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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第一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時間：101年 9月 2日(星期日)上午 10時 

二、地點：台中日光溫泉會館 

三、出席： 

主    席：黃理事長棟國 

常務理事：趙  真、江志明、朱光華、張榮宗、林智勝、許意敏 

常務監事：潘素芬 

    理    事：蘇柏華、朱雪碧、林明德、劉泰程、賓崑龍、陳偉勛、陳惠萍、 

              蘇碧榕、張瑞珍、周國堂、莊世林、鄧山階、么煥雯、林孟郁 

監    事：端木龍慧、楊芷絜、林玉芳、謝政道、李垣林、陳俊吉 

五、請假：陳政男、莊明春、洪明澤、陳聖杰 

六、主席致詞：首先感謝各位理、監事同仁犧牲週日假期熱誠參與本屆第二次裡、監    

              事聯席會，同時更要感謝我們原台中縣、市的合併籌備委員們的辛勞， 

              秉著無私的精神，辛苦推動並完成了全國第一個縣市公會合併的偉大 

              工程。今日我誠心地恭喜各位受到會員的信賴及委託，當選了台中市 

              第一屆理、監事。為了表達我最大的誠意，今後各位同仁共同為臺中 

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打拼，於理監事會會後，將備宴邀請各位同仁進行 

意見交流及增進大家的情感，謝謝各位。 

七、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追蹤報告 – 江志明常務理事(會務報告輪值人) 

   (一) 因為合併會務需要，建議由原縣、市公會秘書持續進行會務交接工作至 8月 

       底，該 8月份薪資由原縣市公會支付，7月底將雙邊資金合併至臺中市醫事放 

       射師公會帳戶。  

  執行情形：依決議已執行。原訂 7月底將雙邊資金合併至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帳 

            戶,現延至 10月份合併。 

  (二) 第一屆理、監事會成立後，本會須於 8月下旬儘快召開第一屆第一次臨時理、 

       監事會議，依各位理、監事之專長，進行各委員會之任務編組，如學術委員 

       會、福利委員會…等，訂定本屆任內短、中、長期的工作目標，讓本會會務 

       無縫接軌，對會員服務無落差。 

  執行情形：依決議已執行。9月 2日於台中日光溫泉會館召開。 

  (三) 本屆每位理、監事候選人的政見值得本會重視與落實，建議由秘書處彙整所 

       有候選人的政見，併入本屆之工作重點，並提供給理、監事會，分配各委員 

       會循序規劃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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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依決議已執行。 

 

八、會務報告– 江志明常務理事(會務報告輪值人) 

     （一）台中縣、市公會會務與會員基本資料整併進度報告。 

          1.7月 30日申請 8月 18日於大里仁愛醫院舉辦【101年輻射防護教育 

            訓練研討會】之醫事放射師、輻防學分課程。 

          2.7月 31日整理寄發 7月 21日會員大會贈送祝賀花籃、大會禮金單位之 

            感謝函及劃撥單、收據。 

          3.8月 6日彙整 7月 21日繼續教育研討會之二邊公會會員刷卡資料，並 

            核發醫事放射師積分。 

          4.8月 9日 101年度醫事放射所提升醫事放射品質計畫，周國堂理事陪同 

            衛生局稽核人員抽查抽選之三家放射所進行查核、輔導。 

          5.8月 17日寄發向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申請臺中縣、市合併後成立之【臺中 

            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立案相關資料。 

          6.8月 20日行文全聯會備核 7日 21日繼續教育研討會之刷卡名冊、相片 

            光碟、大會手冊。 

          7.8月 21日 E-mail及寄發第一屆第一次理監事臨時會議通知。 

          8.8月 29日行文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備核 8月 18日於大里仁愛醫院舉 

            辦【101年輻射防護教育訓練研討會】之合格人員名冊，並線上申請核 

            發參加合格人員學分。 

          9.8月 30日收到全聯會發文，關於推薦 101年度資深醫事放射師(士)表揚 

            名單，請各位理監事傳達並於 9月 25日前彙整推薦資料給秘書處 。 

         10.重要收文明細：（101年 07月 22日至 101年 08月 31日） 

日期 收文字號 來文機關 主    旨 備考 

7月 25日 總字第 

0001號 

臺中市政

府衛生局 

有關立法院咨請  總統公告修正醫療法部分條文
乙案，業奉總統 100年 12月 21日華總一義字第
10000283851號令公布，請  查照。 
修正醫療法第五十六條條文，醫療機構應依其提
供服務之性質，具備適當之醫療場所及安全設
施。醫療機構對於所屬醫事人員執行直接接觸病
人體液或血液之醫療處置時，應自民國 101年起
五年內按比例逐步完成全面提供安全針具。 

