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月剩餘

1 本會經費收入

1 入會費

2 常年會費

3 捐助收入

4 利息收入

5 其他收入

2 本會經費支出

1 人事費

1 員工薪資

2 獎金津貼

2 辦公費

1 印刷、文具費

2 郵電費

3 設備購置修繕費

4 什支

3 業務費

1 會議費

2 會員大會

3 學術研討會

4 全聯會常年會費

5 捐助費
6 出差費

7 公共關係費

8 年報編印費

9 聯誼活動費

4 提撥基金

3 本期餘絀

款 項 目 科　　目

幣別：新台幣

100年度 99年度 100年度 備註

預算數 預算數 增加 減少 預算使用比例

$566,000 $917,276 $0 $351,276

$2,000 $2,000 $0 $0

$564,000 $546,000 $18,000 $0 有效會員94人計算

$0 $0 $0 $0

$0 $0 $0 $0

$0 $369,276 $0 $369,276

$566,000 $917,276 $0 $351,276 100.00%

$30,000 $30,000 $0 $0 5.30%

$30,000 $30,000 $0 $0 5.30% 月薪2,500元

$0 $0 $0 $0 0.00%

$66,000 $130,000 $0 $64,000 11.66%

$15,000 $35,000 $0 $20,000 2.65%

$15,000 $30,000 $0 $15,000 2.65%

$16,000 $30,000 $0 $14,000 2.83%

$20,000 $35,000 $0 $15,000 3.53%

$441,700 $711,412 $0 $269,712 78.04%

$30,000 $25,512 $4,488 $0 5.30%

$35,000 $50,000 $0 $15,000 6.18%

$50,000 $70,000 $0 $20,000 8.83%

$86,400 $86,400 $0 $0 15.27% 提報90人；960元/人/年

$0 $29,500 $0 $29,500 0.00% 醫事放射師會館捐款已於99年度結清

$35,000 $50,000 $0 $15,000 6.18%

$25,000 $25,000 $0 $0 4.42%

$25,000 $25,000 $0 $0 4.42%

$155,300 $350,000 $0 $194,700 27.44% 94人計算

$28,300 $45,864 $0 $17,564 5.00% 提撥5%。

$0 $0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0年度歲入歲出經費預算表
中華民國100年1月1日至100年12月31日止

本年度與上年度預算比較

理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列印日期：2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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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剩餘

1 本會經費收入

1 入會費

2 常年會費

3 捐助收入

4 利息收入

5 其他收入

2 本會經費支出

1 人事費

1 員工薪資

2 獎金津貼

2 辦公費

1 印刷、文具費

2 郵電費

3 設備購置修繕費

4 什支

3 業務費

1 會議費

2 會員大會

3 學術研討會

4 全聯會常年會費

5 捐助費
6 出差費

7 公共關係費

8 年報編印費

9 聯誼活動費

4 提撥基金

3 本期餘絀

款 項 目 科　　目

幣別：新台幣

99年度 99年度 99年度 99年度 備註

決算數 預算數 經費使用比例 預算使用比例 增加 減少

$790,705

$969,663 $917,276 $52,387 $0

$6,000 $2,000 $4,000 $0

$594,000 $546,000 $48,000 $0 （99年）有效會員88人

$0 $0 $0 $0

$387 $0 $387 $0

$369,276 $369,276 $0 $0 鍾前理事長補回短少帳款第8期～第10期/共分10期

$922,355 $917,276 52.40% 100.00% $5,079 $0

$30,000 $30,000 1.70% 3.27% $0 $0

$30,000 $30,000 1.70% 3.27% $0 $0 月薪2,500元

$0 $0 0.00% 0.00% $0 $0

$12,918 $130,000 0.73% 14.17% $0 $117,082

$4,942 $35,000 0.28% 3.82% $0 $30,058

$6,106 $30,000 0.35% 3.27% $0 $23,894

$0 $30,000 0.00% 3.27% $0 $30,000

$1,870 $35,000 0.11% 3.82% $0 $33,130

$333,573 $711,412 18.95% 77.56% $0 $377,839

$25,024 $25,512 1.42% 2.78% $0 $488

$7,322 $50,000 0.42% 5.45% $0 $42,678

$5,448 $70,000 0.31% 7.63% $0 $64,552

$86,400 $86,400 4.91% 9.42% $0 $0 提報85人；960元/人

$29,500 $29,500 1.68% 3.22% $0 $0 提報59人；500元/人；第6期/共分6期

$18,862 $50,000 1.07% 5.45% $0 $31,138

$44,174 $25,000 2.51% 2.73% $19,174 $0

$0 $25,000 0.00% 2.73% $0 $25,000

$116,843 $350,000 6.64% 38.16% $0 $233,157

$545,864 $45,864 31.01% 5.00% $500,000 $0

$838,013 $0

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9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
中華民國99年1月1日至99年12月31日止

決算與預算比較

理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列印日期：20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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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日期：2011/1/6

幣別：新台幣

科　　目 金　　額 科　　目 金　　額

上期結存 $790,705 本年支出 $922,355

本年收入 $969,663 本期結存 $838,013

本年餘絀 $47,308

上期結存 $790,705

合　　　計 $1,760,368 合　　　計 $1,760,368

支　　　出收　　　入

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9年度現金收支出納表
中華民國99年1月1日至99年12月31日止

理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網
頁
公
布
~ 

本
檔
案
已
加
密
加
浮
水
印
。



列印日期：2011/1/6

幣別：新台幣

科　　目 金　　額 科　　目 金　　額

　累計餘絀定存 $0 　短期借款 $0

　應付帳款 $0

　累計餘絀 $827,741

　零用金 $10,272 　會務發展基金（96~99年） $655,114

　會務發展基金 $655,114

　累計餘絀（96~98年） $790,705

　本年餘絀 $47,308

合　　　計 $1,493,127 合　　　計 $1,493,127

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9年度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99年1月1日至99年12月31日止

資產 負債、基金、餘絀

流動負債

基金

餘絀

流動資產

理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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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財產目錄 

中華民國 99 年 12 月 31 日止 

理事長： 常務監事： 製表： 
 

幣別：新台幣 

財產編號 名稱 購置日期 報廢日期 數量 購買總價 存放地點；備註 

 全聯會背心 93 年  5 全聯會贈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 B1 辦公室 

 全聯會會旗 93 年  1 全聯會贈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 B1 辦公室 

 本會背心 93 年  10 全聯會贈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 B1 辦公室 

 本會會旗＋旗桿＋底座 93 年  5 全聯會贈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 B1 辦公室 

001090 傳真機  2008/12/06 1 - 第 10 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決議處分 

002090 印表機  2008/12/06 1 - 第 10 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決議處分 

003090 護貝機  2008/12/06 1 - 第 10 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決議處分 

