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年度花東法規政策宣導暨

專業課程繼續教育系列（二）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協辦單位：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台灣古爾貝特股份有限公司 

活動日期：107 年 9 月 1 日（星期六） 

活動地點：花蓮慈濟醫院協力樓2 樓【和氣會議室】(花蓮市中央路三段707號)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107年度花東法規政策宣導暨專業課程繼續教育系列（二）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協辦單位：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台灣古爾貝特股份有限公司 
活動日期：107 年 9 月 1 日（星期六） 
活動地點：花蓮慈濟醫院協力樓 2樓【和氣會議室】(花蓮市中央路三段 707 號) 
學分類別：醫事放射師(士)繼續教育8點、護理師(士)繼續教育6點、輻防積分3點、

公務人員 8 點、乳篩時數 1小時 

時間 內容 主講者 

08:00~08:20 學員簽到 

08:20~08:30 開幕式：蕭佳吉理事長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理事長） 

08:30~09:20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
會會務宣導 

蕭佳吉 理事長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09:20~11:10 乳房攝影技術與品質保證課程 
湯韻璇 醫事放射師 

新光吳火獅紀念醫院放射診斷科 

11:10~12:00 磁振造影參數最佳化設定 
李正輝 副主任委員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12:00~13:00 午餐 

13:00~13:50 磁振造影對比劑 
李正輝 副主任委員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13:50~14:40 醫事放射師法公會篇 
粟文治 常務監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14:40~14:50 休息 

14:50~15:40 
注射含碘對比劑的作業流程-臺北榮
總經驗分享 

楊明菊 護理長 

臺北榮民總醫院放射線部 

15:40~16:30 
血管攝影檢查的簡介-臺北榮總經驗
分享 

陳小萍 護理師 

臺北榮民總醫院放射線部 

16:30~17:00 綜合討論 
李正輝 副主任委員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17:00~17:20 簽退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電話：02-2558-5191   傳真：02-2558-5192   網址：www.cart.org.tw 

時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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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
公會全國聯合會會務
宣導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蕭佳吉 理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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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務任務((組織章程組織章程))

第 6 條：本會任務如下：

一 會員執業指導與服務 調查及統計一、會員執業指導與服務、調查及統計。
二、會員合法權益之維護。
三、促進會員組織之健全及發展。
四、放射學術專業研究發展與推廣。
五、增進全民健康及輻射安全。
六、相關醫學制度、醫事放射教育及行政等建議及執行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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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與其他醫事團體之聯繫合作及參加各項社會活動。
八、接受其他機關團體委託之業務及諮詢。
九、促進國際醫事放射師機構或團體之聯繫合作。
十、其他相關法令規定應辦理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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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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66屆已執行重要工作屆已執行重要工作--11

一、權益捍衛及爭取方面

1.醫事放射人力爭取

2.捍衛會員權益抗議「口腔衛生人員法(草案)」

3.凝聚共識，推動專科醫事放射師相關事宜，以提升專業

4.捍衛牙科X光攝影檢查之執業權

5.因應政府政策推動醫療影像暨輻射安全作業及品保工作

培訓基層醫療機構訪視委員 以協助配合全國縣市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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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培訓基層醫療機構訪視委員，以協助配合全國縣市衛生局
之訪視作業

7.配合政府國際化政策，加入國際放射師聯盟(ISR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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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66屆已執行重要工作屆已執行重要工作--22

二、提升醫事放射師專業形象及臨床教育

1.規劃公益活動增加民眾認識醫事放射師，增加曝光度

2.培訓基層醫療機構訪視委員，協助配合全國縣市衛生局
之訪視作業

3.製作法規政令宣導資料，並持續至各地方縣市公會、醫
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學校宣導

4.為確保放射師執行業務權，推動落實專業人才培養，將

4

.
辦理專業提升課程訓練(如牙科、超音波、骨密等)

5.放射師相關權益、放射師繼續教育及執登、醫療機構
評鑑、輻射防護等與會員執業權有關之Q&A資料蒐集與
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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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權益捍衛及爭取之
進度報告

((一一))全聯會完成使命全聯會完成使命加入加入國際放射師聯盟國際放射師聯盟(ISRRT)(ISRRT)

感謝全國會員的支持與協助，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

全國聯合會(TAMRT)在歷任理事長及全體理監事的努力爭
取下，及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TWSRT)的支持下，終於
在107年4月10日於千里達西班牙港獲得國際放射師聯盟
(ISRRT)全部會員無異議通過成為正式會員，為台灣在國
際放射界爭得一席之地，能為國際公民盡一份心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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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全聯會推動全聯會推動「「專科專科醫事醫事放射師制度放射師制度」」進度報告進度報告

• 106年11月4日全聯會在高雄榮民總醫院辦理「2017年第17次國際學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

106年11月4日全聯會在高雄榮民總醫院辦理 2017年第17次國際學
術研討會(主題：專科醫事放射師)」，國內外貴賓冠蓋雲集，全日
出席人數高逹3000名。

• 其中管碧玲立委強烈表達醫療不是服務業醫療應該是專業，對於推
行「專科醫事放射師制度」相當樂觀其成，如果有需要政府政策的
改變來提升全國醫療水準，將會全力支持。

7

((三三))全聯會捍衛牙科全聯會捍衛牙科XX光攝影檢查執業權進度報告光攝影檢查執業權進度報告

107年4月22日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

107年4月22日

• 蕭佳吉理事長向衛生福利部陳
時中部長重申：只有牙醫師及
醫事放射師(士)可以執行牙科
放射線設施業務

• 由衛生福利部陳時中部長見證，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
聯合會蕭佳吉理事長代表與中聯合會蕭佳吉理事長代表與中
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簽署「合作備忘錄」，我們將
藉由這樣的交流與互動共同提
升與增進國民的口腔健康、創
造醫事放射師與牙醫師未來合
作的雙贏機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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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全聯會配合政府政策推動醫療影像暨輻射安全作業及品保工作全聯會配合政府政策推動醫療影像暨輻射安全作業及品保工作

• 107年全聯會承辦行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權益捍衛及爭取之進度報告

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介入性攝影X光機
醫療曝露品保試辦
作業計畫」

(1)全聯會協助擬訂
心導管及血管攝
影X光機醫療曝
露品質保證標準

9

露品質保證標準

(2)全聯會將進行各
地醫院心導管與
血管攝影醫療曝露
品保執行情況之實
地訪視與輔導

醫事放射人力爭取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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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
進度報告進度報告--11

105年8月衛生福利部提出「106年醫院
評鑑版草案」將現制列為必要項目的
醫事人力全部刪除，未來醫院任何職
類人力不夠照樣可通過評鑑……

11

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
進度報告進度報告--11

• 105年-107年為了人力的
爭取，全聯會出席公聽
會或協商會議、拜會立
委及新聞媒體專訪活動
等不下50場

左1 衛生福利醫事司石崇良司長 右2 郭正亮立法委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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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
進度報告進度報告--22

• 106年11月

全聯會提出「醫療機構人力
合理配置基準評估計畫──

醫事放射人力建議白皮書」，
衛生福利部承諾該份白皮書
將會做為未來醫院評鑑基準

及設置標準修改的依據

13

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
進度報告進度報告--33

為恐人力評估白皮書淪為空談，
多次拜託立委

• 106年12月11日
全聯會準備了醫事放射人力需求
白皮書及簡報拜會陳其邁立委，

請求協助召開公聽會

• 106年12月18日
全聯會蕭佳吉理事長率領「台灣
醫療品質促進聯盟 盟友再次拜醫療品質促進聯盟」盟友再次拜

會陳其邁立委

• 107年3月1日
全聯會蕭佳吉理事長率領「台灣
醫療品質促進聯盟」盟友拜會管

碧玲立法委員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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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
進度報告進度報告--44

•107年3月

台灣醫學中心協會及中華民國區域醫院台灣醫學中心協會及中華民國區域醫院
協會將各醫事職類之人力建議提供給全
國醫療院所進行意見蒐集

問題1：由於所提供之試算條件並不正確
造成大家在試算上的誤解，以致
發生各層級醫療機構醫事人力目
前皆足夠之假象

問題2：其中「每部高階影像檢查治療設備
均應配置 名以上醫事放射師執均應配置2名以上醫事放射師執
行業務」，應規劃為未來中長期
目標而非短期目標，因為台灣醫
學中心協會及中華民國區域醫院
協會誤植，造成各醫院無法達到
本團體建議之誤會。

15

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
進度報告進度報告--55

• 107年4月19日

蕭佳吉理事長再次拜託陳其邁立委蕭佳吉理事長再次拜託陳其邁立委

協助召開協調會議，召集中央主管

機關及其他專業團體共商，以各醫

事專業所提「醫療機構人力合理配

置基準評估計畫」人力評估白皮書

之短期目標為「醫療機構設置標準」

持續監測指標，同時以短中長期目

標作為「醫院評鑑基準」人力指標標作為 醫院評鑑基準」人力指標

之藍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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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
進度報告進度報告--66