中市衛醫字第

1010069885號 

8月 22日 總字第 

0002號 

中華民國
醫事放射
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 

敬請惠予推薦 101年度資深醫事放射師(士)表揚
名單，請 查照   

醫事放射全聯
字第 01010121
號  

8月 27日 總字第 

0003號 

臺中市政

府衛生局 

有關診所申請擴充使用面積，其新舊建築物之使
用類組是否均應符合 G3類一事，惠請轉知所屬
會員，請  查照。 

中市衛醫字第
10100796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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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重要發文明細：（101年 07月 22日至 101年 08月 31日） 
日期 發文字號 受文機關 主    旨 

7月 30日 (101)中市醫

放棟字第 

001號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申請由本會主辦之「101年輻射防護教育訓練研
討會」積分採認乙案，請  查照。 

7月 31日 (101)中市醫

放棟字第 

002號 

會員大會致贈花籃、禮
金之單位 

承蒙  貴會(單位)惠賜高架花籃、盆花、大會
禮金，倍增大會光彩，隆情盛誼，至感銘深，
特致函申謝，並請繼續賜教。 

8月 17日 (101)中市醫

放棟字第 

003號 

全體理監事 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一屆第一次理監事臨
時會議 

8月 17日 (101)中市醫

放棟字第 

004號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檢送本會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第一屆第一
次理事、監事會議紀錄等相關表件各一份，函
請申請核發台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立案證書與
第一屆理事長當選證明書，請鑒核。 

8月 20日 (101)中市醫

放棟字第 

005號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 

檢附 101年 7月 21日本會假弘光科技大學生活 
應用大樓 B2F舉辦之『醫事放射師人際關係與 
糾紛處理技巧』繼續教育研討會之刷卡名冊一 
份、課程表及相片光碟、大會收冊ㄧ本，請 查
照 

8月 29日 (101)中市醫

放棟字第 

006號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檢附 101年 8月 18日本會假仁愛醫療財團法人
大里仁愛醫院舉辦之『101年輻射防護教育訓練
研討會』繼續教育研討會，核准文號： 
1010012361之合格人員名冊，請 查照。 

         

         12. 101年度台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繼續教育課程一覽表 

日期 時間 地點 課程名稱 繼續教育積分 

時數 

7月 21日 
（星期六） 

下午 01點 50分至 
4點 20分 

弘光科技大學 
醫事放射師人際關係與糾
紛處理技巧 

3小時 

8月 18日 

（星期六） 

下午 01點 10分至 

4點 50分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

大里仁愛醫院 

101年輻射防護教育訓練研

討會 
4小時 

 

         13. 本會會員一 O一年八月底之人數變動統計 
101年 7月份 

會員總數 

101年 08月份 

入會人數 

101年 08月份 

退會人數 

101年 08月份 

歇業人數 

101年 08月份 

會員總數 

726人 2人 7人 2人 721人 

 

     （二）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館裝潢事宜報告。 

           為了充分發揮會館功能，本會決定 2樓輕隔間拆除，將整理為本會會議 

           室或提供教學活動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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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監事會報告 – 潘素芬常務監事 

