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診所美容醫學品質認證作業指引 

一、 認證目的： 

為維護美容醫學處置過程之病人安全與專業品質，確保民眾權益並提供選擇醫

療服務之參考。 

二、 認證類別： 

美容醫學品質認證，分為手術類、非手術類。 

三、 指導單位及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二) 辦理單位：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四、 申請資格： 

提供美容醫學服務項目之診所（以下稱機構），且符合下列情形： 

(一) 提供手術類或非手術類美容醫學服務項目達 6個月以上。 

(二) 於所在地衛生局合法登記達 6個月（含）以上，並符合醫療機構設置標準。 

(三) 過去二年內，未有因違反醫療相關法規遭衛生主管機關處停業以上處分。 

五、 申請時間：申請日期由辦理單位公布於該單位網站。 

六、 申請方式：依辦理單位公告之申請程序並檢附相關資料提出認證申請。 

七、 收費標準：新臺幣 5萬元，需於機構提出申請時完成繳付。 

八、 認證程序： 

（一） 資格審查： 

1. 辦理單位於收到申請案件後，進行書面審查並於 1個月內回復審查結果。 

2. 申請資料有疑義或未完備之情形，辦理單位將另行通知補件，申請機構應

收到於通知後 5個工作天內完成補件。 

3. 機構提出認證申請後，應確保提供資料之正確性，並提供最新且完整之資

訊，如有變更負責醫師或診所名稱等異動，應主動告知辦理單位。 

（二） 實地訪視： 

1. 將依受評機構與辦理單位共同確認之時間，於申請後半年內安排實地訪

視。 

2. 辦理單位與機構確認實地訪視日期後，除機構發生重大事件或不可歸責

之原因外，不得調整日期，實地訪視期間遇天然災害（如：風災、水災、



震災、土石流災害及其他天然災害），經機構所在地之縣市政府發布停班，

則中止實地訪視作業，另擇期接續實地訪視認證作業。 

3. 機構需於實地訪視日 1個月前繳交資料至辦理單位。 

4. 辦理單位將安排一至二名委員，依通知之日期至機構進行實地訪視。 

（三） 結果確認： 

1. 認證結果經辦理單位評定程序確認後，函復機構認證結果及意見書。 

2. 機構對於認證結果有疑義者，得於接獲評定結果通知後一週內，檢附相關

資料向辦理單位提出書面申復，辦理單位得視情況進行複查，惟機構複查

後仍未符合者，則評定為不通過。 

3. 通過認證之機構，由辦理單位提供中、英文紙本認證證書及標章電子檔。 

九、 認證效期及其他應配合事項： 

（一） 機構通過認證，效期為 3年。 

（二） 通過認證之機構得於效期截止日半年前，提出展延效期之申請；通過後

之效期起始日，以前次效期終止日開始計算。如逾期提出申請，則視為

首次申請認證，並以公告通過結果日為效期起始日。 

（三） 通過機構於效期內，如有變更認證類別之美容醫學項目，應於事實發生

30日內以函文通知辦理單位，並檢附變更之內容及相關資料。 

（四） 通過認證之機構，需配合辦理單位相關查核作業，如發生重大情事，辦

理單位得中止或終止其認證資格。 

（五） 通過認證之機構辦理歇業時，其認證效期即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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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診所美容醫學品質認證申請程序注意事項說明 

一、 申請時間：108年 11月 4日至 11月 30日。 

二、 申請程序 

（一） 請至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以下簡稱本會）網站診

所美容醫學品質認證專區下載「診所美容醫學品質認證申請相關表

單」。  

（二） 備妥下列資料後，以掛號郵寄（免備文）至本會，地址：220 新北

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 31 號 5 樓，美容醫學品質認證工作小組收。 

1. 申請書 1 份（請見附件一）。 

2. 醫療機構開業執照 1 份（影本）、負責醫師執業執照 1 份（影本）。 

3. 轄區衛生局近二個月內的調查回復單（正本）（格式，請見附件二）。 

4. 認證費之匯款證明 1 份（影本），收費標準為新臺幣 5 萬元，為鼓

勵機構參與認證，前 100 家完成申請認證者，得優惠為新臺幣 3 萬

元。 

三、 申報資料繳交方式 

（一） 請於實地訪視前一個月，繳交「機構自評資料表（請見如附件三）」

及「團隊成員一覽表（請見附件四）」，並由專人或郵寄（免備文）

送至本會。 

（二） 申報資料繳交後，不再受理抽換作業，若資料有需要更正，則請機

構於實地訪視時提出說明。 

四、 實地訪視之資料準備 

（一） 會前會：請於實地訪視當天，於會前會時段備妥下列資料供委員實

地訪視時參考。 

1. 3 個月內已接受治療者名冊（請使用本會受治者清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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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醫療機構簡報紙本 

3. 陪評人員名單 

（二） 實地查證及訪談：準備各查核項目所列之準備文件，若機構已將資

訊電子化，亦可提供電腦供委員查詢，並依據委員安排之路線，協

助委員至各單位進行查證。 

五、 費用繳交時間： 

需於醫療機構提出申請時完成繳付，機構若未通過申請資格審查則會

退回此款項。 

六、 退費說明： 

(一) 機構提出認證申請後，尚未約定日期且未於半年內完成實地訪視

者，即扣除 20%認證費用，作為行政處理費用。 

(二) 機構提出認證申請後，已約定日期，除機構發生重大事件或不可

歸責之原因外，不得調整日期，亦不予退費。 

七、 權利及義務： 

(一) 機構應確保提供之資料與實地訪視口頭答覆均符合臨床實際執行

情形，無刻意隱瞞之情事，並提供最新且完整之資訊。 

(二) 機構提出認證申請後，如發生變更負責醫師或變更醫院名稱等異

動，應主動告知本會。 

(三) 若實地訪視期間遇天然災害（如：風災、水災、震災、土石流災

害及其他天然災害），經機構所在地之縣市政府發布停班，則中止

實地訪視作業，另擇期接續實地訪視認證作業。 

(四) 通過機構於使用合格標章時，須符合標章使用規範，且應於各式

文宣品、機構網站放置標章。機構合格效期終止或註銷時，不得

使用本標章。 

(五) 通過機構於效期內，如有變更認證類別之美容醫學項目，應於事

實發生 30 日內以函文通知辦理單位，並檢附變更之內容及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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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六) 通過認證之機構，需配合辦理單位相關查核作業，如發生重大情

