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桃園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桃園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桃園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第七屆第二第七屆第二第七屆第二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議議程次會員大會會議議程次會員大會會議議程次會員大會會議議程    

    

1111、、、、大會開始大會開始大會開始大會開始    

2222、、、、宣讀宣讀宣讀宣讀「「「「醫事放射師醫事放射師醫事放射師醫事放射師」」」」誓詞誓詞誓詞誓詞        

3333、、、、介紹與會貴賓介紹與會貴賓介紹與會貴賓介紹與會貴賓    

4444、、、、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邱貴豐理事長邱貴豐理事長邱貴豐理事長邱貴豐理事長    

5555、、、、主管機關代表致詞主管機關代表致詞主管機關代表致詞主管機關代表致詞    

6666、、、、貴賓致詞貴賓致詞貴賓致詞貴賓致詞    

7777、、、、頒獎頒獎頒獎頒獎    

8888、、、、理事會工作報告理事會工作報告理事會工作報告理事會工作報告----顏家文常務理事顏家文常務理事顏家文常務理事顏家文常務理事    

9999、、、、監事會工作報告監事會工作報告監事會工作報告監事會工作報告----林來興常務監事林來興常務監事林來興常務監事林來興常務監事    

10101010、、、、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    

11111111、、、、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12121212、、、、禮成禮成禮成禮成    

    

    

    

    

    

    



「「「「醫事放射師醫事放射師醫事放射師醫事放射師」」」」誓詞誓詞誓詞誓詞    

        

我決心奉獻所學我決心奉獻所學我決心奉獻所學我決心奉獻所學，，，，全心投入全心投入全心投入全心投入，，，，以放射醫學為職志以放射醫學為職志以放射醫學為職志以放射醫學為職志    

    

我願意善盡天職我願意善盡天職我願意善盡天職我願意善盡天職，，，，無怨無尤無怨無尤無怨無尤無怨無尤，，，，以造福病患為首願以造福病患為首願以造福病患為首願以造福病患為首願    

    

我願持續求新知我願持續求新知我願持續求新知我願持續求新知，，，，發揚專業發揚專業發揚專業發揚專業，，，，以提昇品質為己任以提昇品質為己任以提昇品質為己任以提昇品質為己任    

    

我感謝父母家人我感謝父母家人我感謝父母家人我感謝父母家人，，，，社會師長社會師長社會師長社會師長，，，，以感以感以感以感恩的心為回報恩的心為回報恩的心為回報恩的心為回報    

    

我誓言團結互信我誓言團結互信我誓言團結互信我誓言團結互信，，，，善盡本分善盡本分善盡本分善盡本分，，，，以醫事放射為榮耀以醫事放射為榮耀以醫事放射為榮耀以醫事放射為榮耀    

    

    

    

    

    



【【【【理事會報告理事會報告理事會報告理事會報告】】】】    
    

【【【【會員動態會員動態會員動態會員動態】】】】107.8/5~108.7/28107.8/5~108.7/28107.8/5~108.7/28107.8/5~108.7/28    

開業開業開業開業 2222 人人人人、、、、執業執業執業執業 536536536536 人人人人        共共共共 538538538538 人人人人    

    

【【【【學術研討會學術研討會學術研討會學術研討會 107107107107 共共共共 2222222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1.101.101.101.107.06.097.06.097.06.097.06.09 本會與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辦理本會與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辦理本會與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辦理本會與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辦理『『『『輻射防護暨醫事放射學輻射防護暨醫事放射學輻射防護暨醫事放射學輻射防護暨醫事放射學    

術研討會術研討會術研討會術研討會』』』』(8(8(8(8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2.102.102.102.107.08.057.08.057.08.057.08.05 本會舉辦本會舉辦本會舉辦本會舉辦『『『『101010107777 年度學術研討會年度學術研討會年度學術研討會年度學術研討會』』』』(6(6(6(6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3.103.103.103.107.12.087.12.087.12.087.12.08 本會與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辦理本會與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辦理本會與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辦理本會與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辦理『『『『輻射防護暨醫事放射學輻射防護暨醫事放射學輻射防護暨醫事放射學輻射防護暨醫事放射學    

術研討會術研討會術研討會術研討會』』』』(8(8(8(8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收文收文收文收文: : : : 62626262    件件件件        發文發文發文發文    75757575 件件件件        

    

靜態靜態靜態靜態::::會會會會務推展務推展務推展務推展方面本會方面本會方面本會方面本會依人民團體法規之規定依人民團體法規之規定依人民團體法規之規定依人民團體法規之規定，，，，定期召開定期召開定期召開定期召開會員大會會員大會會員大會會員大會及理監事會及理監事會及理監事會及理監事會

