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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日期：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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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294


　零用金 $21,630 　會務發展基金（97~100年） $1,316,136


　會務發展基金 $1,316,136


　累計餘絀（96~99年） $0


　本年餘絀 $496,924


合　　　計 $1,813,060 合　　　計 $1,813,060


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0年度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100年1月1日至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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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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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8,013 $943,592 $1,054,449 $458,062


1 本會經費收入 $123,000 $114,000 $31,000 $320,010


1 入會費 $3,000 $1,000 $2,000


2 常年會費 $120,000 $114,000 $30,000 $318,000


3 捐助收入


4 利息收入 $10


5 其他收入


2 本會經費支出 $17,421 $3,143 $627,387 $4,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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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41 $643 $2,156 $2,043


1 印刷、文具費 $12,699 $570 $614


2 郵電費 $642 $73 $543 $293


3 設備購置修繕費 $999


4 什支 $1,750


3 業務費 $1,580 $0 $22,714 $0


1 會議費 $1,080 $4,387


2 會員大會


3 學術研討會 $500 $2,550


4 全聯會常年會費


5 捐助費
6 出差費 $15,777


7 公共關係費


8 年報編印費


9 聯誼活動費


4 提撥基金 $0 $0 $600,017 $0


3 本期餘絀 $458,062 $773,529$943,592 $1,054,449


二月 四月三月


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0年度經費收入、支出月份報表
中華民國100年1月1日至100年4月30日止


一月
款 項 目 科　　目


理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列印日期：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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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3,529 $599,279 $608,972 $563,526


$21,000 $20,191 $10,000 $4,010


$3,000 $2,000 $1,000 $1,000


$18,000 $18,000 $9,000 $3,000


$191 $10


$195,250 $10,498 $55,446 $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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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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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 $3,133 $469 $357


$398 $293 $469 $357


$2,840


$192,352 $4,865 $1,342 $0


$1,192


$4,865


$44,160


$1,342


$147,000


$0 $0 $51,135 $0


$563,526


八月


$564,679$599,279 $608,972


五月 六月


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0年度經費收入、支出月份報表
中華民國100年5月1日至100年8月31日止


七月


理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列印日期：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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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679 $553,729 $508,858 $500,928


$4,000 $4,000 $0 $190


$1,000 $1,000


$3,000 $3,000 $0


$190


$14,950 $48,871 $7,930 $4,194


$2,500 $2,500 $2,500 $0


$2,500 $2,500 $2,500 $0


$1,062 $291 $290 $298


$304 $291 $290 $298


$758


$11,388 $46,080 $5,140 $3,896


$3,866 $1,896


$2,500 $2,000


$46,080


$500


$4,522 $5,140


$0 $0 $0 $0


$496,924$553,729 $500,928$508,858


九月


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0年度經費收入、支出月份報表
中華民國100年9月1日至100年12月31日止


十二月十一月十月


理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列印日期：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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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8,013


$651,401


$15,000


$636,000


$0


$401


$0


$992,490


$27,500


$27,500


$0


$24,481


$13,883


$4,251


$4,597


$1,750


$289,357


$12,421


$4,865


$7,550


$90,240


$500


$26,781


$0


$0


$147,000


$651,152


$496,924


1-12月總計


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0年度經費收入、支出總報表
中華民國100年1月1日至100年12月31日止


理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列印日期：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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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度 100年度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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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8,013


$651,401 $566,000 $85,401 $0


$15,000 $2,000 $13,000 $0


$636,000 $564,000 $72,000 $0 有效會員94人


$0 $0 $0 $0


$401 $0 $401 $0


$0 $0 $0 $0


$992,490 $566,000 66.64% 100.00% $426,490 $0


$27,500 $30,000 1.85% 5.30% $0 $2,500


$27,500 $30,000 1.85% 5.30% $0 $2,500 月薪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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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81 $66,000 1.64% 11.66% $0 $41,519


$13,883 $15,000 0.93% 2.65% $0 $1,117


$4,251 $15,000 0.29% 2.65% $0 $10,749


$4,597 $16,000 0.31% 2.83% $0 $11,403


$1,750 $20,000 0.12% 3.53% $0 $18,250


$289,357 $441,700 19.43% 78.04% $0 $152,343


$12,421 $30,000 0.83% 5.30% $0 $17,579


$4,865 $35,000 0.33% 6.18% $0 $30,135


$7,550 $50,000 0.51% 8.83% $0 $42,450


$90,240 $86,400 6.06% 15.27% $3,840 $0 提報90人；960元/人/年


$500 $0 0.03% 0.00% $500 $0 醫事放射師會館捐款已於99年度結清


$26,781 $35,000 1.80% 6.18% $0 $8,219


$0 $25,000 0.00% 4.42% $0 $25,000


$0 $25,000 0.00% 4.42% $0 $25,000


$147,000 $155,300 9.87% 27.44% $0 $8,300


$651,152 $28,300 43.72% 5.00% $622,852 $0


$496,924 $0


決算與預算比較


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0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
中華民國100年1月1日至100年12月31日止


理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列印日期：2012/1/2








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0年度人員出差報表


March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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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03月26日 14:00 17:30 周柏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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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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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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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7NT$12,540 NT$500 NT$0 NT$0


Apri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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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04月15日 09:00 16:00 周柏希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網站
維護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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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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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07月16日 14:00 17:30 周柏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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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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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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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07月16日 10:00 12:00 周柏希 100年度全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幹部研習會課
程規畫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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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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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NT$0 NT$500 NT$0 NT$0


Septem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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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09月24日 11:00 12:00 楊馨寧 100年度全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幹部訓練研習
會


雪山溫泉會館2樓會議室（宜
蘭縣礁溪鄉中山路2段15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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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NT$0 NT$1,000 NT$0 NT$52


