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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年度收函　目錄100


年


100


月


01


日


03


發文字號


花蓮中醫鑾字第420號


發文單位


花蓮縣中醫師公會


主旨


僅訂於中華民國100年1月23日上午9時30分本會會館落成、揭牌請用儀式暨歲末聯歡餐會。承製的邀請您能蒞臨揭牌、不吝指正乃本會
榮幸。


公告方式


年


100


月


01


日


28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聯字第010000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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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11月6日召開第四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選舉理監事，聰文承蒙同仁厚愛，當選為第四屆理事長，敬祈不吝指教，時賜教
益，以匡不逮，並祝新春佳節愉快。


公告方式


mail全體會員


年


100


月


02


日


16


發文字號


花縣中醫鑾字第462號


發文單位


花蓮縣中醫師公會


主旨


本會擬於100年3月6日在統帥飯店地下樓，舉行第二十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誠摯的邀請您蒞臨指導，乃本會之榮幸。


公告方式


年


100


月


02


日


21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聯字第01000072號


發文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主旨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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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屆第3次理監事聯席會


公告方式


年


100


月


03


日


09


發文字號


花縣中醫鑾字第480號


發文單位


花蓮縣中醫師公會


主旨


本會第21屆第1次會員大會依法選舉理、監事，棟鑾承蒙同道厚愛，推舉當選為理事長。今後當全力發展會務，與同道共同發楊中醫藥
事業，致力提升醫療水準，造福人群。敬請 時賜教言，以匡不逮，至為感導!


公告方式


年


100


月


04


日


01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聯字第01000091號


發文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主旨


請　貴會繳交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00年度1至6月常年會費，共計新台幣44,160元整（以會員人數92名為計算基礎），
請　會予辦理。


公告方式


年


100


月


05


日


20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聯字第01000139號


發文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主旨


敬請貴會派員參加「100年度全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幹部訓練研習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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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


100


月


05


日


20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聯字第01000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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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1、2、3、4、5、6月份之常年會費收據乙紙，請　查照。


公告方式


年


100


月


05


日


24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聯字第01000157號


發文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主旨


敬邀參加「100年度全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幹部訓練研習營」，請　查照。


公告方式


年


100


月


05


日


24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聯字第01000158號


發文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主旨


100年度第2次全國各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理事長聯席會


公告方式


年


100


月


05


日


24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聯字第01000156號


發文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主旨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4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暨100年度第2次全國各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理事長聯席會


公告方式


年


100


月


08


日


31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聯字第01000254號


發文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主旨


敬請惠予推薦100年度資深醫事放射師(士)表揚名單。請　查照。


公告方式


年


100


月


08


日


31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聯字第010002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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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開會日期、地點，並請再次確核　貴會所推薦之會員代表名單，俾便提報作業，請　查照。


公告方式


年


100


月


10


日


05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聯字第01000253號


發文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主旨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請　貴會繳交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00年7至12月常年會費，共計新台幣
46,080元整（以會員人數96名為計算基礎），請　惠予辦理。」


公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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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年度收函　目錄100


年


100


月


10


日


14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聯字第01000285號


發文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主旨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成立十周年慶祝茶會及第四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暨「建國百年醫學影像在台百年暨2011年國際
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醫用超音波專業養成及臨床應用國際論壇」


公告方式


年


100


月


12


日


16


發文字號


醫事放射全聯字第01000344號


發文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主旨


敬請　貴會繳交100年度繼續教育課程積分審查行政費用，新台幣500元整，請　惠予辦理。


公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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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0年度繼續教育課程報表


活動名稱: 100年度第1季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活動代碼: S20110210Z9001


課程日期: 100年03月06日 審查費: NT$0


講師費:


交通費: NT$0


印刷費: NT$0


禮品費: NT$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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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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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線治療原理與臨床應用(一)、(二)


講　　師: 溫明達


參加人數: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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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0110210Z9001


課程代碼-1: C20110210A1005


課程代碼-2: C20110210A1006


開放人數: 5


認證-號: 第0100005號


認證-字: 醫放繼教全聯


課程日期: 100年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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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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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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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輻射防護核可文號:


課程名稱: 核子醫學示踨劑對輻射工作人員造成之工作劑量(一)、(二)


講　　師: 趙豪瑜


參加人數: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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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0110210Z9001


課程代碼-1: C20110210A1003


課程代碼-2: C20110210A1004


開放人數: 5


認證-號: 第0100005號


認證-字: 醫放繼教全聯


課程日期: 100年03月06日 審查費: NT$0


講師費:


交通費: NT$0


印刷費: NT$0


禮品費: NT$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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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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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輻射防護核可文號:


課程名稱: 院內輻射對輻射工作人員影響評估(一)、(二)


講　　師: 趙豪瑜


參加人數: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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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0110210Z9001


課程代碼-1: C20110210A1001


課程代碼-2: C20110210A1002


開放人數: 5


認證-號: 第0100005號


認證-字: 醫放繼教全聯


活動名稱: 肺結核教育訓練課程活動代碼: S20110317Z9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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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0年度繼續教育課程報表
課程日期: 100年03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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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里榮民醫院綜合大樓2樓視聽教室


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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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核病的診斷及抗藥性介紹(一)、(二)


講　　師: 蘇迎士


參加人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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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0110317Z9038


課程代碼-1: C20110318A1004


課程代碼-2: C20110318A1005


開放人數:


認證-號: 第0100011號


認證-字: 醫放繼教全聯


課程日期: 100年03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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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里榮民醫院綜合大樓2樓視聽教室


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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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核病的介紹與感染控制措施(一)、(二)


講　　師: 蘇迎士


參加人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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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0110317Z9038


課程代碼-1: C20110317A1166


課程代碼-2: C20110318A1003


開放人數:


認證-號: 第0100011號


認證-字: 醫放繼教全聯


活動名稱: 100年度第2季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活動代碼: S20110525Z9026


課程日期: 100年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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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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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院評鑑暨教學醫院評鑑及實習護照要點說明　引述(一)、(二)


講　　師: 周柏希


參加人數: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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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0110525Z9026


課程代碼-1: C20110525A1134


課程代碼-2: C20110525A1136


開放人數: 60


認證-號: 01000214


認證-字: 醫放繼教全聯


活動名稱: 100年度第3季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活動代碼: S20110826Z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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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0年度繼續教育課程報表
課程日期: 100年09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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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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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院從業人員不可不知的同意書--預立醫囑(一)、(二)


講　　師: 陳翌真


參加人數: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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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0110826Z9100


課程代碼-1: C20110826A1836


課程代碼-2: C20110826A1837


開放人數: 50


認證-號: 01000344


認證-字: 醫放繼教全聯


課程日期: 100年09月18日 審查費: NT$0


講師費: NT$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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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線治療於緩和治療的應用(一)、(二)


講　　師: 陳翌真


參加人數: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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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0110826Z9100


課程代碼-1: C20110826A1834


課程代碼-2: C20110826A1835


開放人數: 50


認證-號: 01000344


認證-字: 醫放繼教全聯


課程日期: 100年09月18日 審查費: NT$0


講師費: NT$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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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核病防治(一)、(二)


講　　師: 蔡藝華


參加人數: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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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0110826Z9100


課程代碼-1: C20110826A1832


課程代碼-2: C20110826A1833


開放人數: 50


認證-號: 01000344


認證-字: 醫放繼教全聯


活動名稱: 100年度第4季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活動代碼: S20111210Z9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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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0年度繼續教育課程報表
課程日期: 100年12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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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力樓二樓　合氣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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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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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斷層顯影劑之原理與應用(一)、(二)


講　　師: 郭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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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0111210Z9009


課程代碼-1: C20111210A1096


課程代碼-2: C20111210A1098


開放人數: 50


認證-號:


認證-字: 醫放繼教全聯


課程日期: 100年12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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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醫學中心/協力樓二樓　合氣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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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ing of pulmonary embolism(一)、(二)


講　　師: 張寶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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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0111210Z9009


課程代碼-1: C20111210A1094


課程代碼-2: C20111210A1095


開放人數: 50


認證-號:


認證-字: 醫放繼教全聯


課程日期: 100年12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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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醫學中心/協力樓二樓　合氣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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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ing of spine trauma(一)、(二)


講　　師: 張寶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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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0111210Z9009


課程代碼-1: C20111210A1091


課程代碼-2: C20111210A1092


開放人數: 50


認證-號:


認證-字: 醫放繼教全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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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1 年度行事曆 


月 活動 


3 月 04 日（日）： 
1 第 4-6 次常務監事稽核（下午稽核） 
2 第 4-9 次理監聯席會–（上午召開） 


2.1 審查經費收支決算表 
2.2 審查現金收支出納表 
2.3 審查資產負債表 


3 101 年度第 1 季繼續教育課程–（下午舉辦） 
4 資深醫事放射師（士）會員推薦提名 


5 月 19 日（六）： 
1 第 4-7 次常務監事稽核（上午稽核） 
2 第 4-10 次理監聯席會–（下午召開） 


2.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員代表人選 
2.2 討論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提案 


6 月 03 日（日）下午： 
1 101 年度第 2 季繼續教育課程 
2 第 4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本年度未提供‘會員大會參加紀念禮品’） 


