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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醫事放射公會 

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議程 

一、大會開始 

二、主席就位 

三、全體肅立 

四、醫事放射師誓詞宣誓 

五、主席致詞 

六、來賓致詞 

七、頒獎─表揚南投縣資深醫事放射師 

八、年度新進會員介紹 

九、報告事項 

    (一)、理事會工作報告 

    (二)、監事會監察報告 

十、討論提案 

    (一)、審議九十五年度工作報告及經費決算 

    (二)、審議九十六年度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 

    (三)、增訂本會章程第三十條第二項 

十一、臨時動議 

十二、散會 



「醫事放射師」誓詞 

我決心奉獻所學，全力投入，以放射醫學為職志。 

我願意善盡天職，無怨無尤，以造福病患為首願。 

我願持續求新知，發揚專業，以提昇品質為己任。 

我感謝父母家人，社會師長，以感恩的心為回報。 

我發誓團結互信，善盡本分，以醫事放射為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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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醫事放射公會 

理事長致詞 

各位貴賓及本會各理監事暨所有會員大家好： 

    承蒙各位的厚愛，接下理事長這個棒子轉眼就是一年了，在這一年當

中，瓊蕙時常自我期許「要做就做到最好」，雖然許多事務並非盡如人意，

幸好有各位會員們的包容與支持，還有各位理、監事團隊的幫忙，尤其是

總幹事無怨無悔的付出，不敢說個人對整個公會有多少助益，但希望未來

能提供個人的服務經驗，來勉勵更是鼓勵在座年輕一輩的放射師們能夠加

入服務公會的行列。 

    今年本會共舉辦了兩次繼續教育課程，在此要感謝的是埔里基督教醫

院與署立南投醫院的放射團隊給予本會的協助，也期許未來的協辦團隊亦

能秉持公會一家的互助精神，繼續讓本會的教育課程更加盡善盡美，而本

會若有服務不週之處，也請各位會員先進不吝賜教，本人及全體理、監事

將虛心受教並加以謀求改進。 

    醫事放射師法增訂條文已於九十六年一月二十九日公告實施，其中第

七條由原來每四年換發執業執照改為現行的六年，第三十條醫事放射師在

辦理停、歇業時，由原來的十日放寬為現行的三十日，在此也提醒各位會

員務必於期限內辦理。此外新法第三十四條特許畢業六個月內之畢業生及

醫事放射系、科、組學生，得於醫事放射師的指導下從事放射業務的合法

性，原條文醫師及醫事放射士的部份業已刪除，這項修正不啻是更加確立

了各位會員們的專業地位。不過在提昇地位的同時，我們也要好好的在專

業上精益求精，瓊蕙在此跟所有夥伴共勉之。 

在此跟各位會員告知一個好消息，經本會長期的努力，本會常務監事 

賴貞富當選全聯會第三屆理事，讓小公會也能參與全聯會會務，貢獻一己

之力。最後預祝今天的大會圓滿成功，謝謝各位。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理事長    敬上 

                                                               96 年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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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組織介紹 

※本會成立於民國八十九年；立案字號為(89)投府社政字第 89178149 號 

  歷任理事長：第一、二屆：陳理事長  志誠 

※ 第三屆理、監事暨會務人員名單： 

職  稱 姓   名 性別 服  務  機  關 電話 

理事長 陳瓊蕙 女 竹山秀傳醫院 2624266-3152 

常務理事 林憲群 男 衛生署南投醫院 2231150-2300 

常務理事 李棟湖 男 埔里榮民醫院 2990833-3800 

理事 林佳憫 女 埔里基督教醫院 2912151-1162 

理事 林日森 男 埔里基督教醫院 2912151-1162 

理事 符祥傑 男 南基醫院 2225595-1111 

理事 馮綾真 女 埔里榮民醫院 2990833-3800 

理事 郭宗濙 女 佑民醫院 2358151-1125 

理事 洪真茱 女 佑民醫院 2358151-1125 

候補理事 洪建雄 男 國姓鄉衛生所 2721009 

常務監事 賴貞富 男 草屯 X光檢驗所 2333264 

監事 詹繕合 男 曾漢棋醫院 2314145-102 

監事 江蕙君 女 竹山秀傳醫院 2624266-3142 

候補監事 伍哲誠 男 信義鄉衛生所 2791148 

總幹事 李道正 男 竹山秀傳醫院 2624266-3142 

※ 本會目前設有理事會，計有理事六員，常務理事兩員；由陳  醫事放射師瓊蕙出

任理事長接篆視事，掌理所有會務工作。本會亦設有監事會，計有常務監事一員，

監事兩員。另聘總幹事一員承理事長之命協助處理本會會務及會員聯繫。 

※ 本會會員動態：開業會員二員；執業會員七十員；合計七十二員。 

※ 本會網站策劃：陳理事長  瓊蕙 

※ 網址  http://tw.myblog.yahoo.com/artnh-nantou/ 

※ 本會聯絡電話：(049)2624266-3142；傳真：(049)2625221 

※ 本會劃撥戶名：南投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帳號：22387244 

※ 本會會址：南投縣竹山鎮集山路二段 75 號(放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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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務工作組織表 

  
組別 工作事項 負責人 服務單位 聯絡電話 

召開大會並主持所有事宜 
大會主席 

繼續教育講師之接洽與訂定 
理事長 竹山秀傳醫院 2624266-3142 

協助主席處裡大會諸項事宜 

編寫大會議程與大會手冊 秘書組 

各組工作進度聯絡及協調 

李道正 竹山秀傳醫院 
2624266-3142 

0918-295173 

攝影組 大會會場及繼續教育之攝影 林日森 埔里基督教醫院 2912151-1162 

負責人員簽到並發放號碼牌 

大會手冊之發放 

核算報到人數 

大會 

報到組 

會員紀念品之發放及登記 

林佳憫 

馮綾真 

符祥傑 

埔里基督教醫院 

埔里榮民醫院 

南基醫院 

2912151-1162 

2990833-3800 

2225595-1111 

負責學員之簽到退及提供餐包

負責收費及開立收據 

午餐便當之統計與發放 

場地之佈置與茶點之提供 

課程公告海報及指引海報製作

籌備上課場地及視聽媒體設備

林憲群 

 

署立南投醫院 

 

2231150-2300 

所有教育學分之登錄及呈報 

學術組 

繼續教育講義之製作 
李道正 竹山秀傳醫院 2624266-3142 

大會會場之席次安排 

大會結束時會場物品之收拾 
李棟湖 埔里榮民醫院 2990833-3800 

主持會員摸彩事宜 

收取會員摸彩號碼牌 

會員餐聚之入座引導(含素食)

賴貞富 

郭宗濙 

洪真茱 

草屯 X光檢驗所 

佑民醫院 

佑民醫院 

2333264 

2358151-1125 

2358151-1125 

總務組 

大會總花費之金額統算及製表 李道正 竹山秀傳醫院 2624266-3142 

                                                                   製表：李道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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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醫事放射公會 

九十六年度政令宣導 

一、「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理系統」主動通知醫事人員更換執業執照之功能，    

衛生署目前正計畫新增此項功能，唯該通知功能將採 E-mail 方式處理，必須當

事人曾登入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理系統並留有 E-mail 資料，始得擁有此項

服務。97 年一月起該系統將以 E-mail 方式通知醫事人員執業執照應換發時間及

繼續教育積分修習情形，敬請各位會員務必至該系統留下正確之 E-mail 資料，

以便將來享有此通知服務。 

 

二、本會多項通知及服務目前多以 E-mail 作為管道，敬請各位會員核對此次會員大

會之簽到名冊之 mail 帳號是否正確，如有出入者請於會後告知總幹事更正。另

無電子信箱者本會建議會員另作申請或留下能收到通知之帳號，以免自身權益受

到影響。若電郵帳號有作更動者亦請通知本會。 

 

三、醫事放射師停業或歇業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報請原發執業執照

機關備查。停業之期間，以一年為限；逾一年者，應辦理歇業。 

 

四、依第一屆第三次理監事會議決議，各會員之喜事(本人結婚、子女結婚、生子)

其禮金為 1200 元整；喪事(本人、父母親不幸往生)本會則致意花圈乙對，符合

資格者請向本會提出申請。 

 

五、依衛生局要求，各會員更換執業執照前務必先向本會申請「會員証明書」始得

辦理執業執照更新。 

 

六、醫事放射師執業，應於執業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前二個月內，向原發執業執照機

關申請執業執照更新；若於執業執照失效後再行更新將違反醫事放射師法第七條

第一項。 

 

七、醫事放射師法第三十四條規定：未取得或經廢止醫事放射師或醫事放射士證書

而執行醫事放射業務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金，其所使用藥械沒收之。但在醫療機構於醫事放射師指導下實習之醫

事放射系、科、組學生或取得畢業證書日起六個月內之畢業生，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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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醫事放射公會 

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務報告 

理事會工作報告 

    目前會員動態：開業二人，執業七十人；總數七十二人。 

 

一、召開會議 

    (一)、九十五年十月二十二日於埔里台一生態教育休閒農場召開本會第三屆第一次會員          

大會。 

    (二)、於年度三、六、九、十二月召開四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二、會務報告（時間：95 年 10 月 26 日至 96 年 10 月 28 日） 

   

    (一)、九十五年十月二十二日於埔里台一生態教育休閒農場召開本會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並改選全體理監事。竹山秀傳醫院陳瓊蕙放射師當選為本會第三屆理事長，並即刻召開

本會第三屆第一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二)、十一月一日函文竹山秀傳醫院函請同意其地址設為本會新址。 

    (三)、十一月一日函文各級單位檢陳本會新任理事長及全體理監事名冊，並知會各級單位本會

新會址。 

    (四)、十一月一日函文竹山郵政總局惠請該局協助辦理本會帳戶印鑑及相關資料更換事宜，本

會陳理事長並親自至該局辦理相關更換事宜。 

    (五)、十一月十一日本會各會員單位，知會各會員辦理本會入退會相關手續事宜。 

    (六)、本會第二、三屆理事長及洪建雄放射師於九十五年十一月四日代表本會出席全聯會第二

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暨九十五年度放射師節慶祝大會及學術研討會。 

    (七)、本會新任陳理事長於九十五年十二月籌劃本會新網址並於其時正式開始運作。 

    (八)、九十五年十二月六日於南投市沖繩日本料理召開本會第三屆第二次理監事聯席會議，當

場頒發新任理監事當選證書予第三屆全體理監事。 

    (九)、九十五年十二月十一日依第三屆第二次理監事聯席會議決議，敦聘本縣李縣長及竹山秀

傳醫院謝院長為本會第三屆顧問，依決議並敦聘本會陳前理事長為本會第三屆榮譽理事

長。 

    (十)、九十五年十二月十一日函文南投縣社會局報備本會第三屆第二次理監事會議會議紀錄及  

人員簽到名冊影本。 

    (十一)、九十五年十二月二十六日本會函文各會員單位知會各會員繳納九十六年度本會會員常

年會費。 

    (十二)、九十五年十二月二十六日本會網站更新為

http://tw.myblog.yahoo.com/artnh-nantou/。 

    (十三)、九十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會重新調查並造冊本會所屬醫院會員之 e-mail 帳號。 

http://tw.myblog.yahoo.com/artnh-nantou/
http://tw.myblog.yahoo.com/artnh-nant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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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本會理事長於九十六年一月十三日參加全聯會九十六年度全國各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理事長聯席會議。 

 (十五)、本會理事長及總幹事(代理林政男放射師)代表本會參加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第十四 

