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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107 年 6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6：30 
二、地點：醫事放射師會館(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二段 35 號 6 樓之 1) 
三、主席：楊理事長邦宏 
四、出席：如會議簽到紀錄  
五、列席：如會議簽到紀錄 
六、記錄：呂欣倫 
七、主席報告：楊理事長邦宏 

本會常年會費繳費方式為單一郵局劃撥，除了團體繳費由醫院付款外，其會員均至郵局繳費，
為能便利會員繳費已申請合作金庫四大超商繳費(7-11、全家、萊爾富、OK)，審核時間約一
個半月，審核通過後可開始實施，屆時將由本會自行產生繳費條碼列印後寄發給會員繳費。 

八、監事報告：黃常務監事瑞明 
稍後進行提案討論。 

九、主席指示事項辦理及歷次列管案件分辦情形(略)。 
十、報告會務工作 

1.會員異動情形︰ 
107 年 5 月份︰入會人數 19 人、退會人數 7 人、歇業人數 5 人、停業 4 人。 
目前會員人數 1422 人(不含歇業 17 位；停業 27 位；停權 10 位）。 

2.收支決算：如附件一、二、三(第 4-6 頁)。 
3.收發函件： 

107.05.01-107.05.31 共收函 11 件。 
107.05.01-107.05.31 共發函 4 件。 

十一、監事會對理事會建議事項：(略) 
十二、各委員會報告 

財務委員會【資訊財產管理委員】(略) 
已審閱過 5 月份收支決算表並用印完成，謝謝!! 
學術委員會 
1.已製作繼續教育資料及錄音、錄影後製授權同意書，將於課前取得講師的同意。 
2.本次將製作繼續教育課後問卷 QR Code，了解會員需要的課程屬性，俾利後續課程規劃。 
3.會員建議爾後繼續教育課程通知單能一個月前通知，俾利會員課程相關安排。 
編輯委員會 
請稍後進行提案討論。 
公共關係委員會(請假) 

權益促進暨法規委員會 
1.【第七屆幹部訓練研習營花費】飲料$965+點心$6,970+4 號電池$99+載物品之車資$85+

粉色講紙 6 張$63+講師費$4,000，共計 12,182 元整 
2.未來有幾個事項需完成： 
(1)本會特約廠商續約。(2)改善全聯會網頁介面及操作，蒐集相關網頁建議彙整後提供給網頁
公司。(3)持續爭取放射師相關權益，研擬改善方式及策略。 
國際事務委員會 
1.赴韓統計表將會依照理監事的統計安排。2.已 E-mail 與北京聯繫，希望建立良好城市交流模
式。3.希望能與首爾、東京、北京建立兩岸三城市或四城市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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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丁雲龍 常務理事

案  由： 
北市醫放雜誌審議辦法(附件四，第 7-12 頁)、編輯委員(顧問)資格、編輯委員(顧問)
人數限制，提請討論。 

說  明： 

本案經 7-1 常務理監事會決議： 
一、北市醫放雜誌審議辦法：修改附件三徵稿種類，修改後如附件(第 7-9 頁)。 
二、編輯委員(顧問)人數限制：依上屆人數為底線，不再增加。 
三、新增外縣市會員投稿，並收取費用兩千元整，如退稿也不另外退費。(第 12 頁第

十一、收費) 
並提至下次理監事會議討論。 

決  議： 決議一：北市醫放雜誌審議辦法：修改附件三徵稿種類，修改後如附件。 
          （理事應到：25 人，實到：22 人，表決 22 票同意通過）。 

決議二：編輯委員(顧問)人數限制：依上屆人數為底線，不再增加。 
          （理事應到：25 人，實到：21 人，表決 22 票同意通過）。 

決議三：新增外縣市會員投稿，並收取費用兩千元整，如退稿也不另外退費。 
          （理事應到：25 人，實到：22 人，表決 22 票同意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人：丁雲龍 常務理事

案  由： 「北市醫放雜誌」第七屆編輯顧問及編審委員名單(附件五，第 13-14 頁)，提請討論。

說  明： 如案由。 

決  議： 通過，如附件四。 
 

提案三 提案人：杜俊元 常務理事

案  由： 
修改會員在職進修獎助學金申請辦法及子女獎助學金學金申請辦法(附件六，第 15
頁)，提請討論。 

說  明： 
本案經 7-1 常務理監事會決議通過，並提至下次理監事會議討論。 
(其中子女獎助學金學金申請辦法將經 108 年會員大會通過後實施) 

