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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印日期：2013/6/26


幣別：新台幣


科　　目 金　　額 科 　目 金　　額
歷年累存（96-100年） $1,316,136 本年支出 $0


本年收入 $40,465 本期結存 $1,356,601


二信提撥 $30,700 本年結存 $40,465


定存利息 $8,814 歷年累存（96-100年） $1,316,136


利息 $951


合　　　計 $1,356,601 合 　　計 $1,356,601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1年度會務發展基金收支表
中華民國101年1月1日至101年12月31日止


收　　　入 支　　　出


理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年度常年會費繳費報表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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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0


匯款146 蔣宗吉101年02月08日 NT$6,000


匯款188 曾建嘉 入會費＄1,000+101年度常年會費＄6,000101年05月16日 NT$7,000


摘要 '執業醫院' =  北國泰聯合診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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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0


支票019 廖學輝 101年1月1日預開收據；101年3月3日存入支票；BE3491274101年02月16日 NT$6,000


支票126 曾崇毓 101年1月1日預開收據；101年3月3日存入支票；BE3491274101年02月16日 NT$6,000


支票143 黃士洲 101年1月1日預開收據；101年3月3日存入支票；BE3491274101年02月16日 NT$6,000


支票174 范雅純 101年1月1日預開收據；101年3月3日存入支票；BE3491274101年02月16日 NT$6,000


匯款193 張建國 入會費＄1,000+101年度常年會費＄3,000101年09月26日 NT$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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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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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02月13日 NT$6,000


匯款022 范振彰101年02月13日 NT$6,000


匯款045 林憶萍101年02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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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年1月1日預開收據；101年3月3日存入支票；BE2724442101年02月22日 NT$6,000


匯款168 陳彥廷 101年1月1日預開收據；101年3月3日存入支票；BE2724442101年02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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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


支票170 黃念萍 101年1月1日預開收據；101年03月14日 NT$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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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000


支票013 張暢祐 101年1月1日預開收據；101年03月14日 NT$6,000


支票014 趙瑞興 101年1月1日預開收據；101年03月14日 NT$6,000


支票015 林玉梅 101年1月1日預開收據；101年03月14日 NT$6,000


支票017 蔡月蘭 101年1月1日預開收據；101年03月14日 NT$6,000


支票133 賴正岩 101年1月1日預開收據；101年03月14日 NT$6,000


支票144 許慈坤 101年1月1日預開收據；101年03月14日 NT$6,000


支票166 王上華 101年1月1日預開收據；101年03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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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票175 李政潔 101年1月1日預開收據；101年03月14日 NT$6,000


匯款186 黃政傑 入會費＄1,000+101年度常年會費＄6,000101年03月07日 NT$7,000


匯款187 杜文斌 入會費＄1,000+101年度常年會費＄6,000101年04月05日 NT$7,000


匯款189 邱楷鈞 入會費＄1,000+101年度常年會費＄6,000101年05月17日 NT$7,000


匯款191 游子賢 入會費＄1,000+101年度常年會費＄3,000101年09月11日 NT$4,000


匯款194 郭忠宜 入會費＄1,000+101年度常年會費＄3,000101年10月19日 NT$4,000


摘要 '執業醫院' =  行政院衛生署花蓮醫院 (13 詳細記錄)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六分局 總計 NT$12,000


匯款021 林柏毅101年02月16日 NT$6,000


匯款092 魏婉如101年02月16日 NT$6,000


摘要 '執業醫院' =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六分局 (2 詳細記錄)


秀林鄉衛生所 總計 NT$6,000


匯款018 林春美 101年1月1日預開收據；101年03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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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年1月1日預開收據；101年03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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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0


匯款086 馮玉祥101年02月21日 NT$6,000


匯款155 巫淑媛101年02月21日 NT$6,000


匯款177 劉巧雲101年02月21日 NT$6,000


匯款190 李連翊 入會費＄1,000+101年度常年會費＄3,000101年07月16日 NT$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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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000


