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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7 年度工作紀要 

日    期 事                           項 
97 年 01月 01日 收到刊物 

1.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環保人 NO.156 
97 年 01月 04日 收到來函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檢附 貴會上繳本會 96 年 1、2、3月份之常年會費收據乙

紙，請 查收。」 
2.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檢附 貴會上繳本會 96 年 4、5、6月份之常年會費收據乙

紙，請 查收。」 
3.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檢附 貴會上繳本會 96 年 7、8、9月份之常年會費收據乙

紙，請 查收。」 
4.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檢附 貴會上繳本會 96 年 10、11、12月份之常年會費收

據乙紙，請 查收。」 
97 年 01月 08日 發函–掛號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01號∼花醫放周字第 097014號–本會各醫院 
「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7 年度常年會費。」 

97 年 01月 11日 發函–E-mail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19號–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共 88人 

「檢送本會「96 年度工作紀要」電子檔乙份，請 查照。」 
97 年 01月 11日 發函–掛號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16號–國軍花蓮總醫院附設民眾診療服務處 
「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7 年度常年會費。」 

2. 花醫放周字第 097018號–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門諾會醫院 
「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7 年度常年會費。」 

3. 花醫放周字第 097017號–花蓮縣社會局 社會行政課 
「申請補發本會「人民團體立案證書；九十府社行字第 028108號」，請 鑒核。」 

97 年 01月 14日 繳納 97 年常年會費 
1. 收到“國泰聯合診所＂ 2位會員，97 年常年會費，匯款＄12,000元整。 

97 年 01月 15日 發函–掛號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20號–國軍花蓮總醫院附設民眾診療服務處 

「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7 年度常年會費。」 
97 年 01月 18日 收到來函 

1. 花蓮縣政府–「補發貴會立案證書乙份，請妥為存執使用並應列如移交，復請查照。」 
97 年 01月 28日 繳納 97 年常年會費 

收到“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鳳林榮民醫院＂ 3位會員，97 年常年會費，匯款＄18,000元整。
97 年 01月 30日 收到來函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97 年度第一次全國各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理事長聯席會暨

本會第三屆第三次理監事聯席會及 98 年度醫事放射師工會幹部訓練研習會」 
2.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請 貴會派員參加本會主辦之「97 年度全國醫事放射師公

會幹部訓練研習會」，請  查照。」 
97 年 01月 31日 繳納 97 年常年會費 

1. 收到“國軍花蓮總醫院附設民眾診療服務處＂ 7位會員，97 年常年會費，匯款＄39,000元整。 
97 年 01月 31日 舉辦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課程地點：慈濟醫學中心 放射腫瘤科 
課程講師：簡聿皇 
課程名稱：直線加速器室屏蔽設計 
課程積分： 

醫事放射師 - 2點（專業課程） 
輻射防謢師 - 2點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數 – 2小時 

97 年 02月 01日 收到刊物 
1.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環保人 NO.157 

97 年 02月 04日 繳納 97 年常年會費 
1. 收到“行政院衛生署玉里醫院＂ 1位會員，97 年常年會費，匯款＄6,000元整。 

97 年 02月 12日 以 E-mail轉寄給全體會員 
1.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97 年輻射防護教育訓練課程開放新竹、台中、高雄、花蓮場次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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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事                           項 
2.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7 年 2月 22日星期五晚間 6:30分，假花蓮藍天麗池大飯店西餐廳舉辦

『春季大團圓聯誼會』。」 
97 年 02月 12日 申辦本會聯絡電話：中華電信【0911793000】。 
97 年 02月 18日 捐款–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第 41次年會學術研討會暨第 8回中日韓學術交流大會，現金捐款＄2,000元整。 
97 年 02月 19日 1. 新入會：蔣宗吉先生，辦理入會，會員編號 146。 

（會員人數 88人；停權 1人） 
2. 收到“北國泰聯合診所＂ 1位會員（蔣宗吉）新入會費加 97 年常年會費，現金＄7,000元整。 

97 年 02月 20日 繳納 97 年常年會費 
1. 收到“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40位會員，97 年常年會費，匯款＄240,000元整。 

97 年 02月 21日 收到來函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請 貴院人事單位轉知所屬各相關醫療部門聘任具醫事放

射師資格執行超音波影像掃描業務，以免觸法，請 見覆諒查。」 
2.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醫事放射士職業得加入當地醫事放射師公會或鄰近縣市醫

事放射士公會，其權利義務應與正式會員一致，請 查照。」 
97 年 02月 21日 以 E-mail轉寄給全體會員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請 貴院人事單位轉知所屬各相關醫療部門聘任具醫事放

射師資格執行超音波影像掃描業務，以免觸法，請 見覆諒查。」 
2.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醫事放射士職業得加入當地醫事放射師公會或鄰近縣市醫

事放射士公會，其權利義務應與正式會員一致，請 查照。」 
97 年 02月 22日 繳納 97 年常年會費 

1. 收到“財團法人基督教門諾會醫院＂16位會員，97 年常年會費，匯款＄96,000元整。 
97 年 02月 22日 舉辦活動 

主辦單位：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名  稱：97 年度春季大團圓聯誼會 
時  間：97 年 02月 22日(星期五)下午 6時 30分整 
地  點：花蓮藍天麗池西餐廳(花蓮市中正路 590號) 
參加人員：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 

97 年 02月 23日 參加活動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公會全國聯合會 
名  稱：97 年度第一次全國各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理事長聯席會暨本會第三屆第三次理監事聯席會 
時  間：97 年 02月 23日(星期六)上午 10時∼12時 
地  點：元培科技大學光喜樓 B1國際會議廳 
參加人員：周理事長 柏希 

97 年 02月 23日 參加活動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公會全國聯合會 
名  稱：97 年度全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幹部訓練研習會 
時  間：97 年 02月 23日(星期六)下午 1時∼5時 
地  點：元培科技大學光喜樓 B1國際會議廳 
參加人員：周理事長 柏希、陳理事 懿芳、 
          簡監事 銘志、陳總幹事 函筠 

97 年 02月 23日 參加活動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名  稱：台、日、韓三方晚宴 
時  間：97 年 02月 23日(星期六)下午 6時 30分整 
地  點：新竹煙波大飯店麗池館(新竹市明湖路 775巷 51號) 
參加人員：陳理事 懿芳、簡監事 銘志 

97 年 02月 26日 繳納 97 年常年會費 
1. 收到“富里鄉衛生所＂1位會員，97 年常年會費，匯款＄6,000元整。 

97 年 02月 29日 以 E-mail轉寄給全體會員 
1. 慈濟技術學院–碩士班招生訊息 

97 年 03月 01日 收到刊物 
1.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環保人 NO.158 

97 年 03月 03日 公關 
 台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3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致贈祝賀花籃。 

97 年 03月 04日 退會 
 會員 130黃正強 先生（北國泰聯合診所），辦理退會。（會員人數 87人；停權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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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年 03月 05日 以 E-mail轉寄給全體會員 

1.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公告 本會停權處分，會員編號 001號鍾國晃 先生因侵占本會會款共
$1,358,513元整及偽造文書 94 年度、95 年度財務報表造假，處停權 6 年，於中華民國 97 年 1月 1
日起至中華民國 102 年 12月 31日止，請 查照。」 

97 年 03月 05日 寄發 E-mail給全體理監事 
1.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公告 本會停權處分，會員編號 001號鍾國晃 先生因侵占本會會款共

$1,358,513元整及偽造文書 94 年度、95 年度財務報表造假，處停權 6 年，於中華民國 97 年 1月 1
日起至中華民國 102 年 12月 31日止，請 查照。」 

2.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函請  鍾國晃君擔任第 1、2屆理事長期間，侵占本會會款及 94 年度、

95 年度財務報表造假乙案，以書面方式向本會全體會員說明，請  盡速辦理。」 
3.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函請  鍾國晃君擔任第 1、2屆理事長期間，於 94 年度、95 年度財務報

表未經第 2屆廖常務監事 學輝同意，自行私印他人印鑑於財物報表中，以損及他人信譽，當以書

面方式向第 2屆廖常務監事 學輝道歉，請  盡速辦理。」 
97 年 03月 08日 發函–雙掛號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22號–鍾國晃 先生 
「函請  鍾國晃君擔任第 1、2屆理事長期間，侵占本會會款及 94 年度、95 年度財務報表造假乙案，

以書面方式向本會全體會員說明，請  盡速辦理。」 
2. 花醫放周字第 097023號–鍾國晃 先生 

「函請  鍾國晃君擔任第 1、2屆理事長期間，於 94 年度、95 年度財務報表未經第 2屆廖常務監事
學輝同意，自行私印他人印鑑於財物報表中，以損及他人信譽，當以書面方式向第 2屆廖常務監事
學輝道歉，請  盡速辦理。」 

3. 花醫放周字第 097024號–鍾國晃 先生 
「公告 本會停權處分，會員編號 001號鍾國晃 先生因侵占本會會款共$1,358,513元整及偽造文
書 94 年度、95 年度財務報表造假，處停權 6 年，於中華民國 97 年 1月 1日起至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31日止，請 查照。」 

97 年 03月 08日 發函–掛號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18號–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六分局 

「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7 年度常年會費。」 
97 年 03月 10日 用 E-mail檢送本會 96 年度工作紀，給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97 年 03月 11日 以 E-mail轉寄給全體會員 

1. 花醫放周字第097025號–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共88人 
「函請 本會全體會員參加，花東地區醫事放射師在職繼續教育訓練推動計畫–醫療檢查貢獻之輻射

劑量研討會（2場次之第1場），請 踴躍參加。」 
97 年 03月 12日 收到來函 

1.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敬邀花東地區醫事放射師參加民國九十七年四月二十六日(星期六)
醫療檢查貢獻之輻射劑量研討會」 

97 年 03月 16日 發函–E-mail 
花醫放周字第097026號–本會第3屆全體理監事 
「檢送 本會第3屆第1次理事會會議紀錄電子檔乙份，請 查收。」 

97 年 03月 16日 開會通知（E-mail）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27號–本會全體理監事 

「第 3屆第 7次理監事聯席會」 
97 年 03月 16日 以 E-mail公告本會「97 年 3月 27日繼續教育課程」。 
97 年 03月 19日 繳納 97 年常年會費 

1. 收到“行政院衛生署花蓮醫院＂8位會員，97 年常年會費，支票＄48,000元整。 
97 年 03月 21日 簡訊第1次通知本會全體理監事，召開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3屆第7次理監事聯席會。 
97 年 03月 24日 收到來函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檢送 本會第三屆第三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記錄乙份，請

查照。」 
2.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請  貴會繳交全聯會 97 年 1至 6月常年會費，共計新台

幣 36,000元整(以會員人數 75名為計算基礎)，請 惠予辦理。」 
97 年 03月 25日 繳納 97 年常年會費 

1. 收到“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六分局＂2位會員，97 年常年會費，匯款＄12,000元整。 
97 年 03月 25日 收到來函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檢附 貴會提撥籌建「醫事放射師會館」建館基金收據乙

張，請查收。」 
2. 台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承蒙 貴會(單位)惠贈花籃特函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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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年 03月 27日 舉辦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課程地點：慈濟醫學中心 放射腫瘤科 
課程講師：廖明雄 醫學物理師 
課程名稱：TG51 劑量測量技術 
課程積分： 
     醫事放射師 - 2點（專業課程） 
     輻射防謢師 - 2點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數 – 2小時 

97 年 03月 28日 簡訊第 2次通知本會全體理監事，召開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3屆第 7次理監事聯席會。 
97 年 03月 29日 召開：「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3屆第 7次理監事聯席會」 

 
 地  點：花蓮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 B1會議室 
 出席人員：周理事長 柏希、張常務理事 邇贏、黃理事 麗娟、 

          張理事 奇斌、陳理事 懿芳、簡監事 銘志 
 請假人員：無 
 缺席人員：謝常務理事 立剛、、張理事 宸誌、楊常務監事 芷絜、 

          徐監事 代祈 
97 年 03月 29日 1. 修訂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章程全文共 43條 

2. 修正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相關辦法： 
2.1、 講師費辦法 
2.2、 會員代表推舉辦法 
2.3、 優良放射師遴選辦法 

3. 訂定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相關辦法： 
3.1、 經費補助辦法 

97 年 04月 01日 鍾前理事長繳回短少帳款第 1期（共 10期）新台幣 123,092元整。 
97 年 04月 01日 開立「鍾前理事長繳回短少帳款第 1期（共 10期）新台幣 123,092元整。」收據。 
97 年 04月 01日 收到來函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承蒙 惠贈花籃，特函感謝。」 
97 年 04月 01日 收到刊物 

2.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環保人 NO.159 
97 年 04月 08日 發函–掛號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28號–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玉里分院 
「再函請 貴院馮玉祥、張行音、張妘楨君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7 年度常年會費」，共 3
人；總計新台幣 18,000元整，請 惠予辦理。」 

2. 花醫放周字第 097029號–花蓮縣衛生局慢性病防治所 
「再函請 貴所蔡藝華君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7 年度常年會費」，共 1人；總計新台幣 6,000
元整，請 惠予辦理。」 

3. 花醫放周字第 097030號–秀林鄉衛生所 
「再函請 貴所林春美君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7 年度常年會費」，共 1人；總計新台幣 6,000
元整，請 惠予辦理。」 

4. 花醫放周字第 097031號–魏嘉賢 
「再函請 魏嘉賢君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7 年度常年會費」，共 1人；總計新台幣 6,000
元整，請 惠予辦理。」 

97 年 04月 08日 發函–E-mail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32號–本會第 3屆全體理監事 

「檢送 本會「第 3屆第 7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紀錄」電子檔乙份，請 查收。」 
97 年 04月 08日 以 E-mail轉寄給全體會員，轉公告徵人啟示： 

1. 三軍總醫院附設基隆院區誠徵放射師 
2. 奇美醫院永康分院徵醫事放射師 

97 年 04月 13日 收到來函 
1. 花蓮縣醫師公會–「本會召開第二十三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敬請蒞臨指導。」 

97 年 04月 11日 以 E-mail公告本會「97 年 4月份繼續教育課程」。 
97 年 04月 14日 公開徵求一名擔任本會的全聯會會員代表。 
97 年 04月 14日 收到來函 

1. 屏東縣醫事放射師公會–「一、本會預定於 97 年 4月 27日於屏東國仁醫院舉辦醫事放射師繼續教
育、檢送課程表乙份，請貴會予以公告轉知所屬會員踴躍上網報名參加，以依規定取得繼續教育學

分。二、告知本公會網址更改如下：http://www.xra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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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年 04月 14日 以 E-mail轉寄給全體會員 

1. 屏東縣醫事放射師公會–「一、本會預定於 97 年 4月 27日於屏東國仁醫院舉辦醫事放射師繼續教
育、檢送課程表乙份，請貴會予以公告轉知所屬會員踴躍上網報名參加，以依規定取得繼續教育學

分。二、告知本公會網址更改如下：http://www.xray.org.tw」 
97 年 04月 14日 1. 新入會：吳威霆先生，辦理入會，會員編號 147。 

（會員人數 88人；停權 1人） 
2. 收到“財團法人基督教門諾會醫院＂ 1位會員（吳威霆）新入會費加 97 年常年會費，現金＄7,000

元整。 
97 年 04月 17日 收到來函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本會業於 97 年 2月 23日依醫事放射全聯字第 0970008號
函假元培科技大學光禧樓 B1國際會議廳召開「97 年度全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幹部訓練研習會」，檢送

課程資料光碟片乙份，請 參卓。」 
97 年 04月 17日 收到刊物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輻射彈民眾防護手冊、原子時代的小故事、原子科學家列傳、強化核安應變能、輻

射與健康、輻射與環境、核能小飛俠、本會英文簡介、方寸中的原子世紀，共 9本。 
97 年 04月 19日 繳交全聯會 97 年 1月至 97 年 6月常年會費 36,000元整。（以會員人數 75人為基礎） 
97 年 04月 24日 1. 新入會：周檠雅小姐，辦理入會，會員編號 148。 

（會員人數 89人；停權 1人） 
2. 收到“財團法人佛教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 1位會員（周檠雅）新入會費加 97 年常年會費，

現金＄7,000元整。 
97 年 04月 24日 舉辦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課程地點：慈濟醫學中心 放射腫瘤科 
課程講師：張瀞予 醫學劑量師 
課程名稱：高能 X光及電子之探討 
課程積分： 

醫事放射師 - 2點（專業課程） 
輻射防謢師 - 2點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數 – 2小時 

97 年 04月 24日 開會通知（E-mail）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34號–本會全體理監事 

「第 3屆第 2次理事會」 
97 年 04月 24日 發函–E-mail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35號–本會第 3屆全體會員 
「函請 更新本會通訊電話、總幹事及網址，於 97 年 5月 1日起變更，請 察照。」 

97 年 04月 24日 發函–掛號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35號–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全國 21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中

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函請 更新本會通訊電話、總幹事及網址，於 97 年 5月 1日起變更，請 察照。」 

2. 花醫放周字第 097036號–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本會於 97 年 6月 1日將舉辦第 3屆第 2次會員大會暨第 3次繼續教育課程，為提昇花蓮地區醫事

放射師專業，敬請派員蒞臨指導相關課程。」 
97 年 04月 26日 舉辦繼續教育研討會 

課程地點：花蓮亞士都飯店（970 花蓮市海濱大道民權路 6-1號） 
課程名稱/講師： 

醫學物理：電腦斷層劑量評估(一)/陳拓榮 副教授 
醫用 X光受曝者之入射表面劑量與有效劑量之研究/葉善宏 副教授 

課程積分：醫事放射師 - 4點（專業課程） 
輻射防謢師 - 4點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數 – 4小時 
97 年 04月 26日 繳納 97 年常年會費 