9 月 16 日（日）： 
1 第 4-8 次常務監事稽核（下午稽核） 
2 第 4-11 次理監聯席會–（上午召開） 


2.1 審查預算 
2.2 工作計畫表 


3 101 年度第 3 季繼續教育課程–（下午舉辦） 
11 月 03 日（六）：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4-3 次會員代表大會 
12 月 16 日（日）： 


1 第 4-9 次常務監事稽核（下午稽核） 
2 第 4-12 次理監聯席會–（上午召開） 
3 101 年度第 4 季繼續教育課程–（下午舉辦） 
4 公告 102 年度行事曆 


備註： 


1 理監事聯席會會議於上午召開，下午舉辦本會繼續教育課程。 


2 依據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23 日「花醫放周字第 098047 號」公告下列 3 點： 


2.1 99 年度起每年預算提撥每人新台幣 800 元（兩年新台幣 1,600 元），偶數年度致贈「會員大會參加紀念禮品」。親自出席會員


大會會員及值班會員可領取，缺席會員不得領取。 


2.2 99 年度起奇數年度舉辦「會員大會聚餐」。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會員才可參加，值班會員本會給予同等當日會員用餐費用之補


助金，缺席者不可參加聚餐，違規會員停權 7 個月。 


2.3 99 年度起每年預算提撥每人新台幣 700 元（兩年新台幣 1,400 元），偶數年度舉辦「自強活動」分為 2 梯次舉辦，報名截止後


未報名會員視為自動棄權不得有議。 








 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1 年度工作計劃書 


執行日期：101 年 1 月 1日～101 年 12 月 31 日 


項目 工作內容 


壹、會務行政 


（一） 會員大會 第 4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訂於 101 年 6 月 3 日（日） 


（二） 理監事會議 1. 召開 4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3∕4（日）、5∕19（日）、9∕9（日）、12∕9（日）召


開理監事聯席會議 


2. 召開理事會議次數不定 


（三） 監事會稽核 1. 定期於召開理監事會議月份稽核本會會務、財務 


（四） 會籍管理 1. 定期公佈會員入會、退會情況 


2. 會員資料庫維護、管理 


（五） 會務發展 1. 加強理監事使用電子化公文 


2. 加強理事協助及辦理本會各項事務 


3. 加強監事監督本會各項事務 


4. 加強會員使用電子信箱閱讀公會發佈資訊習慣 


5. 加強會員配合辦理各項事務 


6. 加強會員出席本會辦理各項活動 


7. 加強會務資料庫維護、管理 


（六） 籌募經費 1. 會員常年會費 


2. 爭取有關單位補助或捐款 


貳、業務 


（一） 公會網站 1. 定期公布本會會務資料 


（二） 全聯會/學會 1. 踴躍參與全聯會各式會議及活動 


2. 踴躍參與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各式會議或活動 


（三） 繼續教育課程 1. 101 年 3 月 4 日（日）；6 學分 


2. 101 年 6 月 3 日（日）；2 學分 


3. 101 年 9 月 9 日（日）；6 學分 


4. 101 年 12 月 9 日（日）；6 學分 


（四） 會員聯誼活動 1. 101 年 6 月 3 日（日）舉辦會員大會聚餐 


（五） 人才培育計畫 規劃會員參與本會相關活動或會議 


（六） 公關活動 1. 配合政府政令，積極參與各項學術性活動 


2. 積極與國內相關公會、學會保持密切聯繫 


3. 與慈濟技術學院放射技術系保持友好互動 


（七） 其它工作 1. 由會員或其他所建議的活動 


2. 依理監事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0年度刊物登錄報表


編號 數量 類型 出版單位 ISBN 收到日期


100-01B


書名 核能環保人NO.192


1 書本(B)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810-0902 100年01月05日


100-02B


書名 第4屆第1次會員大會大會手冊


4 書本(B) 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0年06月12日


100-03B


書名 第4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大會手冊


1 書本(B)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00年11月05日


100-04B


書名 第4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資深醫事放射師(士)表揚名錄


1 書本(B)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00年11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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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度工作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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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0 年度工作紀要 


日期 事項 
100 年 01 月 01 日 一、 E-mail 公告會員 


1. 「100 年度行事曆」 
 
二、 收到卡片 


1. 花蓮縣中醫師公會–「2011 年（兔）賀年卡」 
2. 花蓮縣藥醫師公會–「2011 年（兔）賀年卡」 
3. 南投縣醫事醫事放射師公會–「2011 年（兔）賀年卡」 
4. 台北縣醫事醫事放射師公會–「2011 年（兔）賀年卡」 
5. 花蓮縣醫師公會–「2011 年（兔）賀年卡」 
6. 宜蘭縣醫事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4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 


 
三、 資料庫 


1. 登錄–發公文–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01 號～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17 號–「繳交花蓮縣醫事


放射師公會 100 年度常年會費。」 
2. 登錄–卡片–花蓮縣中醫師公會–「2011 年（兔）賀年卡」 
3. 登錄–卡片–花蓮縣藥醫師公會–「2011 年（兔）賀年卡」 
4. 登錄–卡片–南投縣醫事醫事放射師公會–「2011 年（兔）賀年卡」 
5. 登錄–卡片–台北縣醫事醫事放射師公會–「2011 年（兔）賀年卡」 
6. 登錄–卡片–花蓮縣醫師公會–「2011 年（兔）賀年卡」 
7. 登錄–卡片–宜蘭縣醫事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4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 


 
四、 預開立收據 


1. 100 年度常年會費，“花蓮縣衛生局慢性病防治所”1 位會員（蔡藝華），匯款＄6,000 元整。 
2. 100 年度常年會費，“秀林鄉衛生所”1 位會員（林春美），匯款＄6,000 元整。 
3. 100 年度常年會費，“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7 位會員（張暢祐、趙瑞興、林玉梅、蔡月


蘭、賴正岩、許慈坤、王上華），匯款＄42,000 元整。 
4. 100 年度常年會費，“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玉里榮民醫院”2 位會員（廖學輝、


曾崇毓），匯款＄12,000 元整。 
100 年 01 月 02 日 一、 製做會務報表 


1. 99 年度工作紀要 
2. 99 年度發函目錄 
3. 99 年度收函目錄 
4. 99 年度刊物目錄 
5. 99 年度人員出差報表 
6. 99 年度繼續教育課程報表 
7. 99 年度電子相簿報表 
8. 99 年度會員名冊 
9. 98、99、100 年度行事曆 


 
二、 製做財務報表： 


1. 99 年度財產目錄 
2. 99 年度基金收支明細 
3. 99 年度基金收支表 
4. 99 年度現金收支出納表 
5. 100 年度歲入歲出經費預算表 
6. 99 年度經費收入支出明細 
7. 99 年度經費收支月報表 
8. 99 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 
9. 99 年度資產負債表 
10. 99 年度常年會費繳費報表 
11. 99 年度經費收入支出明細 
12. 99 年度人員出差報表 


100 年 01 月 04 日 一、 會員異動 
1. 辦理退會，劉仁福 先生；會員編號 052。（會員人數 9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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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項 
二、 E-mail–發函 


1.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01 號～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17 號–常務監事、全體理監事 
「繳交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0 年度常年會費。」 


 
三、 發函–親送 


1.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01 號–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02 號–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玉里醫院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03 號–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院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05 號–花蓮縣衛生局慢性病防治所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06 號–秀林鄉衛生所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08 號–行政院衛生署玉里醫院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12 號–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玉里榮民醫院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13 號–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六分局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14 號–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六分局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15 號–富里鄉衛生所 
「繳交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0 年度常年會費。」 


 
四、 發函–掛號 


1.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09～100011 號–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鳳林榮民醫院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04 號–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07 號–國軍花蓮總醫院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16 號–國泰聯合診所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17 號–北國泰聯合診所 
「繳交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0 年度常年會費。」 


100 年 01 月 05 日 一、 收到刊物 
1.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環保人 NO.192 


 
二、 E-mail 轉公告會員 


1.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環保人 NO.192 
2. 花蓮縣中醫師公會–「2011 年（兔）賀年卡」 
3. 花蓮縣藥醫師公會–「2011 年（兔）賀年卡」 
4. 南投縣醫事醫事放射師公會–「2011 年（兔）賀年卡」 
5. 台北縣醫事醫事放射師公會–「2011 年（兔）賀年卡」 
6. 花蓮縣醫師公會–「2011 年（兔）賀年卡」 


 
三、 資料庫 


1. 登錄–刊物–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環保人 NO.192 
 
四、 會員異動 


1. 辦理退會，劉仁福 先生；會員編號 052。（會員人數 94 人） 
100 年 01 月 07 日 一、 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1. 收到“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鳳林榮民醫院”1 位會員，100 年度常年會費，匯


款＄6,000 元整。 
繳款會員：李德達 


2. 收到“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鳳林榮民醫院” 1 位會員，100 年度常年會費，


匯款＄6,000 元整。 
繳款會員：范振彰 


3. 收到“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鳳林榮民醫院” 1 位會員，100 年度常年會費，


