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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1 年度工作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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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1 年度行事曆」 
 
二、 發函–掛號 

1.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1001 號～花醫事放射字第 101018 號–本會各醫院 
「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1 年度常年會費。」 

 
三、 E-mail–發函 

1.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1001 號～花醫事放射字第 101018 號–常務監事、全體理監事 
「繳交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1 年度常年會費。」 

 
四、 資料庫 

1. 登錄–發公文–花醫事放射字第 101001 號～花醫事放射字第 101018 號–「繳交花蓮縣醫事

放射師公會 101 年度常年會費。」 
 
五、 網站 

1. 更新–101 年度 1 月份會員名單 
2. 新增–101 年度工作記要 

 
六、 預開立收據 

1. 101 年度常年會費，“行政院衛生署花蓮醫院＂9 位會員（張暢祐、趙瑞興、林玉梅、蔡月

蘭、賴正岩、許慈坤、王上華、李政潔、黃念萍），匯款＄54,000 元整。 
2.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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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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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01 年度常年會費，“行政院衛生署玉里醫院＂2 位會員（瓦紹‧瑪幹、陳彥廷），匯款＄12,000

元整。 
5.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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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位會員（廖學輝、

曾崇毓、黃士洲、范雅純），匯款＄24,000 元整。 
101 年 01 月 07 日 一、 製做會務報表 

1. 101 年度工作紀要 
2. 101 年度發函目錄 
3. 101 年度收函目錄 
4. 101 年度刊物目錄 
1. 101 年度人員出差報表 
2. 101 年度繼續教育課程報表 
5. 101 年度電子相簿報表 
6. 101 年度會員名冊 

 
二、 製做財務報表： 

1. 101 年度財產目錄 
2. 101 年度基金收支明細 
3. 101 年度基金收支表 
4. 101 年度現金收支出納表 
5. 101 年度歲入歲出經費預算表 
6. 101 年度經費收入支出明細 
7. 101 年度經費收支月報表 
8. 101 年度經費收支決算表 
9. 101 年度資產負債表 
10. 101 年度常年會費繳費報表 
11. 101 年度經費收入支出明細 

 
三、 網站 

1. 新增–101 年度會務總報表 
2. 新增–101 年度財務總報表 
3. 新增–101 年度工作記要 
4. 新增–101 年度行事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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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項 
5. 新增–101 年度工作計畫表 
6. 新增–101 年度發函報表 
7. 新增–101 年度刊物報表 
8. 新增–101 年度電子相簿報表 
9. 新增–97、98、99、101 年度繼續教育課程報表 

101 年 01 月 09 日 一、 會員異動： 
1. 辦理入會，劉曜端 先生；會員編號 185。（會員人數 104 人） 

 
二、 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 

1. 收到“國軍花蓮總醫院＂1 位會員，入會費+101 年度常年會費，匯款共＄7,000 元整。 
繳款會員：劉曜端 

 
三、 開立收據 

1. 入會費+101 年度常年會費，“國軍花蓮總醫院＂1 位會員（劉曜端），匯款共＄7,000 元整。

 
四、 資料庫 

1. 登錄–新增會員基本資料：185 劉曜端 
2. 登錄–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會員：劉曜端–“國軍花蓮總醫院＂1 位會員，繳納 101 年度

常年會費+入會費。 
 
五、 網站 

1. 更新–101 年度 1 月份會員名單 
101 年 01 月 17 日 一、 會員異動： 

1. 辦理退會，李雯婷 小姐；會員編號 184。（會員人數 103 人） 
 
二、 網站 

1. 更新–101 年度 1 月份會員名單 
101 年 02 月 08 日 一、 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 

1. 收到“國泰聯合診所及北國泰聯合診所＂3 位會員，101 年度常年會費，匯款共＄18,000 元

整。 
繳款會員：黃正強、蔣宗吉、蕭新種 

 
二、 開立收據 

1. 101 年度常年會費，“國泰聯合診所及北國泰聯合診所＂3 位會員（黃正強、蔣宗吉、蕭新

種），匯款共＄18,000 元整。 
101 年 02 月 13 日 一、 繳納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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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位會員，101 年度常年會費，匯

款共＄18,000 元整。 
繳款會員：李德達、范振彰、林憶萍 

 
二、 開立收據 

1. 101 年度常年會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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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資料庫 

