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二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一、 時間：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六時三十分 

二、 地點：成大醫學院四樓餐廳 

三、 出席人員：  

        理事    么煥忠、翁雅茹、吳秀蒂、黃美蘭、許錫銘、賴政詩、黃建中、王唯勳、

江鎧琳、詹靜婷、吳綠茵、劉英宏、洪銘德 

        監事    簡宓緹、李  玲、王姵涵、鄭義成、趙玉潔 

四、 列席人員： 呂建達  

五、 請假人員： 陳金鳳、汪珮如、陳興隆、謝佳穎、羅渝恩、林有為、王惠民、姚惠貞、

林宏吉、簡廷憲 

六、 主席：么煥忠                                                  紀錄：呂建達 

七、 報告事項： 

(一) 目前會員人數：十月底 483 位會員。 

入會：  

 七月份：608 林永泓 

 八月份：609 劉佳玗 610 鄺育青 611 黃梓玹 612 黃予成 613 曾奕勝 

 九月份：614 何璧秀 615 施成霖 

 十月份：616 趙瑞彬 617 張嘉翃 618 鄭靖淇 619 楊恒宜 620 吳宜靜 

           621 涂仲薇 622 邱明慶 623 呂邵柔 624 王瑾妍 

退會： 

 七月份：246 趙冠韋 428 黃泰元 595 李俊憲 

 八月份：551 吳學鵬 500 陳俊榮 572 吳偉豪 599 陳之瑄 

 九月份：577 陳郁翔 579 張明賢 

 十月份：567 蔣承翰 553 蕭易爭 566 陳書錄 

復業： 

 八月份：125 李美樺 

 九月份：50 洪綉雯 551 吳學鵬 



停業： 

 七月份：402 羅渝恩 434 簡得恩 

 九月份：87 谷德蕙 

變更執業地點： 

 七月份：154 王琇萱 

 八月份：581 賴喬文 

 九月份：551 吳學鵬 534 郭家怡 545 蘇軒緯 177 吳麗君  

學術組: 

1. 08/26 EOS 3D 負重式全身骨骼掃瞄系統臨床應用國際研討會 

2. 11/18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新樓醫院輻射防護研討會 

3. 11/18 郭綜合醫院 106 年度輻射防護繼續教育 

公關組： 

       公會交流活動很多需由所有幹部輪流出席，所有理監事都需要代表公會

出席各類活動。  

 財務組： 

   106 年常年會已寄發繳費通知。 

   十月底存簿餘額 873,721 元(全聯會常年會費已經繳納) 

   目前定存： 2,486,388 萬。 



 

 

 八、討論提案： 

(一) 、案由：敬請討論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工作分配。 

說明： 

1. 舉辦日期：107 年 1 月 6 日星期六 13：30 ~ 19：30。 

2. 形式：舉辦半天學術活動及會員自助餐敘。 

3. 地點： 

A. 教育訓練暨會員大會：台南大億麗緻酒店五樓麗緻 A 廳。 

會議時段提供一次會間茶點，香醇咖啡、茶及手工製餅乾或精緻點心，

會議桌上提供瓶裝礦泉水及薄荷糖、紙、筆。 

B. 晚餐：B1 共同市場自助餐。 

 

4. 大會手冊：今年全部電子檔，是否需列印提案及決算預算。 

5. 時程： 

  13:00-14:00 兩性議題 

            14:00-15:00 感控 

            中場點心(時間?) 