‧107年6月26日
管碧玲立委因蕭佳吉理事長拜託召開「醫院評鑑與醫療機構

人力合理配置」協調會議，衛生福利部陳時中部長、石崇良人力合理配置」協調會議，衛生福利部陳時中部長、石崇良

司長等長官皆與會，決議如下：

(1)無論「醫療機構設置標準」、「醫院評鑑基準」都和
實際人力需求情況差異太大，為期醫療品質與病人安
全有保障，因此首要步驟為研修「醫療機構設置標
準」。衛生福利部將於107年7月起一個月內召開第一
次共識會議，並於半年內分別與各醫事專業團體完成
協商共識。

(2)以各醫事專業團體所提「醫療機構人力合理配置基準
評估計畫」人力評估白皮書之短期建議為「醫療機構

17

設置標準」，同時以中長期建議作為「醫療機構設置
標準」持續監測指標。

(3)考量「醫院評鑑基準」以「品質」為導向，為了讓醫
院有配合的意願，研議「醫院評鑑基準」之醫事人力
條文由必要條文改為鼓勵加分條文之可行性。同時以
各醫事專業團體所提「醫療機構人力合理配置基準評
估計畫」人力評估白皮書之建議為評核基準。

(4)衛生福利部必須要求中央健康保險署著手設計相關人
力給付項目的獎勵規範，讓醫院有配合的誘因。

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
進度報告進度報告--7.17.1

‧107年7月23日
蕭佳吉理事長代表出席衛生福利部「醫療
機構人力合理配置原則及共識會議 決議機構人力合理配置原則及共識會議」，決議
如下：
1.為提升會議效率並兼顧各職類人員代表
性，本會議有關團體代表為各職類人員
公會全國聯合會，並作為日後主要聯繫
窗口。

2.請各職類人員公會全聯會於會後，儘速
完成下列事項，並提交相關資料給財團
法人醫院評鑑暨醫療品質策進會(簡稱醫

18

法人醫院評鑑暨醫療品質策進會(簡稱醫
策會)彙整：
(1)人力配置計算方式：請先行於內部溝通

(包含相關學會、協會、工會等)並達成
共識後，提供具體可行之計算方式。

(2)如涉及納入業務量之計算，請併提供各
該服務項目(例如檢查單、檢驗項目等)
之健保碼，以利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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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
進度報告進度報告--7.27.2

3.請醫策會於2週內，針對人力配置基準建
議草案之實質內涵及計算方式，分別邀
請各職類人員公會全聯會予以確認 並請各職類人員公會全聯會予以確認，並
請一個月內完成彙整並重新提出醫事人
力試算結果。

4.請健保署協助提供上開各職類相關醫事
服務量及健保申報資料，以利本部據此
估算各層級醫院服務量及試算各職類醫
事人力缺口。

5.本次會議原提案議題(提案一:各醫事專
業團體所提之醫療機構人力配置相關建

19

業團體所提之醫療機構人力配置相關建
議優先納入「醫療機構設置準」研修一
案；提案二:醫院評鑑基準之醫事人力條
文由必要條文改為鼓勵加分條文一案)暫
不討論，俟於人力配置試算結果完成後，
另擇期召開會議接續討論。

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全聯會進行醫事放射人力爭取
進度報告進度報告--88

‧107年8月3日 提供建議資料給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療品質策進會進行試算
：

醫療機構設置標準「附表(一)：醫院設置標準」醫事放射人力建議
建議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製表日期：107年8月3日

類別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

(1)總病床數
總病床每18床

應有醫事放射師1人以上
總病床每22床

應有醫事放射師1人以上
總病床每28床

應有醫事放射師1人以上

(2)二十四小時急診作業
除第1項人力外，有提供二十四小時緊急放射診斷作業：每日急診量每40人次應有醫事放射
師1人，每八小時一班，每天至少應有4人以上，全天二十四小時均有醫事放射師提供服務

(3)門診量 全院門診量達每日800人次時，應再增聘1名醫事放射師

(4)品保人員 有執行醫療曝露品質保證之場所應有醫療曝露品質保證專任醫事放射師1人以上並另計

(5)輻射防護專業人員 設有輻射防護管理委員會應有專任醫事放射師輻射防護專業人員1人並另計

20

(6)高階影像檢查設備
每部高階影像檢查、治療設備【備註4】，每八小時一班，每班均應配置2名以上醫事放射
師執行業務

(7)專責教學醫事放射師 教學醫院評鑑合格：每15名實習學生應增加專責教學醫事放射師1名。

(8)其他 應設有各科別醫事放射師主任級主管正式職缺

(9)備註

1.總病床數以登記開放數計算，無條件取至整位數。

2.醫事放射師人力計算不包含健檢（巡迴）人力。

3.醫事放射師人力計算以總病床計時，專任醫事放射人員包含心導管、牙科、泌尿科碎石機
腸胃科、心臟外科、超音波及其他科醫事放射師。

4.高階影像檢查、治療設備係指「特定醫療技術檢查檢驗醫療儀器施行或使用管理辦法」
第二條附表之儀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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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評鑑基準」醫事放射人力建議
建議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製表日期：107年8月3日

條號 建議項目

必 1.2.8
(1.3.3)

目的：
配置適當的醫事放射人員及合理工作量，確保放射診療檢查服務品質，並符合政府相關法令之規定。

符合項目：
1.放射線作業人員相關訓練、指導(包含輻射安全、病人安全等)等須符合相關法規之規定。
2.由醫事放射人員執行放射診療檢查業務，且設有各科別醫事放射師主任級主管正式職缺。

3.醫事放射人員：
(1)申請地區醫院評鑑者：總病床每28床應有醫事放射師1人以上。
(2)申請區域醫院評鑑者：總病床每22床應有醫事放射師1人以上。
(3)申請醫學中心評鑑者：總病床每18床應有醫事放射師1人以上。
(4)除(1)到(3)項人力外，有提供二十四小時緊急放射診斷作業：每日急診量每40人次應有醫事放射師1人，每八小時一班，

每班至少應有4人以上，全天二十四小時均有醫事放射師提供服務。
(5)全院門診量達每日800人次時，應再增聘1名醫事放射師。
(6)有執行醫療曝露品質保證之場所應有醫療曝露品質保證專任醫事放射師1人以上並另計。
(7)設有輻射防護管理委員會應有專任醫事放射師輻射防護專業人員1人並另計。
(8)每部高階影像檢查、治療設備【註4】，每八小時一班，每班均應配置2名以上醫事放射師執行業務。
(9)教學醫院評鑑合格：每15名實習學生應增加專責教學醫事放射師1名。

(10)醫事放射師人力計算不包含健檢（巡迴）人力。
(11)醫事放射師人力計算以總病床計時，專任醫事放射人員包含心導管、牙科、泌尿科碎石機、腸胃科、心臟外科、超音波及

其他科醫事放射師。

優良項目：(依申請醫院層級，需達成下述項目)
1.醫事放射人員：

申請地區醫院評鑑者 醫事放射人員人力達符合項目 項之 倍

21

(1)申請地區醫院評鑑者：醫事放射人員人力達符合項目3-(1)項之1.10倍。
(2)申請區域醫院評鑑者：醫事放射人員人力達符合項目3-(2)項之1.10倍。
(3)申請醫學中心評鑑者：醫事放射人員人力達符合項目3-(3)項之1.10倍。

2.人員服務年資、訓練資歷充足，服務品質優良，且落實訓練計畫，成效良好，並有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註]：
1.本條為必要條文，必須達符合項目(含)以上。
2.醫事放射人員係指醫事放射師。
3.總病床數以登記開放數計算，無條件取至整位數。
4.高階影像檢查、治療設備係指「特定醫療技術檢查檢驗醫療儀器施行或使用管理辦法」第二條附表之儀器設備。

評量方法及建議佐證資料：
1.醫事放射人員及執業登記名冊。(符合)
2.醫事放射人員訓練計畫及訓練結果資料。(符合)
3.醫事放射師主管名冊、相關年資、經歷彙總資料。(符合)

全聯會捍衛權益全聯會捍衛權益
抗議口腔衛生人員法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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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聯會抗議「全聯會抗議「口腔衛生人員法口腔衛生人員法」」
進度報告進度報告--11

