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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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月2日 第 4 頁，共 4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