100年09月24日 11:00 12:00 林驊瀅 100年度全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幹部訓練研習
會


雪山溫泉會館2樓會議室（宜
蘭縣礁溪鄉中山路2段15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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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NT$0 NT$1,000 NT$0 NT$0


100年09月24日 11:00 12:00 周柏希 100年度全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幹部訓練研習
會


雪山溫泉會館2樓會議室（宜
蘭縣礁溪鄉中山路2段15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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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NT$0 NT$1,000 NT$0 NT$0


Novem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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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11月05日 10:00 12:00 周檠雅 第4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 台北榮民總醫院介壽堂會議
室(台北市石牌路二段20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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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6NT$0 NT$500 NT$0 NT$0


100年11月05日 10:00 12:00 胡雅涵 第4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 台北榮民總醫院介壽堂會議
室(台北市石牌路二段20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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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NT$0 NT$500 NT$0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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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0年度人員出差報表
100年11月05日 10:00 12:00 林驊瀅 第4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 台北榮民總醫院介壽堂會議


室(台北市石牌路二段20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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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NT$0 NT$500 NT$0 NT$0


100年11月05日 10:00 12:00 周柏希 第4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 台北榮民總醫院介壽堂會議
室(台北市石牌路二段20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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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NT$0 NT$500 NT$0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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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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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7/3
開戶：提撥會務發展基金


96年度＄26,000元；97年度＄26,100元
$52,100 $52,100


2008/7/3 定存 018011889561 98年7月3日 $50,000 $2,100


2008/8/3 定存息 018011889561 98年7月3日 $101 $2,201


2008/9/3 定存息 018011889561 98年7月3日 $101 $2,302


2008/10/3 定存息 018011889561 98年7月3日 $101 $2,403


2008/11/3 定存息 018011889561 98年7月3日 $96 $2,499


2008/12/3 定存息 018011889561 98年7月3日 $85 $2,584


2009/1/3 定存息 018011889561 98年7月3日 $67 $2,651


2009/2/3 定存息 018011889561 98年7月3日 $45 $2,696


2009/3/3 定存息 018011889561 98年7月3日 $43 $2,739


2009/4/3 定存息 018011889561 98年7月3日 $41 $2,780


2009/5/3 定存息 018011889561 98年7月3日 $41 $2,821


2009/6/3 定存息 018011889561 98年7月3日 $41 $2,862


2009/6/11 提撥98年度會務發展基金 $51,118 $53,980


2009/6/20 存款息 $1 $53,981


2009/7/3 定期本金到期 018011889561 98年7月3日 $50,000 $103,981


2009/7/3 定期存單毛息 018011889561 98年7月3日 $45 $104,026


2009/7/3 扣稅額 018011889561 98年7月3日 $4 $104,022


2009/8/5 定存 018011911527 99年8月5日 $100,000 $4,022


2009/9/5 定存息 018011911527 99年8月5日 $81 $4,103


2009/10/5 定存息 018011911527 99年8月5日 $81 $4,184


2009/11/5 定存息 018011911527 99年8月5日 $76 $4,260


2009/12/5 定存息 018011911527 99年8月5日 $76 $4,336


2009/12/19 存息 $10 $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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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製表日期：201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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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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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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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22 定存息 921125 018011921125 101年3月22日 $446 $5,560


2011/1/24 定存息 927128 018011927128 100年8月24日 $131 $5,691


2011/2/22 定存息 921125 018011921125 101年3月22日 $450 $6,141


2011/2/24 定存息 927128 018011927128 100年8月24日 $133 $6,274


2011/3/6 99年度餘絀轉存為會務發展基金 $600,000 $606,274


2011/3/22 定存息 921125 018011921125 101年3月22日 $450 $606,724


2011/3/24 定存息 927128 018011927128 100年8月24日 $133 $606,857


2011/4/22 定存息 921125 018011921125 101年3月22日 $468 $607,325


理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製表日期：201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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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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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4/24 定存息 927128 018011927128 100年8月24日 $139 $607,464


2011/5/22 定存息 921125 018011921125 101年3月22日 $485 $607,949


2011/5/24 定存息 927128 018011927128 100年8月24日 $143 $608,092


2011/6/21 存息(扣稅26) $243 $608,335


2011/6/22 定存息 921125 018011921125 101年3月22日 $485 $608,820


2011/6/24 定存息 927128 018011927128 100年8月24日 $143 $608,963


2011/7/1 提撥100年度會務發展基金 $51,118 $660,081


2011/7/22 定存息 921125 018011921125 101年3月22日 $503 $660,584


2011/7/24 定存息 927128 018011927128 100年8月24日 $149 $660,733


2011/8/22 定存息 921125 018011921125 101年3月22日 $514 $661,247


2011/8/24 定存本金+息 018011927128 100年8月24日 $150,152 $811,399


2011/9/16 定存本金 018011943539 101年9月16日 $800,000 $11,399


2011/9/22 定存息 921125 018011921125 101年3月22日 $514 $11,913


2011/10/16 定存息 943539 018011943539 101年9月16日 $808 $12,721


2011/10/22 定存息 921125 018011921125 101年3月22日 $514 $13,235


2011/11/16 定存息 943539 018011943539 101年9月16日 $808 $14,043


2011/11/22 定存息 921125 018011921125 101年3月22日 $514 $14,557


2011/12/16 定存息 943539 018011943539 101年9月16日 $808 $15,365


2011/12/21 存息(扣稅28) $257 $15,622


2011/12/22 定存息 921125 018011921125 101年3月22日 $514 $16,136


理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製表日期：201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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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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年度 100年度 101年度 備註