「口腔衛生人員法」草案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三款條文，內容指出口腔

衛生人員在牙醫師指示下可以進行

所謂的「口腔臨床醫療輔助行為」

，其法律用語存有模糊空間，未來

可能衍生逾越醫事放射師的牙科攝

影檢查業務之疑義……

23

全聯會抗議「全聯會抗議「口腔衛生人員法口腔衛生人員法」」
進度報告進度報告--22

• 106年12月22日

全聯會以醫事放射全聯全聯會以醫事放射全聯
字第1060259號函請衛
生福利部釋示「口腔衛
生人員法」草案第十四
條第一項第三款條文內
容所指之「口腔臨床醫
療輔助行為 未來可療輔助行為」，未來可
能衍生逾越醫事放射師
的牙科攝影檢查業務之
疑義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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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聯會抗議「全聯會抗議「口腔衛生人員法口腔衛生人員法」」
進度報告進度報告--33

• 106年12月28日

衛生福利部以衛部心字衛生福利部以衛部心字
第1061762075號函覆
「關於第14條第1項第3
款『口腔臨床醫療輔助
行為』之範圍，待立法
程序完成後，本部將另
邀專業團體研訂 屆時邀專業團體研訂，屆時
亦將邀集醫事放射相關
專業團體共同參與。」

25

全聯會抗議「全聯會抗議「口腔衛生人員法口腔衛生人員法」」
進度報告進度報告--44

•107年1月12日及107年3月26日

全聯會二次函請委員
督核嚴審「口腔衛生
人員法」，並於院會
討論本案前，協助安
排共識會議 。
包含：
李彥秀立委、林岱樺立委、郭正亮
立委、陳其邁立委、陳宜民立委、
陳超明立委、黃昭順立委、黃偉
哲立委、楊曜立委、廖國棟立委、
管碧玲立委、趙天麟立委、劉世芳
立委、劉建國立委、賴瑞隆立委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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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聯會抗議「全聯會抗議「口腔衛生人員法口腔衛生人員法」」
進度報告進度報告--55

• 目前「口腔衛生人員法」草案已經在社會福利及衛生
環境委員會審查完竣，未來將提院會公決進行二讀環境委員會審查完竣，未來將提院會公決進行二讀
及三讀

27

全聯會抗議「全聯會抗議「口腔衛生人員法口腔衛生人員法」」
進度報告進度報告--66

•107年4月3日
蕭佳吉理事長拜託黄昭順立委於院會討論「口腔衛生人員法」
草案前，協助召開協調會議草案前，協助召開協調會議

•107年4月11日
黄昭順立法委員國會辦公室張政凱主任覆：黄昭順委員將於
近期協助召開協調會議並找衛生福利部、牙醫師公會全聯會
等單位與會

•107年4月19日
蕭佳吉理事長也再次拜託陳其邁立委於院會討論「口腔衛生

28

蕭佳吉理事長也再次拜託陳其邁立委於院會討論「口腔衛生
人員法」草案前，協助召開協調會議，商訂該草案第十四條
第三款「口腔臨床醫療輔助行為」之業務範圍

•107年5月20日
蕭佳吉理事長拜會楊曜立委討論口腔衛生人員法，楊委員答
應口腔衛生人員法之函釋條文不會違背醫事放射師法，委員
有把握維護放射師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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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提升醫事放射師專業
形象及臨床教育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提升醫事放射師專業形象及臨床教育提升醫事放射師專業形象及臨床教育

((一一))全聯會參與公益活動，讓民眾認識醫事放射師，增加曝光全聯會參與公益活動，讓民眾認識醫事放射師，增加曝光
度度•106年12月3日 度度•106年12月3日

全聯會贊助並
參加「社團法
人臺中市身心
障礙者福利關
懷協會 微笑天
使․曙光家園

30

重建~【天使夢
工廠】籌款義
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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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全聯會培訓基層醫療機構訪視委員以協助全國縣市衛生局訪視作業全聯會培訓基層醫療機構訪視委員以協助全國縣市衛生局訪視作業

•106年7月9日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提升醫事放射師專業形象及臨床教育提升醫事放射師專業形象及臨床教育

•106年7月9日

全聯會於馬偕
紀念醫院辦理
「106年度基層
醫事機構實地
訪視與輔導儲
備委員培訓」，

31

」
各縣市公會推
派訓練儲備委
員共42位

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提升醫事放射師專業形象及臨床教育提升醫事放射師專業形象及臨床教育

((三三))為服務為服務離島離島及及東部東部會員會員，，全聯會辦理全聯會辦理繼續教育繼續教育研討會研討會

• 106年10月1日• 106年10月1日
全聯會於台東馬偕紀念醫院辦理
「106年度離島及東部法規政策宣
導繼續教育系列（一）」

• 107年5月19-20日
全聯於衛生福部澎湖醫院辦理
「107年度離島及東部法規政策宣
導繼續教育系列（一）」

32

• 107年9月1日
全聯會與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於花蓮慈濟醫院辦理「107年度離
島及東部法規政策宣導暨專業課
程繼續教育系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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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聯會全聯會第第66屆已執行屆已執行
提升醫事放射師專業形象及臨床教育提升醫事放射師專業形象及臨床教育

((四四))全聯會與縣市公會合辦研討會宣導法規政令全聯會與縣市公會合辦研討會宣導法規政令

• 107年4月22日• 107年4月22日

全聯會與高雄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於高雄長庚紀念醫院辦理「107年
度電腦斷層及乳房攝影品管繼續

教育系列（一）」

• 107年10月20日
全聯會將與台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於臺北市立萬芳醫院辦理「 年

33

於臺北市立萬芳醫院辦理「107年
度電腦斷層及乳房攝影品管繼續
教育系列（三）」

107年107年
年會訊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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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民國107年11月3日（星期六）

會議地點：臺中榮民總醫院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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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20182018年第年第1818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暨國際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國際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

積分種類：

醫事放射師(士)繼續教育積分16點
公務人員7點

報名方式：
107年10月1日中午12時起

至全國醫事放射師入口網站(www.cart.org.tw)

→繼續教育及活動公告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35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2018年第18次國際學術研討會」

→我要報名

※額滿為止，歡迎會員踴躍參加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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諸多權益事項全聯會皆有進展諸多權益事項全聯會皆有進展

請全國放射師支持我們相信我們

一起共創醫事放射的未來～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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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振造影影像最佳磁振造影影像最佳
化的設定化的設定
新光醫院放射診斷科新光醫院放射診斷科
李正輝李正輝

基本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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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內容
• Scan time

• Contrast

• SNR

• Resolution

• coverage

How about the scan time?
• TR

• NEX (Number of excitations)

• Number of phase enc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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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降低掃描時間(Scan time)
• FSE or TSE

• Gradient echo sequence

• HASTE

• EPI

• SENSE

FSE or TSE (快速自旋回波序列)
• 傳統自旋回波+ 回音列車( Echo Train Length)

• 90o RF 後 實施一連串 180o RF

• 每一個180o RF 完成一條 K space 填充

• Scan time= (TR x NEX x  PE) / ETL

• ETL 太長的缺點:

1 影響T1加權的影像對比1. 影響T1加權的影像對比

2. 影像邊緣模糊

3. Fat訊號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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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L 25 vs. 45

Gradient echo sequence(梯度回訊序列)
• 小於 90o 的 RF

• 沒有180o 的 RF 重聚相

• 短TR、短TE，用於快速造影

• 運用 Bi-lobed Gradient 進行重
聚相

SNR較低• SNR較低

• 對於磁敏性假影(susceptibility 
artifact) 較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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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TE
• Half-Fourier Acquisition Single-shot Turbo spin Echo g

imaging

• 在一次激發下取得影像(single-shot technique)

• ETL很長……………………………., 問題又出現了………………..

• 訊號的特性--- 360o相位變化，正、負半波對稱

只取正半波 複製成負半波( 半再多 些 )• 只取正半波，複製成負半波(一半再多一些...)

• PE下降，SNR降低

• 用於快速造影

HASET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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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 (Echo-Planar Imaging)
• 運用梯度磁場的快速轉換

• 在一次的激發中完成影像的擷取

• 超快速成像

• 易產生下列假影:

1. N/2 artifact

2. Susceptibility artifact

3. Chemical shift artifact

EPI假影

N/2 ar t ifact Susceptibi l i ty ar t i factN/2 ar t i fact Susceptibi l i ty ar t i 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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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 在臨床上的應用
• Diffusion imaging of the brain.Diffusion imaging of the brain.

• Dynamic perfusion studies of the brain.

• Abdominal imaging.

• Cardiac imaging:

1. Coronary arteriesy

2. Cine cardiac imaging within a single heart beat.

3. Dynamic perfusion studies of the myocardium.

DWI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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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平行成像技術)

簡單來說簡單來說...........

• 運用多重元件(elements)組成的相位陣列線圈
( phased array coil)

• 由個別線圈的元件分別擷取部分K space的訊
號，產生反摺影像

• 經由後處理運算 將反摺影像重組為正常影像• 經由後處理運算，將反摺影像重組為正常影像

Contrast(對比)
• 定義: 不同組織或病理結構間在影像中相對亮度的差異

• 在MRI的成像中，主要因不同組織的物理特性的差異而產生，
如T1及T2遲豫時間、質子密度等…….

