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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中華民國 104 年 08月 29 日 星期六 

地點: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268 號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門診大樓七樓第二會議室) 

 

 



 

 

『醫事放射師』誓詞 
 

我決心奉獻所學，全心投入，以放射醫學為職志。〈認同〉 

我願意善盡天職，無怨無尤，以造福病患為首願。〈專業〉 

我持續追求新知，發揚專業，以提昇品質為己任。〈提昇〉 

我感謝父母家人，社會師長，以感恩的心為回報。〈倫理〉 

我誓言團結互信，善盡本分，以醫事放射為榮耀。〈團隊〉 

 



基隆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104年第 2次繼續教育課程 

暨第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主 辦 單 位：基隆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研討會時間：中華民國 104年 08月 29日 星期日六 08:00 至 17:00 

 研討會地點：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門診大樓七樓第二會議室 

 
時      間 主               題        講               師   座   長 

07:50~08:00 參加人員簽到 葉 理事長  

 

 

王院長文彥 

林主任志姮 

葉理事長志誠 

 

 

 

08:00~08:10 主  持  人  致  詞        王   院   長 

08:10~09:00   顯影劑用藥安全 

1.含碘與含釓對比劑介紹 

張家欣藥師 

1. 普樂可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2.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藥理學科    

   助理教授 
09:10~10:00 2.過敏性休克用藥之介

紹. 

10:10~11:00 放射師對輻射防護應有的

概念 
黃敏雄技術主任 

1.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2.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理事長  

11:10~12:00 

12:00~13:00 午餐 基隆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13:10~14:00 電腦斷層掃描儀非年度品

質保證測詴 

陳建全物理師 

 

 

14:10~15:00 

15:10~16:00 

16:00~16:10 參加人員簽退 葉理事長 

16:10~17:00 會員大會 葉理事長  

 
 本課程提供 

 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學分 7小時。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 7小時。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認可游離輻射防護暨輻射安全證書繼續教育學分 

5小時。  

 電腦斷層掃描儀非年度品保繼續教育學分 3小時。 

 聯絡人：林婷潔 TEL：02-24292525轉 5301 



理事長的話 

各位長官及貴賓、各位親愛的會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承蒙各位長官及貴賓蒞臨指導、本大會倍增無限光彩，僅代表本會致

上崇高的敬意與感謝，特別是全體理監事的愛護與信任及全體會員支

持與協助，使會務運作順暢。相關繼續教育的舉辦課程也承蒙大家支

持順利完成，春節聯歡晚宴感謝全體會友踴躍參加，提升會友之間交

流。 

全聯會本會代表 3席加上理事長為當然代表 1席共有四席，今年 10

月 31 日(星期六)假台北榮總至德樓舉辦全聯會會員代表大會暨國際

論壇，資深放射師表揚滿 25 年者，本會提報 2 位，請會友踴躍參加。 

明年 19
th
 ISRRT WORLD CONGRESS 世界放射師大會 AND 23

rd
 EACRT 東

亞放射師大會 October 20~22 2016 in Seoul Korea 韓國首爾舉行，

請會友踴躍投稿口頭報告，參與學術論文發表，藉由學術活動促使我

國放射師專業及學術能力，呈現在世界放射師大會。期許來年，明天

會更好!  

『詳情請上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官網查詢』。 

    感謝各位長官、貴賓蒞臨指導、各位會友百忙中撥空參與 

    敬祝各位會友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平安幸福美滿! 