匯款002 黃麗娟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003 陳懿芳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007 楊馨寧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009 陳俊僑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010 賴明偉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024 廖明雄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025 陳逸偉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040 周柏希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042 張宸誌101年02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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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 林育宣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061 劉漢威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062 楊智清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065 洪佐叡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069 莊祿堂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070 張筱筠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072 陳健豪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075 張邇贏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076 葉佳碩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078 鄭浩宇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091 鄧君珊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093 梁光鋒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095 游玉婕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108 張奇斌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109 張展逢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111 楊雅雲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115 胡雅涵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120 許浩銘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122 李冠毅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124 李凱婷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128 吳沛蓁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140 江志軒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148 周檠雅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149 林恩賜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150 古維德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151 劉芳潔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153 鍾玉禎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157 楊智強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158 林立婷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173 許慧苓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176 高紫綾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180 柳妏潔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181 宋慶琳101年02月20日 NT$6,000


匯款182 詹偉伶101年02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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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李宗倫 101年2月21日退會101年02月20日 NT$1,000


匯款196 陳立國 入會費＄1,000+101年度常年會費＄3,000101年11月15日 NT$4,000


摘要 '執業醫院' =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醫學中心 (45 詳細記錄)


國軍花蓮總醫院 總計 NT$61,000


匯款185 劉曜端 入會費＄1,000+101年度常年會費＄6,000101年01月04日 NT$7,000


匯款029 徐代祁101年04月18日 NT$6,000


匯款031 孔德兟101年04月18日 NT$6,000


匯款034 陳英姿101年04月18日 NT$6,000


匯款038 黃瑞京101年04月18日 NT$6,000


匯款110 洪國英101年04月18日 NT$6,000


匯款132 陳振峰101年04月18日 NT$6,000


匯款139 黃義忠101年04月18日 NT$6,000


匯款171 賴旻恩101年04月18日 NT$6,000


匯款172 劉博毓101年04月18日 NT$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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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 蕭新種101年02月08日 NT$6,000


匯款130 黃正強101年02月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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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02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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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00


匯款035 張錫利101年02月29日 NT$6,000


匯款037 謝立剛101年02月29日 NT$6,000


匯款048 彭文君101年02月29日 NT$6,000


匯款053 蔡耀琮101年02月29日 NT$6,000


匯款054 林玉英101年02月29日 NT$6,000


匯款057 黃舜中101年02月29日 NT$6,000


匯款068 徐　蓓101年02月29日 NT$6,000


匯款081 鍾耀斌101年02月29日 NT$6,000


匯款084 梁郡豪101年02月29日 NT$6,000


匯款085 鄭仰恩101年02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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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 許峻溢101年02月29日 NT$6,000


匯款116 林驊瀅101年02月29日 NT$6,000


匯款135 郭柏如101年02月29日 NT$6,000


匯款141 李梅鳳101年02月29日 NT$6,000


匯款142 高祥霖101年02月29日 NT$6,000


匯款147 吳威霆101年02月29日 NT$6,000


匯款162 楊志豪101年02月29日 NT$6,000


匯款169 彭曉筠101年02月29日 NT$6,000


匯款192 黃逸維 入會費＄1,000+101年度常年會費＄3,000101年09月18日 NT$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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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匯款167 高錦榮101年03月05日 NT$6,000


匯款195 楊瑋皓 入會費＄1,000+101年度常年會費＄3,000101年10月17日 NT$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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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詳細記錄)


NT$664,000 年度總計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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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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年度 101年度 102年度 備註


預算數 預算數 增加 減少 預算使用比例


$632,000 $566,000 $66,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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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000 $564,000 $66,000 $0 有效會員105人計算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32,000 $566,000 $66,000 $0 100.00%


