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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604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大甲院區 放射線部 
1050827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梧棲院區 影像醫學部 
1050924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放射線科 
1051015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放射診斷科 
1051210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中慈濟醫院 醫學影像部 
1051217 國軍臺中總醫院 放射科 
1060521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放射科 
1060527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放射診斷科 
1060617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沙鹿院區 放射線部 
1060716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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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第二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繼續教育研討會 

時    間：106 年 7 月 16 日 (日) 08：00～11：50 
地    點：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癌症中心大樓 1 樓階梯教室 

(臺中市北區五義街 120 號) 
主辦單位：                        

                  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http://www.cart.org.tw/main/index.aspx?chapid=65                 http://www.cmuh.cmu.edu.tw/ 

協辦單位：            荷商波士頓科技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http://www.bostonscientific.com 

 

繼續教育研討會 時程表 

時  間 癌症中心大樓 1 樓階梯教室 

08：00~08：30 報  到 

 放射醫學影像統合課程研討會 

 課  程  名  稱 講  師 

08：30~09：05 3D 立體心臟電氣生理定位儀準備及注意事項 
郭宜蘭護理師 

臺北榮民總醫院心臟內科 

09：05~09：40 Interventional Works In CMUH 
陳永芳部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放射線部 

09：40~10：15 我國質子治療設施輻射安全管制現況 范盛慧科長 
原子能委員會輻射防護處醫用科 

10：15~10：35 茶  敘 

10：40~11：55 第二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 

沈戊忠院長 
歡迎詞 

中國醫藥大學健康照護學院 
朱光華理事長 

開幕詞 
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全體會員代表暨理監事 

11：55~12：00 閉幕詞 朱光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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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第二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 

會議程序 

一、大會開始。 

二、主席就位。 

三、宣讀「醫事放射師誓詞」。 

四、介紹長官貴賓。 

五、致歡迎詞。 

六、主席致詞。 

七、貴賓致詞。 

八、頒發聘任顧問書。 

九、頒獎。 

（一）105年承辦繼續教育研討會之醫療單位。 

（二）106年承辦繼續教育研討會之醫療單位。 

十、歡送貴賓。 

十一、理事會年度工作報告。 

十二、監事會年度財務報告。 

十三、提案討論。 

十四、臨時動議。 

十五、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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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放射師」誓詞 

 



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手冊 

 

第 4 頁 

大會主席 

朱光華 理事長 致詞 
尊敬的各位長官、各位貴賓、各縣市公會理事長及代表、各位理監

事與會員代表、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是本會第二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光華在此謹代表臺中市醫

事放射師公會感謝各位前輩及先進於百忙之中撥冗參加本會一年一度

會員代表大會，也對於大家這一年來對於本會的支持及協助致上千萬分

的謝意！ 

在過去 16 年來，臺中市及臺中縣公會皆已分別建立穩固基礎及運

作模式，皆要歸功於臺中縣市創會理事長、歷屆理事長卓越領導與理監

事會努力不懈；尤其在縣市合併第一屆 黃棟國前理事長領導及理監事

全力襄助下，在公會組織、會員權益、醫療業務與醫學新知等構面戮力

經營及創新業務，公會得具今日的基礎與規模，光華謹代表所有會員向

歷屆服務團隊致上最崇高的敬意。 

第二屆公會理監事團隊夥伴們-在會員權益方面，初期即協助處理 3
位醫放夥伴遭資方扣留執業執照、去年協助平反遭惡意資遣醫事放射師

與近期圓滿調解醫放同仁遭積欠績效獎金等相關事項，皆在保障及維護

各位會員們的工作權益；在會員福祉方面，105 年首度於每年 11 月國際

醫事放射師節-舉辦臺中市醫事放射師節慶祝大會，11 月 6 日總計約 450
人參加在麗寶樂園舉辦戶外會員聯誼暨親子同樂活動，今年仍需仰賴各

位理監事們集思廣益協助規劃相關活動事宜；在學術活動方面，本屆每

年舉辦 10 場繼續教育課程研討會，在 106 年首度開辦中部醫事放射師

公會聯盟會員參與聯盟縣市公會舉辦學術活動，期許在此異域平台共享

學術資源及增進教學交流。 

光華此際再度感謝熱誠付出的理監事團隊與全體會員夥伴們，由衷

期盼在日後的任期，我們每一位會員皆能秉持身為公會大家庭的一份子

繼續給予公會指導及策勵，期讓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邁向更優質的醫

療團體，為民眾健康福祉盡致最大貢獻，感謝有您們，謝謝！ 

謹祝 

平安健康、工作順利、萬事如意！ 

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理事長 朱光華 謹敬 

201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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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 健康照護學院 

沈戊忠 院長 致詞 

親愛的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代表： 

歡迎各位至敝院召開第二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繼續教育研討

會。隨著科技的發達，近二十年來，放射診斷、放射治療及核子醫學的

儀器大幅進步，診斷更精確、治療更精準，對臨床醫師的幫助更大也更

受依賴，對病患疾病的診斷、治療以及健康的維護貢獻越來越大。 

而這些新穎且貴重儀器的操控都是有賴各位放射師的專業及敬

業，才能使儀器發揮到最大功能，也讓病患所受的輻射傷害降至最低。

同時也因為各位的專業自主操控儀器，放射科醫師們才能專心做診斷及

治療，大家相互合作無間，使得每家醫院放射診斷、治療及核醫都成為

最有自主性、運作最良好的單位，本人謹代表中國醫藥大學醫療體系向

各位致上最大的敬意及最誠摯的感恩，也預祝本次大會成功，讓本會能

更順利茁壯。 

中國醫藥大學 健康照護學院 
院長 沈戊忠醫師 謹敬 

2017.07.16 



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手冊 

 

第 6 頁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蕭佳吉 理事長 致詞 

朱理事長，各位嘉賓以及各位放射師先進們大家好：  

本人謹代表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全聯

會)出席今天的盛會，首先感謝朱理事長光華及貴會歷任理事長、理監

事及全體醫事放射師會員一直以來對全聯會各方面的全力配合與支

持，再次感謝。 

全聯會目前有 20 個所屬地方公會，執業中會員有 6200 多名，目

前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為全國執業會員人數第二多的縣市公會，在

朱理事長及歷屆理監事團隊多年的經營之下茁壯有成，除每年定期舉

辦多場教育訓練及投入社會福利公益活動外，為鼔勵會員提升醫事放射服務品質更提供了在

職進修學業優良獎助學金，也積極參與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業務，並支持全聯會推展與全國醫

事放射師會員權益相關之活動與會議，成績斐然，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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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捍衛全國放射師會員職業權益，全聯會便緊鑼密鼔召開及參與了數十次會議並在「醫

院人力評鑑改革之方針與對策」公聽會時精彩的發言得到了媒體熱烈迴響，進而接受電視【東

森新聞-3600 秒調查報導】採訪且播出，讓全國民眾得知放射師人力不足嚴重影響放射醫療

品質。同時也積極拜會許多友好立委朋友包含管碧玲立委、陳宜民立委、李彥秀立委、林岱

樺立委、黃昭順立委、黃偉哲立委、劉建國立委、楊曜立委等，都獲得願意支持我們的回應。 

長久以來醫院評鑑標準就與實際醫院放射人力需求有極大落差，辛苦奔走終於有所成

績。衛生福利部已將醫院評鑑之醫事放射人力項目恢復為必評項目，且於 106年 4月 11日邀

我們全聯會參與「醫療機構人力合理配置基準評估計畫會議」，並將於今年底前完成白皮書，

屆時將提供衛福部參考修改未來短、中期之評鑑基準及醫院設置標準，我們將配合友好之立

委督促進度及監督落實修訂合理之人力設置標準，也請臺中市醫事放射公會這邊尋求互動良

好的立法委員一起幫忙爭取。 

維護醫事放射師專業形象、任何有悖我們權益的爭取都是全聯會的責任，各項事務的推

動需要許各位夥伴鼎力支持配合，才能眾志成城。感謝這十幾年來大家對全聯會所推動會務

的支持，讓醫事放射師的專業在醫界受到肯定、醫療服務上受到民眾的信賴，同時這也都是

在座各位先進及大家努力的成果，期朌未來大家齊心協力，為提升全民放射醫療品質及醫事

放射師共創更美好的未來。 

最後祝大會順利圓滿成功，各位嘉賓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蕭佳吉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 106 年 6月 28日 

 



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手冊 

 

第 7 頁 

中臺科技大學 

李隆盛 校長 致詞 

朱理事長、各位理監事和會員朋友： 

本人謹代表中臺科技大學，一方面敬賀貴會第二屆第三次會員代表

大會暨繼續教育研討會群賢畢至、少長咸集，祝願大會圓滿成功！另一

方面，對各位朋友在醫事放射領域的貢獻，謹致敬佩之意。 

中臺科大自 51 年前創校以來即一直培育醫事放射專業人才。目前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簡稱醫放系）設有大學部和碩、博士班。去

（2016）年，為了解決癌症動物的痛苦及增進動物福祉，中臺科大設立

「動物放射治療研究中心」和附設動物醫院。該中心設有 ELEKTA 
Precise TM直線加速器、GE 電腦斷層儀、Pinnale 電腦治療計畫系統、動

物用自動呼吸麻醉機、Mindray iMEC 8 vet 生理監視器等專業設備，以

及置 3 位獸醫師、1 位醫學物理師、1 位放射師等專業人員，提供動物

完整及舒適的治療環境。亦即，中臺科大醫放系除了致力於培育優質人

才，也在擴展服務範圍。 

各位朋友當中有中臺科大校友，本人藉此機會向校友們問好。任何

學校和校友都有互為水漲船高的關係，中臺科大以有各位傑出校友為

榮。本人也要藉此機會恭喜朱光華理事長剛從中臺科大醫放系取得博士

學位。朱理事長除了在醫放工作崗位克盡職責、在醫放公會服務同行等

等之外，又好學不倦取得博士，令人感佩。 

感謝邀請本人參加盛會！敬祝大會圓滿成功、大家健康快樂！ 

中臺科技大學 
校長 李隆盛 謹敬 

201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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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年度工作報告 

會務工作執行重點摘錄 

 105年 1月-106年 4月本會有效會員人數 858人。 

召開會議(105 年 3 月 1 日~106 年 5 月 31 日) 

 1050521 召開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二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程。 

 1050903 召開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二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程。 

 1051126 召開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二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程。 

 1060218 召開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二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程。 

 1060603 召開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二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程。 

參加會議及活動(105 年 3月至 106 年 5 月 31日) 

1050220 （放射學會）邀請本會共同協辦「第 49 次年會籌備會第 2 次會議」。 

1050306 朱光華理事長出席社團法人臺中市醫師公會第二十四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並致贈大會

祝賀花籃。 

1050320 賓崑龍常務理事出席新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致贈大會祝賀禮金。 
1050327 （放射學會）邀請本會於 105 年 3 月 27 日參加「第 49 次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及「第

十七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開幕式並致贈大會祝賀花籃。 
1050413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臺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致贈大會祝賀花籃。 
1050413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彰化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致贈大會祝賀花籃。 
1050528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台中市醫事檢驗師公會第十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致贈大會祝賀花籃。 
1050604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南部七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二次聯誼會。 
1050709 （全聯會）朱光華理事長參加全國各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理事長聯席會。 
1050723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嘉義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致贈大會祝賀禮金。 
1050813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基隆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致贈大會祝賀花籃。 
1050814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桃園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致贈大會祝賀花籃。 
1050924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第三次南部七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聯誼會。 
1051002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雲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致贈大會祝賀禮金。 
1051023 賓崑龍常務理事參加南投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致贈大會祝賀禮金。 
1051105 （全聯會）朱光華理事長參加第六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暨 2016 國際醫事放射師節慶祝

大會及學術論壇致贈大會祝賀花籃。 
1051106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臺中市醫事放射師節慶祝大會麗寶樂園-探索樂園。 
1051112 賓崑龍常務理事參加嘉義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致贈大會祝賀禮金。 
1051116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中臺科技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授袍儀式。 
1051119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高雄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致贈大會祝賀禮金。 
1051203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屏東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致贈大會祝賀禮金。 
1051204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高雄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致贈大會祝賀禮金。 
1051210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新竹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致贈大會祝賀花籃。 
1051211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高雄市醫事放射士公會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致贈大會祝賀禮金。 
1051222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陳維濱會員之先慈公祭典禮。 
1051217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致贈大會祝賀禮金。 
1060108 賓崑龍常務理事參加新竹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致贈大會祝賀禮金。 
1060108 李垣林常務理事參加苗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致贈大會祝賀禮金。 
1060108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宜蘭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致贈大會祝賀禮金。 
1060121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嘉義市東區後備軍人輔導中心新卸任主任交接典禮致贈大會恭賀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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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121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莊世林會員之先嚴公祭典禮。 
1060218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臺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第二十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致贈大會祝賀花籃。 
1060226 黃總召集人棟國、朱光華理事長、潘素芬常務監事、李垣林常務理事與賓崑龍常務理事參

加中臺灣醫事放射師公會聯盟第二次聯席會議。 
1060319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新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致贈大會祝賀禮金。 
1060319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社團法人臺中市醫師公會第二十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致贈大會祝賀花

籃。 
1060325 （放射學會）邀請本會於 106 年 3 月 25 日參加「第 50 次年會暨國際醫學影像學術研討會」

及「第十七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開幕式並致贈大會祝賀花籃。 
1060430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臺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六屆第三次會員大會致贈大會祝賀花籃。 
1060506 朱光華理事長及賓崑龍常務理事參加彰化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六次第二次會員大會致贈

大會祝賀花籃。 
1060506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臺中市醫事檢驗師公會第十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致贈大會祝賀花籃。 
1060527 朱光華理事長、潘素芬常務監事、李垣林常務理事、賓崑龍常務理事與蘇柏華常務理事參

加中臺灣醫事放射師公會聯盟第三次聯席會議。 
 

秘書處收、發文函件 (105 年 3月至 106 年 5 月 31 日) 

1050225 （衛生局）函送回覆由陳常務理事明至所填寫「105 年度提昇醫事檢驗及放射機構品質訪

查調查意見表」。 
1050302 （衛生局）函送回覆由朱光華理事長所填寫「104 年醫事放射所督導考核滿意度調查表」。 
1050303 電郵寄送會員-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三月份會員壽星生日快樂訊息。 
1050318 （全聯會）轉知本會第五屆理事長順利補選竣事，由廖大富先生當選為理事長。 
1050328 發文敬邀 1050501 第二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繼續教育研討會五名講師公函。 
1050402 （全聯會）轉知本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公告-自 106 年度起不提供【臺

灣醫事放射期刊】印刷紙本。 
1050403 電郵寄送會員-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四月份會員壽星生日快樂訊息。 
1050406 發函敬邀美商亞培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血管醫療器材部協辦本會 1050501 第二屆第

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繼續教育研討會。 
1050410 （全聯會）請本會推派參與基層醫事機構牙科診所培訓訪視委員名單-本會邀請劉光雲醫

事放射師與會。 
1050411 電郵及公告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1050501 第二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繼續教育研討

會相關事項。 
1050415 編製第二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繼續教育研討會-大會手冊。 
1050418 發函敬邀 6 家醫療單位共同主辦繼續教育研討會於 0501 頒發獎狀。 
1050418 發函敬邀 8 位聘任顧問於 0501 致贈聘任書。 
1050418 發函敬邀衛生局、社會局與市政府參加第二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1050418 發函通知會員林佳福及潘龍發親自出席 0501 第二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繼續教育研討

會，由理事長頒發國際期刊論文發表獎勵金。 
1050418 發函通知會員碩士班王慧雲、陳駿宏、朱益瑩及博士班彭炳儒親自出席 0501 第二屆第二

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繼續教育研討會，由理事長頒發在職進修學業優良獎助學金。 
1050429 郵寄通知會員代表 0501 第二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繼續教育研討會公文。 
1050429 張振榮主任邀請本會參加中臺科技大學「全台首座動物放射治療研究中心暨直線加速器啟