1. 收到“秀林鄉衛生所＂1位會員，97 年常年會費，現金＄6,000元整。 
97 年 04月 26日 1. 開始啟用本會會員資料庫管理系統。 

2. 會員個人資料全面轉為資料庫系統管理。 
97 年 04月 28日 收到來函 

1. 花蓮縣衛生局–「函轉行政院衛生署有關未配合內政部「人口政策白皮書」之實施，對有助於增金

進療人員之移民身心照護知能課程，可有各該課程之開課單位，依規定申請並採認為該類醫事人員

繼續教育課程之醫療（專業）品質課程，請  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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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花蓮縣醫師公會–「本會第二十三屆理監事已於四月二十日改選竣事，並於同日下午召開第二十三

屆第一次理監事聯席會議，選舉常務理事及理事長。秀雄承蒙厚愛，再度蟬聯第二十三屆理事長，

敬祈時賜教益，以匡不逮，無任感荷。」 
97 年 04月 28日 收到刊物 

1.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環保人 NO.160 
97 年 04月 28日 以 E-mail轉寄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環保人 NO.160 
97 年 04月 29日 參加活動 

主辦單位：慈濟技術學院 放射技術系 
名  稱：放射技術系–生涯規劃專題演講與座談會 
時  間：97 年 04月 29日(星期二)下午 1時 30分整 
地  點：慈濟技術學院研究大樓國際會議廳 
參加人員：周理事長 柏希 

97 年 04月 29日 收到來函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本會第 3屆第 4次理監事聯席會」 
2.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請  貴會於 97 年 5月 8日前提供組織章程電子檔至全聯

會秘書處(cart@E-mail12000.com.tw)，請 惠予辦理。」 
97 年 04月 30日 開會通知（E-mail）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37號–本會全體理監事 
「函知本會第 3屆第 2次理事會改期至 97 年 5月 5日（星期一）下午 6時召開，敬請 踴躍出席。」

97 年 05月 01日 本會新任（徐如蘋小姐）、舊任（陳函筠小姐）總幹事辦理交接 
97 年 05月 01日 簡訊第 2次通知本會全體理監事，改期召開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3屆第 2次理事席會。 
97 年 05月 01日 以 E-mail轉寄給全體會員，轉公告徵人啟示： 

1. 台大醫院腫瘤醫學部誠徵放射師 2名 
97 年 05月 05日 召開：「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3屆第 2次理事會」 

 
 地  點：花蓮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 B1會議室 
 出席人員：周理事長 柏希、張常務理事 邇贏、黃理事 麗娟、 

          張理事 奇斌、陳理事 懿芳、、張理事 宸誌、 
          簡監事 銘志 

 請假人員：無 
 缺席人員：謝常務理事 立剛、楊常務監事 芷絜、 

97 年 05月 05日 張理事 宸誌提請辭職 
97 年 05月 06日 以 E-mail請「台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桃園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台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台中縣

醫事放射師公會」、「南投縣醫事放射師公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將本會網頁加入該會的網頁中。

97 年 05月 08日 發函–E-mail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41號–本會第 3屆全體理監事 

「檢送 本會「第 3屆第 2次理事會會議紀錄」及「0970426-東區醫療網課程活動報告書」電子檔

各乙份，請 查收。」 
2、 花醫放周字第 097040號–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 

「本會「第 3屆第 2次會員大會暨繼續教育課程」謹訂於 97 年 6月 1日（日）假財團法人佛教慈濟
醫學中心–第三會議室舉行。當日晚間假闔家歡餐館（花蓮縣花蓮市中和街 228號）舉行「會員聚

餐」，惠請支持，敬請各位會員踴躍參加，請 查照。」 
97 年 05月 08日 確認會員 E-mail、行動電話 

 147-吳威霆 先生 
 148-周檠雅 小姐 

97 年 05月 12日 發函–掛號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40號–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 

「本會「第 3屆第 2次會員大會暨繼續教育課程」謹訂於 97 年 6月 1日（日）假財團法人佛教慈濟
醫學中心–第三會議室舉行。當日晚間假闔家歡餐館（花蓮縣花蓮市中和街 228號）舉行「會員聚

餐」，惠請支持，敬請各位會員踴躍參加，請 查照。」 
97 年 05月 12日 收到來函 

1. 臺灣花蓮地方法院檢察署–「惠請派員於 97 年 5月 28日下午 3時至本署協助說明帳款使用、提領

及周柏希理事長與前任者交接事宜之始末，請查照。」 
97 年 05月 16日 退會 

 會員 094黃震州 先生（財團法人佛教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辦理退會。（會員人數 85人；停
權 1人） 

97 年 05月 16日 繳納 97 年常年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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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到“慢性病防治所＂ 1位會員，97 年常年會費，匯款＄6,000元整。 

97 年 05月 17日 參加活動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公會全國聯合會 
名  稱：全聯會第 3屆第 4次理監事聯席會 
時  間：97 年 05月 17日(星期六)下午 2時 
地  點：醫事放射師會館(台北市重慶北路二段 35號 6 樓之 1) 
參加人員：周理事長 柏希 

97 年 05月 19日 收到來函 
1. 花蓮縣動植物防疫所–「為加強推廣行銷本縣「無毒農業」政策，貴會於辨理會員之相關研習會時

若需排定「無毒農業」課程，請洽本所植物防疫股（電話：8227431-208）以利派員前往解說，請 查

照。」 
97 年 05月 22日 退會 

 會員 125陳錦瑤 小姐（財團法人佛教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辦理退會。（會員人數 86人；停
權 1人） 

97 年 05月 22日 發函–親自送達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42號–花蓮縣魏議員 嘉賢 

「本會於 97 年 6月 1日（星期日）下午 3時 30分，將舉辦第 3屆第 2次會員大會，敬請派員蒞臨

指導。」 
97 年 05月 23日 發函–E-mail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38號–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 
「公告 本會停權處分，會員鍾國晃 先生未依 97 年 3月 5日花醫放周字第 097022號辦理，於 97
年 4月 1日前繳交書面說明。予以停權 6 年，自中華民國 103 年 1月 1日起至中華民國 108 年 12
月 31日止，請 查照。」 

2、 花醫放周字第 097039號–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 
「公告 本會停權處分，會員鍾國晃 先生未依 97 年 3月 5日花醫放周字第 097023號辦理，於 97
年 4月 1日前繳交書面說明。予以停權 6 年，自中華民國 109 年 1月 1日起至中華民國 114 年 12
月 31日止，請 查照。」 

97 年 05月 23日 發函–掛號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38號–鍾國晃 先生 

「公告 本會停權處分，會員鍾國晃 先生未依 97 年 3月 5日花醫放周字第 097022號辦理，於 97
年 4月 1日前繳交書面說明。予以停權 6 年，自中華民國 103 年 1月 1日起至中華民國 108 年 12
月 31日止，請 查照。」 

2、 花醫放周字第 097039號–鍾國晃 先生 
「公告 本會停權處分，會員鍾國晃 先生未依 97 年 3月 5日花醫放周字第 097023號辦理，於 97
年 4月 1日前繳交書面說明。予以停權 6 年，自中華民國 109 年 1月 1日起至中華民國 114 年 12
月 31日止，請 查照。」 

97 年 05月 23日 以 E-mail寄發『電子問卷』，請各理監事配合測試。 
97 年 05月 24日 以 E-mail轉寄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環保人 NO.161」電子報 
97 年 05月 26日 收到來函 

1. 屏東縣醫事放射師公會–「一、本會預定於 97 年 6月 15日於屏東基督教醫院舉辦醫事放射師繼續
教育，檢送課程表乙份，請貴會予以公告轉知所屬會員踴躍上網報名參加，以依規定取得繼續教育

積分。二、再次公告本會網址更改如下：http://www.xray.org.tw」 
97 年 05月 26日 以 E-mail轉寄給全體會員 

1. 屏東縣醫事放射師公會–「一、本會預定於 97 年 6月 15日於屏東基督教醫院舉辦醫事放射師繼續
教育，檢送課程表乙份，請貴會予以公告轉知所屬會員踴躍上網報名參加，以依規定取得繼續教育

積分。二、再次公告本會網址更改如下：http://www.xray.org.tw」 
97 年 05月 28日 收到刊物 

1.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環保人 NO.161 
97 年 05月 28日 由花蓮縣“魏議員 嘉賢＂陪同本會“周理事長 柏希＂、“黃理事 麗娟＂，於下午 3時至臺灣花蓮地

方法院檢察署協助說明第 2屆帳款使用、提領及第３屆周理事長 柏希與前任者交接事宜之始末。 
97 年 05月 29日 舉辦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課程地點：慈濟醫學中心 放射腫瘤科 
課程講師：廖明雄 醫學物理師 
課程名稱：近接治療品質保證作業 
課程積分： 

醫事放射師 - 2點（專業課程） 
輻射防謢師 - 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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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數 – 2小時 

97 年 05月 29日 下午於花蓮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大愛樓 MRI檢查室，召開 6月 1日第 3屆第 2次會員大會行前會議。

97 年 05月 29日 收到 E-mail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請轉知各醫療院所放射技主管,若接獲檢驗全聯會超音波人

力調查表,請勿回填」 
97 年 05月 29日 以 E-mail轉寄給全體會員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請轉知各醫療院所放射技主管,若接獲檢驗全聯會超音波人

力調查表,請勿回填」 
2. 內政部憑證管理中心–「自然人憑證展期服務」 

97 年 05月 31日 以 E-mail轉寄給全體會員 
1. 本會第 3屆第 2次會員大會手冊。 
2. 本會第 3屆第 2次會員大會活動電子問卷 

97 年 05月 31日 開會通知（E-mail）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05號–本會全體理監事暨總幹事 

「第 3屆第 9次理監事聯席會」 
97 年 06月 01日 舉辦活動 

主辦單位：花蓮縣醫事放射公會 
名  稱：第 3屆第 2次會員大會 
時  間：97 年 06月 01日(星期日)下午 3時 30分整 
地  點：財團法人佛教慈濟醫學中心–第三會議室 
參加人員：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 

97 年 06月 01日 舉辦繼續教育研討會 
課程地點：財團法人佛教慈濟醫學中心–第三會議室 
課程講師：魏聰文理事長（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課程名稱：醫事放射相關法規宣導 
課程積分：醫事放射師 - 2點（專業課程）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數 – 2小時 
97 年 06月 01日 舉辦活動 

主辦單位：花蓮縣醫事放射公會 
名  稱：第 3屆第 2次會員大會會員聚餐 
時  間：97 年 06月 01日(星期日)下午 6時 30分整 
地  點：闔家歡餐館（花蓮縣花蓮市中和街 228號；03-8334450） 
參加人員：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 

97 年 06月 02日 發函–E-mail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45號–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 

「公告 新增及修正「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章程」，自 97 年 6月 9日起生效，請 查照。」 
2、 花醫放周字第 097046號–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 

「公告 本會「財務暨公共關係委員會組織簡則」，自 97 年 6月 9日起生效，請 查照。」 
3、 花醫放周字第 097047號–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 

「公告 本會「學術暨編輯出版委員會組織簡則」，自 97 年 6月 9日起生效，請 查照。」 
4、 花醫放周字第 097048號–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 

「公告 本會「經費補助辦法」，自 97 年 6月 9日起生效，請 查照。」 
5、 花醫放周字第 097049號–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 

「公告 本會「講師鐘點費辦法」，自 97 年 6月 9日起生效，請 查照。」 
6、 花醫放周字第 097050號–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 

「公告 本會「會員代表推舉辦法」，自 97 年 6月 9日起生效，請 查照。」 
7、 花醫放周字第 097051號–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 

「公告 本會「優良放射師遴選辦法」，自 97 年 6月 9日起生效，請 查照。」 
8、 花醫放周字第 097052號–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 

「公告 本會「理監事選舉罷免辦法」，自 97 年 6月 9日起生效，請 查照。」 
9、 花醫放周字第 097053號–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 

「公告 本會「理監事補選通訊選舉辦法」，自 97 年 6月 9日起生效，請 查照。」 
97 年 06月 02日 發函–掛號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44號–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玉里分院 
「再函請 貴院馮玉祥、張行音、張紜楨君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7 年度常年會費」，共 3
人；總計新台幣 18,000元整，請 惠予辦理。」 

97 年 06月 02日 簡訊再次通知召開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3屆第 8次理監事聯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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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事                           項 
97 年 06月 03日 收到來函 

1. 臺灣花蓮地方法院檢察署–「請會與協助如說明一之事項，請 查照。」 
2. 花蓮縣衛生局–「為應「97 年度流感疫苗接踵計畫」推行之需，請 貴所調查轄內符合計畫實施之

具執業登記醫事人員並建立名冊及統計表，並於 7月 31日前將統計表傳送本局，請 查照。」 
97 年 06月 04日 確認會員 E-mail、行動電話；050-詹慶發 先生、053-蔡耀琮 先生、129-甘惠妙 小姐 
97 年 06月 04日 收到來函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檢附 貴會上繳本會 97 年 1、2、3、4、5、6月份之常年

會費收據乙紙，請 查收。」 
97 年 06月 05日 以 E-mail公告全體會員 

1. 新系統繼續教育積分查詢的問題 
97 年 06月 06日 提交本會第 1、2屆財務資料，給臺灣花蓮地方法院檢察署。 
97 年 06月 07日 召開：「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3屆第 8次理監事聯席會」 

 
 地  點：花蓮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 B1會議室 
 出席人員：周理事長 柏希、張常務理事 邇贏、黃理事 麗娟、 

          張理事 奇斌、陳理事 懿芳、楊常務監事 芷絜、 
          簡監事 銘志 

 請假人員：無 
 缺席人員：謝常務理事 立剛、徐監事 代祈 

97 年 06月 07日 楊常務監事 芷絜請辭 
97 年 06月 09日 發函–E-mail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54號–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 
「檢送 本會「第 3屆第 2次會員大會會會議紀錄」電子檔乙份，請 查收。」 

97 年 06月 10日 收到來函 
1. 花蓮縣政府–「貴單位申請本府辦理 97 年度議員建議活動經費補助案，本府同意補助，核定補助項

目及金額詳如核定表，復請查照。」 
97 年 06月 12日 郵寄 97 年常年會費收據 

1. “慢性病防治所＂ 1位會員，97 年常年會費收據。 
97 年 06月 12日 1. 林恩賜先生，辦理新入會，會員編號 149。 

（會員人數 87人；停權 1人） 
2. 收到“財團法人佛教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 1位會員（林恩賜）新入會費加 97 年常年會費，

現金＄7,000元整。 
97 年 06月 15日 發函–掛號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56號–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檢送 本會「第 3屆第 2次會員大會會議紀錄」影本乙份、「第 3屆第 2次會員大會手冊」乙本，
請 查收。」 

2. 花醫放周字第 097057號–花蓮縣社會局 社會行政課 
「檢送 本會「第 3屆第 2次會員大會會議紀錄」影本乙份，請 查收。」 

97 年 06月 18日 繳納 97 年常年會費 
1. 收到“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玉里分院＂ 3位會員，97 年常年會費，匯款＄18,000元整。 

97 年 06月 19日 退會 
 會員 144許慈坤 先生（財團法人佛教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辦理退會。（會員人數 86人；停
權 1人） 

97 年 06月 19日 1. 黃瑞京先生，辦理覆會，會員編號 038。 
（會員人數 87人；停權 1人） 

2. 收到“國軍花蓮總醫院附設民眾診療服務處＂ 1位會員（黃瑞京先生）97 年常年會費，現金＄3,000
元整。 

97 年 06月 19日 發函–E-mail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59號–本會第 3屆理監事 

「檢送 本會「第 3屆第 8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紀錄」電子檔乙份，請 查收。」 
97 年 06月 19日 確認會員 E-mail、行動電話；038-黃瑞京 先生、149-林恩賜 先生 
97 年 06月 20日 退會 

 會員 145陳緯諴 先生（國軍花蓮總醫院附設民眾診療服務處），辦理退會。（會員人數 86人；停權
1人） 

97 年 06月 20日 發函–E-mail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58號–本會全體會員 

「即日起徐如蘋小姐辭去本會總幹事乙職，請 察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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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事                           項 
97 年 06月 20日 以 E-mail轉寄知全體會員–灣橋榮民醫院徵才消息 
97 年 06月 20日 以 E-mail公告本會「97 年 6月 26日繼續教育課程」。 
97 年 06月 24日 收到來函 

1. 慈濟技術學院–「函送本校辦理游離輻射防護十八小時訓練及簡章報名表乙份，敬請轉知所屬，並

請踴躍報名。」 
2. 花蓮縣護理師護士公會–「本會第十二屆理監事於 97 年 6月 5日改選竣事。淑娟 承蒙厚愛當選為

本屆理事長，自即日起接筧視事，綜理本會一切會務，敬請各界時賜教益，無任感荷。」 
97 年 06月 24日 以 E-mail轉寄知全體會員 

1. 慈濟技術學院–「函送本校辦理游離輻射防護十八小時訓練及簡章報名表乙份，敬請轉知所屬，並

請踴躍報名。」 
2. 花蓮縣護理師護士公會–「本會第十二屆理監事於 97 年 6月 5日改選竣事。淑娟 承蒙厚愛當選為

本屆理事長，自即日起接接視事，綜理本會一切會務，敬請各界時賜教益，無任感荷。」 
 
以 E-mail轉寄知第 3屆理監事 
1. 花蓮縣政府–「貴單位申請本府辦理 97 年度議員建議活動經費補助案，本府同意補助，核定補助項

目及金額詳如核定表，復請查照。」 
97 年 06月 25日 1. 古維德先生，辦理新入會，會員編號 150。 

（會員人數 87人；停權 1人） 
2. 收到“財團法人佛教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 1位會員（古維德）新入會費加 97 年常年會費，