$30,000 $30,000 $0 $0 4.75%


$30,000 $30,000 $0 $0 4.75% 月薪2,500元


$0 $0 $0 $0 0.00%


$71,200 $66,000 $5,200 $0 11.27%


$16,500 $15,000 $1,500 $0 2.61%


$15,700 $15,000 $700 $0 2.48%


$19,000 $16,000 $3,000 $0 3.01%


$20,000 $20,000 $0 $0 3.16%


$499,200 $441,700 $57,500 $0 78.99%


$32,800 $30,000 $2,800 $0 5.19%


$40,000 $35,000 $5,000 $0 6.33%


$60,000 $50,000 $10,000 $0 9.49%


$113,400 $86,400 $27,000 $0 17.94% 提報105人；1,0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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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35,000 $0 $5,000 4.75%


$40,000 $25,000 $15,000 $0 6.33%


$15,000 $25,000 $0 $10,000 2.37%


$168,000 $155,300 $12,700 $0 26.58% 105人計算


$31,600 $28,300 $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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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年度歲入歲出經費預算表
中華民國102年1月1日至102年12月31日止


理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列印日期：201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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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924 $498,396 $934,197 $1,036,277


1 本會經費收入 $7,000 $439,000 $115,000 $61,000


1 入會費 $1,000 $1,000 $1,000


2 常年會費 $6,000 $439,000 $114,000 $60,000


3 捐助收入


4 利息收入


5 其他收入


2 本會經費支出 $5,528 $3,199 $12,920 $53,327


1 人事費 $5,000 $2,500 $2,500 $2,500


1 員工薪資 $5,000 $2,500 $2,500 $2,500


2 獎金津貼


2 辦公費 $528 $699 $368 $427


1 印刷、文具費 $238


2 郵電費 $290 $699 $368 $427


3 設備購置修繕費


4 什支


3 業務費 $0 $0 $10,052 $50,400


1 會議費 $1,589


2 會員大會


3 學術研討會 $1,500


4 全聯會常年會費 $50,400


5 捐助費


6 出差費 $5,763


7 公共關係費 $1,200


8 年報編印費


9 聯誼活動費


4 提撥基金 $0 $0 $0 $0


3 本期餘絀 $1,036,277 $1,043,950$498,396 $934,197


二月 四月三月


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1年度經費收入、支出月份報表
中華民國101年1月1日至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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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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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950 $949,985 $946,875 $919,854


$14,000 $299 $4,000 $0


$2,000 $1,000


$12,000 $3,000


$299


$107,965 $3,409 $31,021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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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 $2,500


$360 $289 $321 $289


$360 $289 $321 $289


$105,105 $620 $0 $0


$525


$2,580 $620


$102,000


$0 $0 $30,700 $0


$919,854


八月


$919,565$949,985 $946,875


五月 六月


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1年度經費收入、支出月份報表
中華民國101年5月1日至101年8月31日止


七月


理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列印日期：201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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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9,565 $931,244 $937,600 $886,341


$12,000 $8,000 $4,000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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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 $6,000 $3,000 $0


$329


$321 $1,644 $55,259 $307


$0 $0 $0 $0


$0


$321 $302 $451 $307


$109


$321 $302 $342 $307


$0 $1,342 $54,808 $0


`


$49,440


$1,342 $5,368


$0 $0 $0 $0


$886,363$931,244 $886,341$937,600


九月


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1年度經費收入、支出月份報表
中華民國101年9月1日至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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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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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924


$664,628


$12,000


$652,000


$0


$628


$0


$275,189


$17,500


$17,500


$0


$4,662


$347


$4,315


$0


$0


$222,327


$2,114


$3,200


$1,500


$99,840


$0


$12,473


$1,200


$0


$102,000


$30,700


$886,363


1-12月總計


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1年度經費收入、支出總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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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6/27








列印日期：201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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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363


　零用金 $0 　會務發展基金（96~101年） $1,356,601


　會務發展基金 $1,356,601


　累計餘絀（96~100年） $496,924


　本年餘絀 $389,439


合　　　計 $2,242,964 合　　　計 $2,242,964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1年度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101年1月1日至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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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印日期：2013/6/27


