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年度發函　目錄099

正本: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張常務監事　暢祐

附件:

主旨: 函請　貴院鄭浩宇、李冠毅、林育宣、莊祿堂、呂昆翰、廖明雄、陳逸偉、楊智清、洪佐叡、楊雅雲、李凱婷、江志軒、楊智強、林立
婷、黃麗娟、陳懿芳、楊馨寧、陳俊僑、賴明偉、周柏希、張宸誌、劉漢威、楊芷絜、何雅婷、張筱筠、陳健豪、張邇贏、葉佳碩、鄧君
珊、梁光鋒、游玉婕、張奇斌、張展逢、胡雅涵、許浩銘、吳沛蓁、周檠雅、林恩賜、古維德、劉芳潔、鍾玉禎、陳皇仁君等42人繳交花
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9年度常年會費」，總計新台幣貳拾伍萬貳仟元整，請　惠予辦理。

099 01 04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01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正本: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玉里醫院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張常務監事　暢祐

附件:

主旨: 函請　貴院馮玉祥、張紜禎、巫淑媛君等3人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9年度常年會費」，總計新台幣壹萬捌仟元整，請　惠予辦理。

099 01 04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02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正本: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門諾會醫院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張常務監事　暢祐

附件:

主旨: 函請　貴院張錫利、彭文君、蔡耀琮、林玉英、黃舜中、徐　蓓、鍾耀斌、鄭仰恩、許峻溢、郭柏如、李梅鳳、高祥霖、吳威霆、謝立
剛、梁郡豪、林驊瀅、楊志豪君等17人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9年度常年會費」，總計新台幣壹拾萬零貳仟元整，請　惠予辦理。

099 01 04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03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正本: 國軍花蓮總醫院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張常務監事　暢祐

附件:

主旨: 函請　貴院徐代祁、孔德兟、陳英姿、黃瑞京、洪國英、陳振宗、黃義忠君等7人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9年度常年會費」，總計新
台幣肆萬貳仟元整，請　惠予辦理。

099 01 04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04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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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年度發函　目錄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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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張常務監事　暢祐

附件:

主旨: 函請　貴院李德達、范振彰、林憶萍君等3人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9年度常年會費」，總計新台幣壹萬捌仟元整，請　惠予辦理。

099 01 04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05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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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張常務監事　暢祐

附件:

主旨: 函請　貴院廖學輝、曾崇毓君等2人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9年度常年會費」，總計新台幣壹萬貳仟元整，請　惠予辦理。

099 01 04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06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正本: 行政院衛生署花蓮醫院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張常務監事　暢祐

附件:

主旨: 函請　貴院張暢祐、趙瑞興、林玉梅、蔡月蘭、劉仁福、賴正岩、許慈坤、盧雅雯、劉姵玟君等9人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9年度常
年會費」，總計新台幣伍萬肆仟元整，請　惠予辦理。

099 01 04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07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正本: 行政院衛生署玉里醫院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張常務監事　暢祐

附件:

主旨: 函請　貴院瓦紹‧瑪幹君等1人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9年度常年會費」，總計新台幣陸仟元整，請　惠予辦理。

099 01 04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08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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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年度發函　目錄099

正本: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六分局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張常務監事　暢祐

附件:

主旨: 函請　貴院林柏毅、魏婉如君等2人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9年度常年會費」，總計新台幣壹萬貳仟元整，請　惠予辦理。

099 01 04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09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正本: 花蓮縣衛生局慢性病防治所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張常務監事　暢祐

附件:

主旨: 函請　貴院蔡藝華君等1人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9年度常年會費」，總計新台幣陸仟元整，請　惠予辦理。

099 01 04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10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正本: 秀林鄉衛生所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張常務監事　暢祐

附件:

主旨: 函請　貴院林春美君等1人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9年度常年會費」，總計新台幣陸仟元整，請　惠予辦理。

099 01 04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11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正本: 富里鄉衛生所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張常務監事　暢祐

附件:

主旨: 函請　貴院趙暉文君等1人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9年度常年會費」，總計新台幣陸仟元整，請　惠予辦理。

099 01 04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12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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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年度發函　目錄099

正本: 北國泰聯合診所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張常務監事　暢祐

附件:

主旨: 函請　貴院蔣宗吉、黃正強君等2人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9年度常年會費」，總計新台幣壹萬貳仟元整，請　惠予辦理。

099 01 04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13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正本: 國泰聯合診所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張常務監事　暢祐

附件:

