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7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議程 

一、時    間：108年 7月 11日（星期四）下午 18時 30分 

二、地    點：亞東紀念醫院放射腫瘤科 B1會議室 

三、主    席：錢信德 理事長 

四、出席人員：王敏芝(請辭)、蘇逸欣 常務理事，沈里國 常務監事，古美蘭、吳銘哲、李

守媖、林國基、張明暉、張勝昌(請辭)、郭柏佑(請假)、黃兆駿、黃逸君、廖志融、廖維鑫、

鄭又淑 理事，李桂樑、林徑維、柯雅芬、謝豐全 監事，林美花 總幹事 

請假人員：郭柏佑(請假)、王敏芝(請辭)、張勝昌(請辭) 

列席人員：陳俊豪、林芮祁、蔡宛庭 備取理事 

出席統計：應出席：20人、實際出席 19人、請假 1人、出席率 95.0 % 

 

五、主席報告： 

1.4月公會交接以來，承蒙各位理監事鼎力相助，參與各友會及醫聯盟餐會，再次感謝各位

無私的付出。 

2.本席委請會務推動幾項工作一併跟理監事會報告： 

2-1. 加強公會官網及 line官方帳號、成立臉書社團，宣導會員入退會及婚喪補助線上化作

業，減少會員舟車往返辦理會務的時間。 

2-2. 政令宣導及相關訊息通知不再郵寄紙本，改用公會官網即時更新、e-mail及 line官方

帳號及臉書社團來宣導會務最新消息。 

2-3.少紙化作業，敦請會務推動電子化收據業務，經詢問會計師，醫院如需核銷經費亦可使

用電子化收據。 

3. 5/7偕同蘇逸欣常務理事去拜訪板橋選區劉美芳議員，徵詢其擔任本會第七屆公會顧問

獲得首肯。將規劃於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頒發聘書。 

4. 6/25拜訪中華民國腦麻協會卓碧金理事長，尋求雙方未來共同籌辦公益活動的可行性，

亦獲得理事長的支持。期望未來藉由安排林奕華立委、劉美芳議員出席公益活動，來增加放

射師的能見度及社會形象。 

5. 7/2出席新北市衛生局醫療公益獎籌備會議，鼓勵新北放射師對醫事服務貢獻或教學研

究卓有貢獻者可自薦或推薦報名，自行開業之放射師亦可由公會評估後，由公會協助推荐給

衛生局。 

 

六、各組工作報告： 

會務發展暨永久會址評估委員會(沈里國)： 

會務款項收支 107年 12月 31日結存款 3,393,283元。108年 01月 01日至 108年 06月 30

日，總收入 2,813,826元；總支出 3,397,677元；餘絀 -583,851元。108年 06月 30日結

存款 3,327,621元。 

永久會址評估規劃：擁有自己的辦公處所」，往往是檢驗一個組織在「會務獨立性」、「會

員團結性」和「永續經營性」三大項度的指標。為使會務順利運作，凝聚放射師向心力，有

購置會館之需要。因此評估規劃購置會館是這屆理監事推動的任務之一。 

永久會址評估進程：短程〈108/4~109/3〉：召開二次小組會議，討論購置會館總金額、貸



款額度、年限、地點、會館類型。於 109年會員代表大會提出工作報告，爭取會員支持。中

程〈109/4~110/3〉：召開二次小組會議，於 110年會員代表大會提案購置會館，購置會館

屬於重大事項，需經會員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能成案。長程〈110/4~111/3〉：召開二

次小組會議，尋找合適物件「歡喜入厝」。評估成交後的相關費用支出。 

主席補充：有關會址評估請沈常監持續追蹤，這是長遠的工作務必請各位理監事多多支持。 

公共關係發展暨培訓青年幹部委員會(錢信德代)：如主席報告。並鼓勵理監事能踴躍參與

11/2全聯會理監事改選，為新北地方公會發聲，亦敦請粟文治、李桂樑、陳美如榮譽理事

長發揮母雞帶小雞的影響力，幫助年輕幹部參選。 會後請會務彙整名單，提供全聯會本會

推薦名單。 

學術活動籌備暨放射技術提升委員會(蘇逸欣)：報告公會 4-7月協辦或共同主辦課程執行情

形及未來課程規畫情形。(108年度第一次學術活動籌備暨放射技術提升委員會議紀錄如附

件一)相關討論及決議請參閱提案八至提案十一。 

會員權益促進暨康樂活動規畫委員會(吳銘哲)：108年電影欣賞活動報名出席情形  

第一場 6月 15日 X戰警-應到 87人、實到 83人 報到率 95.4% 

第二場 7月 7日玩具總動員-應到 76人、實到 72人 報到率 94.7% 

第三場 7月 14日蜘蛛人-應到 205人、實到人數 199人 報到率 97.1% 

三場合計費用 88,700元 

康樂活動規劃請參閱提案六及提案七。 

七、提案討論： 

提案一：常務理事王敏芝、理事張勝昌請辭乙案。 

提案者：理事會 

說 明：王敏芝常理因工作關係改至桃園服務故無法擔任新北公會幹部，張勝昌理事因個人

意願請辭。 

方案 1:同意(13) 