幣別：新台幣


科　　目 金　　額 科　　目 金　　額


上期結存 $496,924 本年支出 $275,189


本年收入 $664,628 本期結存 $886,363


本年餘絀 $389,439


上期結存 $496,924


合　　　計 $1,161,552 合　　　計 $1,161,552


支　　　出收　　　入


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1年度現金收支出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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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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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發票號碼 收入 支出 結存


1月1日 101年度餘絀 496,924.0$   496,924.0$   


1月2日 員工薪資 總幹事100年12月份薪資 01 2,500.0$   494,424.0$   


1月2日 印刷、文具費 DoubleA　A4紙，共2包，$119/包;共238元整。 02 ZM454171167 238.0$     494,186.0$   


1月3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100年12月份行動電話費。 03 290.0$     493,896.0$   


1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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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曜端，會員編號185
06 101-006-01 1,000.0$     494,896.0$   


1月4日 常年會費；匯款
"國軍花蓮總醫院"共1人新入會，繳交101年度常年會費＄6,000，共＄6,000元整。


繳費人員：劉曜端，會員編號185
06 101-006-01 6,000.0$     500,896.0$   


1月31日 員工薪資 總幹事101年01月份薪資 04 2,500.0$   498,396.0$   


2月6日 郵電費


發函，函請繳交101年度常年會費，共13封掛號。


花醫事放射字第101002號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玉里醫院）


花醫事放射字第101003號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花醫事放射字第101005號  （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1/1收據預開）


花醫事放射字第101006號  （花蓮縣衛生局慢性病防治所）（1/1收據預開）


花醫事放射字第101007號  （秀林鄉衛生所）（1/1收據預開）


花醫事放射字第101008號  （國軍花蓮總醫院）


花醫事放射字第101009號  （行政院衛生署玉里醫院）（1/1收據預開）


花醫事放射字第101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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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3號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玉里榮民醫院）（1/1收據預開）


花醫事放射字第101014號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六分局）


花醫事放射字第101016號  （富里鄉衛生所）


花醫事放射字第101017號  （國泰聯合診所）


花醫事放射字第101018號  （北國泰聯合診所）


09 325.0$     498,071.0$   


2月8日 常年會費；匯款
"國泰聯合診所"共2人，繳交101年度常年會費，＄12,000元整。


繳費人員：蕭新種   、黃正強
07 101-007-01 12,000.0$    510,071.0$   


2月8日 常年會費；匯款
"北國泰聯合診所"共1人，繳交101年度常年會費，＄6,000元整。


繳費人員：蔣宗吉
08 101-008-01 6,000.0$     516,071.0$   


2月13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101年01月份行動電話費。 05 374.0$     515,697.0$   


2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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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常年會費，＄6,000元整。


繳費人員：李德達
09 101-009-01 6,000.0$     521,697.0$   


2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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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常年會費，＄6,000元整。


繳費人員：林憶萍
10 101-010-01 6,000.0$     527,697.0$   


2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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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常年會費，＄6,000元整。


繳費人員：范振彰
11 101-011-01 6,000.0$     533,697.0$   


2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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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常年會費，＄6,000元整。


繳費人員：林柏毅
12 101-012-01 6,000.0$     539,697.0$   


2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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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常年會費，＄6,000元整。


繳費人員：魏婉如
13 101-013-01 6,000.0$     545,697.0$   


2月17日 常年會費；匯款
"富里鄉衛生所"共1人，繳交101年度常年會費，＄6,000元整。


繳費人員：趙暉文
14 101-014-01 6,000.0$     551,697.0$   


理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製表日期：201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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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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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發票號碼 收入 支出 結存


2月20日 常年會費；匯款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共44人，繳交100年度常年會費，＄259,000元整。


繳費人員：鄭浩宇、李冠毅、林育宣、莊祿堂、宋慶琳、李宗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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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6,000元拆成12月計費,一個月$500元


李宗倫2月離職因此繳交會費$1,000元整。


15 101-015-01 259,000.0$   810,697.0$   


2月21日 常年會費；匯款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玉里醫院"共3人，繳交101年度常年會費，＄18,000元整。