匯款＄6,000 元整。 
繳款會員：林憶萍 


 
二、 資料庫 


1. 登錄–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會員：李德達–“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鳳林榮民


醫院”1 位會員，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2. 登錄–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會員：范振彰–“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鳳林榮民


醫院”1 位會員，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3. 登錄–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會員：林憶萍–“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鳳林榮民


醫院”1 位會員，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100 年 01 月 10 日 一、 會員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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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辦理入會，黃念萍 小姐；會員編號 170。（會員人數 95 人） 


 
二、 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1. 收到“行政院衛生署花蓮豐濱分院”1 位會員，入會費+100 年度常年會費，匯款共＄7,000
元整。 
繳款會員：黃念萍 


2. 收到“國泰聯合診所”2 位會員，100 年度常年會費，匯款共＄12,000 元整。 
繳款會員：蔣宗吉、黃正強 


3. 收到“北國泰聯合診所”1 位會員，100 年度常年會費，匯款共＄6,000 元整。 
繳款會員：蕭新種 


 
三、 開立收據 


1. 100 年度常年會費，“行政院衛生署花蓮豐濱分院”1 位會員（黃念萍），匯款共＄7,000 元


整。 
 
四、 網站 


1. 新增–統計 99 年度資料：「基本資料統計」、「畢業學校統計」、「學位統計」、「執業院所人數


統計」 
 
五、 資料庫 


1. 登錄–新增會員基本資料：170 黃念萍 
2. 登錄–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會員：黃念萍–“行政院衛生署花蓮豐濱分院”1 位會員，繳


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入會費。 
3. 登錄–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會員：蔣宗吉、黃正強–“國泰聯合診所”2 位會員，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4. 登錄–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會員：蕭新種–“北國泰聯合診所”1 位會員，繳納 100 年度


常年會費。 
100 年 01 月 12 日 一、 資料庫 


1. 更新–會員 E-mail 資料：075 張邇贏 
2. 更新–會員 E-mail 資料：142 高祥霖 
3. 更新–會員 E-mail 資料：167 高錦榮 


100 年 01 月 13 日 一、 收到卡片 
1. 花蓮縣藥醫師公會–「第 12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 
2. 台中縣醫事醫事放射師公會–「2011 年（兔）賀年卡」 
3. 花蓮縣中醫師公會–「會館落成」 
 


二、 收到來函 
1. 花蓮縣中醫師公會–「僅訂於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23 日上午 9 時 30 分本會會館落成、揭牌


請用儀式暨歲末聯歡餐會。承製的邀請您能蒞臨揭牌、不吝指正乃本會榮幸。」 
 


三、 資料庫 
1. 登錄–卡片–花蓮縣藥醫師公會–「第 12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 
2. 登錄–卡片–台中縣醫事醫事放射師公會–「2011 年（兔）賀年卡」 
3. 登錄–卡片–花蓮縣中醫師公會–「會館落成」 
4. 登錄–來函–「僅訂於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23 日上午 9 時 30 分本會會館落成、揭牌請用儀


式暨歲末聯歡餐會。承製的邀請您能蒞臨揭牌、不吝指正乃本會榮幸。」 
100 年 01 月 14 日 一、 E-mail 轉公告「東區醫學物理學會及慈濟醫院輻射防護室」繼續教育課程 100 年課程表 


 
二、 E-mail–發函 


1.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18 號–花蓮縣醫師放射師公會、第 4 屆理監事及後補理監事 
「第 4 屆第 4 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三、 資料庫 


1. 登錄–發函–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18 號「第 4 屆第 4 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四、 網站 


1. 更新–會員名冊–100 年度 1 月份會員名冊 
100 年 01 月 19 日 一、 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1. 收到“秀林鄉衛生所”1 位會員，100 年度常年會費，匯款共＄6,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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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款會員：林春美 


 
二、 資料庫 


1. 登錄–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會員：林春美–“秀林鄉衛生所”1 位會員，繳納 100 年度常


年會費。 
100 年 01 月 20 日 100 年度 1 月份會務討論 


地  點：浪漫花園(花蓮縣吉安鄉自立路二段 49 號) 
時  間：17︰00–20︰30 
人  員：周理事長 柏希、高常務理事 祥霖、張常務理事 驊瀅 、總幹事楊馨寧 


100 年 01 月 20 日 一、 資料庫 
1. 登錄–出席紀錄–100 年度 1 月份會務討論出席名單 


 
二、 平信–發函 


1.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18 號–花蓮縣政府社會處、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 4 屆第 4 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三、 E-mail–發函 


1.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19 號–花蓮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廖常務監事 學輝 
「繳交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0 年度常年會費。」 


 
四、 資料庫 


1. 登錄–發公文–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19 號–「繳交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0 年度常年會


費。」 
100 年 01 月 21 日 一、 E-mail 轉公告會員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提供之”台灣醫事放射人力推估表”」 
 
二、 E-mail 公告全體理監事及後補理監事 


1. 「提供本會 99 年度會務總報表」 
 
三、 網站 


1. 新增–會議紀錄–99 年度會務總報表 
2. 新增–會議紀錄–99 年度工作紀要 
3. 新增–會議紀錄–99 年度發函目錄 
4. 新增–會議紀錄–99 年度收函目錄 
5. 新增–會議紀錄–99 年度刊物目錄 
6. 新增–會議紀錄–99 年度繼續教育課程報表 
7. 新增–會議紀錄–99 年度電子相簿報表 
8. 新增–會議紀錄–98、99、100 年度行事曆 


100 年 01 月 25 日 一、 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1. 收到“國軍花蓮總醫院”7 位會員，100 年度常年會費，匯款＄42,000 元整。 


繳款會員：徐代祁、孔德兟、陳英姿、洪國英、陳振峰、黃義忠、黃瑞京 
 
二、 資料庫 


1. 登錄–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會員：徐代祁、孔德兟、陳英姿、洪國英、陳振峰、黃義忠、


黃瑞京–“國軍花蓮總醫院”7 位會員，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100 年 01 月 26 日 一、 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1. 收到“馮玉祥、張紜禎、巫淑媛”3 位會員，100 年度常年會費，匯款＄18,000 元整。 
繳款會員：馮玉祥、張紜禎、巫淑媛 


 
二、 資料庫 


1. 登錄–登錄–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會員：馮玉祥、張紜禎、巫淑媛–“財團法人佛教慈濟


玉里醫院”3 位會員，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100 年 01 月 27 日 一、 會員異動： 


1. 辦理入會，賴旻恩 先生；會員編號 171。（會員人數 96 人） 
2. 辦理入會，劉博毓 先生；會員編號 172。（會員人數 97 人） 


 
二、 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1. 收到“國軍花蓮總醫院”2 位會員，入會費+100 年度常年會費，匯款共＄14,000 元整。 
繳款會員：賴旻恩、劉博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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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開立收據 


1. 100 年度常年會費，“國軍花蓮總醫院”1 位會員（賴旻恩、劉博毓），匯款共＄14,000 元整。 
 
四、 網站 


1. 更新–100 年度 1 月份會員名單 
 
五、 資料庫 


1. 登錄–新增會員基本資料：171 賴旻恩 
2. 登錄–新增會員基本資料：172 劉博毓 


100 年 01 月 27 日 一、 收到卡片 
1. 基隆市醫事醫事放射師公會–「2011 年（兔）賀年卡」 
2. 高雄縣醫事醫事放射師公會–「2011 年（兔）賀年卡」 
 


二、 收到來函 
1. 花蓮縣中醫師公會–「僅訂於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23 日上午 9 時 30 分本會會館落成、揭牌


請用儀式暨歲末聯歡餐會。承製的邀請您能蒞臨揭牌、不吝指正乃本會榮幸。」 
 


三、 資料庫 
1. 登錄–卡片–基隆市醫事醫事放射師公會–「2011 年（兔）賀年卡」 
2. 登錄–卡片–高雄縣醫事醫事放射師公會–「2011 年（兔）賀年卡」 


100 年 02 月 08 日 一、 收到卡片 
1. 屏東縣醫事醫事放射師公會–「2011 年（兔）賀年卡」 
 


二、 收到來函 
1. 花蓮縣第二信用合作社–「99 年度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 
2.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花蓮分公司–「99 年度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 
 


三、 資料庫 
1. 登錄–卡片–屏東縣醫事醫事放射師公會–「2011 年（兔）賀年卡」 


100 年 02 月 09 日 一、 掛號–發函 
1.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19 號–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 


「繳交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0 年度常年會費。」 
 
二、 預開立收據 


1. 100 年度常年會費，“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1 位會員（王世明），匯款＄6,000 元整。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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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年 11 月 6 日召開第四屆第一次會員代


表大會選舉理監事，聰文承蒙同仁厚愛，當選為第四屆理事長，敬祈不吝指教，時賜教益，


以匡不逮，並祝新春佳節愉快。」 
100 年 02 月 10 日 一、 E-mail 轉公告會員 


1. 台中縣醫事醫事放射師公會–「2011 年（兔）賀年卡」 
2. 基隆市醫事醫事放射師公會–「2011 年（兔）賀年卡」 
3. 高雄縣醫事醫事放射師公會–「2011 年（兔）賀年卡」 
4. 屏東縣醫事醫事放射師公會–「2011 年（兔）賀年卡」 
5.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本會業於 99 年 11 月 6 日召開第四屆第一次會員代


