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時間： 108年 04月 17日下午 6點 30分         

地點：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醫院放射診斷科學生休息室(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 6號)

出席人員：王裕生、許筑翔、陳筱萱、何嘉祥、呂旻娟、黃鈺湶、許嘉昇、蔡明儒、劉泓佶、 

          張智深、林柏豪 

請假人員：黃振庭 

主管機關代表：無 

列席人員：無 

主席：王裕生 

紀錄：田淑芳 

壹、 主席致詞：謝謝各位理、監事下班後辛苦出席會議。請各位針對這次會議議題給予想

法共同討論，另有其他的提議，也歡迎於會議中提出 

貳、 會務報告：             

一、 108/01/29寄送各縣市放射師公會賀年卡。 

二、 108/01/30淑芳總幹事代表本會參加嘉義縣衛生局尾牙。 

三、 108/03/27 108年度公會會費收繳完畢。 

四、 108/04/04已申請 108年度師資培育課程上課日期 4/27。 

五、 108/04/01例行性會員積分清查。 

六、 108/04/12公會會員團保。 

 

七、 人員異動： 

     新入會：  

     退  會：李晏任(1/31)、劉曉樺(2/15)、蔡維達(3/12)、方亭雅(4/1) 共 4位。 

 目前會員：107人。  

 

參、 財務報告：      

一、 107年度決算公會帳戶餘額 143373元。 

二、 108年度至 3月 31日止收入 555000元、支出 65159元，108年度尚餘 489841元。 

三、 108年度至 4月 15日止收入 555000元、支出 75159元，108年度尚餘 479841元。 

四、 108年度至 4月 15日止公會帳戶餘額 623214元。 

   (經費收支報表如帳冊) 

 

肆、 議題討論 

案由一：推派台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參加人員                 提案人：王裕生 

 

    說明一：時間：2019/04/28 8:00~12:00 

    說明二：地點：台中長榮桂冠酒店 B1長榮廳 

    說明三：委請呂旻娟理事出席 

   

    決  議： 通過 

 



案由二：遞補理事事宜                                          提案人：王裕生 

 

      說明一：因蔡維達前常務理事歇業退公會，因此依照 107年 11月 18日第七屆理事選 

              舉結果， 由候補理事： 林柏豪遞補。 

 

       決  議：通過 

 

案由三：推派 108年第二次南台灣八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聯誼會參加人員  提案人：王裕生 

 

    說明一：時間：2019/05/18 18:00 

    說明二：地點：阿榮坊風味海鮮(屏東縣東港鎮光復路一段 399號) 

    說明三：委請王裕生理事長、田淑芳總幹事出席 

 

    決  議：通過 

 

案由四：討論 108年本會舉辦旅遊事宜。                            提案人：田淑芳 

 

    說明一：方案一：台南虎頭埤水庫(單車) 

            方案二：牛埔農塘 

            方案三：阿里山特富野古道(健行) 

    說明二：時間：6/22、6/29、7/6，請各理監事於 line群組上，選出日期 

    說明三：詳細活動辦法及報名時間，會於 line群組上公佈，取得理監事共識後，再行告

知會員並報名，以利活動舉辦。 

說明四：如附件一 

 

    決  議： 通過 

 

案由五：108年度師資培育課程                                   提案人：田淑芳 

  

    說明一：時間：108/4/27 13:00~17:00      

說明二：講師：王士崇講師、林佳霓講師      

說明三：課程內容：你今天翻轉了嗎?淺談翻轉教學-林佳霓講師 

                  臨床教師 TOTR訓練課程-王士崇講師 

    說明四：地點：嘉義長庚醫院 B1國際會議廳簡報室 

 

    決  議：通過 

 

 

 

 



案由六：108年度電腦斷層非年度品保訓練課程                      提案人：田淑芳 

   

    說明一：時間：6/1 09:00~12:00      

說明二：講師：葉美妤物理師      

說明三：課程內容：CT非年度品質保證法規介紹、CT非年度品質保證項目作法介紹、CT 

        新技術發展 

說明四：地點:嘉義長庚 B1第三會議室 

說明五：屆時將同以往舉辦之課程，會提前告知會員，以利報名。 

 