1. 登錄–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會員：李德達、范振彰、林憶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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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 
101 年 02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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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會上繳本會 101 年 7、8、9、10、11、12
月份之常年會費收據乙紙，請查照。」 

 
二、 資料庫 

1. 登錄–收公文–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檢附 櫃會上繳本會 101 年 7、8、
9、10、11、12 月份之常年會費收據乙紙，請查照。」 

101 年 02 月 16 日 一、 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 
1. 收到“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六分局＂2 位會員，101 年度常年會費，匯款共＄12,000

元整。 
繳款會員：林柏毅、魏婉如 

2. 收到“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玉里榮民醫院＂4 位會員，101 年度常年會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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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共＄12,000 元整。 
繳款會員：廖學輝、曾崇毓、黃士洲、范雅純 

 
二、 開立收據 

1. 101 年度常年會費，“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六分局＂2 位會員（林柏毅、魏婉如），

匯款共＄12,000 元整。 
 
三、 資料庫 

1. 登錄–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會員：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六分局–“林柏毅、魏婉

如＂2 位會員，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 
2. 登錄–繳納 101年度常年會費會員：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玉里榮民醫院–“廖

學輝、曾崇毓、黃士洲、范雅純＂4 位會員，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 
3. 登錄–收公文–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玉里榮民醫院–「檢送本院放射師廖學

輝等 4 員 102 年度常年會費計新台幣 24000 元整支票乙只，如附件，請查照。」 
 
四、 收到來函 

1. 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玉里榮民醫院–「檢送本院放射師廖學輝等 4 員 102 年度

常年會費計新台幣 24000 元整支票乙只，如附件，請查照。」 
101 年 02 月 17 日 一、 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 

1. 收到“富里鄉衛生所＂1 位會員，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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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年度常年會費會員：富里鄉衛生所–“趙暉文＂1 位會員，繳納 101 年度常

年會費。 
101 年 02 月 18 日 一、 親自送達–發函 

1.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1019 號–花蓮縣警察局婦幼警察隊王希達隊長 
「函請 貴局婦幼隊王希達隊長支援本會 101 年第 1 季醫護人員持續教育課程講座案，請 

查照。」 
 
二、 資料庫 

1. 登錄–發公文–花醫事放射字第 101019 號–「函請 貴局婦幼隊王希達隊長支援本會 101
年第 1 季醫護人員持續教育課程講座案，請 查照。」 

101 年 02 月 20 日 一、 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 
1. 收到“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44 位會員，101 年度常年會費，匯款共＄259,000 元整。

繳款會員：鄭浩宇、李冠毅、林育宣、莊祿堂、宋慶琳、李宗倫(2 月退會只繳 10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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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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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慧苓、高紫綾、柳妏潔、詹偉伶 
 
二、 開立收據 

1. 101 年度常年會費，“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44 位會員（鄭浩宇、李冠毅、林育宣、

莊祿堂、宋慶琳、李宗倫(2 月退會只繳 10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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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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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慧

苓、高紫綾、柳妏潔、詹偉伶），匯款共＄259,000 元整。 
 
三、 資料庫 

1. 登錄–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會員：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鄭浩宇、李冠毅、林育

宣、莊祿堂、宋慶琳、李宗倫(2 月退會只繳 10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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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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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慧苓、高紫綾、柳妏潔、詹偉伶＂44 位會員，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 
101 年 02 月 21 日 一、 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 

1. 收到“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玉里醫院＂3 位會員，101 年度常年會費，匯款共＄18,000 元整。

繳款會員：馮玉祥、巫淑媛、劉巧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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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立收據 

1. 101 年度常年會費，“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玉里醫院＂3 位會員（馮玉祥、巫淑媛、劉巧雲），

匯款共＄18,000 元整。 
 
三、 資料庫 

1. 登錄–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會員：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玉里醫院–“馮玉祥、巫淑媛、劉巧

雲＂3 位會員，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 
101 年 02 月 22 日 一、 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 

1. 收到“行政院衛生署玉里醫院＂2 位會員，101 年度常年會費，支票共＄12,000 元整。 
繳款會員：瓦紹‧瑪幹、陳彥廷 

 
二、 收到來函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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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次理監事聯席會」 
 