表大會選舉理監事，聰文承蒙同仁厚愛，當選為第四屆理事長，敬祈不吝指教，時賜教益，


以匡不逮，並祝新春佳節愉快。」 
 
二、 E-mail–發函 


1.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20 號–常務監事、全體理監事 
「本會「100 年度第 1 季繼續教育課程」謹訂於 100 年 3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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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資料庫 


1. 新增–講師基本資料–048 溫明達 
2. 更新–講師基本資料–027 趙豪瑜 
3. 登錄–繼續教育課程資料–100 年度第 1 季繼續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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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登錄–發公文–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20 號–「本會「100 年度第 1 季繼續教育課程」謹訂


於 100 年 3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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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年 02 月 17 日 申辦「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網路銀行」 
100 年 02 月 24 日 一、 收到來函 


1. 花蓮縣中醫師公會–「本會擬於 100 年 3 月 6 日在統帥飯店地下樓，舉行第二十一屆第一次


會員大會，誠摯的邀請您蒞臨指導，乃本會之榮幸。」 
 
二、 資料庫 


1. 登錄–來函–花蓮縣中醫師公會–「本會擬於 100 年 3 月 6 日在統帥飯店地下樓，舉行第二


十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誠摯的邀請您蒞臨指導，乃本會之榮幸。」 
2. 登錄–登錄–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會員：登錄–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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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院”17
位會員，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3. 登錄–登錄–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會員：高錦榮–“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


醫院壽豐分院”1 位會員，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三、 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1. 收到“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17 位會員，100 年度常年會費，匯款＄


102,000 元整。 
繳款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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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收到“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壽豐分院”1 位會員，100 年度常年會費，


匯款＄6,000 元整。 
繳款會員：高錦榮 


100 年 02 月 27 日 一、 E-mail–發函 
1.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21 號–花蓮縣醫師放射師公會、第 4 屆全體理監事及候補理監事 


「第 4 屆第 5 次理監事會聯席會會議」 
 
二、 資料庫 


1. 登錄–發函–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21 號「第 4 屆第 5 次理監事會聯席會會議」 
100 年 03 月 02 日 一、 資料庫 


1. 登錄–登錄–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會員：廖學輝、曾崇毓–“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玉里榮民醫院”2 位會員，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二、 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1. 收到“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玉里榮民醫院”2 位會員，100 年度常年會費，匯


款＄12,000 元整。 
繳款會員：廖學輝、曾崇毓 


100 年 03 月 06 日 一、 收到來函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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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 
 
二、 資料庫 


1. 登錄–來函–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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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 
100 年 03 月 06 日 召開：「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4 屆第 5 次理監事聯席會」 


 
 地  點：財團法人佛教慈濟醫學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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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理事 祥霖、陳理事 振忠、廖監事 學輝、張監事 暢祐 
 請假人員：鄭理事 浩宇、鄧理事 君珊 
 缺席人員： 
 貴  賓： 


100 年 03 月 06 日 常務監事稽核 
屆  數：第 4 屆 
次  數：第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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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項 
時  間：13︰30–15︰30 
陪同人員：周理事長 柏希、高常務理事 祥霖、楊總幹事 馨寧 


100 年 03 月 06 日 舉辦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 活動名稱：100 年度第 1 季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 活動代碼：S20110210Z9001 


♦ 課程代碼：C20110210A1001、C20110210A1002、C20110210A1003、C20110210A1004、
C20110210A1005、C20110210A1006 


♦ 認證字號：醫放繼教全聯第 1000038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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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課程地點：慈濟醫學中心/協力樓三樓 合心會議室 


♦ 課程時間：13：30～18：30 


♦ 講  師（一）：趙豪瑜 迴旋加速器工程師︱(花蓮慈濟醫學中心 核醫部製藥科) 


♦ 課程名稱（一）：院內輻射對輻射工作人員影響評估 (一)、(二) 


♦ 講  師（二）：趙豪瑜 迴旋加速器工程師︱(花蓮慈濟醫學中心 核醫部製藥科) 


♦ 課程名稱（二）：核子醫學示踨劑對輻射工作人員造成之工作劑量（一）、（二） 


♦ 講  師（三）：溫明達 主任醫師︱(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院 放射腫瘤科) 


♦ 課程名稱（三）：放射線治療原理與臨床應用(一)、(二) 


♦ 學分類型：如下表 
課程類別 專業課程、專業課程、專業課程 
課程屬性 無、無、無 
醫事放射師學員積分 2、2、2 


 


100 年 03 月 06 日 一、 提撥本會 99 年度餘絀＄600,000 元至會務發展基金（依 100 年 3 月 7 日召開第 4 屆第 5 次理監事


聯席會決議執行） 
 
二、 網站 


1. 更新–第 4 屆理監事會議出席紀錄 
 
三、 資料庫 


1. 登錄–出席紀錄–第 4 屆第 5 次理監事聯席會出席名單 
2. 登錄–活動協助–100 年度第 1 季繼續教育課程工作人員名單 
3. 登錄–出席紀錄–第 3 次常務監事稽核 
4. 登錄–授課證明–100 年度第 1 季繼續教育課程講師授課證明 


 
四、 開立收據（100 年度常年會費） 


1.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院”18 位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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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曉筠、謝


立剛、梁郡豪、林驊瀅、楊志豪），匯款共＄108,000 元整。 
2.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壽豐分院”1 位會員（高錦榮），匯款共＄6,000


元整。 
3. “國軍花蓮總醫院”7 位會員（徐代祁、孔德兟、陳英姿、洪國英、陳振峰、黃義忠、黃瑞


京），匯款＄42,000 元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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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達、范振彰、林憶萍），


匯款共＄18,000 元整。 
5. “國泰聯合診所”2 位會員（蔣宗吉、黃正強），匯款＄12,000 元整。 
6. “北國泰聯合診所”1 位會員（蕭新種），匯款＄6,000 元整。 


100 年 03 月 09 日 E-mail 提供 100 年度第 1 季繼續教育積分全體會員取得狀況一覽表（查詢日期 100 年 3 月 6 日） 
100 年 03 月 11 日 一、 E-mail–發函 


1.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22 號–第 4 屆全體理監事及候補理監事 
「檢陳 本會第 4 屆第 5 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乙份，請 鑒核。」 


 
二、 資料庫 


1. 登錄–發函–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22 號「檢陳 本會第 4 屆第 5 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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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項 
乙份，請 鑒核。」 


 
三、 網站 


1. 新增–第 4 屆第 5 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2. 新增–099 年度財務總報表 


100 年 03 月 16 日 一、 收到來函 
1. 花蓮縣中醫師公會–「本會第 21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依法選舉理、監事，棟鑾承蒙同道厚愛，


推舉當選為理事長。今後當全力發展會務，與同道共同發楊中醫藥事業，致力提升醫療水準，


造福人群。敬請時賜教言，以匡不逮，至為感導!」 
 
二、 資料庫 


1. 登錄–來函–花蓮縣中醫師公會–「本會第 21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依法選舉理、監事，棟鑾


承蒙同道厚愛，推舉當選為理事長。今後當全力發展會務，與同道共同發楊中醫藥事業，致


力提升醫療水準，造福人群。敬請時賜教言，以匡不逮，至為感導!」 
100 年 03 月 18 日 一、 會員異動： 


1. 辦理入會，許慧苓 小姐；會員編號 173。（會員人數 98 人） 
 
二、 資料庫 


1. 登錄–新增會員基本資料：173 許慧苓 
2. 登錄–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會員：許慧苓–“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玉里醫院”1 位會員，繳


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入會費。 
100 年 03 月 21 日 一、 E-mail–平信 


1.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21 號–花蓮縣政府社會處、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 4 屆第 5 次理監事會聯席會會議」 


2.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22 號–花蓮縣政府社會處、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檢陳 本會第 4 屆第 5 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乙份，請 鑒核。」 


100 年 03 月 22 日 一、 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1. 收到“富里鄉衛生所”1 位會員，100 年度常年會費，匯款共＄6,000 元整。 


繳款會員：趙暉文 
 
二、 資料庫 


1. 登錄–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會員：趙暉文–“富里鄉衛生所”1 位會員，繳納 100 年度常


年會費。 
100 年 03 月 23 日 一、 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1. 收到“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玉里醫院”1 位會員，入會費+100 年度常年會費，匯款共＄7,000
元整。 
繳款會員：許慧苓 


 
二、 開立收據 


1. 入會費+100 年度常年會費，“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玉里醫院”1 位會員（許慧苓），匯款共＄


7,000 元整。 
100 年 03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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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4 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暨 100 年度第 1 次全國各


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理事長聯席會 
時  間：100 年 03 月 26 日（星期六） 
地  點：高雄義大天悅飯店【1 樓義大百匯自助餐廳】(高雄市大樹區義大八街 100 號‧07-656-8000) 
參加人員：周 理事長 柏希 


100 年 03 月 26 日 一、 資料庫 
1. 登錄–出差記錄：周 理事長 柏希–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4 屆第 3 次


