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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第一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時間：102年 10月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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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惠萍、蘇碧榕、 

              洪明澤、張瑞珍、莊世林、么煥雯、雷粟蓉 

監    事：端木龍慧、謝政道、程佩玲 

總 幹 事：李垣林 

四、請假：朱雪碧、莊明春、周國堂、陳聖杰、林孟郁、楊芷絜、林玉芳、陳俊吉 

五、缺席：陳偉勛、鄧山階 

六、主席：黃理事長棟國   

七、宣讀醫事放射師誓詞： 

八、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追蹤報告  

  (一) 由理監事提報負責區域之第一屆會員代表名冊計 149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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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已於會員代表大會中審查通過，會員代表選舉辦法尚未研擬。 

  (二)會員意外保險案，於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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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福利委員會及各理監事多方訪價結果已彙 

      整 5家保險公司、8種保險型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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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依決議已執行。 

  (三)第一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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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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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常務理監事及福利委員會主委趙真常務理事共同研議， 

      選定象印 360cc保溫杯。 

  執行情形：依決議已執行。 

 (理事長說明：感謝全體理監事尤其台中榮總的理監事於 8月 11日會員代表大會暨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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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教育研討會的努力，使得大會圓滿成功。另外也感謝常務理監事與趙 

主任委員選擇優質的紀念品，也希望若有會員針對紀念品有任何建議， 

請各理監事能蒐集資料由秘書處彙整，作為下次選擇紀念品的參考。) 

    (四)醫事放射師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已於 7月 1日訂定公告施行，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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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三十點以三十點計，且其中應包括感染管制及性別 

        議題之課程。會員於 6年更新執業執照時請多加留意。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中。 
  (補充討論：有會員查詢積分時發現感染管制學分，屬於專業品質類於 7月修訂後皆 
             不認定，請理事長於參加全聯會理監事會議時，可請會務人員協助處理。)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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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依決議已執行。 

    (六)學術委員會業已擬訂公會繼續教育課程演講評量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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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使日後公會可依據參與會員其評量分數持

續精進課程相關事項。並請學術委員會研擬各場次評量表統計分析之執行。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中。 

  (朱主任委員說明：感謝秘書協助統計出 8/11、9/14二場研討會之演講評量表。) 

    (七)理監事聯席會議無異議通過，置入繼續教育課程檔案於公會網站，為協助不 

               克出席實體課程會員，可自行上網下載課程檔案學習各類專業學科。公會置留 

               課程檔案時限為該次會議後二個月為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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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中。 

    (八)會務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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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中。 

  (補充討論：張主委詢問過全聯會，公會合併後集中保留台中市公會網站，建議請電 

             腦公司將原二個公會網站版面設定為相通，另外建議電腦公司將 750人 

             會員資料建立一個帳號為專屬入口，方便會員瀏覽公會專屬檔案，其中 

             細節由理事長、江常務理事於全聯會開會時再詳細諮詢。)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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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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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中。 

    (十) 學術委員會業已擬訂會員在職進修獎助學金申請辦法，申請資格：(1) 申請 

                 者需入會滿 1年以上且該年度業已繳交常年會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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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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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位會員碩、博士學 

                 制其核發次數各僅以一次為限。(5) 入會期間該會員之素行未損及本會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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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中。 

九、會務報告： 

     1.6月 20日函送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6月 8日大里仁愛醫院「輻射防護課程」 

       合格人員名冊備查。 

     2.6月 21日函轉 42家本會轄區之診所、衛生所、放射所、檢驗所衛生福利部 

       102年度「基層醫事機構游離輻射防護品質輔導計畫」輻射防護品質提升繼續 

       教育課程研討會及一班 X光攝影儀品質與牙科 X光攝影儀實作課程報名資訊。 

     3.6月 25日函送全聯會，6月 8日大里仁愛醫院二場研討會刷卡名冊等資料備查。 

     4.6月 28日函轉衛生局本會轄區 8家醫事放射所「102年度提升醫事放射品質計 

       劃自我檢視表」。 

     5.7月 4日公告衛生福利部訂定「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於公會網 

       站。 

     6.7月 5日申請台中榮民總醫院 8月 11日輻射防護課程，原委會輻防積分採認及 

       全聯會審查放射師積分課程認證。 

     7.7月 16日公告 8月 14日由臺中市政府衛生局主辦之「當行動科技遇上健康照 

       護」論壇，於公會網站。 

     8.7月 17日郵寄 8月 11日本會會員代表大會，149位會員代表開會通知。 

     9.7月 18日函送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本會 8月 11日第一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開會通知。 