用典禮」「護理學院臨床技能中心啟用典禮」致贈大會祝賀花籃。 
1050503 電郵寄送會員-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五月份會員壽星生日快樂訊息。 
1050503 郵寄第二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開會通知公文。 
1050506 上傳衛生福利部繼續教育積分-0501 第二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參與繼續教育學員名單。 
1050506 置入 0501-第二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繼續教育課程檔案於公會網站供會員下載學習。 
1050506 電郵寄送 105 年度第 3 次繼續教育課程公告-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十樓教學教

室。 
1050512 電郵寄送 105 年度第 4 次繼續教育課程公告-光田綜合醫院大甲院區 13 樓第一會議室。 
1050524 （社會局）函送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議記錄備查。 
1050603 電郵寄送會員-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六月份會員壽星生日快樂訊息。 
1050630 （全聯會）繳交全聯會 105 年 1 至 6 月常年會費共計新台幣 448,740 元(會員人數以 831

名為計算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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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05 電郵寄送會員-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七月份會員壽星生日快樂訊息。 
1050711 （社會局）宣導政筞「105 年度臺中市人民團體會務發展研習活動計劃」。 
1050718 （衛生局）105 年度流感疫苗接種計畫推行之需求，請 貴公會轉知所屬會員並由執登院

所協助建立名冊，回報所在地衛生所調查統計結果，俾利本局辦理後續疫苗接種作業。 
1050729 會員個人資料整理完畢。 
1050805 電郵寄送會員-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八月份會員壽星生日快樂訊息。 
1050805 郵寄第二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開會通知公文。 
1050812 （全聯會）電郵寄送會員-105 年醫事放射師節-資深醫事放射師(士)提名要點與推薦表格。 
1050812 電郵寄送會員-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在職進修學業優良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1050812 電郵寄送會員-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子女就讀國小及國中成績優異獎學金申請辦

法。 
1050812 電郵寄送 105 年度第 5 次繼續教育課程公告-童綜合醫院梧棲院區 21 樓視聽教室。 
1050818 （全聯會）電郵寄送會員-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邀請有志為全國醫事放射

師爭取權益之會員參與第六屆理監事選舉事項。 
1050818 （全聯會）電郵寄送會員-2016年國際學術交流研討會-第 4次亞洲放射治療學術論壇訊息。 
1050818 （全聯會）電郵寄送會員-2016 年國際學術交流研討會-第 4 次亞洲放射治療學術論壇徵稿

及研討會訊息。 
1050818 （衛生局）辦理本公會 2 家醫事放射所實地訪查相關事宜，本會由賓崑龍常務理事陪同實

地訪查。 
1050822 （社會局）本會由鄭舒方秘書參加 105 年度臺中市人民團體雲端會務運作電腦課程。 
1050825 （全聯會）電郵寄送會員-105 年度醫事放射師節資深醫事放射師 (士) 感恩表揚大會。 
1050902 電郵寄送會員 105 年度第 6 次繼續教育課程公告-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12 樓大禮堂。 
1050909 電郵寄送會員 105 年度第 7 次繼續教育課程公告-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保康大樓 9 樓視聽

講堂。 
1050915 電郵寄送會員-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九月份會員壽星生日快樂訊息。 
1050919 電郵寄送會員-臺中市醫事放射師節慶祝大會公告事項。 
1051003 電郵寄送會員-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十月份會員壽星生日快樂訊息。 
1051011 發函通知會員碩士班李宗原、劉慧蘭與田惠韻親自出席臺中市醫事放射師節慶祝大會活

動，由理事長頒發在職進修學業優良獎助學金。 
1051011 發函通知會員田惠韻、林家緯、范香蘭、李垣林與陳麗萍等子女親自出席臺中市醫事放射

師節慶祝大會活動，由理事長頒發會員子女就讀國小及國中成績優異獎學金。 
1051017 電郵寄送會員-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子女就讀國小及國中成績優異獎學金申請修訂

辦法。 
1051017 電郵寄送會員-臺中市醫事放射師節慶祝大會活動事宜。 
1051023 （全聯會）繳交全聯會 105 年 7 至 12 月常年會費共計新台幣 424,980 元（會員人數以 787

名為計算基礎）。 
1051027 郵寄第二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開會通知公文。 
1051107 電郵寄送會員-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十一月份會員壽星生日快樂訊息。 
1051108 電郵寄送會員-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敬祝國際放射師節快樂。 
1051123 電郵寄送會員 105 年度第 8 次繼續教育課程公告-臺中慈濟醫院感恩樓 5 樓階梯教室。 
1051123 電郵寄送會員 105 年度第 9 次繼續教育課程公告-國軍臺中總醫院 3 樓電化教室。 
1051205 電郵寄送會員-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十二月份會員壽星生日快樂訊息。 
1060106 電郵寄送會員-各類申請辦法訊息。 
1060106 電郵寄送會員-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一月份會員壽星生日快樂訊息。 
1060109 郵寄 106 年度會員請領常年會費收費函及明細表。 
1060112 郵寄第二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開會通知公文。 
1060112 郵寄 106 年各類公會、學會、全聯會與相關機構團體新春祝福賀卡。 
1060207 （放射學會）邀請本會參與「第 50 次年會暨國際醫學影像學術研討會」及「第十七屆第

三次會員代表大會」。 
1060210 電郵寄送會員-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二月份會員壽星生日快樂訊息。 
1060217 繳交 106 年度第 1 季大樓管理費 1,650 元整。 
1060216 （全聯會）邀請本會參與「106 年度全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幹部研習營」。 
1060229 協助編製 105 年度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與 106 年度收支預算表。 
1060310 電郵寄送會員-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三月份會員壽星生日快樂訊息。 
1060406 （全聯會）繳交全聯會 106 年至 6 月常年會費共計新臺幣 463,320 元（會員人數以 85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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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計算基礎）。 
1060410 電郵寄送會員-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四月份會員壽星生日快樂訊息。 
1060418 （衛生局）函送回覆由賓常務理事崑龍所填寫「106 年度提升醫事機構檢驗及放射機構品

質訪查調查意見表」。 
1060428 電郵寄送會員 106 年度第一次繼續教育課程公告-亞洲大學資電大樓 1 樓 I108 教室。 
1060505 電郵寄送會員 106 年度第二次繼續教育課程公告-大里仁愛醫院十樓教學教室。 
1060512 電郵寄送會員-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五月份會員壽星生日快樂訊息。 
1060517 電郵寄送會員-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協助醫事放射師爭取工作權益事項。 
1060517 郵寄第二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開會通知公文。 
1060525 轉知新竹縣醫事放射師公會-舉辦繼續教育課程公告事項。 

 

 

監事會年度財務報告 
審核報告本會 105 年度 1-12 月經費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現金收支出

納表、基金收支表、財產目錄，收支預算表。(詳細表列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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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財產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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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歲入歲出經費收支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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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提案討論 
會議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16 日 

提案一 

案由：提請討論本會 105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現金收支出納表、

基金收支表、財產目錄。 

說明：本案業經本會第二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通過。 

決議： 

 

提案二 

案由：提請討論本會 106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 

說明：本案業經本會第二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通過。 

決議： 
 

提案三 

案由：諫請修訂本會章程有關「增加理、監事名額」以及不合時宜之相關條文。 

說明：  
一、依據「特別法優先普通法」原則，以及醫事放射師法第 53、55 條條文。 
二、依據內政部統計臺中市行政區域腹地 2215 平方公里，為全國第 2 大範圍的直轄市，

近年，中部醫療院所積極擴建院區，帶動中部醫事放射師人才湧進，本會會員人數

激增，有鑑於此，本會亦應健全組織結構，維護會員權益，擴展醫學影像專業研究

與進步，以達成守護國人醫療輻射安全與就醫品質的宗旨。 
三、總計共七條條文（修訂第 2、15-1、17、20、22、23、38 條條文），詳細說明如附件。 
四、修訂前後，理監事名額調整與職務比較表： 

修訂前 
理事 25 人 候補理事 5 人 常務理事 7 人（理事長 1 人） 
監事 7 人 候補監事 3 人 常務監事 1 人 

 
修訂後 
理事 27 人 候補理事 9 人 常務理事 9 人（理事長 1 人、副理事長 2 人） 
監事 9 人 候補監事 3 人 常務監事 3 人（監事會召集人 1 人） 

 

討論：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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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放射師法 

第五十三條 (理監事、常務理監事、候補理監事之名額及選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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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105 修法理由 

一、將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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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五條 (會員大會及會員代表大會召開之程序) 

醫事放射師公會每年召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集臨時大會。 

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依章程之規定就會員分布狀況劃定區域，按會員人

數比例選出代表，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之職權。 

890114 制定理由 

一、明定醫事放射師公會每年應召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大會。 

二、明定醫事放射師公會得選出代表，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之程序規定。 

 

參考資料來源：立法院法律系統網站連結：

http://lis.ly.gov.tw/lglawc/lawsingle?0^98600C130C188818600C039718609A624C134D1862196A4D230C 

 
條號  原條文內容  修訂後條文內容  修法理由  

第 2 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

目的之社會團體。以團結醫事

放射師（士），促進醫事放射

專 業 之 學 術 研 究 與 教 育 訓

練，提昇會員專業素質與加強

國內外醫事放射學術團體之

交流為宗旨。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

目的之職業團體。以團結醫事

放射師（士），促進醫事放射專

業之學術研究與教育訓練，提

昇會員專業素質與加強國內外

醫事放射學術團體之交流為宗

旨。  

依據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

體司籌備處分類中華民國

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之團體類型為「職業團

體」，故轄下各地方公會亦

應屬「職業團體」類型。  

第 15-1 條  依據人民團體法第二十八條

規定，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

上者，得依比例選出會員代

本會得依會員分布狀況劃定區

域 ， 按 會 員 人 數 比 例 選 出 代

表，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

第 1 項，依據「特別法優先

普通法原則」，應優先適用

醫事放射師法之規定。故第

http://lis.ly.gov.tw/lglawc/lawsingle?0%5e98600C130C188818600C039718609A624C134D1862196A4D23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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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再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

使會員大會職權。  
一、會員代表的產生方式：服

務於醫院會員以每五名推舉

一名會員代表，採四捨五入進

位法計算各醫院的會員代表

人數。如該醫院事業體系的會

員人數未達五名者，由公會協

助會同診所、衛生所、開業放

射所、醫檢所等會員，以每五

名會員連署推舉一名的方式

產生會員代表。  
二、本會會員除已歇業未退

會、沒有繼續執業或喪失會員

資格者外，均得為會員代表推

舉人及被推舉人。  
三、推舉會員代表時，應於七

日前通知會員，相關推舉事務

的工作人員均由本會指定，並

由理事長指定召集人或主持

人。  
四、會員代表之推舉結果名冊

應於推舉完畢後，七日內函送

本會彙整，提請理事會審查通

過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五、會員代表任期三年，於任

期屆滿前一個月內辦理推舉

事宜，得連任。  
六、會員代表如喪失會員資格

者，亦喪失其會員代表的資

格。  
七、各醫院所推舉之會員代表

採遇缺不補的制度。  

會員大會之職權。  
一、會員代表的產生方式：服

務於醫院會員以每五名推舉一

名會員代表，採四捨五入進位

法 計 算 各 醫 院 的 會 員 代 表 人

數。如該醫院事業體系的會員

人數未達五名者，由公會協助

會同診所、衛生所、開業放射

所、醫檢所等會員，以每五名

會員連署推舉一名的方式產生

會員代表。  
二 、 本 會 會 員 除 已 歇 業 未 退

會、沒有繼續執業或喪失會員

資格者外，均得為會員代表推

舉人及被推舉人。  
三、推舉會員代表時，應於七

日前通知會員，相關推舉事務

的工作人員均由本會指定，並

由 理 事 長 指 定 召 集 人 或 主 持

人。  
四、會員代表之推舉結果名冊

應於推舉完畢後，七日內函送

本會彙整，提請理事會審查通

過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五、會員代表任期三年，於任

期屆滿前一個月內辦理推舉事

宜，得連任。  
六、會員代表如喪失會員資格

者 ， 亦 喪 失 其 會 員 代 表 的 資

格。  
七、各醫院所推舉之會員代表

採遇缺不補的制度。  

1 項刪除原依據人民團體法

第二十八條規定之用語，並

援引醫事放射師法第 55 條

第 2 項：「醫事放射師公會

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

時，得依章程之規定就會員

分布狀況劃定區域，按會員

人數比例選出代表，召開會

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

之職權。」之規定，略作文

字修訂。  

第 17 條  本會置理事二十五人、監事七

人，由會員代表大會選舉之，

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理事

會得提出候選人參考名單，並

印入選票，會員亦可提名本會

會員為候選人，於會員代表大

會以無記名連記法選舉之；依

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

事五人，候補監事三人，遇理

事、監事出缺時，依序遞補，

以補足原任者餘留之任期為

限。  
理事、監事、候補理事、候補

監事之當選名次，依得票數多

寡定之；票數相同，而有定其

先後之必要者，以抽籤定之。 

本會置理事二十七人、監事九

人，由會員代表於會員代表大

會以無記名連記法選舉之，分

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

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

九人，候補監事三人，遇理事、

監事出缺時，依序遞補，以補

足原任者餘留之任期為限。  
理事、監事、候補理事、候補

監事之當選名次，依得票數多

寡定之；票數相同，而有定其

先後之必要者，以抽籤定之。  
 
 

第 1 項，因應臺中市幅員遼

闊，本會會員人數日益增

加，業務需求激增，援依據

醫事放射師法第 53 條第 1
項第 1 款：「直轄市、縣（市）

醫事放射師公會之理事，不

得超過二十七人。」及第 4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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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規定，調增理事名額為二

十七人，監事名額為九人。 
第 2 項，候補理事、候補監

事名額依據醫事放射師法

第 53 條第 2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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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調增候

補理事名額至九人，候補監

事名額維持三人。並作文字

修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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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項，不變。  
第 20 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七人，由理

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

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  
理事長對內綜理一切會務，對

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

會、理事會或理監事聯席會議

主席。  
理 事 長 因 故 不 能 執 行 職 務

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

之；其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

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

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九人，由理

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

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二人

為副理事長。  
理事長對內綜理一切會務，對

外 代 表 本 會 ， 並 擔 任 會 員 大

會、理事會或理監事聯席會議

主席。  
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

應指定副理事長其中一人代理

之；副理事長皆不能執行職務

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

之。  
理事長、副理事長、常務理事

出 缺 時 ， 應 於 一 個 月 內 補 選

之。  

第 1 項，依據醫事放射師法

第 53 條第 3 項前段之規

定，調增常務理事名額為九

人，並增設副理事長二人。 
第 2 項，不變。  
第 3 項，因增設副理事長二

人，故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

職務時，應優先指定副理事

長其中一人代理之，如遇有

副理事長二位皆不能執行

職務時，才由常務理事互推

一人代理。  
第 4 項，新增副理事長補選

的時限規定，與理事長與常

務理事相同。  

第 22 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

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

擔任監事會主席。  
常務監事因故不能執行職務

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

其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監

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

內補選之。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三人，由監

事互選之，並就常務監事中互

選一人為監事會召集人。  
監事會召集人因事不能執行職

務時，應指定常務監事其中一

人代理之；其未指定或不能指

定時，由常務監事互推一人代

理之。  
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

內補選之。  

第 1 項，依據醫事放射師法

第 53 條第 3 項後段之規

定：「常務監事在三人以上

者，應互選一人為監事會召

集人。」  
第 2 項，監事會召集人因事

不能執行職務時，應優先指

定常務監事其中一人代理

之；其未指定或不能指定

時，才由常務監事互推一人

代理之。  
第 3 項，不變。  

第 23 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

三年，連選得連任。  
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

三年，連選得連任。  
理事長、副理事長之連任，各

以一次為限。  

第 1 項，不變。  
第 2 項增訂副理事長之連

任，以一次為限。  

第 38 條  本章程經民國 103 年 03 月 02
日第一屆第三次會員大會通

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施

行，其變更或修改時，亦同。 

本章程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其

變更或修改時，亦同。  

酌作文字修正，修法沿革應  
置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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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理監事會議決議事項 
時間：105 年 3 月 01 日至 106 年 3 月 31 日 