• 公式:

Contrast(C)= (SA – SB) / (SA + 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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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組織對比的因素
• 重複時間(TR)

• 回訊時間(TE)

• 偏轉角(FA)

• 反轉時間(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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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時間(TR)與組織對比
• TR的定義: 兩次 RF 之

間所需要的時間

• 與掃描時間有關

• TR越長，組織間的對
比越差

TE=10

回訊時間(TE)與組織對比
• TE的定義: 施加 RF後，

訊到擷取訊號間所需要
的時間

• 與掃描時間無直接的
關係，和可掃描的張
數有關

• TE時間越長，在長TR• TE時間越長，在長TR
的狀況下，水與其他
組織的對比越強

TR=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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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TR and TE.......
• 在訊號的擷取中，TR和TE都是重要且須同時考慮的因子

• 在波序中，TR決定T1加權的程度，而TE決定T2加權的程度

• 在不同長短TR的前提下，TE時間也需做調整以獲的最佳的影像對比

• 訊號的基本公式:

Signal= H(N)(1-exp-TR/T1)(exp-TE/T2)Signal  H(N)(1 exp )(exp )

Mz Mxy

T1-weighted

Spin Echo
short TR, short TE

z

rel. long T1 like GM

rel. short T1 like WM
xy

rel. short T2 like WM

TR/msTR TE/ms

long T2  like GM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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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n Echo
long TR, long TE

Mz rel short T1
Mxy

T2-weighted

Mz rel. short T1

like WM 

rel. long T1,

like GM

Mxy

long T2

TR/ms TE/msTR

rel. long T2

TE

Spin Echo 
rel. long TR, short TE

proton density
weighted

Mz Mxy

GM

WM

TR
TE/ms

TE
T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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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轉角(FA)與組織對比
• FA的定義: RF施加後，將M0

偏轉至xy平面的角度

• 運用於梯度回訊波序
(gradient echo)

• FA的角度，決定GE的影像
加權:

1. 大FA        T1影像

2. 小FA        T2影像

反轉時間(TI)與組織對比
• TI的定義: 施加180o RF 後，到施加90o RF 間所需要的時間

• 用於反轉回復波序(Inversion Recovery)

• 需增加TR時間

• 作用:

1. 壓抑特定組織訊號( null point)

2. 增強組織間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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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and contrast

TR=4000, TE=19

STIR

fatfat

White matterWhite matter

waterwater

MM

TI

Null pointNull point

tim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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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R image

Flair
N ll i tN ll i t

fatfat

White matterWhite matter

waterwater

MM TI

Null pointNull point

tim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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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IR in Brain MRI

T1 IR (TI=40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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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l to Noise Ratio(訊雜比)
Signal(訊號) Noise(雜訊)g

• 影像中像素或體素中的相對亮
度

• 與物質中的氫原子密度有關

• 影像中隨機出現的雜點

• 多數由病患組織中產生

影響SNR的因子
• 重複時間(TR)

• 回訊時間(TE)

• 體素大小

• 平均次數(NSA)

• 切面厚度

• 頻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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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 TE 與SNR
• 重複時間(TR)

--- TR越長，SNR越高(下次可偏轉到xy
平面上的越多)

• 回訊時間(TE)

• --- TE越長，SNR越低(訊號衰減越多)

體素大小 (Voxel size)
• 大牛排理論

• 體素越大，單位體積內所含氫原子數量越多

• SNR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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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xel size

平均次數(NS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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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面厚度
• 大牛排理論

• 切面厚度越厚，單位
體積內所含氫原子數
量越多

• SNR越高

• 解析度降低

頻寬(Bandwid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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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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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lution(解析度)
• 空間解析度(Spatial resolution)

與體素大小有關

• 時間解析度(Temporal resolution)

與掃描時間有關

用於dynamic scan

空間解析度(Spatial resolution)
• 分辨兩點之間的最短距離

• 影響體素的大小

• 高解析度，SNR下降

--- 增加平均次數(NSA)

--- 掃描時間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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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解析度(Temporal resolution)
• 運用快速掃描波序

• 針對同一掃描範圍進行多次影像擷取

• 應用在對比劑注射後的動態掃描

Coverage(涵蓋範圍)
• 定義: 在多重切面掃描波序中可以涵蓋的距離

• 影響因子:

--- Number of slices

# slices = TR/(TE + Ts /2 + To )
--- Slice thickness

--- Gaps

--- ETL



2018/8/13

24

# slices = TR/(TE + Ts /2 + To )
• TR:重複時間，TR越長，可切的切

面張數增加

• TE:回訊時間， TE越長，單位TR內
可切的切面張數減少

• TS:取樣時間， TE越長，單位TR內
可切的切面張數減少

Eff TE

Ts/2

• T0:準備時間，用於波序的前置準
備，如IR、FS 等.....

Ts

TR vs. sl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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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L vs. coverage

ETL=3

ET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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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p

Increasing interslice gap causes:g g p

• increased coverage

• decreased “cross-talk” artifact

• increased SNR (due to increasing effective TR by reducing 
cross-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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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p vs. cross 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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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從未犯錯的人是因為
他不曾嘗試新鮮事物
Anyone who has never made a 
mistake has never tried anythingmistake has never tried anything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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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振造影用對比劑
(Contrast Agent)( g )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放射診斷科
李正輝

對比劑??
• 改變影像的對比

• 組織訊號的差異 影像對比

• 藉由特定的藥物or物質 增強或削減組織的訊號

(改變組織的訊號強度)

• 問題: 常見的對比劑??

CT? 消化道? MRI?

• 問題: 除了常見的藥物以外，還有甚麼咚咚可以當作對比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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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劑的用途
• 病灶顯影----增加正常組織與病灶組織的對比

• 區分病灶種類並區分早晚期

--- Dynamic Scan

---運用血液動力學或灌注特性

要討論到的部分>>>>

• MRI對比劑的作用原理

• 臨床使用的技術

• 對比劑使用的安全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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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Contrast Agents: Physics
MR對比劑的物理特性

Gadolinium
• 目前使用上 廣泛的MRI對比劑

• 含有７個不成對的電子，其離子型態（Ｇｄ3+）具有強烈的順磁性

• 為４種在室溫下可被磁化的元素之一（Gadolinium、iron、nickel and 
cobalt)

• Gd 的強大的順磁特性使其成為非常有效MR造影劑

Gd 不是在MR影像中直接觀察到的 而是通過促進附近氫質子的弛豫• Gd 不是在MR影像中直接觀察到的，而是通過促進附近氫質子的弛豫
現象而間接表現出其存在

• Gd 優先縮短組織中的T1值，它們在T1加權圖像上累積使其變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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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ｄ的順磁性
• 钆化合物顯示的順磁性形式來源於電子，而不是質子，此一特性

被稱為居里順磁性

• 相較於質，子由於電子具有相同的自旋（½），具有比質子更小
的尺寸，它們的迴旋比是質子的657倍。如果這些電子在殼或接
合軌道中保持不成對，則不平衡自旋產生強磁場，能夠在附近的
核中引起磁場弛豫現象，這是元素如钆所具有的強大順磁性的主
要原因

弛豫(Relaxivity)

• MR對比劑的溶液隨著濃度的變化，弛緩速率亦隨之變化

• 弛緩率(relaxation rates )可個別區分為 T1弛緩率 及 T2弛緩率

--- 可由下列式子表示:

1/ΔT1 = r1 • [C]           and         1/ΔT2 = r2 • [C]/ [ ] / [ ]
• T1弛豫(Relaxivity; r1) 與 T2弛豫(Relaxivity; r2) 單位:  L/mmol-s

--- 代表對比劑產生磁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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弛緩率(relaxation rates )、濃度與
弛豫(Relaxivity)

T1 Shortening by Gad
Why does gadolinium apparently only shorten T1? Doesn't it 
have an effect on T2 as well? 

依據順磁的特性 Gd同時會產生縱向及橫向弛緩(relaxation)• 依據順磁的特性，Gd同時會產生縱向及橫向弛緩(relaxation)

--- 同時產生 T1 /T2 Shortening 

--- 此一效應依據組織本身的弛緩時間(relaxation times)和不同對
比劑在組織中沉積的 大濃度而定

• 在化學領域中，我們多使用弛緩率(relaxation ratio)來表示

T1 /T2 Shortening 的效應 ； sec−1

弛緩率(relaxation ratio) =  1/弛緩時間(relaxation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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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的對比訊號，由兩個不同的因子決定:

--- 內在因子: 物質本身的特性(T1、T2值，氫含量)

---外在因子:波序條件的設計(TR，TE…..)