  葉志誠 敬上 



基隆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第五屆理監事名單 

理事長 

葉志誠 基隆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147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268 號 

常務理事 

宋振明 基隆長庚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401 基隆市安樂區麥金路 222 號 

范志明 基隆長庚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401 基隆市安樂區麥金路 222 號 

理事 

劉禎祥 三總民診處 放射線科 20244 基隆市中正區正榮街 100 號 

黃貞鑾 市立基隆醫院 放射科 20250 基隆市中正區義二路 2 巷 2 號 

李蕙如 基隆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147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268 號 

林婷潔 基隆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147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268 號 

朱麗蓉 基隆長庚醫院 核子醫學科 20401 基隆市安樂區麥金路 222 號 

吳國榮 基隆長庚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401 基隆市安樂區麥金路 222 號 

後補理事 

潘郁婷 基隆長庚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401 基隆市安樂區麥金路 222 號 

常務監事 

薛德輝 基隆長庚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401 基隆市安樂區麥金路 222 號 

監事 

顏憲仁 基隆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147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268 號 

鄭惠玲 台灣礦工醫院 放射科 20543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 29 號 

後補監事 

林長庚 三總民診處 放射線科 20244 基隆市中正區正榮街 100 號 

何任閎 基隆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147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268 號 



 

基隆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第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議程 

時間 內容 

16:10 大會開始 

16:15 主席報告 

16:20 來賓介紹 

16:25 來賓致詞 

16:30 會務報告 

16:40 監事會監查報告 

16:50 臨時動議 

17:00 散會 

  

 

 

 

 

 

 



基隆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名單 
編號 姓名 醫院 單位 地址 

00001 范志明 基隆長庚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401 基隆市安樂區麥金路 222 號 

00005 吳榮賜 基隆長庚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401 基隆市安樂區麥金路 222 號 

00007 邱奕昇 基隆長庚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401 基隆市安樂區麥金路 222 號 

00009 宋振明 基隆長庚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401 基隆市安樂區麥金路 222 號 

00013 薛德輝 基隆長庚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401 基隆市安樂區麥金路 222 號 

00016 鄭如金 基隆長庚醫院 核子醫學科 20401 基隆市安樂區麥金路 222 號 

00017 張育華 基隆長庚醫院 牙科 X 光室 20401 基隆市安樂區麥金路 222 號 5 樓 

00018 王淑芳 基隆長庚醫院 核子醫學科 20401 基隆市安樂區麥金路 222 號 

00027 鄭惠玲 礦工醫院 放射科 20543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 29 號 

00031 顏憲仁 基隆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147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268 號 

00033 葉志誠 基隆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147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268 號 

00035 林瓘瑀 基隆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147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268 號 

00045 律美蘭 基隆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147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268 號 

00062 徐宗維 基隆長庚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401 基隆市安樂區麥金路 222 號 

00065 王健名 基隆長庚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401 基隆市安樂區麥金路 222 號 

00075 王嬿琳 三總民診處 放射診斷部 20244 基隆市中正區正榮街 100 號 

00078 張語恩 三總民診處 放射診斷部 20244 基隆市中正區正榮街 100 號 

00081 黃貞鑾 基隆市立醫院 放射科 20250 基隆市中正區義二路 2 巷 2 號 

00082 吳玉玲 基隆長庚醫院 心導管室 20401 基隆市安樂區麥金路 222 號 

00087 李志峰 基隆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147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268 號 

00089 林至剛 礦工醫院 放射科 20543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 29 號 

00096 潘郁婷 基隆長庚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401 基隆市安樂區麥金路 222 號 

00097 吳國榮 基隆長庚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401 基隆市安樂區麥金路 222 號 

00098 黃昱瑄 基隆長庚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401 基隆市安樂區麥金路 222 號 

00099 林文成 礦工醫院 門診部 20241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76 號 2 樓 

00105 尤韋雄 基隆長庚醫院 放射腫瘤科 20445 基隆市安樂區基金一路 208 巷 200 號 

00106 范佩華 基隆長庚醫院 放射腫瘤科 20445 基隆市安樂區基金一路 208 巷 200 號 

00108 陳紹軒 基隆長庚醫院 放射腫瘤科 20445 基隆市安樂區基金一路 208 巷 200 號 

00109 張惠萍 基隆長庚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401 基隆市安樂區麥金路 222 號 

