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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  洗 :

保存年 1■ :

衛生福オ1部 凸

地址 :H52“ 台ョし市占港匡恙孝東路6段488先

聯洛人 :沐軒立

昴陥″ζ ttt舌 :(02)8590-7393

不掌真 :(02)8590-7087

電子郵件 :mdldc@mohW gov師
豊Jし 市中山匡民生東略一段54琥二接えニ

受文者 :社国法人 ヤ羊民國諮商心理
`T/AN含全國聯合含

委文日期 :ヤ 羊民國HO年 4月 15日

贅文字読 :衛部警字第1101660973読

速別 :普通件

密竿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 llFK:

附件 :■ 文

主旨 :因 受晨童特殊侍染ll■肺炎 (COVID‐19)疫情影響及西ι合防

疫政策需要 '各類警事人員執業執照應え新期限介於HO年 1

月1日 ■110年 12月 31日 者 (合 109年晨延6個 月)'請貴局統

一重予晨延1年 '詳枷説明 '請査照 。

説 明 :

依嫁蔵童特殊得染性肺炎防治及紆困振興特別條例第7條 盟

110年 3月 3日 晟重特殊停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ヤむ警

療應雙忽第39次含議決議辮理 。

接各類署事人員法規定 '執業應受饉績教育 '並毎六年提出

完成饉績教育證明文件 '辮理執業執照え新 。為使全確讐事

人員専む投入防疫工作 '本部前以109年 3月 20日 衛部警字第

1091661705抗 出規定 ,執業執照應於 109年 12月 31日 前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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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得通子晨延6佃 月 '並 以 109年 6月 22日 衛部署字第

1091663895抗凸満充無須校具書面理由及證明文件在案 。

二 考ヽ量HO年晟重特殊侍染性肺炎疫情尚未完善控+1,旨 掲書

事人員執業執照應え新 日期得参照109年 函示 '遅子晨延 1

年 '免 4El別提出申請 。

四 晨ヽ延方式辮理枷下 :

(一 )対 象 :警 事人員執業執照應え新期限介於HO年 1月 1日 二

110年 12月 31日 者 (合 109年執照饉晨延6個 月後 '史新期

限於 110年者 )。

(二 )方 式 :免 申請 'こ子晨延 1年 。晨延期間内 '讐事人員可

工常停業 歌ヽ業 執ヽ業 えヽ換執業え所等 '不 受限+1。

(二 )執照史新後え 日期 :新委え執業執照應史新 日期為白源套

執業執照居満第六年翌日。投口某警事人員源應於HO年4月

22日 え新執照 '経 自動晨延行 可遅二Hl年4月 21日 申請

え新 ,仁其新頷執業執照え應え新 日期為H6年4月 22日
'