三、 資料庫 

1. 登錄–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會員：行政院衛生署玉里醫院–“瓦紹‧瑪幹、陳彥廷＂2 位

會員，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 
2. 登錄–收公文–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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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次理監事聯席會」

 
四、 開立收據 

1. 101 年度常年會費，“行政院衛生署玉里醫院＂2 位會員（瓦紹‧瑪幹、陳彥廷），匯款共＄

12,000 元整。 
 
五、 會員異動： 

1. 辦理退會，李宗倫 先生；會員編號 183。（會員人數 102 人） 
 
六、 網站 

1. 更新–101 年度 2 月份會員名單 
101 年 02 月 25 日 一、 資料庫 

1. 新增–講師基本資料–052 王希達 
2. 登錄–發公文–花醫事放射字第 101020 號–「第 4 屆第 9 次理監事會聯席會會議」 
3. 登錄–發公文–花醫事放射字第 101021 號–「本會「101 年度第 1 季繼續教育課程」謹訂

於 101 年 3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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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mail–發函 

1.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1020 號–第 4 屆全體理監事及候補理監事 
「第 4 屆第 9 次理監事會聯席會會議」 

2.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1021 號–全體會員 
「本會「101 年度第 1 季繼續教育課程」謹訂於 101 年 3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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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1. 更新–101 年度 2 月份會員名單 
101 年 02 月 29 日 一、 繳納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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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位會員，101 年度常年會費，匯款共＄

1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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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曉筠、謝立剛、梁郡豪、林驊瀅、洪尚和 
 
二、 開立收據 

1. 101 年度常年會費，“臺灣基督教門諾會醫療財團法人門諾醫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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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尚和），匯款共＄108,000 元整。 
 
三、 資料庫 

1. 登錄–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會員：臺灣基督教門諾會醫療財團法人門諾醫院–“張錫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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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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尚和＂18 位會員，繳納 101 年度

常年會費。 
101 年 03 月 02 日 一、 會員異動： 

1. 辦理入會，黃政傑 先生；會員編號 186。（會員人數 102 人） 
 
二、 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 

1. 收到“行政院衛生署花蓮醫院＂1 位會員，入會費+101 年度常年會費，匯款共＄7,000 元整。

繳款會員：黃政傑 
 

三、 開立收據 
1. 入會費+101 年度常年會費，“行政院衛生署花蓮醫院＂1 位會員（黃政傑），匯款共＄7,000

元整。 
 
四、 資料庫 

1. 登錄–新增會員基本資料：186 黃政傑 
2. 登錄–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會員：劉曜端–“行政院衛生署花蓮醫院＂1 位會員，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入會費。 
 
五、 網站 

1. 更新–101 年度 3 月份會員名單 
101 年 03 月 04 日 召開：「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4 屆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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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理事 仰恩、黃理事 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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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年 03 月 04 日 常務監事稽核 
屆  數：第 4 屆 
次  數：第 6 次 
時  間：13︰30–15︰30 
陪同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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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年 03 月 04 日 舉辦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活動名稱：101 年度第 1 季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活動代碼：S20120225Z9021 

 課程代碼：C20120225A1101、C20120225A1102、C20120225A1103、C20120225A1104 

 認證字號：醫放繼教全聯第 0101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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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6：30 

 講  師（一）：王希達 隊長︱(花蓮縣警察局 婦幼隊) 

 課程名稱（一）：職場性騷擾防治(一)、(二) 

 講  師（二）：王希達 隊長︱(花蓮縣警察局 婦幼隊) 

 課程名稱（二）：職場性侵害防制（一）、（二） 

 學分類型：如下表 
課程類別 專業倫理、專業倫理 
課程屬性 兩性、兩性 
醫事放射師學員積分 2、2 

 

101 年 03 月 04 日 一、 網站 
1. 更新–第 4 屆理監事會議出席紀錄 



  101 年度工作紀要 

 - 6 - 列印日期：2013/1/10 

日期 事項 
2. 新增–1010304-第 04 屆-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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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次理監事聯席會出席名單 
2. 登錄–活動協助–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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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次常務監事稽核 

101 年 03 月 05 日 一、 E-mail–發函 
1.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1022 號–第 4 屆理監事及後補理監事 

「檢陳 本會第 4 屆第 9 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紀錄乙份，請 鑒核。」 
 
二、 繳納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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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豐分院＂1 位會員，101 年度常年會費，