 
日期 編號 提案人 案  由 說  明 決  議 執行狀況 

1050521 一 陳駿宏

理事 
張育誠

理事 
朱光華 
理事長 

本會主辦之繼

續教育學術活

動表格標準化

案 

一、擬定學術研討會「課程表」、「報名表」之格式，相關排

版規則說明如次： 
（一）、「課程表」格式 

1、公會抬頭（20 級字、置中、粗黑體）。 
2、年度、舉辦次序與主題（18 級字、置中）。 
3、課程內容（表格內用字 12 級或 14 級）。 
4、相關事項統一使用 12 級字，中文：標楷體，英數：Times 

New Roman。 
5、版面右上角標定「QR Code」以利會員掃瞄上網查詢；

版面中間置放「公會標誌」。 
（二）、「報名表」格式 

1、公會抬頭（20 級字、置中、粗黑體）。 
2、年度、舉辦次序與主題（18 級字、置中）。 
3、會員別，區分會員與非會員（諫請討論會員如何查詢

其會員編號以利秘書作業？） 
4、右邊新增「非會員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浮貼處」，以

利秘書收件查核。 
5、報名表有「抬頭與研討會名稱」方便複印使用，並避

免同時舉辦不同場次造成報名作業疏失之可能性。 
二、報名費用：半天非會員 300 元，全天 500 元，臺中市醫

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免費。（依據 1041114 秘書處所提「建

請修訂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舉辦繼續教育課程研討

會收費標準」一案之決議） 
三、本版資料由「秘書處」與「學術委員會」留存，學術委

員會保留刪修之權利。 

報名費不退費以及遇到

天災等因素保留資格於

下次研討會使用。 
調整注意事項內容的用

字遣詞。 
報名截止日七天。 
 

依決議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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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編號 提案人 案  由 說  明 決  議 執行狀況 
1050521 二 陳駿宏 

理事 
一、依據理監 
事會議決議通

過 1041114 朱

理事長所提之

「建請公會辦

理會員子女就

學國小及國中

成績優異者獎

勵方」，特擬定

「臺中市醫事

放射師公會會

員子女就讀國

小及國中成績

優異獎學金申

請辦法」作為

公告施行之依

據。  
二、敦請討論

「降低申請人

數為國中、國

小各五名」，並

「提高獎學金

為壹仟元

整」，理由如下

說明。 

一、擬定「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子女就讀國小及國

中成績優異獎學金申請辦法」以及相關表格，作為公告

施行之依據。 
二、與理事長共同商議認為「降低申請人數為國中、國小各

五名」，並「提高獎學金為壹仟元整」以符合本會特性。

敦請理監事會議討論，相關理由如次：  
1、考量因成績條件嚴格，可能導致符合條件的申請者偏

少。 
2、考量就讀國中、小學之子女為未成年人，若獎學金額

偏低，可能導致家長陪同子女親自出席會員代表大會

領取獎學金之意願不高。  
3、考量子女出席與會，以及用餐等各種情況因素（例如：

未成年子女領獎人數過多、頒獎時間的適當掌控、是

否影響正常會議進行）。  
三、重要條文內容解說如下：  

1、申請期間：為每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止。 
2、每位會員子女在國小、國中學制期間，其「核發」次

數各僅以一次為限。 
3、出席領獎：敬請會員陪同子女或會員代理出席領取。

僅為鼓勵子女參與頒獎典禮，不嚴格要求子女本人必

須出席。 
4、因天災或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無法出席領獎，設置「複

審」制度。複審制度並非刁難，採「寬鬆認定」；「事

後複審」目的在於讓「權益促進暨法律諮詢委員會」

瞭解會員遭遇「天災或不可抗力」的狀況，並積極予

以關懷或援助。  
四、「從新從優原則」之適用： 

原則上在 104 學年度上學期（104 年 9 月～105 年 1 月）

及 104 學年度下學期（105 年 2 月～6 月）符合條件申

會員子女獎學金辦法依

據會議當天決議，將國

小提高成績為 95 分，國

中提高成績為 90 分，修

訂完成如附件，敬請查

收並公告施行。 

依決議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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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編號 提案人 案  由 說  明 決  議 執行狀況 
請者，皆適用本辦法。 

1050521 三 會務 
委員會 

11 月 6 日舉辦

慶祝國際醫事

放射師節案 

11 月 6 日舉辦慶祝國際醫事放射師節方案討論： 
方案一：選定餐廳採聚餐方式。 
方案二：到麗寶樂園舉辦家庭日活動，並舉行慶祝國際醫事

放射師節儀式。 

全數過過方案二： 
到麗寶樂園舉辦家庭日

活動，並舉行慶祝國際

醫事放射師節儀式。 

依決議辦

理。 

1050521 四 會務 
委員會 

修訂本會「中

華民國醫事放

射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會員

代表遴選辦法

一案。 

有鑑於全聯會建議各縣市公會，宜建制完備全聯會會員代表

薦舉或遴選，故提請討論訂定本會-全聯會會員代表遴選作

業辦法。 

臺中市全聯會會員總計

28 名，薦舉的方式，各

醫院以每 30 名可推舉

一名會員代表，採四捨

五入制進位法，理監事

為當然會員，各醫院之

名額含理監事一條鞭的

責任，如區域分配表。 

於下次理

監事會會

議 105 年 8
月 20 日，

採計本會

會員名單

討論決

議。 
1050521 五 學術 

委員會 
第二屆第二次

會員代表大會

承辦年會醫院

改進提案 

工作分配 
一、人員編組配置。 

加強直橫向溝通，提早配置人力，以免工作分配不均，

無法有效發揮各委員會效能。 
二、資深理監事擔任各組當然召集人 

各召集人皆有盡自己職責，尤其司機接送組表現稱職。 
三、課程編排時間掌控 

會場配置動線不佳，導致上課人數較少，如此會對講師

產生不尊重之感受。 
四、場控人員會前推演 

由院方工務進行場控，因此較難掌握，希望其進行推演

會有加班問題，於中國醫大進行下次會議時，期望由中

國之理監事進行場控，以改進此問題。 
五、各項細項負責校對人員編排 

布條未注意，內容錯誤，希望多一位校對人員進行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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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編號 提案人 案  由 說  明 決  議 執行狀況 
1050521 六 賓崑龍 

常務理

事 

製作公會特

約商店識別

貼紙 

為便利公會會員消費，並增進特約商店經濟效益，爾後將

於簽約程序完備後，回寄廠商合約書併同附上本公會特約

商店識別標誌貼紙，以供特約商店張貼。 

先請專業貼紙製作廠

商設計圖文案並報價

(預計先製作約 200 張

左右)。 

依決議辦

理。 

1050521 七 朱光華 
理事長 

提請討論南

投縣醫事放

射師公會會

員參與本會

繼續教育研

討會可行方

案 

105 年 3 月 27 日南投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李棟湖理事長說明

其會員日後可否參與本會舉辦繼續教育研討會 
因細節繁瑣，延議 
(未來再討論) 

 

1050903 八 陳駿宏 
理事 

諫請中華民

國醫事放射

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應審

慎檢視並修

訂「中華民國

醫事放射師

公會全國聯

合會組織章

程」相關不合

時宜的部分

條文。 

一、諫請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審慎檢視並

修訂「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組織章程」

相關不合時宜的部分條文，如第 8 條第 1 項第 6 款：「受

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二、同時應參酌醫事放射師法、輻射防護法、醫療法、醫

師法、民法等相關法規之規定並修訂相關用語。 

由本會之當選全聯會理

監事諫請全聯會法規委

員會修訂。 

 

1050903 九 賓崑龍 
常務理

事 

撤銷 105 年度

會員聯誼康

樂活動舉辦

院際盃羽球

賽案，提請理

監事聯席會

一、依據第二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提案討論案由八之

決議，福利委員會應舉辦 105 年度會員聯誼康樂活動

院際盃羽球賽。 
二、肇因本會預計於 11 月 6 日舉辦慶祝醫事放射師節活動，

故經費挪用於該活動以增加本會會員與家屬參與人數

與相關費用支出。 

全數通過撤銷 105 年度

會員聯誼康樂活動，經

費挪用於 11 月 6 日放

射師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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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編號 提案人 案  由 說  明 決  議 執行狀況 
議討論 三、舉辦此活動可增加本會對外之聲譽與曝光度，並可增

加會員親子間的情感交流。 
1050903 十 陳駿宏 

理事 
學術委

員會 

提請討論修

訂會員子女

就讀國小及

國中成績優

異獎學金申

請辦法 

一、第 3 條國中國小名額得互相流用。 
二、第 5 條成績單不要求正、副本之分。 
三、第 6 條敘明「等第」分數計算標準。 

如說明修訂。  

1050903 十一 學術 
委員會 

友會南投縣

醫事放射師

公會期參與

本會繼續教

育課程 

105 年 3 月 27 日南投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李棟湖理事長說明

其會員日後可否參與本會舉辦繼續教育研討會？ 
一、經學術委員會與南投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王總幹事茗陽

聯繫，截至 105 年 7 月 31 日止南投縣會員數為 105 名，

未來南投縣會員至臺中市參與繼續教育之報名費全數

由南投縣公會支出。 
二、報名費用：半天非會員 300 元，全天 500 元，臺中市醫

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免費。（依據 1041114 秘書處所提「建

請修訂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舉辦繼續教育課程研討

會收費標準」一案之決議）。 
三、本版資料由「秘書處」與「學術委員會」留存，學術委

員會保留刪、修之權利。 
四、學術委員會初擬初期依每場次主辦單位提供之座位名額

再給予 20%人次(上限)供南投縣會員與參，「主辦單位

醫院」、「本會秘書處」、「學術委員會」有權依場地限制

及其他因素增減。 

因細節繁瑣，延議 
(未來再討論) 

 

1050903 十二 秘書處 105 年資深醫

事放射師(士)
提名名單 

如附件。 已確認名單，提報給全

聯會。 
 

1050903 十三 秘書處 提請討論中華

民國醫事放射

如附件。 已確認名單，提報給全

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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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編號 提案人 案  由 說  明 決  議 執行狀況 
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第六屆會

員代表名單 
1050903 十四 公共關

係事務

委員會 

提請討論成立

中臺灣醫事放

射師公會聯盟 

一、依據黃前理事長說明於第一屆擔任理事長任內即擬議成

立公會聯盟。 
二、1050709 全聯會-105 年第 1 次全國醫事放射師公會理事

長聯席會議，苗栗縣鍾理事長承諺於會中提出苗栗縣‧

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四會聯盟，皆得現場四會理事

長及黃學長應允同意，另新竹市及新竹縣隨即表達意願

加入本聯盟，總計 6 個縣市公會加入聯盟。 
三、如蒙理監事應允成立上述聯盟，建請黃前理事長擔任第

一屆總召集人，其任期與當屆理監事同。 

委請黃前理事長籌備召

開計劃聯盟 
105 年 10 月 2 日召開正

式通過成立中臺灣醫事

放射師公會聯盟，總計

6 個縣市公會加入聯

盟，召開會議依據其名

稱筆劃排序分別為臺中

市‧南投縣‧苗栗縣‧

新竹市‧新竹縣‧彰化

縣。 

 

1050903 十五 潘素芬 
常務監

事 

自第七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

起，秘書於會

議當日更動為

全日上班並擇

日補休一日。 

 通過。 依決議辦

理。 

1050903 十六 江志明 
理事 

全聯會第六屆

第一次理監事

參選名單 

如附件。 討論名單通過。 已確認名

單，提報給

全聯會 
1051126 十七 秘書處 休假：週休二

日(依公務人

員休假原則辦

理)年休假天

數計算(依勞

工基本法規

勞基法第三十八條（特別休假）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

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年應依左列規定給予特別休

假。 
一、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七日。 
二、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十日。 
三、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十四日。 

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

辦理。 
應於補休

前 2 天提

出，並應將

會務人員

休假及補

休假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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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當年度年

假應於當年度

休畢，不得累

積於下年度。 

四、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 期公佈於

網站。 

1051126 十八 朱光華 
理事長 

臺中市醫事放

射師公會-會
員代表大會是

否支付車馬

費。 

 諫請權益促進暨法律諮

詢委員會蒐集相關法

規，於下次會議討論。 

通過。 

1051126 十九 朱光華 
理事長 

臺中市醫事放

射師公會-理
監事聯席會議

是否支付車馬

費。 

 諫請權益促進暨法律諮

詢委員會蒐集相關法

規，於下次會議討論。 

通過。 

1051126 二十 陳明至 
常務理

事 

攸關醫事放射

人力評鑑改革

之方針與對策

相關建議 

 因細節繁瑣(未來再討

論) 
 

1060218 二十一 權益促

進暨法

律諮詢

委員會 

調整 1050826
會員子女就讀

國小及國中成

績優異獎學金

申請辦法-第 6
版 

重要內容： 
1、第 3 條國中國小名額得互相流用。 
2、第 5 條成績單不要求正、副本之分。 
3、第 6 條敘明「等第」分數計算標準。 
修訂的法條，以灰色為底突顯，等會後再調回。1050826 會

員子女就讀國小及國中成績優異獎學金申請辦法-6 版 

 業已修正

放至公會

網站。 

1060218 二十二 朱光華 
理事長 
權益促

進暨法

律諮詢

因應勞動部新

修勞動基準法

有關「一例一

休」的休假制

度，諫請檢討

一、依據勞動基準法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500157731 號令修正公布第 23、
24、30-1、34、36～39、74、79 條條文；並自公布日施

行；但第 34 條第 2 項規定，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第 37 條第 1 項規定及第 38 條條文，自一百零六年一月

理事長於今年初即委請

會務委員會協助辦理秘

書休假公告及上下班需

打卡出勤紀錄等相關事

宜，復辟提案諫請理監

依決議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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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本會「有給職

工作人員（秘

書）」的休假與

相關勞動條件

是否符合新制

法規之規範 

一日施行。 
二、其中，有關一例一休新制之執行，建議本會應由專責單

位（會務委員會）協助辦理，以保障工作人員適當的工

作與休息時間。 
三、建議工作人員（秘書）請假或特休假之預排，應事先提

請會務委員會核准，並在事前於本會「臉書、LINE 群

組、網站」等方式公告，以利周知本會會員及理監事，

同時保障秘書休假權益。 

事會議通過追認。 
中午休息時間，亦由秘

書依其個人意願作出選

擇。 

1060218 二十三 朱光華 
理事長 
權益促

進暨法

律諮詢

委員會 

依據勞動部於

民國 105 年 9
月 19 日發布-
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每

月基本工資調

整為 21,009
元，每小時基

本工資調整為

133 元。諫請

檢討本會「有

給職工作人員

（秘書）」的相

關薪資條件是

否符合最低基

本薪資之規範 

一、依據勞動部於民國 105 年 9 月 19 日發布，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 21,009 元，每小時

基本工資調整為 133 元。 
二、本會於民國 104 年 8 月 22 日(星期六)第 2 屆第 2 次理

監事聯席會議提案一通過聘任鄭舒方小姐擔任秘書一

職（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 25 條第 2 項），當年該案並未

提及秘書基本工資的定性問題，復，僅能回推至當年勞

動部最近期的基本工資基準即為：「民國 103 年 9 月 15
日發布，自 104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每月基本工資調整