預算數 預算數 增加 減少 預算使用比例


$614,000 $566,000 $48,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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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000 $564,000 $48,000 $0 有效會員102人計算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14,000 $566,000 $48,000 $0 100.00%


$30,000 $30,000 $0 $0 4.89%


$30,000 $30,000 $0 $0 4.89% 月薪2,500元


$0 $0 $0 $0 0.00%


$79,000 $66,000 $13,000 $0 12.87%


$20,000 $15,000 $5,000 $0 3.26%


$19,000 $15,000 $4,000 $0 3.09%


$20,000 $16,000 $4,000 $0 3.26%


$20,000 $20,000 $0 $0 3.26%


$474,300 $441,700 $32,600 $0 77.25%


$40,000 $30,000 $10,000 $0 6.51%


$40,000 $35,000 $5,000 $0 6.51%


$54,900 $50,000 $4,900 $0 8.94%


$86,400 $86,400 $0 $0 14.07% 提報90人；960元/人/年


$0 $0 $0 $0 0.00% 醫事放射師會館捐款已於99年度結清


$40,000 $35,000 $5,000 $0 6.51%


$15,000 $25,000 $0 $10,000 2.44%


$15,000 $25,000 $0 $10,000 2.44%


$183,000 $155,300 $27,700 $0 29.80% 100人計算


$30,700 $28,300 $2,400 $0 5.00% 提撥5%。


$0 $0


本年度與上年度預算比較


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1年度歲入歲出經費預算表
中華民國101年1月1日至101年12月31日止


理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列印日期：2012/1/2












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年度常年會費繳費報表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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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 蕭新種100年01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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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


支票019 廖學輝 100年1月4日預開收據；100年3月2日存入支票100年03月06日 NT$6,000


支票126 曾崇毓 100年1月4日預開收據；100年3月2日存入支票100年03月06日 NT$6,000


匯款143 黃士洲 覆會100年04月07日 NT$6,000


匯款174 范雅純 入會費＄1,000+100年度常年會費＄6,000100年04月07日 NT$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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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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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01月07日 NT$6,000


匯款022 范振彰100年01月07日 NT$6,000


匯款045 林憶萍100年01月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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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


匯款152 瓦紹‧瑪幹100年04月08日 NT$6,000


匯款168 陳彥廷100年04月08日 NT$6,000


摘要 '執業醫院' =  行政院衛生署玉里醫院 (2 詳細記錄)


行政院衛生署花蓮豐濱分院 總計 NT$7,000


匯款170 黃念萍 入會費＄1,000+100年度常年會費＄6,000100年01月10日 NT$7,000


摘要 '執業醫院' =  行政院衛生署花蓮豐濱分院 (1 詳細記錄)


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 總計 NT$50,500


支票013 張暢祐 100年1月1日預開收據；100年4月25日存入支票100年04月25日 NT$6,000


支票014 趙瑞興 100年1月1日預開收據；100年4月25日存入支票100年04月25日 NT$6,000


支票015 林玉梅 100年1月1日預開收據；100年4月25日存入支票100年04月25日 NT$6,000


支票016 王世明 100年2月8日預開收據；100年4月25日存入支票100年04月25日 NT$1,500


支票017 蔡月蘭 100年1月1日預開收據；100年4月25日存入支票100年04月25日 NT$6,000


支票133 賴正岩 100年1月1日預開收據；100年4月25日存入支票100年04月25日 NT$6,000


支票144 許慈坤 100年1月1日預開收據；100年4月25日存入支票100年04月25日 NT$6,000


支票166 王上華 100年1月1日預開收據；100年4月25日存入支票100年04月25日 NT$6,000


匯款175 李政潔 入會費＄1,000+100年度常年會費＄6,000100年04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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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 (9 詳細記錄)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六分局 總計 NT$16,000


匯款021 林柏毅100年06月10日 NT$6,000


匯款092 魏婉如100年07月19日 NT$6,000


匯款184 李雯婷 入會費＄1,000+100年度常年會費＄3,000100年10月11日 NT$4,000


摘要 '執業醫院' =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六分局 (3 詳細記錄)


秀林鄉衛生所 總計 NT$6,000


匯款018 林春美 100年1月1日預開收據100年01月19日 NT$6,000


摘要 '執業醫院' =  秀林鄉衛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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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1月1日預開收據100年03月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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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


匯款086 馮玉祥100年01月26日 NT$6,000


匯款137 張紜禎100年01月26日 NT$6,000


匯款155 巫淑媛100年01月26日 NT$6,000


匯款177 劉巧雲 入會費＄1,000+100年度常年會費＄6,000100年05月06日 NT$7,000


摘要 '執業醫院' =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玉里醫院 (4 詳細記錄)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醫學中心 總計 NT$277,500


匯款173 許慧苓 入會費＄1,000+100年度常年會費＄6,000100年03月23日 NT$7,000


匯款002 黃麗娟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003 陳懿芳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007 楊馨寧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009 陳俊僑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010 賴明偉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024 廖明雄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025 陳逸偉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040 周柏希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042 張宸誌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056 林育宣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061 劉漢威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062 楊智清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064 楊芷絜 100年4月14日退會；100年1-4月100年04月29日 NT$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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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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 洪佐叡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067 何雅婷 100年5月2日退會；100年1-5月100年04月29日 NT$2,500


匯款069 莊祿堂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070 張筱筠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072 陳健豪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075 張邇贏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076 葉佳碩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078 鄭浩宇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091 鄧君珊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093 梁光鋒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095 游玉婕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108 張奇斌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109 張展逢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111 楊雅雲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115 胡雅涵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120 許浩銘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122 李冠毅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124 李凱婷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128 吳沛蓁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138 呂昆翰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140 江志軒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148 周檠雅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149 林恩賜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150 古維德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151 劉芳潔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153 鍾玉禎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157 楊智強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158 林立婷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163 陳皇仁100年04月29日 NT$6,000