        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 

(十六)、行政院衛生署「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理系統」業於 95 年 5 月 29 日上線，並已全

部成全國醫事放射師(士)94 年 12 月 31 日前之紙本繼續教育積分建置作業，95 年 1

月 1 日至 95 年 5 月 31 日期間之紙本繼續教育積分資料目前尚未建置。本會電郵全聯

會之籲請會員查詢個人積分函(醫放公全富字第 096008 號)轉寄於所屬各會員。 

    (十七)、本會於九十六年三月十三日全數收齊九十六年度會員常年會費，總收金額為 444000 

       元整。 

  (十八)、本會承蒙埔里基督教醫院盡心協辦，已於九十六年三月二十五日完成本會第十四次醫  

          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課後並將上課學員之醫事人員積分及公務人員學分分別建入  

          各該系統。此次教育上課學員總數為八十六員(會員五十九員；非會員二十七員)，另 

          本次教育花費為 21099 元整，收入為 19300 元整。 

  (十九)、本會為保全會員繼續教育積分之完整權益，特於三月三十一日去函全聯會請其函復本  

          會，本會會員換照前(約 93 年前)未登錄於系統之紙本積分證明是否將來繼續為有效 

          之證明。即透過此去函以便讓全聯會能向衛生署爭取，將來亦須承認此未登錄之紙本   

          積分之有效性。 

    (二十)、本會於四月二十三日繳交全聯會本年度一至三月份會員常年會費，共計 14400 元整。 

    (二十一)、醫事放射師法增訂條文已於一月二十九日總統公告實施，本會電郵予各會員查照。  

    (二十二)、本會依全聯會醫放公全富字第 0960017 號，提報本會新任全聯會會員代表名單。本  

             會新任代表為陳理事長  瓊蕙、李常務理事  棟湖及賴常務監事  貞富等三員。 

    (二十三)、本會  陳理事長於五月二十七日代表本會參加南投縣醫檢師公會第十一屆第一次會 

             員大會。 

    (二十四)、本會於九十六年七月九日繳交全聯會 96 年 4-6 月份會員常年會費 14400 元整。 

    (二十五)、七月十四日陳理事長  瓊蕙參加全聯會 96 年度第二次全國醫事放射師公會理事長   

              聯席會。 

    (二十六)、七月十八日本會網站公告全聯會來函『乳房 X光攝影醫療機構認證原則修正公告』。 

    (二十七)、七月二十日繳交 96 年度醫事放射師會館建館基金(第 6期之第 3期)三萬元整。 

    (二十八)、七月二十六日函轉『衛生署 96 年度醫事放射機構普查作業程序』、『96 年度醫事放  

              射機構普查時程表』及『96 年度醫事放射機構普查各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意見回  

              饋表』予本會開業會員。 

    (二十九)、八月十一日本會發函至所屬各醫療院所，敦請本縣執業期滿十年以上之資深醫事放 

             射師接受本會表揚。 

    (三十)、八月二十日本會發函檢送「醫學放射技術系(科)畢業生參加國家考試醫事放射師類科 

             最低核心科目標準」予縣內教學醫院查照。 

    (三十一)、八月二十七日本會函送原子能委員會申請舉辦第十五次醫事放射師(士)暨輻射防護 

             人員繼續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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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二)、八月三十一日電郵全體會員關於衛生署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理系統將建置主動 

             通知換發執業執照功能，並敦請全體會員至該系統填寫本人正確電子信箱資料。 

    (三十三)、九月三日於醫事人員繼續教育基分管理系統，線上申請本會第十五次醫事放射師(士)       

暨輻射防護人員繼續教育課程，並於九月四日匯款審查費至學會審查。   

    (三十四)、九月三日匯款一千五百元購贈蘭花一盆祝賀醫事放射師會館落成。 

    (三十五)、九月五日發函行政院衛生署南投醫院商借會議室舉辦本會第十五次醫事放射師(士)

暨輻射防護人員繼續教育課程及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三十六)、九月十三日召開本會第三屆第五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三十七)、九月十五日本會陳理事長、李常務理事及賴常務監事代表本會參加全聯會第三屆第

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暨醫事放射師會館落成茶會。 

    (三十八)、九月十五日本會賴常務監事  貞富參選全聯會第三屆理事當選。 

    (三十九)、九月十七日本會發函至縣內各醫療院所敦請各相關醫事人員參加本會第十五次醫事

射師(士)暨輻射防護人員繼續教育課程及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四十)、九月十七日預訂本會年度聚餐場地(南投市富士日本料理)。 

    (四十一)、九月十七日本會發函全聯會，敦請全聯會派員參加本會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擔任

貴賓。 

    (四十二)、九月二十八日發函第三屆第五次理監事聯席會議會議紀錄予社會局備查。 

    (四十三)、十月三日本會陳理事長陪同學會及衛生局相關人員執行衛生署九十六年度南投縣醫

事放射機構普查。 

    (四十四)、十月三日本會祝賀賴常務監事當選全聯會第三屆理事致贈蘭花一盆。 

    (四十五)、十月四日本會付款購買本會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員紀念品。 

    (四十六)、十月五日發函邀請本會相關業務人員及顧問，邀請其擔任本會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

會之貴賓。 

    (四十七)、十月二十二日本會聯絡人李道正至署立南投醫院，對本會第十五次醫事放射師(士)

暨輻射防護人員繼續教育課程及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之相關業務與林常務理事

作相關意見之溝通與聯繫，並將相關物品與經費送達。        

    (四十八)、十月二十八日本會舉行第十五次醫事放射師(士)暨輻射防護人員繼續教育課程及第

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並於會後於南投市富士日本料理舉行本會年度餐會與會員摸

彩。 

  監事會工作報告 

    報告本會九十五年度經費收支決算表、九十六、九十七年度歲入歲出經費預算表、九十五年度

財務處理(帳簿稽核報告書)、本會九十五年度資產負債表及本會財產目錄表。如大會手冊第 24-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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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第三屆第一次理監事會議會議記錄 

一、時間：九十五年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日)中午十一點三十分 

二、地點：台一生態教育休閒農場 

三、主席：陳瓊蕙                                        記錄：李棟湖 

四、出席人員：陳瓊蕙、洪建雄、林憲群、賴貞富、郭宗熒、林佳憫、林日森、符祥傑、 

馮綾貞、洪真茱、詹明宗、江蕙君、伍哲誠、李道正、李棟湖 

五、選舉常務理監事 

       常務理事： 

編號（當選） 姓名 服務單位 得票數 

1（ ） 符祥傑 南基醫院 1 

2（ ） 林佳憫 埔里基督教醫院 2 

3（ ） 林日森 埔里基督教醫院 2 

4（ ） 郭宗熒 佑民醫院 0 

5（ ） 洪真茱 佑民醫院 0 

6（v） 李棟湖 埔里榮民醫院 6 

7（ ） 馮綾真 埔里榮民醫院 0 

8（v） 陳瓊蕙 竹山秀傳醫院 7 

9（v） 林憲群 衛生署南投醫院 6 

 

   常務監事： 

編號（當選） 姓名 服務單位 得票數 

1（v） 賴貞富 草屯 X光檢驗所 3 

2（ ） 詹明宗 曾漢棋醫院 0 

3（ ） 江蕙君 竹山秀傳醫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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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選舉理事長 
 

 理事長： 

编號 (當選) 姓名 服務單位 得票數 

1(  ) 李棟湖 埔里榮民醫院 1 

2(V) 陳瓊蕙 竹山秀傳醫院 6 

3(  ) 林憲群 衛生署南投醫院 2 
 

七、選舉本會第三屆理事長、常務理事、常務監事 

當選名單如下： 

    理事長：陳瓊蕙 

常務理事：林憲群、李棟湖 

理事：郭宗濙、林佳憫、林日森、符祥傑、馮綾貞、洪真茱 

候補理事：洪建雄 

常務監事：賴貞富 

監事：詹明宗、江蕙君 

候補監事：伍哲誠 

 
八、第三屆理事長致詞： 

    感謝各位理監事，期望能將南投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務做好，並為增進專業知能，辦好各項學  

    術活動，以提昇放射師地位為宗旨。 

九、討論提案 

 (一)案由：聘任本會總幹事等工作人員案。 

         說明：工作人員不得由選任之理、監事擔任。 

         決議：第三屆聘任李道正為本會總幹事。 

十、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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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第三屆第二次理、監事聯席會議會議記錄 
一、時間：九十五年十二月六日(星期三)晚上六時三十分 

二、地點：沖澠日本料理；南投縣南投市忠孝路 17 號 

三、主席：陳理事長瓊蕙                              記錄：李道正 

四、出席人員： 

常務理事：李棟湖 

常務監事：賴貞富 

理    事：林佳憫、林日森、符祥傑、馮綾真、郭宗濙、洪真茱 

監    事：詹明宗、江蕙君 

五、列    席： 

六、請假人員: 常務理事林憲群 

七、理事長致詞：首先感謝所有理、監事於百忙之中撥空參與，因有各位熱情的參與，我相信會務

將會推行地更順暢。另外，本會將於下一次全聯會會員代表大會召開前提名本會資深(30 年以

上)及優秀放射師名單予全聯會，使本會優秀及資深放射師能獲得此一殊榮及肯定。 

八、工作報告： 

(一)、新舊任理事長及洪建雄放射師於 11 月 4 日代表本會出席全聯會第二屆第三次會員代表

大會暨九十五年度放射師節慶祝大會及學術研討會。 

(二)、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第十四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暨年會學術研討會訂於民國 96 年 1