理監事聯席會暨 100 年度第 1 次全國各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理事長聯席會 
100 年 03 月 31 日 一、 會員異動 


1. 辦理退會，張紜禎 小姐；會員編號 137。（會員人數 97 人） 
100 年 04 月 07 日 一、 收到來函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請 貴會繳交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00 年度 1 至 6 月常年會費，共計新台幣 44,160 元整（以會員人數 92 名為計算基礎），請 會


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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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料庫 


1. 登錄–來函–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請 貴會繳交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 100 年度 1 至 6 月常年會費，共計新台幣 44,160 元整（以會員人數 92 名為計


算基礎），請 會予辦理。」 
 
三、 會員異動： 


1. 辦理覆會，黃士洲 先生；會員編號 143。（會員人數 99 人） 
2. 辦理入會，范雅純 小姐；會員編號 174。（會員人數 100 人） 
3. 辦理退會，王世明 先生；會員編號 016。（會員人數 99 人） 


 
四、 資料庫 


1. 登錄–新增會員基本資料：174 范雅純 
2. 登錄–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會員：黃士洲–“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玉里醫院”1 位會員，繳


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3. 登錄–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會員：范雅純–“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玉里榮民


醫院”1 位會員，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入會費。 
 
三、 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1. 收到“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玉里榮民醫院”1 位會員，100 年度常年會費，匯


款共＄6,000 元整。 
繳款會員：黃士洲 


2. 收到“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玉里榮民醫院”1 位會員，入會費+100 年度常年


會費，匯款共＄7,000 元整。 
繳款會員：范雅純 


 
四、 開立收據 


1. 入會費+100 年度常年會費，“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玉里榮民醫院”1 位會員


（黃士洲），匯款共＄6,000 元整。 
2. 入會費+100 年度常年會費，“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玉里榮民醫院”1 位會員


（范雅純），匯款共＄7,000 元整。 
100 年 04 月 08 日 一、 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1. 收到“行政院衛生署玉里醫院”2 位會員，100 年度常年會費，匯款＄12,000 元整。 
繳款會員：瓦紹‧瑪幹、陳彥廷 


 
二、 資料庫 


1. 登錄–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會員：瓦紹‧瑪幹、陳彥廷–“行政院衛生署玉里醫院”2 位


會員，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100 年 04 月 14 日 一、 會員異動 


1. 辦理退會，何雅婷 小姐；會員編號 067。（會員人數 98 人） 
100 年 04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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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網站維護討論會 
時  間：100 年 04 月 15 日（星期五） 
地  點：醫事放射師會館(台北市重慶北路 2 段 35 號 6 樓之 1) 
參加人員：周 理事長 柏希 


100 年 04 月 25 日 一、 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1. 收到“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7 位會員，100 年度常年會費，匯款＄42,000 元整。 


繳款會員：張暢祐、趙瑞興、林玉梅、蔡月蘭、賴正岩、許慈坤、王上華 
 
二、 資料庫 


1. 登錄–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會員：張暢祐、趙瑞興、林玉梅、蔡月蘭、賴正岩、許慈坤、


王上華–“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7 位會員，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100 年 04 月 29 日 一、 會員異動： 


1. 辦理入會，李政潔 先生；會員編號 175。（會員人數 98 人） 
 
二、 資料庫 


1. 登錄–新增會員基本資料：175 李政潔 
2. 登錄–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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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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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馨寧、陳俊僑、賴明偉、周柏希、張宸誌、劉漢威、楊芷絜（1-4 月)、何雅婷（1-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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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佛教慈


濟玉里醫院”1 位會員，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3. 登錄–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會員：李政潔–“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1 位會員，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入會費。 
 
五、 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1. 收到“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玉里榮民醫院”42 位會員，100 年度常年會費，


匯款共＄6,000 元整。 
繳款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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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月)、何雅婷（1-3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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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收到“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1 位會員，入會費+100 年度常年會費，匯款共＄7,000 元整。 


繳款會員：李政潔 
 


六、 開立收據 
1. 入會費+100 年度常年會費，“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1 位會員（李政潔），匯款共＄7,000


元整。 
100 年 05 月 02 日 一、 會員異動 


1. 辦理退會，楊芷絜 小姐；會員編號 064。（會員人數 97 人） 
100 年 05 月 03 日 一、 會員異動： 


1. 辦理入會，高紫綾 小姐；會員編號 176。（會員人數 98 人） 
 
二、 資料庫 


1. 登錄–新增會員基本資料：176 高紫綾 
2. 登錄–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會員：高紫綾–“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1 位會員，繳


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入會費。 
 
三、 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1. 收到“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1 位會員，入會費+100 年度常年會費，匯款共＄7,000
元整。 
繳款會員：高紫綾 


 
四、 開立收據 


1. 入會費+100 年度常年會費，“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1 位會員（高紫綾），匯款共＄


7,000 元整。 
 
五、 網站： 


1. 更新–100 年度 5 月份會員名單 
 
六、 繳交全聯會 100 年 1 月至 100 年 6 月常年會費 44,160 元整。（以會員人數 92 人為基礎） 


100 年 05 月 06 日 一、 會員異動： 
1. 辦理入會，劉巧雲 小姐；會員編號 177。（會員人數 99 人） 


 
二、 資料庫 


3. 登錄–新增會員基本資料：176 劉巧雲 
4. 登錄–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會員：劉巧雲–“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玉里醫院”1 位會員，繳


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入會費。 
 
三、 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2. 收到“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玉里醫院”1 位會員，入會費+100 年度常年會費，匯款共＄7,000
元整。 
繳款會員：劉巧雲 


 
四、 開立收據 


1. 入會費+100 年度常年會費，“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玉里醫院”1 位會員（劉巧雲），匯款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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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項 
7,000 元整。 


 
五、 網站： 


1. 更新–100 年度 5 月份會員名單 
100 年 05 月 21 日 一、 E-mail–發函 


1.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23 號–全體會員 
「第 4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 


2.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24 號–第 4 屆全體理監事及候補理監事 
「第 4 屆第 6 次理監事聯席會」 


 
二、 資料庫 


1. 登錄–發函–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23 號「第 4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 
2. 登錄–發函–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24 號「檢陳 本會第 4 屆第 5 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乙份，請 鑒核。」 
100 年 05 月 28 日 召開：「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4 屆第 6 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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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常務理事 祥霖、林常務理事 驊瀅、張理事 奇斌、黃理事 瑞


京、陳理事 懿芳、廖常務監事 學輝、監事 、張監事 暢祐、蔡監事 藝華 
 請假人員：鄭理事 仰恩、黃理事 舜中、張理事 邇贏、 
 缺席人員： 
 貴  賓： 


100 年 05 月 28 日 常務監事稽核 
屆  數：第 4 屆 
次  數：第 4 次 
時  間：12︰00–13︰30 
陪同人員：周理事長 柏希、高常務理事 祥霖、張常務理事 驊瀅、楊總幹事 馨寧 


100 年 05 月 28 日 一、 網站 
1. 更新–第 4 屆理監事會議出席紀錄 
2. 新增–第 4 屆第 6 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二、 資料庫 


1. 登錄–出席紀錄–第 4 屆第 6 次理監事聯席會出席名單 
2. 登錄–出席紀錄–第 4 次常務監事稽核 


100 年 05 月 31 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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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年 1、2、3、4、5、6 月


份之常年會費收據乙紙，請 查照。」 
2.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敬請貴會派員參加「100年度全國醫事放射師公會


幹部訓練研習營」，請 查照。」 
 
二、 會員異動： 


1. 辦理入會，洪尚和 先生；會員編號 178。（會員人數 100 人） 
 
三、 資料庫 


1. 登錄–新增會員基本資料：178 洪尚和 
2. 登錄–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會員：洪尚和–“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1 位會員，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入會費。 
3. 登錄–來函–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檢附 貴會上繳本會 100 年 1、2、3、


4、5、6 月份之常年會費收據乙紙，請 查照。」 
4. 登錄–來函–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敬請貴會派員參加「100年度全國醫


事放射師公會幹部訓練研習營」，請 查照。」 
 
四、 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1. 收到“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1 位會員，入會費+100 年度常年會費，


匯款共＄7,000 元整。 
繳款會員：洪尚和 


 
五、 開立收據 


1. 入會費+100 年度常年會費，“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1 位會員（洪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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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項 
和），匯款共＄7,000 元整。 


 
六、 網站： 


1. 更新–100 年度 5 月份會員名單 
100 年 6 月 1 日 E-mail 轉公告全體會員 


1. 花蓮縣中醫師公會–「本會第 21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依法選舉理、監事，棟鑾承蒙同道厚愛，


推舉當選為理事長。今後當全力發展會務，與同道共同發楊中醫藥事業，致力提升醫療水


準，造福人群。敬請時賜教言，以匡不逮，至為感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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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貴會派員參加「100年度全國醫事放射師公會


幹部訓練研習營」，請 查照。」 
100 年 06 月 07 日 一、 會員異動： 


1. 辦理入會，陳建銓 先生；會員編號 179。（會員人數 100 人） 
 
二、 資料庫 


1. 登錄–新增會員基本資料：179 陳建銓 
2. 登錄–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會員：陳建銓–“國軍花蓮總醫院”1 位會員，繳納 100 年度


