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8年度繼續教育課程報表

活動名稱: 98年度第一季繼續教育課程活動代碼: S20081227Z9012

課程日期: 98年03月26日 審查費: NT$0

講師費: NT$1,200

交通費: NT$0

印刷費: NT$20

禮品費: NT$0

雜　支: NT$0

課程地點: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放射腫瘤科

主辦單位: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放射腫瘤科

協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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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ing for colon cancer(一)、(二)

講　　師: 張寶源

參加人數: 40

審查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實施方式: 參加經評鑑合格之醫院或主管機關跨專業之團隊臨床討論或專題演講之教學活動

活動代碼: S20081227Z9012

課程代碼-1: C20081228A1046

課程代碼-2: C20081228A1047

開放人數: 50

認證-字: 醫放繼教准字

認證-號: 第0980125號

課程日期: 98年01月15日 審查費: NT$0

講師費: NT$1,200

交通費: NT$0

印刷費: NT$20

禮品費: NT$0

雜　支: NT$0

課程地點: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放射腫瘤科

主辦單位: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放射腫瘤科

協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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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斷層模擬攝影機醫療暴露品質保證(一)、(二)

講　　師: 簡聿皇

參加人數: 45

審查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實施方式: 參加經評鑑合格之醫院或主管機關跨專業之團隊臨床討論或專題演講之教學活動

活動代碼: S20081227Z9012

課程代碼-1: C20081227A1074

課程代碼-2: C20081227A1075

開放人數: 50

認證-字: 醫放繼教准字

認證-號: 第0980125號

課程日期: 98年02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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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地點: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B1會議室

主辦單位: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

協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課程時間-起: 16:30

課程時間-止: 17:30

醫事放射師積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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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年度-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醫學影像判讀系列教學(一)：神經放射

講　　師: 嚴寶勝

參加人數: 27

審查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實施方式: 參加經評鑑合格之醫院或主管機關跨專業之團隊臨床討論或專題演講之教學活動

活動代碼: S20081227Z9012

課程代碼-1: C20081227A1076

課程代碼-2:

開放人數: 50

認證-字: 醫放繼教准字

認證-號: 第098012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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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8年度繼續教育課程報表
課程日期: 98年02月26日 審查費: NT$0

講師費: NT$1,200

交通費: NT$0

印刷費: NT$20

禮品費: NT$0

雜　支: NT$0

課程地點: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放射腫瘤科

主辦單位: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放射腫瘤科

協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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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I SAFETY(一)、(二)

講　　師: 黃麗娟

參加人數: 38

審查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實施方式: 參加經評鑑合格之醫院或主管機關跨專業之團隊臨床討論或專題演講之教學活動

活動代碼: S20081227Z9012

課程代碼-1: C20081227A1078

課程代碼-2: C20081227A1079

開放人數: 50

認證-字: 醫放繼教准字

認證-號: 第0980125號

課程日期: 98年03月15日 審查費: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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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地點: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協力樓三樓：合心會議室

主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協辦單位:

課程時間-起: 15:00

課程時間-止: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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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VD復健與預防(一)、(二)

講　　師: 楊志鴻

參加人數: 37

審查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實施方式: 參加經評鑑合格之醫院或主管機關跨專業之團隊臨床討論或專題演講之教學活動

活動代碼: S20081227Z9012

課程代碼-1: C20081227A1082

課程代碼-2: C20081227A1048

開放人數: 50

認證-字: 醫放繼教准字

認證-號: 第0980125號

課程日期: 98年03月15日 審查費: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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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地點: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協力樓三樓：合心會議室

主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協辦單位:

課程時間-起: 13:00

課程時間-止: 15:00

醫事放射師積分: 2

課程屬性: 專業品質

課程類別: 兩性

輻射防謢師積分: 0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課程名稱: 乳房攝影品保(一)、(二)

講　　師: 吳沛蓁

參加人數: 36

審查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實施方式: 參加經評鑑合格之醫院或主管機關跨專業之團隊臨床討論或專題演講之教學活動

活動代碼: S20081227Z9012

課程代碼-1: C20081227A1080

課程代碼-2: C20081227A1081

開放人數: 50

認證-字: 醫放繼教准字

認證-號: 第0980125號

活動名稱: 98年度第二季繼續教育課程活動代碼: S20090325Z9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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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8年度繼續教育課程報表
課程日期: 98年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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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地點: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B1會議室