繳費人員：馮玉祥、巫淑媛、劉巧雲
16 101-016-01 18,000.0$    828,697.0$   


2月29日 員工薪資 總幹事101年02月份薪資 06 2,500.0$   826,197.0$   


2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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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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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101-017-01 108,000.0$   934,197.0$   


3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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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繳交101年度常年會費，＄24,000元整。


繳費人員：廖學輝、曾崇毓、黃士洲、范雅純


1/1收據預開($24,000)


05 101-005-01 24,000.0$    958,197.0$   


3月3日 常年會費；支票


"行政院衛生署玉里醫院"共2人，繳交101年度常年會費，＄12,000元整。


繳費人員：瓦紹‧瑪幹、陳彥廷


1/1收據預開($12,000)


04 101-004-01 12,000.0$    970,197.0$   


3月4日 學術研討會 101年度第1季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  講師－王希達，講師費＄1,500元整。 07 1,500.0$   968,697.0$   


3月4日 會議費
第4屆第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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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元整。
08 382.0$     968,315.0$   


3月4日 會議費


第4屆第9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


午間誤餐費＄855元


茶水費＄352元


總計新台幣＄1,207元整。


10 1,207.0$   967,108.0$   


3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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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常年會費，＄6,000元整。


繳費人員：高錦榮
20 101-020-01 6,000.0$     973,108.0$   


3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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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政傑，會員編號186
18 101-018-01 1,000.0$     974,108.0$   


3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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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常年會費＄6,000，共＄6,000元整。


繳費人員：黃政傑，會員編號186
18 101-018-01 6,000.0$     980,108.0$   


3月8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101年02月份行動電話費。 11 343.0$     979,765.0$   


3月10日 出差費


出席03月1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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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地點:元培科技大學


出差人員:周理事長　柏希


膳雜費：＄500元


交通費： $2,490元 (油錢 : $2,250元整。回數票：小型車計費$40元整，共計6張，總計新台幣$240元整。） 


住宿費：＄2,773元  (新竹煙波飯店)


12 5,763.0$   974,002.0$   


3月12日 郵電費 掛號郵寄會員 186 黃政傑 入會收據乙份，共計$25元整。 13 25.0$      973,977.0$   


理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製表日期：201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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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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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發票號碼 收入 支出 結存


3月12日 公共關係費 致贈台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四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會場佈置禮金$1,200元整。 14 1,200.0$   972,777.0$   


3月14日 常年會費；支票


"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共9人，繳交101年度常年會費，＄54,000元整。


繳費人員：張暢祐、趙瑞興、林玉梅、蔡月蘭、賴正岩、許慈坤、王上華、李政潔、黃念萍


1/1收據預開($54,000)


01 101-001-01 54,000.0$    1,026,777.0$ 


3月27日 常年會費；匯款


"花蓮縣衛生局慢性病防治所" 共1人，繳交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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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101-002-01 6,000.0$     1,032,777.0$ 


3月27日 常年會費；匯款


"秀林鄉衛生所"共1人，繳交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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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101-003-01 6,000.0$     1,038,777.0$ 


3月31日 員工薪資 總幹事101年03月份薪資 15 2,500.0$   1,036,277.0$ 


4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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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文彬，會員編號187
19 101-019-01 1,000.0$     1,037,277.0$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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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常年會費＄6,000，共＄6,000元整。


繳費人員：杜文彬，會員編號187
19 101-019-01 6,000.0$     1,043,277.0$ 


4月10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101年03月份行動電話費。 16 327.0$     1,042,950.0$ 


4月18日 常年會費；匯款
"國軍花蓮總醫院"共9人，繳交101年度常年會費，＄54,000元整。


繳費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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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101-021-01 54,000.0$    1,096,950.0$ 


4月27日 全聯會常年會費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01年1至101年6月常年會費（會員人數105名為計算基礎）