常年會費+入會費。 
 
三、 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1. 收到“國軍花蓮總醫院”1 位會員，入會費+100 年度常年會費，匯款共＄7,000 元整。 
繳款會員：陳建銓 


 
四、 開立收據 


1. 入會費+100 年度常年會費，“國軍花蓮總醫院”1 位會員（陳建銓），匯款共＄7,000 元整。 
100 年 06 月 09 日 一、 收到來函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4 屆第 4
次理監事聯席會暨 100 年度第 2 次全國各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理事長聯席會」 


2.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00 年度第 2 次全國各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理事長


聯席會」 
3.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敬邀參加「100年度全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幹部訓練


研習營」，請 查照。」 
 
二、 資料庫 


1. 登錄–來函–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 4 屆第 4 次理監事聯席會暨 100 年度第 2 次全國各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理事長聯席會」 
2. 登錄–來函–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00 年度第 2 次全國各縣市醫事放射


師公會理事長聯席會」 
3. 登錄–來函–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敬邀參加「100年度全國醫事放射師


公會幹部訓練研習營」，請 查照。」 
100 年 06 月 10 日 一、 會員異動 


1. 辦理退會，陳皇仁 先生；會員編號 163。（會員人數 101 人） 
 
二、 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1. 收到“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六分局”1 位會員，100 年度常年會費，匯款共＄6,000
元整。 
繳款會員：林柏毅 


 
三、 開立收據 


1. 100 年度常年會費，“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六分局”1 位會員（林柏毅），匯款共＄


6,000 元整。 
100 年 06 月 11 日 一、 網站 


1. 新增–第 4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大會手冊 
2. 新增–第 4 屆第 6 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二、 E-mail–發函 


1.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25 號–全體理監事及候補理監事 
「檢陳 本會第 4 屆第 6 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乙份，請 鑒核。」 







  100年度工作紀要 


 - 13 - 列印日期：2012/1/2 


日期 事項 
 
三、 資料庫 


1. 登錄–刊物–第 4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手冊 
2. 登錄–發函–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25 號「檢陳 本會第 4 屆第 6 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乙份，請 鑒核。」 
100 年 06 月 12 日 舉辦活動 


主辦單位：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名  稱：第 4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 
時  間：100 年 6 月 12 日（星期日）下午 1 時 30 分整 
地  點：財團法人佛教慈濟醫學中心–協力樓三樓：合心會議室 
參加人員：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全體會員 


100 年 06 月 12 日 舉辦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 活動名稱：100 年度第 2 季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 活動代碼：S20110525Z9026 


♦ 課程代碼：C20110525A1134、C20110525A1136 


♦ 認證字號：醫放繼教全聯第 01000214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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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課程地點：慈濟醫學中心/協力樓三樓 合心會議室 


♦ 課程時間：14：00～15：30 


♦ 講  師：周柏希 理事長︱(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 課程名稱：醫院評鑑暨教學醫院評鑑及實習護照要點說明 引述(一)、(二) 


♦ 學分類型：如下表 
課程類別 專業課程 
課程屬性 無 
醫事放射師學員積分 2 


 


100 年 06 月 12 日 一、 E-mail 提供 100 年度第 2 季繼續教育積分全體會員取得狀況一覽表（查詢日期 100 年 06 月 12 日） 
 
二、 資料庫 


1. 登錄–活動出席–第 4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出席名單 
2. 登錄–活動出席–第 4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參加禮卷領取名單 
3. 登錄–活動任務–第 4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 
4. 新增–電子相簿–花蓮縣-第 4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 
5. 登錄–活動協助–100 年度第 2 季繼續教育課程工作人員名單 


100 年 06 月 13 日 一、 網站 
1. 更新–6 月份會員名冊 
 


二、 會員異動 
1. 辦理退會，楊志豪 先生；會員編號 052。（會員人數 99 人） 
2. 辦理入會，柳妏潔 小姐；會員編號 180。（會員人數 100 人） 


 
三、 資料庫 


1. 登錄–新增會員基本資料：180 柳妏潔 
2. 登錄–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會員：柳妏潔–“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1 位會員，繳


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入會費。 
 
四、 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1. 收到“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1 位會員，入會費+100 年度常年會費，匯款共＄7,000
元整。 
繳款會員：柳妏潔 


 
五、 開立收據 


入會費+100 年度常年會費，“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1 位會員（柳妏潔），匯款共＄7,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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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項 
100 年 06 月 30 日 一、 掛號–發函 


1.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26 號–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六分局 
「再函請 貴院魏婉如君等 1 人繳交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100 年度常年會費」，總計新


台幣 6,000 元整，請 惠予辦理。」 
 
二、 資料庫 


1. 登錄–發函–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26 號「再函請 貴院魏婉如君等 1 人繳交花蓮縣醫事放


射師公會「100 年度常年會費」，總計新台幣 6,000 元整，請 惠予辦理。」 
100 年 07 月 01 日 一、 網站 


1. 更新–7 月份會員名冊 
 


二、 會員異動 
1. 辦理退會，呂昆翰 先生；會員編號 138。（會員人數 99 人） 


100 年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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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度全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幹部研習會課程規畫座談會 
時  間：100 年 07 月 16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 
地  點：台北榮民總醫院【放射線部大會議室】(台北市石牌路二段 201 號．中正樓 2 樓) 
參加人員：周 理事長 柏希 


100 年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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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4 屆第 4 次理監事聯席會暨 100 年度第 2 次全國各


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理事長聯席會 
時  間：100 年 07 月 16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 
地  點：台北榮民總醫院【放射線部大會議室】(台北市石牌路二段 201 號．中正樓 2 樓) 
參加人員：周 理事長 柏希 


100 年 07 月 16 日 一、 資料庫 
1. 登錄–出差記錄：周 理事長 柏希–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4 屆第 4 次


理監事聯席會暨 100 年度第 2 次全國各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理事長聯席會 
100 年 07 月 16 日 一、 網站 


1. 更新–7 月份會員名冊 
 


二、 會員異動 
3. 辦理入會，宋慶琳 小姐；會員編號 181。（會員人數 101 人） 


 
三、 資料庫 


3. 登錄–新增會員基本資料：181 宋慶琳 
4. 登錄–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會員：宋慶琳–“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1 位會員，繳


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入會費。 
 
四、 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2. 收到“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1 位會員，入會費+100 年度常年會費，匯款共＄4,000
元整。 
繳款會員：宋慶琳 


 
五、 開立收據 


入會費+100 年度常年會費，“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1 位會員（宋慶琳），匯款共＄4,000
元整。 


100 年 08 月 04 日 一、 網站 
1. 更新–8 月份會員名冊 
 


二、 會員異動 
1. 辦理入會，詹偉伶 小姐；會員編號 182。（會員人數 102 人） 


 
三、 資料庫 


1. 登錄–新增會員基本資料：182 詹偉伶 
2. 登錄–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會員：詹偉伶–“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1 位會員，繳


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入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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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項 
四、 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1. 收到“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1 位會員，入會費+100 年度常年會費，匯款共＄4,000
元整。 
繳款會員：詹偉伶 


 
五、 開立收據 


1. 入會費+100 年度常年會費，“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1 位會員（詹偉伶），匯款共＄


4,000 元整。 
100 年 08 月 15 日 一、 資料庫 


1. 登錄–講師資料：050 蔡藝華 
2. 登錄–講師資料：051 陳翌真 
3. 登錄–授課證明：10003 周柏希 
4. 登錄–授課證明：10004 蔡藝華 
5. 登錄–授課證明：10005 陳翌真 


100 年 09 月 07 日 一、 E-mail–發函 
1.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28 號–全體會員 


「本會「100 年度第 3 季繼續教育課程」謹訂於 100 年 9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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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29 號–第 4 屆全體理監事及後補理監事 


「第 4 屆第 7 次理監事會聯席會會議」 
 
二、 受到來函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敬請惠予推薦 100 年度資深醫事放射師(士)表揚名


單。請 查照。」 
2.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函知本會第 4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開會日期、地


點，並請再次確核 貴會所推薦之會員代表名單，俾便提報作業，請 查照。」 
 
三、 掛號發函 


1.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29 號–花蓮縣政府社會處、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 4 屆第 7 次理監事會聯席會會議」 


 
四、 資料庫 


1. 登錄–發公文–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28 號–「本會「100 年度第 3 季繼續教育課程」謹訂


於 100 年 9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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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登錄–發公文–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29 號–「第 4 屆第 7 次理監事會聯席會會議」 
3. 登錄–收公文–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敬請惠予推薦 100 年度資深醫事放


射師(士)表揚名單。請 查照。」 
4. 登錄–收公文–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函知本會第 4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


會開會日期、地點，並請再次確核 貴會所推薦之會員代表名單，俾便提報作業，請 查照。」 
100 年 09 月 18 日 召開：「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4 屆第 7 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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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常務理事 祥霖、林常務理事 驊瀅、黃理事 瑞京、陳理事 懿