      101年度 9至 12月份經費預算。如附件四。 

十、提案討論 

案由一 

提案人：理事會 

案 由：討論理監事任務編組事宜： 

說  明：1.繼續教育學術委員會：規劃執行本會繼續教育與各項學術發展，偏遠地區 

                              會員繼續教育服務規劃。 

 2.福利委員會：規劃執行本會康樂、保險與急難慰助事宜，配合監事會負責 

               會館管理。 

 3.會務資訊委員會：規劃提升本會會務 e化工程、偏遠地區會務通訊作業 

                   設計。 

 4.醫療事務委員會：為本會與衛生局之對話窗口，協調規劃執行衛生主管機 

                   關交辦事項。 

 5.權益促進委員會：為本會與社會局之對話窗口，協調規劃執行社團行政主 

                   管機關交辦事項。 

 6.醫院教學醫院評鑑委員會：協助本會所轄各醫療院所之各類醫院醫療、經    

                           營管理與教學醫院評鑑相關事務。 

決  議：1. 建議『繼續教育學術委員會』改名為『學術委員會』可涵蓋本公會放射 

           師之教育及相關學術事宜之業務範圍。 

        2. 建議『權益促進委員會』更改為『權益促進暨公共關係委員會』 

        3. 建議『醫院教學醫院評鑑委員會』更改為『醫院暨教學醫院評鑑諮詢委 

           員會』。 

           4. 各委員會主委及委員名單，如附件一，無異議通過。請各委員會積極邀 

           請各醫療院所之菁英加入委員會，報請理監事會核備後，頒予聘書。 

        5. 請各委員會於本次會後，參考本屆理監事參選政見，積極研擬各委員會  

           之宗旨，年度工作綱要及預定進度，並於下次會期提報給理監事會。 

         

案由二 

提案人：理事會 

案  由：討論理監事聯席會開會日期、時間、地點。 

說  明：同案由 

決  議：1.開會日期時間：每季一次，分別為每年 3、6、9及 12月各一次。每季第 

                        三週週六下午二時。 

        2.理監事會於本會會館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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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會開會通知須寄發到各醫院轉交各理、監事，以提升各單位對本會之 

           重視。 

        4. 於特殊狀況或特別日期必要時，理監事會可於週間日期召開，可以讓各 

           醫院重視並同意給本會理、監事同仁得以公假、公費出席，以期能提升 

           各醫院對醫事放射師團體的重視。 

 

案由三 

提案人：理事會 

案 由：請討論繼續教育學術研討會舉辦模式、場次、主辦單位、時程。 

說  明：同案由 

決  議： 1. 本年度原台中縣、市公會預定所規劃的繼續教育場次，仍持續進行至本 

            年度結束。 

  2. 本案則委由本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們參考原台中縣、市公會繼續教育之型 

     態，進行全盤規劃，建議可規劃 102年至 104年之學術研討及繼續教育 

     課程，以利本會全體會員學術之提升。 

        

案由四 

提案人：理事會 

案 由：彙整當選理監事參選政見，列入年度工作計劃參考。 

說  明：如第一屆理、監事參選政見彙整表。 

決  議：請各委員會規劃年度工作計畫時，參考第一屆理、監事參選政見彙整表，如 

        附件二。 

 

案由五 

提案人：理事會 

案 由：討論各理監事負責關心會員區域之劃分。 

說  明：如案由。 

決  議：1. 請秘書處依各理、監事服務之醫療院所之就近地理位置，進行規畫後送 

           理事長核備後分派各理監事同仁執行之。如附件三。 

        2. 開業放射所、診所會員同仁由陳惠萍理事負責。 

 

案由六 

提案人：理事會 

案 由：會員代表遴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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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討論會員代表遴選辦法，如附件三。 

決  議：1. 由各醫院推派產生，每五人推派一人，採四捨五入計。 

        2. 開業放射所、診所會員合併計，五人推派一人，採四捨五入計。 

 

案由七 

提案人：陳惠萍理事 

案 由：偏遠地區會員繼續教育可否利用視訊方式協助進行。 

說  明：1.大台中地區合併後，幅員廣闊。 

        2.當偏遠地區無法自行辦理繼續教育者，公會是否應予以協助。 

        3.視訊方式是否可行，學分應如何認定。 

辦  法：1.請公會協助調查偏遠區域會員之需求。 

        2.查詢此類學分如何認定，辦理此類學分有何限制。 

        3.是否可利用網路通訊之視訊功能，可節省成本。 

決  議： 1. 所謂偏遠地區之定義則依衛生署之定義辦理。 

         2. 本會偏遠地區之會員依規定可採 2倍學分計算。 

         3. 網路通訊視訊課程仍未被衛生署承認，而且學員本身必須有視訊設備 

            始能執行，所以，本會仍建議請偏遠地區之會員可多利用網路學分之方 

            式取得學分，同時本會會定期通知會員利用衛生署之各項網路教學包括 

            兩性議題等課程，以方便偏遠地區之會員完成必要之繼續教育學分。 

 

 

十一、臨時動議 

 

 

十二、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