為 20,008 元，每小時基本工資為 120 元。」 
三、時值今年勞動部針對基本薪資已有些微之調升，即每月

基本工資調升 1,001 元（21,009 元-20,008 元）。 
勞動部-基本工資專區 http://www.mol.gov.tw/topic/3067/5990/ 

月薪制勞工的權益 http://www.mol.gov.tw/topic/3067/5990/5999/14481/ 

 

當前本會秘書薪資皆符

合勞動基準法新制之規

範，且符合基本薪資之

要求水準。 
故，目前決議維持薪資

現狀。 
未來將視工作效益，不

排除酌調獎金獎勵之。 

依決議辦

理。 

http://www.mol.gov.tw/topic/3067/5990/
http://www.mol.gov.tw/topic/3067/5990/5999/14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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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218 二十四 朱光華 

理事長 
權益促

進暨法

律諮詢

委員會 

諫請討論「會

員代表出席會

員（代表）大

會可否支領交

通費？」以期

會員代表可減

輕出席會員

（代表）大會

所支出之交通

費成本並增加

出席意願（本

會屬職業團

體） 

一、本會為依據「醫事放射師法」成立之醫事專門職類的「職

業團體」，為保障社會大眾就醫接受醫療輻射安全之目

的，健全醫事放射專門職業技能永續發展，故須會員積

極參予本會之會務運作。 
二、有鑑於本會會員代表出席年度會員代表大會的出席率並

不盡理想，為促進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積極參予

會務，進而參選會員代表、出席相關會議，減輕會員代

表出席會議所必須自行負擔之成本（時間成本、交通費

成本），諫請討論「會員代表出席會員（代表）大會可

否支領交通費？ 

會員代表出席「會員代

表大會」紀念品費用

300 元。 

依決議辦

理。 

1060218 二十五 朱光華 
理事長 
權益促

進暨法

律諮詢

委員會 

諫請討論

「理、監事出

席理、監事會

議執行職務得

否支領交通

費？」以期理

監事可減輕出

席理監事會議

所支出之交通

費成本並增加

出席意願（本

會屬職業團

體） 

一、相關法律依據請參照前項提案之參考資料。 
二、有鑑於本會自原臺中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其幅員

腹地遼闊，理、監事出席理、監事會議執行職務難免舟

車勞頓，亦須自行負擔時間與交通費用等成本，同時參

酌其他醫事人員團體理、監事出席理、監事會議執行職

務得以支領交通費以減輕出席理、監事會議所自行支出

之交通費成本，復請討論。 

交通費 500 元（理監事

4 位） 
交通費 300 元（理監事

22 位） 
通過交通費 300 元。 

交通費

300 元，已

依決議執

行。 

1060218 二十六 朱光華 
理事長 

擬請討論本會

是否援例進行

中華民國醫事

一、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TWSRT)於 106 年 3 月 25-26 日

W6-7 假新竹市元培醫事科技大學舉辦「第 50 次年會暨

國際醫學影像學術研討會」；TWSRT 說明本次大會業已

全體理監事會議經表決

本次不贊助費用。 
依決議不

贊助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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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學會「第

50次年會暨國

醫學影像學術

研討會」贊助

方案 

邀請國際放射技師總會會長、19 個國家及近百位代表來

台與會。 
二、TWSRT 於 106 年 2 月 7 日專函邀請本會贊助「第 50 次

年會暨國際醫學影像學術研討會」並轉知本會醫事放射

師踴躍與會。 
三、擬請討論本會是否援例進行 TWSRT「第 50 次年會暨國

際醫學影像學術研討會」贊助方案。 
1060218 二十七 朱光華 

理事長 
擬請討論中

華民國醫事

放射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

「106 年度全

國醫事放射

公會幹部研

習營」參加人

數 

一、106 年 2 月 10 日全聯會來函-106 年 4 月 15-16 日 W6-7
假高雄市華王大飯店舉辦「106 年度全國醫事放射師公

會幹部研習營」。 
二、依據來函公文-每屆舉辦幹部研習營 1 次，參加對象包

括全聯會理監事及公會理事長、理監事、總幹事與會務

人員；該縣市會員人數如為 600-899 名，建議參加人數

6 名，因此包含本會擔任全聯會理監事 5 名至多總計 11
名。 

三、全聯會提供幹部研習營 4 人住房餐飲，如需另訂其他房

型者請自行負擔差額；全聯會及中市公會分別自行負擔

該會理監事交通費用，理事長則併計為公會代表。 

第六屆全聯會理監事參

與名單-總計 5 名：朱光

華、江志明、張育誠、

黃棟國、潘素芬。 
第二屆中市公會理監事

參與名單-總計 6 名：朱

雪碧、姜義郎、徐永杰、

莊世林、端木龍慧、蘇

碧榕。 
預計於 3 月 9 日報名至

全聯會。 

依決議名

單參與。 

1060218 二十八 秘書處 提請討論會

員紀念品保

溫瓶處理方

式-9 個保溫

杯 350cc；12
個悶燒罐

750cc；12 個
500cc 

方案一：理、監事各拿一個。 
方案二：醫事放射師節抽獎。 
方案三：網路拍賣，換回現金。 
 

決議使用於下次臺中市

醫事放射師節慶祝大會

抽獎禮品。 

通過。 

1060218 二十九 詹如珠 
常務理

事 

擬請討論本會

106 年第二屆

第三次會員代

一、104 年 8 月 22 日第二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中
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共同主辦本會 106年第二屆第三次

會員代表大會。 

預計 7 月份舉辦第二屆

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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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會舉辦事

宜 
二、現時先行討論日期及時間，俾使順行接續相關會務事項。 

1060603 三十 朱光華 
理事長 
權益促

進暨法

律諮詢

委員會 

諫請修訂本

會章程有關

「增加理、監

事名額」以及

不合時宜之

相關條文 

一、依據「特別法優先普通法」原則，以及醫事放射師法第

53、55 條條文。 
二、依據內政部統計臺中市行政區域腹地 2215 平方公里，

為全國第 2 大範圍的直轄市，近年，中部醫療院所積極

擴建院區，帶動中部醫事放射師人才湧進，本會會員人

數激增，有鑑於此，本會亦應健全組織結構，維護會員

權益，擴展醫學影像專業研究與進步，以達成守護國人

醫療輻射安全與就醫品質的宗旨。 
三、總計共七條條文（修訂第 2、15-1、17、20、22、23、

38 條條文），詳細說明如附件。 
四、修訂前後，理、監事名額調整與職務比較表： 

經表決 
一、增加理事人數至 27
人？（理事 20 位出席全

數通過） 
二、增加後補理事人數

至 9 人？（理事 20 位出

席全數通過） 
三、增加副理事長 2
位？（理事 20 位出席全

數通過） 
四、增加常務監事至 3
人（理事 20 位出席全數

通過） 

提請會員

代表大會

表決，待

通過之後

於下屆選

舉執行。 
 

1060603 三十一 朱光華 
理事長 
會務委

員會 

擬請討論中華

民國醫事放射

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第六屆

會員代表增加

1 人核覆名單 

薦舉會員代表增加 1 人核覆名單如下：莊世林-中部科學工

業園區員工診所放射線科。 
 

通過。 已依決議

執行。 

1060603 三十二 朱光華 
理事長 
教學醫

院評鑑

暨品質

保證委

員會 

擬請討論中華

民國醫事放射

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基層醫事

機構實地訪視

與輔導儲備委

員培訓課程 

薦舉學員名單如下： 
一、中市：賓崑龍-澄清醫院放射線科 
二、山線：劉泰程-臺中慈濟醫院影像醫學部 
三、海線：陳東成-大甲李綜合醫院放射科 

通過。 已依決議

推派名單

培訓。 

1060603 三十三 朱光華 擬請討論第二 會議相關事項如下： 通過。 依決議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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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 
會務委

員會 

屆第三次會員

代表大會暨繼

續教育研討會

相關事項 

一、日期：106 年 7 月 16 日。 
二、時間：08:00 a.m.-12:00 p.m. 
三、地點：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癌症中心一樓階梯教室 

行。 

1060603 三十四 會務委

員會 
擬請討論

1060716 第二

屆第三次會員

代表大會暨繼

續教育研討會

會員代表是否

贈送禮品 

 全數通過。 依決議執

行。 

1060603 三十五 會務委

員會 
擬請討論

1060716 第二

屆第三次會員

代表大會暨繼

續教育研討會

會員代表贈送

禮券 

1、贈送全聯禮券。 
2、贈送 7-11 禮券。 
3、贈送全家禮券。 

全數通過贈送 7-11 禮券。 依決議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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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會員代表名冊 
編號 會員編號 姓名 執業單位 執業部門 

1 101004 朱光華 臺中榮民總醫院 心臟血管中心 

2 101031 李垣林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管理中心 

3 101043 林傑彬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學影像部 

4 101231 陳明至 臺中榮民總醫院 放射線部 

5 101099 詹如珠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線部 

6 101014 賓崑龍 澄清綜合醫院平等分院 放射科 

7 101009 蘇柏華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放射診斷科 

8 101024 么煥雯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科 

9 101010 朱雪碧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放射診斷科 

10 101003 江志明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高級健康檢查中心 

11 101105 卓衍行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線部 

12 101011 林明德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大甲院區 放射科 

13 101059 林朝陽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學影像部 

14 101483 徐永杰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林新醫院 放射科 

15 101058 張育誠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學影像部 

16 101022 莊世林 中部科學工業區員工診所 放射線科 

17 102001 陳東成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大甲李綜合醫院 放射線科 

18 101661 陳駿宏 澄清綜合醫院平等分院 放射線科 

19 101001 黃棟國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影像醫學部 

20 101380 黃龍月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放射科 

21 101028 楊芷絜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中慈濟醫院 影像醫學部 

22 101330 雷粟蓉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放射診斷科 

23 101027 端木龍慧 國軍臺中總醫院 放射科 

24 101171 顏國揚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核子醫學科 

25 101017 蘇碧榕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影像醫學部 

26 101008 潘素芬 臺中榮民總醫院 放射腫瘤部 

27 101005 張榮宗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放射線科 

28 101107 陳鴻達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線部 

29 101549 塗勝豪 國軍臺中總醫院 放射診斷科 

30 101012 劉泰程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中慈濟醫院 放射線科 

31 101431 謝志璋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心導管室 

32 101030 謝政道 臺中榮民總醫院 核子醫學科 

33 101032 陳俊吉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核子醫學科 

34 101050 藍涌仁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學影像部 

35 101071 杜文桂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心導管室 

36 101076 洪瑋宗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文心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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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101054 陳詠嫦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手術室 

38 103013 宋蕙姿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學影像部 

39 101055 陳筱婷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學影像部 

40 101093 曾玉玲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興分院 放射科 

41 101101 袁孟祺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線部 

42 101109 蔡秀惠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線部 

43 101118 黃乙奇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放射科 

44 101131 陳俊光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線部 

45 101103 林家緯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線部 

46 101114 莊舜為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線部 

47 101121 周思賢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線部 

48 101355 林以津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線部 

49 101153 林正豐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科 

50 101162 陳孟銓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科 

51 101158 林柏慶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科 

52 101163 應承達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科 

53 101145 李庚原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內科部心導管室 

54 102014 許鈺欣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放射科 

55 101151 陳俐璇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泌尿部 

56 101174 陳雅瑛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臺中東區分院 放射科 

57 101132 賴隆毅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放射科 

58 101026 林孟郁 臺中榮民總醫院 放射線部 

59 101237 劉承睿 臺中榮民總醫院 放射線部 

60 101238 歐陽均朋 臺中榮民總醫院 放射線部 

61 101239 廖英翔 臺中榮民總醫院 放射線部 

62 101240 李季達 臺中榮民總醫院 放射線部 

63 101242 蔡依蓉 臺中榮民總醫院 放射線部 

64 101248 張晏齊 臺中榮民總醫院 放射線部 

65 101254 陳妏函 臺中榮民總醫院 放射線部 

66 101256 李宗原 臺中榮民總醫院 放射線部 

67 101258 張倪蓉 臺中榮民總醫院 放射線部 

68 101743 林義紘 臺中榮民總醫院 放射線部 

69 101021 周國堂 臺中榮民總醫院 核醫科 

70 101296 蕭貴仁 臺中榮民總醫院 放射腫瘤部 

71 101299 易瑞恩 臺中榮民總醫院 放射腫瘤部 

72 101272 黃松鈴 臺中榮民總醫院 口腔醫學部 

73 101273 余臣倉 臺中榮民總醫院 泌尿外科 

74 101268 劉家琪 臺中榮民總醫院 心臟血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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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101265 彭新源 臺中榮民總醫院 心臟血管中心 

76 101281 李孟儒 臺中榮民總醫院 神經外科 

77 101469 劉淵極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放射科 

78 101476 廖顯輝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放射科 

79 101479 范香蘭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林新醫院 放射科 

80 101482 陳志遠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已退會 放射科 

81 101468 李君佑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心導管 

82 101665 賴清元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心導管室 

83 101667 魏世民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放射線科 

84 101669 趙逸玲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放射線科 

85 101670 施煥達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放射線科 

86 101673 史天宇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放射線科 

87 101678 廖學鍵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放射線科 

88 101679 張文釧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放射線科 

89 101675 林吉祥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放射線科 

90 101683 張鳳翎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放射腫瘤科 

91 101689 賴雅惠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放射腫瘤科 

92 101696 蔡宏翊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已歇業 放射腫瘤科 

93 101018 莊明春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放射科 

94 101383 吳昇達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放射科 

95 101384 練淑君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放射科 

96 101381 李建龍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放射科 

97 101401 陳麗萍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放射腫瘤科 

98 103001 洪振傑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核子醫學科 

99 101178 黃志成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心臟血管中心 

100 101191 楊典璟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放射診斷科 

101 101192 李明德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放射診斷科 

102 101193 汪亷捷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放射診斷科 

103 101196 吳宜珊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放射診斷科 

104 101203 劉素倫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腫瘤治療科 

105 101515 簡秀容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中慈濟醫院 影像醫學部 

106 101519 陳佩君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中慈濟醫院 影像醫學部 

107 101521 黃如妤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中慈濟醫院 影像醫學部 

108 101536 林振運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中慈濟醫院 放射腫瘤科 

109 101533 張添信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中慈濟醫院 核子醫學科 

110 101532 盧威君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中慈濟醫院 心導管室 

111 102009 張傑雲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中慈濟醫院 牙科 

112 101002 趙真 國軍臺中總醫院 放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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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101555 洪俊彥 國軍臺中總醫院 放射科 

114 101553 彭炳儒 國軍臺中總醫院 放射科 

115 101413 羅道琦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放射診斷科 

116 101423 謝欣倫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放射診斷科 

117 101425 陳奕樵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放射診斷科 

118 101426 林書平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放射診斷科 

119 101325 吳玉菁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放射診斷科 

120 101327 廖元亨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放射診斷科 

121 101335 黃梓恩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放射診斷科 

122 101341 林書弘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放射診斷科 

123 101344 廖君豪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放射診斷科 

124 101345 賴俊惟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已退會 放射診斷科 

125 104002 林政億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放射診斷科 

126 101007 許意敏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大甲院區 放射科 

127 101368 陳佩霙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大甲院區 放射診斷科 

128 101583 黃巧芸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影像醫學部 

129 101584 施孟妤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影像醫學部 

130 101730 張維珍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影像醫學部 

131 101588 梁雅嵐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影像醫學部 

132 101599 張淑雯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影像醫學部 

133 101589 林宥汯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影像醫學部 

134 101590 陳淑怡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影像醫學部 

135 101575 柯俊祥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小兒科 

136 101616 賴鵬安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放射腫瘤科 

137 101623 蔡沛君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核子醫學科 B3 

138 101447 羅巧芳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大甲李綜合醫院 放射線科 

139 101568 賴永承 清泉醫院 放射線科 

140 101567 張志瑋 清泉醫院 放射線科 

141 101020 張瑞珍 賢德醫院 放射線科 

142 101706 徐碧蘭 賢德醫院 放射線科 

143 101703 譚桂隆 烏日澄清醫院 放射線科 

144 101718 張祐偉 霧峰澄清醫院 放射科 

145 103024 劉天慧 新菩提醫院 放射線科 

146 101642 廖洛伊 臺中市大雅區衛生所 放射線科 

147 101500 林文傑 長春診所 放射科 

148 101650 范小雯 臺安醫院雙十分院 放射科 

149 102057 林明輝 三大醫事放射所 放射科 

150 104082 張欣怡 勝美醫院 放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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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101037 周凰玉 千照醫事放射所 醫事放射師 