議議議議。。。。    

動態動態動態動態:1.:1.:1.:1.舉辦年度自強旅遊活動舉辦年度自強旅遊活動舉辦年度自強旅遊活動舉辦年度自強旅遊活動。。。。    

2.2.2.2.本會全力本會全力本會全力本會全力配合桃園縣衛生局推展各項衛教宣導活動配合桃園縣衛生局推展各項衛教宣導活動配合桃園縣衛生局推展各項衛教宣導活動配合桃園縣衛生局推展各項衛教宣導活動。。。。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101010108888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    

    



【【【【監事會報告監事會報告監事會報告監事會報告】】】】    

一一一一、、、、經稽查帳冊經稽查帳冊經稽查帳冊經稽查帳冊：：：：分類帳簿一冊分類帳簿一冊分類帳簿一冊分類帳簿一冊、、、、現金帳簿一冊現金帳簿一冊現金帳簿一冊現金帳簿一冊、、、、收支傳票收支傳票收支傳票收支傳票。。。。    

二二二二、、、、分類帳及現金帳登記詳細查閱方便分類帳及現金帳登記詳細查閱方便分類帳及現金帳登記詳細查閱方便分類帳及現金帳登記詳細查閱方便，，，，收支傳票與帳冊數目相符收支傳票與帳冊數目相符收支傳票與帳冊數目相符收支傳票與帳冊數目相符。。。。    

三三三三、、、、在理在理在理在理、、、、監事會議中有關當時財務收支情形均有詳細統計報告監事會議中有關當時財務收支情形均有詳細統計報告監事會議中有關當時財務收支情形均有詳細統計報告監事會議中有關當時財務收支情形均有詳細統計報告。。。。    

四四四四、、、、所剩之經費所剩之經費所剩之經費所剩之經費，，，，結餘係以公會名義儲存原定及中國信託銀行結餘係以公會名義儲存原定及中國信託銀行結餘係以公會名義儲存原定及中國信託銀行結餘係以公會名義儲存原定及中國信託銀行。。。。    

五五五五、、、、107107107107 年度收入之決算於年度終了時即提出監事會審查年度收入之決算於年度終了時即提出監事會審查年度收入之決算於年度終了時即提出監事會審查年度收入之決算於年度終了時即提出監事會審查，，，，    

結餘額與實存數結餘額與實存數結餘額與實存數結餘額與實存數目相符目相符目相符目相符（（（（如決算表如決算表如決算表如決算表））））提請大會提請大會提請大會提請大會。。。。    

第七屆第第七屆第第七屆第第七屆第二二二二次會員大會次會員大會次會員大會次會員大會                                    公鑒公鑒公鑒公鑒    

                                                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邱貴豐邱貴豐邱貴豐邱貴豐                常務監事常務監事常務監事常務監事::::林來興林來興林來興林來興    

                                                                                                                                                                                財財財財    務務務務    長長長長::::楊開京楊開京楊開京楊開京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108108108108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    

    
    



【【【【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    
    

【【【【案由一案由一案由一案由一】】】】    

請審查請審查請審查請審查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1111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12121212 入歲出決算案入歲出決算案入歲出決算案入歲出決算案，，，，提請大會公決提請大會公決提請大會公決提請大會公決，，，，請審查請審查請審查請審查。。。。    

（（（（提案者提案者提案者提案者::::理監事會理監事會理監事會理監事會））））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已經由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會審核通過在案已經由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會審核通過在案已經由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會審核通過在案已經由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會審核通過在案，，，，提大會公決提大會公決提大會公決提大會公決。。。。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    

請審查請審查請審查請審查 108108108108 年年年年 1111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12121212 月歲入歲出月歲入歲出月歲入歲出月歲入歲出預算案預算案預算案預算案，，，，提請大會公決提請大會公決提請大會公決提請大會公決，，，，請審查請審查請審查請審查。。。。    

（（（（提案者提案者提案者提案者::::理監事會理監事會理監事會理監事會））））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已經由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會審核通過在案已經由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會審核通過在案已經由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會審核通過在案已經由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會審核通過在案，，，，提大會公決提大會公決提大會公決提大會公決。。。。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案由三案由三案由三案由三】】】】    

請審查請審查請審查請審查 108108108108 年度工作計劃書案年度工作計劃書案年度工作計劃書案年度工作計劃書案，，，，提請大會公決提請大會公決提請大會公決提請大會公決，，，，請審查請審查請審查請審查。。。。    