主旨: 函請　貴院蕭新種君等1人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9年度常年會費」，總計新台幣陸仟元整，請　惠予辦理。

099 01 04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14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正本: 昕程醫事放射所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張常務監事　暢祐

附件:

主旨: 函請　貴院李國瑋君等1人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9年度常年會費」，總計新台幣陸仟元整，請　惠予辦理。

099 01 04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15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正本: 花蓮縣社會局、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第3屆理監事

附件: 「第3屆第14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紀錄」乙份

主旨: 檢陳　本會第3屆14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紀錄乙份，請　鑒核。

099 02 08 郵寄方式: 平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16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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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年度發函　目錄099

正本: 第3屆理監事

副本: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附件: 「縣長與花蓮縣醫事團體座談會」會議紀錄、花蓮縣政府「府衛醫字第0990010124號」函各乙份

主旨: 轉知　花蓮縣政府於99年1月19日(星期二)上午10時30分假美崙飯店舉辦「縣長與花蓮縣醫事團體座談會」會議紀錄乙份，請　查照。

099 02 08 郵寄方式: 平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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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議程及附件」、「第3屆第14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紀錄」、「98年度第3季繼續教育課程活動報告書」、
「98年度第4季繼續教育課程活動報告書」電子檔各乙份

主旨: 第3屆第15次理監事會聯席會會議

099 03 01 郵寄方式: 平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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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第1季繼續教育課程時程表」電子檔各乙份

主旨: 本會「99年度第1季繼續教育課程」謹訂於99年3月14日（日）假財團法人佛教慈濟醫學中心–協力樓三樓合心會議室舉行，敬請各位會員
踴躍參加，請　查照。

099 03 01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19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會員

正本: 全體會員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

附件: 「附件1-理監事選舉罷免要點-0980914版.doc」、「附件2-選舉參選表格.doc」電子檔各乙份

主旨: 本會謹訂於中華民國99年6月6日（日）辦理第4屆理監事改選，請有意為會員服務之會員登記參選，敬請　踴躍參選。

099 03 14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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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度發函　目錄099

正本: 花蓮縣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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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屆理監事

附件: 「第3屆第15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紀錄」乙份

主旨: 檢陳　本會第3屆15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紀錄乙份，請　鑒核。

099 03 30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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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張常務監事　暢祐

附件: 花醫放周字第099001號函乙份

主旨: 再函請　貴院鄭浩宇、李冠毅、林育宣、莊祿堂、呂昆翰、廖明雄、陳逸偉、楊智清、洪佐叡、楊雅雲、李凱婷、江志軒、楊智強、林立
婷、黃麗娟、陳懿芳、楊馨寧、陳俊僑、賴明偉、周柏希、張宸誌、劉漢威、楊芷絜、何雅婷、張筱筠、陳健豪、張邇贏、葉佳碩、鄧君
珊、梁光鋒、游玉婕、張奇斌、張展逢、胡雅涵、許浩銘、吳沛蓁、周檠雅、林恩賜、古維德、劉芳潔、鍾玉禎、陳皇仁君等42人繳交花
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99年度常年會費」，總計新台幣貳拾伍萬貳仟元整，請　惠予辦理。

099 04 17 郵寄方式: 親自送達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22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常務監事

正本: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玉里醫院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張常務監事　暢祐

附件: 99年常年會費收據乙紙

主旨: 檢附　貴院（單位）上繳本會99年度常年會費收據乙紙，請　查收。

099 04 17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23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常務監事

正本: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門諾會醫院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張常務監事　暢祐

附件: 99年常年會費收據乙紙

主旨: 檢附　貴院（單位）上繳本會99年度常年會費收據乙紙，請　查收。

099 04 17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24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常務監事

第 6 頁，共 14 頁2011年1月2日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年度發函　目錄099

正本: 國軍花蓮總醫院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張常務監事　暢祐

附件: 99年常年會費收據乙紙

主旨: 檢附　貴院（單位）上繳本會99年度常年會費收據乙紙，請　查收。

099 04 17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25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常務監事

正本: 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鳳林榮民醫院；李德達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張常務監事　暢祐

附件: 99年常年會費收據乙紙

主旨: 檢附　貴院（單位）上繳本會99年度常年會費收據乙紙，請　查收。

099 04 17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26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常務監事

正本: 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鳳林榮民醫院；范振彰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張常務監事　暢祐

附件: 99年常年會費收據乙紙

主旨: 檢附　貴院（單位）上繳本會99年度常年會費收據乙紙，請　查收。

099 04 17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27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常務監事