    10.7月 22日郵寄 60份會員代表大會邀請函。 

    11.7月 23日郵寄本會會員會員證。 

    12.7月 29日申請光田綜合醫院 8月 31日輻射防護課程，原委會輻防積分採認。 

    13.8月 4日桃園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致贈花籃祝賀。 

    14.8月 9日衛生局「102年度提升醫事放射品質計劃」訪視，抽選三民、千照醫 

       事放射所，本會推派賓崑龍理事陪同訪視。 

    15.8月 14日函送本會會員代表大會致贈祝賀花籃、禮金之單位感謝函。 

    16.8月 19日呈報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本會 101年度會計報表、102年度預算表、大 

       會手冊、簽到名冊、大會會議紀錄、會員名冊等備查。 

    17.8月 20日函送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8月 11日台中榮總「輻射防護課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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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人員名冊備查。 

    18.9月 3日電子郵件通知各會員，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於 10月 1日、2日辦理國際 

       老人日「友善樂齡‧幸福臺中」系列論壇，公會呼籲會員湧躍參加並致贈花籃 

       支持。 

    19.9月 9日函送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8月 31日光田綜合醫院「輻射防護課程」 

       合格人員名冊備查。 

    20.9月 10日申請豐原醫院 10月 12日輻射防護課程，原委會輻防積分採認。 

    21.9月 26日全聯會承辦衛生福利部 102年度「基層醫事機構游離輻射防護品質輔 

       導計畫」之實地訪視與輔導作業，抽選本會轄區-三光醫事檢驗所，由本會推 

       派趙真常務理事陪同訪視。醫事機構所需資料如體檢項目等，請理監事提供電 

       子檔方便刊登於公會網站上，以利會員瀏覽、下載。 

     22.102年度至 8-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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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1日 
(星期日） 

上午 09點 50分至 
12點 20分 

台中榮民總醫院 輻射防護課程    3小時 

8月 31日 
(星期六） 

下午 13點 30分至 
16點 30分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
光田綜合醫院 

102年輻射防護在職教育訓練    3小時 

9月 14日 

(星期六) 

下午 13點 30分至 

17點 10分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

醫院 
頭部放射醫學影像統合課程    4小時 

10月 12日 
(星期六) 

上午 9時至 12時 
衛生福利部豐原 

醫院 
非年度電腦斷層掃描醫療曝
露品質保證作業(實作) 

 3小時 

    23. 本會會員一 O二年九月底之人數變動統計 
102年 06月份 

會員總數 

102年06-09月份 

入會人數 

102年06-09月份 

退會人數 

102年06-09月份 

歇業人數 

102年 09月份 

會員總數 

746人 30人 27人 2人 749人 

 

十、理事會(各委員會)報告： 

    醫療事務委員會工作報告(許意敏主任委員)：無 

    福利委員會工作報告(趙真主任委員)：規劃 102年度秋季旅遊計畫說明。 

    學術委員會工作報告(朱光華主任委員)：感謝中山附設醫院醫學影像部林傑彬組 

                                     長承辦公會 9月 14日頭部影像課程研討會。               

    會務資訊委員會工作報告(張榮宗主任委員)：規劃公會網站統一及會員專屬權限。 

    醫院暨教學醫院評鑑諮詢委員會工作報告(江志明主任委員)： 

1. 首先確定轄區醫院及教學醫院評鑑之名單，進一步規劃所需課程、會議來協 

           助因應各項評鑑。 

2. 將醫事放射所、檢驗所、衛生所訪視作業項目，列入協助範圍。 

3. 於年底前規劃明年度要逐項進行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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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益促進暨公共關係委員會工作報告：暫缺 

 