現金＄4,000元整。 
97 年 06月 25日 確認會員 E-mail、行動電話；150-古維德 先生 
97 年 06月 25日 以 E-mail公告全體會員 

1. 本會 97 年 3月至 97 年 6月入會會員及退會會員 
97 年 06月 26日 舉辦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課程地點：慈濟醫學中心 放射腫瘤科 
課程講師：羅俊偉 
課程名稱：電子電路在醫療儀器之應用 
課程積分： 

醫事放射師 - 2點（專業課程） 
輻射防謢師 - 2點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數 – 2小時 

97 年 06月 26日 收到來函 
1. 花蓮縣藥劑生公會–「本會謹訂於中華民國 97 年 7月 6日(星期日)召開本會第十一屆第三次會員大

會暨自強活動，請 請查照。」 
2. 馬偕紀念醫院台東分院–「為提升花東地區輻射作業工作人員專業知識，本院聯合「東區醫療區域

輔導與資源整合計畫」、「東部地區 97 年度提升山地離島及原住民地區醫事人員繼續教育推廣計畫」

舉辦輻射安全講座，隨函檢附課程表暨報名表乙份，敬請 轉知所屬踴躍參加。」 
3. 花蓮縣政府–「貴會函報第 3屆第 2次會員大會會議記錄案，復如說明，請查照。」 

97 年 06月 26日 以 E-mail轉寄知全體會員 
1. 馬偕紀念醫院台東分院–「為提升花東地區輻射作業工作人員專業知識，本院聯合「東區醫療區域

輔導與資源整合計畫」、「東部地區 97 年度提升山地離島及原住民地區醫事人員繼續教育推廣計畫」

舉辦輻射安全講座，隨函檢附課程表暨報名表乙份，敬請 轉知所屬踴躍參加。」 
 
以 E-mail轉寄知第 3屆全體理監事 
1. 花蓮縣藥劑生公會–「本會謹訂於中華民國 97 年 7月 6日(星期日)召開本會第十一屆第三次會員大

會暨自強活動，請 請查照。」 
2. 花蓮縣政府–「貴會函報第 3屆第 2次會員大會會議記錄案，復如說明，請查照。」 

97 年 06月 26日 更新會員 E-mail、行動電話 
037-謝立剛 先生、054-林玉英 小姐、084-梁郡豪 先生、142-高祥霖 先生 

97 年 06月 26日 以簡訊通知（門諾醫院）下列會員更新 E-mail 
081-鍾耀斌 先生、090-許峻溢 先生、141-李梅鳳 小姐 

97 年 06月 30日 發函–E-mail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60號–劉柔均小姐 

「為業務需要，自中華民國 97 年 7月 1日起至中華民國 97 年 12月 31日止計六個月，聘任劉柔均

小姐擔任本會總幹事乙職，請 查照。」 
97 年 07月 01日 鍾前理事長繳回短少帳款第 2期（共 10期）新台幣 123,092元整。 
97 年 07月 01日 開立「鍾前理事長繳回短少帳款第 2期（共 10期）新台幣 123,092元整。」收據。 
97 年 07月 01日 公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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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事                           項 
 台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理事長黃敏雄父親仙逝，謹擇於 97 年 7月 1日(星期二)舉行公祭，致贈高價

花藍一對 
97 年 07月 01日 收到刊物 

1.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環保人 NO.162 
2. 元培科技大學–加馬雜誌第 39期·2008 

97 年 07月 02日 提撥會務發展基金 96 年度＄26,000元；97 年度＄26,100元（依該年度總預算 5％提撥） 
97 年 07月 02日 發函–E-mail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61號–全體會員 
「函請 貴院（所）本會自中華民國 97 年 7月 1日起，辦理各項收費業務均不收取現金，改由匯款

方式收費。同時辦理各項業務前，應事先電話詢問辦理時間，請 查照辦理。」 
97 年 07月 02日 更新會員 E-mail；141-李梅鳳 小姐 
97 年 07月 02日 本會新任（劉柔均小姐）、舊任（徐如蘋小姐）總幹事辦理交接。 
97 年 07月 02日 1. 劉芳潔小姐，辦理新入會，會員編號 151。 

（會員人數 88人；停權 1人） 
2. 收到“財團法人佛教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 1位會員（劉芳潔小姐）新入會費加 97 年常年會

費，現金＄4,000元整。 
97 年 07月 03日 確認會員 E-mail、行動電話；151-劉芳潔 小姐 
97 年 07月 03日 發函–E-mail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63號–第 3屆全體理監事 
「檢送 本會「97 年度 1月至 6月財務總報表」電子檔乙份，請 查收。」 

97 年 07月 03日 發函–掛號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61號–花蓮 14家執業院所 

「函請 貴院（所）本會自中華民國 97 年 7月 1日起，辦理各項收費業務均不收取現金，改由匯款

方式收費。同時辦理各項業務前，應事先電話詢問辦理時間，請 查照辦理。」 
97 年 07月 03日 1. 前往財政部臺灣省北區國稅局花蓮縣分局變更扣繳憑單負責人 

2. 前往台灣銀行花蓮分行開立基金專戶 
3. 將 96 年度＄26,000元；97 年度＄26,100元，共＄52,100元會務發展基金存入本會基金專戶，並將

＄50,000元轉 1 年期定存（98 年 7月 3日到期） 
97 年 07月 04日 致電「行政院衛生署」詢問新繼續教育積分系統疑問： 

1. 多數會員的執業執照有效期間不是正確的。 
2. 少數會員於新系統中顯示為未執業。 

97 年 07月 05日 以 E-mail告知全體會員 
1. 請各會員依據身上所攜帶的執業執照上面的有效期間，用 E-mail回覆給本會。 

97 年 07月 07日 發函–掛號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62號–元培科技大學放射技術系 

「本會第 3屆理事長已於中華民國 96 年 6月 13日改選竣事，周柏希當選為本屆理事長，請 查照。」

97 年 07月 08日 以 E-mail告知全體會員 
公開徵求本會會員參選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花蓮縣會員代表共兩名。 

97 年 07月 08日 更新會員 E-mail；081-鍾耀斌 先生 
97 年 07月 08日 以 E-mail公告本會「97 年 7月 24日繼續教育課程」。 
97 年 07月 09日 收到來函 

1. 花蓮縣衛生局–「檢送「行政院衛生署補助醫事人員至山地鄉開業要點」及申請附件各乙份，請轉

知貴屬會員，請 查照。」 
97 年 07月 10日 退會 

 會員 120許浩銘 先生（財團法人佛教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辦理退會。（會員人數 87人；停
權 1人） 

97 年 07月 10日 確認會員行動電話；092-魏婉如 小姐 
97 年 07月 11日 1. 收到“行政院衛生署玉里醫院放射科＂ 1位會員（瓦紹‧瑪幹先生）新入會費加 97 年常年會費，

匯款＄4,000元整。 
97 年 07月 11日 1. 瓦紹‧瑪幹先生，辦理新入會，會員編號 152。 

（會員人數 89人；停權 1人） 
2. 確認會員 E-mail、行動電話；152-瓦紹‧瑪幹先生 

97 年 07月 11日 發函–掛號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64號–花蓮 18家執業院所 

「函知本會會員，本會訂於 97 年 9月 6日（六）辦理第 3屆第 1次理事、監事補選通訊選舉開票，

請有興趣參選之會員於 97 年 7月 29日（二）開始辦理參選登記，敬請 踴躍參選。」 
2. 花醫放周字第 097065號–花蓮 18家執業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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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知本會會員，本會訂於 97 年 12月 25日發刊「2008 年數位版會刊」，敬請 踴躍投稿。」 

97 年 07月 11日 發函–E-mail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64號–全體會員 

「函知本會會員，本會訂於 97 年 9月 6日（六）辦理第 3屆第 1次理事、監事補選通訊選舉開票，

請有興趣參選之會員於 97 年 7月 29日（二）開始辦理參選登記，敬請 踴躍參選。」 
2. 花醫放周字第 097065號–全體會員 

「函知本會會員，本會訂於 97 年 12月 25日發刊「2008 年數位版會刊」，敬請 踴躍投稿。」 
97 年 07月 15日 以 E-mail轉公告「全聯會」消息全體會員 

1. 急徵女性放射師至中國廣州市執業 
2. 誠徵女性醫事放射師至新加坡執業 

97 年 07月 15日 以 E-mail轉公告全體會員 
1. 花蓮縣衛生局–「檢送「行政院衛生署補助醫事人員至山地鄉開業要點」及申請附件各乙份，請轉

知貴屬會員，請 查照。」 
97 年 07月 15日 以 E-mail第 2次告知全體會員 

公開徵求本會會員參選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花蓮縣會員代表共兩名。 
97 年 07月 18日 1. 收到“財團法人佛教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 1位會員（鍾玉禎小姐）新入會費加 97 年常年會

費，匯款＄4,000元整。 
97 年 07月 22日 1. 鍾玉禎小姐，辦理新入會，會員編號 153。 

（會員人數 90人；停權 1人） 
2. 確認會員 E-mail、行動電話；153-鍾玉禎小姐 

97 年 07月 22日 退會 
 會員 143黃士洲 先生（行政院衛生署玉里醫院放射科），辦理退會。（會員人數 89人；停權 1人）

97 年 07月 22日 收到來函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函請責會協助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以下簡稱本會)辦理第十五屆會員

代表選舉事宜，並請轉知所屬會員踴躍參選本會會員代表，惠請同意賜復。」 
97 年 07月 23日 以 E-mail第 3次告知全體會員 

公開徵求本會會員參選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花蓮縣會員代表共兩名。 
97 年 07月 23日 以 E-mail轉公告全體會員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函請責會協助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以下簡稱本會)辦理第十五屆會員

代表選舉事宜，並請轉知所屬會員踴躍參選本會會員代表，惠請同意賜復。」 
97 年 07月 23日 以 E-mail傳送「97 年度流感疫苗接種計畫」名冊至花蓮縣衛生局。 
97 年 07月 24日 舉辦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課程地點：慈濟醫學中心 放射腫瘤科 
課程講師：吳介能 
課程名稱：新型加馬刀（一）、（二） 
課程積分： 

醫事放射師 - 2點（專業課程） 
輻射防謢師 - 2點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數–2小時 

97 年 07月 24日 完成 7/24繼續教育課程，醫事放射師（士）、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數登錄 
97 年 07月 29日 第 3屆第 1次理事、監事補選通訊選舉參選人開始辦理登記。 
97 年 07月 31日 收到刊物 

1.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環保人 NO.163 
97 年 07月 31日 收到來函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函請 貴會提撥本(97)年度籌建「醫事放射師會館」建館

基金共計新台幣 29,500元整，請 會予辦理。」 
97 年 08月 01日 以 E-mail公告全體會員 

1. 本會 97 年 7月入會會員及退會會員 
97 年 08月 01日 登記參選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第 15屆會員代表；共二名 

 3099周柏希 
 3625張奇斌 

97 年 08月 01日 1 訂定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相關行政規則： 
1.1 「理事、監事自律條文」訂定全文 6條 
1.2 「會議準則」訂定全文 6條 

97 年 08月 02日 開會通知（E-mail）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66號–本會全體理監事 

「第 3屆第 3次理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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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年 08月 05日 第 3屆第 1次理事、監事補選通訊選舉參選人截止辦理登記。 
97 年 08月 07日 收到來函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97 年度第二次全國各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理事長聯席會暨

本會第三屆第五次理監事聯席會」 
97 年 08月 08日 召開：「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3屆第 3次理事會」 

 
 地  點：花蓮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 B1會議室 
 出席人員：周理事長 柏希、張常務理事 邇贏、黃理事 麗娟、 

          張理事 奇斌、陳理事 懿芳、簡監事 銘志 
 請假人員：無 
 缺席人員：謝常務理事 立剛 

97 年 08月 08日 退會 
 會員 129甘惠妙 小姐（財團法人佛教慈濟醫學中心放射腫瘤科），辦理退會。（會員人數 88人；停
權 1人） 

97 年 08月 10日 以 E-mail公告本會「97 年 8月 9日繼續教育課程」。 
97 年 08月 11日 發函–掛號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68號–謝立剛 
「公告 本會於中華民國 97 年 8月 7日（四）召開第 3屆第 3次理事會決議，依據本會章程第 27
條第三款規定解任謝常務理事 立剛之職務，請 查照。」 

2. 花醫放周字第 097069號–徐代祈 
「公告 本會於中華民國 97 年 8月 7日（四）召開第 3屆第 3次理事會決議，依據本會章程第 27
條第三款規定解任徐監事 代祈之職務，請 查照。」 

97 年 08月 11日 發函–E-mail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68號–全體會員 

「公告 本會於中華民國 97 年 8月 7日（四）召開第 3屆第 3次理事會決議，依據本會章程第 27
條第三款規定解任謝常務理事 立剛之職務，請 查照。」 

2. 花醫放周字第 097069號–全體會員 
「公告 本會於中華民國 97 年 8月 7日（四）召開第 3屆第 3次理事會決議，依據本會章程第 27
條第三款規定解任徐監事 代祈之職務，請 查照。」 

97 年 08月 11日 捐款 
1. 提撥本(97)年度籌建「醫事放射師會館」建館基金共計新台幣 29,500元整。 
2. 提撥本(95)年度籌建「醫事放射師會館」建館基金共計新台幣 29,500元整。 

97 年 08月 11日 開會通知（E-mail）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67號–本會全體理監事 

「第 3屆第 4次理事會」 
97 年 08月 11日 以 E-mail、簡訊再次通知全體會員，踴躍參選理監事補選通訊選舉。 
97 年 08月 12日 發函–E-mail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71號–本會第 3屆理監事 
「檢送 本會「第 3屆第 3次理事會會議紀錄」電子檔乙份，請 查收。」 

97 年 08月 12日 收到來函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函轉內政部釋示會員辦理退會時不退常年會費是否適法之

函文，請查照。」 
97 年 08月 14日 召開：「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3屆第 4次理事會」 

 
 地  點：花蓮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 B1會議室 
 出席人員：周理事長 柏希、張常務理事 邇贏、黃理事 麗娟、 

          張理事 奇斌、陳理事 懿芳、簡監事 銘志 
 請假人員：無 
 缺席人員： 

97 年 08月 15日 發函–掛號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70號–本會全體會員 

「函 請本會會員於 97 年 8月 20日（三）起開始理監事補選通訊投票至 97 年 9月 3日（三）截止
理監事補選通訊投票，並請以掛號方式寄回選票，敬請 踴躍投票。」 

97 年 08月 15日 掛號寄送、親送第 3屆第 1次理事、監事補選通訊選舉選票 
郵寄方式 醫院（人員） 負責人員 份數 
掛號  劉總幹事 柔均 31份 
親自送達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醫學中心 陳理事 懿芳 39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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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自送達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門諾會醫院 簡監事 銘志  17份 

 

97 年 08月 16日 參加活動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公會全國聯合會 
名  稱：97 年度第二次全國各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理事長聯席會暨本會第三屆第五次理監事聯席會 
時  間：97 年 08月 16日(星期六)下午 3時 
地  點：中山醫學大學 A棟 A01會議室(台中市南區大慶街 2段 100號) 
參加人員：周理事長 柏希 

97 年 08月 17日 發函–E-mail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72號–本會第 3屆理監事 

「檢送 本會「第 3屆第 4次理事會會議紀錄」電子檔乙份，請 查收。」 
97 年 08月 19日 發函–E-mail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73號–全體會員 
「公告 本會「理事、監事自律條文」，自 97 年 8月 17日起生效，請 查照。」 

2. 花醫放周字第 097074號–全體會員 
「公告 本會「會議準則」，自 97 年 8月 17日起生效，請 查照。」 

97 年 08月 20日 「97 年度自強活動」開始辦理報名。 
97 年 08月 20日 第 3屆第 1次理事、監事補選通訊選舉投票開始 
97 年 08月 25日 發函–E-mail、掛號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75號–全體會員 
「本會「97 年度自強活動」謹訂於 97 年 11月 1日（六）至 2日（日）假宜蘭馬告生態公園棲蘭山

莊舉行，敬請各位會員踴躍參加，請 查照。」 
2. 花醫放周字第 097077號–理事、監事補選後選人 

「敬請出席本會第 3屆第 9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請查照。」 
3. 花醫放周字第 097078號–全體會員 

「提名本會「傑出醫事放射師（士）」、「資深醫事放射師（士）」參加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

聯合會於 97 年 11月 8日（六）假亞東紀念醫院舉辦之「第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暨 2008 年醫事

放射師節慶祝活動」，敬請會員提名，請 查照。」 
97 年 08月 26日 開會通知（E-mail）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76號–本會第 3屆理事、監事 
「第 3屆第 9次理監事聯席會」 

97 年 08月 28日 舉辦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課程地點：慈濟醫學中心 放射腫瘤科 
課程講師：趙豪瑜 
課程名稱：醫用迴旋加速器簡介 
課程積分： 

醫事放射師 - 2點（專業品質） 
輻射防謢師 - 2點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數–2小時 

97 年 08月 28日 收到刊物 
1.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環保人 NO.164 

97 年 08月 28日 收到來函 
1. 屏東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本會預定於 97 年 9月 21日於東港安泰醫院舉辦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

檢送課程表乙份，請貴會予以公告轉知所屬會員踴躍上網報名參加，以依規定取得繼續教育學分。」

97 年 08月 29日 完成 8/28繼續教育課程，醫事放射師（士）、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數登錄 
97 年 08月 31日 「臺灣地區醫事專門人員歷年加入公會調查統計表」，回覆國立中正大學醫療資訊管理研究中心 
97 年 08月 31日 以 E-mail轉公告全體會員 

