必要費用。 

(2) 人壽保險公司給付之人壽保險檢查收入，減除 39%必要費用。 

(3) 配合政府政策辦理老人、兒童、婦女、中低收入者、身心障礙者及其

他特定對象補助計畫之業務收入，減除 88%必要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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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費疫苗注射收入，減除 88%必要費用。 

六、 醫療機構醫師依醫師法第八條之二規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前往他醫

療機構從事醫療業務，其與該他醫療機構間不具僱傭關係者，按實際

收入減除 11%必要費用。 

七、 補充說明：109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申請醫療費用

分列項目表【附件六及附件七】增列註三，若列有： 

◆ 原屬於 109 年收入之「109 年第 1、2 季點值結算差額」補付 XXX

元，已於 110年 1月 31日結算撥付者，該費用已內含於扣繳憑單

給付總額內。 

◆ 原屬於 109年收入之「109年第 1、2季點值結算差額」補付(或追

扣)XXX元，預計與「109年第 3、4季點值」合併計算後撥付。 

【試算範例】 

西醫基層申報執行業務所得總額 

＝ 甲（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部分負擔】之所得） 

+乙（掛號費所得） 

+丙（自費所得，依各科別自費收入核定計算） 

+丁（診所與衛生福利部所屬醫療機構合作之所得、人壽保險公司給

付之人壽保險檢查之所得、配合政府政策辦理老人、兒童、婦

女、中低收入者、身心障礙者及其他特定對象補助計畫之所得

、自費疫苗注射收入、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前往他醫療機構從事

醫療業務之所得等，無本項收入者，則無須申報。） 
 

◎甲 1：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部分負擔】之所得(無 C型肝炎全口服

新藥費用點數者) 

◆ 收入＝扣繳憑單給付總額＜分列項目表註二之 2＞＋部分負擔

金額＜分列項目表第 14欄＞ 

   例：71008 元＝63154 元+7854 元 

◆ 費用＝核定點數（含部分負擔）＜分列項目表註二之 1＞×0.9

元 



   例：70137 元＝77930 點×0.9 元 

◆ 所得＝收入－費用 

   例：871 元＝71008 元－70137 元 

◎甲 2：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部分負擔】之所得(有 C型肝炎全口服

新藥費用點數者) 

◆ 收入＝扣繳憑單給付總額＜分列項目表註二之 2＞＋部分負擔

金額＜分列項目表第 14欄＞ 

   例：71008 元＝63154 元+7854 元 

◆ 費用＝核定點數（含部分負擔）＜分列項目表註二之 1＞×0.9

元+C 型肝炎全口服新藥費用點數(以 10000 點為例)x0.96 

  例：70737 元＝(核定點數 77930 - C 型肝炎費用點數 10000)

點×0.9 元+ C 型肝炎費用點數 10000 點 X0.96 元 

◆ 所得＝收入－費用 

   例：271 元＝71008 元－7073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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