十一、監事會報告： 

     102年度 1至 9月份經費收支報告： 

 (本年度 1至 9月份經費收入：2,876,239  經費支出：1,743,781  結餘：1,132,458) 

 

十二、提案討論 

案由一 

提案人：秘書處 

案 由：討論全聯會第五屆理監事參選規劃。 

說  明：全聯會於 11月 10日舉辦第五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第五屆理監事改選， 

        請研議本會參選規劃。 

決  議：理事長建請本會之全聯會會員代表於 11月 10日全數出席，參與會員代表大會 

       及第五屆理監事改選。全聯會來函請公會至少推薦 1名參選理監事，但無保障 

       當選名額。全聯會理監事為無給職，建請熱心參與會務、有志為全國放射師爭 

       取權益、可出席會議者歡迎主動報名參選，於 10月 7日上午 9時前將參選表格 

       E-mail公會秘書處彙整，若是沒有或是提名人數不足時，將依本會往年當選名 

       額數，委由常務理監事推薦人選由公會統一提報給全聯會參選。  

 

案由二 

提案人：學術委員會朱主任委員光華 

案  由：學術委員會增聘四位學術委員，擬頒發學術委員聘書。 

說  明：(一)肇因為規劃推動公會繼續教育學術活動，擬請推薦林傑彬、莊濬超、 

陳合興與顏國揚等業界專家擔任本屆學術委員 

        (二)上述 4位非公會理監事，建請公會頒贈學術委員聘書 

決  議：本會各委員會由本會理監事組成，歡迎各委員會委員能網羅精英人士，為公會 

       盡一份力。研擬聘任為學術委員之林傑彬任職於中山附醫醫學影像部組長一 

       職；莊濬超任教於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系助理教授；陳合興任職於台中榮總 

       放射腫瘤科組長；顏國揚任職於中國附醫核醫科組長，四位皆為優秀人才，無 

       異議通過聘任為本會學術委員會委員，並頒發委員聘書。 

 

案由三 

提案人：秘書處  

案 由：社會局來函指示，本會章程中須增列「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者，得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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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依會員人數比例選出代表，再合開代表大會，行使大會職權」。 

說  明：社會局指示依據社會團體許可立案作業規定：「成立後會員(會員代表)人數有 

        超過三百人以上之情形，並有改開代表大會之必要者，應載明召開會員代表 

        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並載明會員代表之名額、任期、選任及解任方式。」 

決  議：本會在選任會員代表時已審慎制定好名額、任期、選任及解任之方式，會後 

        請監事會擬好會員代表選任等辦法，先呈報給社會局，修改組織章程內容後， 

        並於明年度會員代表大會中提請追認。 

 

案由四 

提案人：秘書處  

案 由：因林智勝常務理事辭職，理事出缺一職由候補理事一雷粟蓉出任，常務理事 

        一職補選事宜請討論。 

說  明：如案由請討論。 

決  議：因林智勝常務理事自中國附醫放射線部離職，並辭去常務理事一職，現常務 

        理事出缺一職，研擬由選舉常務理事時選票排名第 7的陳政男理事，出任常務 

        理事及權益促進暨公共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 

 

案由五 

提案人：秘書處  

案 由：由台中市桌球發展協會主辦之第一屆『台中放射師盃』桌球錦標賽，訂於 

        11月 3日(星期日)於台中市東山高中舉行，詳見附件。 

說  明：由台中市桌球發展協會主辦之第一屆『台中放射師盃』桌球錦標賽，邀請本 

        會為指導單位，請討論相關事宜。 

決  議：因熱衷桌球運動的會員不多，雖然公會鼓勵會員多參加運動項目的活動，唯 

        恐參賽會員不多，故此次活動決議公會不公開具名參與，後續由總幹事與主辦 

        單位解說。 

 

案由六 

提案人：秘書處  

案 由：本會於 8月 11日召開第一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會員代表應出席 149人， 

        實際出席人數為 111人，包括 13份委託書。現今有 3位會員代表退會，請負 

        責區域理監事提報補足人員。 

說  明：8月 11日會員代表大會出席率為 74.5%，出缺之會員代表請負責區域理監事 

        於下次理監事會議提報給秘書彙整。 

決  議：依照上次理監事會議討論決議事項，會員代表選任辦法規定辦理，當屆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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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出缺時不補足名額。會員代表 149人現出缺 3人，本屆由 146名會員代表 