正本: 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鳳林榮民醫院；林憶萍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張常務監事　暢祐

附件: 99年常年會費收據乙紙

主旨: 檢附　貴院（單位）上繳本會99年度常年會費收據乙紙，請　查收。

099 04 17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28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常務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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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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張常務監事　暢祐

附件: 99年常年會費收據乙紙

主旨: 檢附　貴院（單位）上繳本會99年度常年會費收據乙紙，請　查收。

099 04 17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29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常務監事

正本: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六分局；林柏毅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張常務監事　暢祐

附件: 99年常年會費收據乙紙

主旨: 檢附　貴院（單位）上繳本會99年度常年會費收據乙紙，請　查收。

099 04 17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30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常務監事

正本: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六分局；魏婉如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張常務監事　暢祐

附件: 99年常年會費收據乙紙

主旨: 檢附　貴院（單位）上繳本會99年度常年會費收據乙紙，請　查收。

099 04 17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31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常務監事

正本: 富里鄉衛生所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張常務監事　暢祐

附件: 99年常年會費收據乙紙

主旨: 檢附　貴院（單位）上繳本會99年度常年會費收據乙紙，請　查收。

099 04 17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32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常務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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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國泰聯合診所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張常務監事　暢祐

附件: 99年常年會費收據乙紙

主旨: 檢附　貴院（單位）上繳本會99年度常年會費收據乙紙，請　查收。

099 04 17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33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常務監事

正本: 北國泰聯合診所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張常務監事　暢祐

附件: 99年常年會費收據乙紙

主旨: 檢附　貴院（單位）上繳本會99年度常年會費收據乙紙，請　查收。

099 04 17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34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常務監事

正本: 本會第3屆理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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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旨: 第3屆第16次理監事會聯席會會議

099 05 17 郵寄方式: 平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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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時程表」電子檔乙份

主旨: 第4屆第1次會員大會會議暨第4屆理事、監事改選

099 05 17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36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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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花蓮縣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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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屆理監事

附件: 「第3屆第16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紀錄」乙份

主旨: 檢陳　本會第3屆16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紀錄乙份，請　鑒核。

099 05 31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37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正本: 第4屆理事（胡雅涵、鄧君珊、梁郡豪、周柏希、陳振宗張奇斌、張邇贏、黃瑞京、鄭浩宇、瓦紹‧瑪幹、高祥霖、黃舜中、李德達、鄭仰
恩、江志軒、林恩賜、陳英姿、林驊瀅、陳懿芳）、監事（林玉梅、張暢祐、廖學輝、黃麗娟、蔡藝華、范振彰、林憶萍）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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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旨: 敬請出席本會第4屆第1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請　查照。

099 05 31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38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正本

正本: 本會第4屆理事、監事

副本: 花蓮縣政府社會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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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屆第2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議程」、「第4屆第1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紀錄」、「D01-花行政規則-理監事自律條文-0970609版」、
「D02-花行政規則-本會會議準則-0970609版」、「B01-花簡-財務暨公共關係委員會組織簡則-0970609版」、「B02-花簡-學術暨編輯出版
委員會組織簡則-0970609版」電子檔各乙份

主旨: 第3、4屆會務交接暨第4屆第2次理監事聯席會

099 06 12 郵寄方式: 平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099039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

正本: 花蓮縣政府社會處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廖常務監事　學輝

附件: 「第4屆第1次會員大會手冊及會員大會會議紀錄」、「第4屆第1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紀錄」、「第4屆理事、監事簡歷冊」、「第4屆負責
人當選申請書」各乙份、「二吋光面照片」兩張

主旨: 檢送本會第4屆1次會員大會暨第4屆1次理事、監事會議紀錄等相關表件各乙份（如附件）並請核發負責人當選證明書及修改本會聯絡資
料，請　鑒核。

099 06 19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099040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常務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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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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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屆第1次會員大會手冊及大會會議紀錄」電子檔各乙份

主旨: 檢送本會第4屆1次會員大會會議紀錄電子檔乙份（如附件）並修改本會聯絡資料，請　查照。

099 06 19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0990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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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屆理事、監事名冊乙份

主旨: 本會第4屆理事、監事已於99年6月6日改選竣事，並於同日下午召開第4屆第1次理監事聯席會議，選舉常務理事及理事長。提供本會會員第
4屆理事、監事名冊乙份，及本會最新聯絡方式資訊，請　查照。

099 06 19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099042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會員