月 14 日假高雄榮民總醫院舉行。 

(三)、本會擬於九十六年一月份發函予各所屬單位收取九十六年度公會會員常年會費。 

郭宗濙理事提出此項發文應發給該院之會計部門，否則會造成該院會員繳費作業不易進

行，理事長請在場理、監事有特殊收文單位需求者，直接電郵至總幹事處。 

(四)、於本次聯席會議頒發本會第三屆理、監事當選證書及個人職務名片予各理、監事先進。 

(五)、本會網站更新http://tw.myblog.yahoo.com/artnh-nantou/ 或至yahoo部落格→搜尋→南投縣醫

事放射師公會。 

(六)、未來會務各項通知或訊息，原則上以 e-mail 或 PO 上網站通知，以減少紙張作業。 

(七)、麻煩各位理監事調查所屬醫院會員的 e-mail，並於 12 月底前 mail 給總幹事。 

九、提案討論： 

案由一、本會擬聘榮譽理事長乙案，提案人：理事長。 

辦法：前陳理事長志誠乃本會之創會理事長，且已領導服務本會達六年之久，對於本會貢獻功

不可沒，故特聘其為本會第三屆榮譽理事長並發給聘書一紙。 

決議：全體理、監事無異議通過。 

案由二、本會擬聘顧問名單乙案，提案人：理事長。 

辦法：本會位於南投縣，縣長為本縣之大家長，本會未來諸多會務將有賴 李縣長及縣府各級

長官之指教，故聘其為本會顧問。另本會會址現位於竹山秀傳醫院，多項事務皆需貴院

鼎力相助，故聘貴院 謝院長為本會顧問。 

決議：全體理、監事無異議通過。 

案由三、討論決議本會會員中途退會，是否退常年會費，提案人：理事長 

辦法：(一)、會員中途退會不退其所繳之全年度常年會費。 

(二)、以半年(六月三十日)為門檻，前半年退會者則退其後半年之會費，後半年方退會

者則不退費。 

(三)、按年度所餘月份退還會費。 

(四)、按年度所餘季數退還會費。 

http://tw.myblog.yahoo.com/artnh-nantou/


 13

決議：辦法(一)者，一票。辦法(二)者，九票。辦法(三)者，零票。辦法(四)者，一票。 

辦法(二)以半年為退費門檻一案以九票通過。 

※依據社會團體財務處理辦法第十九條：會員繳納之各項費用，於退會時，不得請求退還。 

  故此提案依法無效。 

案由四、討論決議本會擬購置電腦和印表機各一部，提案人：理事長 

辦法：本會先前購置之印表機已報廢，另現有之手提電腦為九十一年一月二十日購入，其光

碟機已損壞，目前已不敷會務使用，故提請決議購入以上所述二項設備。 

決議：全體理、監事無異議通過。 

案由五、討論決議本會經費使用之權限，提案人：理事長 

辦法：過去並未訂定會務人員購買物品之金額使用權限，希望訂定金額使用權限予全體理、

監事決議通過，其金額超出其上限時方提交理、監事會議決議。其上限經由討論定為

一萬元。 

決議：全體理、監事無異議通過，將來購物金額超出一萬元者方提交理監事會議決議，餘者

則可由理事長決定之。 

十、臨時動議： 

案由：本會可否定出年度舉辦繼續教育之次數，提案人：林日森理事。 

辦法：原則上明年九十六年度本會將舉辦二次各八學分之繼續教育課程，再以明年各會員上

課之情況作為往後舉辦次數之依據，若上課情況不踴躍時，不僅費錢費力且會讓講師

感到無奈，如此則會讓課程之效益大打折扣且讓公會的錢白白浪費，故提此辦法來做

為衡量之依據。 

決議：全體理、監事無異議通過。 

十一、經費審查：本會零用金收支憑證簿及帳冊交付監事會鑒核無誤。 

十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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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第三屆第三次理、監事聯席會議會議記錄 

一、時間：九十六年三月二日(星期五)下午六時三十分 

二、地點：香草花房咖啡館(南投縣草屯鎮育英街 208 號) 

三、主席：陳理事長瓊蕙              記錄：李道正 

四、出席人員： 

常務理事：李棟湖 

常務監事：賴貞富 

理    事：林佳憫、林日森、馮綾真、洪真茱 

監    事：詹明宗、江蕙君 

五、列    席：榮譽理事長陳志誠、候補理事洪建雄 

六、請假人員: 常務理事林憲群、理事郭宗濙、理事符祥傑 

七、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理、監事先進能於百忙之中撥冗參加本次的理、監事聯席會議，首先要跟各位報告的

是本人於一月參加了全聯會的九十六年度全國各縣市公會理事長聯席會，其會中提到關於全聯會應

收之會員常年會費及建館基金款項與全國實際放射師執業人數有近一千人的差距，未來繳費之基準

會員數將採季浮動呈繳。另外，放射師法之部分條文已於今年一月五日修正並三讀通過，未來換發

執業執照更動為六年換照一次，其教育積分為一百五十學分，尚待衛生署正式公告，故目前還是依

照舊有規定辦理，以上兩點向各位理、監事報告，謝謝各位。 

八、工作報告： 

(一)、本會理事長於九十六年一月十三日參加全聯會九十六年度全國各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理

事長聯席會議。 

(二)、本會理事長及總幹事(代理林政男放射師)代表本會參加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第十四屆

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 

(三)、本會應全聯會要求已將會員常年會費及建館基金之本會基準人數上修為七十人(原先基準

人數為六十人)。常年會費每人每月 80 元，建館基金每人提撥三千元，分六年繳交。本會

人數上修後，每年繳至全聯會之總額為 102200 元(建館基金本會已繳 94 及 95 年)。 

(四)、行政院衛生署「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理系統」業於 95 年 5 月 29 日上線，並已全部

完成全國醫事放射師(士)94 年 12 月 31 日前之紙本繼續教育積分建置作業，95 年 1 月 1 日

至 95 年 5 月 31 日期間之紙本繼續教育積分資料目前尚未建置。本會日前已將全聯會之籲

請會員查詢個人積分函(醫放公全富字第 096008 號)轉寄於所屬各會員。 

(五)、本會將於 96 年 3 月２5 日(星期日)假埔里基督教醫院平安樓 7 樓-愛堂會議室舉辦南投縣

第十四次醫事放射師(士)繼續教育課程，惠請各理、監事籲請所屬單位會員踴躍參加。另

為周全繼續教育前置作業及避免浪費講義製作費用，現場報名者一律不發給 

講義，以鼓勵學員能配合公會事前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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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衛生局規定醫事人員換發執業執照時需檢具公會之在會證明，日前本會已將此一訊息通

知本會所屬各會員，惠請各理、監事於單位內再為宣達，以免會員換照時白跑一趟。 

(七)、本會九十六年度會員常年會費蒙會員配合已大致收齊，唯仍有四名會員尚未繳交，年前

皆已電話催收，目前所收常年會費之款項為 420000 元整。另截至目前為止本會公費結餘

為 489767 元整，請參照下列收支明細報表。 

九、提案討論： 

案由一、討論決議本會擬敦聘顧問名單乙案。提案人：理事長 

辦法：鑒於本會會務未來將有許多方面需要更多各界先進、精英解惑幫忙之處，故特提此案，希望

各理、監事先進能提供能對本會會務有幫助或能指導本會之人士，以作成本會之顧問名單，

繼而本會當發予敦聘證書俾憑有所請益。 

決議：全體理、監事無異議通過。 

案由二：討論決議本會舉辦繼續教育，協辦單位應支援事項乙案。提案人：理事長 

辦法：本會為將所舉辦之繼續教育課程能盡善盡美，故提出此案以期協辦單位之協助事項能夠予以

制度化，而本會所需協辦單位之協助事項如下： 

(1)協調場地並免費出借。 (2)場地佈置及教具(如電腦、投影機等)提供。 (3)製作放置指引會

場之歡迎海報。(4)負責茶敘之茶點、水果、飲料及講師茶水。 (5)午餐便當之統計與叫餐。 

(6)負責學員之報到、收費及簽退作業。 (7)提供學員免費停車之優惠。 

決議：全體理、監事無異議通過。提案人：理事長 

案由三、討論決議本會資深放射師表揚乙案。 

辦法：本會擬於會員大會時表揚於本縣服務滿十年、二十年、三十年之資深放射師，並頒發獎狀一

紙以玆鼓勵。提名方式由個人或單位提出，其資格審查為附上執業服務證明。 

決議：全體理、監事無異議通過。 

十、臨時動議 

十一、經費審查：本會零用金收支憑證簿及帳冊交付監事會鑒核無誤。 

十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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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第三屆第四次理、監事聯席會議會議記錄 

一、時間：九十六年六月十四日(星期四)下午六時三十分 

二、地點：60# CAFE；地址：南投縣草屯鎮敦和路自立巷 60 號 

三、主席：陳理事長瓊蕙                       記錄：李道正 

四、出席人員：陳理事長  瓊蕙 

常務理事：李棟湖、林憲群 

常務監事：賴貞富 

理    事：馮綾真、洪真茱、符祥傑、郭宗濙 

監    事：江蕙君 

五、列    席：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楊常務監事  良知 

六、請假人員: 林日森理事、林佳憫理事、詹繕合監事 

七、確認上次會議紀錄：無誤 

八、主席致詞： 

會議開始前，很榮幸也很高興全聯會楊常務監事的蒞臨，由於全聯會改選日期即將接

近，楊常務監事代表全聯會至各地方公會溝通協商，加上本次會議有需要各位理監事先進討

論，因此不耽誤各位寶貴的時間，首先就請楊常務監事跟大家講幾句話，謝謝大家。 

 

九、來賓致詞： 

          陳理事長、各位南投縣公會的夥伴大家好，我是全聯會的常務監事楊良知。今天很高興

能夠參與貴會的理、監事會議，今天來此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跟大家報告全聯會於九月十五日

將舉行第三屆理、監事的改選。我今天來就是想跟貴會各理、監事當面聊一聊，傾聽大家的

聲音，另外希望貴會屆時能夠至少推派一名候選人參與此次的選舉，不要因為貴會的會員代

表較少就失去信心，在此與各位理、監事們共勉之，謝謝大家。 

 

十、會務工作報告： 

(一)、本會九十六年度會員常年會費於上次會議時仍有四名會員尚未繳交，唯於三月十三日

已全數收齊，總收金額為 444000 元整。 

(二)、本會承蒙埔里基督教醫院盡心協辦，已於三月二十五日完成本會第十四次醫事放射師

繼續教育課程，課後並已將上課學員之醫事人員積分及公務人員學分分別建入各該系

統。此次教育上課學員總數為八十六員(會員五十九員；非會員二十七員)，另本次教育

花費為 21099 元整，收入為 19300 元整。 

(三)、本會為保全會員繼續教育積分之完整權益，特於三月三十一日去函全聯會請其函復本

會，本會會員換照前(約 93 年前)未登錄於系統之紙本積分證明是否將來繼續為有效之

證明。即透過此去函以便讓全聯會能向衛生署爭取，將來亦須承認此未登錄之紙本積分

之有效性。 

(四)、本會於四月二十三日繳交全聯會本年度一至三月份會員常年會費，共計 144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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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醫事放射師法增訂條文已於一月二十九日總統公告實施，日前已電郵予各會員查照。 

(六)、本會依全聯會醫放公全富字第 0960017 號，提報本會新任全聯會會員代表名單。本會新

任代表為陳理事長  瓊蕙、李常務理事  棟湖及賴常務監事  貞富等三員。 

(七)、全聯會五月十八日來函(醫放公全富字第 0960019 號)籲請所有會員，務必於執業執照有

效期屆滿前二個月內，向原發照機關申請執業執照更新，否則有違反醫事放射師法第七

條第一項之虞，將處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本會已於五月二十四日將此訊息電郵

予所屬會員查照辦理，並將此函全文刊登於本會網站。敬請  各理、監事於單位內再為

宣導以免會員受罰。 

(八)、本會  陳理事長於五月二十七日代表本會參加南投縣醫檢師公會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

大會。 

(九)、全聯會受衛生署委託訂定「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實習」相關規範，今年度將試行「醫

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實習護照，預定在六、七月舉辦北中南東四場說明會，將請各教

學醫院派員參加。屆時亦將對於放射師法及繼續教育實施辦法等諸多增訂條文進行宣

導。 

 

十一、提案討論： 

案由一：提請討論本會第十五次醫事放射師(士)繼續教育課程舉辦事宜。 

提案人：理事長 

  說  明：惠請有意願協辦課程之醫院向本會提出申請，若有兩家醫院同時提出者再依評選決

定之。目前有提案，各地方公會於會員大會所舉辦之繼續教育課程學分數加倍計

算，即每小時核以兩學分，不過此案尚未通過，本會將密切注意，若於日後實施者，

則本會擬將於本年度會員大會時舉辦教育課程。另有會員反應輻防學分較為欠缺，

本次課程會以輻防為主。值得一提的是新法實施後許相關規定都做了更動，希望各

理、監事能上網查看藉以比較新舊法之差異，同時加以宣導。於此提案乃希望大家

對於教育課程茶點費的部分，能夠加以討論，決議出最好的實施方式，以避免過去

舉辦課程時多數茶點都沒吃完之浪費情形。 

  辦  法：(一)、早上報到時發給學員餐包，上午只提供茶包，下午則提供水果，茶點經費上

限仍維持三千元不變。(林憲群常務理事提) 

          (二)、茶點上限經費三千元由協辦單位自行運用。(馮綾真理事提) 

          (三)、早上茶點取消，下午依舊提供茶點，茶點經費上限仍維持三千元不變(符祥傑

理事提) 