匯款共＄6,000 元整。 
繳款會員：高錦榮 

 
三、 開立收據 

1. 101 年度常年會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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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資料庫 

1. 登錄–發公文–花醫事放射字第 101022 號–「檢陳 本會第 4 屆第 9 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

紀錄乙份，請 鑒核。」 
2. 登錄–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會員：臺灣基督教門諾會醫療財團法人門諾醫院壽豐分院–

“高錦榮＂1 位會員，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 
101 年 03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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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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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次理監事聯席會 
時  間：101 年 3 月 10 日（星期六）下午 2 時 00 分至 5 時 30 分 
地  點：元培科技大學影醫館 M517 教室（新竹市元培街 306 號） 
參加人員：周理事長 柏希 

101 年 03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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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次理監事聯席會暨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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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 3 月 10 日（星期六）下午 2 時 00 分至 5 時 30 分 
地  點：元培科技大學影醫館 M517 教室（新竹市元培街 306 號） 
參加人員：周理事長 柏希 

101 年 03 月 14 日 一、 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 
1. 收到“行政院衛生署花蓮醫院＂1 位會員，101 年度常年會費，匯款共＄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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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政潔、黃念萍

 
二、 開立收據 

1. 101 年度常年會費，“行政院衛生署花蓮醫院＂1 位會員（張暢祐、趙瑞興、林玉梅、蔡月

蘭、賴正岩、許慈坤、王上華、李政潔、黃念萍），匯款共＄54,000 元整。 
 
三、 資料庫 

1. 登錄–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會員：行政院衛生署花蓮醫院–“張暢祐、趙瑞興、林玉梅、

蔡月蘭、賴正岩、許慈坤、王上華、李政潔、黃念萍＂1 位會員，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

101 年 03 月 27 日 一、 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 
1. 收到“花蓮縣衛生局慢性病防治所＂1 位會員，101 年度常年會費，匯款共＄6,000 元整。 

繳款會員：蔡藝華 
2. 收到“秀林鄉衛生所＂1 位會員，101 年度常年會費，匯款共＄6,000 元整。 

繳款會員：林春美 
 
二、 開立收據 

1.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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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款共＄6,000 元

整。 
2. 101 年度常年會費，“秀林鄉衛生所＂1 位會員（林春美），匯款共＄6,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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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料庫 

1. 登錄–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會員：花蓮縣衛生局慢性病防治所–“蔡藝華＂1 位會員，繳

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 
2. 登錄–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會員：秀林鄉衛生所–“林春美＂1 位會員，繳納 101 年度常

年會費。 
101 年 04 月 05 日 一、 會員異動： 

1. 辦理入會，杜文斌 先生；會員編號 187。（會員人數 103 人） 
 
二、 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 

1. 收到“行政院衛生署花蓮醫院＂1 位會員，入會費+101 年度常年會費，匯款共＄7,000 元整。

繳款會員：杜文斌 
 

三、 開立收據 
1. 入會費+101 年度常年會費，“行政院衛生署花蓮醫院＂1 位會員（杜文斌），匯款共＄7,000

元整。 
 
四、 資料庫 

1. 登錄–新增會員基本資料：187 杜文斌 
2. 登錄–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會員：杜文斌–“行政院衛生署花蓮醫院＂1 位會員，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入會費。 
101 年 04 月 15 日 一、 會員異動： 

1. 辦理退會，洪尚和 先生；會員編號 178。（會員人數 102 人）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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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年度 1 至 6 月常年會費，共計新台幣 50,400 元整（以會員人數 105 名為計算基礎），請

會予辦理。」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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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年度 1 至 6 月常年會費，共計新台幣 50,400 元整（以會員人數 105 名為

計算基礎），請 會予辦理。」 
101 年 04 月 18 日 一、 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 

1. 收到“國軍花蓮總醫院＂1 位會員，101 年度常年會費，匯款共＄54,000 元整。 
繳款會員：徐代祁、孔德兟、陳英姿、黃瑞京、洪國英、陳振峰、黃義忠、賴旻恩、劉博毓

 
二、 開立收據 

1. 101 年度常年會費，“國軍花蓮總醫院＂1 位會員（徐代祁、孔德兟、陳英姿、黃瑞京、洪

國英、陳振峰、黃義忠、賴旻恩、劉博毓），匯款共＄54,000 元整。 
 
三、 資料庫 

1. 登錄–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會員：國軍花蓮總醫院–“徐代祁、孔德兟、陳英姿、黃瑞京、