正本: 花蓮縣政府社會處、花蓮縣衛生局、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全國各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中華民國
醫事放射學會、花蓮縣醫師公會、花蓮縣中醫師公會、花蓮縣牙醫師公會、花蓮縣護理師護士公會、花蓮縣藥師公會、花蓮縣藥劑生公
會 花蓮縣醫事檢驗師公會 花蓮縣臨床心理師公會 花蓮縣諮商心理師公會 慈濟技術學院 放射技術系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第4屆理事、監事名冊乙份

主旨: 本會第4屆理事、監事已於本年6月6日改選竣事，並於同日下午召開第4屆第1次理監事聯席會議，選舉常務理事及理事長。柏希 承蒙厚
愛，連任第4屆理事長，自即日起接筧視事，綜理本會一切會務，並提供本會最新連絡資料，敬祈時賜教益，以匡不逮，無任感荷。

099 06 19 郵寄方式: 平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099043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正本: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門諾會醫院、國軍花蓮總醫院、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玉里榮民醫院、行政
院衛生署花蓮醫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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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屆理事、監事名冊乙份

主旨: 本會第4屆理事、監事已於本年6月6日改選竣事，並於同日下午召開第4屆第1次理監事聯席會議，選舉常務理事及理事長。提供貴院會員當
選本會理事、監事名冊乙份，敬請協助公告。

099 06 19 郵寄方式: 平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099044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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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副本: 花蓮縣醫師放射師公會

附件: 「第4屆第1次會員大會手冊及大會會議紀錄」、「第4屆第1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紀錄」各乙份

主旨: 檢送本會第4屆第1次會員大會暨第4屆第1次理事、監事會議紀錄等相關表件各乙份（如附件）及修改本會聯絡資料，請　查照。

099 06 19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099045號

郵寄方式-mail: 無

正本: 花蓮縣政府社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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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屆理監事及後補理監事

附件: 「第4屆第2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紀錄」乙份

主旨: 檢陳　本會第4屆2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紀錄乙份，請　鑒核。

099 08 10 郵寄方式: 平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099046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及候補理監事

正本: 鍾國晃　先生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4屆全體理監事及後補理監事

附件: 「公會帳務短少分期補回」之第8、9、10期分期金收據共叁紙

主旨: 檢附　鍾國晃　先生繳交「公會帳務短少分期補回」之第8、9、10期分期金收據叁紙，請　查收。

099 08 31 郵寄方式: 掛號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0990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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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年度第3季繼續教育課程時程表」電子檔各乙份

主旨: 本會「99年度第3季繼續教育課程」謹訂於99年9月19日（日）假財團法人佛教慈濟醫學中心–協力樓三樓合心會議室舉行，敬請各位會員
踴躍參加，請　查照。

099 08 31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099048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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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第4屆全體理監事及候補理監事

副本: 花蓮縣政府社會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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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屆第3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議程及附件」、「第4屆第2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紀錄」、「第4屆第1次會員大會暨99年度第2季繼續教育課
程活動報告書」、「第4屆理事、監事改選活動報告書」電子檔各乙份

主旨: 第4屆第3次理監事會聯席會會議

099 09 11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099049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及候補理監事

正本: 花蓮縣政府社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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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屆全體理監事及後補理監事

附件: 「第4屆第3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紀錄」乙份

主旨: 檢陳　本會第4屆3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紀錄乙份，請　鑒核。

099 10 19 郵寄方式: 平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099050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及候補理監事

正本: 全體會員

副本: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附件: 「99年度第4季繼續教育課程時程表」電子檔各乙份

主旨: 本會「99年度第4季繼續教育課程」謹訂於99年12月19日（日）假財團法人佛教慈濟醫學中心–協力樓三樓合心會議室舉行，敬請各位會員
踴躍參加，請　查照。

099 11 29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0990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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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旨: 本會謹訂於99年12月19日（日）下午6時00分假花蓮美侖大飯店綠苑西餐廳（花蓮市林園1-1號）舉行「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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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9 11 29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0990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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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旨: 本會於中華民國99年12月19日（星期日）下午舉辦「99年度第4季繼續教育課程」活動中提供全體會員領取「7-11面額500元」禮卷乙份，
請　查照。

099 11 29 郵寄方式: 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099053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會員

正本: 第4屆全體理監事及候補理監事

副本: 花蓮縣政府社會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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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屆第4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議程及附件」、「第4屆第3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紀錄」電子檔各乙份

主旨: 第4屆第4次理監事會聯席會會議

099 12 05 郵寄方式: 平信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099054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理監事及候補理監事

第 14 頁，共 14 頁2011年1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