主辦單位: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

協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課程時間-起: 16:30

課程時間-止: 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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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課程名稱: 98年度-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醫學影像判讀系列教學(三)：預防醫學(一)、(二)

講　　師: 李超群

參加人數: 25

審查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實施方式: 參加經評鑑合格之醫院或主管機關跨專業之團隊臨床討論或專題演講之教學活動

活動代碼: S20090325Z9083

課程代碼-1: C20090325A1516

課程代碼-2: C20090325A1518

開放人數: 50

認證-字: 醫放繼教准字

認證-號: 第0980468號

課程日期: 98年04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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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地點: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B1會議室

主辦單位: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

協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課程時間-起: 16:30

課程時間-止: 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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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課程名稱: 98年度-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醫學影像判讀系列教學(二)：腰椎判讀(一)、(二)

講　　師: 張寶源

參加人數: 22

審查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實施方式: 參加醫學校院、醫學會、學會、公會、協會、教學醫院或衛生主管機關舉辦之專業相關繼續教育課程

活動代碼: S20090325Z9083

課程代碼-1: C20090325A1507

課程代碼-2: C20090325A1508

開放人數: 50

認證-字: 醫放繼教准字

認證-號: 第0980468號

課程日期: 98年05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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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地點: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放射腫瘤科

主辦單位: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放射腫瘤科

協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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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銳速刀的應用(一)、(二)

講　　師: 陳春志

參加人數: 34

審查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實施方式: 參加醫學校院、醫學會、學會、公會、協會、教學醫院或衛生主管機關舉辦之專業相關繼續教育課程

活動代碼: S20090325Z9083

課程代碼-1: C20090325A1514

課程代碼-2: C20090325A1515

開放人數: 50

認證-字: 醫放繼教准字

認證-號: 第098046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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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8年度繼續教育課程報表
課程日期: 98年04月30日 審查費: NT$0

講師費: NT$500

交通費: NT$0

印刷費: NT$20

禮品費: NT$0

雜　支: NT$0

課程地點: 慈濟醫學中心/協力樓一樓：協力講堂

主辦單位: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放射腫瘤科

協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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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輻射安全基本觀念Ｉ(一)、(二)

講　　師: 高志浩

參加人數: 35

審查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實施方式: 參加醫學校院、醫學會、學會、公會、協會、教學醫院或衛生主管機關舉辦之專業相關繼續教育課程

活動代碼: S20090325Z9083

課程代碼-1: C20090325A1510

課程代碼-2: C20090325A1512

開放人數: 50

認證-字: 醫放繼教准字

認證-號: 第0980468號

課程日期: 98年06月25日 審查費: NT$0

講師費: NT$500

交通費: NT$0

印刷費: NT$20

禮品費: NT$0

雜　支: NT$0

課程地點: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放射腫瘤科

主辦單位: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放射腫瘤科

協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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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輻射安全衛生與傳染病防治法(含醫事人員與傳染病防治法與傳染病防治法與醫事人員之義務)(一)、(二)

講　　師: 林柏毅

參加人數: 34

審查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實施方式: 參加醫學校院、醫學會、學會、公會、協會、教學醫院或衛生主管機關舉辦之專業相關繼續教育課程

活動代碼: S20090325Z9083

課程代碼-1: C20090325A1520

課程代碼-2: C20090325A1523

開放人數: 50

認證-字: 醫放繼教准字

認證-號: 第0980468號

活動名稱: 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繼續教育課程活動代碼: S20090508Z9001

課程日期: 98年06月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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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地點: 慈濟醫學中心/協力樓三樓　合心會議室

主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協辦單位:

課程時間-起: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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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輻射防謢師積分: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課程名稱: 醫事放射師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實務應用(一)、(二)

講　　師: 周柏希

參加人數: 67

審查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實施方式: 參加醫學校院、醫學會、學會、公會、協會、教學醫院或衛生主管機關舉辦之專業相關繼續教育課程