80元/月*105人*6個月＝50,400元整，共計新台幣50,400元整
17 50,400.0$  1,046,550.0$ 


4月27日 郵電費


郵寄101年度常年會費收據，共封4掛號。


花醫放周字第101004號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壽豐分院）


花醫放周字第101008號 （國軍花蓮總醫院）


花醫放周字第101014~101015號 （富里鄉衛生所）


花醫放周字第101016號 （國軍花蓮總醫院）


18 100.0$     1,046,450.0$ 


4月30日 員工薪資 總幹事101年04月份薪資 19 2,500.0$   1,043,950.0$ 


5月8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101年04月份行動電話費。 20 360.0$     1,043,590.0$ 


5月16日 入會費；匯款
"北國泰聯合診所"共1人新入會，繳交入會費＄1,000，共＄1,000元整。


繳費人員：曾建嘉，會員編號188
22 101-022-01 1,000.0$     1,044,590.0$ 


5月16日 常年會費；匯款
"北國泰聯合診所"共1人新入會，繳交101年度常年會費＄6,000，共＄6,000元整。


繳費人員：曾建嘉，會員編號188
22 101-022-01 6,000.0$     1,050,590.0$ 


5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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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楷鈞，會員編號189
23 101-023-01 1,000.0$     1,051,590.0$ 


5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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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常年會費＄6,000，共＄6,000元整。


繳費人員：邱楷鈞，會員編號189
23 101-023-01 6,000.0$     1,057,590.0$ 


5月19日 會議費


第4屆第10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


茶水費＄525元


總計新台幣＄525元整。


21 525.0$     1,057,065.0$ 


5月28日 聯誼活動費


第4屆第3次會員大會會員參加禮（以會員人數102名為計算基礎）


遠東商品卷商品卷每人面額＄500元∕3張，共68份


＄500元∕張（份）*204份＝102,000元整總計新台幣＄102,000元整。


22 102,000.0$ 955,065.0$   


5月29日 會員大會
印製第4屆第3次會員大會手冊共65本，34元/本；共＄2,210元；封面共5本，74元/本，共$370元。總計新台


幣$2,580元整。
23 2,580.0$   952,485.0$   


5月31日 員工薪資 總幹事101年05月份薪資 24 2,500.0$   949,985.0$   


理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製表日期：201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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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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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發票號碼 收入 支出 結存


6月3日 會員大會 工作人員會前準備；茶水費＄245；午間誤餐費＄375；共＄620元整。 25 CJ45911046 620.0$     949,365.0$   


6月6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101年05月份行動電話費。 26 289.0$     949,076.0$   


6月21日 利息收入：匯款 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101年06月利息收入 24 101-024-01 299.0$       949,375.0$   


6月30日 員工薪資 總幹事101年06月份薪資 27 2,500.0$   946,875.0$   


7月3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101年06月份行動電話費。 28 306.0$     946,569.0$   


7月16日 提撥基金 依"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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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00元整。 29 30,700.0$  915,869.0$   


7月16日 郵電費 依"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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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帳費，總計＄15元整。 29 15.0$      915,854.0$   


7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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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連翊，會員編號190
25 101-025-01 1,000.0$     916,869.0$   


7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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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常年會費＄3,000，共＄3,000元整。


繳費人員：李連翊，會員編號190
25 101-025-01 3,000.0$     919,869.0$   


8月9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101年07月份行動電話費。 30 289.0$     919,580.0$   


8月10日 利息收入：匯款 花蓮二信跨行轉帳e-bank回饋金$10元整。 32 101-032-01 10.0$        


9月4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101年08月份行動電話費。 31 321.0$     919,259.0$   


9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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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子賢，會員編號191
26 101-026-01 1,000.0$     920,259.0$   


9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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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常年會費＄3,000，共＄3,000元整。


繳費人員：游子賢，會員編號191
26 101-026-01 3,000.0$     923,259.0$   


9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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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逸維，會員編號192
27 101-027-01 1,000.0$     924,259.0$   


9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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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常年會費＄3,000，共＄3,000元整。