• 施打對比劑後，影像的對比由兩部分組成:

--- 未施打對比劑以前的對比+對比劑產生的影響

1/T1obs = 1/T1t + 1/T1c     and     1/T2obs = 1/T2t + 1/T2c

1/T1c = r1 [C]      and        1/T2c = r2 [C]

例子>>>
• 今假設一正常大腦中組織A

T1t = 800 msec (0.8 sec) and T2t = 80 msec (0.08 sec)

血腦障壁(BBB)破壞的結果，造成某對比劑浸潤組織造成顯影，該對比劑之 r1 = 4 L/mmol-s 
and r2 = 5 L/mmol-s

組織內之累積濃度 = 0.1 mmol/L，試計算其所造成之T1 Shortening 及 T2 Shortening 效應。

1/T1obs = 1/T1t + 1/T1c, 1/T1c = r1 [C],  = 1/0.8 + 4*0.1 = 1.65/s,  T1= 606 msec

1/T2obs = 1/T2t + 1/T2c, 1/T2c = r2 [C],  = 1/0.08 + 5*0.1 = 13/s,  T2= 77 msec 

We can see that gadolinium has reduced the observed value of T1 by almost 25%, 
whereas it has diminished T2 by onl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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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shortening by Gd
Can the T2-shortening effects of gadolinium ever be observed 
on routine MR imaging? 

• 常規MR成像，低劑量Gd所產生的輕度T2縮短作用（降低信號強
度）通常被更主要的T1縮短作用（增加信號強度）所壓抑，因此
通常不被觀察到

• 然而，隨著Gd的濃度增加，信號強度 終將開始下降， 造成信
號下降的Gd濃度則取決於所選擇的特定組織和脈衝序列參數

• 在腎臟和膀胱中，Gd排出和濃縮，Gd的組織和尿液水平可能接
近40 mM。 在濃度高時，T2縮短可能導致T1-和T2加權影像信號近40 mM 在濃度高時，T2縮短可能導致T1 和T2加權影像信號
強度顯著降低



2018/8/27

8

???

對比和磁場強度

在給予相同的劑量 對比劑種類及相• 在給予相同的劑量、對比劑種類及相
同掃描參數的前提下，主磁場的強度
越高，產生的對比增強效應越高

• 1/T1obs  =  1/T1t  +  r1 • [C]

• 組織的T1t隨磁場強度的增強而增加，
對比劑的弛豫(r1)則較無明顯改變對比劑的弛豫(r1)則較無明顯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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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加權脈衝序列的對比增強
• 對比度增強在具有長T1t值（即T1加權圖像上暗的組織）的組織

中更明顯

• 病變中的更多對比度[C]意味著更多的增強

• 具有較高T1鬆弛度（r1）值的對比劑產生更強的增強

T1 波序的 佳化對比?
• 認命….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完美……

• 影像中的對比包含了T1、T2、PD的特性，也包含了許多不同種
類的雜訊，另外和波序(SE、GRE、IR)的特性都有關…..

• 細切面+重組--- T1_3D影像

• 2D影像--- 運IR的模式強化組織對比!!!

T1 FLAIR T1 SE T1 GRET1-FLAIR > T1-SE > T1-GRE



2018/8/27

10

T1‐FLAIR,TI=800ms T1‐SE_2D T1‐GRE_3D

高劑量對比劑的使用
• 在1990年代，大量的研究方向致力於使用雙倍劑量和三倍劑量

的含 劑 高 腦 傷（0.2和0.3 mmol / kg）的含Gd對比劑以提高對比並檢測腦損傷
病灶

• 較高的劑量的影像對比度可以有較大程度的增強效應，增加對小
病變檢測的效益<這在顱內轉移性疾病的評估中尤其重要

• 由於成本增加以及與流量有關的假影增加，高劑量對比劑的廣泛
使用從未實現使用從未實現

• 高劑量的Gd可能提高患者患有腎源性全身性纖維化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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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轉移影像
Magnetization transfer imaging (MTI) 
• 交叉弛緩(cross relaxation)的一種現象

---組織內水分子--- 小、運動快速(自由水)

---組織內蛋白質--- 大、運動慢，弛緩現象低(低訊號)

• 氫原子在水與蛋白質間自由交換，即使在化學平衡下仍可以相同
的速率進行互換

施加射頻脈衝將大分子飽和>>>
• 蛋白質本來就沒有訊號，對影像的對比沒有太大的影響….

• 蛋白質的氫原子與水中氫原子互換，造成水的訊號降低

• 訊號的降低與氫原子的互換程度有關

• 臨床上常見的名稱:

MTS: MT saturation

MTC: MT contr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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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轉移的效益
• 抑制背景訊號

• 加強Gd對比劑注射後的效果

Dynamic Imaging
What is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DCE) imaging?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DCE) :在施打對比劑後 ，所進行
的一系列快速造影技術

• 藉由對比劑“wash-in” and 
“wash-out” 產生的時間與對比
關係，判斷腫瘤病灶及血管性病
灶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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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劑注射後延遲成像的效果

Is iodine contrast visible on MRI?
Iodine-based radiographic contrast agents( 127I )g p g

• 具有自旋量子數=2/5，因此如果放置在磁場中，可以進行NMR

• 磁旋比(gyromagnetic ratio) = 8.52 MHz/T，約為氫的1/5

• 信號衰減非常快速， 可以通過特殊的實驗室NMR光譜儀來記錄，
但是在常規MRI系統中將無法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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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gadolinium contrast visible on CT?
• Gadolinium--- 與iodine類似，是能夠衰減X射線的重金屬

• 钆原子數（Z = 64）高於碘（Z = 53），其k-edge還與CT光譜的
峰值更為接近，使得钆相較於碘可以吸收更大部分的X射線束

• 但在現有製劑中，較低的濃度和總钆原子數意味著钆對比度的CT
對比度比碘對比度低得多

• 在 1990‘s 早期到 2000’s中期，曾使用過高濃度的
Gadolinium作為CT scan的對比劑

• 在經過泌尿系統的代謝後，濃縮後的高濃度MR Gd對比劑可以在
CT scan 中被觀測到

High‐dose Gd seen on CT. On left, noncontrast head image. On right CT obtained after 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 of 60 cc of gadopentetate dimeglumine (Magnevist) shows weak enhancement of choroid 
plexus and vessels. (http://www.mri‐q.com/gadolinium‐on‐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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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Contrast Agents: Clinical
MR對比劑的臨床運用

Gadolinium contrast agents 的種類
• 依據使用類型:

--- Extracellular

--- Hepatic

--- Vascular

• 依據結構:

--- Ionic and nonionic

--- Linear and cyc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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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狀與環狀結構

Gadolinium contrast agents 
在臨床使用上的考量
• Osmolality(滲透壓):y

--- 反映了造影劑製劑中溶解顆粒的濃度值

---目前一般在630和1970mOsm / kg 水之間，其中1mOsm = 
1“milli-osmole”= 1/1000的摩爾

---造影劑的滲透壓濃度與離子 型還是非離子型密切相關

低滲透摩爾濃度和高滲透摩爾濃度的钆劑之間的臨床差異與碘類---低滲透摩爾濃度和高滲透摩爾濃度的钆劑之間的臨床差異與碘類
試劑的相似類別之間的差異並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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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cosity(粘度):y

---是衡量流體的“厚度”和內部運動阻力

對於造影劑，單位通常以厘泊（cP）給出，其中1cP = 1g / m-s

造影劑的粘度範圍與全血相似，範圍較小

通常，粘度不是標準劑量和注射速率的主要問題，但對於小口徑IV
和快速注射則仍需作為考量的標準和快速注射則仍需作為考量的標準

• Thermodynamic stability(熱力學穩定性):y y

---平衡常數（Keq）可能是注意到的 重要的參數，反映了Gd離
子與其配體結合的程度該值以對數刻度呈現，其中值越大表示離子
與其配體結合的程度越好

---選擇具有高Keq的藥物對於患有NSF風險的腎功能不全患者尤其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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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xivity(弛豫):y

---是測量給定量的造影劑縮短T1或T2的程度

---關係到對比劑的效能，Relaxivity越高，成生對比的能力越高

• Elimination half-life(排除半衰期):

---細胞外钆造影劑均具有共同的藥理作用，靜脈注射幾分鐘內，它
們迅速分佈在細胞外間質中，且 它們不被代謝，幾乎完全通過被動
腎臟過濾消除

腎功能正常的患者的生物半衰期約為1.5小時

某些具有肝膽排泄作用對比劑的消除半衰期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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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se(劑量):

---所有钆造影劑的推薦劑量是以公斤為單位給予

---對於大多數藥物，標準劑量為0.1 mmol / kg，唯一的例外是
Eovist®和Ablavar®，分別低於0.025和0.03 mmol /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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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子性還是非離子性??
• 對比劑的離子性與重量克分子滲透