1. 屏東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本會預定於 97 年 9月 21日於東港安泰醫院舉辦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
檢送課程表乙份，請貴會予以公告轉知所屬會員踴躍上網報名參加，以依規定取得繼續教育學分。」

97 年 09月 02日 收到來函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請 貴會派員參加 97 年 9月 6日「全國醫事放射師入口網

站」操作教學，請查照。」 
2. 花蓮縣衛生局–「菸害防制法新規定將於 98 年 1月 11日施行，惠請 貴會轉知所屬會員提前因應

廣為周知，請 查照。」 
97 年 09月 02日 收到台灣銀行花蓮分行「8月存款對帳單」。 
97 年 09月 02日 簡訊再次通知召開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3屆第 9次理監事聯席會 
97 年 09月 02日 以 E-mail轉公告全體會員 

1. 花蓮縣衛生局–「菸害防制法新規定將於 98 年 1月 11日施行，惠請 貴會轉知所屬會員提前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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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為周知，請 查照。」 

97 年 09月 02日 以 E-mail公告本會「97 年 9月 25日繼續教育課程」。 
97 年 09月 03日 第 3屆第 1次理事、監事補選通訊選舉投票截止 
97 年 09月 03日 以 E-mail、簡訊公告全體會員「97 年度自強活動」活動異動公告 
97 年 09月 04日 發函–掛號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79號–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輻射防護處 
「檢送 花東地區醫事放射師在職繼續教育訓練推動計畫–放射醫學影像品保暨影像判讀研討會(2
場次之二)繼續教育積分申請表及繼續教育講員資格表，請 查照。」 

97 年 09月 06日 第 3屆第 1次理事、監事補選通訊選舉開票 
 
當選名單 
理  事：鄭浩宇、鄧君珊、高祥霖、馮玉祥 
後補理事：陳振宗 
監  事：廖學輝、張暢祐 

97 年 09月 06日 召開：「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3屆第 9次理監事聯席會」 
 

 地  點：花蓮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 B1會議室 
 出席人員：周理事長 柏希、張常務理事 邇贏、張常務理事 奇斌、黃理事 麗娟、陳理事 懿

芳、鄭理事 浩宇、鄧理事 君珊、高理事 祥霖、簡常務監事 銘志、廖監事 學輝、

張監事 暢祐 
 請假人員：  
 缺席人員：馮理事 玉祥 
 貴  賓：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粟常務理事 文治（台北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3

屆理事長；亞東紀念醫院影像醫學科） 
97 年 09月 07日 更新會員電話；019-廖學輝 先生 
97 年 09月 07日 更新本會第 3屆選任職員(理監事)簡歷冊 
97 年 09月 07日 以 E-mail、簡訊公告全體會員「97 年度自強活動」活動異動更新公告 
97 年 09月 08日 更新會員電話；010-賴明偉 先生、061-劉漢威 先生、095-游玉婕 小姐 
97 年 09月 08日 以 E-mail 

1. 通知全體會員請提供「個人大頭照電子檔」乙份。 
2. 通知理監事「社團評監」相關文件。 
3. 轉知台北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E-mail訊息：「亞東紀念醫院影像醫學科訂九十七年九月二十七日假亞

東紀念醫院 14 樓國際會議廳舉辦國際型研討會」。 
97 年 09月 10日 收到來函 

1.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敬邀宜花東地區醫事放射師參加民國 97 年 10月 18日花東地區醫事
放射師在職教育訓連推動計畫/放射醫學影像品保暨影像判讀研討會。」 

97 年 09月 11日 發函–E-mail給全體會員、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80號–本會全體會員 

「檢送 本會「第 3屆第 1次理事、監事補選通訊選舉開票紀錄」、「第 3屆理監事暨會務人員名冊」、

「第 3屆第 1次理事、監事補選通訊選舉選票分析」各乙份，請 查收。」 
97 年 09月 12日 發函–E-mail給全體理監事、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81號–本會全體理監事 
「檢送 本會「第 3屆第 9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記錄」電子檔乙份，請 查收。」 

97 年 09月 14日 以 E-mail公告 97 年度自強活動報名因颱風，可以延期至 17日(三) 報名截止。 
97 年 09月 15日 發函–掛號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80號–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檢送 本會「第 3屆第 1次理事、監事補選通訊選舉開票紀錄」、「第 3屆理監事暨會務人員名冊」、

「第 3屆第 1次理事、監事補選通訊選舉選票分析」各乙份，請 查收。」 
2. 花醫放周字第 097081號–花蓮縣社會局、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檢送 本會「第 3屆第 9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記錄」電子檔乙份，請 查收。」 
97 年 09月 16日 本會常務理事會務討論會，於慈濟醫學中心 影像醫學部︱B1會議室舉行。 
97 年 09月 17日 「97 年度自強活動」報名截止。 
97 年 09月 17日  更新會員電話；018-林春美 女士 

 更新會員姓名；031-孔德兟 先生 
97 年 09月 17日 以 E-mail轉公告醫事放射學會消息：「於 9/28日及 10/5日舉辦兩場研討會訊息。」 
97 年 09月 18日 收到來函 

1. 馬偕紀念醫院台東分院–「為提昇花東地區輻射作業工作人員品保專業知識，本院與「東區醫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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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輔導與資源整合計畫」、台東縣放射師公會，聯合舉辦「CT及MRI品保檢測作業課程暨乳房攝影
非年度品保人員專業訓練講座」，隨函檢附課程表暨報名表乙份，敬請 轉之所屬踴躍參加。」 

97 年 09月 18日 開立「97 年度自強活動」收據。 
97 年 09月 19日 以 E-mail公告本會「97 年 10月 18日繼續教育課程」。 
97 年 09月 25日 以 E-mail轉公告全聯會消息：「謹訂於 10月 4日舉辦美國放射師執(證)照研習班說明會。」 
97 年 09月 25日 舉辦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課程地點：慈濟醫學中心 放射腫瘤科 
課程講師：葉善宏 
課程名稱：游離輻射防護安全 
課程積分： 

醫事放射師 - 2點（醫事放射相關法規） 
輻射防謢師 - 2點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數–2小時 

97 年 09月 25日 完成 9/25繼續教育課程，醫事放射師（士）、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數登錄 
97 年 09月 26日 以Ｅ-mail公告：「自 8/18日起本會暫停更新所有網頁資料。」 
97 年 09月 28日 提供全聯會：「全國醫事放射師入口網站，本會將匯入之會員資料」。 
97 年 09月 29日 以 E-mail轉公告全體會員 

1. 馬偕紀念醫院台東分院–「為提昇花東地區輻射作業工作人員品保專業知識，本院與「東區醫療區

域輔導與資源整合計畫」、台東縣放射師公會，聯合舉辦「CT及MRI品保檢測作業課程暨乳房攝影
非年度品保人員專業訓練講座」，隨函檢附課程表暨報名表乙份，敬請 轉之所屬踴躍參加。」 

97 年 09月 30日 收到刊物 
1.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環保人 NO.165 

97 年 09月 30日 收到來函 
1. 花蓮縣衛生局–「97 年度流成疫苗接種計畫之具執業登記醫事人員接種期程自 97 年 10月 1日至 11

月 30日止，請協助轉知所屬符合接種條件之對象，儘速前往轄區衛生所免費接種疫苗，請 查照。」
2. 花蓮縣衛生局–「檢送行政院衛生署 97 年 9月 25日衛署醫字第 0970201038號公告「醫事放射師執

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修正草案總說明及條文對照表各 l份，請查照。」 
3.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函知本會第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開會日期、地點，並

請再次確核責會所推薦之會員代表名單，俾便提報作業，請查照。」 
97 年 09月 30日 以 E-mail轉公告全體會員 

1. 花蓮縣衛生局–「97 年度流成疫苗接種計畫之具執業登記醫事人員接種期程自 97 年 10月 1日至 11
月 30日止，請協助轉知所屬符合接種條件之對象，儘速前往轄區衛生所免費接種疫苗，請 查照。」

2. 花蓮縣衛生局–「檢送行政院衛生署 97 年 9月 25日衛署醫字第 0970201038號公告「醫事放射師執
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修正草案總說明及條文對照表各 l份，請查照。」 

97 年 09月 30日 以 E-mail轉公告全體理監事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函知本會第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開會日期、地點，並

請再次確核責會所推薦之會員代表名單，俾便提報作業，請查照。」 
97 年 09月 30日 提供本會參加“全聯會舉辦第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會員代表名單。 

本會代表（3位）：周理事長 柏希、張常務理事 邇贏、鄭理事 浩宇 
97 年 10月 01日 鍾前理事長繳回短少帳款第 3期（共 10期）新台幣 123,092元整。 
97 年 10月 01日 開立「鍾前理事長繳回短少帳款第 3期（共 10期）新台幣 123,092元整。」收據。 
97 年 10月 03日 收到來函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請  貴會繳交全聯會 97 年 7至 12月常年會費，共計新台

幣 38,400元整(以會員人數 80名為計算基礎)，請 惠予辦理。」 
97 年 10月 09日 收到來函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函請 貴會推派乙名代表參與會館管理委員會，並出席「醫

事放射師會館管理委員會」97 年度第一次會議，請 查照。」 
97 年 10月 14日 以 E-mail轉公告全體理監事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函請 貴會推派乙名代表參與會館管理委員會，並出席「醫

事放射師會館管理委員會」97 年度第一次會議，請 查照。」 
97 年 10月 15日 發函–掛號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82號–鍾國晃 
「檢附 鍾國晃君繳交「公會帳務短少分期補回」之分期金收據叁紙，請 查收。」 

2. 花醫放周字第 097083號–花蓮縣社會局 
「詢問有關工商暨自由職業團體年度評鑑事宜，請 核示。」 

97 年 10月 15日 發函–E-mail給全體理監事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82號–鍾國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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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 鍾國晃君繳交「公會帳務短少分期補回」之分期金收據叁紙，請 查收。」 

2. 花醫放周字第 097083號–花蓮縣社會局 
「詢問有關工商暨自由職業團體年度評鑑事宜，請 核示。」 

97 年 10月 15日 以 E-mail轉公告全體理監事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請  貴會繳交全聯會 97 年 7至 12月常年會費，共計新台

幣 38,400元整(以會員人數 80名為計算基礎)，請 惠予辦理。」 
97 年 10月 15日 繳交全聯會 97 年 7月至 97 年 12月常年會費 38,400元整。（以會員人數 80人為基礎） 
97 年 10月 15日 變更參加“全聯會舉辦第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本會會員代表名單。 

本會代表（2位）：周理事長 柏希、張常務理事 奇斌、 
97 年 10月 15日 收到有限責任花蓮第二信用合作社「存款對帳單」。 
97 年 10月 15日 以 E-mail公告本會「97 年 10月 30日繼續教育課程」。 
97 年 10月 16日 更新本會網站資料 
97 年 10月 17日 網頁 

1. 提供全聯會本會網站使用問題。 
97 年 10月 18日 1. 更新本會網站資料 

2. 更新設計「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資料庫」 
97 年 10月 18日 舉辦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課程地點：花蓮慈濟醫學中心 教學部 601教室 
 

  課 程 積 分

講師 課程名稱 醫事放射師 輻射防謢師 公務人員

李文禮 放射醫學影像品質保證（一）、（二）
2點 

（專業課程；感染管制） 2點 2小時 

張寶源 胸部 X光影像判讀（一）、（二） 2點 
（專業課程；兩性） 2點 2小時 

 
 

97 年 10月 18日 完成 10/18繼續教育課程，醫事放射師（士）、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數登錄 
97 年 10月 20日 更新本會網站資料 
97 年 10月 20日 通知原參加 10/25「醫事放射師會館管理委員會」97 年度第一次會議，因出席人數不足延期。 
97 年 10月 20日 網頁 

1. 提供全聯會本會網站使用問題。 
97 年 10月 23日 收到來函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函知原訂民國 97 年 10月 25日（星期六）假醫事放射師會

員（台北市重慶北路二段 35號 6 樓之 1）召開之「醫事放射師會館管理委員會」97 年度第一次會議，

因出席人數未達法定標準，擬改期至本（97）年度 12月份擇日召開，屆時將寄發開會通知，照程不

便，敬請見諒。」 
97 年 10月 28日 收到來函 

1. 花連縣政府–「有關詢問工商暨自由職業團體年度評鑑案，復請查照。」 
97 年 10月 28日 以 E-mail轉公告全體理監事 

1. 花連縣政府–「有關詢問工商暨自由職業團體年度評鑑案，復請查照。」 
97 年 10月 29日 以 E-mail公告全體會員（第 2次） 

1. 通知全體會員請提供「個人大頭照電子檔」乙份。 
97 年 10月 29日 以 E-mail公告參加「97 年度自強活動」會員當日集合地點。 
97 年 10月 29日 更新會員 mail；038-黃瑞京 先生 
97 年 10月 30日 以簡訊在再次公告參加「97 年度自強活動」會員當日集合地點。 
97 年 10月 30日 舉辦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課程地點：慈濟醫學中心 放射腫瘤科 
 

  課 程 積 分

講師 課程名稱 醫事放射師 輻射防謢師 公務人員

彭文君 BMD（一）、（二） 2點 
（專業課程；無） 2點 2小時 

 

97 年 10月 30日 收到來函 
1. 考選部–「本部訂於本（97）年 11月 15日（星期六）於國立陽明大學活動中心表演廳舉辦 97 年度

考選制度研討會系列四「醫事放射師之可教訓用制度與國際接軌研討會」，敬請貴部（署、會、系、

科）鼓勵所屬人員參加，請 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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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年 10月 31日 完成 10/30繼續教育課程，醫事放射師（士）、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數登錄。 
97 年 11月 01日 舉辦活動 

主辦單位：花蓮縣醫事放射公會 
名  稱：97 年度自強活動 
時  間：97 年 11月 1日(六)至 2日(日) 
地  點：宜蘭旅行（傳統藝術中心、棲蘭神木園） 
參加人員：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 

97 年 11月 01日 舉辦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課程地點：可青飯店 
 

  課 程 積 分

講師 課程名稱 醫事放射師 輻射防謢師 公務人員

周柏希 醫事放射師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

說明（一）、（二） 

2點 
（專業相關法規；感染

管制） 
0點 2小時 

 

97 年 11月 03日 收到刊物 
1.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環保人 NO.166 

97 年 11月 03日 完成 11/1繼續教育課程，醫事放射師（士）、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數登錄 
97 年 11月 03日 收到來函 

1. 花蓮縣護理師護士公會–「本會將於 97 年 11月 3日遷移，敬請更新通訊資料，以利相關會務聯繫。

請 查照。」 
97 年 11月 03日 以 E-mail寄發「97 年度自強活動」問卷給參加的會員。 
97 年 11月 06日 1. 收到“國軍花蓮總醫院附設民眾診療服務處＂1位會員（施彥宇）新入會費加 97 年常年會費，匯款

＄4,000元整。 
97 年 11月 08日 參加活動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亞東紀念醫院 
名  稱：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3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暨 2008 年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 
時  間：97 年 11月 08日(星期六)上午 10時 30分∼12時 
地  點：亞東紀念醫院 14 樓國際會議廳(台北縣板橋市南雅南路二段 21號) 
參加人員：周理事長 柏希、張常務理事 奇斌 

97 年 11月 08日 參加活動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公會全國聯合會 
名  稱：全聯會第 3屆第 6次理監事聯席會 
時  間：97 年 11月 08日(星期六)下午 2時 
地  點：亞東紀念醫院 14 樓第 1會議室(台北縣板橋市南雅南路二段 21號) 
參加人員：周理事長 柏希 

97 年 11月 09日 以 E-mail公告全體會員 
1. 敬邀出席考選部 97 年 11月 15日醫事放射師之教考訓用制度與國際接軌研討會 

97 年 11月 11日 1. 11/11日起，開始辦理 97 年度自強活動參加會員退款款項。 
2. 11/11日起，開始辦理 97 年度自強活動值班會員補助款項。 

97 年 11月 11日 1. 新入會：施彥宇先生，辦理入會，會員編號 154。 
（會員人數 89人；停權 1人） 

97 年 11月 13日 申請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登入帳號。 
97 年 11月 15日 參加活動 

指導單位：考試院 
主辦單位：考選部、陽明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協辦單位：教育部、行政院衛生署、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名  稱：97 年度考選制度研討會系列四「醫事放射師之教考訓用制度與國際接軌研討會」 
專題一：醫事放射師教育、考試制度與國際接軌之研究 
專題二：醫事放射師訓練、職業管理制度與國際接軌之研究 

時  間：民國 97 年 11月 15日（星期六） 
地  點：陽明大學活動中心表演廳（臺北市北投區立農街二段 155號） 
參加人員：周理事長 柏希、高理事 祥霖、 
     胡雅涵 醫事放射師、周檠雅 醫事放射師、吳威霆 醫事放射師 

97 年 11月 20日 台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理事長陳萬春父親仙逝，將於 97 年 11月 20日(星期四)上午 7時 10分，假台南奇
美醫學中心懷思堂舉行家祭及公祭，本會送花籃一對。 

97 年 11月 21日 登錄 10/18日輻射防護人員繼續教育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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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年度工作紀要 

日    期 事                           項 
97 年 11月 24日 1. 收到“行政院衛生署花蓮醫院＂1位會員（許慈坤）97 年常年會費，匯款＄3,000元整。 