00113 陳清泉 礦工醫院 門診部 20241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76 號 2 樓 

00114 呂孟親 基隆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147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268 號 

00115 林婷潔 基隆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147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268 號 

00118 黃碧嬋 三總民診處 放射診斷部 20244 基隆市中正區正榮街 100 號 



基隆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名單 
編號 姓名 醫院 單位 地址 

00119 程思齊 三總民診處 放射診斷部 20244 基隆市中正區正榮街 100 號 

00120 趙淑芬 慢性病防治所 放射部 20147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266 號 

00121 刑培棟 基隆醫院 心導管室 20147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268 號 

00122 李鋇鈴 三總民診處 放射診斷部 20244 基隆市中正區正榮街 100 號 

00123 吳憲宗 三總民診處 放射診斷部 20244 基隆市中正區正榮街 100 號 

00125 張玉貞 基隆長庚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401 基隆市安樂區麥金路 222 號 

00126 張存菁 基隆長庚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401 基隆市安樂區麥金路 222 號 

00128 謝漢秋 基隆長庚醫院 放射腫瘤科 20445 基隆市安樂區基金一路 208 巷 200 號 

00129 呂彥萩 基隆長庚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401 基隆市安樂區麥金路 222 號 

00130 李國揚 三總民診處 放射診斷部 20244 基隆市中正區正榮街 100 號 

00133 李冠瑩 基隆長庚醫院 核子醫學科 20401 基隆市安樂區麥金路 222 號 

00134 陳屏蓁 基隆長庚醫院 放射腫瘤科 20445 基隆市安樂區基金一路 208 巷 200 號 

00135 何任閎 基隆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147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268 號 

00136 郭柏辰 基隆長庚醫院 放射腫瘤科 20445 基隆市安樂區基金一路 208 巷 200 號 

00138 江星輝 基隆市立醫院 放射科 20250 基隆市中正區義二路 2 巷 2 號 

00141 徐紹軒 三總民診處 放射診斷部 20244 基隆市中正區正榮街 100 號 

00142 李蕙如 基隆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147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268 號 

00145 林長庚 三總民診處 放射診斷部 20244 基隆市中正區正榮街 100 號 

00147 詹苡喬 基隆市立醫院 放射科 20250 基隆市中正區義二路 2 巷 2 號 

00150 李曉穎 中台醫事檢驗所 X 光科 20241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50 號 

00151 劉佳鈺 仁祥醫院 放射科 20041 基隆市仁愛區忠一路 20 號 

00157 郭修齊 基隆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147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268 號 

00162 朱麗蓉 基隆長庚醫院 核子醫學科 20401 基隆市安樂區麥金路 222 號 

00163 劉禎祥 三總民診處 放射診斷部 20244 基隆市中正區正榮街 100 號 

00165 魏浩恩 基隆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147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268 號 

00166 陳志豪 基隆長庚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401 基隆市安樂區麥金路 222 號 

00169 林書揚 基隆長庚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401 基隆市安樂區麥金路 222 號 

00172 李貞緻 基隆長庚醫院 泌尿碎石科 20401 基隆市安樂區麥金路 222 號 

00174 吳家盛 礦工醫院 放射科 20543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 29 號 

00175 謝佩紋 基隆長庚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401 基隆市安樂區麥金路 222 號 

00177 林孟萱 基隆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147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268 號 

00178 林玴竹 新昆明醫院 放射科 20248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 30號 

00180 林佳琮 基隆長庚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401 基隆市安樂區麥金路 222 號 



基隆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名單 
編號 姓名 醫院 單位 地址 

00181 黃淑香 基隆長庚醫院 放射腫瘤科 20445 基隆市安樂區基金一路 208 巷 200 號 

00182 曾國隆 新昆明醫院 放射科 20248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 30號 

00184 黃信逢 基隆長庚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401 基隆市安樂區麥金路 222 號 

00185 許益誠 基隆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147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268 號 

