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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第一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時間：102年 6月 15日(星期六)下午 2時 

二、地點：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館  

三、出席： 

常務理事：趙  真、江志明、朱光華、張榮宗、許意敏 

常務監事：潘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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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碧榕、莊明春、張瑞珍、周國堂、莊世林、么煥雯、陳聖杰、 

              林孟郁 

監    事：端木龍慧、楊芷絜、林玉芳、謝政道、李垣林、陳俊吉 

四、請假：林智勝、朱雪碧、洪明澤、鄧山階 

五、主席：黃理事長棟國   

六、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追蹤報告 (召集人：朱常務理事光華) 

  (一) 請各理監事同仁協助於 3/19前提報各區會員代表。各醫院以每 5名可推舉一 

       名會員代表，採四捨五入制進位法。醫院會員未達 5名者可由公會協助會同診 

       所、衛生所、開業放射所、醫檢所等會員，以每 5名會員聯署可推舉一名會員 

       代表。第一屆會員代表計 149人。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中。 

  (二)學術委員會業已擬訂 102年 04-06 月& 07-09月 & 10-12月共三季課程時段、 

      課程綱要、承辦醫院與教學主題等事項。6月 8日於大里仁愛醫院已舉辦『頭頸 

      部放射醫學影像統合課程』研討會。8月 11日於臺中榮總舉辦第一屆第二次會 

      員代表大會暨『輻射防護課程』研討會。8月下旬預計於中山附醫舉辦『頭部放 

      射醫學影像統合課程』研討會。10月份於大甲李綜合醫院舉辦『大腦血管放射 

      醫學影像統合課程』研討會。12月份於中國附醫舉辦『大腦血管放射醫學影像 

      統合課程』研討會。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中。   

  (三) 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期刊論文發表獎勵辦法(如附件) 

               本辦法之申請時間為每年 1月 1日至 1月 31日及 7月 1日至 7月 31日，逾期 

       概不受理。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中。 

  (四)為提昇公會整體學術形象、在職放射師專業涵養及鼓勵其進修更高學位，當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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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大專院校相關系所-碩博士班經錄取並就讀者，可向本公會申請在職進修獎助 

      學金，以資鼓勵。理監事會無異議通過，但獎助辦法移請學術委員會於下個會 

      期提報討論。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中。 

  (五)臺中市公會已完成合併，人數及醫院家數倍增，建議可舉辦小型聯誼活動，促 

      進會員交流，剛開始可辦理小型活動，如大坑登山步道健行等，交通可請會員 

      自理，公會提供飲水及小點心，日後有能力再慢慢將活動擴大。這次會議通過 

      決議預定 5/19或找個吉日舉辦會館茶會與會員踏青聯誼活動，請福利委員會規 

      劃，並請各理監事同仁協助辦理。另外請福利委員會規劃年度性活動，讓理監 

      事會同仁及會員能夠有預先參與規劃的時間。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中。 

  (六) 決議會員代表大會由 7月提前到 3月，以利會計年度及各項會務運作，訂於 102 

       年度會員代表大會追認。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中。 

  (七)決議前二年會員代表大會時，贈送每位會員紀念品，第三年會員代表大會時舉 

      辦會員餐會並贈送每位會員紀念品。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中。 

  (八)會員意外保險案目前以三商人壽的版本供作參考，請對保險業務熟悉之同仁詢 

      問 30萬、20萬、10萬元保額規劃擇最優，且若可以 10萬元意外保險為基礎， 

      尋訪三家保費比價後，再請監事會精算財務許可後始進行之。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中。 

  (九)請秘書於本次會議後，將本理監事聯席會議所決議之各項辦法、施行細則及表 

      單公告於網頁，且逐一建置於檔案夾。 

  執行情形：依決議已執行。 

    

七、會務報告： 

     1. 3月 25日臺中市衛生局來函，有關行政院衛生署 102年度醫事人員至山地鄉 

        開業補助要點、申請書及切結書等相關附件，請逕至行政院衛生署網站(102 

        衛生署公告下載電子檔)。 

     2. 4月 19日申請大里仁愛醫院 6月 8日輻防課程，原委會輻防積分採認及全聯 

        會審查放射師積分課程認證。 

     3. 4月 19日繳交全聯會 1至 6月份常年會費，以會員人數 743名為計算基礎， 

        每人每月以 90元計算。 

4. 4月 21日台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五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暨 2013年台韓國 

際學術研討會，致贈花籃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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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月 26日臺中市衛生局來函，准予本會轄區彼卡索醫事放射所申請歇業。 