  表  決：辦法(一)四票；辦法(二)三票；辦法(三)二票。 

  決  議：由林憲群常務理事所提「早上報到時發給學員餐包，上午只提供茶包，下午則提供

水果，茶點經費上限仍維持三千元不變。」此案多數通過。 

 

案由二：提請討論本會推薦人選參選『全聯會第三屆理、監事選舉』。 

          (依全聯會 96 年 6 月 4 日醫放公全富字第 0960045 號函辦理) 

      提案人：理事長 

      說  明：鑒於本會所有會員皆有參選全聯會理、監事之權利，本會特於網站公告會員， 

              希望能有會員毛遂自薦來參選，唯其向本會之報名期限為六月底前。而今日於本會

議所議決之參選人，亦會等到六月底一併與自我推薦之會員一同呈報予全聯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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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  法：(一)、推薦陳理事長  瓊蕙代表本會參選全聯會理、監事(賴貞富常務理事提)。 

              (二)、推薦賴常務監事  貞富代表本會參選全聯會理、監事(李棟湖常務理事提)。 

      表  決：辦法(一)二票；辦法(二)七票。 

      決  議：由李棟湖常務理事所提「推薦賴常務監事  貞富代表本會參選全聯會理、監事」 

              此案多數通過。 

 

十二、臨時動議： 

      案由一：提請討論本會總幹事津貼增加事宜。 

      提案人：李常務理事  棟湖 

      說  明：由於創會至今總幹事津貼不曾調動，今會員人數已達七十餘位服務需求增加，又物

價年年調漲，建議提請討論增加其津貼以因應目前會務之需求，如此亦可提高各會

員接任下屆總幹事職務之意願。 

      辦  法：(一)、以獎勵之方式，固定於每年會員大會時加發獎金三千元整(林憲群常務理事提)。 

              (二)、固定每月增加總幹事津貼一千元整(李棟湖常務理事提)。 

              (三)、以獎勵之方式，固定於每年會員大會時加發獎金六千元整(賴貞富常務監事

提)。 

      表  決：辦法(一)一票；辦法(二)三票；辦法(三)三票。辦法(二)與辦法(三)票數相同，付 

二次表決。二次表決：辦法(二)三票；辦法(三)四票。 

      決  議：由賴常務監事  貞富所提「以獎勵之方式，固定於每年會員大會時加發獎金六千元

整」此案多數通過。 

   

      案由二：提請討論爾後代表本會參加會議及活動者，其會議及交通補助津貼由現行一千元整

調高為一千五百元整(李棟湖常務理事提)。 

      說  明：現行油價較於以往已不可同日而語，故提請討論增加其會議及交通津貼，此提案亦

是對代表本會公出之同仁犧牲假期為本會盡力的一種補助。 

      表  決：全體理、監事悉數通過。 

      決  議：由李常務監事  棟湖所提「代表本會參加會議及活動者，其會議及交通補助津貼由

現行一千元整調高為一千五百元整」此案全數通過。 

              

十三、經費審查：本會零用金收支憑證簿及帳冊交付監事會鑒核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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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醫事放射公會 
第三屆第五次理、監事聯席會議會議記錄 

一、時間：九十六年九月十三日星期四下午六時三十分 

二、地點：ANSWER 地中海餐飲空間；地址：南投縣南投市福興里吉利路 379 號 

三、主席：陳理事長瓊蕙                                          記錄：李道正 

四、出席人員：陳理事長  瓊蕙 

常務理事：李棟湖、林憲群 

常務監事：賴貞富 

理    事：馮綾真、洪真茱、符祥傑、郭宗濙、林日森、林佳憫 

監    事：江蕙君 

五、列    席： 

六、缺席人員：詹繕合監事 

七、確認上次會議紀錄：無誤 

八、主席致詞： 

    各位理監事晚安，今年部份醫院參與新制評鑑，想必非常辛苦，在此也希望大家可以分享彼此

的心得與甘苦；另外，本會即將於 10 月 28 日召開會員大會，屆時有許多會務需要各位理監事們的

鼎力幫忙，在此先謝謝大家。最後，請各位理監事轉告資深會員們，請踴躍參與本會資深醫事放射

師表揚，這是對自我的肯定，亦是感謝醫事放射師們對南投縣無私奉獻的付出。 

九、會務工作報告： 

    (一)、七月九日繳交全聯會 96 年 4-6 月份會員常年會費 14400 元整。 

    (二)、七月十四日陳理事長  瓊蕙參加全聯會 96 年度第二次全國醫事放射師公會理事長聯          

         席會。 

    (三)、七月十八日本會網站公告全聯會來函『乳房 X 光攝影醫療機構認證原則修正公告』。 

    (四)、七月二十日繳交 96 年度醫事放射師會館建館基金(第 6 期之第 3 期)三萬元整。 

    (五)、七月二十六日函轉『衛生署 96 年度醫事放射機構普查作業程序』、『96 年度醫事放射機

構普查時程表』及『96 年度醫事放射機構普查各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意見回饋表』   

         予本會三位開業會員，十月三日為本縣之普查日。   

    (六)、八月十一日本會發函至所屬各醫療院所，敦請本縣執業期滿十年以上之資深醫事放射師

接受本會表揚。 

    (七)、八月二十日本會發函檢送「醫學放射技術系(科)畢業生參加國家考試醫事放射師類科最

低核心科目標準」予縣內教學醫院查照。 

    (八)、八月二十七日本會函送原子能委員會申請舉辦第十五次醫事放射師(士)暨輻射防護人員

繼續教育課程。 

    (九)、八月三十一日電郵全體會員關於衛生署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理系統將建置主動通知

換發執業執照功能，並敦請全體會員至該系統填寫本人正確電子信箱資料。 

 (十)、九月三日於醫事人員繼續教育基分管理系統，線上申請本會第十五次醫事放射師(士)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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輻射防護人員繼續教育課程，並於九月四日匯款審查費至學會審查。 

    (十一)、九月三日匯款一千五百元購贈蘭花一盆祝賀醫事放射師會館落成。 

十、提案討論： 

    案由一：提請審核本會『九十五年度歲出歲入決算書』及『九十五年度工作報告』，如附件 

            一及附件二。 

    提案人：理事會 

    說  明：依本會章程第十九及第三十二條規定，提請監事會審核通過後提交本次會員大會追認。 

    表  決：全體監事悉數通過。 

    決  議：本案通過。 

    案由二：提請審核本會『九十六年度歲出歲入預算書』及『九十六年度工作計畫』，如附件三

及附件四。 

    提案人：理事會 

    說  明：依本會章程第十九及第三十二條規定，提請監事會審核通過後提交本次會員大會追認。 

    表  決：全體監事悉數通過。 

    決  議：本案通過。 

案由三：提請審核本會『九十五年度資產負債表』、『現有財產目錄』及『帳簿稽核報告書』， 

            如附件五、六、七。 

    提案人：理事會 

    說  明：依本會章程第二十一條第五項規定，提請監事會審核通過後提交本次會員大會追認。 

    表  決：全體監事悉數通過。 

    決  議：本案通過。 

    案由四：提請討論增訂本會章程第三十條第二項，訂定本會會員常年會費之繳納期限，如附件

八。 

    提案人：理事長 

    說  明：依醫事放射師法增訂條文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增訂並提交本次會員大會追

認。 

    表  決：全體理事悉數通過。 

    決  議：本案通過。 

    案由五：提請討論會員大會各理、監事會務工作分配，如附件九。 

    提案人：理事長 

    表  決：全體理事悉數通過。 

決  議：本案通過。 

十一、臨時動議： 

    案由一：提請討論本次會員大會值班人員可否經代理參加現場摸彩乙案。 

    提案人：理事長 

    說  明：提請理事會表決明定本次大會摸彩值班人員可否經代理參加現場摸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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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  法：(一)、值班者不需參加摸彩，直接給予其基本獎項。 

            (二)、值班者可經代理參加現場摸彩。 

    表  決：辦法(一)八票；辦法(二)一票。 

    決  議：辦法(一)多數通過；值班者不需參加摸彩，直接給予其基本獎項。 

 

    案由二：提請討論本年度退會會員可否領取該年度會員紀念品乙案。 

    提案人：林憲群常務理事 

    說  明：提請理事會表決明定本次大會對於本年度退會會員是否可發給會員紀念品。 

    表  決：全體理事一致通過「對於退會會員本會依規定不再發給會員紀念品」。 

    決  議：「對於退會會員本會依規定不再發給會員紀念品」乙案通過。 

     

十二、經費審查：本會零用金收支憑證簿及帳冊交付監事會鑒核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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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醫事放射公會 

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提案討論 
時間：民國九十六年十月二十八日 

提案一：提請討論追認本會九十五年度經費收支決算表(書)。 

提案者：理事會 

說  明： 

(一)依本會章程第三十二條規定本會歲入歲出經費收支決算書由理事會編造，送交監事會審

核。本案業經本會第三屆第五次理、監事聯席會議討論通過，依規定提報會員大會追認。 

   (二)本會九十五年度經費收支決算表如『大會手冊第 24 頁』。 

議  決： 

 

提案二：提請討論追認本會九十五年度資產負債表、帳簿稽核報告書及現有財產目錄。 

提案者：理事會 

說  明： 

(一)本案業經第三屆第五次理、監事聯席會議討論通過，依規定提報會員大會追認。 

(二)九十五年度本會資產負債表如『大會手冊第 25 頁』。 

(三)九十五年度本會帳簿稽核報告書如『大會手冊第 26 頁』。 

(四)本會現有財產目錄如『大會手冊第 27 頁』。 

議  決： 

 

提案三：提請討論追認本會九十六、九十七年度歲入歲出預算書暨九十六年度工作計畫書。 

提案者：理事會 

說  明： 

(一)依本會章程第十九及三十二條規定，歲入歲出預算書暨工作計畫書由理事會編造，送交監

事會審核，本案業經本會第三屆第五次理、監事聯席會議討論通過，依規定提報會員大會

追認。 

   (二)九十六年度歲入歲出預算書、九十七年度歲入歲出預算書如『大會手冊第 28、29 頁』。 

   (三)九十六年度工作計畫書如『大會手冊第 30 頁』。 

議  決： 
 
提案四：提請討論增訂本會章程第三十條第二項，訂定本會會員常年會費之繳納期限。 
提案者：理事會 
說  明： 

(一)依民國九十六年一月二十九日華總一義字第 09600011001 號公告之醫事放射師法增訂條文

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增訂本會章程第三十條第二項，訂定本會會員常年會費之

繳納期限。 
(二)本案業經本會第三屆第五次理、監事聯席會議討論通過，依規定提報會員大會表決。 

(三)增訂條文如下表： 

(四)議  決： 



 

 

條款 原章程 增修後條文 說明 議決 

 

 

 

第 

三十

條 

本會經費收入如下： 

一、入會費：新台幣一仟元。

二、常年會費：新台幣六仟

元。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益。 

六、基金及孳息。 

七、其他收入。 

 

本會經費收入如下： 

一、入會費：新台幣一仟元。

二、常年會費：新台幣六仟

元。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益。 

六、基金及孳息。 

七、其他收入。 

  前項第二款之繳納期限為

自收到繳費通知之日起六十

日內。 

依民國九十六年

一月二十九日華

總一義字第

09600011001 號

公告之醫事放射

師法增訂條文第

五十七條第一項

第四款規定，增

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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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醫事放射公會 

九十五年度歲入歲出經費收支決算表 
                       中華民國九十五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單位：新台幣