004096 HP Deskjet F380 多功能事務機 2007/08/04  1 ＄2,490 理事長辦公室 

005096 創見 1G/JF V10 隨身碟 2007/08/04  1 贈品 理事長辦公室；004096 的贈品 

006096 語音儲存器 VT-50(DENPA) 2007/11/12  1 ＄3,465 理事長辦公室 

007097 MOTOROLA W371 手機 2008/02/14  1 ＄2,000 總幹事 

008097 
EPSON AcuLaser C1100 
彩色雷射印表機 2008/02/24  1 ＄12,900 理事長辦公室 

009097 Canon Digital IXUS 80 IS(公司貨) 2008/04/17  1 ＄9,490 理事長辦公室 

010097 RIDATA 4GB SDHC Class6 記憶卡 2008/04/17  1 ＄499 理事長辦公室 

011097 CANON NB-4L 原廠鋰電池 2008/04/17  1 ＄1,500 理事長辦公室 

012097 30mW 綠光雷射指示筆 2008/04/21  1 ＄999 理事長辦公室 

013097 USA 5mW 綠光雷射筆 2008/04/21  1 ＄1,399 理事長辦公室 

014097 Microsoft Office 2007 專業中文版 2008/05/12  1 ＄17,490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 B1 辦公室 

015097 Adobe Acrobat 8 中文專業商業版 2008/05/12  1 ＄18,500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 B1 辦公室 

016097 譯典通 8.1 專業版 2008/05/12  1 贈品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 B1 辦公室；004096 的贈品

017097 GP-15 分鐘極速充電器 2008/05/13  1 ＄1,299 理事長辦公室 

018097 ASUS F3APGT7ADD(F3Sg) 2008/05/13  1 ＄33,912 理事長辦公室 

019097 創見 DDRII 667 2GB RAM 2008/05/13  1 贈品 理事長辦公室；018096 的贈品 

020097 金士頓 4GB 隨身碟（DTI/4GBFE） 2008/05/13 2008/12/06 1 贈品 第 10 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決議處分 

021097 CipherLab CE-1000U 條碼掃瞄器 2008/07/15  1 ＄2,200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 B1 辦公室 

022097 PC-cillin IS 2008 盒裝標準版-2 年 2008/07/23  1 ＄2,490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 B1 辦公室 

023097 ASUS Eee PC 1000HD(黑-XP) 2008/09/07  1 ＄15,980 理事長辦公室 

024097 創見 16G/JFV60 隨身碟 2008/10/12  1 ＄1,299 理事長辦公室 

025097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鋼印 2008/12/01  1 ＄4,800 理事長辦公室 

026097 叫人鈴 2008/12/05  1 ＄63 理事長辦公室 

027097 數字式運動碼錶 2008/12/10  1 ＄149 理事長辦公室 

028097 鐵製裁紙器 4#（A4） 2008/12/10  1 ＄599 理事長辦公室 

029098 手牌＃1140 900 釘書機 2009/03/21  1 ＄630 理事長辦公室 

030098 SanDisk Cruzer Titanium II 16GB 隨身碟 2009/03/23  1 ＄2,080 總幹事 

031099 投票箱 2010/4/24  2 ＄2,000 花蓮慈濟醫學中心影像醫學部 B1 辦公室 

總 計 ＄138,233  

填表日期：99 年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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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印日期：2011/1/2

幣別：新台幣

科　　目 金　　額 科 　目 金　　額
歷年累存（96-98年） $104,336 本年支出 $0

本年收入 $550,778 本期結存 $655,114

本年定存金額 $545,864 本年結存 $550,778
本年存款額 $91 歷年累存（96-98年） $104,336

本年度利息 $4,823

合　　　計 $655,114 合 　　計 $655,114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9年度會務發展基金收支表
中華民國99年1月1日至99年12月31日止

收　　　入 支　　　出

理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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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9年度　基金收入、支出明細表 日記簿

日期 明　　　細 定期存單帳號 到期日 支出 收入 結存 備註

2010/1/5 定存本金911527 018011911527 99年8月5日 $76 $4,422

2010/2/5 定存本金911527 018011911527 99年8月5日 $76 $4,498

2010/3/5 定存本金911527 018011911527 99年8月5日 $76 $4,574

2010/3/16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匯入 $500,000 $504,574

2010/3/22 定存息 921125 018011921125 101年3月22日 $500,000 $4,574

2010/4/5 定存本金911527 018011911527 99年8月5日 $76 $4,650

2010/4/22 定存息 921125 018011921125 101年3月22日 $400 $5,050

2010/5/5 定存本金911527 018011911527 99年8月5日 $76 $5,126

2010/5/22 定存息 921125 018011921125 101年3月22日 $400 $5,526

2010/6/5 定存本金911527 018011911527 99年8月5日 $76 $5,602

2010/6/19 存息(未扣稅) $8 $5,610

2010/6/22 定存息 921125 018011921125 101年3月22日 $400 $6,010

2010/7/5 定存本金911527 018011911527 99年8月5日 $77 $6,087

2010/7/5 提撥99年度會務發展基金 $45,864 $51,951

2010/7/22 定存息 921125 018011921125 101年3月22日 $418 $52,369

2010/8/5 定存本金+息911527 018011911527 99年8月5日 $100,081 $152,450

2010/8/22 定存息 921125 018011921125 101年3月22日 $423 $152,873

2010/8/24 定存本金 018011927128 100年8月24日 $150,000 $2,873

2010/9/22 定存息 921125 018011921125 101年3月22日 $423 $3,296

2010/9/24 定存息 927128 018011927128 100年8月24日 $120 $3,416

2010/10/22 定存息 921125 018011921125 101年3月22日 $432 $3,848

2010/10/24 定存息 927128 018011927128 100年8月24日 $125 $3,973

2010/11/22 定存息 921125 018011921125 101年3月22日 $437 $4,410

2010/11/24 定存息 927128 018011927128 100年8月24日 $127 $4,537

2010/12/21 存息(扣稅) $13 $4,550

2010/12/22 定存息 921125 018011921125 101年3月22日 $437 $4,987

2010/12/24 定存息 927128 018011927128 100年8月24日 $127 $5,114

理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製表日期：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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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9年度　經費收入支出明細表 日記簿

日期 項目 明　　　細
核銷單

頁數

收入帳

頁數

收據編號

(099-***-**)
發票號碼 收入 支出 結存

1月1日 98年度餘絀 790,705.0$  790,705.0$   

1月4日 其他收入 鍾前理事長繳回短少帳款第8期（共10期） 01 099-001-01 123,092.0$   913,797.0$   

1月9日 郵電費
發函，函請繳交99年度常年會費，共14封掛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01號～花醫放周字第099015號」
001 350.0$     913,447.0$   

1月13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98年12月份行動電話費。 002 440.0$     913,007.0$   

1月13日 常年會費；匯款

"國泰聯合診所"共2人，繳交99年度常年會費，＄12,000元整。

繳費人員：蔣宗吉、黃正強

"北國泰聯合診所"共1人，繳交98年度常年會費，＄6,000元整。

繳費人員：蕭新種

02 099-002-01 18,000.0$    931,007.0$   

1月13日 入會費；匯款

"國軍花蓮總醫院附設民眾診療服務處"共1人新入會，繳交入會費＄1,000+99年度常年會費＄6,000，共

＄7,000元整。

 繳費人員：魏大中，會員編號164

03 099-003-01 1,000.0$     932,007.0$   

1月13日 常年會費；匯款

"國軍花蓮總醫院附設民眾診療服務處"共1人新入會，繳交入會費＄1,000+99年度常年會費＄6,000，共

＄7,000元整。

繳費人員：魏大中，會員編號164

03 099-003-01 6,000.0$     938,007.0$   

1月13日 入會費；匯款

"國軍花蓮總醫院附設民眾診療服務處"共1人新入會，繳交入會費＄1,000+99年度常年會費＄6,000，共

＄7,000元整。

繳費人員：李秉豪，會員編號165

03 099-003-02 1,000.0$     939,007.0$   

1月13日 常年會費；匯款

"國軍花蓮總醫院附設民眾診療服務處"共1人新入會，繳交入會費＄1,000+99年度常年會費＄6,000，共

＄7,000元整。

繳費人員：李秉豪，會員編號165

03 099-003-02 6,000.0$     945,007.0$   

1月14日 公共關係費

日期：99年1月16號

地點：高雄榮民總醫院

會議名稱：（第14回東亞國際學術交流大會）及（第十五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致贈高級藝術花架一只＄1,500元含匯費＄80元；共計＄1,580元整。