     6. 4月 26日臺中市衛生局召開 102年度醫事檢驗、醫事放射品質提升聯繫電話 

        會議，由黃理事長出席，並提出建議將「102年度醫事放射所提升醫事放射品 

        質計畫自我檢視表」第貳點第 4項目與「102年度醫事檢驗所提升醫事放射品 

        質計畫自我檢視表」第参點第 6項目，有關「X光攝影室門扉上裝有標準之輻 

        射示警標誌並有 X光室或輻射管制區等警語。」更改為「X光攝影室門扉上裝 

        有標準之自動安全連鎖裝置及警示燈、輻射示警標誌，並有 X光室或輻射管 

        制區等警語。」獲得參採。 

     7. 6月 8日公會主辦由大里仁愛醫院承辦之『頭頸部放射醫學影像統合課程』申 

        請課程積分認證。 

     8. 5月 10日函轉臺中市衛生局 102年度『醫事放射所提昇醫事放射品質計畫自 

        我檢視表』給本會轄區 8家醫事放射所。 

     9. 5月 14日全聯會來函配合行政院衛生署「電腦斷層掃描儀輻射醫療曝露品質 

        輔導計畫」派員陪同。本會轄區訪視機構分別為 6月 6日行政院衛生署臺中 

        醫院、臺安醫院雙十分院、6月 19日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財團法人佛教 

       慈濟綜合醫院臺中分院、6月 21日宏恩醫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本會委 

       請莊明春理事、陳鴻達前監事、張榮宗常務理事、劉泰程理事、賓崑龍理事、 

       陳俊吉監事負責陪同。 

   10. 5月 22日臺中市衛生局函轉行政院衛生署預告廢止「醫事放射師執業登記及繼 

       續教育辦法」等，案內公告事項另詳載於衛生署全球資訊網站之「法令規章」 

       網頁。 

   11. 5月 25日臺中市醫事檢驗師公會第十四屆第三次會員大會,致贈花籃祝賀。 

   12. 5月 29日臺中市衛生局函為了解本事醫事人員修習性別教育課程之情形，請公 

       會協助填寫調查表。 

   13. 5月 30日臺中市衛生局函轉行政院衛生署 102年 5月 13日公告修正「行政院 

       衛生署補助醫事人員至山地鄉開業要點」為「行政院衛生署補助醫事人員至原 

       住民族地區開業要點」。 

   14. 彙整各理監事提報負責區域之會員代表編製成冊。 

   15. 6月 7日會員證製作完畢。 

   16. 102年度至 6月份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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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分時數 

6月 8日 

(星期六） 

上午 08點 30分至 

12點 20分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

大里仁愛醫院 

頭頸部放射醫學影像統
合課程 

   4小時 

6月 8日 
(星期六） 

下午 13點 10分至 
16點 50分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
大里仁愛醫院 

102年度輻射防護教育訓練
研討會 

   4小時 

   17. 本會會員一 O二年六月底之人數變動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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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 03月份 

會員總數 

102年04-06月份 

入會人數 

102年04-06月份 

退會人數 

102年 04-06月份 

歇業人數 

102年 06月份 

會員總數 

743人 23人 18人 2人 746人 

 

八、監事會報告： 

    101年度 9至 12月份收支決算、資產負債表、現金出納表。如附件(一) 

     

九、會務資訊委員會工作規劃報告： 

    張主任委員榮宗：本委員會將積極進行近、中、長期之規劃進行網路資源、網路 

                    繼續教育等規劃，本會與全聯會洽詢原台中縣市網站整併事宜， 

                    並配合學術委員會進行繼續教育電子資料建置。 

十、提案討論 

案由一 

提案人：理監事會 

案 由：由理監事提報負責區域之會員代表名冊計 149人，已編製成冊請作最後確認。 

       如附件(二) 

說 明：各醫院以每 5名可推舉一名會員代表，採四捨五入制進位法。醫院會員未達 5 

       名者可由公會協助會同診所、衛生所、開業放射所、醫檢所等會員，以每 5名 

       會員聯署可推舉一名會員代表。 

決 議：無異議通過，本會第一屆會員代表名單如附件(二)，本屆會員代表任期三年， 

       於理監事會改選後，進行改選。請監事會研擬本會會員代表選舉辦法，於本屆 

       會員代表大會提請審查。 

 

案由二 

提案人：理監事會 

案  由：會員意外保險案，已彙整 5家保險公司、8種保險型態(如附件三)，請決議。 

說  明：上次會議決議詢問 30萬、20萬、10萬元保額規劃擇最優，且若可以 10萬元 

       意外保險為基礎，尋訪三家保費比價後，再請監事會精算財務許可後始進行之。 

決  議：經福利委員會及各理監事多方訪價結果如附件(三)，最低保額為 30萬，保費 

       每人每年 219元，經監事會核算後，本會本年度未編列購買保險之預算，且以 

       過去至今會員請領傷、殘、葬經費支出所需比較，目前購買保險仍屬較低之效 

       益。所以，本會決議購買會員意外險案暫停，待本會財務更加穩固後且投資成 

       效較高時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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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 