元】 

決算與預算比較數
款 項 目 科目 決算數 預算數

增加 減少 
備註 

1   經費收入 578082 529789 48293  

 1  入會費 12000 6000 6000  12 名新入會 

 2  常年會費 390500 384000 6500  含中途入會月繳會費 

 3  繼續教育研討會收入 8900 2000 6900 第十三次繼續教育收入 

 4  利息收入 5057 300 4757  

 5  94 年結餘 161625 119489 42136 預算依 94 年大會手冊 

 6  其他收入 0 0  

2   經費支出 491066 529789 38723  

 1  人事費 36000 36000 總幹事 12 個月津貼 

 2  辦公費 59771 50349 9422  

  1 文具書報費 4554 8000 3446  

  2 印刷費 7598 10000 2402 含教育講義及大會手冊 

  3 郵電費 6684 5000 1684  

  4 什支費 3151 17349 14198  

  5 設備購置修缮費 37784 10000 27784 含新購筆電及事務機 

 3  業務費 275295 345840 70545  

  1 95 年會員大會 161000 170000 9000 含大會摸彩金及聚餐 

  2 95 會員紀念品 44925 25000 19925 發放全體會員 1G 隨身碟

  3 理監事會議 28180 28840 660  

  4 學術活動費 29500 94000 64500 含第十三次繼續教育 

  5 差旅費 4000 10000 6000  

  6 公共關係費 5600 8000 2400  

  7 手續費 590 1000 410  

  8 其他業務費 1500 9000 7500  

 4  慶弔費 2400 10000 7600  

 5  上繳提撥費 117600 87600 30000  

  1 全聯會常年會費 57600 57600 以會員數六十人為基準 

  2 會館建館基金 60000 30000 30000 繳 94.95 兩年度會館基金

3   本年餘絀 87016  

 

理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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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醫事放射公會 

資產負債表 

95 年 12 月 31 日止 

科    目                          小計金額          合計金額

資產 

  流動資產 

      零用金                              26165 

      郵局存款                            60851               87016 

  資產總額                                                    87016 

 

負債 

     流動負債 

     暫收款                                                       0 

  負債總額                                                        0 

餘絀 

  本期餘絀                                87016                87016 

餘絀總額                                                       87016     

 

負債及餘絀總額                                                 87016 

 

 

 

 

 

 

 

理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九十五年度財務處理 

(帳簿稽核報告書) 
會計年度：民國九十五年一月一日至九十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審           目 

 

 

審查意見及結果 

 採何種會計制度處理會計事務 單式簿記法 

 每筆支出皆有發票收據或經手人親手憑證 有 

 經費是否以公會名義存入郵局 是 

 經費來源及支出是否與帳簿記載相符 是 

 預算外收入有無記入帳簿 有 

 年度開始有無編造經費預算表提請會員大 

 會通過並呈報主管機關核備 
有 

 經費支出有無送監事會審查 有 

 年度終了理事會有無編造年度收支報告書 

 送監事會審查報備 
有 

 有無設置財產帳簿 有 

 經費餘絀與其彌補情形 編入九十六年度 

 
稽查簿冊名稱數量：一、分類帳簿壹冊。二、收支憑證簿壹冊。 

稽查帳目起始日期：自民國九十五年一月一日至九十五年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 

 
 
上記項目照章稽核結果如上 

南投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公鑒 
                                         

常務監事  賴貞富 

                                        監    事  江蕙君 

                                        監    事  詹繕合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六 年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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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醫事放射公會 
現有財產目錄 

中華民國九十六年十月一日止 

 

編 

號 
財產名稱 購置日期 金額 

單

位

數

量
存放地點 備註

001 ASUS 印表機切換器 89.11.03 450 元 台 1 本會會址  

002 印表機 89.11.03 12500 元 台 1  報廢

003 本會會徽鋼印打台 89.11.17 4500 元 座 1 同上  

004 Panasonic 傳真機 89.12.2 6990 元 台 1 同上  

005 A-View 手提電腦 91.01.20 31395 元 台 1  報廢

006 計算機 91.02.28 550 元 台 1 同上  

007 Kodak 幻燈機 91.06.10 22500 元 台 1 同上  

008 Prokia 單槍投影機 92.01.03 65000 元 台 1 同上  

009 隨身碟 92.01.09 1300 元 支 1 同上  

010 SONY 數位相機 92.11.12 15880 元 台 1 同上  

011 ASUS 外接式光碟機 93.06.11 3600 元 台 1 同上  

012 旗棍 93 年全聯會製發 枝 5 同上  

013 旗座 93 年全聯會製發 座 5 同上  

014 本會會旗 93 年全聯會製發 面 5 同上  

015 本會背心 93 年全聯會製發 件 10 同上  

016 全聯會背心 93 年全聯會製發 件 4 同上  

017 關防印台 95.12.07 112 元 台 1 同上  

018 EPSON 多功能事務機 95.12.17 3000 元 台 1 同上  

019 ASUS 筆記型電腦 95.12.17 33000 元 台 1 同上  

 
 

 

理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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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醫事放射公會 

九十六年度歲入歲出經費預算表 

                       中華民國九十六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單位：新台幣元】 

本年度與上年度預

算比較數 款 項 目 科目 
本年度(96) 

預算數 

上年度(95) 

預算數 
增加 減少 

備註 

1   經費收入 493000 529789 36789 95 年度加入 94 年度結餘 

 1  入會費 12000 6000 6000  以十二人入會計算之

 2  常年會費 440000 384000 56000   

 3  繼續教育研討會收入 40000 2000 38000  以舉辦兩次計算之 

 4  利息收入 500 300 200   

 5  其他收入 500 0 500   

2   經費支出 493000 529789 36789  

 1  人事費 42000 36000 6000  依理監會決議增加之

 2  辦公費 35000 50349 15349  

  1 文具書報費 5000 8000 3000  

  2 印刷費 8500 10000 1500  

  3 郵電費 7000 5000 2000   

  4 什支費 4500 17349 12849  

  5 設備購置俢缮費 10000 10000    

 3  業務費 322500 345840 23340  

  1 會員大會 180000 170000 10000   

  2 會員紀念品 50000 25000 25000   

  3 理監事會議 26000 28840 2840  

  4 學術活動費 45000 94000 49000  

  5 差旅費 11000 10000 1000  6 月決議提高為 1500 

  6 公共關係費 6000 8000 2000 對上級單位之慶賀費

  7 手續費 1000 1000   

  8 其他業務費 3500 9000 5500  

 4  慶弔費 5900 10000 4100  

 5  上繳提撥費 87600 87600   

  1 全聯會常年會費 57600 57600  以六十人為計算基礎

  2 會館建館基金 30000 30000  96 年第三期建館基金

 
 

        理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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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九十七年度歲入歲出經費預算表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單位：新台幣元】 

本年度與上年度預

算比較數 款 項 目 科目 
本年度(97) 

預算數 

上年度(96) 

預算數 
增加 減少 

備註 

1   經費收入 473000 493000 20000  

 1  入會費 12000 12000  以十二人入會計算之

 2  常年會費 420000 440000 20000 以七十人計算之 

 3  繼續教育研討會收入 40000 40000  以舉辦兩次計算之 

 4  利息收入 500 500   

 5  其他收入 500 500   

2   經費支出 473000 493000 20000  

 1  人事費 42000 42000   

 2  辦公費 30000 35000 5000  

  1 文具書報費 5000 5000   

  2 印刷費 8500 8500   

  3 郵電費 7000 7000   

  4 什支費 4500 4500   

  5 設備購置俢缮費 5000 10000  5000  

 3  業務費 310500 322500 12000  

  1 會員大會 180000 180000   

  2 會員紀念品 43000 50000 7000  

  3 理監事會議 26000 26000   

  4 學術活動費 40000 45000 5000  

  5 差旅費 11000 11000   

  6 公共關係費 6000 6000  對上級單位之慶賀費

  7 手續費 1000 1000   

  8 其他業務費 3500 3500   

 4  慶弔費 2900 5900 3000  

 5  上繳提撥費 87600 87600   

  1 全聯會常年會費 57600 57600  以六十人為計算基礎

  2 會館建館基金 30000 30000  97 年第四期建館基金

 
 

        理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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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醫事放射公會 

九十七年度會務工作計劃表 

提案人：理、監事會 

類  別 項    目 實  施  辦  法  與  工  作 

一、召開會員大會 
依章程定期召開大會，撰印大會手冊，審議經費預、

決算書等並討論決議提案等事宜。 會  務 

二、理監事會議 依章程規定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或參照實際情形召開。

一、繼續教育課程 定期舉辦，以提高會員醫療醫事素養 

1.擬定年度會務工作計劃及報告。 
二、訂定計畫 

2.擬定上年度經費收支決算及下年度經費收支預算

三、辦理會籍 登記入會或退會會員會籍。 

四、推行政令 協助政府或上級制定及推行有關醫事醫療政令。 

業  務 

五、反映權益 協助反映醫事放射師之相關權益問題。 

一、收會費 年初通知會員繳納常年會費(每年 6000 元整)。 

二、會計 
繳納全聯會會員常年會費(每人每月 80 元)及建館基

金第三期(每人每年 500 元；分 6期繳納)。 
財  務 

三、經費稽核 製作收支憑證登帳出納並定期交監事會審查。 

1.收發各級單位函文，依據公文內容辦理工作。 
一、文書收發 

2.辦理並開立入退會手續等文件及證明。 

二、列席會議 擬定理事長等出席全聯會及有關單位、人民團體會議。

1.會員之婚喪喜慶之賀禮、奠儀。 

其  他 

三、交際 
2.有關單位及人民團體會員大會之禮品(金)致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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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醫事放射公會 

第三屆顧問一覽表 

次序 姓  名 性別 服務單位 職稱 敦聘時間 

1 李朝卿 男 南投縣政府 縣長 95.10.26 

2 謝輝龍 男 竹山秀傳醫院 院長 95.10.26 

3 宋懷琳 女 南投縣議會 縣議員 96.03.26 

4 林耘生 男 立法院 立法委員 96.04.10 

5 吳敦義 男 立法院 立法委員 96.04.10 

6 陳志彬 男 立法院 立法委員 96.04.10 

7 湯火聖 男 立法院 立法委員 96.04.10 

8 許素霞 女 南投縣議會 縣議員 96.05.05 

排序依敦聘時間 

 

 

新進會員一覽表 

（95 年 10 月 26 日至 96 年 10 月 28 日） 
會號 姓名 性別 畢業學校 執業機關 入會日期 

122 潘幸宜 女 中臺科技大學 竹山秀傳醫院 95.11.07 

123 黃美哲 女 中臺科技大學 埔里榮民醫院 95.11.14 

124 李世佳 女 中臺科技大學 埔里基督教醫院 95.11.21 

126 陳奕如 女 中臺科技大學 埔里榮民醫院 95.12.04 

127 江宜家 女 中臺科技大學 署立南投醫院 96.03.10 

129 蕭貴仁 男 元培科技大學 埔里榮民醫院 96.04.20 

130 鄭姵惠 女 中臺科技大學 埔里榮民醫院 96.05.18 

131 陳芳賢 女 中臺科技大學 署立南投醫院 96.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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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醫事放射公會 
九十六年度資深醫事放射師表揚名錄 