活動代碼: S20090508Z9001

課程代碼-1: C20090508A1005

課程代碼-2: C20090508A1006

開放人數: 50

認證-字: 醫放繼教全聯

認證-號: 第09800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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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8年度繼續教育課程報表
課程日期: 98年06月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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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雜　支: NT$0

課程地點: 慈濟醫學中心/協力樓三樓　合心會議室

主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協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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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倫理

課程類別: 無

輻射防謢師積分: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課程名稱: 醫事放射檢查業務曾發生醫糾案例探討(一)、(二)

講　　師: 魏聰文

參加人數: 67

審查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實施方式: 參加醫學校院、醫學會、學會、公會、協會、教學醫院或衛生主管機關舉辦之專業相關繼續教育課程

活動代碼: S20090508Z9001

課程代碼-1: C20090508A1003

課程代碼-2: C20090508A1004

開放人數: 50

認證-字: 醫放繼教全聯

認證-號: 第0980026號

活動名稱: 98年度第3季繼續教育課程Ⅰ活動代碼: S20090628Z9003

課程日期: 98年07月30日 審查費: NT$0

講師費: NT$500

交通費: NT$0

印刷費: NT$0

禮品費: NT$0

雜　支: NT$0

課程地點: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放射腫瘤科

主辦單位: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放射腫瘤科

協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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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療室輻射防護設計(一)、(二)

講　　師: 廖明雄

參加人數: 30

審查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實施方式: 參加醫學校院、醫學會、學會、公會、協會、教學醫院或衛生主管機關舉辦之專業相關繼續教育課程

活動代碼: S20090628Z9003

課程代碼-1: C20090628A1062

課程代碼-2: C20090628A1063

開放人數: 50

認證-字: 醫放繼教全聯

認證-號: 第0980142號

活動名稱: 98年度第3季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活動代碼: S20090714Z9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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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8年度繼續教育課程報表
課程日期: 98年09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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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地點: 慈濟醫學中心/協力樓三樓　合心會議室

主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協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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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課程名稱: 感染管制概念(一)、(二)

講　　師: 彭渝珍

參加人數: 33

審查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實施方式: 參加醫學校院、醫學會、學會、公會、協會、教學醫院或衛生主管機關舉辦之專業相關繼續教育課程

活動代碼: S20090714Z9099

課程代碼-1: C20090714A1422

課程代碼-2: C20090714A1425

開放人數: 50

認證-字: 醫放繼教全聯

認證-號: 第0980136號

課程日期: 98年09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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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地點: 慈濟醫學中心/協力樓三樓　合心會議室

主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協辦單位:

課程時間-起: 15:30

課程時間-止: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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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課程名稱: 洗手與隔離防護措施及傳染病隔離(一)、(二)

講　　師: 彭渝珍

參加人數: 33

審查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實施方式: 參加醫學校院、醫學會、學會、公會、協會、教學醫院或衛生主管機關舉辦之專業相關繼續教育課程

活動代碼: S20090714Z9099

課程代碼-1: C20090714A1427

課程代碼-2: C20090714A1429

開放人數: 50

認證-字: 醫放繼教全聯

認證-號: 第0980136號

課程日期: 98年09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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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地點: 慈濟醫學中心/協力樓三樓　合心會議室

主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協辦單位:

課程時間-起: 17:30

課程時間-止: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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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課程名稱: 全身型雙能骨密X光機掃描儀介紹 (一)、(二)

講　　師: 蔡秋德

參加人數: 33

審查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實施方式: 參加醫學校院、醫學會、學會、公會、協會、教學醫院或衛生主管機關舉辦之專業相關繼續教育課程

活動代碼: S20090714Z9099

課程代碼-1: C20090714A1431

課程代碼-2: C20090714A1433

開放人數: 50

認證-字: 醫放繼教全聯

認證-號: 第0980136號

活動名稱: 98年度第3季繼續教育課程Ⅱ活動代碼: S20090731Z9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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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8年度繼續教育課程報表
課程日期: 98年08月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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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地點: 基督教門諾會醫院　薄柔纜禮拜堂