芳、張監事 暢祐、蔡監事 藝華 
 請假人員：張理事 奇斌、鄭理事 仰恩、張理事 邇贏、黃理事 舜中、廖常務監事 學輝、


監事  
 缺席人員： 
 貴  賓： 


100 年 09 月 18 日 舉辦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 活動名稱：100 年度第 3 季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 活動代碼：S20110826Z9100 


♦ 課程代碼：C20110826A1832、C20110826A1833、C20110826A1834、C20110826A1835、
C20110826A1836、C20110826A1837 


♦ 認證字號：醫放繼教全聯第 01000344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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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度工作紀要 


 - 16 - 列印日期：2012/1/2 


日期 事項 
關繼續教育課程 


♦ 課程地點：慈濟醫學中心/協力樓三樓 合心會議室 


♦ 課程時間：13：30～18：30 


♦ 講  師（一）：蔡藝華 醫事放射師︱(花蓮縣衛生局慢性病防治所 門診部) 


♦ 課程名稱（一）：結核病防治(一)、(二) 


♦ 講  師（二）：陳翌真 主治醫師︱(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院癌症中心) 


♦ 課程名稱（二）：放射線治療於緩和治療的應用（一）、（二） 


♦ 講  師（三）：陳翌真 主治醫師︱(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院癌症中心) 


♦ 課程名稱（三）：醫院從業人員不可不知的同意書--預立醫囑(一)、(二) 


♦ 學分類型：如下表 
課程類別 專業課程、專業品質、專業課程 
課程屬性 感染、無、無 
醫事放射師學員積分 2、2、2 


 


100 年 09 月 18 日 一、 E-mail 提供 100 年度第 3 季繼續教育積分全體會員取得狀況一覽表（查詢日期 100 年 09 月 18 日） 
 
二、 網站 


1. 更新–100 年度 09 月份會員名單 
2. 更新–第 4 屆理監事會議出席紀錄 
3. 新增–第 4 屆第 7 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三、 E-mail–發函 


1.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30 號–第 4 屆理監事及後補理監事 
「檢陳 本會第 4 屆第 7 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乙份，請 鑒核。」 


 
四、 資料庫 


1. 登錄–出席紀錄–第 4 屆第 7 次理監事聯席會出席名單 
2. 登錄–活動協助–100 年度第 3 季繼續教育課程工作人員名單 
3. 登錄–授課證明–100 年度第 3 季繼續教育課程講師授課證明 
4. 登錄–發公文–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30 號–「檢陳 本會第 4 屆第 7 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


紀錄乙份，請 鑒核。」 
100 年 09 月 25 日 參加活動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公會全國聯合會 
承辦單位：宜蘭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名  稱：100 年度全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幹部訓練研習會 
時  間：100 年 9 月 24-25 日（星期六、日） 
地  點：雪山溫泉會館 2 樓會議室（宜蘭縣礁溪鄉中山路 2 段 159 號） 
參加人員：周理事長 柏希、林常務理事 驊瑩、楊總幹事 馨寧 


100 年 09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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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4 屆第 5 次理監事聯席會暨 100 年度第 3 次全國各


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理事長聯席會 
時  間：100 年 9 月 25 日（星期日） 
地  點：雪山溫泉會館 2 樓會議室（宜蘭縣礁溪鄉中山路 2 段 159 號） 
參加人員：周 理事長 柏希 


100 年 09 月 25 日 一、 資料庫 
登錄–出差記錄：周理事長 柏希、林常務理事 驊瑩、楊總幹事 馨寧–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 100 年度全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幹部訓練研習會會 
100 年 09 月 29 日 一、 網站 


1. 更新–9 月份會員名冊 
 


二、 會員異動 
2. 辦理入會，李宗倫 先生；會員編號 183。（會員人數 103 人） 


 
三、 資料庫 


1. 登錄–新增會員基本資料：183 李宗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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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項 
2. 登錄–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會員：李宗倫–“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1 位會員，繳


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入會費。 
 
四、 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1. 收到“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1 位會員，入會費+100 年度常年會費，匯款共＄4,000
元整。 
繳款會員：李宗倫 


 
五、 開立收據 


1. 入會費+100 年度常年會費，“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1 位會員（李宗倫），匯款共＄


4,000 元整。 
100 年 10 月 13 日 一、 受到來函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請 貴會繳交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00 年 7 至 12 月常年會費，共計新台幣 46,080 元整（以會員人數 96 名為計算基礎），請 惠


予辦理。」 
 
二、 網站 


1. 更新–10 月份會員名冊 
 


三、 會員異動 
1. 辦理入會，李雯婷 小姐；會員編號 184。（會員人數 104 人） 


 
四、 資料庫 


1. 登錄–新增會員基本資料：184 李雯婷 
2. 登錄–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會員：李雯婷–“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六分局”1 位會


員，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入會費。 
3. 登錄–來函–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請 貴會繳交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 100 年 7 至 12 月常年會費，共計新台幣 46,080 元整（以會員人數 96 名為計


算基礎），請 惠予辦理。」 
 
五、 繳納 100 年度常年會費 


1. 收到“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六分局”1 位會員，入會費+100 年度常年會費，匯款共


＄4,000 元整。 
繳款會員：李雯婷 


 
六、 開立收據 


1. 入會費+100 年度常年會費，“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六分局”1 位會員（李雯婷），匯


款共＄4,000 元整。 
100 年 10 月 22 日 一、 收到卡片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4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 
 
二、 收到來函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成立十周年


慶祝茶會及第四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暨「建國百年醫學影像在台百年暨 2011 年國際醫事


放射師節慶祝活動----醫用超音波專業養成及臨床應用國際論壇」」 
 
三、 資料庫 


1. 登錄–卡片–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4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 
2. 登錄–來函–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成立十周年慶祝茶會及第四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暨「建國百年醫學影像在台百年暨 2011
年國際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醫用超音波專業養成及臨床應用國際論壇」」 


100 年 11 月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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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暨 2011 年度醫事放射師節慶祝大會 
時  間：100 年 11 月 05 日（星期六） 
地  點：台北榮民總醫院介壽堂會議室(台北市石牌路二段 201 號) 
參加人員：周理事長 柏希、林常務理事 驊瑩、胡雅涵 會員、周檠雅 會員 


100 年 11 月 05 日 一、 資料庫 
1. 登錄–出差紀錄–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4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出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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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周理事長 柏希、林常務理事 驊瑩、胡雅涵 會員、周檠雅 會員 


2. 登錄–會員代表–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4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名單 
3. 登錄–刊物–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4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手冊 
4. 登錄–刊物–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4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手冊資深醫


事放射師(士)表揚名錄 
5. 登錄–來函–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成立十周年慶祝茶會及第四屆第二次會


員代表大會暨「建國百年醫學影像在台百年暨 2011 年國際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醫用超


音波專業養成及臨床應用國際論壇」 
 
一、 收到刊物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4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手冊 
2.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4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手冊資深醫事放射師(士)


表揚名錄 
 


100 年 12 月 12 日 一、 E-mail–發函 
1.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32 號–全體會員 


「本會「100 年度第 4 季繼續教育課程」謹訂於 100 年 12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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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31 號–第 4 屆全體理監事及後補理監事 


「第 4 屆第 8 次理監事會聯席會會議」 
 
二、 掛號發函 


1.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22 號–花蓮縣政府社會處、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 4 屆第 8 次理監事會聯席會會議」 


 
三、 資料庫 


1. 登錄–發公文–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32 號–「本會「100 年度第 4 季繼續教育課程」謹訂


於 100 年 12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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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登錄–發公文–花醫事放射字第 100031 號–「第 4 屆第 8 次理監事會聯席會會議」 


100 年 12 月 13 日 一、 會員異動 
1. 辦理退會，陳建銓 先生；會員編號 179。（會員人數 103 人） 


 
二、 網站 


1. 更新–12 月份會員名冊 
100 年 12 月 16 日 一、 收到來函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敬請 貴會繳交 100 年度繼續教育課程積分審查


行政費用，新台幣 500 元整，請 惠予辦理。」 
 
二、 資料庫 


1. 登錄–來函–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敬請 貴會繳交 100 年度繼續教育課


程積分審查行政費用，新台幣 500 元整，請 惠予辦理。」 
100 年 12 月 17 日 三、 網站 


1. 新增–第 4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活動相片 
2. 新增–協辦 2011 醫事放射師公會網頁活動感謝狀 


100 年 12 月 18 日 召開：「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4 屆第 8 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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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常務理事 驊瀅、張理事 奇斌、鄭理事 仰恩、黃理事 舜中、


黃理事 瑞京、陳理事 懿芳、蔡監事 藝華 
 請假人員：高常務理事 祥霖、張理事 邇贏、廖常務監事 學輝、監事 、張監事 暢祐 
 缺席人員： 
 貴  賓： 


100 年 12 月 18 日 舉辦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 活動名稱：100 年度第 4 季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 活動代碼：S20111210Z9009 


♦ 課程代碼：C20111210A1091、C20111210A1092、C20111210A1094、C20111210A1095、
C20111210A1096、C20111210A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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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證字號：醫放繼教全聯第 01000494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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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課程地點：慈濟醫學中心/協力樓二樓 合氣會議室 