00187 蔡祐軒 基隆長庚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401 基隆市安樂區麥金路 222 號 

00189 黃  瑜 基隆長庚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401 基隆市安樂區麥金路 222 號 

00190 簡煒哲 礦工醫院 放射科 20543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 29 號 

00191 張祖軒 礦工醫院 放射科 20543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 29 號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全國聯合會第五屆會員代表 

本會代表名單 

葉志誠 基隆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147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268 號 

范志明 基隆長庚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401 基隆市安樂區麥金路 222 號 

鄭惠玲 台灣礦工醫院 放射科 20543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 29 號 

張語恩 三總民診處 放射線科 20244 基隆市中正區正榮街 100 號 



基隆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第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會務報告 

 

理監事會務工作報告 

會員動態: 會員總人數為 74 人 

 

103.09.01~104.08.15   申請入會迄今共:3人 

103.09.01~104.08.15   申請退會迄今共:6人 

103.09.17      第五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2.11.20      第五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3.01.15      第五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3.02.22      第五屆第一次臨時會員大會 

103.04.23      第五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3.07.16      第五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3.09.06      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103.11.19      第五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4.01.14      第五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4.04.22      第五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4.07.22      第五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各公學會相關活動（時間：103年 9 月 1 日~104年 7 月 31 日）                                                                                                                                                                                                                                                                                                                                                                                                                                                                                                                                                                                                                                                                                                                                                                                                                                                                                                                                                                                                                                                                                                                                                                                                                                                                                                                                                                                                                                                                                                                                                                                                                                                                                                                                                                                                                                                                                                                                                                                                                                                                                                                                                                                                                                                                                                                                                                                                                                                                                                                                                                                                                                                                                                                                                                                                                                                                                                                                                                                                                                                                                                                                                                                                                                                                                                                                                                                                                                                                                                                                                                                                                                                                                                                                                                                                                                                                                                         

 

 

 

日期 來函公學會 事由 出席代表 

103/08/08 

~ 

103/08/09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幹部共識營 

理事長 

常務監事 

103/10/05 南投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第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無 

103/10/18 嘉義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第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理事長 

103.10.25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國際醫學影像移動論壇 

國際醫學影像技能競賽 
理事長 

103.11.05 桃園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第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無 

103.11.08 元培科技大學 元培科技大學 50周年校慶 理事長 

103.12.06 高雄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第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理事長 

103.12.13 
高雄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屏東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第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理事長 

103.12.28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第一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無 

104.01.03 宜蘭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第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理事長 

104.03.29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第 48次年會暨第 22回東

南亞國際學術大會 
理事長 

104.04.19 台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第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

2015 年台韓國際學術研討

會 

總幹事 

104.06.06 彰化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第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理事長 

104.07.25 嘉義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第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理事長 



發函函件 

(一) 發函基隆市社會局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紀錄 

(二) 
發函各地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感
謝函 

(三) 
發函基隆市社會局、理監事第五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
會會議開會通知 

(四) 
發函基隆市社會局、理監事第五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
會會議開會改期通知 

(五) 
發函基隆市社會局、理監事第五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
會會議紀錄 

(六) 
發函基隆市社會局、理監事第五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
會會議開會通知 

(七) 
發函基隆市社會局、理監事第五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
會會議紀錄 

(八) 發函本會會員 104年度春節聯歡晚會通知 

(九) 發函本會會員繳交 104年度常年會費 

(十) 發函新昆明醫院繳交 103、104年度常年會費 

(十一) 
發函基隆市社會局、理監事第五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
會會議開會通知 

(十二) 
發函基隆市社會局、理監事第五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
會會議紀錄 

(十三) 
發函基隆市社會局、理監事第五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
會會議開會通知 

(十四) 
發函基隆市社會局、理監事第五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
會會議紀錄 

(十五) 發函台灣礦工醫院繳交 104 年下半年度常年會費 

(十六) 
發函基隆市社會局、各醫事放射師公會、本會會員第
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開會通知 

 

 



基隆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104 年度工作計劃 
項 目 工 作 說 明 辦 理 進 度 主 辦 單 位 協辦單位 

 

 

會 

 

 

 

 

務 

1.會員大

會 

由理事長召開定期會員大會

ㄧ次，另配合需要隨時辦理

臨時會員大會 

~104.12.31間召

開 

理事長 理監事會 

2.理事會 由理事長召開定期理事會兩

次，另配合需要隨時辦理臨

時會 

103.09.15~104.

