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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地址：10688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29號9

樓

聯絡人：向鈞

電話：(02)27527286-114

傳真：(02)2771-8392

Email：124@tma.tw

受文者：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5月2日

發文字號：全醫聯字第107000056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1070000563_Attach1.docx、1070000563_Attach2.docx)

主旨：提供有關醫師業務責任保險相關資料，惠請 貴會轉知所

屬會員，請 查照。

說明：

一、本會於107年4月19日與兆豐、富邦、和泰、泰安、明台、

旺旺友聯、新光、華南、國泰世紀、南山和臺灣共11家產

險公司，完成簽訂「醫師業務責任保險合作推廣備忘錄」

，正式開啟合作新頁。

二、本會與產險公會討論協商歷時18個月，改善過去醫師業務

責任保險諸多問題，完成定型化契約之內容及統一投保科

別分類標準、重新精算保險費率，大幅調降基本保費、訂

定醫師業務責任保險承保及理賠標準作業程序(SOP)。

三、檢附11家保險公司提供之醫師業務責任保險費率參考表(

如附件一)，保險公司並依個別被保險醫師之實際風險程度

、承保條件或損失經驗等因素考量，進行加、減費幅度調

整。

四、產險公會已責成各產險公司成立「醫師業務責任保險」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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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小組，將可受邀至各縣市醫師公會，提供醫師業務責任

保險服務之宣傳。檢附醫師業務責任保險相關聯繫窗口彙

整表(如附件二)

正本：各縣市醫師公會

副本：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2018-05-02
12:03:13

理事長 邱 泰 源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醫師業務責任保險費率參考表 

醫師科別分類表 投保方案-保險金額(追溯日同起保日) 

類別 醫師科別 

年 
保 
險 
費 

A.100/250 萬 B.200/500 萬 C.300/750 萬 

乙類 
一般內科、家庭醫學科、皮膚科、性病科、病理科、神經內科、 
胸腔內科、復健科、感染控制科、檢驗科、一般科、健檢科 

5,537 8,306 10,521 

丙類 
小兒科、耳鼻喉科、眼科、精神科、核醫科、放射線科、 
新陳代謝科、腫瘤科、疼痛科、腎臟科、腸胃科、心臟科 

6,768 10,152 12,859 

丁類 
外科（一般外科、骨科、小兒外科、胸腔外科、心臟血管、 
大腸直腸外科、整型外科、神經外科、泌尿科)、急診科 

8,306 12,459 15,782 

戊類 婦產科、麻醉科 12,100 18,151 22,991 
1. 上表所載之投保方案自負額為每一事故損失金額之 10%。 
2. 追溯年期加費幅度如下表： 

追溯長度 加費幅度 
一年 39.2% 
二年 62.7% 
三年 62.7% 

3. 保險金額逾 300 萬者，依此費率架構，另行洽訂。 
4. 本保險費費率表得依醫師之過去損失經驗、執業年資、學歷、平均每日診病次數、醫務器材設備等因素考量加減費，加費幅

度上限以 125%、減費幅度下限以 30%為限。 
5. 提供以上費率參考表之 11 家產物保險公司分別為（依筆劃順序排列）： 
   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南山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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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責險相關聯繫窗口彙整表 

聯絡 

窗口 

 

保險公司 

投 保 窗 口 

連絡電話或手機及聯

絡 人 姓 名 

理 賠 出 險 窗 口 

連絡電話或手機及聯

絡 人 姓 名 

推廣宣導業務窗口連

絡電話或手機及聯絡

人 姓 名 

泰 安 
張原銘 

2381-9678 分機 359 

翁姍姍 

2381-9678 分機 825 

張原銘 

2381-9678 分機 359 

兆 豐 

馮怡琪 

2381-2727 分機 8212 

手機 0935-934-240 

陳國華 

2381-2727 分機 8269 

吳文雄 

2381-2727 分機 8255 

旺旺友聯 
黃任慶 

2776-5567 分機 279 

祁傳智  

2776-5567 分機 707 

唐嘉鈺 

2776-5567 分機 359 

國 泰 
林穎聰 

2755-1299 分機 5780 

陳偉哲 

2755-1299 分機 5760 

林穎聰 

2755-1299 分機 5780 

富 邦 
劉韶春   

2706-7890 分機 58298 

陳肇宏 

2706-7890 分機 58538 

劉韶春 

2706-7890 分機 8298 

明 台 

王怡汶 

2772-5678 分機 2970 

蘇文慶 

2772-5678 分機 2951 

郭尚鑫 2960-8888 

分機 265 

手機 0939-371-505 

華 南 

葉雅萍 

2756-2200 分機 3908 

賴秀敏    分機 3595 

陳弘明   

2756-2200 分機 3852 

手機 0915-284-678 

許俊傑   分機 3267 

手機 0933-110-829 

許良賢 

2756-2200 分機 3211 

手機 0939-018-616 

孫世俍   分機 3270 

手機 0921-139-098 

新 光 

黃士誠 

2507-5335 分機 322 

房憲錡 

2507-5335 分機 359 

游敏男 

2507-5335 分機 302 

李健至 

2507-5335 分機 602 

黃士誠 

2507-5335 分機 322 

房憲錡 

2507-5335 分機 359 

和 泰 
趙明展  

2181-5000 分機 1731 

郭明昌 

2181-5000 分機 1603 

趙明展  

2181-5000 分機 1731 

南 山 
李明威 

7726-8706   

林正智 7726-8516  游士寬 

7726-8720 

臺 灣 

陳瑩森 

2382-1666  分機 154 

吳晉欣 

2382-1666  分機 281 

劉原宏     分機 175 

林志倫 

2382-1666 分機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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