事，辦理單位得中止或終止其認證資格。 

(七) 通過認證之機構辦理歇業時，其認證效期即終止。 

(八) 本會保有本申請程序之變更、修改或暫停之權利；如有異動將另

公布於本會網站專區。 



1 

診所美容醫學品質認證查核項目及查證重點

查核項目 查證重點 

壹、 機構運作與管理 

一、 明訂美容醫學服務項目、收費，並揭

露於機構明顯處及網頁。 

1. 查閱開業證明相關文件。 

2. 瀏覽機構網頁。 

二、 提供服務之醫事人員須於所在地衛

生局合法登錄，且專業證照應揭示於

明顯處。 

查閱醫事人員名冊、執業執照、醫事人員

證書。 

註：應符合特管辦法特定美容醫學手術之

麻醉相關規定。 

三、 提供服務之醫事人員須接受相關訓

練，並有證明。(試評) 

查閱醫事人員名冊及相關訓練證明（如專

科醫師訓練、美容醫學相關訓練、急救訓

練）。 

四、 診療室、手術室設置洗手設備，並落

實手部衛生作業。 

1. 查看診療室、手術室洗手設備。 

2. 確認工作人員是否遵循手部衛生作業。 

五、 儀器、設備能正常運作，並有定期保

養紀錄。 

查閱儀器設備清潔及保養紀錄。 

註：若有與外包廠商合作，應有適當之管

理措施及品管合約。 

六、 提供安全且合適之醫療動線及隱私

維護。 

1. 能在安全及確保病人隱私的原則下，依

病人需求，提供舒適及周全之處置空

間。 

2. 病人隱私資料收集應符合相關法規，如

個資法等。 

3. 查看機構平面圖、實地環境。 

4. 查閱衛生局督導考核紀錄。 

七、 維護環境清潔，並有作業紀錄。 

1. 定期執行清潔工作，並有環境品質監

控。 

2. 查閱環境清潔工作、監控相關紀錄。 

3. 實地察看環境 

八、 訂有器械消毒作業程序，並落實執

行。 

1. 查閱器械消毒作業程序。 

2. 查閱器械消毒紀錄。 

九、 執行有害事業廢棄物處理（如生物醫

療廢棄物），並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

規定辦理。 

查閱有害事業廢棄物處理運送及處理流

程。 

十、 訂有緊急應變措施。 
查閱緊急應變作業程序或流程（如火災、

停電、資訊系統當機）。 

十一、 設置客服專線且有客訴處理流

程，並進行滿意度調查。 

1. 客服專線資訊應公開於機構網頁及明

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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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項目 查證重點 

2. 查閱客訴處理標準作業程序。 

3. 查閱病人滿意度調查分析。 

貳、 專業及安全的醫療作業 

一、 訂有主要美容醫學服務項目之醫療

照護處置作業流程，並落實執行。 

1. 查閱主要服務項目照護作業流程。 

2. 查閱病歷紀錄。 

二、 使用衛生福利部公告之「美容醫學處

置之同意書及說明書範本」或「美容

醫學針劑注射處置同意書及說明書

範本」，並落實事前告知同意。 

1. 查閱機構執行處置前，能使病人充分瞭

解建議之醫療處置的內容及選擇。 

2. 查閱相關病歷紀錄（包含各式同意書

等）。 

三、 手術、治療紀錄及病歷記載完整。 

查閱病歷紀錄，包含病人資料、醫療處置

名稱、處置位置（如 time-out）、鎮靜、

麻醉監測等相關規範。 

四、 落實術前、術中及術後麻醉照護安全

作業。 

1. 查閱麻醉照護作業流程，含鎮靜、麻醉

後照護及病人運送。 

2. 查閱病歷紀錄。 

 

註：機構未提供手術、麻醉之服務，本項

得以免評。 

五、 使用之藥物應具有中央主管機關核

准發給之藥物輸入或製造許可證明

文件。 

查閱藥物輸入或製造許可證明等相關文

件。 

六、 正確執行給藥，處方箋資訊及藥袋標

示完整。 

1. 處方箋應註明項目為藥品名、藥品單位

含量、調劑日期、有效日期、病人姓名、

病歷號碼等資訊。 

2. 查閱藥袋標示內容。 

七、 訂有完善的藥品（針劑）使用及保存

管理機制（如溫度監測、效期等），

並落實執行。 

1. 查閱溫度監測紀錄。 

2. 確認藥品（針劑）效期。 

八、 對管制藥物有清楚之使用紀錄及管

理。 

1. 查閱管制藥物使用紀錄。 

2. 查閱管制藥物管理規範。 

九、 訂有機構內突發危急病人之急救作

業流程。 

1. 查閱機構內突發危急病人之急救作業

流程（含必要時之緊急後送）。 

2. 確認急救設備與藥物。 

十、 主動提供並協助處置後照護指導。 
1. 查閱處置後照護相關手冊或資訊。 

2. 查閱定期回診追蹤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