主辦單位: 基督教門諾會醫院

協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課程時間-起: 16:10

課程時間-止: 17:10

醫事放射師積分: 1

課程屬性: 專業課程

課程類別: 感染管制

輻射防謢師積分: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課程名稱: 感染性尖銳物扎傷預防與處理

講　　師: 胡淑琴

參加人數: 15

審查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實施方式: 參加醫學校院、醫學會、學會、公會、協會、教學醫院或衛生主管機關舉辦之專業相關繼續教育課程

活動代碼: S20090731Z9030

課程代碼-1: C20090731A1223

課程代碼-2:

開放人數: 50

認證-字: 醫放繼教全聯

認證-號: 第0980144號

活動名稱: 第3季繼續教育課程Ⅲ活動代碼: S20090802Z9003

課程日期: 98年08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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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地點: 基督教門諾會醫院　施桂蘭禮拜堂

主辦單位: 基督教門諾會醫院

協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課程時間-起: 12:40

課程時間-止: 13:40

醫事放射師積分: 1

課程屬性: 專業品質

課程類別: 無

輻射防謢師積分: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課程名稱: 病患隱私與病歷安全

講　　師: 吳苡美

參加人數: 16

審查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實施方式: 參加醫學校院、醫學會、學會、公會、協會、教學醫院或衛生主管機關舉辦之專業相關繼續教育課程

活動代碼: S20090802Z9003

課程代碼-1: C20090802A1012

課程代碼-2:

開放人數: 50

認證-字: 醫放繼教全聯

認證-號: 第0980145號

活動名稱: 第3季繼續教育課程Ⅳ活動代碼: S20090802Z9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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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8年度繼續教育課程報表
課程日期: 98年08月13日 審查費: NT$0

講師費: NT$0

交通費: NT$0

印刷費:

禮品費: NT$0

雜　支: NT$0

課程地點: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B1會議室

主辦單位: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

協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課程時間-起: 16:30

課程時間-止: 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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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課程名稱: 98年度-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醫學影像判讀系列教學(四)：小兒顱部(一)、(二)

講　　師: 凌昌明

參加人數: 25

審查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實施方式: 參加醫學校院、醫學會、學會、公會、協會、教學醫院或衛生主管機關舉辦之專業相關繼續教育課程

活動代碼: S20090802Z9004

課程代碼-1: C20090802A1013

課程代碼-2: C20090802A1014

開放人數: 50

認證-字: 醫放繼教全聯

認證-號: 第0980149號

活動名稱: 第3季繼續教育課程Ⅴ活動代碼: S20090802Z9005

課程日期: 98年08月20日 審查費: NT$0

講師費:

交通費: NT$0

印刷費: NT$0

禮品費: NT$0

雜　支: NT$0

課程地點: 基督教門諾會醫院　施桂蘭禮拜堂

主辦單位: 基督教門諾會醫院

協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課程時間-起: 12:40

課程時間-止: 13:40

醫事放射師積分: 1

課程屬性: 專業品質

課程類別: 無

輻射防謢師積分: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課程名稱: 以病人安全之照護

講　　師: 胡婷婷

參加人數:

審查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實施方式: 參加醫學校院、醫學會、學會、公會、協會、教學醫院或衛生主管機關舉辦之專業相關繼續教育課程

活動代碼: S20090802Z9005

課程代碼-1: C20090802A1016

課程代碼-2: C20090802A1017

開放人數: 50

認證-字: 醫放繼教全聯

認證-號: 第0980150號

活動名稱: 第3季繼續教育課程Ⅵ活動代碼: S20090802Z9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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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8年度繼續教育課程報表
課程日期: 98年08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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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地點: 基督教門諾會醫院　施桂蘭禮拜堂

主辦單位: 基督教門諾會醫院

協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課程時間-起: 16:10

課程時間-止: 17:10

醫事放射師積分: 1

課程屬性: 專業品質

課程類別: 無

輻射防謢師積分: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課程名稱: 以病人安全之照護

講　　師: 胡婷婷

參加人數:

審查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實施方式: 參加醫學校院、醫學會、學會、公會、協會、教學醫院或衛生主管機關舉辦之專業相關繼續教育課程