12.31 間召開 

理事長 理事會 

3.監事會 由常務監事召開定期監事會

兩次，另配合需要隨時辦理

臨時會 

103.09.15~104.

12.31 間召開 

常務監事 監事會 

4.其他 視工作需要召開工作會議 103.09.15~104.

12.31 間召開 

理事長或總幹

事 

 

   

財 

 

產 

1.經費收

支管理 

依相關規定及本會章程規定

辦理 

按法定時程辦理 監事會 總務/秘書 

2.財產管

理 

隨時登錄並維護本會各類資

產 

隨時辦理並編制

財產 

總務/秘書 監事會 

 

 

業 

 

 

 

務 

1.會員

入、出會管

理 

依相關規定及本會章程規定

辦理 

隨時辦理 總務/秘書 理事長 

2.辦理醫

事放射在

職教育課

程 

聘請學者舉辦在職教育講

習，方便基隆地區會員上課

及取得教育積分。 

104.01.01~104.

12.31 間召開 

理監事會 總務/秘書 

3.舉辦公

會年度忘

年會 

關懷會員、增加會員情感 104.03.07(104

歲末春酒) 

理事長 理監事 

 

 



監事會監查報告 

准理事會移送 103年歲入、歲出決算暨各項憑證

帳冊，囑予稽核，經第五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予以核竣，查無不合，爰依規定，提報大會查

照。 

 

此 致 

第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常務監事:薛德輝 

監    事:顏憲仁 

鄭惠玲 

 

 

 

 



中華民國 104年 08 月 29 日 

大  會  提  案 

ㄧ、提案者：本會理、監事會。 

案由：本會 103年度歲入、歲出決算表提請審議案。 

說明：本會 103年度歲入、歲出決算表，詳見手冊(附件一)說

明。 

決議: 

二、提案者：本會理、監事會。 

案由：本會 103年度收支報告提請審議案。 

說明：本會 103年度收支報告表，詳見手冊(附件二)說明。 

決議: 

三、提案者：本會理、監事會。 

案由：本會 103年度資產負債表提請審議案。 

說明：本會 103年度資產負債表，詳見手冊(附件三)說明。 

決議: 

四、提案者：本會理、監事會。 

案由：本會 104年度預算表提請審議案。 

說明：本會 104年度預算表，詳見手冊(附件四)說明。 

決議: 



五、提案者：本會理、監事會。 

案由：本會 104年度 1-6月收支報告提請審議案。 

說明：本會 104年度 1-6月收支表(附件五)，詳見手冊說明。 

決議: 

六、提案者：本會理、監事會。 

案由：本會 104年度 1~6月資產負債表提請審議案。 

說明：本會 104年度 1~6月資產負表，詳見手冊(附件六)說明。 

決議: 

七、 提案者：本會理、監事會。 

案由：依據醫放全聯字第 10400152號辦理，建議全國醫事

放射師公會於章程與組織篇章中加入「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會員代表」產生方式之條文。 

說明：理監事會同意於本公會組織章程第四章增列第 25-1

條「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員代表」產生方

式由理監事會推派之，任期三年。 

決議: 

 

臨時動議: 



附件一 

 



附件二 

 



附件三 

 



附件四 

 



附件五 

 



附件六 

 



基隆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章程  

90 年 8月 26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90)基府社行字第 080325號核備 