03 1,580.0$   943,427.0$   

1月15日 常年會費；匯款
"國軍花蓮總醫院"共7人，繳交99年度常年會費，＄42,000元整。

繳費人員：徐代祁、孔德兟、陳英姿、洪國英、陳振峰、黃義忠、黃瑞京
11 099-011-01 42,000.0$    985,427.0$   

1月16日 出差費

出席1月16日「99年度第1次全國各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理事長聯席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出差人員:周理事長　柏希

膳雜費：＄1,000元

交通費：＄4,694元

　　　高　鐵：台北-左營 來回車票一張；共＄3,700元

　　　台　鐵：花蓮－台北來回車票；共＄794元

　　　計程車：1月16號 與 1月17號 高鐵至會場 （計程車資費 ）；共＄200元

04 5,694.0$   979,733.0$   

1月26日 常年會費；匯款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玉里醫院"共3人，繳交99年度常年會費，＄18,000元整。

繳費人員：馮玉祥、張紜禎、巫淑媛
07 099-007-01 18,000.0$    997,733.0$   

1月28日 員工薪資 總幹事99年01月份薪資 05 2,500.0$   995,233.0$   

2月1日 常年會費；匯款
"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鳳林榮民醫院"共1人，繳交99年度常年會費，＄6,000

繳費人員：李德達
08 099-008-01 6,000.0$     1,001,233.0$ 

2月2日 常年會費；匯款
"行政院衛生署玉里醫院"共1人，繳交99年度常年會費，＄6,000元整。

繳費人員：瓦紹‧瑪幹
09 099-009-01 6,000.0$     1,007,233.0$ 

理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製表日期：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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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9年度　經費收入支出明細表 日記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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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銷單

頁數

收入帳

頁數

收據編號

(099-***-**)
發票號碼 收入 支出 結存

2月5日 常年會費；支票
"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玉里榮民醫院"共2人，繳交99年度常年會費，＄12,000元整。

繳費人員：廖學輝、曾崇毓
10 099-010-01 12,000.0$    1,019,233.0$ 

2月5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99年01月份行動電話費。 06 426.0$     1,018,807.0$ 

2月8日 常年會費；匯款

"行政院衛生署花蓮醫院" 共9人，繳交99年度常年會費 ，＄54,000元整。

繳費人員：張暢祐、趙瑞興、林玉梅、蔡月蘭、劉仁福、賴正岩、許慈坤、盧雅雯、劉姵妏

2/22收據預開($6,000)

04 099-004-01 54,000.0$    1,072,807.0$ 

2月19日 會議費

第3屆第8次；常務監事稽核

人    員：陪同人員：周理事長　柏希、張常務理事　奇斌、楊總幹事　馨寧 、張監事 暢祐

地    點：花蓮慈濟醫學中心　影像醫學部︱B1會議室

07 440.0$     1,072,367.0$ 

2月21日 印刷、文具費 公文袋3只。共11元整。 08 LC52996097 11.0$      1,072,356.0$ 

2月21日 公共關係費 致贈台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四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會場佈置禮金$1,500元整。 09 1,500.0$   1,070,856.0$ 

2月21日 郵電費

發函，檢送　本會「第3屆第14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紀錄」乙份及「縣長與花蓮縣醫事團體座談會」會議記

錄、花蓮縣政府「府衛醫字第0990010124號」涵各乙份，共2件。

花醫放周字第099016號  花蓮縣社會局

花醫放周字第099016號、 花醫放周字第098017號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10 90.0$      1,070,766.0$ 

2月21日 常年會費；匯款
"富里鄉衛生所"共1人，繳交99年度常年會費，＄6,000元整。

繳費人員：趙暉文
12 099-012-00 6,000.0$     1,076,766.0$ 

2月21日 常年會費；匯款

"秀林鄉衛生所"共1人，繳交99年度常年會費，＄6,000元整。

繳費人員：林春美

1/29收據預開($6,000)

06 099-006-01 6,000.0$     1,082,766.0$ 

2月21日 常年會費；匯款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六分局"共2人，繳交99年度常年會費，＄12,000元整。

繳費人員：林柏毅、魏婉如
13

099-013-01

～

099-013-02

12,000.0$    1,094,766.0$ 

2月24日 出差費

出席2月24日「99年度醫療衛生政策座談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出差人員:周理事長　柏希

膳雜費：＄500元

交通費：＄834元

　　　台　鐵：花蓮－台北來回車票；共＄794元

　　　捷　運：台北火車站－台大醫院站來回車票；共＄40元

11 1,334.0$   1,093,432.0$ 

2月28日 公共關係費

雲林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鄭理事長 淑惠，蒞臨參訪本會各項業務。

時　間：99年2月28日

地　點：慈濟醫院 影像醫學部

停車費：＄50元整。

茶水費：＄27元整。

膳雜費：＄670元整。

12 747.0$     1,092,685.0$ 

2月28日 員工薪資 總幹事99年02月份薪資 13 2,500.0$   1,090,185.0$ 

3月1日 常年會費；匯款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門諾會醫院"共17人，繳交99年度常年會費，＄102,000元整。

繳費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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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02,000.0$   1,192,185.0$ 

3月2日 常年會費；匯款
"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鳳林榮民醫院"共1人，繳交99年度常年會費，＄6,000元整。

繳費人員：范振彰
15 099-015-01 6,000.0$     1,198,185.0$ 

理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製表日期：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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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9年度　經費收入支出明細表 日記簿

日期 項目 明　　　細
核銷單

頁數

收入帳

頁數

收據編號

(099-***-**)
發票號碼 收入 支出 結存

3月3日 常年會費；匯款
"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鳳林榮民醫院"共1人，繳交99年度常年會費，＄6,000元整。

繳費人員：林憶萍
16 099-016-01 6,000.0$     1,204,185.0$ 

3月10日 印刷、文具費 學術研討贈與講師用獎狀1組/37元，共兩組，總計＄74元整。 14 LV11943454 74.0$      1,204,111.0$ 

3月11日 學術研討會 雀巢奶茶250mL一箱,$199元；雀巢檸檬茶250mL一箱,$179元。共$378元整。 15 MP79060022 378.0$     1,203,733.0$ 

3月12日 印刷、文具費 雷射印表機墨水夾一只$1,050元/個；共$1,050元整。 16 LX45949916 1,102.0$   1,202,631.0$ 

3月14日 學術研討會 99年度第1季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講師－魏妙俶，講師費＄1,500元整。 17 1,500.0$   1,201,131.0$ 

3月14日 學術研討會 99年度第1季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講師－鄭華銘，講師費＄1,000元整。 18 1,000.0$   1,200,131.0$ 