提案人：理事會 

案 由：8月 11日會員代表大會於台中榮總舉辦，請討論會員紀念品金額與種類、大 

        會工作分配等。 

說  明：第一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預訂 8月 11日於台中榮民總醫院研究大樓舉行， 

        全體會員紀念品之金額、種類，及大會工作分配請討論。 

決  議： 

      一、決議通過第一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預訂 8月 11日於台中榮民總醫院研究 

          大樓舉行，會議事務則請江常務理事會同台中榮總理監事同仁籌備辦理。 

      二、全體會員紀念品之金額決議提撥預備準備金併入會員(代表)大會支出項目 

          ，將原訂每人 300元預算增加為 500元。而紀念品種類則請常務理監事及 

          福利委員會主委趙真常務理事共同辦理。 
           

案由四 

提案人：理事會 

案 由：會員 6年更新執業執照，須具備繼續教育課程積分之注意事項。 

說  明：醫事放射師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第八條規定醫事放射師執業，應每六年 

        接受專業課程、專業品質、專業倫理、專業相關法規課程積分達一百五十點 

        以上，其中專業倫理、專業相關法規課程合計至少應達十五點，超過十五點 

        以十五點計，且其中應包括感染管制及性別議題之課程。 

決  議：依本會會員 6年更新執業執照，須具備繼續教育課程積分，編排如附件說明。 

         

案由五 

提案人：黃理事長棟國 

案 由：討論因會務所需，增聘總幹事一人。 

說  明：因會務推展所需，擬增聘總幹事一人。 

決  議：黃理事長棟國提請李監事垣林擔任本會第一屆總幹事，借重李垣林先生之管 

        理長才，協助理事長及本會之會務推動。理監事會無異議通過。李監事原監 

        事一職缺則由候補監事程佩玲遞補。 

 

案由六 

提案人：學術委員會朱主任委員光華 

案 由：提請討論公會繼續教育課程演講評量表 

說  明：1.學術委員會業已擬訂公會繼續教育課程演講評量表 (附件四)，俾使日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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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可依據參與會員其評量分數持續精進課程相關事項 

        2.煩請日後祕書於該次會議前一併提供此表格予承辦醫院主辦人 

決  議： 

       一、修訂公會繼續教育課程演講評量表部分內容： 

           本表採一場次 4位講師評量排入一張兩面之版面，另評量項目 5.修改為 

          『簡報製作內涵』及項目 7、8之上課後修訂為『本課程』。 

       二、無異議通過，請學術委員會研擬各場次評量表統計分析之執行。 

 

案由七  

提案人：學術委員會朱主任委員光華 

案 由：提請討論應否置入繼續教育課程檔案於公會網站 

說  明：1.公會繼續教育研討會援例皆會提供紙本講義 

                2. 目前數位學習氛圍日夯，因此為協助不克出席實體課程會員，亦可自行上 

                    網下載課程檔案學習各類專業學科 

                3. 建請公會置留課程檔案時限為該次會議後二個月為限 

決  議：無異議通過 

 

案由八  

提案人：學術委員會朱主任委員光華 

案 由：提請討論公會繼續教育課程電子講義檔案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說  明：1.肇因亟需尊重講師提供講義檔案所有權，因此公會應妥備電子講義檔案著 

          作權授權同意書，俾使演講者事先同意簽名後方可將課程檔案置入公會網 

          站 

        2.煩請日後祕書於該次會議前一併提供此表格予承辦醫院主辦人，主辦人可 

          於邀請講師時併行提供說明此著作權授權同意書用途 (附件五) 

決  議： 

       一、無異議通過，日後祕書於該次會議前一併提供此表格予承辦醫院主辦人， 

           承辦人可於邀請講師時併行提供說明此著作權授權同意書用途。 

       二、提請各場次承辦單位邀請講師時，同時邀請講師提供 5題選擇題，以利日 

           後作為學術委員會編入網路繼續教育課程測驗題庫資料。 

 

案由九  

提案人：學術委員會朱主任委員光華 

案 由：提請討論會員在職進修獎助學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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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1.本案經 1020316第 4次理監事聯席會決議通過 

        2.學術委員會業已擬訂會員在職進修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附件六) 

決  議： 

一、修訂部分內容如下： 

     申請資格 

(一) 申請者需入會滿 1年以上且該年度業已繳交常年會費。 

(二) 報考大專院校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所-碩、博士班經錄取並正式註冊就讀者。 

(三) 該申請年度(上、下學期)學科總成績平均分數需達(含)八十分以上者。 

(四) 每位會員碩、博士學制其核發次數各僅以一次為限。 

      (五) 入會期間該會員之素行未損及本會聲譽。 

二、本辦法通過由理事會於 103年編列預算，報請理、監事會通過後實施。 

 

 

十一、臨時動議 

      無 

 

十二、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