                15:00-16:00 法規宣導Ⅰ(找全聯會法規講師) 

            16:00-17:00 法規宣導Ⅱ 

I. 會員大會(需安排全聯會理事長 15 分鐘會務宣導) 

II. 摸彩 

            17:30 自助晚宴 

6. 工作分配 

A. 邀請卡寄送對象 

i. 印刷每張 15 元 

ii. A4 自行列印 

iii. 飯店無法提供 600 張 

B. 來賓高鐵接送(會提供協助者 500 元補助) 

C. 照相 

D. 研討會主持 

E. 報到及出席調查 



1. 永康奇美 

2. 柳營奇美、佳里奇美 

3. 成大：  

4. 台南新樓 

5. 麻豆新樓 

6. 台南市立醫院 

7. 市立安南醫院： 

8. 郭綜合醫院：  

9. 衛福部胸腔病院、新營醫院、CDC 

10. 台南醫院及新化分院 

11. 高榮台南分院 

12. 其他醫療院所 

F. 學會會員代表選舉 

G. 大會司儀 

H. 摸彩 

I. 公關 

 

    議決： 

1. 時間：107 年 1 月 6 日星期六下午  13：30 ~ 19：30。 

2. 地點：700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 660 號台南大億麗緻酒店(五樓麗緻 A

廳暨 B1 共同市場自助餐) 。 

3. 邀請卡請總幹事 A4 紙自行列印計送來會員、來賓(依慣例寄送)。 

4. 邀請卡載明高鐵接駁車訊息請來賓搭乘，若需接送再由本會安排。 

5. 各院所會員報明依理監事劃分負責區域。 

             

 



6. 大會時程 

  

 

 

 

7. 大會照相任務：王惠民、林宏吉 

8. 研討會主持：理事長、黃建中 

9. 學會會員代表選舉：謝佳穎、鄭于吟 

10. 大會司儀：黃美蘭 

11. 摸彩：為了鼓勵出席繼續教育課程及會員大會建議將於會員大會進行

摸彩。 

12. 來賓招待：公關組 

13. 報到櫃台服務： 

i. 來賓報到：王姵涵 

ii. 永康奇美醫院：黃建中、李玲、陳興隆 

iii. 柳營奇美醫院、佳里奇美醫院：姚惠貞、江鎧琳、吳秀蒂 

iv. 成大醫院：吳綠茵、王唯勳、簡廷憲、許錫銘 

v. 台南新樓醫院：鄭義成、林有為 

vi. 麻豆新樓醫院：趙玉潔、洪銘德 

vii. 台南市立醫院：詹靜婷 

viii. 市立安南醫院：羅渝恩 

ix. 郭綜合醫院：翁雅茹 

x. 衛福部胸腔病院、新營醫院、CDC：劉英宏 

xi. 台南醫院及新化分院：汪佩如 

xii. 高榮台南分院：陳金鳳 

xiii. 其他醫療院所：賴政詩、簡宓緹 

14. 會員出席調查： 

i. 永康奇美醫院：黃建中、李玲、陳興隆 

ii. 柳營奇美醫院、佳里奇美醫院：姚惠貞、江鎧琳、吳秀蒂 

iii. 成大醫院：吳綠茵、王唯勳、簡廷憲、許錫銘 

iv. 台南新樓醫院：鄭義成、林有為 

v. 麻豆新樓醫院：趙玉潔、洪銘德 

vi. 台南市立醫院：詹靜婷 

vii. 市立安南醫院：羅渝恩 

viii. 郭綜合醫院：翁雅茹 

ix. 衛福部胸腔病院、新營醫院、CDC： 劉英宏 

x. 台南醫院及新化分院：汪佩如 

時     間  內             容  

13:00~13:30  學術研討會報到  

13:30~14:20  兩性教育課程 

14:20~15:10  感染控制課程 

15:10~15:30  學術交流（tea time） 

15:30~16:20  醫事放射法規宣導  

16:20~16:30  會員大會報到  

16:30~17:20  會員大會/醫事放射法規宣導/摸彩 

17:30~  餐敘(B1共同市場自助餐) 



xi. 高榮台南分院：陳金鳳 

xii. 其他醫療院所：賴政詩、簡宓緹、呂建達 

(二) 、案由：會員權益受損公會如何協助處理 

    說明：  

    議決： 

1. 公會處理程序： 

i. 接受案件 

ii. 提供諮詢服務 

iii. 轉呈全聯會會員權利委員會 

iv. 全聯會法律顧問協助 

2. 本次案件林有為理事會提供處理過程供公會參考。 

 

九、臨時動議。 無 

 
十、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