繳費人員：黃逸維，會員編號192
27 101-027-01 3,000.0$     927,259.0$   


9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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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國，會員編號193
28 101-028-01 1,000.0$     928,259.0$   


9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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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常年會費＄3,000，共＄3,000


元整。


繳費人員：張建國，會員編號193


28 101-028-01 3,000.0$     931,259.0$   


10月5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101年09月份行動電話費。 32 302.0$     930,957.0$   


10月17日 入會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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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新入會，繳交入會費＄1,000，共＄1,000元整。


繳費人員：楊瑋皓，會員編號195
29 101-029-01 1,000.0$     931,957.0$   


10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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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新入會，繳交101年度常年會費＄3,000，共


＄3,000元整。


繳費人員：楊瑋皓，會員編號195


29 101-029-01 3,000.0$     934,957.0$   


10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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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忠宜，會員編號194
30 101-030-01 1,000.0$     935,957.0$   


10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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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常年會費＄3,000，共＄3,000元整。


繳費人員：郭忠宜，會員編號194
30 101-030-01 3,000.0$     938,957.0$   


理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製表日期：201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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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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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發票號碼 收入 支出 結存


10月20日 出差費


出差費 "出席全聯會「第4屆第9次理監事聯席會」


出差人員:周理事長柏希


膳雜費：＄500元"


交通費：＄792元(台鐵 台北-花蓮 來回票價)


        ＄50元 (捷運 台北火車站-石牌 來回票價)


總計 :$1,342元整


33 1,342.0$   937,615.0$   


11月5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101年10月份行動電話費。 34 292.0$     937,323.0$   


11月7日 郵電費


掛號郵寄會員 195 楊瑋皓 入會收據乙份


        會員 194 郭忠宜 入會收據乙份 ，


總計新台幣 $50元整。


35 50.0$      937,273.0$   


11月10日 出差費


出席11月10日「第4屆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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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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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元（台鐵：花蓮-台北來回車票$792元整）


        ＄50元 ( 捷運： 台北火車站-石牌 來回票價)　


總計新台幣$1,342元整。


36 1,342.0$   935,931.0$   


11月10日 出差費


出席11月10日「第4屆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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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公會全國聯合會


出差人員:劉漢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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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元 ( 捷運： 台北火車站-石牌 來回票價)　


總計新台幣$1,342元整。


37 1,342.0$   934,589.0$   


11月10日 出差費


出席11月10日「第4屆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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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公會全國聯合會


出差人員:高紫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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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元 ( 捷運： 台北火車站-石牌 來回票價)　


總計新台幣$1,342元整。


38 1,342.0$   933,247.0$   


11月10日 出差費


出席11月10日「第4屆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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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公會全國聯合會


出差人員:范雅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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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元 ( 捷運： 台北火車站-石牌 來回票價)　


總計新台幣$1,342元整。


39 1,342.0$   931,905.0$   


1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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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國，會員編號196
31 101-031-01 1,000.0$     932,905.0$   


1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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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常年會費＄3,000，共＄3,000元整。


繳費人員：陳立國，會員編號196
31 101-031-01 3,000.0$     935,905.0$   


理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製表日期：201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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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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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發票號碼 收入 支出 結存


11月22日 全聯會常年會費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01年6至101年12月常年會費（會員人數103名為計算基礎）


80元/月*103人*6個月＝$49,440元整，共計新台幣$49,440整
40 49,440.0$  886,465.0$   


11月28日 印刷、文具費 公文封 15K(10.5*22.5cm) 100入，84元/包；口紅膠 大 雄獅 ，一支，25元/支。總計＄109元整。 41 109.0$     886,356.0$   


12月3日 郵電費 公會電話0911793000，101年11月份行動電話費。 42 307.0$     886,049.0$   


12月21日 利息收入：匯款 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101年12月利息收入 33 101-033-01 329.0$       886,378.0$   


理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製表日期：201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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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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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年存本金額 $16,136