匯款176 高紫綾 入會費＄1,000+100年度常年會費＄6,000100年05月05日 NT$7,000


匯款180 柳妏潔 入會費＄1,000+100年度常年會費＄6,000100年06月13日 NT$7,000


匯款181 宋慶琳 入會費＄1,000+100年度常年會費＄3,000100年07月18日 NT$4,000


匯款182 詹偉伶 入會費＄1,000+100年度常年會費＄3,000100年08月02日 NT$4,000


匯款183 李宗倫 入會費＄1,000+100年度常年會費＄3,000100年09月30日 NT$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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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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詳細記錄)


國軍花蓮總醫院 總計 NT$63,000


匯款029 徐代祁100年01月25日 NT$6,000


匯款031 孔德兟100年01月25日 NT$6,000


匯款034 陳英姿100年01月25日 NT$6,000


匯款038 黃瑞京100年01月25日 NT$6,000


匯款110 洪國英100年01月25日 NT$6,000


匯款132 陳振峰100年01月25日 NT$6,000


匯款139 黃義忠100年01月25日 NT$6,000


匯款171 賴旻恩 入會費＄1,000+100年度常年會費＄6,000100年01月26日 NT$7,000


匯款172 劉博毓 入會費＄1,000+100年度常年會費＄6,000100年01月26日 NT$7,000


匯款179 陳建銓 入會費＄1,000+100年度常年會費＄6,000100年06月01日 NT$7,000


摘要 '執業醫院' =  國軍花蓮總醫院 (10 詳細記錄)


國泰聯合診所 總計 NT$12,000


匯款130 黃正強100年01月10日 NT$6,000


匯款146 蔣宗吉100年01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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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03月22日 NT$6,000


摘要 '執業醫院' =  富里鄉衛生所 (1 詳細記錄)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總計 NT$115,000


匯款035 張錫利100年02月24日 NT$6,000


匯款037 謝立剛100年02月24日 NT$6,000


匯款048 彭文君100年02月24日 NT$6,000


匯款053 蔡耀琮100年02月24日 NT$6,000


匯款054 林玉英100年02月24日 NT$6,000


匯款057 黃舜中100年02月24日 NT$6,000


匯款068 徐　蓓100年02月24日 NT$6,000


匯款081 鍾耀斌100年02月24日 NT$6,000


匯款084 梁郡豪100年02月24日 NT$6,000


匯款085 鄭仰恩100年02月24日 NT$6,000


匯款090 許峻溢100年02月24日 NT$6,000


匯款116 林驊瀅100年02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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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郭柏如100年02月24日 NT$6,000


匯款141 李梅鳳100年02月24日 NT$6,000


匯款142 高祥霖100年02月24日 NT$6,000


匯款147 吳威霆100年02月24日 NT$6,000


匯款162 楊志豪100年02月24日 NT$6,000


匯款169 彭曉筠100年02月24日 NT$6,000


匯款178 洪尚和 入會費＄1,000+100年度常年會費＄6,000100年05月31日 NT$7,000


摘要 '執業醫院' =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19 詳細記錄)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壽豐分院 總計 NT$6,000


匯款167 高錦榮100年02月24日 NT$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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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651,000 年度總計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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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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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發票號碼 收入 支出 結存


1月1日 100年度餘絀 838,013.0$     838,013.0$     


1月3日 印刷、文具費 紅色連續原子章；字樣「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騎逢章」1個 01 250.0$       837,763.0$     


1月4日 郵電費


發函，函請繳交100年度常年會費，共06封掛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04號  （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1/1收據預開）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07號  （國軍花蓮總醫院）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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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6號  （國泰聯合診所）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17號  （北國泰聯合診所）


普羅可藥商收據一份


02 150.0$       837,613.0$     


1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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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度常年會費，＄6,000元


整。


繳費人員：李德達


05 100-005-00 6,000.0$       843,613.0$     


1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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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度常年會費，＄6,000元


整。


繳費人員：林憶萍


06 100-006-00 6,000.0$       849,613.0$     


1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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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度常年會費，＄6,000元


整。


繳費人員：范振彰


07 100-007-00 6,000.0$       855,613.0$     


1月10日 常年會費；匯款
"國泰聯合診所"共2人，繳交100年度常年會費，＄12,000元整。


繳費人員：蔣宗吉、黃正強
08 100-008-01 12,000.0$      867,613.0$     


1月10日 常年會費；匯款
"北國泰聯合診所"共1人，繳交100年度常年會費，＄6,000元整。


繳費人員：蕭新種
08 100-008-02 6,000.0$       873,613.0$     


1月10日 入會費；匯款
"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入會費＄1,000，共＄1,000元整。


繳費人員：黃念萍，會員編號170
09 100-009-01 1,000.0$       874,613.0$     


1月10日 常年會費；匯款
"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100年度常年會費＄6,000，共＄6,000元整。


繳費人員：黃念萍，會員編號170
09 100-009-01 6,000.0$       880,613.0$     


1月10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99年12月份行動電話費。 3 442.0$       880,171.0$     


1月13日 學術研討會 99年度繼續教育學分年度積分審查之審查行政費用每年500元整。共＄500元整。 4 500.0$       879,671.0$     


1月13日 郵電費


郵寄100年度常年會費收據，共封2掛號。


花醫放周字第100006號 （秀林鄉衛生所）（1/1收據預開）


花醫放周字第100012號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玉里榮民醫院）（1/4收據預開）


5 50.0$        879,621.0$     


1月19日 常年會費；匯款


"秀林鄉衛生所"共1人，繳交100年度常年會費，＄6,000元整。


繳費人員：林春美


1/1收據預開($6,000)