3月14日 會議費
第3屆第15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交通費

廖常務監事  學輝：玉里－花蓮來回車票$382元整。
19 382.0$     1,199,749.0$ 

3月14日 會議費

第3屆第15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

午間誤餐費＄800

茶水費＄300

晚間誤餐費＄1,098

20 2,198.0$   1,197,551.0$ 

3月15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99年02月份行動電話費。 21 368.0$     1,197,183.0$ 

3月16日 提撥基金
依"99年3月14日第3屆第15次理監事聯席會提案（03）"決議，

提撥98年度餘絀做為會務發展基金，總計＄500,000元整。
22 500,000.0$ 697,183.0$   

3月17日 常年會費；匯款
"行政院花蓮醫院"共1人覆會，繳交99年度常年會費＄6,000，共＄6,000元整。

繳費人員：王世明，會員編號016
17 099-017-01 6,000.0$     703,183.0$   

3月26日 常年會費；匯款

"花蓮縣衛生局慢性病防治所" 共1人，繳交99年度常年會費，＄6,000元整。

 繳費人員：蔡藝華

1/29收據預開($6,000)

05 099-005-01 6,000.0$     709,183.0$   

3月30日 常年會費；匯款
"昕程醫事放射所"共1人，繳交99年度常年會費，＄6,000元整。

 繳費人員：李國瑋，會員編號
18 099-018-01 6,000.0$     715,183.0$   

3月31日 員工薪資 總幹事99年03月份薪資 23 2,500.0$   712,683.0$   

3月31日 郵電費

發函，檢送　本會「第3屆第15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紀錄」乙份及「會務相關資料光碟」乙份

花醫放周字第099020號  花蓮縣社會局

花醫放周字第099020號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雲林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鄭淑惠理事長

24 145.0$     712,538.0$   

3月31日 什支

總幹事楊馨寧工作保險

保險公司：三井住友海上產險明台產物保險公司

保險類別：個人傷害險200萬

保險期間：自民國99年4月1日午夜12時起至，民國100年4月1日午夜12時止。

25 1,750.0$   710,788.0$   

3月31日 公共關係費 賀 眾聲日報創刊21週年慶,平面刊物祝賀。 26 2,000.0$   708,788.0$   

4月1日 其他收入 鍾前理事長繳回短少帳款第9期（共10期） 19 099-019-01 123,092.0$   831,880.0$   

4月7日 全聯會常年會費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99年1至99年6月常年會費（會員人數90名為計算基礎）

80元/月*90人*6個月＝43,200元整，共計新台幣43,200元整
27 43,200.0$  788,680.0$   

4月9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99年03月份行動電話費。 28 289.0$     788,391.0$   

4月9日 入會費；匯款
"行政院花蓮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入會費＄1,000，共＄1,000元整。

繳費人員：王上華，會員編號166
20 099-20-01 1,000.0$     789,391.0$   

4月9日 常年會費；匯款
"行政院花蓮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99年度常年會費＄6,000，共＄6,000元整。

繳費人員：王上華，會員編號166
20 099-20-01 6,000.0$     795,391.0$   

理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製表日期：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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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9年度　經費收入支出明細表 日記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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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銷單

頁數

收入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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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據編號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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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 會議費

第3屆第9次；常務監事稽核

人    員：周理事長　柏希、張常務理事　奇斌、張常務理事　邇贏、楊總幹事　馨寧 、張監事 暢祐

地    點：花蓮慈濟醫學中心　影像醫學部︱B1會議室

29 909.0$     794,482.0$   

4月23日 郵電費

發函，郵寄99年度常年會費收據，共封9掛號。

花醫放周字第099024號 （財團法人基督教門諾會醫院）

花醫放周字第099023號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玉里醫院）

花醫放周字第099025號 （國軍花蓮總醫院）

花醫放周字第099026號～第099028號（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鳳林榮民醫院）

花醫放周字第099029號 （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玉里榮民醫院）

花醫放周字第099030號～第099031號（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六分局）

花醫放周字第099032號（富里鄉衛生所）

花醫放周字第099033號～第099034號（國泰聯合診所）

花醫放周字第098020號（行政院衛生署玉里醫院）

30 205.0$     794,277.0$   

4月24日 會員大會 訂製會員大會用投票箱2只,共＄2,000元整。 31 2,000.0$   792,277.0$   

4月30日 員工薪資 總幹事99年04月份薪資 32 2,500.0$   789,777.0$   

5月10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99年04月份行動電話費。 33 331.0$     789,446.0$   

5月17日 印刷、文具費
影印紙 A4紙 彩色100入；一包；＄55元、影印紙 A4紙 彩色60入；一包；＄48元、獎狀 10入；2包；＄112

元、自黏標籤 保護膜 ；2包;42元、口紅膠 （2支）；＄84元。
34 MV11899107 341.0$     789,105.0$   

5月19日 郵電費 因應寄送文件需要購置5元/枚郵票100張，共$500元整。 35 500.0$     788,605.0$   

5月20日 常年會費；匯款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共42人，繳交99年度常年會費，＄126,000元整。

繳費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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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099-21-01 126,000.0$   914,605.0$   

5月21日 公共關係費 製作第3屆理監事卸任水晶獎牌$3,000元/ 面，共11面；總計$33,000元整。 36 33,000.0$  881,605.0$   

5月21日 印刷、文具費 三孔夾鼎 691D共一個，91元/個；公文封（正A4）23*32.5cm共10個，2.1元/個；共112元整。 37 112.0$     881,493.0$   

5月22日 會議費
第3屆第16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交通費

廖常務監事  學輝：玉里－花蓮來回車票$382元整。
38 382.0$     881,111.0$   

5月22日 會議費

第3屆第16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

茶水費＄355

晚間誤餐費＄4,224

39

NC52771391

NC52771392

NC52771395

NC52771396

NC52771398

4,579.0$   876,532.0$   

5月25日 什支 高黏度瞬間膠10g一個，120元/個；共＄120元整。 40 NC51565904 120.0$     876,412.0$   

5月25日 學術研討會
慈濟技術學院舉辦「2010第五屆國際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術研討會」

致贈高架花籃1對，＄1,000元整；郵政匯費，＄30元整。共計＄1,030元整。
41 1,030.0$   875,382.0$   

5月26日 聯誼活動費

第4屆第1次會員大會會員參加禮（以會員人數93名為計算基礎）

遠東商品卷商品卷每人面額＄500元∕張，共93份

＄500元∕張（份）*93份＝46,500元整，總計新台幣＄46,500元整。

42 NA31931975 46,500.0$  828,882.0$   

5月27日 印刷、文具費 裝訂98年度之所有收發函、以及活動報告書之裝訂費用，共計新台幣$177元整。 43 177.0$     828,705.0$   

5月31日 印刷、文具費 公文封（立體）10元/張，共4張；公文封（大）26*33cm共2個 ，2.8元/個；共計新台幣$46元整。 44 MV11899696 46.0$      828,659.0$   

5月31日 員工薪資 總幹事99年05月份薪資 45 2,500.0$   826,159.0$   

6月2日 會員大會 雀巢紅茶250mL一箱，$216元；雀巢檸檬茶250mL一箱，$179元，共兩箱。共$552元整。 46 NC51548996 552.0$     825,607.0$   

理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製表日期：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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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據編號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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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 印刷、文具費 購置會員大會選舉投票用計分海報及麥克筆，共計共＄211元整。 47 MU16782959 211.0$     825,396.0$   

6月4日 印刷、文具費 辦理交接用"台灣銀行"97-99年度帳戶往來明細表申請手續費，100元/份，共三份。總計新台幣$300元整。 48 300.0$     825,096.0$   