        行使職權。 

 

案由七  

提案人：秘書處  

案 由：預訂 103年度理監事聯席會議召開日期。原定 12月 21日召開第七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是否延至 103年 1月 18日召開。 

說   明：預訂 103年度理監事聯席會議召開日期為 1月 18日、4月 19日、7月 19日、 

        10月 18日，若將 12月 21日會議日期延至 103年 1月 18日召開，即可審閱 

        102年度經費結算表、103年度經費預算表。 

決  議：無異議通過。 

 

案由八  

提案人：林理事明德 

案 由：理監事聯席會議各項提案討論及決議事項應詳實紀錄並公告會議紀錄。 

說  明： (一) 理監事聯席會議任何提案或議題皆為本會理監事共同與會討論，為使各 

             位會員代表及會員皆能熟知本會各類會務概況，會議紀錄應根據現況討 

             論過程，詳實紀錄 討論建議決議事項。 

        (二)會議紀錄完成後，經參與會議理監 事確認無誤後，應公佈於會員代表大 

            會手冊及本公會網站 

決  議：1.理監事會議討論決議事項，彙整刊登於每年會員代表大會之大會手冊上， 

          每次會議紀錄於理監事審閱補充、理事長定案一週後回傳公會後，刊登於公 

          會網站上供會員點閱。 

        2.當會員委託理監事提議案時，等會議紀錄經理監事審閱、理事長定案後，請 

          受託提案理監事，將該提案之會議決議內容轉知給委託提案會員知悉。 

        3.公會之年度財務報表會刊登於會員代表大會手冊上，但並不登錄於公會網站 

上，若會員對於本會相關經費收支報表有疑義時，請親自至公會調閱。 

 

 

十三、臨時動議 

提案人：陳常務理事政男 

案  由：提議案之提案人部份，除了理監事個人提議案列上個人名稱外，理事會、監 

        事會、秘書處(秘書、總幹事)請標示清楚。 

說  明：如案由。 

決  議：提案人將排除標示理監事會，清楚區分為理事會、監事會、秘書處提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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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趙主任委員真 

案  由：公會訂於 11月 3日舉行悠遊山海親子之旅，活動對象為會員及眷屬親友，其 

        報名及收費方式之制訂。 

說  明：本會第一次舉辦旅遊活動，為增進會員之聯誼及親子間互動關係，請會員攜 

        眷、親友支持響應，於 10月 23日前填寫報名表報名、並繳交保證金。 

決  議：以 240人(4節車廂，每節車廂 60人)為基本人數，確保報名人數及成行人數 

        能符合，請各醫院主辦人員酌收報名人員每人 300元保證金，活動當天即登記 

        退回金額，於活動後由各醫院負責活動人員辦理退費，收費方式以會員免費、 

        眷屬(不用便當)200元、(要便當)280元為標準。 

 

提案人：劉理事泰程 

案  由：提請討論 103年度本會會員代表大會舉辦日期，以利本院(台中慈濟醫院)儘 

        早規畫相關場地預約租借及相關籌備事宜的進行。 

說  明：如案由。 

決  議：決議 103年 3月 16日(週日)舉辦 103年度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特別感謝劉理 

        事泰程積極為本會規畫相關事宜。 

 

提案人：江常務理事志明 

案  由：營養師公會擬向本會提出租賃辦公室，請討論是否有租賃規劃。 

說  明：在維持會館現有內部設置、外部招牌裝置下，研擬租賃辦法。 

決  議：請監事會擬定租賃管理辦法，於下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 

 

提案人：趙常務理事真 

案  由：申請成立公會臉書 

說  明：為更有效、迅速傳遞公會公告事項，增進會員間互通訊息的方便性。建議成 

        立公會臉書。 

決  議：通過成立臉書一案， 由趙真常務理事負責規劃執行。 

 

提案人：賓理事崑龍 

案  由：中臺科技大學林政勳教授，請求公會協助問卷調查案。 

說  明：如案由。 

決  議：可利用公會臉書協助。 

 

 

十四、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