    決  議：通過 

 

案由七：108年度收支報告書                                      提案人：田淑芳 

 

    說明一：時間：108.01.01~108.04.13 

    說明二：如附件二 

 

    決  議：通過 

 

案由八：是否需要補選常務理事？                                 提案人：黃鈺湶 

  

     說明一：因蔡維達前常務理事歇業退公會，是否需要替補常務理事，還是替補理事缺額 

             即可。 

     說明二:人團法第四章第 17條 

           人民團體均應置理事、監事，就會員（會員代表）中選舉之，其名額依            

          左列之規定： 

          一、縣（市）以下人民團體之理事不得逾十五人。 

          二、省（市）人民團體之理事不得逾二十五人。 

          三、中央直轄人民團體之理事不得逾三十五人。 

          四、各級人民團體之監事名額不得超過該團體理事名額三分之一。 

          五、各級人民團體均得置候補理監事；其名額不得超過該團體理監事名   

              額三分之一。 

          前項各款理事、監事名額在三人以上者，得分別互選常務理事及常務監 

          事，其名額不得超過理事或監事總額之三分之一；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 

          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其不設常務理事者，就理事中互選之。常務監事 

          在三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為監事會召集人。 

     說明三:因此維持現狀，一位常務理事 

 

     決  議：通過 

 

                                                                                                                                                                                                                            



伍、 檢討與建議： 

陸、 臨時動議： 

案由一：建議舉辦放射師夏令營或者體驗營                  提案人：陳筱萱 

 

說明一:讓大朋友或者小朋友透過體驗營大概了解放射師是甚麼性質的行業。 

說明二:藉此機會推廣放射師這科系到一般學生，在大學時期可以考慮進入放射師這個   

       行業。 

說明三:由總幹事製作問卷，調查完各理、監事意見後下次會議再細談。 

 

決  議：通過 

柒、 主席結論：各位理、監事有任何想法意見隨時都可以在 Line群組上提出來討論。 

 

捌、 散會 

 

 

 

 

 

 

 

 

 

 

 

 

 

 

 

 

 

 

 

 

 

 

 

 

 

 

 



附件一: 

虎頭埤水庫: 

 

園區內有 2000 多公尺的芬多精健康步道網，及近四公里的環湖棧道，可供登山、健行愛

好者做登山健行活動。尤其芬多精健康步道兩邊相思樹林高雅秀氣、林間棲息的鳥鳴叫

生，皆令人賞心悅目。環湖步行棧道及湖畔置立之巨石上刻著清朝當地詩人王則修的詩

詞，會讓遊客充分感受到浪漫詩情畫意。  

 

水是虎頭埤的特色，湖光景色，美不勝收，園區內設有三道直行激速滑水道、兩道 360

度旋轉滑水道，每年四月至九月開放，玩一天只要 50 元。另外有水上腳踏船及全國首艘

太陽能電動遊湖船，環保無噪音，有專人解說，又能觀賞生態水鳥，如蒼鷺、夜鷺、白

鷺、紅白冠水雞、綠頭鴨等。 

 

園區中景點「觀湖曲橋」是觀賞晨曦及夕陽美景的好所在，早上水霧壟罩，有著「虛

無飄渺間、雲深不知處」的意境。另外本園區重要地標「虎月吊橋」，又稱「情人橋」，

已有 100 多年的歷史，經改建後以 LDE 燈光環繞，夜景十分迷人，彷彿置身人間仙

境，是遊客不可錯失的夜遊景觀。 
 

 

騎腳踏車是最健康環保的運動，本園區內人車分道，環湖道路約四公里，又有樹蔭遮蔽，

非常適合鐵馬愛好者來運動。 

 

園區內虎月吊橋邊的湖畔設有「東山咖啡屋」，販賣道地東山特產的冷、熱咖啡，味道

濃醇香，喝咖啡、賞湖光山色，與世無爭，悠然自得。  

 

 

 

 

 

 

 
 



牛埔農塘: 