2. 許慈坤先生，辦理復會，會員編號 144。 
（會員人數 90人；停權 1人） 

97 年 11月 24日 原能會輻防繼續教育點數申報核准通知，10/18日輻射防護人員繼續教育積分。 
97 年 11月 24日 收到來函 

1. 花蓮縣衛生局–「檢送行政院衛生署 98 年度醫療區域輔導與資源整合計畫作業要點（草案），惠請

櫃單位依作業要點工作項目提出相關計畫。」 
97 年 11月 24日 以 E-mail公告全體理監事 

1. 花蓮縣衛生局–「檢送行政院衛生署 98 年度醫療區域輔導與資源整合計畫作業要點（草案），惠請

櫃單位依作業要點工作項目提出相關計畫。」 
97 年 11月 25日 收到刊物 

1.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環保人 NO.167 
97 年 11月 25日 以 E-mail公告全體會員 

1.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環保人 NO.167 
2.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電子報第 84期 

97 年 11月 25日 常務監事稽核 
屆  數：第 3屆 
次  數：第 1次 
時  間：17︰30–21︰30 
陪同人員：周理事長 柏希、劉總幹事 柔均 

97 年 11月 26日 收到來函 
1. 基隆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本會理事長倪景落於十月二十一日將辦理退會，並於十一月十四日辨理

交接儀式，理事長一職由陳臣苑擔任，常務理事一職由律美蘭擔任，其理事一職由後補理事王健名

遞補，請查照。」 
97 年 11月 27日 舉辦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課程地點：慈濟醫學中心 放射腫瘤科 
 

  課 程 積 分

講師 課程名稱 醫事放射師 輻射防謢師 公務人員

廖明雄 

醫學物

理師 
加速器品質保證作業（一）、（二） 2點 

（專業課程；感染管制） 2點 2小時 

 

97 年 11月 27日 完成 11/27繼續教育課程，醫事放射師（士）、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數登錄 
97 年 11月 29日 開會通知（E-mail）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10號–本會全體理監事 
「第 3屆第 10次理監事聯席會」 

97 年 11月 30日 以 E-mail公告全體理監事 
1. 基隆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本會理事長倪景落於十月二十一日將辦理退會，並於十一月十四日辨理

交接儀式，理事長一職由陳臣苑擔任，常務理事一職由律美蘭擔任，其理事一職由後補理事王健名

遞補，請查照。」 
97 年 12月 02日 發函 

1. 平信–花醫放周字第 097085號–花蓮縣護理師護士公會 
「本會第 3屆理事長已於中華民國 96 年 6月 13日改選竣事，周柏希當選為本屆理事長，請 查照。」

2. 掛號–花醫放周字第 097086號–花蓮縣社會局、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第 3屆第 10次理監事會聯席會」 

97 年 12月 06日 召開：「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3屆第 10次理監事聯席會」 
 

 地  點：花蓮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 B1會議室 
 出席人員：周理事長 柏希、張常務理事 邇贏、張常務理事 奇斌、黃理事 麗娟、陳理事 懿

芳、鄭理事 浩宇、鄧理事 君珊、高理事 祥霖、簡常務監事 銘志、廖監事 學輝、

張監事 暢祐 
 請假人員： 
 缺席人員：馮理事 玉祥 
 貴  賓： 

97 年 12月 07日 總幹事、理事長至理想大地勘查「97 年度歲末繼續教育課程暨歲末聚餐」活動場地。 
97 年 12月 09日 發函–掛號、E-mail給全體會員 

1. 花醫放周字第 097087號–全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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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年度工作紀要 

日    期 事                           項 
「本會謹訂於 97 年 12月 21日（日）下午 2時 10分假花蓮理想大地渡假飯店 102A宴會廳（花蓮

縣壽豐鄉理想路一號）舉行「97 年度歲末繼續教育課程」。當日晚間 6時舉行「97 年度歲末聚餐活

動」，惠請支持，敬請各位會員踴躍參加，請 查照。」 
97 年 12月 09日 收到來函 

1. 彰化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檢送本會新任總幹事及聯絡通訊名單，請查照。」 
97 年 12月 09日 以 E-mail公告本會 

「97 年 12月 21日繼續教育課程」。 
「97 年 12月 25日繼續教育課程」。 

97 年 12月 10日 更新會員 mail；012-蔡藝華 小姐 
97 年 12月 13日 更新會員 mail；122-李冠毅 先生 
97 年 12月 14日 以 E-mail公告全體理監事 

1. 彰化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檢送本會新任總幹事及聯絡通訊名單，請查照。」 
97 年 12月 14日 更新會員 mail；068-徐 蓓 小姐 
97 年 12月 16日 97 年度歲末聚餐活動，相關人員第 1次預演。 
97 年 12月 19日 收到來函 

1. 彰化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檢送本會新任總幹事及聯絡通訊名單，請查照。」 
97 年 12月 19日 收到賀年卡片 

1. 台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2009 年賀年卡片」 
2. 台北縣醫事放射師公會–「2009 年賀年卡片」 

97 年 12月 20日 以 E-mail提供會員，97 年 12月 21日「97 年度歲末繼續教育課程」課程講議電子檔。 
97 年 12月 20日 97 年度歲末聚餐活動，相關人員第 2次預演。 
97 年 12月 21日 以 E-mail寄發會員，97 年 12月 21日「97 年度歲末繼續教育課程暨歲末聚餐」電子問卷。 
97 年 12月 21日 舉辦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課程地點：理想大地渡假飯店 102A宴會廳（花蓮縣壽豐鄉理想路一號） 
 

  課 程 積 分

講師 課程名稱 醫事放射師 輻射防謢師 公務人員

楊志鴻 醫療從業人員肌肉骨骼系統職業傷

害：淺談預防及保健(一)、(二) 
2點 

（專業課程；無） 0點 2小時 

周柏希 新版-醫事放射師執業登記及繼續教
育辦法宣導(一)、(二) 

2點 
（專業相關法規；感染

管制） 
0點 2小時 

 
 

97 年 12月 21日 舉辦活動 
主辦單位：花蓮縣醫事放射公會 
名  稱：97 年度歲末聚餐 
時  間：97 年 12月 21日(星期日)下午 6時 00分整 
地  點：理想大地渡假飯店 102A宴會廳（花蓮縣壽豐鄉理想路一號） 
參加人員：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 

97 年 12月 23日 收到來函 
1. 藍海電腦教育推廣中心–「本中心辦理「歲末獻溫情 關懷滿藍海」免費公益電腦技能養成活動課

程表，會請 櫃單位協助推廣張貼。」 
97 年 12月 25日 舉辦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課程地點：慈濟醫學中心 放射腫瘤科 
 

  課 程 積 分

講師 課程名稱 醫事放射師 輻射防謢師 公務人員

陳拓榮 X光能譜分析（一）、（二） 2點 
（專業課程；無） 2點 2小時 

 
 

97 年 12月 29日 1. 完成 12/25繼續教育課程，醫事放射師（士）、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數登錄 
2. 完成 12/27（原為 12/21）繼續教育課程，醫事放射師（士）、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數登錄 

97 年 12月 29日 收到來函 
1. 慈濟技術學院–「送本校辦理游離輻射防護十八小時訓練及簡章報名表乙份，敬請轉知所屬，並請

踴躍報名。」 
2.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醫事放射師會館管理委員會」98 年度第 1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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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事                           項 
3. 花蓮縣政府–「檢送 2009「花蓮縣政府便民服務手冊」1冊供參，請 查照。」 

97 年 12月 29日 以 E-mail公告全體會員 
1. 藍海電腦教育推廣中心–「本中心辦理「歲末獻溫情 關懷滿藍海」免費公益電腦技能養成活動課

程表，會請 櫃單位協助推廣張貼。」 
2. 慈濟技術學院–「送本校辦理游離輻射防護十八小時訓練及簡章報名表乙份，敬請轉知所屬，並請

踴躍報名。」 
97 年 12月 29日 以 E-mail公告全體理監事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醫事放射師會館管理委員會」98 年度第 1次會議」 
2. 花蓮縣政府–「檢送 2009「花蓮縣政府便民服務手冊」1冊供參，請 查照。」 

97 年 12月 29日 收到賀年卡片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2009 年賀年卡片」 
2. 台中縣醫事放射師公會–「2009 年賀年卡片」 

97 年 12月 29日 以 E-mail公告全體會員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2009 年賀年卡片」 
2. 台中縣醫事放射師公會–「2009 年賀年卡片」 

97 年 12月 29日 以 E-mail公告全體會員 
1.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環保人 NO.168 

97 年 12月 30日 周理事長 柏希與慈濟技術學院放射技術系洽談「產學合作計畫案」。 
97 年 12月 30日 收到賀年卡片 

1. 花蓮縣中醫事公會–「2009 年賀年卡片」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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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年度發函　目錄097


正本: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主旨: 請　貴院鍾國晃、黃麗娟、陳懿芳、楊馨寧、賴明偉、周柏希、張宸誌、劉漢威、楊芷絜、何雅婷、張筱筠、陳健豪、張邇
瀛、葉佳碩、鄧君珊、梁光鋒、黃震州、游玉婕、張奇斌、張展逢、胡雅涵、許浩銘、陳錦瑤、
吳沛蓁、許慈坤、廖明雄、陳逸偉、張靜予、江志軒、甘惠妙、李凱婷、楊雅雲、洪佐叡、楊智清、林育宣、呂昆翰、李冠


097 01 02 郵寄方式: 親送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01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正本: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玉里分院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主旨: 請　貴院馮玉祥、張行音、張妘楨、陳俊僑君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7年度常年會費，共4人；總計新台幣24,000元
整，請　惠予辦理。


097 01 02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02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正本: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門諾會醫院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主旨: 請　貴院謝立剛、彭文君、蔡耀琮、林玉英、黃舜中、簡銘志、徐 蓓、鍾耀斌、梁郡豪、鄭仰恩、許峻溢、林驊瀠、郭柏
如、李梅鳳、高祥霖君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7年度常年會費，共15人；總計新台幣90,000元整，請　惠予辦理。


097 01 02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03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正本: 國軍花蓮總醫院附設民眾診療服務處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主旨: 請　貴院徐代祁、孔德兟、陳英姿、洪國英、陳振宗、張鍚利、黃義忠、陳緯諴君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7年度常年會
費，共8人；總計新台幣48,000元整，請　惠予辦理。


097 01 02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04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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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年度發函　目錄097


正本: 行政院衛生署花蓮醫院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主旨: 請　貴院張暢祐、趙瑞興、林玉梅、王世明、蔡月蘭、詹慶發、劉仁福、賴正岩君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7年度常年會
費，共8人；總計新台幣48,000元整，請　惠予辦理。


097 01 02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05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正本: 行政院衛生署玉里醫院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主旨: 請　貴院黃士洲君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7年度常年會費，共1人；總計新台幣6,000元整，請　惠予辦理。


097 01 02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06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正本: 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玉里榮民醫院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主旨: 請　貴院廖學輝、曾崇毓君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7年度常年會費，共2人；總計新台幣12,000元整，請　惠予辦理。


097 01 02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07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正本: 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鳳林榮民醫院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主旨: 請　貴院李德達、范振彰、林憶萍君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7年度常年會費，共3人；總計新台幣18,000元整，請　惠
予辦理。


097 01 02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08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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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六分局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主旨: 請　貴分局林柏毅、魏婉如君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7年度常年會費，共2人；總計新台幣12,000元整，請　惠予辦
理。


097 01 02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09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正本: 花蓮縣衛生局慢性病防治所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主旨: 請　貴所蔡藝華君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7年度常年會費，共1人；總計新台幣6,000元整，請　惠予辦理。


097 01 02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10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正本: 秀林鄉衛生所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主旨: 請　貴所林春美君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7年度常年會費，共1人；總計新台幣6,000元整，請　惠予辦理。


097 01 02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11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正本: 富里鄉衛生所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主旨: 請　貴所趙暉文君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7年度常年會費，共1人；總計新台幣6,000元整，請　惠予辦理。


097 01 02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12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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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國泰聯合診所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主旨: 請　貴所蕭新種、黃正強君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7年度常年會費，共2人；總計新台幣12,000元整，請　惠予辦理。


097 01 02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13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正本: 魏嘉賢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主旨: 請　魏嘉賢君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7年度常年會費，共1人；總計新台幣6,000元整，請　惠予辦理。


097 01 02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14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正本: 國軍花蓮總醫院附設民眾診療服務處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主旨: 請　貴院徐代祁、孔德兟、陳英姿、洪國英、陳振宗、陳緯諴君等6人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7年度常年會費，計新台
幣36,000元整，黃義忠君等1人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7年度常年會費，計新台幣3,000元整；共7人總計新台幣39,000元
整，請　惠予辦理。


097 01 02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15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正本: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主旨: 請　貴院鍾國晃、黃麗娟、陳懿芳、楊馨寧、賴明偉、周柏希、張宸誌、劉漢威、楊芷絜、何雅婷、張筱筠、陳健豪、張邇
瀛、葉佳碩、鄧君珊、梁光鋒、黃震州、游玉婕、張奇斌、張展逢、胡雅涵、許浩銘、陳錦瑤、
吳沛蓁、許慈坤、廖明雄、陳逸偉、張靜予、江志軒、甘惠妙、李凱婷、楊雅雲、洪佐叡、楊智清、林育宣、呂昆翰、李冠


097 01 02 郵寄方式: 親送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16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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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花蓮縣社會局　社會行政課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本會立案證書豋報遺失證明乙份、本會人民團體立案證書影印本乙份


主旨: 申請補發本會「人民團體立案證書；九十府社行字第028108號」，請　鑒核。


097 01 09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17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正本: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門諾會醫院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主旨: 請　貴院張錫利君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7年度常年會費，共1人；總計新台幣6,000元整，請　惠予辦理。


097 01 10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18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正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共88人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陳總幹事　函筠


附件: 96年度工作紀要電子檔乙份


主旨: 檢送本會「96年度工作紀要」電子檔乙份，請　查照。


097 01 11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19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會員


正本: 國軍花蓮總醫院附設民眾診療服務處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主旨: 請　貴院徐代祁、孔德兟、陳英姿、洪國英、陳振宗、黃義忠君等6人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7年度常年會費，計新台
幣36,000元整，陳緯諴君等1人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7年度常年會費，計新台幣3,000元整；共7人總計新台幣39,000元
整，請　惠予辦理。


097 01 14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20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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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六分局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主旨: 請　貴分局林柏毅、魏婉如君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7年度常年會費，共2人；總計新台幣12,000元整，請　惠予辦
理。


097 03 03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21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正本: 鍾國晃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本會第3屆理監事


附件: 第3屆第1次理事臨時會會議紀錄影印本乙份


主旨: 函請  鍾國晃君擔任第1、2屆理事長期間，侵占本會會款及94年度、95年度財務報表造假乙案，以書面方式向本會全體會員
說明，請  盡速辦理。


097 03 05 郵寄方式: 雙掛號、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22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正本: 鍾國晃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本會第3屆理監事、廖學輝


附件: 第3屆第1次理事臨時會會議紀錄影印本乙份


主旨: 函請  鍾國晃君擔任第1、2屆理事長期間，於94年度、95年度財務報表未經第2屆廖常務監事　學輝同意，自行私印他人印
鑑於財物報表中，以損及他人信譽，當以書面方式向第2屆廖常務監事　學輝道歉，請  盡速


097 03 05 郵寄方式: 雙掛號、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23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正本: 鍾國晃　先生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共88人


附件: 第3屆第1次理事臨時會會議紀錄電子檔乙份


主旨: 公告　本會停權處分，會員編號001號鍾國晃　先生因侵占本會會款共$1,358,513元整及偽造文書94年度、95年度財務報表造
假，處停權6年，於中華民國97年1月1日起至中華民國102年12月31日止


097 03 05 郵寄方式: 雙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24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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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共88人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97年東區醫療網研討會(2場次之一)簡章.doc、97年東區醫療網研討會(2場次之一)報名表.doc


主旨: 函請　本會全體會員參加，花東地區醫事放射師在職繼續教育訓練推動計畫─醫療檢查貢獻之輻射劑量研討會(2場次之
一)，請　踴躍參加。


097 03 10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25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會員


正本: 本會第3屆全體理監事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第3屆第1次理事會會議紀錄電子檔乙份


主旨: 檢送　本會「第3屆第1次理事會會議紀錄」電子檔乙份，請　查照。


097 03 13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26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正本: 本會第3屆全體理監事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第3屆第7次理監事聯席會議議程、第三屆第三次理監事聯席會暨97年度第一次全國各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理事長聯席會會議
議程、96年度經費收支明細表、96年度經費決算表、96年度現金收支出納表、96年度資產負債表、096年度財產目錄、96年
度經費收支總報表、96年度經費收支月份報表、96年度郵寄明細表、96年度繼續教育審查費明細表、本會章程之修正版


主旨: 第3屆第7次理監事聯席會開會通知


097 03 13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27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正本: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玉里分院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主旨: 再函請　貴院馮玉祥、張行音、張妘楨君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7年度常年會費」，共3人；總計新台幣18,000元
整，請　惠予辦理。


097 04 07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28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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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花蓮縣衛生局慢性病防治所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主旨: 再函請　貴所蔡藝華君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7年度常年會費」，共1人；總計新台幣6,000元整，請　惠予辦理。


097 04 07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29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正本: 秀林鄉衛生所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主旨: 再函請　貴所林春美君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7年度常年會費」，共1人；總計新台幣6,000元整，請　惠予辦理。


097 04 07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30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正本: 魏嘉賢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主旨: 再函請　魏嘉賢君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7年度常年會費」，共1人；總計新台幣6,000元整，請　惠予辦理。