方案 2:不同意(0) 

決 議：同意常務理事王敏芝、理事張勝昌請辭。(結案) 

提案二：提請理監事會議同意遞補理事及改選常務理事一名。 

提案者：理事會 

說 明：依照本會章程遞補備二及備三理事林芮祁、陳俊豪(備一林美花因受聘為本會總幹

事已請辭備取理事資格)，並依照章程於第七屆第二次理事會進行常務理事選舉。 

方案 1:同意遞補並補選常務理事乙名(13) 

方案 2:不同意(0) 

編號 得票數 候選人姓名 編號 得票數 候選人姓名 編號 得票數 候選人姓名 

1   古美蘭 6   郭柏佑 11   鄭又淑 

2   吳銘哲 7   黃兆駿 12 14  林芮祁 

3   李守媖 8   黃逸君 13   陳俊豪 

4   林國基 9   廖志融 14     

5   張明暉 10   廖維鑫 15     

決 議：同意候補理事林芮祁、陳俊豪遞補之；並經全體理事選舉投票，由林芮祁當選接任



常務理事乙職，並委請擔任公共關係暨培訓青年幹部委員會召集人。(結案) 

提案三：每三月款項收支情形，連同單據簿冊，請監事會審核。 

提案者：理事會 

說 明：依公會章程第十八條辦理，108年 1-6月現金收支出納表請監事會審核。 
      

收入 支出 

科目名稱 各別金額 總金額 科目名稱 各別金額 總金額 

上期結存     本期支出     

   聯邦活存 333,183       聯邦活存 1,340,362    

   聯邦定存 1,885,496  3,911,472     聯邦定存 0  3,397,677  

   郵局劃撥 1,621,492       郵局劃撥 1,323,575    

   零用金 71,301       零用金 733,740    

本期收入     本期結存     

   聯邦活存 1,846,628       聯邦活存 839,449    

   聯邦定存 9,804  2,813,826     聯邦定存 1,895,300  3,327,621  

   郵局劃撥 294,364       郵局劃撥 592,281    

   零用金 663,030       零用金 591    

合計 6,725,298  6,725,298  合計 6,725,298  6,725,298  

決 議：監事會審核後同意通過。(結案) 

提案四：每三月公會工作紀要，請監事會審核。 

提案者：理事會 

說 明：會務工作報告，請監事會審核。 

決 議：監事會審核後同意通過。 (結案) 

提案五：提請討論固定新北公會會員代表大會時間。  

提案者：錢信德 理事長  

說 明：為能有效安排會務年度工作計畫，參考各地方公會作法及會代日期，擬固定於每年

四月第四週(台北為四月第二週、台中第三週，考量第一週為清明連假，故提案固定第四週)  

方案 1:同意固定為四月第四週辦理(13) 

方案 2:不同意 

決 議：同意固定為四月第四週辦理新北市公會會員代表大會，並週知各友會。(結案) 

提案六：提請討論 11/23是否同意與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共同舉辦公益活動。  

提案者：錢信德 理事長  

說 明：當日為協會舉辦全國滾球比賽總決賽，經拜訪協會了解後，想徵求轄內乳攝車於會

場館旁配合乳篩活動，並搭配徵求半日志工共同參與公益活動，提升放射師社會形象。  

方案 1:同意與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共同舉辦公益活動(13) 

方案 2:不同意 

決 議：同意與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共同舉辦公益活動，並徵求轄內乳攝車於會場館旁配

合乳篩活動及搭配徵求半日志工共同參與公益活動。後續請公共關係召委芮祁常理與會員權

../../新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一００年度工作紀要.docx


益促進委員會召委銘哲財理共同進行後續規畫籌備。(持續追蹤) 

提案七：提請討論 108年度康樂活動辦理模式、時間、地點及預算。  

提案者：理事會 

說 明：1.107年度康樂活動假台北市立植物園辦理。報名人數 320 人，出席人數約 254名。 

2.105年度健行活費花費：121,436元(抽獎品：78,198元) 

3.106年度健行活費花費：118,914元(抽獎品：88,914元) 

4.107年度健行活動花費：124,697元(抽獎品：83,383元) 

5.108年電影活動花費:88,700元 

6.108年度康樂活動預算：240,000元。(151,300) 

方案 1:配合提案六，將本次康樂活動與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共同舉辦公益活動。 (13) 

方案 2:不同意 

決 議：108年度康樂活動將配合與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共同舉辦公益活動方式進行；其

它細節由會員權益促進暨康樂活動規畫委員會規劃討論，於下期會議報告。(持續追蹤)  