                                                                   依年資排序 

續次 服務單位 姓名 性別 南投縣服務年資 

1 草屯醫事 X光檢驗所 賴貞富 男 三十八年 

2 林 X 光化驗中心 林華騰 男 三十年 

3 中寮鄉衛生所 曹貴足 女 二十一年 

4 埔里榮民醫院放射科 陳志誠 男 二十年 

5 集集鎮衛生所 林莉琳 女 二十年 

6 魚池鄉衛生所 鄭秀旻 女 十九年 

7 水里鄉衛生所 黃麗玲 女 十九年 

8 署立南投醫院放射科 林憲群 男 十八年 

9 佑民綜合醫院放射科 蔡芳宜 女 十八年 

10 惠和醫院心導管室 蔡荔荔 女 十七年 

11 埔里基督教醫院放射科 許玲惠 女 十七年 

12 佑民綜合醫院放射科 簡圳賢 男 十五年 

13 署立南投醫院放射科 李應春 男 十五年 

14 鹿谷鄉衛生所 林政男 男 十四年 

15 埔里榮民醫院放射科 劉秋香 女 十四年 

16 埔里榮民醫院放射科 游靜枝 女 十三年 

17 署立南投醫院放射科 丁啟興 男 十三年 

18 署立南投醫院放射科 林宏翰 男 十三年 

19 南基醫院 江黛玲 女 十二年 

20 埔里榮民醫院放射科 賴國慶 男 十一年 

21 佑民綜合醫院放射科 洪真茱 女 十年 

22 竹山秀傳醫院放射科 陳瓊蕙 女 十年 

23 竹山秀傳醫院放射科 謝  綢 女 十年 

24 竹山秀傳醫院放射科 洪蕙涓 女 十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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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章程依人團法及醫事放射師法令訂定之。 

第 二 條：本公會定名為南投縣醫事放射師公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三 條：本會以南投縣行政區域為組織區域，會址設於南投縣。倘鄰近縣市無醫事放射

師公會之醫事放射師，可同意合併加入本會為會員。 

第 四 條：本會以團結本縣醫事放射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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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進國人健康及幅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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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會員分為下列兩種： 

            一、普通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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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填具入會申請書，經理事 

                會通過，並繳納入會費及常年費後，為普通會員。 

            二、贊助會員：凡領有醫事放射士證書，在本組織區域內執行醫 

        事放射士業務者得加入本會，並填具入會申請書，經理事會 

        通過，並繳納入會費及常年費後，為贊助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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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無正當理由不得退會，但遷出本組織區域執業者不在此限。 

第 十 條：會員不繳納會費達二年或違反本會章程及決議事項，經理事會之議決以警告無

效者停權處分，即取消會員資格。 

第 十一條：會員有發言權、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其及罷免權等權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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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會員無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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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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理事會提出並印入選票，會員亦可提名本會會員為候選人，於會員大會以無

記名連記法選舉之，並分別成理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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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缺額時由理事會補選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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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理事缺額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十八條：本會設總幹事一人，由理事長提名經理事會通過並報備主管機關後聘任之。總

幹事承理事長之命處理會務，任期與理事會相同 

 總幹事不得由本會該屆理事、監事出任。 

第 十九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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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條：常務理事職權如下： 

一、 協助理事長執行理事會議決案。 

二、 策劃及推行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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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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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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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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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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無故缺席二個

會次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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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一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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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常年會費：新台幣六仟元。 

三、 事業費。 

四、 會員捐款。 

五、 委託收益。 

六、 基金及孳息。 

七、 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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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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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年一月一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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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請主管機關核准備案施行，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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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放射師法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96 年 1 月 29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600011001 號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 六 條  曾受本法所定

廢止醫事放射師或醫事放射

士證書處分者，不得充任醫

事放射師或醫事放射士。 

第 六 條  曾受本法所定

廢止醫事放射師或醫事

放射士證書處分者，不得

充任醫事放射師或醫事

放射士；已充任者，廢止

其醫事放射師或醫事放

射士證書。 

本條前段有關「撤銷」醫事放

射師及醫事放射士證書規定，

係使合法行政處分失其效力，

其用語應為「廢止」，爰將「撤

銷」修正為「廢止」；至於本條

後段規定並無法說明「撤銷」

證書之原因何在，如係指不得

發給執業執照或應予撤銷、廢

止情形，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

規定，亦足資適用，爰予刪除。

第 七 條  醫事放射師執

業，應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

（市）衛生主管機關申請執

業登記，領有執業執照，始

得執業。 

醫事放射師執業，應每

六年接受一定時數繼續教育

，始得辦理執業執照更新。 

第一項申請執業登記

之資格、條件、應檢附文件

、執業執照發給、換發、補

發、更新與前項繼續教育之

課程內容、積分、實施方式

、完成繼續教育之認定及其

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醫事放射師依第一項

規定領有執業執照者，免再

申領游離輻射相關法規所定

之訓練證明或相關操作執

照。 

第 七 條  醫事放射師執

業，應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

（市）衛生主管機關申請執

業登記，領有執業執照，始

得執業。 

前項申請執業登記之

資格、條件、應檢附文件、

執業執照發給、換發、補發

與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醫事放射師執業，應接

受繼續教育，並每四年提出

完成繼續教育證明文件，辦

理執業執照更新。 

前項醫事放射師接受

繼續教育之課程內容、積分

、實施方式、完成繼續教育

證明文件、執業執照更新與

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醫事放射師依第一項規定

領有執業執照者，免再申領

游離輻射相關法規所定之訓

練證明或相關操作執照。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參考醫師法第八條第二項

規定體例，將第三項執業

執 照 更 新 期 限 調 整 為 六

年，使醫事人員執業執照

更新制度趨於一致。另配

合實務作業，已將醫事人

員繼續教育之認定由傳統

文書作業，改以資訊系統

進 行 課 程 審 查 及 積 分 登

錄，未來可直接由系統查

詢醫事人員是否已完成一

定時數之繼續教育，不再

發給書面證明，爰並酌予

修正文字，移列第二項。

三、現行醫事人員相關法律雖

皆就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

之授權分項規定，惟實務

上皆合併訂定成一辦法以

利適用，爰將第二項及第

四項合併規定，移列為第

三項。 

四、現 行 第 五 項 移 列 為 第 四

項，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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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有下列情形之

一者，不得發給執業執照；

已領有者，撤銷或廢止之： 

一、經廢止醫事放射師證書

。 

二、經廢止醫事放射師執業

執照未滿一年。 

三、罹患精神疾病或身心狀

況違常，經衛生主管機

關認定不能執行業務。 

前項第三款原因 消失

後，仍得依本法規定申請執

業執照。 

衛生主管機關依第一

項第三款規定為認定時，應

委請相關專科醫師鑑定。 

第 八 條  有下列情形之

一者，不得發給執業執照；

已領有者，廢止之： 

一、經廢止醫事放射師證書

者。 

二、經廢止醫事放射師執業

執照未滿一年者。 

三、經衛生主管機關認定精

神或身體異常不能執

行業務者。 

前項第三款原因消滅

後，仍得依本法規定申請執

業執照。 

一、第一項係規定行政機關不

得發給執業執照之處理

原則，惟如有所定各款情

形，應視個案情形之不同

分別依行政程序法有關

撤銷或廢止之規定處理

，爰於序文增列「撤銷」

文字，以資周延；至於第

三款則依醫師法體例酌

予修正。 

二、參考醫師法第八條之一規

定，酌修第二項文字，並

增列第三項規定如上。 

第  十  條  醫事放射師停

業或歇業時，應自事實發生

之日起三十日內，報請原發

執業執照機關備查。 

前項停業之期間，以一

年為限；逾一年者，應辦理

歇業。 

醫事放射師變更執業

處所或復業者，準用關於執

業之規定。 

醫事放射師死亡者，由

原發執業執照機關註銷其執

業執照。 

第  十  條  醫事放射師歇

業或停業時，應自事實發生

之日起十日內報請原發執業

執照機關備查。 

前項停業之期間，以一

年為限；逾一年者，應辦理

歇業。 

醫事放射師變更執業

處所或復業者，準用關於執

業之規定。 

醫事放射師死亡者，由

原發執業執照機關註銷其執

業執照。 

一、 第一項有關停業、歇業之

報請備查期限，參照醫師

法第十條規定修正為自事

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

另酌作文字修正。 

二、 第二項至第四項未修正。

第二十一條之一    醫事放射

所不得使用下列名稱： 

一、在同一直轄市或縣（

市）區域內，他人已

登記使用之醫事放

射所名稱。 

二、在同一直轄市或縣（

市）區域內，與被廢

第二十一條之一    醫事放射

所不得使用下列名稱： 

一、在同一直轄市或縣（

市）區域內，他人已

登記使用之醫事放

射所名稱。 

二、在同一直轄市或縣（

市）區域內，與被廢

為免限制過嚴，對於第二款有

關在同一直轄市或縣（市）區

域內，使用與被廢止開業執照

醫事放射所相同或類似名稱之

限制，增列期間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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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開業執照 未滿一

年 或受停業處分之

醫事放射所相同或

類似之名稱。 

三、易使人誤認其與政府

機關、公益團體有關

或有妨害公共秩序

或善良風俗之名稱。 

止開業執照或受停

業處分之醫事放射

所相同或類似之名

稱。 

三、易使人誤認其與政府

機關、公益團體有關

或有妨害公共秩序

或善良風俗之名稱。

第二十二條  醫事放射所停

業、歇業或登記事項變更時

，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

日內，報請原發開業執照機

關備查。 

醫事放射所遷移或復

業者，準用關於設立之規定

。 

第二十二條  醫事放射所歇

業、停業時，應自事實發生

之日起十日內報請原發開業

執照機關備查。 

醫事放射所登記事項

變更時，應報請原發開業執

照機關核准變更登記。 

醫事放射所遷移或復

業者，準用關於設立之規定

。 

一、 參照助產人員法第十八

條規定，將現行第二項有

關登記事項變更規定移

併第一項，並修正相關報

備期限；另酌作文字修正

。 

二、 現行第三項移列為第二

項，內容未修正。 

第三十六條   醫事放射師或

醫事放射士將其證照租

借他人使用者，廢止其醫

事放射師或醫事放射士

證書 ；其涉及刑事責任

者，並應移送該管檢察機

關依法辦理。 

第三十六條   醫事放射師或

醫事放射士將其證照租借

他人使用者，廢止其醫事

放射師或醫事放射士證

書。 

本條有關「撤銷」醫事放射師

及醫事放射生證書規定，係使

合法行政處分失其效力，其用

語應為「廢止」，爰將「撤銷」

修正為「廢止」；另參照助產人

員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增列有關涉及刑責移送規定。

第三十七條    醫事放射師或

醫事放射士有下列款情

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二萬

元 以 上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其情節重大者，並處

一個月以上一年以下停

業處分或廢止其執業執

照；其涉及刑事責任者，

並應移送該管檢察機關

依法辦理： 

一、違反第十五條規定。 

二、於業務上有違法或不

第三十七條    醫事放射師或

醫事放射士有下列各款

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二

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

鍰；其情節重大者，並處

一個月以上一年以下停

業處分或撤銷其執業執

照： 

一、違反第十五條規定者

。 

二、於業務上有違法或不

正當行為者。 

本條有關「撤銷」執業執照規

定，係使合法行政處分失其效

力，其用語應為「廢止」，爰將

「撤銷」修正為「廢止」；另參

照助產人員法第三十二條第二

項規定，增列有關涉及刑責移

送規定，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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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行為。 

第三十八條    違反第七條第

一項、第二項、第九條、

第十條第一項、第三項、

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十三

條第二項或第十四條規

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七條第一項、

第二項、第十條第一項、

第三項或第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

罰外，並令其限期改善；

經處罰及令其限期改善三

次仍未遵行者，處一個月

以上一年以下停業處分。 

醫事放射師公會或醫

事放射士公會違反第十一

條第二項規定者，由人民

團體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

萬 元 以 上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第三十八條  違反第七條第一

項、第三項、第九條、第

十條第一項、第三項、第

十一條第一項、第十三條

第二項或第十四條規定

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五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七條第一項、