097 04 07 郵寄方式: 親自送達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31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正本: 本會第3屆全體理監事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第3屆第7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紀錄、97年度春季大團圓聯誼會活動報告書電子檔各乙份


主旨: 檢送　本會「第3屆第7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紀錄」電子檔乙份，請　查收。


097 04 07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32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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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輻射防護處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花東地區醫事放射師在職教育訓練推動計畫-醫療檢查貢獻之輻射劑量研討會繼續教育積分申請表及繼續教育講員資格表乙
份


主旨: 檢送　花東地區醫事放射師在職教育訓練推動計畫-醫療檢查貢獻之輻射劑量研討會繼續教育積分申請表及繼續教育講員資
格表，請　查照。


097 04 09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33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正本: 本會第3屆全體理監事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第3屆第2次理事會會議議程


主旨: 第3屆第2次理事會-開會通知


097 04 24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34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正本: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全國21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本會全體會員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主旨: 函請　更新本會通訊電話、總幹事及網址，於97年5月1日起變更，請　察照。


097 04 24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35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會員


正本: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主旨: 本會於97年6月1日將舉辦第3屆第2次會員大會暨第3次繼續教育課程，為提昇花蓮地區醫事放射師專業，敬請派員蒞臨指導
相關課程。


097 04 24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36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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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全體理監事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主旨: 函知本會第3屆第2次理事會改期至97年5月5日（星期一）下午6時召開，敬請　踴躍出席。


097 04 30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37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正本: 鍾國晃　先生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


附件: 「花醫放周字第097022號」乙份


主旨: 公告　本會停權處分，會員鍾國晃　先生未依97年3月5日花醫放周字第097022號辦理，於 97年4月1日前繳交書面說明。予以
停權6年，自中華民國103年1月1日起至中華民國108年12月31日止，請　查照。


097 05 06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38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會員


正本: 鍾國晃　先生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


附件: 「花醫放周字第097023號」乙份


主旨: 公告　本會停權處分，會員鍾國晃　先生未依97年3月5日花醫放周字第097023號辦理，於 97年4月1日前繳交書面說明。予以
停權6年，自中華民國109年1月1日起至中華民國114年12月31日止，請　查照。


097 05 06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39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會員


正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


副本: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第3屆第2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時程表、活動注意事項說明各乙份


主旨: 本會「第3屆第2次會員大會暨繼續教育課程」謹訂於97年6月1日（日）假財團法人佛教慈濟醫學中心–第三會議室舉行。當
日晚間假闔家歡餐館（花蓮縣花蓮市中和街228號）舉行「會員聚餐」，惠請支持，敬請各位會員踴躍參加，請　查照。


097 05 08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40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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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本會第3屆全體理監事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第3屆第2次理事會會議紀錄」、「0970426-東區醫療網課程活動報告書.doc」電子檔各乙份


主旨: 檢送　本會「第3屆第2次理事會會議紀錄」及「0970426-東區醫療網課程活動報告書」電子檔各乙份，請　查收。


097 05 08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41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正本: 花蓮縣政府社會局、花蓮縣魏議員　嘉賢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第3屆第2次會員大會暨繼續教育課程時程表影本1份


主旨: 本會於97年6月1日（星期日）下午3時30分，將舉辦第3屆第2次會員大會，敬請派員蒞臨指導。


097 05 22 郵寄方式: 親送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42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正本: 本會第3屆理事、監事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第3屆第8次理監事聯席會議議程


主旨: 第3屆第8次理監事聯席會開會通知


097 05 31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43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正本: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玉里分院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主旨: 再函請　貴院馮玉祥、張行音、張妘楨君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7年度常年會費」，共3人；總計新台幣18,000元
整，請　惠予辦理。


097 06 02 郵寄方式: 慈濟區間車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44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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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章程乙份


主旨: 公告　新增及修正「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章程」，自97年6月9日起生效，請　查照。


097 06 02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45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會員


正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財務暨公共關係委員會組織簡則乙份


主旨: 公告　本會「財務暨公共關係委員會組織簡則」，自97年6月9日起生效，請　查照。


097 06 02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46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會員


正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學術暨編輯出版委員會組織簡則乙份


主旨: 公告　本會「學術暨編輯出版委員會組織簡則」，自97年6月9日起生效，請　查照。


097 06 02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47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會員


正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經費補助辦法乙份


主旨: 公告　本會「經費補助辦法」，自97年6月9日起生效，請　查照。


097 06 02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48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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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講師鐘點費辦法乙份


主旨: 公告　本會「講師鐘點費辦法」，自97年6月9日起生效，請　查照。


097 06 02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49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會員


正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會員代表推舉辦法乙份


主旨: 公告　本會「會員代表推舉辦法」，自97年6月9日起生效，請　查照。


097 06 02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50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會員


正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優良放射師遴選辦法乙份


主旨: 公告　本會「優良放射師遴選辦法」，自97年6月9日起生效，請　查照。


097 06 02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51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會員


正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理監事選舉罷免辦法乙份


主旨: 公告　本會「理監事選舉罷免辦法」，自97年6月9日起生效，請　查照。


097 06 02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52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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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理監事補選通訊選舉辦法乙份


主旨: 公告　本會「理監事補選通訊選舉辦法」，自97年6月9日起生效，請　查照。


097 06 02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53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會員


正本: 本會全體會員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第3屆第2次會員大會會議紀錄」電子檔乙份


主旨: 檢送　本會「第3屆第2次會員大會會議紀錄」電子檔乙份，請　查收。


097 06 09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54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會員


正本: 慢性病防治所–蔡藝華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97年常年會費收據乙紙


主旨: 檢附　蔡藝華君上繳本會97年度常年會費收據乙紙，請　查收。


097 06 10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55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正本: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第3屆第2次會員大會會議紀錄」影本乙份、「第3屆第2次會員大會手冊」乙本


主旨: 檢送　本會「第3屆第2次會員大會會議紀錄」影本乙份、「第3屆第2次會員大會手冊」乙本，請　查收。


097 06 13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56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第 14 頁，共 22 頁2009年1月19日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年度發函　目錄097


正本: 花蓮縣社會局　社會行政課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第3屆第2次會員大會會議紀錄」影本乙份


主旨: 檢送　本會「第3屆第2次會員大會會議紀錄」影本乙份，請　查收。


097 06 13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57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正本: 徐如蘋小姐


副本: 本會全體會員、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


附件:


主旨: 即日起徐如蘋小姐辭去本會總幹事乙職，請　察照。


097 06 19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58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會員


正本: 本會第3屆理監事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第3屆第8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紀錄」電子檔乙份


主旨: 檢送　本會「第3屆第8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記錄」電子檔乙份，請　查收。


097 06 19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59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正本: 劉柔均小姐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第3屆理監事、本會全體會員


附件:


主旨: 為業務需要，自中華民國97年7月1日起至中華民國97年12月31日止計六個月，聘任劉柔均小姐擔任本會總幹事乙職，請　查
照。


097 06 30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60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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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醫學中心、財團法人佛教慈濟醫學中心玉里分院、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門諾會醫院、國軍花蓮總醫院附設
民眾診療服務處、行政院衛生署花蓮醫院、行政院衛生署玉里醫院、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玉里榮民醫院、行政
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鳳林榮民醫院、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六分局、花蓮縣衛生局慢性病防治所、秀林鄉衛生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本會全體會員


附件:


主旨: 函請　貴院（所）本會自中華民國97年7月1日起，辦理各項收費業務均不收取現金，改由匯款方式收費。同時辦理各項業務
前，應事先電話詢問辦理時間，請　查照辦理。


097 07 02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61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會員


正本: 元培科技大學放射技術系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主旨: 本會第3屆理事長已於中華民國96年6月13日改選竣事，周柏希當選為本屆理事長，請　查照。


097 07 03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62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正本: 本會第3屆全體理監事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97年度1月至6月財務總報表」電子檔乙份


主旨: 檢送　本會「97年度1月至6月財務總報表」電子檔乙份，請　查收。


097 07 03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63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正本: 全體會員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主旨: 函知本會會員，本會訂於97年9月6日（六）辦理第3屆第1次理事、監事補選通訊選舉開票，請有興趣參選之會員於97年7月
29日（二）開始辦理參選登記，敬請　踴躍參選。


097 07 07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64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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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全體會員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投稿注意事項


主旨: 函知本會會員，本會訂於97年12月25日發刊「2008年數位版會刊」，敬請　踴躍投稿。


097 07 07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65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會員


正本: 本會第3屆理事、監事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第3屆第3次理事會議議程


主旨: 第3屆第3次理事會開會通知


097 08 01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66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正本: 本會第3屆理事、監事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第3屆第4次理事會議議程


主旨: 第3屆第4次理事會開會通知


097 08 01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67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正本: 謝立剛


副本: 全體會員、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


附件: 第3屆理事、監事會議出席紀錄


主旨: 公告　本會於中華民國97年8月7日（四）召開第3屆第3次理事會決議，依據本會章程第27條第三款規定解任謝常務理事　立
剛之職務，請　查照。


097 08 10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68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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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徐代祈


副本: 全體會員、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


附件: 第3屆理事、監事會議出席紀錄


主旨: 公告　本會於中華民國97年8月7日（四）召開第3屆第3次理事會決議，依據本會章程第27條第三款規定解任徐監事　代祈之
職務，請　查照。


097 08 10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69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會員


正本: 全體會員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附郵資的補選通訊選舉票專用回函信封1封、理事補選通訊選票1張、監事補選通訊選票1張、彌封條1張、理監事補選選舉暨
投票須知1張


主旨: 函　請本會會員於97年8月20日（三）起開始理監事補選通訊投票至97年9月3日（三）截止理監事補選通訊投票，並請以掛
號方式寄回選票，敬請　踴躍投票。


097 08 12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70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會員


正本: 本會第3屆理監事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第3屆第3次理事會會議記錄」電子檔乙份


主旨: 檢送　本會「第3屆第3次理事席會會議記錄」電子檔乙份，請　查收。


097 08 12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71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正本: 本會第3屆理監事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第3屆第4次理事會會議記錄」電子檔乙份


主旨: 檢送　本會「第3屆第4次理事席會會議記錄」電子檔乙份，請　查收。


097 08 17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72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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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全體會員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理事、監事自律條文電子檔乙份


主旨: 公告　本會「理事、監事自律條文」，自97年8月17日起生效，請　查照。


097 08 19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73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會員


正本: 全體會員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會議準則電子檔乙份


主旨: 公告　本會「會議準則」，自97年8月17日起生效，請　查照。


097 08 19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74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會員


正本: 全體會員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97年度自強活動活動說明乙份


主旨: 本會「97年度自強活動」謹訂於97年11月1日（六）至2日（日）假宜蘭馬告生態公園棲蘭山莊舉行，敬請各位會員踴躍參
加，請　查照。


097 08 19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75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會員


正本: 本會第3屆理監事


副本: 花蓮縣社會局、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


附件: 第3屆第9次理監事會聯席會會議議程


主旨: 第3屆第9次理監事會聯席會


097 08 21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76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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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鄭浩宇理事候選人、馮玉祥理事候選人、陳振宗理事候選人、鄧君珊理事候選人、高祥霖理事候選人、廖學輝監事候選人、
張暢祐監事候選人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主旨: 敬請出席本會第3屆第9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請查照。


097 08 21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77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正本: 本會全體會員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2008年醫事放射師節資深、傑出醫事放射師(士)感恩表揚大會提名要點、推薦函各乙份


主旨: 提名本會「傑出醫事放射師（士）」、「資深醫事放射師（士）」參加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於97年11月8日
（六）假亞東紀念醫院舉辦之「第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08年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敬請會員提名，請　查照。


097 08 23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78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正本: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輻射防護處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花東地區醫事放射師在職繼續教育訓練推動計畫–放射醫學影像品保暨影像判讀研討會(2場次之二)繼續教育積分申請表及
繼續教育講員資格表各乙份


主旨: 檢送　花東地區醫事放射師在職繼續教育訓練推動計畫–放射醫學影像品保暨影像判讀研討會(2場次之二)繼續教育積分申
請表及繼續教育講員資格表，請　查照。


097 09 03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79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正本: 本會全體會員


副本: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


附件: 「第3屆第1次理事、監事補選通訊選舉開票紀錄」、「第3屆選任職員(理監事)簡歷冊」、「第3屆第1次理事、監事補選通
訊選舉選票分析」電子檔各乙份


主旨: 檢送　本會「第3屆第1次理事、監事補選通訊選舉開票紀錄」、「第3屆選任職員(理監事)簡歷冊」、「第3屆第1次理事、
監事補選通訊選舉選票分析」各乙份，請　查收。


097 09 11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80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會員


第 20 頁，共 22 頁2009年1月19日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年度發函　目錄097


正本: 本會第3屆理監事


副本: 花蓮縣社會局、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


附件: 「第3屆第9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記錄」電子檔乙份


主旨: 檢送　本會「第3屆第9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記錄」電子檔乙份，請　查收。


097 09 12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81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正本: 鍾國晃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本會第3屆理監事


附件: 「公會帳務短少分期補回」之分期金收據叁紙


主旨: 檢附　鍾國晃君繳交「公會帳務短少分期補回」之分期金收據叁紙，請　查收。


097 10 01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82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正本: 花蓮縣社會局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本會第3屆理監事


附件:


主旨: 詢問有關工商暨自由職業團體年度評鑑事宜，請　核示。


097 10 01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83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正本: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輻射防護處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輻防人員繼續教育合格人員名冊乙份


主旨: 檢送97年10月18日核准文號第0970014297字號輻防人員繼續教育課程合格人員名單，請　查照。


097 11 11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84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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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花蓮縣護理師護士公會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主旨: 本會第3屆理事長已於中華民國96年6月13日改選竣事，周柏希當選為本屆理事長，請　查照。


097 11 29 郵寄方式: 平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85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正本: 本會第3屆理監事


副本: 花蓮縣社會局、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第3屆第10次理監事會聯席會會議議程」、「第3屆第1次理事、監事補選通訊選舉開票活動報告書」、「花東地區醫事放
射師在職繼續教育訓練推動計畫–放射醫學影像品保暨影像判讀研討會(2場次之二) 活動報告書」、「97年度自強活動活動
報告書」電子檔各乙份


主旨: 第3屆第10次理監事會聯席會


097 11 29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86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正本: 全體會員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97年度歲末繼續教育暨歲末聚餐活動說明書乙份


主旨: 本會謹訂於97年12月21日（日）下午2時10分假花蓮理想大地渡假飯店102A宴會廳（花蓮縣壽豐鄉理想路一號）舉行「97年
度歲末繼續教育課程」。當日晚間6時舉行「97年度歲末聚餐活動」，惠請支持，敬請各位會員踴躍參加，請　查照。


097 12 08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7087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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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7年度電子相簿報表


日期 活動單位 數位相簿名稱 影像
張數


資料夾
大小（Mb）


備　　註


97年01月15日 慈濟醫學中心-放射腫瘤
科


慈濟放射腫瘤科-98年01月繼
續教育課程


14 52.2


97年02月22日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花蓮縣-97年度春季大團圓聯
誼會


57 42


97年02月25日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
全國聯合會


全聯會-97年度幹部研習會 15 28.7


97年04月26日 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
部


慈濟影像醫學部-東區醫療網
課程


21 67.5


97年06月01日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花蓮縣-第3屆第2次會員大會 101 348 影像遺失


97年09月06日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花蓮縣-第3屆第9次理監聯席 11 36.8


97年09月06日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花蓮縣-第3屆第1次理監事補
選通訊選舉開票


32 95


97年10月18日 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
部


慈濟影像醫學部-東區醫療網
課程2


43 136


97年10月30日 慈濟醫學中心-放射腫瘤
科


慈濟放射腫瘤科-97年10月繼
續教育課程


40 124


97年11月01日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花蓮縣-97年度自強活動 170 298


97年11月27日 慈濟醫學中心-放射腫瘤
科


慈濟放射腫瘤科-97年11月繼
續教育課程


24 72


97年12月21日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花蓮縣-2-97年度歲末聚餐 138 1050 檔案大小未縮小。


97年12月21日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花蓮縣-1-97年度歲末繼續教
育課程


49 388 檔案大小未縮小。


97年12月25日 慈濟醫學中心-放射腫瘤
科


慈濟放射腫瘤科-97年12月繼
續教育課程


28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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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7年度刊物登錄報表


編號 數量 類型 出版單位 ISBN 收到日期


097-01B


書名 核能環保人NO.156


1 書本(B)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810-0902 97年01月01日


097-02B


書名 核能環保人NO.157


1 書本(B)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810-0902 97年02月01日


097-03B


書名 核能環保人NO.158


1 書本(B)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810-0902 97年03月01日


097-04B


書名 核能環保人NO.159


1 書本(B)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810-0902 97年04月01日


097-05B


書名 輻射彈民眾防護手冊


1 書本(B)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986-00-2502-9 97年04月17日


097-06B


書名 原子時代的小故事


1 書本(B)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957-02-5692-3 97年04月17日