提案八：『台北市放射期刊投稿免審稿費用及比例原則給新北編輯及審稿委員的名額討論』 

提案者：蘇逸欣 常務理事  

說 明：如 108年度第一次-學術活動籌備暨放射技術提升委員會議紀錄討論事項一 

方案 1:同意 (13) 

方案 2:不同意 

決 議：同意通過 ，後續請學術委員召委逸欣常理聯絡台北學術委員追蹤免審與審稿委員

名額，於下期會議報告。(持續追蹤) 

提案九：『雙北城市放射技術論壇研討會的籌備討論』 

提案者：蘇逸欣 常務理事  

說 明：如 108年度第一次-學術活動籌備暨放射技術提升委員會議紀錄討論事項二 

方案 1:同意辦理雙北城市放射技術論壇研討會 (13) 

方案 2:不同意 

決 議：雙北城市放射技術論壇研討會訂於 108年 10月 27日(星期日)第一堂課已邀請衛生

局同仁協助待回覆中。接著進行分組專業技術交流工作坊，受限人力有限，先期以規劃四場

為上限，每專業分組教師建議依人數比例尋找老師。本次活動公會補助費用上限為新台幣

10000元，不足款項由理事長自籌。後續請學術委員召委逸欣常理聯絡台北公會確認。(持

續追蹤) 

李桂樑榮譽理事長補充：可思考與台北市公會合辦國際學術活動但分開辦理會員代表大會的

可行性。 

提案十：『北北基共同爭取特約商店優惠，共享資源之議題相關討論』 

提案者：蘇逸欣 常務理事  

說 明：如 108年度第一次-學術活動籌備暨放射技術提升委員會議紀錄討論事項三 

方案 1:同意(13) 

方案 2:不同意 

決 議：同意通過，如有會員欲簽約之特約商店，可將訊息轉給會員權益召委銘哲，再統一

轉給基隆市公會總幹事洽談特約商店合約。(結案) 

李桂樑榮譽理事長補充：建議基隆市可以用全國放射師人數與商家談優惠，談成之後再把優



惠彙整成北北基資料，同時可把優惠轉給全聯會彙整公布。 

提案十一：『新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年度活動表討論』 

提案者：蘇逸欣 常務理事  

說 明：如 108年度第一次-學術活動籌備暨放射技術提升委員會議紀錄討論事項四 

方案 1:同意(13) 

方案 2:不同意 

決 議：同意通過，因應固定會員代表大會時間，故未來將以每年 04月至隔年 03月為一年

週期，希望固定每月之活動。初步課程及活動規劃如下表;亞東醫院及雙和醫院之課程先為

暫訂辦理，屆時如有他院想辦理相關課程再由學術活動籌備暨放射技術提升委員會討論分配

規劃。(持續追蹤) 

主席補充：於會後可公開給各醫院認養明年學術活動，原則上一個月一場為限；每場至少須

開放 30位外院之新北公會會員免費報名，並於官網公開接受報名方可認列共同主辦。另今

年下半年公會協辦的學術活動再麻煩逸欣常理提供會務放上官網週知。未來我們用有放上官

網公開報名（至少對外開放 30位）來認定公會是否補助經費，每場 3000元上限。 

 月份 活動 月份 活動 

4 月 
第二週週間理監事聯席會 

11 月 
第一週全聯會年會 

第四週會員代表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第三週會員康樂活動 

5 月 醫院與公會主辦課程(亞東醫院-暫訂) 12 月 醫院與公會主辦課程(開放認養) 

6 月 醫院與公會主辦課程(雙和醫院-暫訂) 

1 月 

第二週週間理監事聯席會 

7 月 第二週週間理監事聯席會 
醫院與公會主辦課程(雙和醫院-暫

訂) 

8 月 醫院與公會主辦課程(亞東醫院-暫訂) 2-3 月 醫院與公會主辦課程(開放認養) 

6-8月 安排三場次電影欣賞 3 月 第二週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9 月 醫院與公會主辦課程(輔大醫院-暫訂)   

10 月 

第二週週間理監事聯席會   

第四週雙北放射技術論壇（新北、台北

輪流籌劃） 
  

公會協辦或共同主辦學術活動的分工原則：醫院籌劃課程跟邀請講師、申請會場、工作人員；

公會會務只要負責申請學分跟提供報到刷卡、後續會員繼續教育積分登錄。 

若有特殊需求需要額外請公會會務工作，經會務人員同意，以私人名義兼職。且因應勞基法

新制規定需由主辦醫院額外給付半天 1000元（整天 2000 元）8小時為上限給會務人員，以

保障會務人員工作時間符合勞基法規定。 

八、 臨時動議：無 

九、會議記錄內容確認 

十、會議結束時間(20:05) 

十一、下次會議暫訂時間:108年 10月第 3週間(因應第二週雙十連假，順延至第三週週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