壓（每克水溶解的顆粒數）密切相
關。正常的血清滲透壓為約
290mOsm / kg ，目前臨床使用钆
劑即使是非離子造影劑相對於血液
仍然顯著有較高的滲透壓

• 在腎臟安全性和不良反應方面，通
常取決於非離子造影劑與離子型造常取決於非離子造影劑與離子型造
影劑的結構完整性

可能產生的風險與效應
• Tissue irritation(組織刺激):因高滲透壓對比劑extravasation (滲

的組 的 較 較漏)所產生的組織刺激，但由於在MRI中所施打的量較低，通常較
少見嚴重的組織傷害

• Renal toxicity(腎毒性):對比劑在通過心臟和主動脈循環時，其濃
度已經顯著稀釋， 但是因钆在腎臟進行代謝，所以有可能具有的
輕度腎毒性作用，離子和非離子製劑之間在Renal toxicity(腎毒性)
的差異一般並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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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肝臟代謝的MR對比劑
• 超順磁性氧化鐵製劑(Superparamagnetic iron oxides , SPIOs)g

--- 同時具有T1 shorting 及T2 shorting 的效應

--- 大部分由肝臟代謝，為正常的網狀內皮系統reticuloendothelial 
system ,RES)吸收

--- 運用T2 delay scan , 在正常組織顯影，產生低訊號，增加病灶/組織間
對比，具有較高的敏感度，但特異性較低

---雖然大多數癌症沒有SPIO攝取，但是幾種良性和惡性肝細胞病變包括
局部結節性增生(FNH)，肝腺瘤，肝細胞癌和血管瘤可能偶爾累積該藥物，
因此診斷效用未能得到有效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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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 肝臟MRI製劑(Gadolinium-based MR contrast in liver scan)

---Eovist®/Primovist® 可用於肝臟延遲造影之MR對比劑

--- 50%由肝臟代謝，50%由腎臟代謝，因此可針對肝臟正常組織
進行造影

Manganese Contrast（Teslascan）
• 過渡金屬錳（25Mn）在所有元素中具有僅次於钆之後的第

高二高順磁矩

• 該性質來源於其3d殼中具有5個不成對電子的Mn+2離子，
因此亦可作為順磁對比劑

• 注射後，Teslascan®被肝細胞攝取， 終排泄到腸內

• 錳的積累產生明顯的T1縮短效應，使T1加權影像中正常肝臟
呈現高訊號，而非含肝細胞的部分則保持低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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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很少聽到Manganese Contrast？
• Teslascan®的初步臨床試驗顯示輕度

和預期的不良反應（頭痛，噁心等）
發生率較低，但對自由Mn +2離子仍
有一定的危害:

---在工業工人中，已知因長期暴露在
Mn +2的環境中，造成Mn +2於腦中積
累產生帕金森氏症候群

---肝功能衰竭患者的風險增加

---Mn +2藉由Ca +2通道進入心肌細胞
的引起心肌衰竭

Manganese accumulation in the basal 
ganglia in a patient with liver failure 
produces T1 shortening.

MR Contrast Agents: Safety
MR對比劑的安全觀念



2018/8/27

24

老實說，到底安不安全？？
• 全球钆造影劑的上市後監測研究都顯示出不良藥物反應的發生率

極低

• 在特定的對比劑中所發生的次數亦有所不同，但幾乎所有的反應
可以表現為非常溫和，總發生率<2.5％

• 這種微小反應的實例包括噁心，嘔吐，頭痛，金屬味，注射部位
不適，溫暖，感覺異常和眩暈

• 這些比率不會高於在使用安慰劑注射鹽水測試中所發生的比率

• 相較於非離子碘基造影劑造成藥物不良反應，只有其約三分之一
的比例

• 立即性過敏反應通常發生在對比劑給藥1小時內，發生率在大立即性過敏反應通常發生在對比劑給藥1小時內 發生率在大
約1 ／1000

• 一般來說患有過敏，哮喘和先前對钆對比劑有過敏反應的病患
較易發生其中 常見的是輕度瘙癢（瘙癢）和蕁麻疹（蕁麻疹）

• 先前對钆對比劑有過敏反應的病患，再次施打钆對比劑產生不
良反應的風險將提高8倍，其程度通常比第一次更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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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有1 ／５000的比率發生中度重度過敏反應（包括支氣管痙攣，
喉痙攣，面部水腫，心動過速，心律不齊或廣泛性蕁麻疹）

• 癲癇患者中有可能因MR造影劑直接引起癲癇發作，但相對少見

• ＭR造影劑的嚴重過敏反應（包括死亡） 的發生率約為40萬分之
一左右

Nephrotoxity of Gadolinium（腎毒性）
• 在1995年至2005年期間--- 運用高劑量钆對比劑，作為腎衰竭或

的導管血管 影的 度的功能不全患者的導管血管造影的碘對比度的替代方案

• 劑量過高（３－１０倍標準劑量），造成腎臟病變

• 2000年代末期--- 在嚴重腎臟疾病患者中發現使用任何劑量水平
的钆對比劑，與腎源性全身性纖維化的產生有其一定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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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F???
• 腎因性全身性纖維化 (nephrogenic systemic fibrosis, NSF) 早病例發現於

1997 2000 由 Co per 等研究者在15位洗腎及腎衰竭移植病人觀察到皮膚出現1997-2000，由 Cowper 等研究者在15位洗腎及腎衰竭移植病人觀察到皮膚出現
嚴重硬結，和侵犯皮膚苔蘚性黏液水腫相似，因此命名為腎源性纖維化皮膚病變
(nephrogenic fibrosingdermopathy, NFD)

• 2003年，研究發現有些病人也會產生肌肉、肌腱、橫膈膜，甚至心、肝、肺等內
臟器官纖維化，因此用「全身性」強調纖維化的影響，更名為「腎因性全身性纖
維化

• 2006年 Grobner 等研究者發現釓 (gadolinium; Gd) 鑭系稀土族元素，原子序64，
原子量157 25 應用於核磁共振攝影 ( i i i MRI)作為

g
原子量157.25，應用於核磁共振攝影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作為
顯影劑會引起 NSF，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 已登記612件案例。幾乎所有病
例都為成年人，但亦有兒童受到影響。因此NSF 疾病的發生不分種族、性別及年
齡，腎竭的病人都有可能發生

• NSF 主要發現於腎衰竭病人接觸到含釓顯影劑而造成全身性纖維化，因而被認定
為一個新的疾病。

ＮＳ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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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功能不佳的患者應注意事項
• 實施MRI對比劑注射前應檢查病患腎功能指數

---腎功能不佳，但腎絲球過濾率 (eGFR)仍每分鐘大於 30 毫升之患者，
建議實施如電腦斷層等其他檢查，必須要核磁共振檢查時盡量用低劑
量且穩定的對比劑，也就是環狀的 GdBCAs，讓風險降到 低

---eGFR 每分鐘小於 30 毫升之患者，不建議施打任何對比劑

• 釓離子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及第四次血液透析中可被清除
78.2%、95.6%、98.7%及 99.5%，因此當腎衰竭患者必須要接受核
磁共振加對比劑檢查時，建議注射對比劑後接受兩次血液透析治療，
以去除大部分的釓離子

http://www.tsim.org.tw/journal/jour21‐6/03.PDF

Ｇd對比劑在嬰幼兒的應用
• 依據現有證據說明，Ｇd對比劑在嬰兒和兒童中具有良好的耐受

的 效的診斷效性，並且可以在特定的情況下提供效的診斷效能

• 在嬰幼兒應用藥物反應的風險顯然不高於或低於成年人

• 嬰兒和兒童的钆對比劑量應與成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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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影延長效應(嬰幼兒)
• 由於新生兒和幼兒與大齡兒童和成年人相比腎小球濾過率和腎清

除率明顯降低，因此含钆MR造影劑的生物半衰期會產生延長效應

• 在足月新生兒中，半衰期為6.5小時; 早產兒可能長於9小時，直到
到兩個月大的時候，嬰兒半衰期達到1.5小時，與成人相同

如何運用顯影延長的特性？
• 提供了更大的時間彈性以針對病灶或組織進行ＭＲ造影：

---對比劑注射後因鎮靜失效而無法繼續進行檢查，可於重新實施鎮
靜後在１－２小時內再次進行造影

---如果僅需要post contrast的檢查，則可以在仍然在新生兒病房
中對嬰兒進行鎮靜並給予對比輸注，然後進行MR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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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d對比劑與哺乳
• 經靜脈注射钆對比劑後可在母乳中檢出，但 初24小時只佔總體