097-07B


書名 原子科學家列傳 


1 書本(B)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97年04月17日


097-08B


書名 輻射與健康


1 書本(B)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97年04月17日


097-09B


書名 輻射與環境


1 書本(B)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97年04月17日


097-10B


書名 核能小飛俠


1 書本(B)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97年04月17日


097-11B


書名 本會英文簡介


1 書本(B)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97年04月17日


097-12B


書名 方寸中的原子世紀


1 書本(B)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97年04月17日


097-13B


書名 核能環保人NO.160


1 書本(B)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810-0902 97年04月28日


097-14B


書名 WINDOWS VISTA 使用手冊


1 書本(B) 旗標出版社 978-957-442-439-9 97年05月13日


097-15B


書名 工作必備的PDF文件煉金術


1 書本(B) 旗標出版社 978-957-442-454-2 97年05月14日


097-16B


書名 全聯會–97年度全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幹部訓練研習會


1 書本(B)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公會全國聯合會 97年05月27日


097-17D


書名 全聯會–97年度全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幹部訓練研習會光碟


1 光碟(D)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公會全國聯合會 97年05月27日


097-18B


書名 第3屆第2次會員大會暨繼續教育課程大會手冊


1 書本(B)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7年06月01日


097-19B


書名 核能環保人NO.161


1 書本(B)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810-0902 97年05月28日


097-20B


書名 核能環保人NO.162


1 書本(B)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810-0902 97年07月01日


097-21B


書名 加馬雜誌第39期‧2008


2 書本(B) 元培科技大學放射技術系 97年07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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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數量 類型 出版單位 ISBN 收到日期


097-22B


書名 核能環保人NO.163


1 書本(B)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810-0902 97年07月31日


097-23B


書名 核能環保人NO.164


1 書本(B)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810-0902 97年08月28日


097-24B


書名 第3屆第2次會員大會暨繼續教育研討會


1 書本(B) 台北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7年09月06日


097-25B


書名 核能環保人NO.165


1 書本(B)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810-0902 97年09月30日


097-26B


書名 花東地區醫事放射師在職繼續教育訓練推動計畫–醫療檢查貢獻之輻射劑量研討會(2場次之一)


1 書本(B)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　影像醫學部 97年10月18日


097-27B


書名 花東地區醫事放射師在職繼續教育訓練推動計畫–放射醫學影像品保暨影像判讀研討會(2場次之二)


1 書本(B)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　影像醫學部 97年10月18日


097-28B


書名 核能環保人NO.166


1 書本(B)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810-0902 97年11月03日


097-29B


書名 全聯會–第3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08年醫事放射師節慶祝大會及學術研討會　專題研講


1 書本(B)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公會全國聯合會 97年11月08日


097-30B


書名 全聯會–第3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08年醫事放射師節慶祝大會　大會手冊


1 書本(B)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公會全國聯合會 97年11月08日


097-31B


書名 全聯會–第3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08年醫事放射師節慶祝大會　資深、傑出醫事放射師（士）表揚名錄


1 書本(B)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公會全國聯合會 97年11月08日


097-32B


書名 97年度考選制度研討會系列四「醫事放射師之教考訓用制度與國際接軌研討會」


1 書本(B) 考選部 97年11月15日


097-33B


書名 核能環保人NO.167


1 書本(B)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810-0902 97年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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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年度收函　目錄097


年


097


月


01


日


15


發文字號


府社行字09700106200號


發文單位


花蓮縣政府


主旨


補發貴會立案證書乙份，請妥為存執使用並應列如移交，復請查照。


公告方式


e-mail給理監事


年


097


月


01


日


22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聯字第0970005號


發文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主旨


97年度第一次全國各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理事長聯席會暨本會第三屆第三次理監事聯席會及98年度醫事放射師工會幹部訓練研習會


公告方式


e-mail給理監事


年


097


月


01


日


23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聯字第0970006號


發文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主旨


97年度第一次全國各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理事長聯席會暨本會第三屆第三次理監事聯席會及98年度醫事放射師工會幹部訓練研習會


公告方式


e-mail給理監事


年


097


月


01


日


23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聯字第0970008號


發文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主旨


請　貴會派員參加本會主辦之「97年度全國一是放射師公會幹部訓練研習會」，請　查照。


公告方式


e-mail給理監事


年


097


月


02


日


15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聯字第0970011號


發文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主旨


請　貴院人事單位轉知所屬各相關醫療部門聘任具醫事放射師資格執行超音波影像掃描業務，以免觸法，請　見覆諒查。


公告方式


e-mail給全體會員


年


097


月


02


日


15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聯字第0970012號


發文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主旨


醫事放射士職業得加入當地醫事放射師公會或鄰近縣市醫事放射士公會，其權利義務應與正式會員一致，請　查照。


公告方式


e-mail給全體會員


年


097


月


03


日


06


發文字號


慈醫文字第0970000518號


發文單位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主旨


敬邀花東地區醫事放射師參加民國九十七年四月二十六日(星期六)醫療檢查貢獻之輻射劑量研討會


公告方式


mail全體理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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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年度收函　目錄097


年


097


月


03


日


20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聯字第0970017號


發文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主旨


檢送　本會第三屆第三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記錄乙份，請查照。


公告方式


年


097


月


03


日


20


發文字號


北醫放雄字第097021號


發文單位


台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主旨


承蒙　貴會(單位)惠贈花籃特函致謝。


公告方式


年


097


月


03


日


23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聯字第0970018號


發文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主旨


請　 貴會繳交全聯會97年1至6月常年會費，共計新台幣36,000元整(以會員人數75名為計算基礎)，請　惠予辦理。


公告方式


年


097


月


03


日


26


發文字號


中醫放葛字0970049號


發文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主旨


承蒙　惠贈花籃，特函致謝。


公告方式


年


097


月


04


日


07


發文字號


花醫會字第0452號


發文單位


花蓮縣醫師公會


主旨


本會召開第二十三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敬請蒞臨指導。


公告方式


年


097


月


04


日


08


發文字號


屏縣放師(輝)字第0970000008號


發文單位


屏東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主旨


一、本會預定於97年4月27日於屏東國仁醫院舉辦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檢送課程表乙份，請貴會予以公告轉知所屬會員踴躍上網報名
參加，以依規定取得繼續教育學分。二、告知本公會網址更改如下：http://www.xray.org.tw


公告方式


e-mail給全體會員


年


097


月


04


日


16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聯字第0970026號


發文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主旨


本會業於97年2月23日依醫事放射全聯字第0970008號函假元培科技大學光禧樓B1國際會議廳召開「97年度全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幹部訓
練研習會」，檢送課程資料光碟片乙份，請　參卓。


公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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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年度收函　目錄097


年


097


月


04


日


22


發文字號


花衛醫字第09700069450號


發文單位


花蓮縣衛生局


主旨


函轉行政院衛生署有關未配合內政部「人口政策白皮書」之實施，對有助於增金進療人員之移民身心照護知能課程，可有各該課程之
開課單位，依規定申請並採認為該類醫事人員繼續教育課程之醫療（專業）品質課程，請　 查照。


公告方式


年


097


月


04


日


24


發文字號


花醫會字第0579號


發文單位


花蓮縣醫師公會


主旨


本會第二十三屆理監事已於四月二十日改選竣事，並於同日下午召開第二十三屆第一次理監事聯席會議，選舉常務理事及理事長。秀
雄承蒙厚愛，再度蟬聯第二十三屆理事長，敬祈時賜教益，以匡不逮，無任感荷。


公告方式


年


097


月


04


日


28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聯字第0970028號


發文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主旨


請　 貴會於97年5月8日前提供組織章程電子檔至全聯會秘書處(cart@mail12000.com.tw)，請　惠予辦理。


公告方式


年


097


月


04


日


28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聯字第0970027號


發文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主旨


本會第3屆第4次理監事聯席會


公告方式


年


097


月


05


日


09


發文字號


花檢兆自97他328號


發文單位


臺灣花蓮地方法院檢察署


主旨


惠請派員於97年5月28日下午3時至本署協助說明帳款使用、提領及周柏希理事長與前任者交接事宜之始末，請查照。


公告方式


年


097


月


05


日


09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聯字第0970042號


發文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主旨


檢附　貴會上繳本會97年1、2、3、4、5、6月份之常年會費收據乙紙，請查收。


公告方式


年


097


月


05


日


15


發文字號


花動植字第0970001412號


發文單位


花蓮縣動植物防疫所


主旨


為加強推廣行銷本縣「無毒農業」政策，貴會於辨理會員之相關研習會時若需排定「無毒農業」課程，請洽本所植物防疫股（電話：
8227431-208）以利派員前往解說，請　查照。


公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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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年度收函　目錄097


年


097


月


05


日


20


發文字號


屏縣放師(輝)字第0970000014號


發文單位


屏東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主旨


一、本會預定於97年6月15日於屏東基督教醫院舉辦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檢送課程表乙份，請貴會予以公告轉知所屬會員踴躍上網報
名參加，以依規定取得繼續教育積分。二、再次公告本會網址更改如下：http://www.xray.org.tw


公告方式


e-mail給全體會員


年


097


月


05


日


30


發文字號


花檢兆自97他328號第10117號


發文單位


臺灣花蓮地方法院檢察署


主旨


請惠予協助如說明一之事項，請　查照。


公告方式


年


097


月


05


日


30


發文字號


花衛疾字第09700091730號


發文單位


花蓮縣衛生局


主旨


為應「97年度流感疫苗接種計畫」推行之需，請　貴所調查轄內符合計畫實施之具執業登記醫事人員並建立名冊及統計表，並於7月31
日前將統計表傳送本局，請　查照。


公告方式


年


097


月


06


日


05


發文字號


府社行字第0970083835號


發文單位


花蓮縣政府


主旨


貴單位申請本府辦理97年度議員建議活動經費補助案，本府同意補助，核定補助項目及金額詳如核定表，復請查照。


公告方式


mail全體理監事


年


097


月


06


日


06


發文字號


慈技放字第0971500037號


發文單位


慈濟技術學院


主旨


函送本校辦理游離輻射防護十八小時訓練及簡章報名表乙份，敬請轉知所屬，並請踴躍報名。


公告方式


mail全體會員


年


097


月


06


日


13


發文字號


(97)花護理娟字第97001號


發文單位


花蓮縣護理師護士公會


主旨


本會第十二屆理監事於97年6月5日改選竣事。淑娟　承蒙厚愛當選為本屆理事長，自即日起接筧視事，綜理本會一切會務，敬請各界
時賜教益，無任感荷。


公告方式


mail全體會員


年


097


月


06


日


19


發文字號


花藥生一字第97017號


發文單位


花蓮縣藥劑生公會


主旨


本會謹訂於中華民國97年7月6日(星期日)召開本會第十一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自強活動，請　請查照。


公告方式


mail全體理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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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年度收函　目錄097


年


097


月


06


日


19


發文字號


馬院東醫乙字第0970008011號


發文單位


馬偕紀念醫院台東分院


主旨


為提升花東地區輻射作業工作人員專業知識，本院聯合「東區醫療區域輔導與資源整合計畫」、「東部地區97年度提升山地離島及原
住民地區醫事人員繼續教育推廣計畫」舉辦輻射安全講座，隨函檢附課程表暨報名表乙份，敬請　轉知所屬踴躍參加。


公告方式


mail全體會員


年


097


月


06


日


24


發文字號


府社行字第0970091989號


發文單位


花蓮縣政府


主旨


貴會函報第3屆第2次會員大會會議記錄案，復如說明，請查照。


公告方式


mail全體理監事


年


097


月


07


日


07


發文字號


花衛醫字第0970011923號


發文單位


花蓮縣衛生局


主旨


檢送「行政院衛生署補助醫事人員至山地鄉開業要點」及申請附件各乙份，請轉知貴屬會員，請　查照。


公告方式


mail全體會員


年


097


月


07


日


18


發文字號


中醫放葛字第 0970062號


發文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主旨


函請責會協助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以下簡稱本會)辦理第十五屆會員代表選舉事宜，並請轉知所屬會員踴躍參選本會會員代表，惠
請同意賜復。


公告方式


mail全體理監事


年


097


月


07


日


28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聯字第0970115號


發文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主旨


函請　貴會提撥本(97)年度籌建「醫事放射師會館」建館基金共計新台幣29,500元整，請　會予辦理。


公告方式


年


097


月


07


日


30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聯字第0970118號


發文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主旨


97年度第二次全國各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理事長聯席會暨本會第三屆第五次理監事聯席會


公告方式


年


097


月


07


日


30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聯字第0970119號


發文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主旨


97年度第二次全國各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理事長聯席會暨本會第三屆第五次理監事聯席會


公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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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年度收函　目錄097


年


097


月


08


日


04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聯字第0970137號


發文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主旨


函轉內政部釋示會員辦理退會時不退常年會費是否適法之函文，請查照。


公告方式


年


097


月


08


日


20


發文字號


屏縣放師(輝)字第0970000023號


發文單位


屏東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主旨


本會預定於97年9月21日於東港安泰醫院舉辦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檢送課程表乙份，請貴會予以公告轉知所屬會員踴躍上網報名參
加，以依規定取得繼續教育學分。


公告方式


mail全體會員


年


097


月


08


日


27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聯字第0970147號


發文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主旨


請　貴會派員參加97年9月6日「全國醫事放射師入口網站」操作教學，請查照。


公告方式


年


097


月


08


日


27


發文字號


花衛檢字第0970015264號


發文單位


花蓮縣衛生局


主旨


菸害防制法新規定將於98年1月11日施行，惠請　貴會轉知所屬會員提前因應廣為周知，請　查照。


公告方式


mail全體會員


年


097


月


09


日


08


發文字號


慈醫文字第09700020331號


發文單位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主旨


敬邀宜花東地區醫事放射師參加民國97年10月18日花東地區醫事放射師在職教育訓連推動計畫/放射醫學影像品保暨影像判讀研討會。


公告方式


年


097


月


09


日


10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聯字第0970155號


發文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主旨


請患予推薦傑出醫事放射師(士)、資深醫事放射師(士)表揚名單，請查照。


公告方式


mail常務理事


年


097


月


09


日


11


發文字號


花衛醫字第0970016318號


發文單位


花蓮縣衛生局


主旨


有關各類醫事人員之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中，有關「性別議題」之繼續教育課程，其授課之講師資訊，可於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
全球資訊網( http //www.gender.edu.tw/teachers/index_reality.asp)查詢，請轉知所屬相關單位，請查照。


公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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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年度收函　目錄097


年


097


月


09


日


16


發文字號


馬院東醫乙字第0970008013號


發文單位


馬偕紀念醫院台東分院


主旨


為提昇花東地區輻射作業工作人員品保專業知識，本院與「東區醫療區域輔導與資源整合計畫」、台東縣放射師公會，聯合舉辦「CT
及MRI品保檢測作業課程暨乳房攝影非年度品保人員專業訓練講座」，隨函檢附課程表暨報名表乙份，敬請　轉之所屬踴躍參加。


公告方式


mail全體會員


年


097


月


09


日


24


發文字號


花衛疾字第0970017124號


發文單位


花蓮縣衛生局


主旨


97年度流成疫苗接種計畫之具執業登記醫事人員接種期程自97年10月1日至11月30日止，請協助轉知所屬符合接種條件之對象，儘速前
往轄區衛生所免費接種疫苗，請　查照。


公告方式


mail全體會員


年


097


月


09


日


25


發文字號


花衛醫字第0970017189號


發文單位


花蓮縣衛生局


主旨


檢送行政院衛生署97年9月25日衛署醫字第0970201038號公告「醫事放射師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修正草案總說明及條文對照表各
l份，請查照。


公告方式


mail全體會員


年


097


月


09


日


26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聯字第0970160號


發文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主旨


函知本會第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開會日期、地點，並請再次確核責會所推薦之會員代表名單，俾便提報作業，請查照。


公告方式


mail全體理監事


年


097


月


09


日


27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聯字第0970169號


發文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主旨


請　貴公會繳交全聯會97年7至12月常年會費，共計新台幣38,400元整（以會員人數80名為計算基礎），請　惠予辦理。


公告方式


mail全體理監事


年


097


月


10


日


03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聯字第0970174號


發文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主旨


函請　貴會推派乙名代表參與會館管理委員會，並出席「醫事放射師會館管理委員會」97年度第一次會議，請　查照。


公告方式


mail全體理監事


年


097


月


10


日


08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聯字第0970179號


發文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主旨


敬邀　出席本會第三屆第六次理監事聯席會議及第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08年醫事放射師節慶祝大會，請　撥冗參加。


公告方式


mail全體理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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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年度收函　目錄097


年


097


月


10


日


21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聯字第0970184號


發文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主旨


函知原訂民國97年10月25日（星期六）假醫事放射師會員（台北市重慶北路二段35號6樓之1）召開之「醫事放射師會館管理委員會」
97年度第一次會議，因出席人數未達法定標準，擬改期至本（97）年度12月份擇日召開，屆時將寄發開會通知，照程不便，敬請見
諒。


公告方式


mail全體理監事


年


097


月


10


日


22


發文字號


府社行字第0970165007號


發文單位


花連縣政府


主旨


有關詢問工商暨自由職業團體年度評鑑案，復請查照。


公告方式


mail全體理監事


年


097


月


10


日


27


發文字號


選規字第0971300369號


發文單位


考選部


主旨


本部訂於本（97）年11月15日（星期六）於國立陽明大學活動中心表演廳舉辦97年度考選制度研討會系列四「醫事放射師之可教訓用
制度與國際接軌研討會」，敬請貴部（署、會、系、科）鼓勵所屬人員參加，請　查照。


公告方式


mail全體理監事


年


097


月


10


日


28


發文字號


(97)花護理娟字第97030號


發文單位


花蓮縣護理師護士公會


主旨


本會將於97年11月3日遷移，敬請更新通訊資料，以利相關會務聯繫。請　查照。


公告方式


年


097


月


11


日


14


發文字號


(97)基醫放供會陳字第002號


發文單位


基隆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主旨


本會理事長倪景落於十月二十一日將辦理退會，並於十一月十四日辨理交接儀式，理事長一職由陳臣苑擔任，常務理事一職由律美蘭
擔任，其理事一職由後補理事王健名遞補，請查照。