洪國英、陳振峰、黃義忠、賴旻恩、劉博毓＂1 位會員，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 
101 年 04 月 27 日 一、 繳交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101 年度 1 至 6 月常年會費，共計新台幣 50,400 元整（以

會員人數 105 名為計算基礎）。 
101 年 04 月 29 日 一、 網站 

1. 更新–101 年度 4 月份會員名單 
101 年 05 月 10 日 一、 資料庫 

1. 登錄–發公文–花醫事放射字第 101022 號–「第 4 屆第 10 次理監事會聯席會會議」 
 
二、 E-mail–發函 

1.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1022 號–第 4 屆全體理監事及候補理監事 
「第 4 屆第 10 次理監事會聯席會會議」 

101 年 05 月 16 日 一、 會員異動： 
1. 辦理入會，曾建嘉 先生；會員編號 188。（會員人數 103 人） 

 
二、 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 

1. 收到“北國泰聯合診所＂1 位會員，入會費+101 年度常年會費，匯款共＄7,000 元整。 
繳款會員：曾建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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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開立收據 
1. 入會費+101 年度常年會費，“北國泰聯合診所＂1 位會員（曾建嘉），匯款共＄7,000 元整。

 
四、 資料庫 

1. 登錄–新增會員基本資料：188 曾建嘉 
2. 登錄–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會員：杜文斌–“北國泰聯合診所＂1 位會員，繳納 101 年度

常年會費+入會費。 
101 年 05 月 17 日 一、 會員異動： 

1. 辦理入會，邱楷鈞 小姐；會員編號 189。（會員人數 104 人） 
 
二、 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 

1. 收到“行政院衛生署花蓮醫院＂1 位會員，入會費+101 年度常年會費，匯款共＄7,000 元整。

繳款會員：邱楷鈞 
 

三、 開立收據 
1. 入會費+101 年度常年會費，“行政院衛生署花蓮醫院＂1 位會員（邱楷鈞），匯款共＄7,000

元整。 
 
四、 資料庫 

1. 登錄–新增會員基本資料：189 邱楷鈞 
2. 登錄–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會員：邱楷鈞–“行政院衛生署花蓮醫院＂1 位會員，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入會費。 
101 年 05 月 19 日 召開：「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4 屆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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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理事 邇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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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年 05 月 19 日 一、 網站 
1. 更新–第 4 屆理監事會議出席紀錄 
2. 更新–101 年度 4 月份會員名單 
3. 新增–1010520-第 04 屆-第 9 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紀錄 
4. 新增–1010520-第 04 屆-第 10 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紀錄 
 

三、 E-mail–發函 
1.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1024 號–本會全體會員 

「第 4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 
2. 花醫事放射字第 101025 號–第 4 屆全體理監事及候補理監事 

「檢陳 本會第 4 屆第 10 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紀錄乙份，請 鑒核。」 
 
二、 資料庫 

1. 登錄–出席紀錄–第 4 屆第 10 次理監事聯席會出席名單 
2. 登錄–發公文–花醫事放射字第 101024 號–「第 4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 
3. 登錄–發公文–花醫事放射字第 101025 號–「檢陳 本會第 4 屆第 10 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

紀錄乙份，請 鑒核。」 
101 年 06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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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次會員大會 
時  間：101 年 6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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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年 06 月 03 日 舉辦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活動名稱：101 年度第 2 季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活動代碼：S20120524Z9065 

 課程代碼：C20101519A1914、C20101519A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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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證字號：醫放繼教全聯第 0101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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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101 年 06 月 05 日 一、 E-mail 提供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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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年 06 月 05 日）

 
二、 資料庫 

1. 登錄–活動出席–第 4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出席名單 
2. 登錄–活動出席–第 4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參加禮卷領取名單 
3. 登錄–刊物–第 4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大會手冊 
4. 登錄–活動任務–第 4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 
5. 新增–電子相簿–花蓮縣-第 4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 
6. 登錄–活動協助–101 年度第 2 季繼續教育課程工作人員名單 

 
三、 網站 

1. 新增–第 4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手冊 
2. 更新–101 年度財務總報表 