牛埔農塘，一個風光迥異，獨樹一格，與其它景色截然不同的觀光名勝。由於此地青灰

岩山脈縱橫，所以經濟價值極低，造就出一片如同月球表面般貧瘠的月世界，反倒不同

於平時常見的山景那樣綠意盎然，鬱鬱蔥蔥，卻更能突顯山脈曲直的走勢，它環繞著如

銅鏡一般清澈的湖面，湖邊偶爾點綴幾些魚兒漾動的漣漪波紋，少許的綠意滿佈山脈與

湖泊之間，像是名為自然的畫家，輕輕揮灑出這片氣勢磅礡的仙境畫卷。 

到達人稱龍崎夢幻湖的牛埔農塘，因為路程較短，整圈走完不需要太久，所以不妨放慢

腳步，與遊伴坐在湖心亭，欣賞朝陽遮蔽於蒸霧繚繞之美，其景配合恍如月球般形狀突

兀的惡地(badland)，湖面映著藍天倒影，冰涼微風輕輕吹拂，令人感覺置身世外桃源。沿

著木質棧道步下，您可以選擇走馬看花，或細細品味生長於道路邊的奇妙植物，藉由專

業導覽標示的解說，了解它的品種及特性。走過片刻，到了讓人休憩的涼亭，往對面遠

眺，便可清晰看見貧瘠月世界的地形，接著，就是擺放形形色色古農務機具的木屋：古

色古香。裡頭的農具結合先人智慧的結晶。來到全長 2.5 公里的尖山步道，多以竹木搭建

而成，全部走完約莫 60 分鐘，讓你輕鬆身歷其境，遊走在泥岩山脈上，大讚自然界鬼斧

神工之奇景，入口處設有園區文化展示館，若要來此訪遊的人，可以先提出申請，對於

想要出外走走，運動休閒的遊客們，牛埔農塘是個值得選擇的地方。 

特富野古道: 

特富野古道位於嘉義縣阿里山鄉，由新中橫公路「自忠」入口至「特富野」，全長 6.32 公

里 ，單程步行時間約 4 小時，早期為北鄒族人之舊獵徑，日據時期，日本人為伐運阿里

山地區蘊藏豐富的紅檜、扁柏，便沿此古道闢築鐵道（舊水山線鐵道），時至今日昔日

運材風光雖已不復見，但仍遺留舊鐵軌、棧道與檜木舊橋供後人緬懷當年蒸氣小火車奔

馳於山林間的熱鬧景象。民國 90 年嘉義林區管理處將古道整建成階梯式步道搭配礫石

和枕木鋪面，並保留部分舊鐵道鋪面枕木及棧橋，此為該步道最大特色。特富野古道沿

途生態豐富，自忠入口之前半段地勢平緩，柳杉環繞滿山遍谷、蒼勁挺拔，後段則是下

陡坡，沿路闊葉原始林濃綠相伴，一年四季景觀極富變化，且秀麗迷人，為適合假日戶

外踏青及賞鳥的好地方。 

 

 

 

 

 



附件二 

108 年度收支報告書 

 

款 項 目 科目 
108年 108年 

增減數 備註 
決算數 預算數 

1     經費收入 555000 575000 -20000   

  1   會費收入 555000 555000 0 1+2目 

    1 入會費 0 0 0   

    2 常年會費 555000 555000 0   

  2   利息收入 0 300 -300   

  3   其他收入 0 19700 -19700 禮金，公會活動收費 

2     經費支出 75159 575000 -499841   

  1   印刷費 0 2760 -2760 大會邀請函、手冊 

  2   文具費 2100 2000 100 
墨水、影印紙、關防印泥、美術紙、彩晶膠

帶 

  3   差旅費 15750 25000 -9250 會務會議交通費用 

  4   雜項支出 10939 4000 6939 
課程審查費、匯款手續費、退還上半年度常

年會費 

  5   會員大會 0 240000 -240000 放射師節禮品、摸彩禮品、大會餐費 

  6   理監事會議 1020 5000 -3980   

  7   公會活動 0 79360 -79360 公會旅遊、課程、團保費用 

  8   公共關係 21350 25000 -3650 友會禮金、會員&顧問婚喪禮金奠儀 

  9   會務人員津貼 24000 72000 -48000   

  10   全聯會常年會費 0 119880 -119880   

3 1   本期結餘 479841 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