6月4日 會員大會 印製第4屆第1次會員大會手冊共65本，58元/本；共＄3,770元；封面共5本，30元/本，共$150元整。 49 3,920.0$   821,176.0$   

6月5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99年05月份行動電話費。 50 307.0$     820,869.0$   

6月6日 會員大會 工作人員會前準備；茶水費＄220；午間誤餐費＄630；共＄850元整。 51 850.0$     820,019.0$   

6月6日 公共關係費 接待雲林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鄭理事長 淑惠蒞臨指教第4屆第1次會員大會之午間誤餐費＄150元 52 NC53627679 150.0$     819,869.0$   

6月6日 會議費
第4屆第1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

晚間誤餐費＄4,240
53 MU16729855 4,240.0$   815,629.0$   

6月10日 入會費；匯款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門諾會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入會費＄1,000，共＄1,000元整。

繳費人員：高錦榮，會員編號167
22 099-22-01 1,000.0$     816,629.0$   

6月10日 常年會費；匯款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門諾會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99年度常年會費＄6,000，共＄6,000元整。

繳費人員：高錦榮，會員編號167
22 099-22-02 6,000.0$     822,629.0$   

6月10日 會議費

99年度6月份會務討論

人    員：周理事長 柏希、 高常務理事 祥霖、林常務理事 驊瀅

地    點：遠東百貨 星巴克

54 645.0$     821,984.0$   

6月12日 印刷、文具費 購買獎狀10入100，70元/包；共2包。總計$140元整。 55 MV11900193 140.0$     821,844.0$   

6月14日 印刷、文具費 謢貝第4屆及常務理事、常務監事、理事等聘書共計新台幣$165元整。 56 165.0$     821,679.0$   

6月19日 會議費
第4屆第2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

茶水費＄375
57 375.0$     821,304.0$   

6月21日 利息收入：匯款 花蓮第二信用合作社99年06月利息收入 27 196.0$       821,500.0$   

6月25日 郵電費

發函，檢送　本會「第4屆理事、監事名冊」乙份

花醫放周字第099042號  花蓮縣社會局

花醫放周字第099042號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分別以便利袋郵寄，一份$55元共2份。

58 110.0$     821,390.0$   

6月25日 郵電費 寄送 會員編號167 高錦榮收據乙份，掛號費用$25元整。 59 25.0$      821,365.0$   

6月25日 公共關係費 賀 新新聞報改組發行8週年社慶,平面刊物祝賀。共計新台幣$2,000元整。 60 2,000.0$   819,365.0$   

6月30日 員工薪資 總幹事99年06月份薪資 61 2,500.0$   816,865.0$   

6月30日 會議費

第4屆第1次理監事聯席會–交通費

廖常務監事  學輝：玉里－花蓮來回車票$382元整。

第4屆第2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交通費

廖常務監事  學輝：玉里－花蓮來回車票$382元整。

62 764.0$     816,101.0$   

7月1日 其他收入 鍾前理事長繳回短少帳款第10期（共10期） 23 099-23-01 123,092.0$   939,193.0$   

7月5日 提撥基金 依"99年度歲入歲出經費預算表"提撥預算收入5%做為會務發展基金，總計＄45,864元整。 63 45,864.0$  893,329.0$   

7月9日 入會費；匯款
"行政院衛生署玉里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入會費＄1,000，共＄1,000元整。

繳費人員：陳彥廷，會員編號168
24 099-24-01 1,000.0$     894,329.0$   

7月9日 常年會費；匯款
"行政院衛生署玉里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99年度常年會費＄6,000，共＄6,000元整。

繳費人員：陳彥廷，會員編號168
24 099-24-01 3,000.0$     897,329.0$   

7月10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99年06月份行動電話費。 64 371.0$     896,958.0$   

7月16日 公共關係費 賀 少年中國晨報22週年社慶,平面刊物祝賀。共計新台幣$2,000元整。 65 2,000.0$   894,958.0$   

7月16日 捐助費 98年度「醫事放射師會館」建館基金（第6期；共6期） 66 29,500.0$  865,458.0$   

7月31日 員工薪資 總幹事99年07月份薪資 67 2,500.0$   862,958.0$   

8月11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99年07月份行動電話費。 68 343.0$     862,615.0$   

理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製表日期：2011/1/1

第 5 頁／共 8 頁

~網
頁

公
布

~ 

本
檔

案
已

加
密

加
浮

水
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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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 員工薪資 總幹事99年08月份薪資 69 2,500.0$   860,115.0$   

9月16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99年08月份行動電話費。 70 372.0$     859,743.0$   

9月24日 印刷、文具費 影印紙80P  A4紙 （雙A）1包／120元；共二包；共計新台幣$240元整。 71 PV12020710 240.0$     859,503.0$   

9月25日 會議費
第4屆第3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交通費

廖常務監事  學輝：玉里－花蓮來回車票$382元整。
72 382.0$     859,121.0$   

9月25日 會議費
第4屆第3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

晚間誤餐費＄6,930
73 PV27612365 6,930.0$   852,191.0$   

9月30日 員工薪資 總幹事99年09月份薪資 74 2,500.0$   849,691.0$   

10月5日 郵電費

發函，檢附　鍾國晃君繳交「公會帳務短少分期補回」之第8、9、10期分期金收據參紙。共一封掛號。 新

台幣＄25元整。

花醫放周字第099047號  （鍾國晃君查收）

購買＄10元郵票，2張，共新台幣＄20元整。

75 45.0$      849,646.0$   

10月15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99年09月份行動電話費。 76 350.0$     849,296.0$   

10月15日 入會費；匯款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門諾會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入會費＄1,000，共＄1,000元整。

繳費人員：彭曉筠，會員編號169
25 1,000.0$     850,296.0$   

10月15日 常年會費；匯款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門諾會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99年度常年會費＄3,000，共＄3,000元整。

繳費人員：彭曉筠，會員編號169
25 3,000.0$     853,296.0$   

10月29日 全聯會常年會費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99年7至99年12月常年會費（會員人數90名為計算基礎）

80元/月*90人*6個月＝43,200元整，共計新台幣43,200元整
77 43,200.0$  810,096.0$   

10月29日 郵電費

發函，檢送　本會「第4屆第3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紀錄」乙份

花醫放周字第099050號  花蓮縣社會局

花醫放周字第099050號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78 70.0$      810,026.0$   

10月30日 會議費
第4屆第1次常務監事稽核會–交通費

廖常務監事  學輝：玉里－花蓮來回車票$382元整。
79 382.0$     809,644.0$   

10月30日 會議費
99年度12月份會務討論暨第4屆第1次常務監事稽核–誤餐費

人    員：周理事長　柏希、高常務理事　翔霖、林常務理事　驊瀅、廖常務監事 學輝、楊總幹事　馨寧
80 850.0$     808,794.0$   

10月31日 員工薪資 總幹事99年10月份薪資 81 2,500.0$   806,294.0$   

11月5日 出差費

出席11月06日「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第屆四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公會全國聯合會

出差人員:廖常務監事　學輝

膳雜費：＄500元

保險費：＄111元（明台產物個人旅遊綜合保險；死殘保險200萬元；傷害醫療保險10萬元）

住宿費：＄2,580元

交通費：＄854元

　　台　鐵：花蓮-台北來回車票$794元整

　　捷　運：台北火車站-石牌站來回車票$60元整

82 4,045.0$   802,249.0$   

理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製表日期：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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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 出差費