152 101458 吳雅菁 林森醫院 放射科 

153 101314 許嘉紋 臺新醫院-已歇業 放射科 

154 101612 陳家琪 新陽明診所 乳房外科 

155 101713 陳俊翔 聯安醫院 放射科 

156 101715 鄭健雄 豐安醫院 放射線科 

157 101746 田凱文 祥恩醫院 呼吸照護病房 

158 101503 林雅琇 美兆診所 組長 

159 101546 趙淑怡 國軍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中清分院 放射科 

160 105006 莊啟村 長安醫院 影像醫學科 

161 101461 陳昕愉 東勢區農會附設農民醫院 放射線科 

162 101409 許翼銘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放射科 

163 101379 陳國斌 新影醫事放射所-已歇業  

164 101704 陳炫伻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中區管制中心(行政院) 慢性病防治組 

165 104048 何俊泓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放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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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商店－覽表 
類別 商店名稱 優惠內容 合約期間 

百
貨
精
品 

美舒亞精品廚

具 

歐化廚具皆為量身訂做，會因不同需求而價位不同，優

惠是成交價再 95 折(不包括特惠方案)，成交價超過

70000元再贈市價 3500元的豪華禮盒組。 

2015/01/01~

2021/12/31 

穎錡實業有限

公司 

1、提供會員到 Morrisk 直營門市出示識別卡(會員

證)，商品 9折優惠。 

2、提供生日會員 EDM購加送生日好禮乙個。 

3、不定期提供 EDM團購及優惠活動方案。 

2015/08/26~

2018/04/18 

金輝電腦工作

室 

1、婚宴、會議或其他活動錄影單機優惠價 6000元，雙

機 12000元。 

2、個人化電腦裝機 9900元起。 

3、數位相機、攝影機清潔、維修。 

4、電腦及周邊商品維修 95折。(可到府收送) 。 

5、名片設計、印刷，數位防盜監視系統架設。 

2015/11/04~

2018/06/30 

樂薰商行(沐

四季手工皂) 

1、特約廠商享九折優惠價。(特價商品除外) 

2、如遇優惠活動期間，以最低折扣之優惠標準，恕不

做二次優惠。 

3、單筆消費滿 2000 元，再享寄送免運費(限同一寄件

地址)。 

4、申請團購特別優惠，依種類與數量另行報價，歡迎

洽談。 

2015/11/17~

2018/06/30 

仁康藥局(眼

鏡部) 

1、HOYA比真鏡片，買一付送一付。 

2、配鏡滿千元，再送備用鏡框一付。 

3、憑會員證另享折扣。 

2015/11/23~

2018/06/30 

捷尼皮件有限

公司 

1、全年度可享有本公司「全系列產品」定價的 5折。 

2、一年可享一次為期一個月的 39 折之特惠專案活動。

(活動時間由甲乙兩方共同協議。 

3、正常使用下，產品零配件皆提供「永久保固」之服

務。 

2016/08/15~

2019/08/15 

鴻億汽車材料

行(上慶汽車

修護有限公

司) 

1、定期保養工資 95折，零件 95折優惠，特價品除外。 

2、一般檢修工資 95折，零件 95折優惠，特價品除外。 2017/01/01~

2018/06/30 

安德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安德連鎖藥

局 

優惠內容請參閱公會網站及公會 FB。 

2017/02/01~

2018/01/31 

餐
飲 

原味牛肉麵店 
來店消費一律九折(ps.飲料、酒類除外)。 2015/08/22~

2018/07/31 

微笑天使手作

烘培坊 

1、憑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會員證購物享 95折優

惠。 

2、餐盒、節慶商品、特價商品除外(不另給折扣)。 

2016/11/15~

2017/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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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商店名稱 優惠內容 合約期間 

春秋戰鍋(大

里店) 

1、憑會員證可享信用卡刷卡消費九五折優惠或現金消

費九折優惠。 

2、每張會員證最多可六人同享優惠。 

3、非假日二十人以上團體訂位全享免收一成服務費優

惠。 

2017/01/12~

2019/01/31 

福華大飯店

(餐飲) 

優惠內容請參閱公會網站及公會 FB。 2017/01/01~

2017/12/31 

義大天悅飯店

(餐飲) 

優惠內容請參閱公會網站及公會FB。 2017/01/12~

2017/12/30 

休
閒
娛
樂 

樂活民宿 

1、假日訂房住宿享 9折。 

2、平日訂房住宿享 8折。 

3、入住時，請出示會員證件。 

本優惠方案，不適用於過年假期。 

2015/08/01~

2018/07/31 

福華大飯店

(台中) 

優惠內容請參閱公會網站及公會 FB。 2017/01/01~

2017/12/31 

福華大飯店

(台北) 

優惠內容請參閱公會網站及公會 FB。 2017/01/01~

2017/12/31 

福華大飯店

(新竹) 

優惠內容請參閱公會網站及公會 FB。 2017/01/01~

2017/12/31 

福華大飯店

(高雄) 

優惠內容請參閱公會網站及公會 FB。 2017/01/01~

2017/12/31 

義大天悅飯店

(住宿) 

優惠內容請參閱公會網站及公會FB。 2017/01/12~

2017/12/30 

麗圓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連

鎖飯店 

優惠內容請參閱公會網站及公會 FB。 
2017/01/01~

2018/12/31 

麗圓企業連鎖

飯店-良友精

緻飯店 

1、麗圓企業商務出差優惠合約。 

2、優惠內容請參閱公會網站及公會 FB。 
2017/01/01~

2018/12/31 

康福旅行社 -
可樂旅遊差旅

機票服務合約 

優惠內容請參閱公會網站及公會 FB。 
2017/01/01~

2018/12/31 

康福旅行社 -
旅遊服務合約 

優惠內容請參閱公會網站及公會FB。 2017/02/13~

2018/02/13 
注意事項： 

一、會員前往特約商店消費請記得攜帶會員證。 

二、相關優惠內容可至公會網站及公會 FB社團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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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本會章程及相關規定辦法 

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組織章程 

會員婚慶祝賀與喪病致意辦法 

國際期刊論文發表獎勵辦法 

會員在職進修學業優良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會員出席國外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獎勵辦法 

會員子女就讀國小及國中成績優異獎學金申請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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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組織章程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七月二十一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制定公布全文三十八條；自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公布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三月二日經第一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增定第十五條之一 

 
章條號次  條文內容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以下簡稱本會），英文譯名為 Taichung 
City Association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簡稱為 TCART）。 

第二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團結醫事放射師（士），

促進醫事放射專業之學術研究與教育訓練，提昇會員專業素質與加強國內外

醫事放射學術團體之交流為宗旨。 
第三條 本會以臺中市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四條 本會會址設於臺中市，並得經理事會決議，報請主管機關核准設立辦事處。 
第五條 本會任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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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影像暨放射治療專業研究與發展。 

四、增進國人健康及輻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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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社會局。主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衛生局。 

本會之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二章 會 員 

第七條 凡領有醫事放射師（士）證書，在本組織區域內執行醫事放射相關業務者，

均符合申請會員資格，並應加入本會。 

已歇業未退會、沒有繼續執業者，仍可繼續加入本會。 
第八條 會員入會應履行下列手續： 

一、填具入會申請書及相關書表。 
二、繳驗醫事放射師（士）證書。 
三、其他依本會入會須知所定應繳交之文件。 
四、初次入會者，應繳納入會費。 

第九條 會員入會後，由本會發給入會證書，並登記於會員名簿。如會員證書遺失，

需登報聲明作廢後，再聲請補發。 
第十條 每一會員為一權。本會會員之權利如下： 

一、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 
二、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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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言權。 
四、享有本會各項福利之權。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之規定，對於已歇業未退會、沒有繼續執業之會員不適

用之。 
第十一條 本會會員之義務如下： 

一、遵守醫事放射師法、相關法令及倫理規範。 
二、遵守本會章程、會員大會決議之義務。 
三、繳納會費之義務。 
四、參與本會各項活動之義務。 

第十二條 本會會員應於期間內繳納常年會費；每年一月之首日為繳納當年度常年會費

期間之始日，當月最後一日為繳納期間之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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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滿一年者，以季計算。申請證明文件時亦同。 
會員逾期不繳納會費或欠繳會費達六個月以上者，並經催繳，仍不繳納，理

事會得決議予以警告。 
會員欠繳會費達九個月以上，經警告仍不履行者，理事會得決議將其停權；

並不得當選理事、監事以及享受本會各項福利。 
欠繳會費達六個月以上者，需加計滯納金 3%；達九個月以上者，需加計滯

納金 5%，未補足會費及滯納金者，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十三條 會員有違反法令、本會章程及決議事項之行為者，經理事會決議，得予以警

告或停權處分；其行為嚴重危害本會會譽者，經理事會決議，得建請會員大

會予以除名處分。 
會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喪失會員資格，應自行退會，本會亦得令其退會： 
一、依醫事放射師法之規定，不得充任醫事放射師（士）者。 
二、醫事放射師（士）之執業執照經撤銷或廢止者。 
三、無正當理由欠繳會費達兩年以上者。 
四、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 

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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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死亡或退會者，已繳納之各項費用及捐款均不得請求退還。 

 

第三章 組織與職權 

第十五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意思機構，理事會為執行機構，

監事會為監察機構。 
第十五條之一 依據人民團體法第二十八條規定，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者，得依比例選

出會員代表，再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 
一、會員代表的產生方式：服務於醫院會員以每五名推舉一名會員代表，採

四捨五入進位法計算各醫院的會員代表人數。如該醫院事業體系的會員

人數未達五名者，由公會協助會同診所、衛生所、開業放射所、醫檢所

等會員，以每五名會員連署推舉一名的方式產生會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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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會會員除已歇業未退會、沒有繼續執業或喪失會員資格者外，均得為

會員代表推舉人及被推舉人。 
三、推舉會員代表時，應於七日前通知會員，相關推舉事務的工作人員均由

本會指定，並由理事長指定召集人或主持人。 
四、會員代表之推舉結果名冊應於推舉完畢後，七日內函送本會彙整，提請

理事會審查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五、會員代表任期三年，於任期屆滿前一個月內辦理推舉事宜，得連任。 
六、會員代表如喪失會員資格者，亦喪失其會員代表的資格。 
七、各醫院所推舉之會員代表採遇缺不補的制度。 

第十六條 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或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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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決本會之解散、合併。 
八、議決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第十七條 本會置理事二十五人、監事七人，由會員代表大會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

監事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理事會得提出候選人參考名單，並印入選票，會員

亦可提名本會會員為候選人，於會員代表大會以無記名連記法選舉之；依計

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五人，候補監事三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

依序遞補，以補足原任者餘留之任期為限。 
理事、監事、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之當選名次，依得票數多寡定之；票數相

同，而有定其先後之必要者，以抽籤定之。 
第十八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議決會員代表大會之召開事項。 
二、審定會員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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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決工作人員之聘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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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九條 常務理事之職權如下： 
一、協助理事長執行理事會議決案。 
二、策劃及推行會務。 

第二十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七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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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對內綜理一切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或理監

事聯席會議主席。 
理事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其未指定或不能

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二十一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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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席。 
常務監事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指定或不能指

定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二十三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

限。 
第二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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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者。 

第二十五條 本會得設置總幹事一人，承理事長之命及理事會之決議，處理本會各項會

務；並得置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處理本會會務。 
前項工作人員之聘任，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解聘時，亦同。 
總幹事任期與理事會相同；本會該屆選任之理事、監事，不得同時擔任該屆

總幹事以及第一項之聘任工作人員。 
第二十六條 本會得設置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由理事會

擬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其修正或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七條 本會得聘任顧問若干名，為無給職。 

本會經理事會決議，得聘請法界、學界及社會望重人士為顧問。 
前項顧問之任期，與理事、監事之任期相同。 

 

第四章 會 議 

第二十八條 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兩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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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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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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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臨時會議經會員十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召開之。 
第二十九條 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代表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本會其他會員代表代

理出席，但每一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三十條 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

之。但下列事項，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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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財產之處分。 
五、本會之解散、合併。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已歇業未退會、沒有繼續執業之會員以及受停權處分者，不列入前項全體會

員之計數。 
第三十一條 理事會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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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由理事長或常務監事召集之。理事長並得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 
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

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三十二條 理事、監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會議，不得委託出席。理事、監事除公假

外，連續請假兩次以缺席一次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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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三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新台幣（下同）壹仟元整。 
二、常年會費：每年應繳參仟陸佰元整。未滿一年者，以季計算，一季玖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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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四條 本會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五條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

表，提請會員代表大會通過（會員代表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

事聯席會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並於會計年度終

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

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

理事會，提會員代表大會通過，於三月底前報請主管機關核備（會員代表大

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手冊 

 

第 47 頁 

第三十六條 本會解散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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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附 則 

第三十七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八條 本章程經民國 103 年 03 月 02 日第一屆第三次會員大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

核備後施行，其變更或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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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婚慶祝賀與喪病致意辦法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24 日經第 1 屆第 11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制定全文共 8 條；並自 104 年 1 月 24 日公布施行。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22 日經第 2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修正第 2、7 條條文。 

 
條號  條文內容  

第 1 條 （主旨） 
 為增進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以下簡稱本會）團結互助之情誼，於會員婚慶或突

遭轉捩時，藉由理監事到場祝賀或致意，進而關懷並提供急難協助為目的，特訂定

本辦法。 
第 2 條 （適用對象與除外因素） 

Ⅰ 
 

Ⅱ 
 

本會有效資格會員及在職期間之工作人員（以下統稱為會員）。但違反法令規定，或

損害本會聲譽者不適用本辦法。 
前項但書事實之認定，由福利委員會主任委員召集權益促進暨法律諮詢委員會主任

委員與會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共同審查認定之（以下簡稱共同審查）。 
第 3 條 （關懷項目） 

 計有結婚賀禮、住院關懷金、喪葬奠儀三種。 
第 4 條 （結婚賀禮之申請條件與限制） 

Ⅰ 
Ⅱ 
Ⅲ 

 
 
 
 

Ⅳ 
 

適用對象與金額：會員本人結婚得申請賀禮貳仟元。 
核發限制：結婚賀禮以每人核發一次為限。 
申請時限與檢附證明文件：得於婚宴日前或結婚登記日起三個月內，擇一時限申請。 
①於婚宴日前申請者，填寫結婚賀禮申請書（如附件一）連同喜帖或邀請函，寄至

本會辦理。 
②於結婚登記日起三個月內申請者，需填寫結婚賀禮申請書，並檢附中華民國戶政

事務所核發之「結婚證明書」影本，寄至本會或親自至本會辦理，逾期恕不受理。 
祝贈賀禮： 
①於婚宴日前申請者，由理監事或本會派員出席見證婚禮或參與婚宴，並祝贈結婚

賀禮。 
②於結婚登記日後三個月內申請者，得至本會簽收。 

第 5 條 （住院關懷金之申請條件與限制） 
Ⅰ 

 
Ⅱ 
Ⅲ 

 
 