103年 02 月 22日第五屆第一次臨時會員大會通過 

基府社行參字第 1030011490號核備 

104 年 08月 29日第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章程依醫事放射師法及人民團體法等相關法令訂定之。  

第 二 條：本公會定名為基隆市醫事放射師公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三 條：本會以基隆市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會址設於基隆市。倘鄰近縣市

無醫事放射師公會之醫事放射師，可加入本會為會員。  

第 四 條：本會以團結本市醫事放射師，增進專業知能，共謀放射技術事業發

展力行社會服務，維護會員權益、提升專業地位為宗旨。  

第二章  任  務  

第 五 條：本會任務如下：  

一、會員執業指導、調查及統計。  

二、會員合法權益之維護。  

三、放射技術專業研究與發展。  

四、增進國人健康及輻射安全。  

五、接受其他機關團體委託之業務及諮詢。  

六、其他符合本會宗旨之事項。  

第三章  會  員  



第 六 條：凡領有醫事放射師證書，在本組織區域內執行醫事放射師業務者均

應加入本會，並應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入會費

及常年會費後始為本會會員。  

第 七 條：有下列各項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本會會員：  

一、依醫事放射師法第六條規定，不得充任醫事放射師或撤銷其醫

事放射師證書者。  

二、依醫事放射師法第八條規定，不得發給執業執照及撤銷執業執

照者。  

三、喪失會員資格或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  

第 八 條：會員於異動時未即時辦理手續，則以辦理日期收取該會員之常年會

費，申請證明文件時亦同。  

第 九 條：會員非因遷出本組織區域執業、歇業或除名處分者不得退會。  

第 十 條：本會會員有違反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本會得依理監事聯席會議之

決議，依其情節之輕重予以警告、停權處分，但其情節重大且警告

無效者，應由理事會提報會員大會三分之二表決同意，將其事實症

據報經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予除名，並應呈社會行政主管機關備查。  

第 十一 條：會員有發言權、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及罷免權等權力。每一

會員為一權。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議決、及繳納會費之義務。  

第 十二 條：會員因事不能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本會會員代理，但一

人僅能接受一會員委託，其委託人數不超過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一。  

第四章  組織與職權  

第 十三 條：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大會閉會期間由理事會代行

職權；監事會為監察機構。  

第 十四 條：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及變更章程。  

二、選舉或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數額與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第 十五 條：本會置理事九人、候補理事三人；監事三人、候補監事一人，候選

人參考名單會員登記制由會員登記參選，如未達法定提名人數時，

則由理事會提名補足，於會員大會以無記名連記法選舉之，並分別

成立理事會、監事會。  

當選理事、監事及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之名次，依得票多寡為序，

票數相同時以抽籤定之。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就候補理事、候補

監事依序遞補之。  

第 十六 條：理事會設常務理事三人由理事會就理事中選任之，以票數多者為當

選，常務理事缺時由理事會補選之，任期以補足前任期為限。 

第 十七 條：理事會就當選常務理事中選任理事長一人，以得票最高者為當選，

連選得連任一次。理事長之職權：代表本會綜理一切會務，指揮監

督所屬會務人員，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席。  

 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權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不能指

定時，由常務理事互選一人代理之。  

 理事長、常務理事、常務監事缺額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十八 條：理事會設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會就監事中選任之，以票數多者為當

選，常務監事缺額時由監事會補選之，任期以補足前任期為限。 

第 十九 條：本會設總幹事一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備

後聘任之。總幹事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會務。總幹事不得由理事、監

事出任。  

第 二十 條：理事會職權如下：  

一、議決會員大會之召開事項。  



二、審定會員資格。  

三、選舉或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四、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五、聘免工作人員。  

六、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七、執行法令及本章程所規定之任務。  

第二十一條：監事會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預算、決算。  

三、選舉或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或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二十二條：理事、監事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連任不得超過二分之一，理事長