出席11月06日「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第屆四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公會全國聯合會

出差人員:蔡監事　藝華

膳雜費：＄500元

保險費：＄111元（明台產物個人旅遊綜合保險；死殘保險200萬元；傷害醫療保險10萬元）

交通費：＄854元

　　　台　鐵：花蓮-台北來回車票$794元整

　　　捷　運：台北火車站-石牌站來回車票$60元整

83 1,465.0$   800,784.0$   

11月5日 出差費

出席11月06日「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第屆四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公會全國聯合會

出差人員:楊總幹事　馨寧

膳雜費：＄500

保險費：＄111元（明台產物個人旅遊綜合保險；死殘保險200萬元；傷害醫療保險10萬元）

交通費：＄1,044元

　　　台　鐵：花蓮-台北來回車票$794元整

　　　計程車：石牌站-台北火車站$250元整

84 1,655.0$   799,129.0$   

11月5日 出差費

出席11月06日「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第屆四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公會全國聯合會

出差人員:林常務理事　驊瀅

膳雜費：＄500元

保險費：＄111元（明台產物個人旅遊綜合保險；死殘保險200萬元；傷害醫療保險10萬元）

住宿費：＄1,900元（新驛旅店）

交通費：＄824元

　　　台　鐵：花蓮-台北來回車票$794元整

　　　捷　運：台北火車站-石牌站車票$30元整

85 3,335.0$   795,794.0$   

11月5日 印刷、文具費 名片夾 86 RB47841073 39.0$      795,755.0$   

11月10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99年10月份行動電話費。 87 664.0$     795,091.0$   

11月10日 常年會費；匯款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共42人，繳交99年度常年會費，＄126,000元整。

繳費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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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126,000.0$   921,091.0$   

11月11日 公共關係費

同花蓮縣醫事團體發表"慶賀徐祥明先生榮任花蓮縣衛生局局長廣告費用，共$1,197元整 （含匯費$30元

整）。

刊載於99年10月21號：更生日報頭版廣告

刊載於99年10月21號：東方報頭版廣告

88 1,197.0$   919,894.0$   

理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製表日期：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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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 出差費

出席11月20日「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第4屆第1次理監事聯席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出差人員:周理事長　柏希

膳雜費：＄500元

交通費：＄834元

　　　台　鐵：花蓮－台北來回車票；共＄794元

　　　捷　運：台北火車站－中山站來回車票；共＄40元

89 1,334.0$   918,560.0$   

11月24日 聯誼活動費

99年度歲末禮卷（以會員人數96名為計算基礎）

統一超商商品卷每人面額＄500元（＄100元∕張），共480張（96份）

＄100元∕張*5張*96份＝48,000元整，總計新台幣＄48,000元整。

90 48,000.0$  870,560.0$   

11月30日 員工薪資 總幹事99年11月份薪資 91 2,500.0$   868,060.0$   

12月4日 會議費

99年度12月份會務討論

人    員：周理事長 柏希、 高常務理事 祥霖、林常務理事 驊瀅、楊總幹事　馨寧

地    點：小歇 (國聯五路)

92 434.0$     867,626.0$   

12月4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99年11月份行動電話費。 93 305.0$     867,321.0$   

12月19日 會議費
第4屆第4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交通費

廖常務監事  學輝：玉里－花蓮來回車票$382元整。
94 382.0$     866,939.0$   

12月19日 印刷、文具費 公文封（大9K）共100個，1.8元/個；共180元整。 95 RC57982225 180.0$     866,759.0$   

12月19日 印刷、文具費 雷射印表機墨水夾二只；$902元/個；共$1,804元整。 96 QY26228843 1,804.0$   864,955.0$   

12月19日 會議費

第4屆第4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

午間誤餐費＄：630元

茶水費＄120元

97 750.0$     864,205.0$   

12月19日 學術研討會 99年度第4季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講師－簡聿皇，講師費＄1,500元整。 98 1,500.0$   862,705.0$   

12月19日 學術研討會 99年度第4季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講師茶水巡十二茶，2瓶，共$40元整。 99 RT88715834 40.0$      862,665.0$   

12月19日 聯誼活動費

99年度歲末聚餐：美崙飯店總共60人（會員57人＋眷屬自費3人）

 

1.四人同行一人免費：共11組（共44人）小計$21,417元

2.壽星半價：共14人;小計＄4,956元

3.原　　價：共2人;小計＄1,298元

　上述（1+2+3項）用餐總計$27,671元整（包含3位眷屬自費）。

　自費眷屬：張邇贏-妻；$487/人

　自費眷屬：蔡耀琮-妻；$487/人

　自費眷屬：周柏希-妻；$354/人

4.自費眷屬用餐總計$1,328元整。

5.普羅可藥商贊助＄4,000元整。

活動費用總計算（1+2+3-4-5）：$22,343＝$21,417+＄4,956+＄1,298-$1,328-＄4,000

100 22,343.0$  840,322.0$   

12月21日 利息收入：匯款 花蓮第二信用合作社99年12月利息收入 28 191.0$       840,513.0$   

12月31日 員工薪資 總幹事99年12月份薪資 101 2,500.0$   838,013.0$   

理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製表日期：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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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別：新台幣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上月剩餘 $790,705 $995,233 $1,090,185 $708,788

1 本會經費收入 $215,092 $102,000 $132,000 $130,092

1 入會費 $2,000 $1,000

2 常年會費 $90,000 $102,000 $132,000 $6,000

3 捐助收入

4 利息收入

5 其他收入 $123,092 $123,092

2 本會經費支出 $10,564 $7,048 $513,397 $49,103

1 人事費 $2,500 $2,500 $2,500 $2,500

1 員工薪資 $2,500 $2,500 $2,500 $2,500

2 獎金津貼

2 辦公費 $790 $527 $3,439 $494

1 印刷、文具費 $11 $1,176

2 郵電費 $790 $516 $513 $494

3 設備購置修繕費

4 什支 $1,750

3 業務費 $7,274 $4,021 $7,458 $46,109

1 會議費 $440 $2,580 $909

2 會員大會 $2,000

3 學術研討會 $2,878

4 全聯會常年會費 $43,200

5 捐助費
6 出差費 $5,694 $1,334

7 公共關係費 $1,580 $2,247 $2,000

8 年報編印費

9 聯誼活動費

4 提撥基金 $0 $0 $500,000 $0

3 本期餘絀 $995,233 $1,090,185

二月

$708,788 $789,777

四月
款 項 目 科　　目

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9年度經費收入、支出月份報表
中華民國99年1月1日至99年4月30日止

一月 三月

理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列印日期：20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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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剩餘

1 本會經費收入

1 入會費

2 常年會費

3 捐助收入

4 利息收入

5 其他收入

2 本會經費支出

1 人事費

1 員工薪資

2 獎金津貼

2 辦公費

1 印刷、文具費

2 郵電費

3 設備購置修繕費

4 什支

3 業務費

1 會議費

2 會員大會

3 學術研討會

4 全聯會常年會費

5 捐助費
6 出差費

7 公共關係費

8 年報編印費

9 聯誼活動費

4 提撥基金

3 本期餘絀

款 項 目 科　　目

幣別：新台幣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789,777 $826,159 $816,101 $862,958