第三項、第十條第一項、

第三項或第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

罰外，並令其限期改善；

經處罰及令其限期改善三

次仍未遵行者，處一個月

以上一年以下停業處分。

醫事放射師公會或醫

事放射士公會違反第十一

條第二項規定者，由人民

團體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

萬 元 以 上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一、 配合修正條文第七條規

定，酌修第一項及第二項

所引項次。 

二、 第三項未修正。 

第 四十條   醫事放射所有

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罰鍰；其情節重大者，並得廢

止其開業執照： 

一、容留未取得或經廢止醫

事放射師或醫事放射

士證書人員擅自執行

醫事放射業務。 

二、受停業處分而不停業。 

第 四十條   醫事放射所有

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廢止

其開業執照： 

一、容留未取得或經廢止醫

事放射師或醫事放射

士證書人員擅自執行

醫事放射業務。 

二、受停業處分而不停業。

本條有關「撤銷」開業執照規

定，係使合法行政處分失其效

力，其用語應為「廢止」，爰將

「撤銷」修正為「廢止」；另為

區別違犯情節，除廢止開業執

照處分外，增列處以罰鍰之規

定，以符比例原則。 

第四十六條  本法所定之罰

鍰、停業、撤銷或廢止執業

執照、開業執照，除本法另

有規定外，由直轄市或縣（

市）衛生主管機關處罰之；

第四十六條  本法所定之罰

鍰、停業、廢止執業執照或

開業執照，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由直轄市或縣（市）衛

生主管機關處罰之；廢止醫

配合相關條文之修正，增列相

關罰則類型，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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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止醫事放射師或醫事放射

士證書，由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處罰之。 

事放射師或醫事放射士證書

，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處罰

之。 

第四十七條（刪除） 第四十七條   依本法所處之

罰鍰，經限期繳納，屆期仍

未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

行。 

 

一、本條刪除。 

二、罰鍰之性質為公法上金錢

給付，行政執行法修正施

行後，不履行繳納義務者

，已可依該法規定執行，

不再移送法院，亦無另為

規定必要，爰刪除本條。

第四十九條  醫事放射師公

會分直轄市及縣（市）公

會，並得設醫事放射師公

會全國聯合會。 

 

第四十九條  醫事放射師公

會分直轄市及縣（市）公會

，並得設醫事放射師公會全

國聯合會於中央政府所在地

。 

考量國內交通已極便捷，為尊

重公會之自治權限及其實務需

求，有關公會會址所在地限制

規定，已無必要，爰予刪除。

第五十三條    醫事放射師公

會置理事、監事，均於召

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

時，由會員（會員代表）

選舉之，並分別成立理事

會、監事會，其名額如下

： 

一、直轄市、縣（市）醫

事放射師公會之理

事，不得超過二十七

人。 

二、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

聯合會之理事，不得

超過三十五人。 

三、各級醫事放射師公會

之理事名額，不得超

過全體會員（會員代

表）人數二分之一。 

四、各級醫事放射師公會

之監事名額，不得超

過各該公會理事名

額三分之一。 

各級醫事放射師公會

第五十三條    醫事放射師公

會置理事、監事，均於召開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時，

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

，並分別成立理事會、監事

會，其名額如下： 

一、縣（市）醫事放射師

公會之理事不得超

過十五人。 

二、直轄市醫事放射師公

會之理事不得超過

二十五人。 

三、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

聯合會之理事不得

超過三十五人。 

四、各級醫事放射師公會

之理事名額不得超

過全體會員（會員代

表）人數二分之一。

五、各級醫事放射師公會

之監事名額不得超

過各該公會理事名

額三分之一。 

一、 將現行第一項第一款及

第二款合併修正，使直轄

市、縣（市）醫事放射師

公會之理事上限趨於一

致，考量醫事人員團體實

務需要，並參照醫師法第

三十七條所定直轄市公

會理事人數之限制，酌予

調高；其理事人數較人民

團體法第十七條第一項

第 一 款 所 定 十 五 人 為

多，係其特別規定；至第

三款至第五款則遞移為

第二款至第四款。 

二、 第二項未修正。 

三、 第三項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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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置候補理事、候補監事，

其名額不得超過各該公會理

事、監事名額三分之一。 

理事、監事名額在三人

以上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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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

一，並應由理事就常務理事

中選舉一人為理事長；其不

置常務理事者，就理事中互

選之。常務監事在三人以上

者，應互選一人為監事會召

集人。 

各級醫事放射師公會

得置候補理事、候補監事，

其名額不得超過各該公會理

事、監事名額三分之一。 

理事、監事名額在三人

以上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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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

一，並應由理事就常務理事

中選舉一人為理事長；其不

置常務理事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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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七條   各級醫事放射

師公會之章程，應載明下列

事項： 

一、名稱、區域及會所所在

地。 

二、宗旨、組織及任務。 

三、會員之入會及出會。 

四、會員應納之會費及繳納

期限。 

五、會員代表之產生及其任

期。 

六、理事、監事名額、權限

、任期及其選任、解任

。 

七、會員（會員代表）大會

及理事會、監事會會議

之規定。 

八、會員應遵守之公約。 

九、經費及會計。 

十、章程之修改。 

十一、其他依法令規定應載

明或 處理會務之必要

事項。 

第五十七條   各級醫事放射

師公會之章程應載明下列事

項： 

一、名稱、區域及會所所在

地。 

二、宗旨、組織及任務。 

三、會員之入會及出會。 

四、會員代表之產生及其任

期。 

五、理事、監事名額、權限

、任期及其選任、解任

。 

六、會員（會員代表）大會

及理事會、監事會會議

之規定。 

七、會員應遵守之公約。 

八、經費及會計。 

九、章程之修改。 

十、其他處理會務之必要事

項。 

參考醫師法第三十九條規定，

有關章程應載明事項，增列第

四款規定，至於現行第四款至

第十款，則遞移為第五款至第

十一款；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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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條之一  醫事放射

師公會違反法令或章程者

，人民團體主管機關得為

下列之處分： 

一、警告。 

二、撤銷其決議。 

三、撤免其理事、監事。 

四、限期整理。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處

分，亦得由衛生主管機關為

之。 

 

 

 

一、本條新增。 

二、參照醫師法第四十條第二

項及第三項規定，於第一

項及第二項規定醫事放射

師公會決議，如有違反法

令或章程情形，人民團體

主管機關及本法衛生主管

機關得予一定之處分。 

第五十七條之二  直轄市、

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對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

合會之章程及決議，有遵

守義務。 

 一、本條新增。 

二、為釐清各級公會之關係，

強化其自律功能，爰規定

如上。 

第五十八條   醫事放射師公

會會員有違反法令或章程之

行為者，公會得依章程、理

事會、監事會或會員（會員

代表）大會之決議處分。 

第五十八條  醫事放射師師

公會會員有違反法令或章程

之行為者，公會得依理事

會、監事會或會員（會員代

表）大會之決議，予以勸告、

警告或停權之處分。 

增列有關醫事放射師公會處分

會員之事由及其依據，並基於

尊重公會之內部自治，並保留

其運作之彈性，爰刪除處分之

種類。 

第六十條之一  外國人及華

僑得依中華民國法律，應醫

事放射師考試。 

前項考試及格，領有醫

事放射師證書之外國人及華

僑，在中華民國執行醫事放

射業務，應經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許可，並應遵守中華民

國關於醫事放射與醫療之相

關法令及醫事放射師公會章

程；其執業之許可及管理辦

法，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

之。 

違反前項規定者，除依

 一、本條新增。 

二、參照醫師法第四十一條之

三體例，將外國人及華僑

應醫事放射師考試及其

執業規範納入規定，並授

權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訂定其執業之許可及管

理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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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處罰外，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並得廢止其許可。 

第六十一條 本法施行細則，

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六十一條 本法施行細則，

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會商有

關機關定之。 

參酌現行法制作業體例酌作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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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醫事放射公會 

會員名冊 

會號 姓名 生日 服務機關 聯絡電話 機關地址 

001 陳志誠 49.04.04 埔里榮民醫院 2990833-3800(O) 南投縣埔里鎮榮光路一號 

002 陳瓊蕙 59.08.08 竹山秀傳醫院 2624266-3152(O) 竹山鎮集山路二段七十五號 

003 洪建雄 56.12.10 國姓鄉衛生所 2721009(O) 南投縣國姓鄉民族路 42 號 

004 蔡芳宜 57.09.25 佑民醫院 2358151-1125(O) 草屯鎮太平路一段二○○號 

005 劉秋香 52.09.18 埔里榮民醫院 2990833-3800(O) 南投縣埔里鎮榮光路一號 

006 許玲惠 59.05.14 埔里基督教醫院 2912151-1162(O) 南投縣埔里鎮鐵山路一號 

008 林憲群 47.08.26 署立南投醫院 2231150-2300(O) 南投縣南投市復興路四七八號

009 丁啟興 61.05.08 署立南投醫院 2231150-2300(O) 南投縣南投市復興路四七八號

010 蔡玲菱 57.04.20 投縣慢性病防治所 2222473-213(O) 南投縣南投市三和一路 15 號 

011 江黛玲 54.04.02 南基醫院 2225595-1111(O)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路八七○號

013 游靜枝 59.04.18 埔里榮民醫院 2990833-3800(O) 南投縣埔里鎮榮光路一號 

014 賴國慶 59.01.29 埔里榮民醫院 2990833-3800(O) 南投縣埔里鎮榮光路一號 

015 李棟湖 64.05.01 埔里榮民醫院 2990833-3800(O) 南投縣埔里鎮榮光路一號 

017 蔡荔荔 58.01.20 新惠和醫院 2321188-211(O) 南投縣草屯鎮平等街一四○號

018 簡圳賢 58.11.06 佑民醫院 2358151-1125(O) 草屯鎮太平路一段二○○號 

019 黎麗娟 56.08.16 佑民醫院 2358151-1125(O) 草屯鎮太平路一段二○○號 

020 洪真茱 65.11.20 佑民醫院 2358151-1125(O) 草屯鎮太平路一段二○○號 

021 郭宗濙 63.09.25 佑民醫院 2358151-1125(O) 草屯鎮太平路一段二○○號 

023 謝  綢 59.11.19 竹山秀傳醫院 2624266-3145(O) 竹山鎮集山路二段七十五號 

025 江蕙君 62.10.31 竹山秀傳醫院 2624266-3145(O) 竹山鎮集山路二段七十五號 

026 李道正 62.02.16 竹山秀傳醫院 2624266-3145(O) 竹山鎮集山路二段七十五號 

027 洪蕙涓 66.04.03 竹山秀傳醫院 2624266-3145(O) 竹山鎮集山路二段七十五號 

031 李應春 48.02.20 署立南投醫院 2231150-2300(O) 南投縣南投市復興路四七八號

034 林宏翰 60.10.11 署立南投醫院 2231150-2300(O) 南投縣南投市復興路四七八號

035 詹順泉 48.03.20 署立南投醫院 2231150-2300(O) 南投縣南投市復興路四七八號

036 陳志堂 62.05.25 新協合聯合診所 2222116-205(O) 南投市三和二路一○五號 

044 曹貴足 51.12.15 中寮鄉衛生所 2691404(O) 中寮鄉永平村永昌街 102 號 

045 鄭秀旻 51.10.28 魚池鄉衛生所 2895513(O) 魚池鄉東池村魚池街 19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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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號 姓名 生日 服務機關 聯絡電話 機關地址 