決  議： 
決議一：理事應到：25 人，實到：22 人，表決 20 票同意通過在職進修獎助學金申

請辦法。 
決議二：子女獎助學金學金申請辦法決議：研議，提至下次會議討論。 

 
提案四 提案人：會務處

案  由： 全聯會「第 6-3 屆會員代表」(附件七，第 16 頁)，提請確核。 

說  明： 

一、依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第 4 條「人民團體應建立會員(會員代表)資料，
隨時辦理異動登記，並由理事會召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 15 日前審定會員(會員代表)
資格，造具名冊，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二、依全聯會組織章程第 9 條規定「本會公會會員應選派代表出席會員代表大會。選派
員額依以各公會會員所屬之會員人數三十人選派一人為準，尾數逾十五人者，得增派
會員代表一人。各該公會所屬會員總人數未滿三十人時，得推派一位會員代表，而
各縣市公會理事長為當然會員代表。每一公會會員選派會員代表人數，不得達會員代
表人數總額之三分之一(本條文第一項所指之會員人數係依各公會會員當年 4
、10 月繳納本會常年會費之平均值)。」 

三、台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107 年 4 月上繳全聯會常年會費人數：1409 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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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 47 人，名單是否延續或變更?推派方式為何?提請討論。(名單於 107 年 9 月 1
日前回覆全聯會)。 

決  議： 

一、決議一：不延續名單，應重新產生全聯會第 6-3 會員代表名單。 
二、決議二： 

1.由本會第七屆理監事 32 名為當然代表 
2.行文給 30 名以上無理監事的醫療院所，請該院技術主管推派，決議如下：(5 名)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1 名(55 人)、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1 名(62 人)、振興醫院 1
名(62 人)、國泰醫院 1 名(66 人)、臺安醫院 1 名(44 人)。 

3.行文給 15-30 名的醫療院所，請該院技術主管推派，決議如下：(7 名) 
中心綜合醫院 1 名(17 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1 名(20 人)、台兒診所 1 名(18 人)、
西園醫院(永越)1 名(20 人)、宏恩綜合醫院 1 名(16 人)、博仁綜合醫院 1 名(22 人)、
臺北市北投健康管理醫院 1 名(17 人)。 

4.15 名以下的醫療院所(3 名)將公告於本會入口網站開放登記，登記名單由下次常
務理監事會審議。 

全聯會第 6-3 會員代表名單(47 名)於下次常務理監事會審議後提交至全聯會秘書處。
 

提案五 提案人：楊邦宏 理事長
案  由： 擬聘請 范前理事長源洪擔任本會期顧問，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為使公會永續發展及經驗傳承，依循慣例擬聘請 范前理事長源洪擔任本會期顧
問，日後對放射師界實有貢獻及具該領域專業知識，足以為公會效力者，
統一以「顧問」名義聘用，聘用任期提理監事會討論。 

二、依本會章程第二十四條規定：本會經理事會議決得聘請顧問若干名以備諮詢，其
聘期與理監事任期相同。 

決  議： 通過。 
 

提案六 提案人：黃素貞 常務理事
案  由： 107 年度自強活動日期、時間、行程，提請討論。 

說  明： 

今年第一次會員自強活動預計 8 月 4 號(六)或 5 號(日)，活動內容是包場電影欣賞！
時間：107 年 8 月 4 號(六)或 5 號(日)大約中午 11 點～12 點 
人數：200 人 
地點：台北市西門町樂聲戲院（台北市萬華區武昌街二段 85 號）西門捷運站 6 號出
口後步行 10 分鐘 
片名：不可能的任務～全面瓦解（輔導級所以可能 15 歲以下不得欣賞）。 
費用：會員報名後每位預收＄250，等待當天至電影院後全額退費，眷屬＄250。 
電影欣賞當日每位均附有飲料以及爆米花，請於電影開始前提早 40 分鐘至現場劃位
並且辦理退費（按照先後順序辦理劃位及退費） 

決  議： 
決議一：通過自強活動電影欣賞。 
決議二：理事應到：25 人，實到：22 人，表決 12 票同意 8 月 5 號(日)辦理活動。

十四、臨時動議 
十五、散會：晚上 9 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