之連任以一次為限。理事長、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  

第二十三條：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四條：本會經理事會議決得聘請顧問若干名以備諮詢，其聘期與理監事任

期相同。  

第二十五條：本會依事實需要得設各種小組，其組織簡則另訂之。 

第二十五-1條:「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員代表」產生方式由理



監事會推派之，任期三年。 

  

第五章  會  議  

第二十六條：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均經理事會決議由理事長召

集，召集時除緊急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五分之

一以上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集之。  

第二十七條：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數或多數之

同意行之。但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團體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二十八條：本會理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監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

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  

 理事會議由理事長擔任主席；監事會議由常務監事擔任主席。  

 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

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九條：本會理事、監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除公假外連續請假二次，以缺席一次論，如連續缺席二個會次，視

同辭職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序遞補。  

第六章  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條：本會經費收入如下：  

一、入會費：新台幣貳仟元。  

二、常年會費：新台幣肆仟元。  

三、事業費。  

四、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孳息。  

第三十一條：前條會員入會費、常年會費及會員捐款，於會員退會時均不得請求

退還。  

第三十二條：本會之預算、決算每年年度開始前、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按年平

均編造報告書，送監事會審查後提經會員大會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

備查。  

第三十三條：會計年度，以每年一月一日貣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三十四條：本會解散或撤銷時，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

指定之機關團體所有，不得以任何方式歸屬個人或私人企業。  

第七章  附  則  

第三十五條：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六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呈請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基隆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急難救助慰助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全體會員，但僅限於會員發生急難時之救助。 

第二條 

  會員符合下列任一款事由，即得申請本會之急難救助：   

    ( 一 ) 死亡。  

( 二 ) 傷殘。  

( 三 ) 重病。  

( 四 ) 其他事故有救助之需要者。   

第三條 

上述急難之救助得依會員或會員之配偶、三等親內之血親之主動申請或由理事會

提案申請辦理。會員除死亡外其餘慰助金申請，理事會應就申請予以確認。  

第四條 

理事會確認會員急難救助之申請，應經二分之一以上之理事出席，及出席理事三

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第五條 

急難救助補助採一次性補助金額如下：  

( 一 ) 死亡新台幣壹萬元。  

( 二 ) 傷殘新台幣八千元。  

( 三 ) 重病新台幣六千元。  

( 四 ) 其他事故有救助之需要者新台幣八百至三千元 

第六條 

本辦法經費來源為每年常年會費收入提撥 5%為急難救助準備金，實施日貣前三

年提撥率為 10%。 

本慰助金為專款專用，年度未用，剩餘部份則累積至次年度累計。 

準備金總額累計至十萬元則不再提撥。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制定會員大會通過後實施之，其修訂亦同。 

 

 

 

 

 

 

 



基隆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急難救助申請書     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身分證字號：   

入會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          

戶籍地址：      

與會員關係：   

＊ 證明文件：請於事發三個月內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 補助對象僅限於本人、雙親、配偶及子女  

        謹呈  

基隆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申請人：   (簽名蓋章)  

                                         年      月     日    

  審核                 簽章  

  

---------------------------------------------------  

                    領         據  

      

茲收到急難救助金 新台幣         元整  

會員姓名：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具領人：   (簽章)    

 

 

 

 

 

 

  



基隆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出差旅費補助要點辦法 

              