$126,000 $7,196 $127,092 $0

$1,000 $1,000

$126,000 $6,000 $3,000

$196

$123,092

$89,618 $17,254 $80,235 $2,843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1,627 $1,258 $371 $343

$676 $816

$831 $442 $371 $343

$120

$85,491 $13,496 $31,500 $0

$4,961 $6,024

$5,322

$1,030

$29,500

$33,000 $2,150 $2,000

$46,500

$0 $0 $45,864 $0

$860,115$826,159 $816,101

五月

$862,958

八月

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9年度經費收入、支出月份報表
中華民國99年5月1日至99年8月31日止

七月六月

理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列印日期：20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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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剩餘

1 本會經費收入

1 入會費

2 常年會費

3 捐助收入

4 利息收入

5 其他收入

2 本會經費支出

1 人事費

1 員工薪資

2 獎金津貼

2 辦公費

1 印刷、文具費

2 郵電費

3 設備購置修繕費

4 什支

3 業務費

1 會議費

2 會員大會

3 學術研討會

4 全聯會常年會費

5 捐助費
6 出差費

7 公共關係費

8 年報編印費

9 聯誼活動費

4 提撥基金

3 本期餘絀

款 項 目 科　　目

幣別：新台幣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860,115 $849,691 $806,294 $868,060

$0 $4,000 $126,000 $191

$1,000

$3,000 $126,000 $0

$191

$10,424 $47,397 $64,234 $30,238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612 $465 $703 $2,289

$240 $39 $1,984

$372 $465 $664 $305

$7,312 $44,432 $61,031 $25,449

$7,312 $1,232 $1,566

$1,540

$43,200

$11,834

$1,197

$48,000 $22,343

$0 $0 $0 $0

$838,013$849,691 $868,060$806,294

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9年度經費收入、支出月份報表
中華民國99年9月1日至99年12月31日止

十二月十一月十月九月

理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列印日期：20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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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剩餘

1 本會經費收入

1 入會費

2 常年會費

3 捐助收入

4 利息收入

5 其他收入

2 本會經費支出

1 人事費

1 員工薪資

2 獎金津貼

2 辦公費

1 印刷、文具費

2 郵電費

3 設備購置修繕費

4 什支

3 業務費

1 會議費

2 會員大會

3 學術研討會

4 全聯會常年會費

5 捐助費
6 出差費

7 公共關係費

8 年報編印費

9 聯誼活動費

4 提撥基金

3 本期餘絀

款 項 目 科　　目

幣別：新台幣

收入 支出

$790,705

$969,663

$6,000

$594,000

$0

$387

$369,276

$922,355

$30,000

$30,000

$0

$12,918

$4,942

$6,106

$0

$1,870

$333,573

$25,024

$7,322

$5,448

$86,400

$29,500

$18,862

$44,174

$0

$116,843

$545,864

$838,013

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9年度經費收入、支出總報表
中華民國99年1月1日至99年12月31日止

1-12月總計

理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列印日期：20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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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年度常年會費繳費報表99

會員姓名會員編號 繳款方式 備註繳費日期 金額

北國泰聯合診所 總計 NT$6,000

匯款146 蔣宗吉99年01月13日 NT$6,000

摘要 '執業醫院' =  北國泰聯合診所 (1 詳細記錄)

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玉里榮民醫院 總計 NT$12,000

支票019 廖學輝 99年2月3日收到支票；99年2月5日對兌99年02月05日 NT$6,000

支票126 曾崇毓 99年2月3日收到支票；99年2月5日對兌99年02月05日 NT$6,000

摘要 '執業醫院' =  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玉里榮民醫院 (2 詳細記錄)

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鳳林榮民醫院 總計 NT$18,000

匯款020 李德達99年02月01日 NT$6,000

匯款022 范振彰99年03月02日 NT$6,000

匯款045 林憶萍99年03月02日 NT$6,000

摘要 '執業醫院' =  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鳳林榮民醫院 (3 詳細記錄)

行政院衛生署玉里醫院 總計 NT$10,000

匯款152 瓦紹‧瑪幹99年02月02日 NT$6,000

匯款168 陳彥廷 入會費＄1,000+99年度常年會費＄3,00099年07月09日 NT$4,000

摘要 '執業醫院' =  行政院衛生署玉里醫院 (2 詳細記錄)

行政院衛生署花蓮醫院 總計 NT$67,000

支票013 張暢祐 99年2月22日預開收據；99年1月25日收到支票99年02月22日 NT$6,000

支票014 趙瑞興 99年2月22日預開收據；99年1月25日收到支票99年02月22日 NT$6,000

支票015 林玉梅 99年2月22日預開收據；99年1月25日收到支票99年02月22日 NT$6,000

支票017 蔡月蘭 99年2月22日預開收據；99年1月25日收到支票99年02月22日 NT$6,000

支票052 劉仁福 99年2月22日預開收據；99年1月25日收到支票99年02月22日 NT$6,000

支票133 賴正岩 99年2月22日預開收據；99年1月25日收到支票99年02月22日 NT$6,000

支票144 許慈坤 99年2月22日預開收據；99年1月25日收到支票99年02月22日 NT$6,000

支票160 盧雅雯 99年2月22日預開收據；99年1月25日收到支票99年02月22日 NT$6,000

支票161 劉姵妏 99年2月22日預開收據；99年1月25日收到支票99年02月22日 NT$6,000

匯款016 王世明 復會99年03月17日 NT$6,000

匯款166 王上華 入會費＄1,000+99年度常年會費＄6,00099年04月08日 NT$7,000

摘要 '執業醫院' =  行政院衛生署花蓮醫院 (11 詳細記錄)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六分局 總計 NT$12,000

匯款021 林柏毅99年02月11日 NT$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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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姓名會員編號 繳款方式 備註繳費日期 金額

匯款092 魏婉如99年02月11日 NT$6,000

摘要 '執業醫院' =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六分局 (2 詳細記錄)

秀林鄉衛生所 總計 NT$6,000

匯款018 林春美 99年1月29日預開收據；99年2月9日匯款99年02月09日 NT$6,000

摘要 '執業醫院' =  秀林鄉衛生所 (1 詳細記錄)

昕程醫事放射所 總計 NT$6,000

匯款156 李國瑋99年03月30日 NT$6,000

摘要 '執業醫院' =  昕程醫事放射所 (1 詳細記錄)

花蓮縣衛生局慢性病防治所 總計 NT$6,000

匯款012 蔡藝華 99年1月29日預開收據；99年3月26日匯款99年03月26日 NT$6,000

摘要 '執業醫院' =  花蓮縣衛生局慢性病防治所 (1 詳細記錄)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玉里醫院 總計 NT$18,000

匯款086 馮玉祥99年01月26日 NT$6,000

匯款137 張紜禎99年01月26日 NT$6,000

匯款155 巫淑媛99年01月26日 NT$6,000

摘要 '執業醫院' =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玉里醫院 (3 詳細記錄)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醫學中心 總計 NT$252,000

匯款002 黃麗娟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003 陳懿芳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007 楊馨寧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009 陳俊僑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010 賴明偉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024 廖明雄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025 陳逸偉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040 周柏希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042 張宸誌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056 林育宣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061 劉漢威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062 楊智清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064 楊芷絜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065 洪佐叡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067 何雅婷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069 莊祿堂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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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姓名會員編號 繳款方式 備註繳費日期 金額