03 100-003-00 6,000.0$       885,621.0$     


1月20日 印刷、文具費


EPSON 原廠高容量碳粉匣 S050190 (黑) (C1100/CX11F)一只，$2,600元/個；共$2,600元整。


EPSON 原廠感光滾筒 S051104 (C1100/CX11F) 一只， $7,550元/個；共$7,550元整。


HP Q6000A 原廠黑色碳粉匣 一只， $2,399元/個；共$2,399元整


恭禧發財可折扣 100 元


6
RY25341426


RX53797876
12,449.0$    873,172.0$     


1月20日 會議費


100年度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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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花園 (花蓮縣吉安鄉自立路二段49號)


7 1,080.0$     872,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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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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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發票號碼 收入 支出 結存


1月25日 常年會費；匯款
"國軍花蓮總醫院"共7人，繳交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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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0-010-00 42,000.0$      914,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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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度常年會費，＄18,000元整。


繳費人員：馮玉祥、張紜禎、巫淑媛
11 100-011-01 18,000.0$      932,092.0$     


1月26日 入會費；匯款
"國軍花蓮總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入會費＄1,000，共＄1,000元整。


繳費人員：賴旻恩，會員編號171
12 100-012-01 1,000.0$       933,092.0$     


1月26日 常年會費；匯款
"國軍花蓮總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100年度常年會費＄6,000，共＄6,000元整。


繳費人員：賴旻恩，會員編號171
12 100-012-01 6,000.0$       939,092.0$     


1月26日 入會費；匯款
"國軍花蓮總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入會費＄1,000，共＄1,000元整。


繳費人員：劉博毓，會員編號172
13 100-013-01 1,000.0$       940,092.0$     


1月26日 常年會費；匯款
"國軍花蓮總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100年度常年會費＄6,000，共＄6,000元整。


繳費人員：劉博毓，會員編號172
13 100-013-01 6,000.0$       946,092.0$     


1月31日 員工薪資 總幹事100年01月份薪資 8 2,500.0$     943,592.0$     


2月9日 郵電費
發函，函請王世明 君 1人繳交100年度常年會費，共1封掛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19號  （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2/8收據預開）
9 25.0$        943,567.0$     


2月10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100年01月份行動電話費。 10 48.0$        943,519.0$     


2月17日 印刷、文具費 SONY 低自放4號800mAh鎳氫充電電池二顆，共$570整。 11  RX54097384 570.0$       942,949.0$     


2月24日 常年會費；匯款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共18人，繳交100年度常年會費，＄10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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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曉筠、謝立剛、梁郡豪、林驊瀅、楊志豪


15 100-015-01 108,000.0$     1,050,949.0$   


2月24日 常年會費；匯款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壽豐分院 "共1人，繳交100年度常年會費，＄6,000


元整。


繳費人員：高錦榮


15 100-015-02 6,000.0$       1,056,949.0$   


2月28日 員工薪資 總幹事100年02月份薪資 12 2,500.0$     1,054,449.0$   


3月2日 常年會費；匯款


"花蓮縣衛生局慢性病防治所" 共1人，繳交100年度常年會費，＄6,000元整。


 繳費人員：蔡藝華


1/1收據預開($6,000)


02 100-002-01 6,000.0$       1,060,449.0$   


3月3日 設備購置修繕費 EPSON 雷射印表機保養維修費。$999元整。 13 RY57389394 999.0$       1,059,450.0$   


3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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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度常年會費，＄12,000元


整。


繳費人員：廖學輝、曾崇毓


04 100-004-01 12,000.0$      1,071,450.0$   


3月6日 會議費
第4屆第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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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元整。
14 382.0$       1,071,068.0$   


3月6日 學術研討會 100年度第1季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講師－趙豪瑜，講師費＄1,500元整。 15 1,500.0$     1,069,568.0$   


3月6日 學術研討會 100年度第1季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講師－溫明達，講師費＄1,000元整。 16 1,000.0$     1,068,568.0$   


3月6日 學術研討會
100年度第1季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講師－溫明達


停車費：＄50元
17 TH60136279 50.0$        1,068,518.0$   


3月6日 會議費


第4屆第5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


午間誤餐費＄：840元


茶水費＄420元


晚間誤餐費＄2,745


總計新台幣$4,005元整。


18 TH61399216 4,005.0$     1,064,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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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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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發票號碼 收入 支出 結存


3月7日 提撥基金


依"100年3月06日第4屆第05次理監事聯席會提案（03）"決議，


提撥99年度餘絀做為會務發展基金，總計＄600,000元整。


含跨行轉帳手續費＄17元整。


19 600,017.0$   464,496.0$     


3月10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100年02月份行動電話費。 20 428.0$       464,068.0$     


3月21日 郵電費


發函，檢送　本會「第4屆第5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乙份


花醫放周字第100021號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花醫放周字第100022號   花蓮縣社會局


花醫放周字第100008號   補寄玉里醫院繳交100年度常年會費


21 115.0$       463,953.0$     


3月21日 印刷、文具費
三孔夾鼎 691D共五個，91元/個；資 內頁11孔（自）100入200，共一包，99元/包；印泥 艾


絨 小5.2cm一個，60元/個。總計＄614元整。
22 TA12122097 614.0$       463,339.0$     


3月22日 常年會費；匯款
"富里鄉衛生所"共1人，繳交100年度常年會費，＄6,000元整。


繳費人員：趙暉文
16 100-016-01 6,000.0$       469,339.0$     


3月23日 入會費；匯款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玉里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入會費＄1,000，共＄1,000元整。


繳費人員：許慧苓，會員編號173
17 100-017-01 1,000.0$       470,339.0$     


3月23日 常年會費；匯款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玉里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100年度常年會費＄6,000，共＄6,000元整。