不因晨延換照而延長下一張執業執照應え新 日期 。

二 ヽ男専科 書自T證 書依 稼 本部 109年 3月 3日 衛 部 署字 第

1091660951琥 凸 (附件 )自 動晨延 1年数期者 '視同警事人

員執業登記及饉績教育辮法第4條 第6款及第7條 第1項 第4款

第1日 え有数文件 。

大 請ヽ貴局 (警政及梁政科室)典各地方警事人員/AN含及各警事

饉

騒

ｔ

第2頁  共4頁



鷹
離
羅
壼

へ
独
議
勤

人員全国聯合含 '詳カロ確認轄(含 )内 應え新執照者 '促請其

儘速修習饉績教育積分並及時え新執業執照 。

七 昌ヽ1本抄送各讐事人員公含全国聯合含及各饉績教育審査早

位 '請息子宣専開課単位カロ強辮理鋼路及雑誌近ttえ饉織教

育課程 ,以克服晟重特殊侍染性疫情期間 ,警事人員難以参

加貴盤饉績教育課程え限十1。

工本 :地方政府衛生局
昌1本 :ヤ 率民國薔

`T公
含全國聯合含 ヽ中幸民国十警白T公含全国聯谷含 社ヽ国法人ヤ羊

民国牙警eFl公 含全国聯谷會 ヽ中率民国護理白T護士公含全国聯合會 ヽ中事民国語

言治療自T公含全国聯合含 ヽヤ華民国嗜吸治療白T公含全國聯合含 社ヽ口法人ヤ羊
民國物理治療

`T公
含仝國聯谷會 ヽ十■民国物理治療生公含全國聯合會 社ヽ国法

人十■民国職育ヒ治療師公會全国聯合含 ヽヤ幸民國誉養彦T公含全国聯谷會 社ヽ国

法人ヤ率民国諮商む理師公含全国聯合含 ヽヤ幸民国臨床心理師公含全国聯合

會 ヽヤ華民国警事表射師公含仝國lll谷含 社ヽ国法人ヤ華民国警事楡験師公含仝

国聯合含 ヽ中華民国警事楡騒生公含仝回聯合含 ヽ中幸民国薬17T公 含全国聯合

含 ヽ中華民國薬剤生公含仝國聯合含 ヽ中羊民国牙鐙技術師公含全国聯合含 ヽヤ

準民国験光師公含全国聯杏含 ヽ中事民国験光生公含仝國聯合含 ヽヤ事民国助産

師助産士公含仝國聯杏含 ヽヤ華民国聰力師公含仝園聯谷含 本ヽ
=F護

理及健康照

護司 本ヽ部 ,む 理及口腔健康司 本ヽ部中書柔司 衛ヽ生福利
=ド

ヤ共健康保険署 衛ヽ

生福オ1部 疾病管+1署 最ヽ重特殊得染性肺炎ヤ共流行疫情指拝 中′む指揮官(均 合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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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 本

衛生福オ1部 呂

地址 :11558台 メし市高港匠恙孝 束路6段 488

詭

聯絡人 :李 楓真

聯絡電話 :(02)85907422

倅真 :(02)8590-7087
電子郵件 :mdjaneleeOmohw gov tw

受文者 :

委文日期 :ヤ 姜民国109年 3月 3日

委文字読 :衛部讐字第1091660951硫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附件 :

主 旨 :因 受晟 重特殊得染性肺 炎疫情影響及酉こ谷防疫 jFt策 需要 '有
閉109年及HO年専科書自T證書有数期 FFK居 満需史新者 ,女口因
於期限内無法撃得足豹饉績教育積介辮理専科證 書え新事
宜 '自 ヌF日 起蕪需向本部 申請晨延 '依専科書自T分科及凱客

辮法第16條 第1項 規定舅

`子
自動晨延1年 '請韓知所轄含員並

依説明段排理 戸請査照 。

祝 明 :

一 為ヽ使全膿専科書
`T専

む投入防疫工作 '開於109年及HO年専
科警自T證書有数期 rR屈 満需ぇ新者 '無 需r.7本 部申請晨延え
新 ,惟應於其専科書

`T證
書有及期限居二え 日起 1年 内向本

部蒲行申請専科證書え新 。

二 為ヽ増迄専科書師取得相開饉績教育時藪 '請各専科讐學含 ,

依専科書
`T分

科及凱審丼法第12條規定 '研議増カロ綱略課程
積介レヒク1及採計方式 '並驚社匡及學及防疫衛教宣専納入饉

讀教育積分採計 。

■本 :台 湾内科書學合 ヽ台湾家庭書學警學含 ヽ台湾外科書學含 豊ヽ清兒科書學含 ヽ合湾婦
産科書學含 ヽヤ手民国骨料警學會 社ヽ口法人台湾神経外科書學合 ヽ台湾法尿料署學
含 ヽ台湾平鼻喉頭頸外科書學含 ヽヤ事民国日R料讐學含 姜ヽ清皮膚料警學含 ヽ台湾神
経學學含 ヽ台港精 ft警 學會 ヽ台湾復健書學會 ヽ台潜茄酔暑學含 ヽヤ事民国及射線警

拳會 ヽ台湾及射腫瘤學含 ヽ台湾臨床痛理璧検験害學含 ヽ台湾病理學含 ヽ中華民国

核警學學含 ヽ台湾整形タト科書學含 ヽ台湾怠診讐學含 ヽヤ事民国環境III業 讐學含

=」
本 :衛生福オ1=「 中央健康保険署 ヽ中羊民国磐eT公 會全国聯合合 ヽ台湾署院協會 ヽ中事民

国基層讐療協含 社ヽ国法人十■民国牙讐自T公含仝國聯合含 地ヽ方政府衛生

機  婉 :

保存 年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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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本ヽ部附渇書療及社含褐ォ1機 j14管理合 本ヽ
=卜

む理及口腔健康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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