匯款070 張筱筠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072 陳健豪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075 張邇贏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076 葉佳碩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078 鄭浩宇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091 鄧君珊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093 梁光鋒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095 游玉婕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108 張奇斌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109 張展逢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111 楊雅雲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115 胡雅涵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120 許浩銘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122 李冠毅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124 李凱婷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128 吳沛蓁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138 呂昆翰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140 江志軒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148 周檠雅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149 林恩賜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150 古維德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151 劉芳潔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153 鍾玉禎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157 楊智強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158 林立婷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163 陳皇仁 99年度1月-6月99年05月20日 NT$3,000

匯款002 黃麗娟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003 陳懿芳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007 楊馨寧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009 陳俊僑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010 賴明偉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024 廖明雄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025 陳逸偉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040 周柏希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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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姓名會員編號 繳款方式 備註繳費日期 金額

匯款042 張宸誌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056 林育宣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061 劉漢威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062 楊智清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064 楊芷絜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065 洪佐叡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067 何雅婷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069 莊祿堂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070 張筱筠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072 陳健豪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075 張邇贏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076 葉佳碩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078 鄭浩宇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091 鄧君珊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093 梁光鋒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095 游玉婕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108 張奇斌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109 張展逢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111 楊雅雲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115 胡雅涵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120 許浩銘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122 李冠毅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124 李凱婷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128 吳沛蓁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138 呂昆翰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140 江志軒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148 周檠雅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149 林恩賜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150 古維德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151 劉芳潔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153 鍾玉禎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157 楊智強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158 林立婷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匯款163 陳皇仁 99年度7月-12月99年11月10日 NT$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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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姓名會員編號 繳款方式 備註繳費日期 金額

摘要 '執業醫院' =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醫學中心 (84 詳細記錄)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門諾會醫院 總計 NT$106,000

匯款035 張錫利99年03月01日 NT$6,000

匯款037 謝立剛99年03月01日 NT$6,000

匯款048 彭文君99年03月01日 NT$6,000

匯款053 蔡耀琮99年03月01日 NT$6,000

匯款054 林玉英99年03月01日 NT$6,000

匯款057 黃舜中99年03月01日 NT$6,000

匯款068 徐　蓓99年03月01日 NT$6,000

匯款081 鍾耀斌99年03月01日 NT$6,000

匯款084 梁郡豪99年03月01日 NT$6,000

匯款085 鄭仰恩99年03月01日 NT$6,000

匯款090 許峻溢99年03月01日 NT$6,000

匯款116 林驊瀅99年03月01日 NT$6,000

匯款135 郭柏如99年03月01日 NT$6,000

匯款141 李梅鳳99年03月01日 NT$6,000

匯款142 高祥霖99年03月01日 NT$6,000

匯款147 吳威霆99年03月01日 NT$6,000

匯款162 楊志豪99年03月01日 NT$6,000

匯款169 彭曉筠 入會費＄1,000+99年度常年會費＄3,00099年10月15日 NT$4,000

摘要 '執業醫院' =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門諾會醫院 (18 詳細記錄)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門諾會醫院壽豐分院 總計 NT$7,000

匯款167 高錦榮 入會費＄1,000+99年度常年會費＄6,00099年06月10日 NT$7,000

摘要 '執業醫院' =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門諾會醫院壽豐分院 (1 詳細記錄)

國軍花蓮總醫院 總計 NT$56,000

匯款029 徐代祁99年01月15日 NT$6,000

匯款031 孔德兟99年01月15日 NT$6,000

匯款034 陳英姿99年01月15日 NT$6,000

匯款038 黃瑞京99年01月15日 NT$6,000

匯款110 洪國英99年01月15日 NT$6,000

匯款132 陳振峰99年01月15日 NT$6,000

匯款139 黃義忠99年01月15日 NT$6,000

匯款164 李秉豪 入會費＄1,000+99年度常年會費＄6,00099年01月13日 NT$7,000

匯款165 魏大中 入會費＄1,000+99年度常年會費＄6,00099年01月13日 NT$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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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姓名會員編號 繳款方式 備註繳費日期 金額

摘要 '執業醫院' =  國軍花蓮總醫院 (9 詳細記錄)

國泰聯合診所 總計 NT$12,000

匯款028 蕭新種99年01月13日 NT$6,000

匯款130 黃正強99年01月13日 NT$6,000

摘要 '執業醫院' =  國泰聯合診所 (2 詳細記錄)

富里鄉衛生所 總計 NT$6,000

匯款123 趙暉文99年02月09日 NT$6,000

摘要 '執業醫院' =  富里鄉衛生所 (1 詳細記錄)

NT$600,000 年度總計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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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99年度人員出差報表

January 2010

活動日期 起 止 人員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主辦單位 經費補助單位 交通費住宿費 膳食費 保險費 其它費用

99年01月16日 15:00 17:00 周柏希 第3屆第11次理監事聯席會暨99年度第1次
全國各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理事長聯席
會

蓮潭國際會館1樓會議中心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路801號
 07-341-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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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0NT$0 NT$0 NT$0 NT$0

99年01月16日 13:30 15:00 周柏希 99年度第1次全國各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理
事長聯席會暨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
國聯合會第3屆第11次理監事聯席會

蓮潭國際會館1樓會議中心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路801號
 07-341-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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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4,694NT$0 NT$1,000 NT$0 NT$0

99年01月19日 10:30 14:00 周柏希 縣長與花蓮縣醫事團體座談會 美侖飯店2樓宴會廳（花蓮縣
花蓮市林園1-1號 03-
8222111）

花蓮縣政府 NT$0NT$0 NT$0 NT$0 NT$0

February 2010

活動日期 起 止 人員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主辦單位 經費補助單位 交通費住宿費 膳食費 保險費 其它費用

99年02月24日 16:00 18:00 周柏希 99年度醫療衛生政策座談會 天成飯店17樓（台北市忠孝
西路一段43號）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
公會全國聯合會

NT$0NT$0 NT$0 NT$0 NT$0

99年02月24日 13:30 16:00 周柏希 台灣醫事專業團體99年度新春聯合團拜 台大國際會議中心101會議廳
（台北市中正區徐州路2號）

台灣醫療品質促進聯
盟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
會

NT$834NT$0 NT$500 NT$0 NT$0

November 2010

活動日期 起 止 人員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主辦單位 經費補助單位 交通費住宿費 膳食費 保險費 其它費用

99年11月06日 08:00 12:00 蔡藝華 2010年醫事放射師節慶祝大會:資深放射師
表楊

台北榮民總醫院致德樓第2會
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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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854NT$0 NT$500 NT$111 NT$0

99年11月06日 08:00 12:00 楊馨寧 第4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10年醫事放
射師節慶祝大會

台北榮民總醫院致德樓第2會
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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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1,044NT$0 NT$500 NT$111 NT$0

99年11月06日 08:00 12:00 廖學輝 第4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10年醫事放
射師節慶祝大會

台北榮民總醫院致德樓第2會
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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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854NT$2,580 NT$500 NT$111 NT$0

99年11月06日 08:00 12:00 林驊瀅 第4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10年醫事放
射師節慶祝大會

台北榮民總醫院致德樓第2會
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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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824NT$1,900 NT$500 NT$111 NT$0

99年11月20日 10:00 12:00 周柏希 第4屆第1次理監事聯席會 醫事放射師會館(台北市重慶
北路2段35號6樓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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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834NT$0 NT$500 NT$0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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