一、 中華民國100年12月08日本會第四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通過。 

二、 條文內容如下： 

第1 條： 本辦法適用本公會理監事及全體會員因公出差處理公會事宜或參加全

聯會等支給差旅費，均按本規則辦理。 

第2 條：差旅費分為交通費、住宿費，只適用於本公會之會員，依本規則支給。 

第3 條：因公出差處理公會事宜，需有公文來函證明，才可申請出差旅費。 

第4 條：出差事竣，應於三十日內依出差旅費報告表之內容詳填日期

時間、連同有關書據一併報請核銷。 

第5 條： 出差旅費報支摽準（含稅）如下： 

交通費： 

1.舉辦活動所在地於基隆市、台北縣室內則不支付。 

2.舉辦活動所在地市鎮外，以實際交通費票根請領交通費，最高以高

鐵全票來回補助。 

3.若因出差需使用私人車輛，以出發地為公會所在地為基準至目的地

之來回公里數申請補助，每公里6 元補助(此補助已含國道收費站費

用與油資、停車費)，無頇當日油資單據。 

住宿費： 

1.每日住宿費最高為2000 元，未超過之金額以旅社發票或收據核

付，若超支剩於金額則由個人吸收。 

2.住宿費之住宿夜數，由公文內文之開會天數計算，超過開會天數頇

自行負擔。 

3.借宿親友家中或於交通工具中歇夜者，因無發票或收據，無法申請

住宿費。 

4.一日行程之會議，不補助住宿費。 

膳雜費： 

1. 代表本會出席外縣市之會議或活動者，按天數每日新台幣＄500 

元整，無頇單據。 

第6 條： 本要點如有其他未規定事項，均依本會理事會會議結果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 7 條： 本要點之修改需經全體理事二分之一通過後實施。 

 

 

 



基隆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出差旅費補助申請書 

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身分證字號：            

入會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服務單位：                        

差旅地點：                         

差旅舉辦單位：                    

申請差旅明細：□交通費         □住宿費         

              □膳雜費          

檢附收據：        張 

 

申請人：   (簽名蓋章) 

年      月     日 

審核                 簽章 

--------------------------------------------------- 

                    領         據  

茲收到出差旅費新台幣         元整  

會員姓名：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具領人：              (簽章)    



基隆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優良放射師遴選辦法 

              

一、 中華民國100年12月08日本會第四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通過。 

二、 條文內容如下： 

第1條：本要點為明確規定每年本會會員接受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表揚之遴選，並使優良醫事放射師遴選有所依循，訂定本要點。 

第2條：表揚優良醫事放射師名額，依給予表揚單位之規定。同時於本會的

會員大會中公開接受本會表揚。表揚記錄將永久保存並記載於本會個人會員

資料庫中。 

第3條：本會優良醫事放射師資格如下：（審查比重比例） 

1. 本會正常繳納會費之會員。 

2. 被提名者需為在職身份。(含當年度退休者) 

3. 2 年內未接受表揚優良醫事放射師。 

4. 積極參與本會各項活動或業務。（審查比重50％） 

5. 對於會務推展卓有貢獻及提攜後輩卓有聲譽者。（審查比重15％） 

6. 參與本團體有關之全國性團體活動（審查比重10％） 

7. 參與本團體有關之國際組織或機構卓有聲譽與地位者。（審查比

重5％） 

8. 本會會員之著作曾榮獲國際期刊登錄足表揚者。（審查比重10％，

需有證明文件。） 

9. 對於貴單位技術、學術有卓越貢獻者。（審查比重10％，需有證

明文件。） 

10. 本會所屬醫院單位主管提名者。 

第4條：本會優良醫事放射師未符合資格如下： 

1. 未繳納會費達一年以上不得遴選。 

2. 仍在停權期間者。  

3. 被禁止被選舉權者。 

4. 未完成前屆理事、監事職務任期者。 

5. 前屆理事、監事職務任期中，會議出席率未達70%。 

第5條：本會優良醫事放射師之名單，由理事會先審查後，再由理事會以無

記名投票表決。 

第6條：優良醫事放射師應盡義務如下： 

1. 代表本會維持良好醫事放射師之形象 

2. 代表本會維護醫事放射師工作職場之道德 

第7條：接受優良醫事放射師表揚得申請經費補助，依本會經費補助要點辦



理。 

第8條：本要點如有其他未規定事項，均依本會理事會會議結果及相關規定

辦理。 

第9條：本要點之修改需經全體理事二分之一通過後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