繳費人員：許慧苓，會員編號173
17 100-017-01 6,000.0$       476,339.0$     


3月25日 出差費


出席03月2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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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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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7元


住宿費：＄12,540元


23


TD13913043


TE08247071


TE08328981


15,777.0$    460,562.0$     


3月31日 員工薪資 總幹事100年03月份薪資 24 2,500.0$     458,062.0$     


4月5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100年03月份行動電話費。 25 293.0$       457,769.0$     


4月7日 入會費；匯款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玉里榮民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入會費＄1,000，共


＄1,000元整。


繳費人員：范雅純，會員編號174


18 100-018-01 1,000.0$       458,769.0$     


4月7日 常年會費；匯款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玉里榮民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100年度常年會費


＄6,000，共＄6,000元整。


繳費人員：范雅純，會員編號174


18 100-018-01 6,000.0$       464,769.0$     


4月7日 常年會費；匯款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玉里榮民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100年度常年會費


＄6,000，共＄6,000元整。


繳費人員：黃士州，會員編號143


19 100-019-01 6,000.0$       470,769.0$     


4月8日 常年會費；匯款
"行政院衛生署玉里醫院"共2人，繳交100年度常年會費，＄12,000元整。


繳費人員：瓦紹‧瑪幹、陳彥廷
20


100-20-01


100-20-02
12,000.0$      482,769.0$     


4月11日 利息收入
花蓮二信跨行轉帳回饋金$10元整。


(3/6 轉出會務發展基金至臺灣銀行)
21 100-21-01 10.0$          482,779.0$     


4月22日 什支


總幹事楊馨寧工作保險；新台幣$1,75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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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4月1日午夜12時起至，民國101年4月1日午夜12時止。


26 1,750.0$     481,0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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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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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發票號碼 收入 支出 結存


4月22日 常年會費；支票


"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 共7人，繳交100年度常年會費 ，＄42,000元整。


繳費人員：張暢祐、趙瑞興、林玉梅、蔡月蘭、賴正岩、許慈坤、王上華


1/1收據預開


01 100-001-01 42,000.0$      523,029.0$     


4月22日 常年會費；支票


"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 共1人，繳交100年度常年會費 ，＄1,500元整。


繳費人員：王世明


2/9收據預開($6,000)


因花蓮醫院不願多做繳費,以6000元拆成12月計費,王世明3月離職因此繳費$1,500。


14 100-014-01 1,500.0$       524,529.0$     


4月29日 入會費；匯款
"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入會費＄1,000，共＄1,000元整。


繳費人員：李政潔，會員編號175
22 100-022-01 1,000.0$       525,529.0$     


4月29日 常年會費；匯款
"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100年度常年會費＄6,000，共＄6,000元整。


繳費人員：李政潔，會員編號175
22 100-022-01 6,000.0$       531,529.0$     


4月29日 常年會費；匯款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共42人，繳交100年度常年會費，＄244,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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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6,000元拆成12月計費,一個月$500元


何雅婷4月離職因此繳交會費$2,000元整。


楊芷絜5月離職因此繳交會費$2,500元整。


23 100-023-01 244,500.0$     776,029.0$     


4月29日 員工薪資 總幹事100年04月份薪資 27 2,500.0$     773,529.0$     


5月3日 全聯會常年會費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00年1至100年6月常年會費（會員人數92名為計算基礎）


80元/月*92人*6個月＝44,160元整，共計新台幣44,160元整
28 44,160.0$    729,369.0$     


5月5日 入會費；匯款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入會費＄1,000，共＄1,000元整。


繳費人員：高紫綾，會員編號176
24 100-024-01 1,000.0$       730,369.0$     


5月5日 常年會費；匯款
"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100年度常年會費＄6,000，共＄6,000元整。


繳費人員：高紫綾，會員編號176
24 100-024-01 6,000.0$       736,369.0$     


5月5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100年04月份行動電話費。 29 348.0$       736,021.0$     


5月6日 入會費；匯款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玉里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入會費＄1,000，共＄1,000元整。


繳費人員：劉巧雲，會員編號177
25 100-025-01 1,000.0$       737,021.0$     


5月6日 常年會費；匯款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玉里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100年度常年會費＄6,000，共＄6,000元整。


繳費人員：劉巧雲，會員編號177
25 100-025-01 6,000.0$       743,021.0$     


5月18日 郵電費


郵寄100年度常年會費收據，共封2掛號。


花醫放周字第100008號 （行政院衛生署玉里醫院）


花醫放周字第100015號 （富里鄉衛生所）


30 50.0$        742,971.0$     


5月20日 聯誼活動費


第4屆第2次會員大會會員參加禮（以會員人數98名為計算基礎）


遠東商品卷商品卷每人面額＄500元∕3張，共98份


＄500元∕張（份）*294份＝49,000元整總計新台幣＄147,000元整。


31 147,000.0$   595,971.0$     


5月28日 會議費


第4屆第6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


午間誤餐費＄300元


茶水費＄510元


總計新台幣＄810元整。


32 810.0$       595,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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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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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發票號碼 收入 支出 結存


5月28日 會議費
第4屆第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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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元整。
33 382.0$       594,779.0$     


5月31日 入會費；匯款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共1人新入會，繳交入會費＄1,000，共＄1,000元整。


繳費人員：洪尚和，會員編號178
26 100-026-01 1,000.0$       595,779.0$     


5月31日 常年會費；匯款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共1人新入會，繳交100年度常年會費＄6,000，共＄6,000元