 

Ⅳ 
 

適用對象與金額：會員住院治療者，得申請住院關懷金陸佰元。因疾病進程而轉入

加護病房者，本會得加發補助金陸佰元。 
核發限制：為資源公平分配，住院關懷金每人每年以核發一次為限。 
申請時限與檢附證明文件：得於出院日前或出院日起三個月內，擇一時限申請。 
①於出院日前申請者，得致電本會或通知本會服務於該醫療院所之理監事協助辦理。 
②於出院日起三個月內申請者，需填寫住院關懷金申請書（如附件二），並檢附住院

證明及醫療收據影本，寄至本會或親自至本會辦理，逾期恕不受理。 
發送關懷金： 
①於出院日前申請者，由理監事或本會派員到場關懷，並協助填寫住院關懷金申請

書與發送關懷金。 
②於出院日後三個月內申請者，由理監事或本會派員關懷，或至本會簽收。 



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手冊 

 

第 49 頁 

第 6 條 （喪葬奠儀之申請條件與限制） 
Ⅰ 

 
Ⅱ 
Ⅲ 

 
 
 
 
 
 

Ⅳ 
 
 
 

Ⅴ 

適用對象：會員身故，致奠儀伍萬元。配偶或會員之直系血親一親等（父母子女）

身故得申請奠儀貳仟壹佰元。 
緬懷擺置：會員身故，得題頒輓聯一幅與擺置花籃一對。 
申請時限與檢附證明文件：得於公奠日前或死亡事實發生日起三個月內，擇一時限

申請。 
①於公奠日前申請者，填寫百年歸仙奠儀申請書（如附件三）連同訃聞，寄至本會

辦理。 
②於死亡事實發生日起三個月內申請者，需填寫百年歸仙奠儀申請書，並檢附死亡

證明書、除戶戶籍資料影本，寄至本會或親自至本會或理監事協助辦理，逾期恕

不受理。 
前項規定，如為會員本人身故之申請案件者，得於死亡事實發生日起三個月內，以

配偶或最近直系血親為申請補助對象，無配偶或直系血親者，以實際為死亡者出資

辦理喪葬者為補助對象，填寫百年歸仙奠儀申請書並敘明理由，檢附死亡證明書、

除戶戶籍資料，與相關出資證明等影本，報請共同審查核定之。 
致奠儀或慰問金： 
①於公奠日前申請者，由理監事或本會派員出席參與公奠，並致奠儀。 
②於死亡事實發生日後三個月內申請者，由理監事或本會派員關懷，並致慰問金。 

第 7 條 （附則） 
Ⅰ 

 
Ⅱ 

 
Ⅲ 

已核發之案件，事後經查有犯罪事實者，本會得撤銷該申請案件，並追回已給付之

全數款項。 
權益促進暨法律諮詢委員會應彙整共同審查案件之不同意見，於理監事聯席會議提

出工作報告，研討未來類似案件之核發共識。 
本辦法之給付金額得視本會每年財務狀況定期作調整；經費於每年度預算編列支應

之。 
第 8 條 本辦法由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自公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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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審查案件 
 
公會通訊電話：04-2350-8025 
台中市西屯區 40767 工業區一路 6 巷 26 弄 5 號 

會員結婚賀禮申請書 

婚宴或登記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提醒您：請於婚宴日前或結婚登記日起三個月內，擇一時限申請，寄至本會或親自至本會辦理。 
會員資料 

會員編號  申請人  
身分證號  手機  
聯絡地址  
E-MAIL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服務機構  入會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服務科別  聯絡電話  
服務地址  

配偶資料 □非會員 □會員（配偶同是會員者，需各自填寫一份申請書） 
會員編號  姓名  
身分證號  手機  
聯絡地址  
E-MAIL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服務機構  入會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服務科別  聯絡電話  
服務地址  

審查程序（本欄以下由公會填寫）召集人： 

共
同
審
查 

事由： 
福利委員會主任委員：            （簽章）  
□同意。  □反對，理由： 
會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簽章）  
□同意。  □反對，理由： 
權益促進暨法律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            （簽章）  
□同意。  □反對，理由： 

審查決議：□同意。  □拒絕。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核
對 

□檢附文件：喜帖、邀請函或結婚證明書影本。 
□公會派員，姓名與職稱： 

本會同意核發結婚賀禮：□結婚賀禮貳仟元。 

簽
收 

茲收到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核發：□結婚賀禮共貳仟元整。 
上項申請金額，如有虛報冒領等情事，切結人除退還所領金額外，並願負法律責任。 

切結具領人                （簽章） 
祕書處 福利委員會 常務監事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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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審查案件 
 
公會通訊電話：04-2350-8025 
台中市西屯區 40767 工業區一路 6 巷 26 弄 5 號 

會員住院關懷金申請書 

住院首日：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提醒您：請於出院日前或出院日起三個月內，擇一時限申請辦理。 
會員資料 

會員編號  申請人  
身分證號  手機  
聯絡地址  
E-MAIL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服務機構  入會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服務科別  聯絡電話  

住院資料 

事
由 

疾病名： 
主治醫師： 
醫院名稱與病房號： 

□因疾病進程而轉入加護病房者，得加發補助金陸佰元。 
審查程序（本欄以下由公會填寫）召集人： 

共
同
審
查 

事由： 
福利委員會主任委員：            （簽章）  
□同意。  □反對，理由： 
會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簽章）  
□同意。  □反對，理由： 
權益促進暨法律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            （簽章）  
□同意。  □反對，理由： 

審查決議：□同意。  □拒絕。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核
對 

□檢附文件：住院通知或住院證明及醫療收據影本。 
□公會派員，姓名與職稱： 

本會同意核發住院關懷金：□普通病房陸佰元。  □加護病房加發補助金陸佰元。 

簽
收 

茲收到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核發：□住院關懷金共＿＿＿＿＿元整。 
上項申請金額，如有虛報冒領等情事，切結人除退還所領金額外，並願負法律責任。 

切結具領人                （簽章） 
祕書處 福利委員會 常務監事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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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審查案件 
 
公會通訊電話：04-2350-8025 
台中市西屯區 40767 工業區一路 6 巷 26 弄 5 號 

百年歸仙奠儀申請書 

公奠或死亡事實日：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提醒您：請於公奠日前或死亡事實發生日起三個月內，擇一時限申請，寄至本會或理監事協助辦理。 
申請人資料 

會員編號  申請人  
身分證號  手機  
聯絡地址  
E-MAIL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服務機構  入會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服務科別  聯絡電話  
服務地址  

百年歸仙者資料 □會員 □會員直系血親一親等 
百年歸仙者  關係  
事實發生日  會員編號  
□得題頒輓聯一幅。 
□得擺置花籃一對。 

審查程序（本欄以下由公會填寫）召集人： 

共
同
審
查 

事由： 
福利委員會主任委員：            （簽章）  
□同意。  □反對，理由： 
會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簽章）  
□同意。  □反對，理由： 
權益促進暨法律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            （簽章）  
□同意。  □反對，理由： 

審查決議：□同意。  □拒絕。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核
對 

□檢附文件：訃聞，死亡證明書，申請人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除戶謄本）或出資證明。 
□公會派員，姓名與職稱： 

本會同意核發：□奠儀或慰問金伍萬元整。  □輓聯一幅。  □花籃一對。 
□配偶或會員直系血親一親等（奠儀或慰問金貳仟壹佰元／人）共＿＿＿＿元。 

簽
收 

茲收到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核發：□奠儀或慰問金共＿＿＿＿＿元整。 
上項申請金額，如有虛報冒領等情事，切結人除退還所領金額外，並願負法律責任。 

切結具領人                （簽章） 
祕書處 福利委員會 常務監事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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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期刊論文發表獎勵辦法 
1、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16 日經第 1 屆第 4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制定全文共 6 條；並自 102 年 6 月 21 日公布施行。 
2、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18 日經第 1 屆第 10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修訂名稱及全文共 7 條（原名稱：期刊論文發表獎勵辦法）；並自

104 年 1 月 24 日公布施行。 
3、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5 日經第 2 屆第 4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修訂第 6 條條文。 

 
條號  條文內容  

第 1 條 （主旨） 
 為鼓勵會員提昇學術研究水準，參與國際性學術期刊發表優質論文，特訂定「臺中

市醫 
事放射師公會-國際期刊論文發表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獎勵對象） 
 本會有效資格會員。 
第 3 條 （獎勵種類與金額） 

Ⅰ 
 
 

Ⅱ 
 

Ⅲ 
 
 
 
 

Ⅳ 

發表於 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EI 
(Engineering Index )等期刊之病例報告(case report)之第一或通訊作者；獎勵金額：

壹仟元整。 
發表於 SCI、SSCI、EI 等期刊之原創性研究論文(original article)之第一或通訊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獎勵金額：貳仟元整。 
前項列入於 SCI、SSCI、EI 等期刊之原創性研究論文，若有下列情形，擇一加發獎

勵金： 
一、論文引證係數(impact factor)大於 1.00 以上者，加發壹仟元。 
二、在專業學門領域排名(ranking factor)前五分之一者，加發壹仟元。 
三、在所有科學研究領域排名(ranking factor)前十名者，加發貳萬元。 
同一篇論文，若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非同一人，且皆為本公會會員時，其獎勵金額

依比例給予：第一作者 60%、通訊作者 40%。 
第 4 條 （申請資格與條件限制） 

Ⅰ 
Ⅱ 
Ⅲ 
Ⅳ 
Ⅴ 

申請者需入會滿一年以上，且該年度業已繳交會費。 
每人每一年度以核發獎勵一次為限。 
同一篇論文僅限一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提出申請。 
受領獎勵金者，需於會員代表大會發表論文簡短報告。 
入會年間該會員之素行未損及本會聲譽。 

第 5 條 （檢附文件） 
Ⅰ 
Ⅱ 
Ⅲ 
Ⅳ 

 

填寫「國際期刊論文發表獎勵申請表」（如附件一）。 
檢附該期刊論文最近一年 Impact Factor 及 Ranking Factor 檢索證明文件。 
檢附會員在職證明。 
檢附前一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出版之論文抽印本；若為已接受但尚未刊印，

或刊印中之期刊論文，須檢附接受函。 
第 6 條 （申請期限與資格審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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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Ⅱ 

 
Ⅲ 
Ⅳ 

 
Ⅴ 

 
 
 

Ⅵ 

申請期間為每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31 日止，逾期概不受理。 
由祕書處彙整符合申請資格者至學術委員會初審，再提交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核通過

後，才符合得獎資格。 
由祕書處將符合接受獎勵金會員名單列入該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由理事長在會員代表大會頒發獎狀及獎勵金。本獎勵金僅限在年度會員代表大會由

本人出席領取，如逾時未出席完成領獎程序者，視同得獎者放棄得獎資格。 
得獎者如因天災或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無法出席領獎，需於年度會員代表大會日

後二 個月內，備妥複審書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送交本會權益促進暨法律諮詢委

員會審核回 復領獎資格，並將於 1 個月內審核完畢公告結果，並列入理監事會議

紀錄。 
確定放棄得獎資格者，由本會以適當之方式公告，並列入理監事會議記錄，且該篇

論文 不得再次提出申請。 
第 7 條 本辦法由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自公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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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期刊論文發表獎勵申請表 
申請期限為每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31 日止。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會員資料 
會員編號  中文姓名  
身分證號  英文姓名  
地址  
電話 (O)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手機  入會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E-MAIL  
服務機構  科別  
服務地址  

期刊論文 
論文題目  
期刊名稱  
接受日期    年  月  日 發表日期    年  月  日 

作者順位 □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Impact Factor  
Ranking 
Factor  

同一篇論文，若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非同一人，且皆為本公會會員時，『請在各作者欄位填寫大名』其獎勵金額依

比例給予：第一作者 60%、通訊作者 40%。 

獎勵種類 
與獎勵金 

□病例報告(case report)，獎勵金：壹仟元整。 
□原創性研究論文(original article)，獎勵金：貳仟元整。 
  □1、論文引證係數(impact factor)大於 1.00 以上者，加發壹仟元。 
  □2、在專業學門領域排名(ranking factor)前五分之一者，加發壹仟元。 
  □3、在所有科學研究領域排名(ranking factor)前十名者，加發貳萬元。 

評選審查委員會 

審
核
標
準 

□已符合審查標準：獎狀及獎勵金＿＿＿＿＿元整。 
□未符合審查標準。 

審
核
文
件 

□1、入會滿 1 年以上，且該年度業已繳交會費。 
□2、Impact Factor 檢索證明文件。 
□3、Ranking Factor 檢索證明文件。 
□4、在職證明。 
□5、論文抽印本或接受函。 
□6、其他： 

祕書處 學術委員會 常務監事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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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在職進修學業優良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1、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5 日經第 1 屆第 5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制定全文共 7 條；並自 103 年 1 月 27 日公布施行。 
2、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18 日經第 1 屆第 10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修正名稱及全文共 7 條（原名稱：會員在職進修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並自 104 年 1 月 24 日公布施行。 
3、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5 日經第 2 屆第 4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修訂第 6 條條文。 
條號  條文內容  

第 1 條 （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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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訂定「臺

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在職進修學業優良獎助學金申請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 2 條 （獎勵對象） 
 本會有效資格會員。 
第 3 條 （獎勵種類與金額） 

Ⅰ 
Ⅱ 

在職進修碩士班：每一學年度限額三名，獎助學金每名參仟元整。 
在職進修博士班：每一學年度限額二名，獎助學金每名伍仟元整。 

第 4 條 （申請資格與條件限制） 
Ⅰ 
Ⅱ 
Ⅲ 
Ⅳ 
Ⅴ 

申請者需入會滿一年以上，且該年度業已繳交會費。 
報考大專院校醫學影像相關系所的碩、博士班，經錄取並正式註冊就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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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位會員在碩、博士學制期間，其核發次數各僅以一次為限。 
入會年間該會員之素行未損及本會聲譽。 

第 5 條 （檢附文件） 
Ⅰ 
Ⅱ 

填寫「會員在職進修學業優良獎助學金申請表」（如附件一）。 
會員檢附當年度在職證明、學生證明，與該申請年度上、下學期成績單正本。 

第 6 條 （申請期限與資格審查程序）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申請期間為每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止，逾期概不受理。 
當年度符合申請資格人數如碩士學制超過 3 人，或博士學制超過 2 人，則以總成績

排序；如有同分者，依據其提交申請時間先後排序。 
由祕書處彙整符合申請資格者至學術委員會初審，再提交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核通過

後，才符合得獎資格。 
由祕書處將符合得獎資格會員名單列入該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由理事長在會員代表大會頒發獎狀及獎勵金。本獎勵金僅限在年度會員代表大會由

本人出席領取，如逾時未出席完成領獎程序者，視同得獎者放棄得獎資格。 
得獎者如因天災或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無法出席領獎，需於年度會員代表大會日

後二個月內，備妥複審書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送交本會權益促進暨法律諮詢委員

會審核回復領獎資格，並將於 1 個月內審核完畢公告結果，並列入理監事會議紀錄。 
確定放棄得獎資格者，由本會以適當之方式公告，並列入理監事會議記錄，且不記

入「核發次數以一次為限」之限制，該會員仍得於在學期間另依資格條件提出新的

申請案。  
第 7 條 本辦法由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自公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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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在職進修學業優良獎助學金申請表 
申請期限為每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截止。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會員資料 
會員編號  中文姓名  
身分證號  英文姓名  
地址  
電話 (O)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手機  入會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E-MAIL  
服務機構  科別  
服務地址  