 
四、 製做財務報表： 

1. 更新–101 年度基金收支表 
2. 更新–101 年度現金收支出納表 
3. 更新–101 年度經費收支月報表 
4. 更新–101 年度經費收支決算表 

 
五、 網站 

1. 新增–101 年度會務總報表 
2. 新增–101 年度財務總報表 
3. 新增–101 年度工作記要 
4. 新增–101 年度行事曆 
5. 新增–101 年度工作計畫表 
6. 新增–101 年度發函報表 
7. 新增–101 年度刊物報表 
8. 新增–101 年度電子相簿報表 

新增–97、98、99、101 年度繼續教育課程報表 
 

101 年 07 月 18 日 一、 會員異動： 
1. 辦理入會，李連翊 先生；會員編號 190。（會員人數 105 人） 

 
二、 繳納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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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度常年會費，匯款共＄4,000
元整。 
繳款會員：李連翊 

 
三、 開立收據 

1. 入會費+101 年度常年會費，“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玉里醫院＂1 位會員（李連翊），匯款共＄

4,000 元整。 
 
四、 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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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錄–新增會員基本資料：190 李連翊 
2. 登錄–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會員：李連翊–“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玉里醫院＂1 位會員，繳

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入會費。 
 
五、 網站 

1. 更新–101 年度 7 月份會員名單 
101 年 09 月 03 日 一、 會員異動： 

1. 辦理退會，黃士洲 先生；會員編號 143。（會員人數 104 人） 
101 年 09 月 11 日 一、 會員異動： 

1. 辦理入會，游子賢 先生；會員編號 190。（會員人數 105 人） 
 
二、 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 

1. 收到“行政院衛生署花蓮醫院＂1 位會員，入會費+101 年度常年會費，匯款共＄4,000 元整。

繳款會員：游子賢 
 

三、 開立收據 
1. 入會費+101 年度常年會費，“行政院衛生署花蓮醫院＂1 位會員（游子賢），匯款共＄4,000

元整。 
 
四、 資料庫 

1. 登錄–新增會員基本資料：191 游子賢 
2. 登錄–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會員：游子賢–“行政院衛生署花蓮醫院＂1 位會員，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入會費。 
3. 更新–嘉義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址 

 
五、 網站 

1. 更新–101 年度 9 月份會員名單 
101 年 09 月 18 日 一、 會員異動： 

1. 辦理退會，許慈坤 先生；會員編號 144。（會員人數 104 人） 
2. 辦理入會，黃逸維 先生；會員編號 192。（會員人數 105 人） 

 
二、 繳納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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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度常年會費，

匯款共＄4,000 元整。 
繳款會員：黃逸維 

 
三、 開立收據 

1. 入會費+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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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逸

維），匯款共＄4,000 元整。 
 
四、 資料庫 

1. 登錄–新增會員基本資料：192 黃逸維 
2. 登錄–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會員：黃逸維–“臺灣基督教門諾會醫療財團法人門諾醫院＂

1 位會員，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入會費。 
3. 更新–嘉義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址 

 
五、 網站 

1. 更新–101 年度 9 月份會員名單 
101 年 09 月 30 日 一、 會員異動： 

1. 辦理退會，劉曜端 先生；會員編號 185。（會員人數 104 人） 
2. 辦理入會，張建國 先生；會員編號 193。（會員人數 105 人） 

 
二、 繳納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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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會費+101 年度常年

會費，匯款共＄4,000 元整。 
繳款會員：張建國 

 
三、 開立收據 

1. 入會費+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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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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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國），匯款共＄4,000 元整。 

 
四、 資料庫 

1. 登錄–新增會員基本資料：193 張建國 
2. 登錄–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會員：張建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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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年度常年會費+入會費。 
101 年 10 月 02 日 一、 網站 

1. 更新–101 年度 10 月份會員名單 
 
二、 E-mail–公告 

1. 徵求 101/11/10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第 4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本會會員代

表 2 名。 
101 年 10 月 08 日 一、 收到來函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請 貴會繳交全聯會 101 年 7 至 12 月常年會費，

共計新台幣 49,440 元整(以會員人數 103 名為計算基礎)，請 惠予辦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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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次理監事聯席會」 
3. 花蓮縣衛生局–「敬通知 貴單位之實地輔導訪視日期原安排於 101 年 11 月 5 日，因適逢