整。


繳費人員：洪尚和，會員編號178


26 100-026-01 6,000.0$       601,779.0$     


5月31日 員工薪資 總幹事100年05月份薪資 34 2,500.0$     599,279.0$     


6月1日 入會費；匯款
"國軍花蓮總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入會費＄1,000，共＄1,000元整。


繳費人員：陳建詮，會員編號179
27 100-027-01 1,000.0$       600,279.0$     


6月1日 常年會費；匯款
"國軍花蓮總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100年度常年會費＄6,000，共＄6,000元整。


繳費人員：陳建詮，會員編號179
27 100-027-01 6,000.0$       606,279.0$     


6月7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100年05月份行動電話費。 35 293.0$       605,986.0$     


6月8日 會員大會
印製第4屆第2次會員大會手冊共50本，48元/本；共＄2,400元；封面共5本，77元/本，共$385


元。總計新台幣$2,785元整。
36 2,785.0$     603,201.0$     


6月10日 常年會費；匯款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六分局"共1人，繳交100年度常年會費，＄6,000元整。


繳費人員：林柏毅
28 100-028-00 6,000.0$       609,201.0$     


6月12日 會員大會 给予資深放射師 蔡藝華獎勵金 $1,200元整。 37 1,200.0$     608,001.0$     


6月12日 會員大會 工作人員會前準備；茶水費＄360；午間誤餐費＄520；共＄880元整。 38 880.0$       607,121.0$     


6月13日 入會費；匯款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入會費＄1,000，共＄1,000元整。


繳費人員：柳妏潔，會員編號180
29 100-029-01 1,000.0$       608,121.0$     


6月13日 常年會費；匯款
"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100年度常年會費＄6,000，共＄6,000元整。


繳費人員：柳妏潔，會員編號180
29 100-029-01 6,000.0$       614,121.0$     


6月17日 設備購置修繕費 PC-cillin 2011 雲端版線上續加服務,三年續加金額共$2,840元整。 39 UF37181420 2,840.0$     611,281.0$     


6月21日 利息收入：匯款 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100年06月利息收入 30 191.0$         611,472.0$     


6月30日 員工薪資 總幹事100年06月份薪資 40 2,500.0$     608,972.0$     


7月4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100年06月份行動電話費。 41 314.0$       608,658.0$     


7月4日 提撥基金 依"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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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35元整。 42 51,135.0$    557,523.0$     


7月16日 出差費


出席07月1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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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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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元  臺北-花蓮（台鐵）


         $ 50元  臺北火車站-石牌站（捷運）


43 1,342.0$     556,181.0$     


7月18日 入會費；匯款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入會費＄1,000，共＄1,000元整。


繳費人員：宋慶琳，會員編號181
31 100-031-01 1,000.0$       557,181.0$     


7月18日 常年會費；匯款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100年度常年會費＄3,000，共＄3,000元整。


繳費人員：宋慶琳，會員編號181
31 100-031-01 3,000.0$       560,181.0$     


7月19日 常年會費；匯款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六分局"共1人，繳交100年度常年會費，＄6,000元整。


繳費人員：魏婉如
32 100-032-01 6,000.0$       566,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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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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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發票號碼 收入 支出 結存


7月20日 郵電費


發函，檢送　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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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份


花醫放周字第100023號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花醫放周字第100024號   花蓮縣社會局


花醫事放射字第100014號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六分局"100年度常年會費收據


總計新台幣$155元整。


44 155.0$       566,026.0$     


7月31日 員工薪資 總幹事100年07月份薪資 45 2,500.0$     563,526.0$     


8月2日 入會費；匯款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入會費＄1,000，共＄1,000元整。


繳費人員：詹偉伶，會員編號182
33 100-033-01 1,000.0$       564,526.0$     


8月2日 常年會費；匯款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100年度常年會費＄3,000，共＄3,000元整。


繳費人員：詹偉伶，會員編號182
33 100-033-01 3,000.0$       567,526.0$     


8月5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100年07月份行動電話費。 46 357.0$       567,169.0$     


8月10日 利息收入
花蓮二信跨行轉帳e-bank回饋金$10元整。


(7/4 轉出會務發展基金至臺灣銀行)
34 10.0$          567,179.0$     


8月31日 員工薪資 總幹事100年08月份薪資 47 2,500.0$     564,679.0$     


9月6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100年08月份行動電話費。 48 304.0$       564,375.0$     


9月13日 設備購置修繕費 創見 JetFlash 600/620 16GB隨身碟 69 WP57643350 758.0$       563,617.0$     


9月18日 會議費


第4屆第7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


午間誤餐費＄525元


茶水費＄1,089元


總計新台幣＄1,614元整。


49 1,614.0$     562,003.0$     


9月18日 學術研討會 100年度第3季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講師－陳翌真，講師費＄1,500元整。 50 1,500.0$     560,503.0$     


9月18日 學術研討會 100年度第3季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講師－蔡藝華，講師費＄1,000元整。 51 1,000.0$     559,503.0$     


9月24日 出差費


出席9月24日「100年度全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幹部訓練研習會」


主辦單位:宜蘭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謝辦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出差人員:楊總幹事　馨寧


膳雜費：＄1,000元


交通費：＄436元 花蓮-礁溪＄436元（台鐵）


退票手續費：＄52元 （ 9/24 花蓮－頭城  車票共2張，手續費$26元）；（ 9/25 頭城－花


蓮  車票共2張，手續費$26元）


總計新台幣$1,488元整。


52 1,488.0$     558,015.0$     


9月24日 出差費


出席9月24日「100年度全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幹部訓練研習會」


主辦單位:宜蘭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謝辦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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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元 花蓮-頭城＄256元（台鐵）；礁溪-花蓮＄242元（台鐵）


總計新台幣$1,498元整。


53 1,498.0$     556,5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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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度　經費收入支出明細表 日記簿