校院系所 
就讀學校  
就讀系所  
就讀學制 
與獎勵金 

□碩士班，獎勵金參仟元整（3 名）。 
□博士班，獎勵金伍仟元整（2 名）。 

上學期成績  
下學期成績  

成績排名 □1   □2   □3  總平均成績  
評選審查委員會 

審
核
標
準 

□已符合審查標準：獎勵金＿＿＿＿＿元整。 
□未符合審查標準。 

審
核
文
件 

□1、入會滿 1 年以上，且該年度業已繳交會費。 
□2、在職證明。 
□3、學生證明文件。 
□4、上學期成績單正本。 
□5、下學期成績單正本。 
□6、其他： 

祕書處 學術委員會 常務監事 理事長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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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在職進修學業優良獎助學金複審書 
複審期限為年度會員代表大會日後二個月內。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會員資料 
會員編號  中文姓名  
身分證號  英文姓名  
地址  
電話 (O)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手機  入會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E-MAIL  
服務機構  科別  
服務地址  

校院系所 
就讀學校  
就讀系所  
就讀學制 
與獎勵金 

□碩士班，獎勵金參仟元整（3 名）。 
□博士班，獎勵金伍仟元整（2 名）。 

上學期成績  
下學期成績  

成績排名 □1   □2   □3  總平均成績  
複審委員會 

複
審
標
準 

□代理人： 
□請求事項：回復領取獎勵金＿＿＿＿＿元整。 
□事實： 

佐
證 

□1、天災事由及佐證： 
□2、不可抗力事由及佐證： 
□3、其他： 

祕書處 權益促進暨法律諮詢委員會 常務監事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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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出席國外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獎勵辦法 
1、中華民國 103 年 7 月 5 日經第 1 屆第 9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制定全文共 8 條；自 104 年 1 月 24 日公布施行。 
2、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5 日經第 2 屆第 4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修訂第 7 條條文。 
 
條號  條文內容  

第 1 條 （主旨） 
 為提昇公會整體學術研究風氣、鼓勵會員參與國外學術會議與增進國際醫影放射業

界交流，特訂定「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出席國外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獎勵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獎勵對象） 
 本會有效資格會員。 
第 3 條 （獎勵種類、金額與限制） 

Ⅰ 
Ⅱ 
Ⅲ 
Ⅳ 

口頭論文發表，每位新台幣壹仟伍佰元整。 
任何壁報論文發表模式，皆不符合此獎勵辦法。 
會員接受國外學術大會特別邀請演講，恕不符合此獎勵辦法。 
每年度獎勵總金額上限為壹萬伍仟元整；該年度如申請人數超過十人，由總金額除

以總申請人數為每人實領獎勵金額。 
第 4 條 （申請資格與條件限制） 

Ⅰ 
Ⅱ 
Ⅲ 
Ⅳ 
Ⅴ 

申請者需入會滿一年以上，且該年度業已繳交會費。 
申請者論文需為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相關主題。 
申請者需為該發表論文第一作者。 
會員核發獎勵次數每一年僅以一次為限。 
入會期間該會員之素行未損及本會聲譽。 

第 5 條 （會議範圍） 
Ⅰ 
Ⅱ 
Ⅲ 

在本國舉辦國際學術會議，恕不符合此獎勵辦法。 
與會國家含地主國至少在三國（含）以上。 
會期必須兩日（含）以上。 

第 6 條 （檢附文件） 
Ⅰ 會員需於會議舉辦前一個月內提出，申請時，請檢附下列文件： 

一、會員在職證明。 
二、填寫「會員出席國外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獎勵申請表」（如附件一）。 
三、會議主辦單位正式邀請函影本或其他證明文件。 
四、大會回覆繳交會議註冊費影印本。 
五、英文論文摘要一份。 

Ⅱ 
 

會員需於會議舉辦後一個月內，提交下列文件向本會申請核發獎勵金： 
一、國際會議出席證明書影本。 
二、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證明書影本。 
三、國際會議手冊封面影本。 
四、國際會議手冊詳列報告人姓名、發表題目與日期等內容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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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條 （申請期限與資格審查程序）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符合資格者請於會議舉辦前一個月內向本會提出申請，並在會議舉辦後一個月內提

交檢附文件向本會申請核發獎勵金，逾期概不受理。 
由祕書處彙整符合申請資格者至學術委員會初審，再提交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核通過

後，才符合得獎資格。 
由祕書處將符合得獎資格會員名單列入該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由理事長於會員代表大會頒發獎狀及獎勵金。本獎勵金僅限在年度會員代表大會由

本人出席領取，如逾時未出席完成領獎程序者，視同得獎者放棄得獎資格。 
得獎者如因天災或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無法出席領獎，需於年度會員代表大會日

後二個月內，備妥複審書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送交本會權益促進暨法律諮詢委員

會審核回復領獎資格，並將於 1 個月內審核完畢公告結果，並列入理監事會議紀錄。 
確定放棄得獎資格者，由本會以適當之方式公告，並列入理監事會議記錄。 

第 8 條 本辦法由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自公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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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出席國外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獎勵申請表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會員資料 
會員編號  中文姓名  
身分證號  英文姓名  
地址  
電話(O)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手機  入會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E-MAIL  
服務機構  科別  
服務地址  

國際會議 
論文題目  

會議名稱  
主辦單位  會議地點  
會議期間 民國   年  月  日至  月  日 
發表方式 □口頭論文 獎勵金額 □壹仟伍佰元整  □其他金額： 

評選審查委員會 

審
核
標
準 

□已符合審查標準：獎狀及獎勵金＿＿＿＿＿元整。 
□未符合審查標準 

審
核
文
件 

會議舉辦前一個月內 會議舉辦後一個月內 
申請期限內：□符合  □不符合 申請期限內：□符合  □不符合 
□1、在職證明 □1、國際會議出席證明書影本 
□2、會議主辦單位正式邀請函影本 □2、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證明書影本 
□3、大會回覆繳交會議註冊費影印本 □3、國際會議手冊封面影本 

□4、英文論文摘要 □4、國際會議手冊詳列報告人姓名、發表題目

與日期等內容影本 
□5、其他： □5、入會滿 1 年以上，且該年度業已繳交會費 

祕書處 學術委員會 常務監事 理事長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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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出席國外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獎勵金複審書 
複審期限為年度會員代表大會日後二個月內。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會員資料 
會員編號  中文姓名  
身分證號  英文姓名  
地址  
電話(O)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手機  入會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E-MAIL  
服務機構  科別  
服務地址  

國際會議 
論文題目  

會議名稱  
主辦單位  會議地點  
會議期間 民國   年  月  日至  月  日 
發表方式 □口頭論文 獎勵金額 □壹仟伍佰元整  □其他金額： 

複審委員會 

複
審
標
準 

□代理人： 
□請求事項：回復領取獎狀及獎勵金＿＿＿＿＿元整。 
□事實： 

佐
證 

□1、天災事由及佐證： 
□2、不可抗力事由及佐證： 

□3、其他： 

祕書處 權益促進暨法律諮詢委員會 常務監事 理事長 
    

 複審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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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子女就讀國小及國中成績優異獎學金申請辦法 
1、中華民國 105年 5月 21日經第 2屆第 5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制定全文共 7條；並自 105年 5月 21日公布施行。 

2、中華民國 105年 9月 3日經第 2屆第 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修訂第 3、5、6條文；並自 105年 9月 3日公布施行。 

3、中華民國 106年 2月 18日經第 2屆第 8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修訂第 6條文；並自 106年 2月 18日公布施行。 
條號  條文內容  

第 1 條 （主旨） 
 為獎勵會員子女就讀國小及國中勤奮向上，以及在校期間積極進取的學習態度，特

訂定「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子女就讀國小及國中成績優異獎學金申請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獎勵對象） 
 本會有效資格會員之子女。 
第 3 條 （獎勵種類與金額） 

Ⅰ 
Ⅱ 
Ⅲ 

國小：每一學年度擇優五名，獎學金每名壹仟元整。 
國中：每一學年度擇優五名，獎學金每名壹仟元整。 
當年度各類科不足額之人數得經學術委員會同意互相流用，但總人數不得超過十

名。 
第 4 條 （申請資格與條件限制）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申請者需入會滿一年以上，且該年度業已繳交會費。 
會員之一親等直系血親卑親屬，且就讀臺中市國中、小學者。 
申請國小獎學金者，學年總成績平均需達九十五分以上，且各科成績及格。 
申請國中獎學金者，學年總成績平均需達九十分以上，且各科成績及格。 
每位會員子女在國小、國中學制期間，其核發次數各僅以一次為限。 
入會年間該會員之素行未損及本會聲譽。 

第 5 條 （檢附文件） 
Ⅰ 
Ⅱ 

填寫「會員子女就讀國小及國中成績優異獎學金申請表」（如附件一）。 
檢附會員子女當年度上、下學期成績單。 

第 6 條 （申請期限與資格審查程序） 
Ⅰ 
Ⅱ 

 
 
 

Ⅲ 
 

Ⅳ 
 
 

Ⅴ 
 

申請期間為每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止，逾期概不受理。 
該校如以「等第」為成績者，採取中位數為計算基準，如優等 90 分以上至 100 分，

取中位數 95 分；甲等 80 分以上未滿 90 分，取 85 分；乙等 70 分以上未滿 80 分，

取 75 分；丙等 60 分以上未滿 70 分，取 65 分；丁等未滿 60 分，取 55 分，以此

類推，並作總科目之平均值估算。 
當年度各類符合申請資格人數如超過五名，則以總成績排序；如有同分者，依據其

提交申請時間先後排序。 
由祕書處彙整符合申請資格者至學術委員會初審，再提交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核通過

後，才符合得獎資格。並經祕書處將符合得獎資格會員名單列入該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記錄。 
由理事長擇定公開頒獎日期頒發獎狀及獎學金。公開頒獎當日敬請會員陪同子女或

會員代理出席領取，如逾時未出席完成領獎程序者，視同得獎者放棄得獎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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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Ⅶ 

會員如因天災或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無法出席領獎，需於公開頒獎當日後二個月

內，備妥複審書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送交本會權益促進暨法律諮詢委員會審核回

復領獎資格，並將於 1 個月內審核完畢公告結果，並列入理監事會議紀錄。 
確定放棄得獎資格者，由本會以適當之方式公告，並列入理監事會議記錄，且不記

入「核發次數以一次為限」之限制，該會員仍得於子女在學期間另依資格條件提出

新的申請案。  
第 7 條 本辦法由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自公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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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子女就讀國小及國中成績優異獎學金申請表 
申請期限為每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截止。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會員資料 
會員編號  中文姓名  
身分證號  英文姓名  
地址  
電話 (O)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手機  入會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E-MAIL  
服務機構  科別  
服務地址  

子女就讀學校科系 
子女姓名  與本會會員之關係  
就讀學校  
就讀科系  
就讀學制 
與獎學金 

□國小，獎學金壹仟元整（五名）。 
□國中，獎學金壹仟元整（五名）。 

上學期成績  
下學期成績  

「等第成績」，採計中位數為計算基準，如優等 90 至 100 分，取中位數 95 分；甲等

80 至 90 分，取 85 分；乙等 70 至 80 分，取 75 分；丙等 60 至 70 分，取 65 分；丁

等未滿 60 分，取 55 分，以此類推，並作總科目之平均值估算。 
總平均成績  

評選審查委員會 

審
核
標
準 

□已符合審查標準：獎學金壹千元整。 
□未符合審查標準。 

審
核
文
件 

□1、會員入會滿 1 年以上，且該年度業已繳交會費。 
□2、會員之一親等直系血親卑親屬，且就讀臺中市國中、小學者。 
□3、上、下學期成績單各一份。 
□4、國小成績平均 95 分以上、國中成績平均 90 分以上，且各科及格。 
□5、其他： 

祕書處 學術委員會 常務監事 理事長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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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子女就讀國小及國中成績優異獎學金複審書 
複審期限為公開頒獎當日後二個月內。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會員資料 
會員編號  中文姓名  
身分證號  英文姓名  
地址  
電話 (O)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手機  入會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E-MAIL  
服務機構  科別  
服務地址  

子女就讀學校科系 
子女姓名  與本會會員之關係  
就讀學校  
就讀科系  
就讀學制 
與獎學金 

□國小，獎學金壹仟元整（五名）。 
□國中，獎學金壹仟元整（五名）。 

上學期成績  
下學期成績  

「等第成績」，採計中位數為計算基準，如優等 90 至 100 分，取中位數 95 分；甲等

80 至 90 分，取 85 分；乙等 70 至 80 分，取 75 分；丙等 60 至 70 分，取 65 分；丁

等未滿 60 分，取 55 分，以此類推，並作總科目之平均值估算。 總平均成績  

複審委員會 

複
審
標
準 

□法定代理人或會員： 
□請求事項：回復領取獎學金壹千元整。 
□原因事實： 

佐
證 

□1、天災事由及佐證： 
□2、不可抗力事由及佐證： 
□3、其他： 

祕書處 權益促進暨法律諮詢委員會 常務監事 理事長 
    

複審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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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本會新修訂章程說明及新版章程內容 

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組織章程-新舊條文對照表 

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組織章程（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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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組織章程-新舊條文對照表 
1、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七月二十一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制定公布全文 38 條；自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公布施行。 
2、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三月二日經第一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增訂第 15-1 條。 
3、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七月十六日經第二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修正第 2、15-1、17、20、22、23、38 條條文。 
 
章條號次  原條文內容  修訂後條文內容  修法理由  

第一章 總 則   

第 1 條 本會定名為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以下簡稱本

會），英文譯名為 Taichung City Association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簡稱為 TCART）。 

  

第 2 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

以團結醫事放射師（士），促進醫事放射專業之學

術研究與教育訓練，提昇會員專業素質與加強國

內外醫事放射學術團體之交流為宗旨。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職業團體。

以團結醫事放射師（士），促進醫事放射專業之

學術研究與教育訓練，提昇會員專業素質與加強

國內外醫事放射學術團體之交流為宗旨。 

依據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

籌備處分類中華民國醫事放射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之團體類型

為「職業團體」，故轄下各地方

公會亦應屬「職業團體」類型。 
第 3 條 本會以臺中市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 4 條 本會會址設於臺中市，並得經理事會決議，報請

主管機關核准設立辦事處。 
  

第 5 條 本會任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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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影像暨放射治療專業研究與發展。 
四、增進國人健康及輻射安全。 
五、接受其他機關團體委託之業務及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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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符合本會宗旨之事項。 
第 6 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社會局。主要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為衛生局。 
本會之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

監督。 

  

第二章 會 員   

第 7 條 凡領有醫事放射師（士）證書，在本組織區域內

執行醫事放射相關業務者，均符合申請會員資

格，並應加入本會。 
已歇業未退會、沒有繼續執業者，仍可繼續加入

本會。 

  

第 8 條 會員入會應履行下列手續： 
一、填具入會申請書及相關書表。 
二、繳驗醫事放射師（士）證書。 
三、其他依本會入會須知所定應繳交之文件。 
四、初次入會者，應繳納入會費。 

  

第 9 條 會員入會後，由本會發給入會證書，並登記於會

員名簿。如會員證書遺失，需登報聲明作廢後，

再聲請補發。 

  

第 10 條 每一會員為一權。本會會員之權利如下： 
一、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 
二、表決權。 
三、發言權。 
四、享有本會各項福利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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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一款、第二款之規定，對於已歇業未退會、

沒有繼續執業之會員不適用之。 
第 11 條 本會會員之義務如下： 

一、遵守醫事放射師法、相關法令及倫理規範。 
二、遵守本會章程、會員大會決議之義務。 
三、繳納會費之義務。 
四、參與本會各項活動之義務。 

  

第 12 條 本會會員應於期間內繳納常年會費；每年一月之

首日為繳納當年度常年會費期間之始日，當月最

後一日為繳納期間之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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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一年者，以季計算。