2012/01/16 定存息 943539 018011943539 101年9月16日 $808 $16,944


2012/01/22 定存息 921125 018011921125 101年3月22日 $514 $17,458


2012/02/16 定存息 943539 018011943539 101年9月16日 $808 $18,266


2012/02/22 定存息 921125 018011921125 101年3月22日 $514 $18,780


2012/03/16 定存息 943539 018011943539 101年9月16日 $808 $19,588


2012/03/22 定存本金+息 018011921125 101年3月22日 $500,514 $520,102


2012/04/16 定存息 943539 018011943539 101年9月16日 $808 $520,910


2012/05/16 定存息 943539 018011943539 101年9月16日 $808 $521,718


2012/06/16 定存息 943539 018011943539 101年9月16日 $808 $522,526


2012/06/21 存息(扣稅22) $206 $522,732


2012/07/15 提撥101年度會務發展基金 $30,700 $553,432


2012/07/16 定存息 943539 018011943539 101年9月16日 $808 $554,240


2012/08/16 定存息 943539 018011943539 101年9月16日 $808 $555,048


2012/09/16 定存息 943539 018011943539 101年9月16日 $800,808 $1,355,856


2012/12/21 存息(扣稅 82) $745 $1,356,601


理事長：　　　　常務監事：　　　　總幹事：　　　　製表：　　　　　 製表日期：2013/6/29第 1 頁/共 1 頁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1年度人員出差報表


March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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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年03月10日 14:00 17:30 周柏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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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培科技大學影醫館M517教
室（新竹市元培街3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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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NT$2,773 NT$500 NT$0 NT$0


Octob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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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年10月20日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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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次理監事聯席會


醫事放射師會館(台北市重
慶北路2段35號6樓之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
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
會


NT$792NT$0 NT$0 NT$0 NT$0


Novemb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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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年11月10日 10:00 12:00 高紫綾 第4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 臺北榮民總醫院致德樓會議
室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
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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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年11月10日 10:00 12:00 范雅純 第4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 臺北榮民總醫院致德樓會議
室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
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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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年11月10日 10:00 12:00 劉漢威 第4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 臺北榮民總醫院致德樓會議
室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
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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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年11月10日 10:00 12:00 周柏希 第4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 臺北榮民總醫院致德樓會議
室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
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
會


NT$0NT$0 NT$0 NT$0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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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財產目錄 


中華民國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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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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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 01 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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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年度 101年度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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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924


$664,628 $566,000 $98,628 $0


$12,000 $2,000 $10,000 $0


$652,000 $564,000 $88,000 $0 有效會員88人


$0 $0 $0 $0


$628 $0 $628 $0


$0 $0 $0 $0


$275,189 $566,000 23.69% 100.00% $0 $290,811


$17,500 $30,000 1.51% 5.30% $0 $12,500


$17,500 $30,000 1.51% 5.30% $0 $12,500 月薪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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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2 $66,000 0.40% 11.66% $0 $61,338


$347 $15,000 0.03% 2.65% $0 $14,653


$4,315 $15,000 0.37% 2.65% $0 $10,685


$0 $16,000 0.00% 2.83% $0 $16,000


$0 $20,000 0.00% 3.53% $0 $20,000


$222,327 $441,700 19.14% 78.04% $0 $219,373


$2,114 $30,000 0.18% 5.30% $0 $27,886


$3,200 $35,000 0.28% 6.18% $0 $31,800


$1,500 $50,000 0.13% 8.83% $0 $48,500


$99,840 $86,400 8.60% 15.27% $13,440 $0 提報85人；960元/人


$0 $0 0.00% 0.00% $0 $0 提報59人；500元/人；第6期/共分6期


$12,473 $35,000 1.07% 6.18% $0 $22,527


$1,200 $25,000 0.10% 4.42% $0 $2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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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00 $155,300 8.78% 27.44% $0 $53,300


$30,700 $28,300 2.64% 5.00% $2,400 $0


$886,363 $0


決算與預算比較


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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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6/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