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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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年1月19日 第 3 頁，共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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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