申請證明文件時亦同。 
會員逾期不繳納會費或欠繳會費達六個月以上

者，並經催繳，仍不繳納，理事會得決議予以警

告。 
會員欠繳會費達九個月以上，經警告仍不履行

者，理事會得決議將其停權；並不得當選理事、

監事以及享受本會各項福利。 
欠繳會費達六個月以上者，需加計滯納金 3%；達

九個月以上者，需加計滯納金 5%，未補足會費及

滯納金者，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 13 條 會員有違反法令、本會章程及決議事項之行為

者，經理事會決議，得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

行為嚴重危害本會會譽者，經理事會決議，得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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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會員大會予以除名處分。 
會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喪失會員資格，應自行

退會，本會亦得令其退會： 
一、依醫事放射師法之規定，不得充任醫事放射

師（士）者。 
二、醫事放射師（士）之執業執照經撤銷或廢止

者。 
三、無正當理由欠繳會費達兩年以上者。 
四、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 

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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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死亡或退會者，已繳納之各項費用及捐款均

不得請求退還。 

  

第三章 組織與職權   

第 15 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意

思機構，理事會為執行機構，監事會為監察機構。 
  

第 15-1 條 依據人民團體法第二十八條規定，會員人數超過

三百人以上者，得依比例選出會員代表，再召開

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 
一、會員代表的產生方式：服務於醫院會員以每

五名推舉一名會員代表，採四捨五入進位法

計算各醫院的會員代表人數。如該醫院事業

體系的會員人數未達五名者，由公會協助會

同診所、衛生所、開業放射所、醫檢所等會

本會得依會員分布狀況劃定區域，按會員人數比

例選出代表，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

之職權。 
一、會員代表的產生方式：服務於醫院會員以每

五名推舉一名會員代表，採四捨五入進位法

計算各醫院的會員代表人數。如該醫院事業

體系的會員人數未達五名者，由公會協助會

同診所、衛生所、開業放射所、醫檢所等會

第 1 項，依據「特別法優先普

通法原則」，應優先適用醫事放

射師法之規定。故第 1 項刪除

原依據人民團體法第二十八條

規定之用語，並援引醫事放射

師法第 55 條第 2 項：「醫事放

射師公會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

以上時，得依章程之規定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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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以每五名會員連署推舉一名的方式產生

會員代表。 
二、本會會員除已歇業未退會、沒有繼續執業或

喪失會員資格者外，均得為會員代表推舉人

及被推舉人。 
三、推舉會員代表時，應於七日前通知會員，相

關推舉事務的工作人員均由本會指定，並由

理事長指定召集人或主持人。 
四、會員代表之推舉結果名冊應於推舉完畢後，

七日內函送本會彙整，提請理事會審查通過

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五、會員代表任期三年，於任期屆滿前一個月內

辦理推舉事宜，得連任。 
六、會員代表如喪失會員資格者，亦喪失其會員

代表的資格。 
七、各醫院所推舉之會員代表採遇缺不補的制度。 

員，以每五名會員連署推舉一名的方式產生

會員代表。 
二、本會會員除已歇業未退會、沒有繼續執業或

喪失會員資格者外，均得為會員代表推舉人

及被推舉人。 
三、推舉會員代表時，應於七日前通知會員，相

關推舉事務的工作人員均由本會指定，並由

理事長指定召集人或主持人。 
四、會員代表之推舉結果名冊應於推舉完畢後，

七日內函送本會彙整，提請理事會審查通過

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五、會員代表任期三年，於任期屆滿前一個月內

辦理推舉事宜，得連任。 
六、會員代表如喪失會員資格者，亦喪失其會員

代表的資格。 
七、各醫院所推舉之會員代表採遇缺不補的制

度。 

員分布狀況劃定區域，按會員

人數比例選出代表，召開會員

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之職

權。」之規定，略作文字修訂。 

第 16 條 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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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數額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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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手冊 

 

第 73 頁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合併。 
八、議決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第 17 條 本會置理事二十五人、監事七人，由會員代表大

會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理事會得提出候選人參

考名單，並印入選票，會員亦可提名本會會員為

候選人，於會員代表大會以無記名連記法選舉

之；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五人，候

補監事三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依序遞補，

以補足原任者餘留之任期為限。 
理事、監事、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之當選名次，

依得票數多寡定之；票數相同，而有定其先後之

必要者，以抽籤定之。 

本會置理事二十七人、監事九人，由會員代表於

會員代表大會以無記名連記法選舉之，分別成立

理事會、監事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

出候補理事九人，候補監事三人，遇理事、監事

出缺時，依序遞補，以補足原任者餘留之任期為

限。 
理事、監事、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之當選名次，

依得票數多寡定之；票數相同，而有定其先後之

必要者，以抽籤定之。 
 
 

第 1 項，因應臺中市幅員遼闊，

本會會員人數日益增加，業務

需求激增，援依據醫事放射師

法第 53 條第 1 項第 1 款：「直

轄市、縣（市）醫事放射師公

會之理事，不得超過二十七

人。」及第 4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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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調增理事名額

為二十七人，監事名額為九人。 
第 2 項，候補理事、候補監事

名額依據醫事放射師法第 53
條第 2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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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法調增候補理事名額至九人，

候補監事名額維持三人。並作

文字修飾。 
第 3 項，不變。 

第 18 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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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議決會員代表大會之召開事項。 
二、審定會員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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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決工作人員之聘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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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 19 條 常務理事之職權如下： 
一、協助理事長執行理事會議決案。 
二、策劃及推行會務。 

  

第 20 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七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

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 
理事長對內綜理一切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

任會員大會、理事會或理監事聯席會議主席。 
理事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

人代理之；其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

互推一人代理之。 
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九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

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二人為副理

事長。 
理事長對內綜理一切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

任會員大會、理事會或理監事聯席會議主席。 
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副理事長其

中一人代理之；副理事長皆不能執行職務時，由

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理事長、副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

月內補選之。 

第 1 項，依據醫事放射師法第

53 條第 3 項前段之規定，調增

常務理事名額為九人，並增設

副理事長二人。 
第 2 項，不變。 
第 3 項，因增設副理事長二人，

故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

時，應優先指定副理事長其中

一人代理之，如遇有副理事長

二位皆不能執行職務時，才由

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 
第 4 項，新增副理事長補選的

時限規定，與理事長與常務理

事相同。 
第 21 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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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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

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席。 
常務監事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

代理之；其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監事互推一

人代理之。 
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三人，由監事互選之，並就常

務監事中互選一人為監事會召集人。 
監事會召集人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

監事其中一人代理之；其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

由常務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1 項，依據醫事放射師法第

53 條第 3 項後段之規定：「常

務監事在三人以上者，應互選

一人為監事會召集人。」 
第 2 項，監事會召集人因事不

能執行職務時，應優先指定常

務監事其中一人代理之；其未

指定或不能指定時，才由常務

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 3 項，不變。 

第 23 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理事長、副理事長之連任，各以一次為限。 
第 1 項，不變。 
第 2 項增訂副理事長之連任，

以一次為限。 
第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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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者。 

  

第 25 條 本會得設置總幹事一人，承理事長之命及理事會

之決議，處理本會各項會務；並得置其他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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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若干人，處理本會會務。 
前項工作人員之聘任，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

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解聘時，亦同。 
總幹事任期與理事會相同；本會該屆選任之理

事、監事，不得同時擔任該屆總幹事以及第一項

之聘任工作人員。 
第 26 條 本會得設置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

織，其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定，報經主管機關

核備後施行；其修正或變更時，亦同。 

  

第 27 條 本會得聘任顧問若干名，為無給職。 
本會經理事會決議，得聘請法界、學界及社會望

重人士為顧問。 
前項顧問之任期，與理事、監事之任期相同。 

  

第四章 會 議   

第 28 條 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兩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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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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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請求，或監事會

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臨時會議經會員十分之一

以上之請求，召開之。 

  

第 29 條 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代表大會時，得以書

面委託本會其他會員代表代理出席，但每一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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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 30 條 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

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下列事項，

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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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財產之處分。 
五、本會之解散、合併。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已歇業未退會、沒有繼續執業之會員以及受停權

處分者，不列入前項全體會員之計數。 

  

第 31 條 理事會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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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由理事長或常務

監事召集之。理事長並得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 
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

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

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 32 條 理事、監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會議，不得委

託出席。理事、監事除公假外，連續請假兩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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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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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新台幣（下同）壹仟元整。 
二、常年會費：每年應繳參仟陸佰元整。未滿一

年者，以季計算，一季玖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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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條 本會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 
  

第 35 條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

造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提請會員代表大

會通過（會員代表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

提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請

主管機關備查。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

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

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

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

提會員代表大會通過，於三月底前報請主管機關

核備（會員代表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請主

管機關核備）。 

  

第 36 條 本會解散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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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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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 則   

第 37 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38 條 本章程經民國 103 年 03 月 02 日第一屆第三次會

員大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其變更

或修改時，亦同。 

本章程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後施行，其變更或修改時，亦同。 
酌作文字修正，修法沿革應置

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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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組織章程（新版） 
1、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七月二十一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制定公布全文 38 條；自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公布施行。 
2、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三月二日經第一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增訂第 15-1 條。 
3、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七月十六日經第二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修正第 2、15-1、17、20、22、23、38 條條文。 
 

章條號次  條文內容  

第一章 總 則 

第 1 條 本會定名為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以下簡稱本會），英文譯名為 Taichung City 
Association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簡稱為 TCART）。 

第 2 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職業團體。以團結醫事放射師（士），促進

醫事放射專業之學術研究與教育訓練，提昇會員專業素質與加強國內外醫事放

射學術團體之交流為宗旨。 

第 3 條 本會以臺中市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 4 條 本會會址設於臺中市，並得經理事會決議，報請主管機關核准設立辦事處。 

第 5 條 本會任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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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影像暨放射治療專業研究與發展。 
四、增進國人健康及輻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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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社會局。主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衛生局。 
本會之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二章 會 員 

第 7 條 凡領有醫事放射師（士）證書，在本組織區域內執行醫事放射相關業務者，均

符合申請會員資格，並應加入本會。 
已歇業未退會、沒有繼續執業者，仍可繼續加入本會。 

第 8 條 會員入會應履行下列手續： 
一、填具入會申請書及相關書表。 
二、繳驗醫事放射師（士）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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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依本會入會須知所定應繳交之文件。 
四、初次入會者，應繳納入會費。 

第 9 條 會員入會後，由本會發給入會證書，並登記於會員名簿。如會員證書遺失，需

登報聲明作廢後，再聲請補發。 

第 10 條 每一會員為一權。本會會員之權利如下： 
一、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 
二、表決權。 
三、發言權。 
四、享有本會各項福利之權。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之規定，對於已歇業未退會、沒有繼續執業之會員不適用

之。 

第 11 條 本會會員之義務如下： 
一、遵守醫事放射師法、相關法令及倫理規範。 
二、遵守本會章程、會員大會決議之義務。 
三、繳納會費之義務。 
四、參與本會各項活動之義務。 

第 12 條 本會會員應於期間內繳納常年會費；每年一月之首日為繳納當年度常年會費期

間之始日，當月最後一日為繳納期間之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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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

一年者，以季計算。申請證明文件時亦同。 
會員逾期不繳納會費或欠繳會費達六個月以上者，並經催繳，仍不繳納，理事

會得決議予以警告。 
會員欠繳會費達九個月以上，經警告仍不履行者，理事會得決議將其停權；並

不得當選理事、監事以及享受本會各項福利。 
欠繳會費達六個月以上者，需加計滯納金 3%；達九個月以上者，需加計滯納

金 5%，未補足會費及滯納金者，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 13 條 會員有違反法令、本會章程及決議事項之行為者，經理事會決議，得予以警告

或停權處分；其行為嚴重危害本會會譽者，經理事會決議，得建請會員大會予

以除名處分。 
會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喪失會員資格，應自行退會，本會亦得令其退會： 
一、依醫事放射師法之規定，不得充任醫事放射師（士）者。 
二、醫事放射師（士）之執業執照經撤銷或廢止者。 
三、無正當理由欠繳會費達兩年以上者。 
四、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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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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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死亡或退會者，已繳納之各項費用及捐款均不得請求退還。 

第三章 組織與職權 

第 15 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意思機構，理事會為執行機構，

監事會為監察機構。 

第 15-1 條 本會得依會員分布狀況劃定區域，按會員人數比例選出代表，召開會員代表大

會，行使會員大會之職權。 
一、會員代表的產生方式：服務於醫院會員以每五名推舉一名會員代表，採四

捨五入進位法計算各醫院的會員代表人數。如該醫院事業體系的會員人數

未達五名者，由公會協助會同診所、衛生所、開業放射所、醫檢所等會員，

以每五名會員連署推舉一名的方式產生會員代表。 
二、本會會員除已歇業未退會、沒有繼續執業或喪失會員資格者外，均得為會

員代表推舉人及被推舉人。 
三、推舉會員代表時，應於七日前通知會員，相關推舉事務的工作人員均由本

會指定，並由理事長指定召集人或主持人。 
四、會員代表之推舉結果名冊應於推舉完畢後，七日內函送本會彙整，提請理

事會審查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五、會員代表任期三年，於任期屆滿前一個月內辦理推舉事宜，得連任。 
六、會員代表如喪失會員資格者，亦喪失其會員代表的資格。 
七、各醫院所推舉之會員代表採遇缺不補的制度。 

第 16 條 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或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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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決本會之解散、合併。 
八、議決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第 17 條 本會置理事二十七人、監事九人，由會員代表於會員代表大會以無記名連記法

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九人，候補監事三

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依序遞補，以補足原任者餘留之任期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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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監事、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之當選名次，依得票數多寡定之；票數相同，

而有定其先後之必要者，以抽籤定之。 

第 18 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議決會員代表大會之召開事項。 
二、審定會員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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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決工作人員之聘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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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 19 條 常務理事之職權如下： 
一、協助理事長執行理事會議決案。 
二、策劃及推行會務。 

第 20 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九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

事長，二人為副理事長。 
理事長對內綜理一切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或理監事

聯席會議主席。 
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副理事長其中一人代理之；副理事長皆不

能執行職務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理事長、副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21 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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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三人，由監事互選之，並就常務監事中互選一人為監事會召

集人。 
監事會召集人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監事其中一人代理之；其未指

定或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23 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理事長、副理事長之連任，各以一次為限。 

第 24 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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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者。 

第 25 條 本會得設置總幹事一人，承理事長之命及理事會之決議，處理本會各項會務；

並得置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處理本會會務。 
前項工作人員之聘任，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解聘時，亦同。 
總幹事任期與理事會相同；本會該屆選任之理事、監事，不得同時擔任該屆總

幹事以及第一項之聘任工作人員。 

第 26 條 本會得設置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

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其修正或變更時，亦同。 

第 27 條 本會得聘任顧問若干名，為無給職。 
本會經理事會決議，得聘請法界、學界及社會望重人士為顧問。 
前項顧問之任期，與理事、監事之任期相同。 

第四章 會 議 

第 28 條 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兩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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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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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臨時會議經會員十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召開之。 

第 29 條 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代表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本會其他會員代表代理

出席，但每一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 30 條 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但下列事項，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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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財產之處分。 
五、本會之解散、合併。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已歇業未退會、沒有繼續執業之會員以及受停權處分者，不列入前項全體會員

之計數。 



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手冊 

 

第 85 頁 

第 31 條 理事會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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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別由理事長或常務監事召集之。理事長並得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 
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以

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 32 條 理事、監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會議，不得委託出席。理事、監事除公假外，

連續請假兩次以缺席一次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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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 33 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新台幣（下同）壹仟元整。 
二、常年會費：每年應繳參仟陸佰元整。未滿一年者，以季計算，一季玖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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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條 本會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 35 條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

提請會員代表大會通過（會員代表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席

會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

內，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

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會員

代表大會通過，於三月底前報請主管機關核備（會員代表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

先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第 36 條 本會解散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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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附 則 

第 37 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38 條 本章程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其變更或修改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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