施用量的一小部分（0.01％〜0.04％）

• 靜脈注射钆對比對後約50分鐘產生峰值排泄

• 基本上少於1％的對比劑被嬰兒口服攝取後吸收，因此進入嬰兒流
通的劑量非常小（1 / 1,000,000的母體劑量），潛在的毒性作用
被認為是微不足道的

• 母體在經靜脈注射钆對比劑後限制母乳喂養基本上並無絕對的需
要，然而出於安全性的考慮，許多中心建議在經靜脈注射钆對比
劑後之後暫停母乳喂養24小時

懷孕與Ｇd對比劑
• 钆對比劑可自由通過胎盤，在妊娠中期接受經靜脈注射钆對比劑後，施

用劑量的18 30％會被吸收然後進入胎兒循環 之後經尿液被排泄進入用劑量的18-30％會被吸收然後進入胎兒循環，之後經尿液被排泄進入
羊水中

• 羊水中的一部分钆將被母體循環重新吸收，一部分被吞嚥並通過胎兒胃
腸道再吸收，因此胎母在母體給藥後將會接受到可被觀察到的再生劑量
钆對比劑

• 針對懷孕大鼠胎兒的動物實驗中發現：

長時間給予高劑量钆對比劑可能造成胎兒異常和子宮內生長遲緩--- 長時間給予高劑量钆對比劑可能造成胎兒異常和子宮內生長遲緩

--- 胎盤植入評估和胎兒中樞神經系統異常，則尚未證實對胎兒有不良的
可觀察的影響。

如果可能，懷孕患者應避免使用钆對比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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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d對比劑在組織中的沉積
• 在 近的論文表明，在接受多劑量的钆對比的患者的大腦中可以

看到具有伴隨的T1縮短效應的钆沉積

• 該效應在蒼白球，丘腦，腦橋和齒狀核中 為顯著，效應的大小
與施用的累積劑量成比例，並且在沒有腎或肝功能障礙的情況下
發生

• 此一現像在具有較弱化學結合游離钆的線性對比劑中比在具有較
強結合力的大環化合物更為常見強結合力的大環化合物更為常見

• 尚未記錄到由於這些少量的Gd在組織中的沉積，所造成短或長期
的不利影響

1st MRI scan 2002 22nd MRI scan 2012. Note high T1 signal 
in basal gang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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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有智力的笨蛋都可以把事
情搞得更大，更複雜，也更激烈。
往相反的方向前進則需要天份，以
及很大的勇氣。 愛因斯坦及很大的勇氣。---愛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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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放射師法公會篇

107 年度花東法規政策宣導暨專業課程系列（二）

(公會組織與選舉事宜法規宣導)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報告人：粟文治 常務監事

E-MAIL: jiun0324@ms58.hinet.net

人民團體法

依人民團體法(民國100年06月15日 修正)

第4條規定人民團體分為左列三種：

 一 職業團體。

 二 社會團體。

 三 政治團體。
那我們醫事
放射師算哪

2018/09/01

放射師算哪
一種團體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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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舉例

職業團體

醫事放射師(士)公會醫事放射師(士)公會

社會團體

醫事放射學會、放射醫學會、放射協會

政治團體

2018/09/01

政黨團體

組織公會的目的

人民團體法第35條

職業團體係以協調同業關係，增進共同利
益，促進社會經濟建設為目的，由同一行
業之單位，團體或同一職業之從業人員組
成之團體。

2018/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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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團體法第37條
職業團體以其組織區域內從事各該行職業者為會員。職業團體以其組織區域內從事各該行職業者為會員。
職業團體不得拒絕具有會員資格者入會。

醫事放射師法第11條
醫事放射師或醫事放射士執業，應加入所在地醫事放射師
公會或醫事放射士公會。
醫事放射師公會或醫事放射士公會不得拒絕具有會員資格

2018/09/01

者入會。

公會組成

醫事放射師法第51條醫事放射師法第51條

直轄市、縣 (市) 醫事
放射師公會，由該轄
區域內醫事放射師二
十一人以上發起組織
之；其未滿二十一人

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士

士士

師

師

士

師

公會成立

2018/09/01

者，得加入鄰近區域
之公會。

師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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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聯合會組成

醫事放射師法第52條

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

D公會

E公會

C公會

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之設立，應由
直轄市、七個以上之
縣 (市) 醫事放射師公
會完成組織後，始得
發起組織。

A公會

F公會

發起全國聯合會

2018/09/01

發起組織

B公會

直轄市
公會

G公會

發起全國聯合會

會員大會：(最高權力機關)

 訂定與變更章程
 選舉或罷免理事、監事 選舉或罷免理事 監事
 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

數額及方式
 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議決會員之除名處分
 議決財產之處分

議決團體之解散

2018/09/01

 議決團體之解散
 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它重大事項（含

會員應遵守之公約與風紀維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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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執行機構)

 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選擇或罷免常務理事 理事長 選擇或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議決理事、常務理事或理事長之辭職

 聘免工作人員

 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其它應執行事項

2018/09/01

其它應執行事項

監事會：(監察機構)

 監事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審查年度決算 審查年度決算

 選舉或罷免常務監事

 議決監事或常務監事之辭職

 其它應監察事項

2018/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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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理監事的產生方式？

① 自薦即可擔任。

② 推薦② 推薦

③ 由全體會員選舉選出。

醫事放射師法第53條

2018/09/01

醫事放射師法第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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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Ａ地方公會會員人數有300位，

最多能置幾位理事？

① 15位，人數超過300人以上者，得劃分地區，依會員人數① 15位 人數超過300人以上者 得劃分地區 依會員人數
比選出。

② 27位，縣(市)以下團體之理事不得逾27人。

③ 理事長決定。

2018/09/01

醫事放射師法第53條第一項

直轄市、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之理事，

不得超過二十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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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公會選出之理事人數為15位。

該公會監事人事至多能幾位？

① ５位

② ４位② ４位

③ ３位

醫事放射師法第53條第四項

四、各級醫事放射師公會之監事名額，不得超過各

2018/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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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事放射師法第57-2條
直轄市、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對醫事放射師直轄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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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團體的主管機關：全國聯合會＝＞內政部

地方公會＝＞縣市政府

2018/09/01

全國聯合會及地方公會為連接主管機關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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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團體法 第17條

人民團體均應置理事 監事 就會員 (會員代表) 中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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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9/01

央 轄 事 得

人民團體法尊重職業法規之規定。

Q: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及理監事
會議時，各需在幾日前跟主管機關
報備 ？

① 會員大會15日、理監事會7日① 會員大會15日 理監事會7日
② 會員大會30日、理監事會15日
③ 會員大會20日、理監事會10日

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第5條
人民團體應於召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十五日前，或召開
理事會議 監事會議 理事監事聯席會議七日前 將會

2018/09/01

理事會議、監事會議、理事監事聯席會議七日前，將會
議種類、時間、地點連同議程通知各應出席人員並報請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但因緊急事故召集
臨時會議，經於開會前一日送達通知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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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公會將舉行會員大會並改選理
監事，試問A公會需在幾日前報備當

地主管機關？

① 7日前① 7日前

② 15日前

③ 不用報備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5條
人民團體理事、監事及會員代表之選舉或罷免，應由理
事會在召開會議十五日前 審定會員 (會員代表) 之資格

2018/09/01

事會在召開會議十五日前，審定會員 (會員代表) 之資格，
造具名冊，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更換時亦同。

前項會員 (會員代表) 名冊所列之會員 (會員代表)如無選
舉權，被選舉權或罷免權者，應在其姓名下端註明。

Q:公會第三屆理監事的任期將於100年8月
1日屆滿三年，試問該公會需在何時改選

理監事呢？

① 屆滿後三個月內。

② 屆滿前一個月。② 屆滿前 個月

③ 經理監事會議同意可延長任期。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33條
人民團體之理事、監事應於任期屆滿前一個月內辦理改

2018/09/01

人民團體之理事 監事應於任期屆滿前 個月內辦理改

選，如確有困難時，得申請主管機關核准延長，其期限

以不超過三個月為限，屆期仍未完成改選者，由主管機

關依本法第五十八條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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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公會就要改選了，會務人員正忙著印製選票，下列幾張選票何者
為正確之選票？
（A公會將選出6位理事）

選票1選票2

2018/09/01

需留與選出人數等同的
空白格數

123456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 第7條

人民團體之選舉應使用選舉票，其格式分為下列三種並應載人民團體之選舉應使用選舉票 其格式分為下列三種並應載
明團體名稱、
選舉屆次、職稱及年月日等，由各該團體理事會 (許可設立中
之團體由籌備會) 擇一採用：