公告方式


mail全體理監事


年


097


月


11


日


21


發文字號


花衛醫字第0970020662號


發文單位


花蓮縣衛生局


主旨


檢送行政院衛生署98年度醫療區域輔導與資源整合計畫作業要點（草案），惠請　櫃單位依作業要點工作項目提出相關計畫。


公告方式


mail全體理監事


年


097


月


12


日


03


發文字號


(97)彰放師佩字第09714號


發文單位


彰化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主旨


檢送本會新任總幹事及聯絡通訊名單，請查照。


公告方式


mail全體理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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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年度收函　目錄097


年


097


月


12


日


17


發文字號


慈技放字第0971500052號


發文單位


慈濟技術學院


主旨


送本校辦理游離輻射防護十八小時訓練及簡章報名表乙份，敬請轉知所屬，並請踴躍報名。


公告方式


mail全體會員


年


097


月


12


日


18


發文字號


藍益字第000971218號-1


發文單位


藍海電腦教育推廣中心


主旨


本中心辦理「歲末獻溫情　關懷滿藍海」免費公益電腦技能養成活動課程表，會請　櫃單位協助推廣張貼。


公告方式


mail全體會員


年


097


月


12


日


19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聯字第0970220號


發文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主旨


「醫事放射師會館管理委員會」98年度第l次會議


公告方式


mail全體理監事


年


097


月


12


日


24


發文字號


府行研字第0970201232號


發文單位


花連縣政府


主旨


檢送2009「花蓮縣政府使民服務手冊」1冊供參，請　查照。


公告方式


mail全體理監事


年


097


月


12


日


31


發文字號


(九七)高縣放師公李字第97023號


發文單位


高雄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主旨


承蒙會致贈會員大會禮金，大會倍增光彩，特函致謝。


公告方式


mail全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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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7年度繼續教育課程報表


課程日期: 97年01月24日


審查費: NT$0


講師費: NT$1,200


交通費: NT$0


印刷費: NT$0


禮品費: NT$0


雜　支: NT$0


活動代碼-1: S20071229B1002


課程代碼-1: C20080124B1003


醫放繼教准字-1 第0970116號


活動代碼-2:


課程代碼-2:


醫放繼教准字-2


課程地點: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放射腫瘤科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東區醫療區域輔導與資源整合計畫


協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參加人數(依申報為準): 44


課程時間-起: 12:30


課程時間-止: 14:30


醫事放射師積分: 2


課程屬性: 專業課程


課程類別: 無


輻射防謢師積分: 2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課程名稱: 直線加速器室屏蔽設計


講　　師: 簡聿皇


課程日期: 97年03月27日


審查費: NT$0


講師費: NT$1,200


交通費: NT$0


印刷費: NT$0


禮品費: NT$0


雜　支: NT$0


活動代碼-1: S20071229B1002


課程代碼-1: C20080327B1004


醫放繼教准字-1 第0970116號


活動代碼-2:


課程代碼-2:


醫放繼教准字-2


課程地點: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放射腫瘤科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東區醫療區域輔導與資源整合計畫


協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參加人數(依申報為準): 47


課程時間-起: 12:30


課程時間-止: 14:30


醫事放射師積分: 2


課程屬性: 專業課程


課程類別: 無


輻射防謢師積分: 2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課程名稱: TG51 劑量測量技術


講　　師: 廖明雄


課程日期: 97年04月24日


審查費: NT$0


講師費: NT$1,200


交通費: NT$0


印刷費: NT$0


禮品費: NT$0


雜　支: NT$0


活動代碼-1: S20080310B1001


課程代碼-1: C20080424B1005


醫放繼教准字-1 第0970424號


活動代碼-2: S20080310B1001


課程代碼-2: C20080424B1008


醫放繼教准字-2 第0970424號


課程地點: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放射腫瘤科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東區醫療區域輔導與資源整合計畫


協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參加人數(依申報為準): 40


課程時間-起: 12:30


課程時間-止: 14:30


醫事放射師積分: 2


課程屬性: 專業課程


課程類別: 無


輻射防謢師積分: 2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課程名稱: 高能X光及電子之探討(一)、(二)


講　　師: 張瀞予


課程日期: 97年04月26日


審查費: NT$0


講師費: NT$0


交通費: NT$0


印刷費: NT$0


禮品費: NT$0


雜　支: NT$0


活動代碼-1: S20080310B1001


課程代碼-1: C20080426B1001


醫放繼教准字-1 第0970424號


活動代碼-2: S20080310B1001


課程代碼-2: C20080426B1003


醫放繼教准字-2 第0970424號


課程地點: 花蓮亞士都飯店(970花蓮市海濱大道民權路6-1號)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東區醫療區域輔導與資源整合計畫


協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參加人數(依申報為準): 59


課程時間-起: 13:30


課程時間-止: 15:30


醫事放射師積分: 2


課程屬性: 專業法規


課程類別: 無


輻射防謢師積分: 2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0970006062


課程名稱: 醫學物理：電腦斷層劑量評估(一)、(二)


講　　師: 陳拓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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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7年度繼續教育課程報表


課程日期: 97年04月26日


審查費: NT$0


講師費: NT$0


交通費: NT$0


印刷費: NT$0


禮品費: NT$0


雜　支: NT$0


活動代碼-1: S20080310B1001


課程代碼-1: C20080426B1004


醫放繼教准字-1 第0970424號


活動代碼-2: S20080310B1001


課程代碼-2: C20080426B1005


醫放繼教准字-2 第0970424號


課程地點: 花蓮亞士都飯店(970花蓮市海濱大道民權路6-1號)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東區醫療區域輔導與資源整合計畫


協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參加人數(依申報為準): 59


課程時間-起: 15:50


課程時間-止: 17:50


醫事放射師積分: 2


課程屬性: 專業法規


課程類別: 無


輻射防謢師積分: 2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0970006062


課程名稱: 醫用X光受曝者之入射表面劑量與有效劑量之研究(一)、(二)


講　　師: 葉善宏


課程日期: 97年05月29日


審查費: NT$0


講師費: NT$1,200


交通費: NT$0


印刷費: NT$0


禮品費: NT$0


雜　支: NT$0


活動代碼-1: S20080310B1001


課程代碼-1: C20080529B1006


醫放繼教准字-1 第0970424號


活動代碼-2: S20080310B1001


課程代碼-2: C20080529B1010


醫放繼教准字-2 第0970424號


課程地點: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放射腫瘤科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東區醫療區域輔導與資源整合計畫


協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參加人數(依申報為準): 39


課程時間-起: 12:30


課程時間-止: 14:30


醫事放射師積分: 2


課程屬性: 專業課程


課程類別: 無


輻射防謢師積分: 2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課程名稱: 近接治療品質保證作業(一)、(二)


講　　師: 廖明雄


課程日期: 97年06月01日


審查費: NT$250


講師費: NT$0


交通費: NT$0


印刷費: NT$0


禮品費: NT$450


雜　支: NT$0


活動代碼-1: 20080626A5052


課程代碼-1: C20080626B1159


醫放繼教准字-1 第0970629號


活動代碼-2:


課程代碼-2:


醫放繼教准字-2


課程地點: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B1第三會議室


主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協辦單位:


參加人數(依申報為準): 60


課程時間-起: 13:30


課程時間-止: 14:20


醫事放射師積分: 1


課程屬性: 專業相關法規


課程類別: 無


輻射防謢師積分: 0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課程名稱: 醫事放射業務發生醫療糾紛與疏失事件


講　　師: 魏聰文


課程日期: 97年06月01日


審查費: NT$250


講師費: NT$0


交通費: NT$0


印刷費: NT$0


禮品費: NT$0


雜　支: NT$0


活動代碼-1: 20080626A5052


課程代碼-1: C20080626B1160


醫放繼教准字-1 第0970629號


活動代碼-2:


課程代碼-2:


醫放繼教准字-2


課程地點: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B1第三會議室


主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協辦單位:


參加人數(依申報為準): 60


課程時間-起: 14:30


課程時間-止: 15:20


醫事放射師積分: 1


課程屬性: 專業相關法規


課程類別: 無


輻射防謢師積分: 0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課程名稱: 醫事放射師職前二年訓練計畫評估與輔導說明


講　　師: 魏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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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7年度繼續教育課程報表


課程日期: 97年06月26日


審查費: NT$0


講師費: NT$1,200


交通費: NT$445


印刷費: NT$0


禮品費: NT$0


雜　支: NT$0


活動代碼-1: S20080310B1001


課程代碼-1: C20080626B1006


醫放繼教准字-1 第0970424號


活動代碼-2: S20080310B1001


課程代碼-2: C20080626B1010


醫放繼教准字-2 第0970424號


課程地點: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放射腫瘤科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東區醫療區域輔導與資源整合計畫


協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參加人數(依申報為準): 38


課程時間-起: 12:30


課程時間-止: 14:30


醫事放射師積分: 2


課程屬性: 專業課程


課程類別: 無


輻射防謢師積分: 2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課程名稱: 電子電路在醫療儀器之應用(一)、(二)


講　　師: 羅俊偉


課程日期: 97年07月24日


審查費: NT$0


講師費: NT$1,200


交通費: NT$445


印刷費: NT$0


禮品費: NT$0


雜　支: NT$0


活動代碼-1: 20080626A5053


課程代碼-1: C20080626B1161


醫放繼教准字-1 第0970723號


活動代碼-2: 20080626A5053


課程代碼-2: C20080626B1162


醫放繼教准字-2 第0970723號


課程地點: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放射腫瘤科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東區醫療區域輔導與資源整合計畫


協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參加人數(依申報為準): 26


課程時間-起: 12:30


課程時間-止: 14:30


醫事放射師積分: 2


課程屬性: 專業課程


課程類別: 無


輻射防謢師積分: 2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課程名稱: 新型加馬刀(一)、(二)


講　　師: 吳介能


課程日期: 97年08月28日


審查費: NT$0


講師費: NT$1,200


交通費: NT$0


印刷費: NT$0


禮品費: NT$0


雜　支: NT$0


活動代碼-1: 20080626A5053


課程代碼-1: C20080626B1163


醫放繼教准字-1 第0970723號


活動代碼-2: 20080626A5053


課程代碼-2: C20080626B1164


醫放繼教准字-2 第0970723號


課程地點: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放射腫瘤科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東區醫療區域輔導與資源整合計畫


協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參加人數(依申報為準): 24


課程時間-起: 12:30


課程時間-止: 14:30


醫事放射師積分: 2


課程屬性: 專業品質


課程類別: 無


輻射防謢師積分: 2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課程名稱: 醫用迴旋加速器簡介(一)、(二)


講　　師: 趙豪瑜


課程日期: 97年09月25日


審查費: NT$0


講師費: NT$1,200


交通費: NT$0


印刷費: NT$0


禮品費: NT$0


雜　支: NT$0


活動代碼-1: 20080626A5053


課程代碼-1: 20080626A1165


醫放繼教准字-1 第0970723號


活動代碼-2: 20080626A5053


課程代碼-2: 20080626A1166


醫放繼教准字-2 第0970723號


課程地點: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放射腫瘤科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東區醫療區域輔導與資源整合計畫


協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參加人數(依申報為準): 37


課程時間-起: 12:30


課程時間-止: 14:30


醫事放射師積分: 2


課程屬性: 專業相關法規


課程類別: 無


輻射防謢師積分: 2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課程名稱: 輻射劑量與風險評估(一)、(二)


講　　師: 葉善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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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7年度繼續教育課程報表


課程日期: 97年10月18日


審查費: NT$0


講師費: NT$0


交通費: NT$0


印刷費: NT$20


禮品費: NT$0


雜　支: NT$0


活動代碼-1: 20080926A5059


課程代碼-1: 20080926A1186


醫放繼教准字-1 第0971037號


活動代碼-2: 20080926A5059


課程代碼-2: 20080926A1187


醫放繼教准字-2 第0971037號


課程地點: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教學部601教室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東區醫療區域輔導與資源整合計畫


協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參加人數(依申報為準): 46


課程時間-起: 13:30


課程時間-止: 15:30


醫事放射師積分: 2


課程屬性: 專業品質


課程類別: 感染管制


輻射防謢師積分: 2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0970014297


課程名稱: 放射醫學影像品質保證(一)、(二)


講　　師: 李文禮


課程日期: 97年10月18日


審查費: NT$0


講師費: NT$0


交通費: NT$0


印刷費: NT$20


禮品費: NT$0


雜　支: NT$0


活動代碼-1: 20080926A5059


課程代碼-1: 20080926A1188


醫放繼教准字-1 第0971037號


活動代碼-2: 20080926A5059


課程代碼-2: 20080926A1189


醫放繼教准字-2 第0971037號


課程地點: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教學部601教室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東區醫療區域輔導與資源整合計畫


協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參加人數(依申報為準): 46


課程時間-起: 15:50


課程時間-止: 17:50


醫事放射師積分: 2


課程屬性: 專業課程


課程類別: 兩性


輻射防謢師積分: 2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0970014297


課程名稱: 胸部X光影像判讀(一)、(二)


講　　師: 張寶源


課程日期: 97年10月30日


審查費: NT$0


講師費: NT$1,200


交通費: NT$0


印刷費: NT$0


禮品費: NT$0


雜　支: NT$0


活動代碼-1: 20080926A5059


課程代碼-1: 20080926A1191


醫放繼教准字-1 第0971037號


活動代碼-2: 20080926A5059


課程代碼-2: 20080926A1193


醫放繼教准字-2 第0971037號


課程地點: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放射腫瘤科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東區醫療區域輔導與資源整合計畫


協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參加人數(依申報為準): 35


課程時間-起: 12:30


課程時間-止: 14:30


醫事放射師積分: 2


課程屬性: 專業課程


課程類別: 無


輻射防謢師積分: 2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課程名稱: BMD(一)、(二)


講　　師: 彭文君


課程日期: 97年11月01日


審查費: NT$0


講師費: NT$0


交通費: NT$0


印刷費: NT$0


禮品費: NT$0


雜　支: NT$0


活動代碼-1: 20080926A5059


課程代碼-1: 20081001A1019


醫放繼教准字-1 第0971037號


活動代碼-2: 20081001A1020


課程代碼-2: 20080926A5059


醫放繼教准字-2 第0971037號


課程地點: 可青飯店


主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協辦單位:


參加人數(依申報為準): 23


課程時間-起: 19:00


課程時間-止: 21:00


醫事放射師積分: 2


課程屬性: 專業相關法規


課程類別: 感染管制


輻射防謢師積分: 0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課程名稱: 醫事放射師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說明(一)、(二)


講　　師: 周柏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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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7年度繼續教育課程報表


課程日期: 97年11月27日


審查費: NT$0


講師費: NT$1,200


交通費: NT$0


印刷費: NT$0


禮品費: NT$0


雜　支: NT$0


活動代碼-1: 20080926A5059


課程代碼-1: 20080926A1196


醫放繼教准字-1 第0971037號


活動代碼-2: 20080926A5059


課程代碼-2: 20080926A1197


醫放繼教准字-2 第0971037號


課程地點: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放射腫瘤科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東區醫療區域輔導與資源整合計畫


協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參加人數(依申報為準): 26


課程時間-起: 12:30


課程時間-止: 14:30


醫事放射師積分: 2


課程屬性: 專業品質


課程類別: 感染管制


輻射防謢師積分: 2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課程名稱: 加速器品質保證作業(一)、(二)


講　　師: 廖明雄


課程日期: 97年12月21日


審查費: NT$250


講師費: NT$0


交通費: NT$0


印刷費: NT$20


禮品費: NT$0


雜　支: NT$0


活動代碼-1: 20081210Z9003


課程代碼-1: 20081210A1010


醫放繼教准字-1 第0971240號


活動代碼-2: 20081210Z9003


課程代碼-2: 20081210A1011


醫放繼教准字-2 第0971240號


課程地點: 花蓮理想大地渡假飯店102A宴會廳


主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協辦單位:


參加人數(依申報為準): 53


課程時間-起: 16:00


課程時間-止: 17:30


醫事放射師積分: 2


課程屬性: 專業相關法規


課程類別: 感染管制


輻射防謢師積分: 0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課程名稱: 新版-醫事放射師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宣導(一)、(二)


講　　師: 周柏希


課程日期: 97年12月21日


審查費: NT$250


講師費: NT$2,400


交通費: NT$0


印刷費: NT$20


禮品費: NT$0


雜　支: NT$0


活動代碼-1: 20081210Z9003


課程代碼-1: 20081210A1008


醫放繼教准字-1 第0971240號


活動代碼-2: 20081210Z9003


課程代碼-2: 20081210A1009


醫放繼教准字-2 第0971240號


課程地點: 花蓮理想大地渡假飯店102A宴會廳


主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協辦單位:


參加人數(依申報為準): 53


課程時間-起: 14:10


課程時間-止: 15:40


醫事放射師積分: 2


課程屬性: 專業課程


課程類別: 無


輻射防謢師積分: 0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課程名稱: 醫療從業人員肌肉骨骼系統職業傷害：淺談預防及保健(一)、(二)


講　　師: 楊志鴻


課程日期: 97年12月25日


審查費: NT$0


講師費: NT$1,200


交通費: NT$1,145


印刷費: NT$0


禮品費: NT$0


雜　支: NT$0


活動代碼-1: 20080926A5059


課程代碼-1: 20080926A1199


醫放繼教准字-1 第0971037號


活動代碼-2: 20080926A5059


課程代碼-2: 20080926A1201


醫放繼教准字-2 第0971037號


課程地點: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放射腫瘤科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東區醫療區域輔導與資源整合計畫


協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參加人數(依申報為準): 37


課程時間-起: 12:30


課程時間-止: 14:30


醫事放射師積分: 2


課程屬性: 專業品質


課程類別: 無


輻射防謢師積分: 2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課程名稱: X光能譜分析(一)、(二)


講　　師: 陳拓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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