活動代碼: S20090802Z9006

課程代碼-1: C20090802A1016

課程代碼-2: C20090802A1017

開放人數: 50

認證-字: 醫放繼教全聯

認證-號: 第0980150號

課程日期: 98年08月27日 審查費: NT$0

講師費: NT$500

交通費: NT$0

印刷費: NT$0

禮品費: NT$0

雜　支: NT$0

課程地點: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放射腫瘤科

主辦單位: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放射腫瘤科

協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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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用迴旋加速器應用(一)、(二)

講　　師: 趙豪瑜

參加人數: 26

審查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實施方式: 參加醫學校院、醫學會、學會、公會、協會、教學醫院或衛生主管機關舉辦之專業相關繼續教育課程

活動代碼: S20090802Z9006

課程代碼-1: C20090802A1018

課程代碼-2: C20090802A1019

開放人數: 50

認證-字: 醫放繼教全聯

認證-號: 第0980151號

活動名稱: 第3季繼續教育課程Ⅶ活動代碼: S20090802Z9007

課程日期: 98年09月24日 審查費: NT$0

講師費: NT$500

交通費: NT$0

印刷費: NT$0

禮品費: NT$0

雜　支: NT$0

課程地點: 慈濟醫學中心/協力樓一樓：協力講堂

主辦單位: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放射腫瘤科

協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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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輻射安全基本觀念ＩＩ(一)、(二)

講　　師: 高志浩

參加人數: 20

審查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實施方式: 參加醫學校院、醫學會、學會、公會、協會、教學醫院或衛生主管機關舉辦之專業相關繼續教育課程

活動代碼: S20090802Z9007

課程代碼-1: C20090802A1020

課程代碼-2: C20090802A1021

開放人數: 50

認證-字: 醫放繼教全聯

認證-號: 第098015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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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8年度繼續教育課程報表

活動名稱: 98年度第4季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活動代碼: S20091215Z9044

課程日期: 98年12月27日 審查費: NT$0

講師費: NT$1,500

交通費: NT$0

印刷費: NT$20

禮品費: NT$0

雜　支: NT$0

課程地點: 慈濟醫學中心/協力樓三樓　合心會議室

主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協辦單位:

課程時間-起: 13:30

課程時間-止: 15:30

醫事放射師積分:

課程屬性: 專業課程

課程類別: 無

輻射防謢師積分: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課程名稱: Specification and Acceptance Testing of Computed Tomography Scanners(一)、(二)

講　　師: 楊芷絜

參加人數: 53

審查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實施方式: 參加醫學校院、醫學會、學會、公會、協會、教學醫院或衛生主管機關舉辦之專業相關繼續教育課程

活動代碼: S20091215Z9044

課程代碼-1: C20091215A1247

課程代碼-2: C20091215A1248

開放人數: 5

認證-字: 醫放繼教全聯

認證-號: 第0980292號

課程日期: 98年12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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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地點: 慈濟醫學中心/協力樓三樓　合心會議室

主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協辦單位:

課程時間-起: 17:30

課程時間-止: 19:30

醫事放射師積分:

課程屬性: 專業課程

課程類別: 無

輻射防謢師積分: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課程名稱: 歐美國家參考劑量介紹(一)、(二)

講　　師: 楊芷絜

參加人數: 53

審查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實施方式: 參加醫學校院、醫學會、學會、公會、協會、教學醫院或衛生主管機關舉辦之專業相關繼續教育課程

活動代碼: S20091215Z9044

課程代碼-1: C20091218A1164

課程代碼-2: C20091218A1167

開放人數: 5

認證-字: 醫放繼教全聯

認證-號: 第0980292號

課程日期: 98年12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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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地點: 慈濟醫學中心/協力樓三樓　合心會議室

主辦單位: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協辦單位:

課程時間-起: 15:30

課程時間-止: 17:30

醫事放射師積分:

課程屬性: 專業相關法規

課程類別: 無

輻射防謢師積分:

輻射防護核可文號:

課程名稱: 工商團體財務處理辦法及實務應用(一)、(二)

講　　師: 周柏希

參加人數: 53

審查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實施方式: 參加醫學校院、醫學會、學會、公會、協會、教學醫院或衛生主管機關舉辦之專業相關繼續教育課程

活動代碼: S20091215Z9044

課程代碼-1: C20091215A1260

課程代碼-2: C20091215A1264

開放人數: 5

認證-字: 醫放繼教全聯

認證-號: 第098029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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