一、將全體被選舉人姓名印入選舉票，由選舉人圈選者。
二、按應選出名額劃定空白格位，由選舉人填寫者。
三、將參考名單所列之候選人印入選舉票，由選舉人圈選，並

預留與應選出名額同額之空白格位，由選舉人填寫者。

2018/09/01

預留與應選出名額同額之空白格位 由選舉人填寫者
前項第三款參考名單所列之候選人，得依章程規定或經會員
(會員代表)大會決議，由理事會提出；或由會員 (會員代表) 
向所屬團體登記，其人數為應選出名額同額以上，如登記名
額不足應選出名額時，由理事會 (許可設立中之團體由籌備會) 
決議提名補足之。但被選舉人不以參考名單所列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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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公會就要改選了，會務人員
正忙著印製選票，下列選票缺了什麼？

①

召
集
人
簽
章

②

屆
別

③

以
上
都
缺

屆
別召

集

2018/09/01

集
人
簽
章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 第8條

人民團體之選舉票或罷免票 應由各該人民團體之選舉票或罷免票，應由各該
團體依前條規定格式自行印製，並於蓋
用各該團體圖記及由監事會推派之監事
或由監事會召集人（常務監事）簽章後，
始生效力。許可設立中之團體蓋用籌備

2018/09/01

始生效力。許可設立中之團體蓋用籌備
會戳記及由召集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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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市公會為順利接續公會任務，理事長
詢問理、監事是否有人有意願
繼續為公會服務。

① 有意願即可繼續連任，並無限制

② 連任者不得超過二分之② 連任者不得超過二分之一

③ 不得連任

醫事放射師法第54條

理事、監事任期均為三年，其連選連任者不得超過二分之一；理事長之

連任 以 次為限

2018/09/01

連任，以一次為限。

人民團體法第20條

人民團體理事、監事之任期不得超過四年，除法律另有規定或章程另
有限制外，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Q:小黃領取選票後，將圈選心目中的

理想候選人，請問他最多能圈選幾位？

① 6位① 6位

② 8位

③ 10位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4條

2018/09/01

人民團體之選舉，其應選出名額為一名時，採用
無記名單記法；二名以上時，採用無記名連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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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Ａ市公會會員人數有200人，當天親自出席
者111人，委託出席者40人，請假人數49人，
試問當天委託出席人數是否合乎規定？

① 是

② 否② 否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 第9條

在職業團體，其委託出席人數除法律另有規定

2018/09/01

在職業團體，其委託出席人數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不得超過親自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一。

Q:蔡阿同領取選票後，在選票上並未看到自
己滿意的候選人，所以在空白處填寫自己心
目中的候選人，並填寫了二次。試問該選票
如何計算？

① 1票計算

② 2票計算② 2票計算

③ 廢票處理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19條

人民團體之選舉，如在同一選舉票上，對同一

2018/09/01

人民團體之選舉 如在同 選舉票上 對同
被選舉人書寫二次以上者，以一票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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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忙的大會在7月8日圓滿結束了，接下
來要召開第一次理監事會議了，將從當
選理監事中，選出常務理事、常務監事、
理事長

2018/09/01

理事長。

Q:Ａ公會將舉行第一次理監事會

議，請問下列日期何者為誤？

① 7月 8日
② 7月15日② 7月15日
③ 7月10日
④ 7月22日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20條
人民團體之理事、監事選出後，應於大會閉會之第七日起至十五日內分別召開理
事會、監事會，由原任理事長、監事會召集人 (常務監事) 召集之。無法於規定時

2018/09/01

( )
間內召開，得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延長之。理事會、監事會會議於大會當日召開
者，應於召開會員 (會員代表) 大會時一併通知。但依法令或章程規定，理事、監
事之當選不限於出席之會員(會員代表)，不得於大會當日召開理事會、監事會會
議。經當選之全體理事、監事同意在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當日召開理事會、監事
會會議，且全數出席者，不受前項但書規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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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拿到選票了，小明要投給小黃，但選票上
並沒有小黃的名字，小明在空白處填寫了小
黃的名字，並且圈選，但小黃當天並未出席
會議。試問 該選票是否有效？

① 是

② 否② 否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21條

人民團體之選舉，凡具有被選舉資格者，均得為
當選人。

2018/09/01

當選人。

前項當選人，不以親自出席會議者為限。

Q:Ａ公會在隔年的會員大會
決議修改章程增加二名理事，

請問要如何產生呢？

① 由候補理事依次遞補，遇缺再辦補選。

② 直接辦理補選 選兩位新任理事② 直接辦理補選，選兩位新任理事。

③ 理事會指定人選。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24條

人民團體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因修改章程

2018/09/01

人民團體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因修改章程
在法定名額內增加理事、監事名額時，其
增加之名額，應先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
依次遞補後，如有缺額，再辦補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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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開票了~~!!在競爭激烈的情況下，
沒想到王力紅跟章學友的票數一樣高，
都是第六名，這時該怎麼辦呢？

① 按選票編號順序排序

② 入會時間長的當選② 入會時間長的當選

③ 抽籤決定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25條

票數相同時，以抽籤定之，如當選人未在場或雖
在場經唱名三次仍不抽籤者，由會議主席或主持

2018/09/01

在場經唱名三次仍不抽籤者 由會議主席或主持
人代為抽定。

Q:如在任期間，理、監事人數

未達章程的多少，需補選足額？

① 二分之一

② 三分之② 三分之一

③ 三分之二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27條

2018/09/01

人民團體理事、監事出缺時，應以候補理事、候
補監事依次遞補，經遞補後，如理事、監事人數
未達章程所定名額三分之二時，應補選足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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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人民團體之理事長、常務理事或監事會召

集人 (常務監事) 出缺時，應何時補選之。

①七日內
②十五日內②十五日內

③一個月內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27條
人民團體之理事長 常務理事或監事會召集人 (常務監事)

2018/09/01

人民團體之理事長、常務理事或監事會召集人 (常務監事) 
出缺時，應自出缺 之日起一個月內補選之。但理事長所
遺任期不足六個月者，得自出缺之日 起一個月內，依章
程規定或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理事
者，由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Q:A公會新上任之理事，藉第一次
理監事會議時，票選出三位常務
理事，試問，理事長要如何選出？

① 三位常務理事猜拳決定。① 三位常務理事猜拳決定。

② 三位常務理事互選，高票者當選。

③ 三位常務理事為候選人，由所有理事投票決定。

醫事放射師法第53條

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其不置常

2018/09/01

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 人為理事長；其不置常
務理事者，就理事中互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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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Ａ公會在此次會員大會決定，
要改制成會員代表制，請問要
如何產生會員代表呢？

① 會員人數超過300人以上，依會員編號劃分依比例① 會員人數超過300人以上，依會員編號劃分依比例

選出會員代表。

② 會員人數超過300人以上，得劃分地區依會員人數

比例選出會員代表。

③ 由理監事會提名選出。

2018/09/01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40條

人民團體會員 (會員代表) 人數超過三百人以
上者，得劃分地區依會員 (會員代表) 人數比
例選出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

前項分區選舉辦法，應提經理事會通過報請

2018/09/01

前項分區選舉辦法 應提經理事會通過報請
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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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選舉完畢了，小黃該如何處理

那些選票呢？

① 為節能減碳，將選票廢物利用後再資源回收。① 為節能減碳，將選票廢物利用後再資源回收。

② 保存10年。

③ 包封起來，等該屆屆滿結束後再銷毀之。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42條
人民團體之選舉或罷免，在開票完畢宣佈結果後，所有選舉
或罷免票應 包封 並在封面書 團體名稱 次 職稱

2018/09/01

或罷免票應予包封，並在封面書明團體名稱、屆次、職稱、
選舉或罷免票張數及年月日等，由會議主席及監票員會同驗
簽後，交由各該團體妥為保管，如無爭訟，俟任期屆滿改選
完畢後，自行銷毀之。

Q:歷經千辛萬苦新任理事長出爐啦!!
接下來要準備跟主管機關報備了，
該在何時之前報備完成呢？

① 100年8月8日

② 100年8月30日② 100年8月30日

③ 100年9月15日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43條

人民團體之選舉或罷免 在結果揭曉後三十日內

2018/09/01

人民團體之選舉或罷免，在結果揭曉後三十日內，
應由各該團體造具當選人簡歷冊或被罷免人名冊
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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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請問A公會改選完後，需造
具移交清冊嗎？

① 需要

② 不用

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

人民團體於每屆理事、監事改選前，應將立案證書、圖
記、未完成案件、檔案、財務及人事等資料造具清冊一
式三份，於下屆理事長選出後，以一份連同立案證書、

2018/09/01

式三份 於下屆理事長選出後 以 份連同立案證書
圖記移交新任理事長及監交人，並於十五日內由新任理
事長會同監交人接收完畢。逾期未完成移交者，除依法
處理外，得報請主管機關將原發圖記或立案證書予以註
銷或作廢，重新發給。

參考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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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民團體法

2.醫事放射師法

3.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

4.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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