046 林莉琳 53.03.05 集集鎮衛生所 2762015(O) 南投縣集集鎮民生路 106 號 

047 鄭貴香 56.06.24 埔里鎮衛生所 2982157(O) 埔里鎮中山路二段 256 號 

048 黃麗玲 55.06.20 水里鄉衛生所 2776810(O) 南投縣水里鄉博愛街 125 號 

049 林政男 59.08.30 鹿谷鄉衛生所 2752003(O) 南投縣鹿谷鄉中正路二段 20 號

050 賴貞富 31.02.28 草屯 X 光檢驗所 2333264(O) 南投縣草屯鎮中山街一七五號

055 涂毅男 65.02.28 埔里基督教醫院 2912151-1169(O) 南投縣埔里鎮鐵山路一號 

057 莊佳玲 69.06.25 埔里基督教醫院 2912151-1162(O) 南投縣埔里鎮鐵山路一號 

058 林華騰 39.08.30 林 X 光化驗中心 2223602(O) 南投縣南投市中山街二一四號

063 林佳憫 65.08.26 埔里基督教醫院 2912151-1162(O) 南投縣埔里鎮鐵山路一號 

064 許季琳 69.08.29 埔里基督教醫院 2912151-1162(O) 南投縣埔里鎮鐵山路一號 

071 伍哲誠 61.12.24 信義鄉衛生所 2791148(O) 信義鄉明德村玉山路 45 號 

072 沈文永 52.10.23 仁愛鄉衛生所 2802341(O) 仁愛鄉大同村五福巷 17 號 

076 林日森 68.09.20 埔里基督教醫院 2912151-1162(O) 南投縣埔里鎮鐵山路一號 

077 廖孟慧 64.01.14 曾漢棋醫院 2225595-1111(O) 南投縣草屯鎮虎山路九一五號

082 黃琬愉 72.07.12 署立草屯療養院 2550800-2505(O) 南投縣草屯鎮玉屏路一六一號

083 秦鳳君 71.10.01 佑民醫院 2358151-1125(O) 草屯鎮太平路一段二○○號 

086 陳彩雯 66.07.26 南基醫院 2225595-1111(O)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路八七○號

087 馮綾真 68.04.20 埔里榮民醫院 2990833-3800 南投縣埔里鎮榮光路一號 

088 詹繕合 65.02.03 曾漢棋醫院 2314145-102 南投縣草屯鎮虎山路九一五號

092 黃怡蓉 70.08.15 南基醫院 2225595-1111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路八七○號

095 余明錦 59.07.04 埔里基督教醫院 2912151-1161 南投縣埔里鎮鐵山路一號 

096 金學輝 56.07.16 曾漢棋醫院 2314145-102 南投縣草屯鎮虎山路九一五號

097 邱于婷 70.07.28 佑民醫院 2358151-1125(O) 草屯鎮太平路一段二○○號 

098 陳枚君 70.11.05 署立南投醫院 2231150-2300 南投縣南投市復興路四七八號

102 林秀樺 56.01.07 新泰宜婦幼醫院 2227787 名間鄉新街村彰南路 571-1 號

103 褚武熙 38.06.15 新浦里醫事檢驗所 2982541 南投縣埔里鎮南昌街 194 號 

106 張雅盈 69.12.04 竹山秀傳醫院 2624266-3145 竹山鎮集山路二段七十五號 

107 林妍君 71.10.26 竹山秀傳醫院 2624266-3145 竹山鎮集山路二段七十五號 

108 符祥傑 57.11.10 南基醫院 2225595-1111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路八七○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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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號 姓名 生日 服務機關 聯絡電話 機關地址 

109 蕭景欣 72.07.11 署立南投醫院 231150-2300 南投縣南投市復興路四七八號

113 張莉娟 70.12.16 佑民醫院 2358151-1125(O) 草屯鎮太平路一段二○○號 

115 陳姵璇 70.10.10 水里社區基督診所 2871999-100 南投縣水里鄉中正路 38 號 

117 洪瑞禧 71.11.18 南基醫院 2225595-1111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路八七○號

119 吳彩虹 65.05.22 新惠和醫院 2321188-108(O) 南投縣草屯鎮平等街一四○號

120 簡峰鈺 70.11.24 竹山秀傳醫院 2624266-3142 竹山鎮集山路二段七十五號 

121 賴致婷 72.12.26 新惠和醫院 2321188-108(O) 南投縣草屯鎮平等街一四○號

122 潘幸宜 73.08.18 竹山秀傳醫院 2624266-3142(O) 竹山鎮集山路二段七十五號 

123 黃美哲 70.09.30 埔里榮民醫院 2990833-3800(O) 南投縣埔里鎮榮光路一號 

124 李世佳 73.03.16 埔里基督教醫院 2912151-1162(O) 南投縣埔里鎮鐵山路一號 

126 陳奕如 73.02.18 埔里榮民醫院 2990833-3800(O) 南投縣埔里鎮榮光路一號 

127 江宜家 72.12.19 署立南投醫院 2231150-2300(O) 南投縣南投市復興路四七八號

129 蕭貴仁 71.12.19 埔里榮民醫院 2990833-3800(O) 南投縣埔里鎮榮光路一號 

130 鄭姵惠 70.01.24 埔里榮民醫院 2990833-3800(O) 南投縣埔里鎮榮光路一號 

131 陳芳賢 74.04.19 署立南投醫院 2231150-2300(O) 南投縣南投市復興路四七八號

                                                       資料有誤者請即與本會連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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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入 會 申 請 表 

茲遵照醫事放射師法第十一條及 貴會章程之規定，申請加入 貴會為會員，誠謹遵守醫事放

射師法暨 貴會一切章程、細則、義務、決議等，如有違背貴會所定章程或有不法行為，願受

處分，絕無異議，檢具各項證件，敬希 鑒核准予入會。 

中文  出生年月日 民國    年    月    日 
姓 

名 英文 (信用卡上之英文名) 

身分證字號  性      別  

地址 
(公) 

(宅) 

電話 (公)                         (宅) 

通 

訊 

處 
手機  E-mail

 

貼 

相 

片 

處 

(一張實貼 

一張浮貼) 

學校名稱 科系組名稱 畢業證書字號 發證日期 

    

    

 

學 

歷 

    

考試院及格證書號碼       字第       號 發證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醫事放射師證書號碼 放字第            號 發證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名  稱  執 業 科 別     科(部)

地  址  開業醫事放射師  

電  話  分機  

職   務 

(請打「V」) 執業醫事放射師  

執診 
開所 
業放 
醫射 
院所 傳   真  E-mail  

公會會訊郵寄處 □同通訊處 □同執業處 □       

   

電話  

應 

繳 

驗 

證 

件 

1. 醫事放射師證書影本一份 

2.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3. 本人二吋照片二張(彩色為佳) 

4. 服務(在職)證明 

5.入會費 1000 元及常年會費 

 

申 請 人            (簽章) 

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南投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公鑒 

受 理 民國     年    月      日 審查意見  

發給會員證書號碼:   醫放會證字第       號 民國   年   月  日發 證  

記 錄 核發會員編號:            號 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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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理執業執照應準備文件(交南投縣衛生局)： 

1、醫事人員執業申請書 1份 

2、醫事人員開執業異動申請表 1份 

3、公會入會證明書               4、在職證明文件 

5、本人最近三個月內照片 1張     6、執照規費 300 元 

7、身份證、醫事放射師證書正本及影印本(正本驗後發還) 

8、接受繼續教育證明文件影本及完成繼續教育聲明書 

二、辦理入會應繳交之文件： 

1、入會申請表             2、放射師證書影印本 

3、身分證影印本           4、在職證明書正本 

5、相片 2吋 2張(彩色為佳) 

6、入會費(1000 元)及該年度常年會費(每月 500 元；當月份之會費不收) 

7、若其他公會轉入者須繳交其公會開立之藍聯異動證明書 

三、辦理停、歇業應準備之文件(交南投縣衛生局)： 

※請於三十日內辦理(違者罰款 1~5 萬元)；醫事放射師法第十條：醫事放射師停業或歇業時，

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報請原發執業執照機關備查。 

1、醫事人員歇業申請書 1份 

2、醫事人員開執業異動申請表 1份 

3、醫事放射師證書正本(蓋完戳章後立即歸還) 

4、執業執照 

5、公會退會證明書 

6、離職證明文件 1份 

四、辦理退會應繳交之文件： 

只要帶離職證明正本即可辦理退會(若只有一份正本，經本人簽名之影本亦可)。 

 

※依據社會團體財務處理辦法第十九條及本會章程規定：會員繳納之各項費用，於退會時，

不得請求退還。 

※南投縣衛生局承辦人：醫政課(衛生局五樓)唐小姐。 

  電話：2222473 轉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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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各地方公會聯絡資訊一覽表 

公會名稱 理事長 公會地址 公會電話 公會傳真 

台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黃敏雄 台北市基隆路二段 190 號 8 樓之 3 02-27324290 02-2732-4981

台北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粟文治 台北縣板橋市南雅南路 2 段 21 號 02-8967-0281 02-8967-6701

桃園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羅世煌 桃園市三民路三段 106 號 15 樓 03-262-9688 03-262-6658 

新竹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江銘基 新竹市林森路 20 號 03-526-1122-172 03-5251630 

新竹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李文杰 新竹縣竹北市縣政二路 69 號 03-552-7000-2110  

苗栗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徐春仕 苗栗市建民街 28 號 037-271822 037-272472 

台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江志明 台中市西屯區中港路三段 160 號 04-2350-8025 04-2358-4432

台中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黃棟國 台中縣梧棲鎮中棲路一段 699 號 04-2656-4857 04-2656-4857

彰化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蔡佩伶 彰化市南校街 135 號 04-723-8595 04-7280805 

嘉義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張如鳳 嘉義市忠孝路 539 號 05-216-8515 05-216-8515 

嘉義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廖漢弘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路西段 6 號 05-362-1000-2616 05-362-0495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劉明端 台南市勝利路 138 號 06-235-3535-2424 06-238-0091 

台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陳萬春 台南縣永康市中華路 901 號 06-251-4491  

高雄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林甘裕 高雄市三民區泰安街 23 號 07-322-9373 07-322-9965 

高雄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李振昌 高雄縣鳥松鄉大埤路 123 號 07-731-7123-2536  

屏東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林清輝 屏東縣東港鎮成功路 140 號 08-833-5721 08-832-6468 

基隆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倪景落 基隆市麥金路 222 號 02-2431-3131-2203 02-2433-2869

宜蘭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顏瑞良 宜蘭市東港路 17 巷二弄 5 號 03-922-2141-511 03-937-1927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周柏希 花蓮市中央路三段 707 號 03-856-1825-3288 03-857-1287 

台東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于 瀾 台東市長沙街 303 巷 1 號 089-310150-348-352 089-346-482 

桃園縣醫事放射士公會 廖啓隆 桃園市民權路 200 號 2 樓 03-347-2728 03-334-2660 

高雄市醫事放射士公會 潘世欽 高雄市苓雅區惠安街 27 號 3 樓   

 



署立南投醫院至富士日本料理之地圖 

署立南投醫院：南投縣南投市復興路四七八號 

富士日本料理：南投市三和里三和一路 20 之 2 號 (049-2244775) 

 
 

 

 

◆ 富士日本料理 

復
興
路 

文昌街 

縣 政 府 

三和一路

三和二路

三和三路

民族路 

南陽路

南投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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