♦ 課程時間：13：30～18：30 


♦ 講  師（一）：張寶源 主任︱(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醫院 影像醫學部) 


♦ 課程名稱（一）：Imaging of spine trauma (一)、(二) 


♦ 講  師（二）：張寶源 主任︱(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醫院 影像醫學部) 


♦ 課程名稱（二）：Imaging of pulmonary embolism（一）、（二） 


♦ 講  師（三）：郭鑄中 學術藥師︱(普樂可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 課程名稱（三）：電腦斷層顯影劑之原理與應用(一)、(二) 


♦ 學分類型：如下表 
課程類別 專業課程、專業課程、專業課程 
課程屬性 無、無、無 
醫事放射師學員積分 2、2、2 


 


100 年 12 月 18 日 一、 E-mail 提供 100 年度第 4 季繼續教育積分全體會員取得狀況一覽表（查詢日期 100 年 12 月 18 日） 
 
二、 網站 


1. 更新–100 年度 12 月份會員名單 
2. 更新–第 4 屆理監事會議出席紀錄 
3. 新增–第 4 屆第 8 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4. 新增–101 年度行事曆 
5. 新增–101 年度工作計畫表 
6. 新增–100 年度工作計畫表 


 
三、 資料庫 


1. 登錄–出席紀錄–第 4 屆第 8 次理監事聯席會出席名單 
2. 登錄–活動協助–100 年度第 4 季繼續教育課程工作人員名單 


100 年 12 月 24 日 常務監事稽核 
屆  數：第 4 屆 
次  數：第 5 次 
時  間：12︰00–13︰00 
陪同人員：周理事長 柏希、楊總幹事 馨寧 


 
以下空白 





		100年度工作紀要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年度發函　目錄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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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常務監事　學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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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度常年會費」，總計新台幣252,000元整，請　惠予辦理。


100 01 01 郵寄方式: 親自送達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01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理監事及候補理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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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常務監事　學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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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度常年會費」，總計新台幣18,000元整，請　惠予辦理。


100 01 01 郵寄方式: 親自送達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02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理監事及候補理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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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常務監事　學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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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曉
筠、謝立剛、梁郡豪、林驊瀅、楊志豪、高錦榮君等19人繳交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100年度常年會費」，總計新台幣114,000元整，請
　惠予辦理。


100 01 01 郵寄方式: 親自送達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03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理監事及候補理監事


正本: 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


副本: 花蓮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廖常務監事　學輝


附件:


主旨: 函請　貴院張暢祐、趙瑞興、林玉梅、蔡月蘭、賴正岩、許慈坤、王上華君等7人繳交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100年度常年會費」，總計
新台幣42,000元整，請　惠予辦理。


100 01 01 郵寄方式: 掛號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04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理監事及候補理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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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發函　目錄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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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常務監事　學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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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度常年會費」，總計新台幣6,000元整，請　惠予辦理。


100 01 01 郵寄方式: 親自送達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05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理監事及候補理監事


正本: 秀林鄉衛生所


副本: 花蓮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廖常務監事　學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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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度常年會費」，總計新台幣6,000元整，請　惠予辦理。


100 01 01 郵寄方式: 親自送達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06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理監事及候補理監事


正本: 國軍花蓮總醫院


副本: 花蓮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廖常務監事　學輝


附件:


主旨: 函請　貴院徐代祁、孔德兟、陳英姿、黃瑞京、洪國英、陳振峰、黃義忠君等7人繳交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100年度常年會費」，總計
新台幣42,000元整，請　惠予辦理。


100 01 01 郵寄方式: 掛號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07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理監事及候補理監事


正本: 行政院衛生署玉里醫院


副本: 花蓮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廖常務監事　學輝


附件:


主旨: 函請　貴院瓦紹‧瑪幹、陳彥廷君等2人繳交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100年度常年會費」，總計新台幣12,000元整，請　惠予辦理。


100 01 01 郵寄方式: 親自送達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08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理監事及候補理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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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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常務監事　學輝


附件:


主旨: 函請　貴院李德達君等1人繳交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100年度常年會費」，總計新台幣6,000元整，請　惠予辦理。


100 01 01 郵寄方式: 掛號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09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理監事及候補理監事


正本: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鳳林榮民醫院


副本: 花蓮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廖常務監事　學輝


附件:


主旨: 函請　貴院范振彰君等1人繳交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100年度常年會費」，總計新台幣6,000元整，請　惠予辦理。


100 01 01 郵寄方式: 掛號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10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理監事及候補理監事


正本: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鳳林榮民醫院


副本: 花蓮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廖常務監事　學輝


附件:


主旨: 函請　貴院林憶萍君等1人繳交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100年度常年會費」，總計新台幣6,000元整，請　惠予辦理。


100 01 01 郵寄方式: 掛號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11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理監事及候補理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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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常務監事　學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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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度常年會費」，總計新台幣12,000元整，請　惠予辦理。


100 01 01 郵寄方式: 親自送達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12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理監事及候補理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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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發函　目錄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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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常務監事　學輝


附件:


主旨: 函請　貴院林柏毅君等1人繳交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100年度常年會費」，總計新台幣6,000元整，請　惠予辦理。


100 01 01 郵寄方式: 親自送達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13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理監事及候補理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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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常務監事　學輝


附件:


主旨: 函請　貴院魏婉如君等1人繳交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100年度常年會費」，總計新台幣6,000元整，請　惠予辦理。


100 01 01 郵寄方式: 親自送達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14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理監事及候補理監事


正本: 富里鄉衛生所


副本: 花蓮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廖常務監事　學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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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度常年會費」，總計新台幣6,000元整，請　惠予辦理。


100 01 01 郵寄方式: 親自送達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15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理監事及候補理監事


正本: 國泰聯合診所


副本: 花蓮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廖常務監事　學輝


附件:


主旨: 函請　貴院蕭新種、黃正強君等2人繳交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100年度常年會費」，總計新台幣12,000元整，請　惠予辦理。


100 01 01 郵寄方式: 掛號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16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理監事及候補理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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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北國泰聯合診所


副本: 花蓮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廖常務監事　學輝


附件:


主旨: 函請　貴院蔣宗吉君等1人繳交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100年度常年會費」，總計新台幣6,000元整，請　惠予辦理。


100 01 01 郵寄方式: 掛號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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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理監事及後補理監事


附件: 「第4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乙份


主旨: 檢陳　本會第4屆4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乙份，請　鑒核。


100 01 14 郵寄方式: 平信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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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度第1季繼續教育課程時程表」電子檔各乙份


主旨: 本會「100年度第1季繼續教育課程」謹訂於100年3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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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02 10 郵寄方式: 無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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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議程及附件」、「第4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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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屆第5次理監事會聯席會會議


100 02 27 郵寄方式: 無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21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理監事及候補理監事


第 5 頁，共 8 頁2011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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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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乙份


主旨: 檢陳　本會第4屆第5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乙份，請　鑒核。


100 03 09 郵寄方式: 平信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22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理監事及候補理監事


正本: 本會全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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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時程表」電子檔乙份


主旨: 第4屆第2次會員大會


100 05 20 郵寄方式: 無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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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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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議程及附件」電子檔乙份


主旨: 第4屆第6次理監事聯席會


100 05 21 郵寄方式: 平信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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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理監事及後補理監事


附件: 「第4屆第6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乙份


主旨: 檢陳　本會第4屆第6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乙份，請　鑒核。


100 06 11 郵寄方式: 平信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25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理監事及候補理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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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六分局


副本: 花蓮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廖常務監事　學輝


附件:


主旨: 再函請　貴院魏婉如君等1人繳交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100年度常年會費」，總計新台幣6,000元整，請　惠予辦理。


100 06 30 郵寄方式: 平信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26號


郵寄方式-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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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會員


附件: 「第4屆第2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第4屆第2次會員大會手冊」各乙份


主旨: 檢陳　本會第4屆2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等相關表件各乙份（如附件），請　鑒核。


100 07 03 郵寄方式: 掛號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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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度第3季繼續教育課程表」電子檔各乙份


主旨: 本會「100年度第3季繼續教育課程」謹訂於100年9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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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09 07 郵寄方式: 無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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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電子檔各乙份


主旨: 第4屆第7次理監事會聯席會會議


100 09 07 郵寄方式: 無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29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理監事及候補理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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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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乙份


主旨: 檢陳　本會第4屆第7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乙份，請　鑒核。


100 09 18 郵寄方式: 平信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30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理監事及候補理監事


正本: 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


副本: 花蓮縣醫師放射師公會、廖常務監事　學輝


附件:


主旨: 函請　貴院王世明君等1人繳交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100年度常年會費」，總計新台幣6,000元整，請　惠予辦理。


100 1 20 郵寄方式: 掛號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19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理監事及候補理監事


正本: 第4屆全體理監事及候補理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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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乙份


主旨: 第4屆第8次理監事會聯席會會議


100 12 12 郵寄方式: 無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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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度第4季繼續教育課程表」電子檔各乙份


主旨: 本會「100年度第4季繼續教育課程」謹訂於100年12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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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2 12 郵寄方式: 無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32號


郵寄方式-mail: mail全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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