本局慢性病防治所 x 光機設備汰舊換新。請冠單位擇期訪查，請 查照。」 
4. 屏東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檢送本會第五屆新任理、監事名冊 1 份，並於 101 年 9 月 29 日

由洪三和連任接篆視事，請 查照。」 
 
二、 資料庫 

1. 登錄–收公文–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請 貴會繳交全聯會 101 年 7 至

12 月常年會費，共計新台幣 49,440 元整(以會員人數 103 名為計算基礎)，請 惠予辦理。」

2. 登錄–收公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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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次理監事聯席會」 
3. 登錄–收公文–花蓮縣衛生局–「敬通知 貴單位之實地輔導訪視日期原安排於 101 年 11

月 5 日，因適逢本局慢性病防治所 x 光機設備汰舊換新。請冠單位擇期訪查，請 查照。」

4. 登錄–收公文–屏東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檢送本會第五屆新任理、監事名冊 1 份，並於

101 年 9 月 29 日由洪三和連任接*視事，請 查照。」 
101 年 10 月 20 日 一、 會員異動： 

1. 辦理入會，郭忠宜 先生；會員編號 194。（會員人數 106 人） 
 
二、 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 

1. 收到“行政院衛生署花蓮醫院＂1 位會員，入會費+101 年度常年會費，匯款共＄4,000 元整。

繳款會員：郭忠宜 
 

三、 開立收據 
1. 入會費+101 年度常年會費，“行政院衛生署花蓮醫院＂1 位會員（郭忠宜），匯款共＄4,000

元整。 
 
四、 資料庫 

1. 登錄–新增會員基本資料：194 郭忠宜 
2. 登錄–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會員：郭忠宜–“行政院衛生署花蓮醫院醫院＂1 位會員，繳

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入會費。 
 
五、 網站 

1. 更新–101 年度 10 月份會員名單 
101 年 10 月 24 日 一、 會員異動： 

1. 辦理入會，楊瑋皓 先生；會員編號 195。（會員人數 107 人） 
 
二、 繳納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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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豐分院＂1 位會員，入會費+101 年度常

年會費，匯款共＄4,000 元整。 
繳款會員：楊瑋皓 

 
三、 開立收據 

1. 入會費+101 年度常年會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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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年度工作紀要 

 - 12 - 列印日期：2013/1/10 

日期 事項 
員（楊瑋皓），匯款共＄4,000 元整。 

 
四、 資料庫 

1. 登錄–新增會員基本資料：195 楊瑋皓 
2. 登錄–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會員：楊瑋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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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年度常年會費+入會費。 
3. 登錄–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第 4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會員代表名單：周理事長

柏希、會員 劉漢威、會員 范雅純、會員 高紫綾 
 
五、 網站 

1. 更新–101 年度 10 月份會員名單 
101 年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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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資料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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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年醫

事放射師節慶祝大會暨醫事放射師教考訓用制度國際論壇-傑出及資深醫事放射師(士)表揚

名錄 
101 年 11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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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12 年電腦斷層影

像品質提升暨診斷劑量水平國際論壇」 
時  間：102 年 11 月 10 日（星期六） 
地  點：臺北榮民總醫院致德樓第 4 會議室 
參加人員：周理事長 柏希、會員 劉漢威、會員 范雅純、會員 高紫綾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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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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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年 10 月 22 日 一、 收到來函 

1. 南投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檢送本會第五屆新任理事長及理、監事名冊。請  查照。」 
 
二、 資料庫 

1. 登錄–收公文–南投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檢送本會第五屆新任理事長及理、監事名冊。請  
查照。」 

4. 登錄–新增會員基本資料：196 陳立國 
5. 登錄–繳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會員：陳立國–“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1 位會員，繳

納 101 年度常年會費+入會費。 
2.  

 
三、 會員異動： 

1. 辦理入會，陳立國 先生；會員編號 196。（會員人數 108 人） 
 
四、 繳納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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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度常年會費，匯款共＄4,000
元整。 
繳款會員：陳立國 

 
五、 開立收據 

1. 入會費+101 年度常年會費，“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1 位會員（陳立國），匯款共＄

4,000 元整。 
 
六、 網站 

1. 更新–101 年度 11 月份會員名單 
 
以下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