日期 項目 明　　　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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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收入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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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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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 出差費


出席9月24日「100年度全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幹部訓練研習會」


主辦單位:宜蘭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謝辦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出差人員:林常務理事　驊瀅


膳雜費：＄1,000元


交通費：＄436元（油錢）


茶水費：＄100元


總計新台幣$1,536元整。


54 XA54156990 1,536.0$     554,981.0$     


9月24日 會議費


9月24日「100年度全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幹部訓練研習會」


9/24晚間誤餐費：＄712 （鼎上料理店）


9/25午餐誤餐費：＄1,540元（長榮鳳凰酒店 礁溪 店）


總計新台幣＄2,252元整。


55
WQ24571994


WL14716211
2252 552,729.0$     


9月24日 捐助費 捐助9月24日「100年度全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幹部訓練研習會」新台幣$500元整。 56 500.0$       552,229.0$     


9月30日 入會費；匯款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入會費＄1,000，共＄1,000元整。


繳費人員：李宗倫，會員編號183
35 100-035-01 1,000.0$       553,229.0$     


9月30日 常年會費；匯款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100年度常年會費＄3,000，共＄3,000元整。


繳費人員：李宗倫，會員編號183
35 100-035-01 3,000.0$       556,229.0$     


9月30日 員工薪資 總幹事100年09月份薪資 57 2,500.0$     553,729.0$     


10月5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100年09月份行動電話費。 58 291.0$       553,438.0$     


10月11日 入會費；匯款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六分局"共1人新入會，繳交入會費＄1,000，共＄1,000元整。


繳費人員：李雯婷，會員編號184
36 100-036-01 1,000.0$       554,438.0$     


10月11日 常年會費；匯款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六分局"共1人新入會，繳交100年度常年會費＄3,000，共＄3,000


元整。


繳費人員：李雯婷，會員編號184


36 100-036-01 3,000.0$       557,438.0$     


10月31日 全聯會常年會費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00年1至100年6月常年會費（會員人數96名為計算基礎）


80元/月*96人*6個月＝46,080元整，共計新台幣46,080元整
70 46,080.0$    511,358.0$     


10月31日 員工薪資 總幹事100年10月份薪資 59 2,500.0$     508,858.0$     


11月5日 出差費


出席11月05日「第4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11年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公會全國聯合會


出差人員:周理事長 柏希


膳雜費：＄500元


交通費：＄702元


　　台　鐵：花蓮-台北來回車票$702元整


總計新台幣$1,202元整。


60 1,202.0$     507,656.0$     


11月5日 出差費


出席11月05日「第4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11年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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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費：＄880元


　　台　鐵：花蓮-台北來回車票$880元整


總計新台幣$1,380元整。


61 1,380.0$     506,2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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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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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發票號碼 收入 支出 結存


11月5日 出差費


出席11月05日「第4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11年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公會全國聯合會


出差人員:胡雅涵　會員


膳雜費：＄500元


交通費：＄792元


　　台　鐵：花蓮-台北來回車票$792元整


總計新台幣$1,292元整。


62 1,292.0$     504,984.0$     


11月5日 出差費


出席11月05日「第4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11年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公會全國聯合會


出差人員:周檠雅　會員


膳雜費：＄500元


交通費：＄766元


　　台　鐵：花蓮-松山來回車票$766元整


總計新台幣$1,266元整。


63 1,266.0$     503,718.0$     


11月10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100年10月份行動電話費。 64 290.0$       503,428.0$     


11月30日 員工薪資 總幹事100年11月份薪資 65 2,500.0$     500,928.0$     


12月18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100年11月份行動電話費。 66 298.0$       500,630.0$     


12月18日 學術研討會 100年度第4季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講師－張寶源，講師費＄1,500元整。 67 1,500.0$     499,130.0$     


12月18日 會議費


第4屆第8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


午間誤餐費＄600元


茶水費＄604元


總計新台幣＄1,204元整。


68 YH89636275 1,204.0$     497,926.0$     


12月21日 利息收入：匯款 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100年12月利息收入 37 190.0$         498,116.0$     


12月22日 學術研討會 100年度繼續教育學分年度積分審查之審查行政費用每年500元整。共＄500元整。 71 500.0$       497,616.0$     


12月24日 會議費
第4屆第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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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元整。
72 382.0$       497,234.0$     


12月24日 會議費


第4屆第5次常務監事稽核會議


午間誤餐費＄190元


茶水費＄120元


總計新台幣＄310元整。


73 310.0$       496,924.0$     


理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製表日期：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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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日期：2012/1/2


幣別：新台幣


科　　目 金　　額 科　　目 金　　額


上期結存 $838,013 本年支出 $992,490


本年收入 $651,401 本期結存 $496,924


本年餘絀 $341,089


上期結存 $838,013


合　　　計 $1,489,414 合　　　計 $1,489,414


支　　　出收　　　入


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0年度現金收支出納表
中華民國100年1月1日至100年12月31日止


理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財產目錄 


中華民國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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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9/9 1 ＄1,299 理事長辦公室；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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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100 創見 16G/JF620 隨身碟 2011/9/9  1 ＄758 理事長辦公室 


填表日期：100 年 12 月 25 日 








列印日期：2012/1/2


幣別：新台幣


科　　目 金　　額 科 　目 金　　額
歷年累存（96-99年） $655,114 本年支出 $0


本年收入 $661,022 本期結存 $1,316,136


本年定存金額 $644,886 本年結存 $661,022
本年存款額 $16,082 歷年累存（96-99年） $655,114


本年度利息 $54


合　　　計 $1,316,136 合 　　計 $1,316,136


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0年度會務發展基金收支表
中華民國100年1月1日至100年12月31日止


收　　　入 支　　　出


理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