（（（（提案者提案者提案者提案者::::理監事會理監事會理監事會理監事會））））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已經由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會審核通過在案已經由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會審核通過在案已經由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會審核通過在案已經由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會審核通過在案，，，，提大會公決提大會公決提大會公決提大會公決。。。。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案由四案由四案由四案由四】】】】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購置會館委員會及建館專案基金提撥及運用辦法草案購置會館委員會及建館專案基金提撥及運用辦法草案購置會館委員會及建館專案基金提撥及運用辦法草案購置會館委員會及建館專案基金提撥及運用辦法草案，，，，提請大會公決提請大會公決提請大會公決提請大會公決，，，，請請請請

審查審查審查審查。（。（。（。（提案者提案者提案者提案者:理監事會理監事會理監事會理監事會））））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已經由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會審核通過在案已經由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會審核通過在案已經由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會審核通過在案已經由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會審核通過在案，，，，提大會公決提大會公決提大會公決提大會公決。。。。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108108108108 年工作計劃年工作計劃年工作計劃年工作計劃】】】】    

一一一一、、、、    按章程召開會員大會按章程召開會員大會按章程召開會員大會按章程召開會員大會。。。。    

二二二二、、、、    按章程按章程按章程按章程召開理監事聯席會召開理監事聯席會召開理監事聯席會召開理監事聯席會。。。。    

三三三三、、、、    舉辦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學術研討會舉辦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學術研討會舉辦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學術研討會舉辦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學術研討會。。。。    

四四四四、、、、    協助會員提高醫療放射品質協助會員提高醫療放射品質協助會員提高醫療放射品質協助會員提高醫療放射品質。。。。    

五五五五、、、、    加強會員檔案管理加強會員檔案管理加強會員檔案管理加強會員檔案管理，，，，隨時與會員溝通隨時與會員溝通隨時與會員溝通隨時與會員溝通。。。。    

六六六六、、、、    舉辦會員自強活動舉辦會員自強活動舉辦會員自強活動舉辦會員自強活動，，，，增進會員間之聯繫增進會員間之聯繫增進會員間之聯繫增進會員間之聯繫。。。。    

七七七七、、、、    加強與醫事團體及各界之交流加強與醫事團體及各界之交流加強與醫事團體及各界之交流加強與醫事團體及各界之交流，，，，藉以提升藉以提升藉以提升藉以提升    

本會社會關係本會社會關係本會社會關係本會社會關係。。。。    

八八八八、、、、    加強放射資訊網站功能加強放射資訊網站功能加強放射資訊網站功能加強放射資訊網站功能，，，，以強化放射資訊以強化放射資訊以強化放射資訊以強化放射資訊    

之交流之交流之交流之交流、、、、宣導與諮詢宣導與諮詢宣導與諮詢宣導與諮詢。。。。    

九九九九、、、、    配合政府推行政令配合政府推行政令配合政府推行政令配合政府推行政令。。。。    

十十十十、、、、    成立購置會館委員會成立購置會館委員會成立購置會館委員會成立購置會館委員會。。。。    

 

 

 

 



購置會館委員會及建館專案基金提撥及運用辦法草案購置會館委員會及建館專案基金提撥及運用辦法草案購置會館委員會及建館專案基金提撥及運用辦法草案購置會館委員會及建館專案基金提撥及運用辦法草案 

依據依據依據依據：：：：本會第本會第本會第本會第六六六六屆第屆第屆第屆第三三三三次會員大會次會員大會次會員大會次會員大會通過通過通過通過決議訂定之決議訂定之決議訂定之決議訂定之。。。。    

二二二二、、、、宗旨宗旨宗旨宗旨：：：：為購置會館以利會務永續經營及減少租金之支出為購置會館以利會務永續經營及減少租金之支出為購置會館以利會務永續經營及減少租金之支出為購置會館以利會務永續經營及減少租金之支出。。。。    

三三三三、、、、購置會館委員購置會館委員購置會館委員購置會館委員會會會會：：：：    

    1.    1.    1.    1.購置購置購置購置會館委員會館委員會館委員會館委員((((以下簡稱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依據依據依據依據第第第第七七七七屆第屆第屆第屆第一次臨時一次臨時一次臨時一次臨時理理理理監監監監事會決議事會決議事會決議事會決議初購置會館委初購置會館委初購置會館委初購置會館委

員會成員為員會成員為員會成員為員會成員為::::邱貴豐邱貴豐邱貴豐邱貴豐、、、、丁世昌丁世昌丁世昌丁世昌、、、、王國偉王國偉王國偉王國偉....、、、、顏家文顏家文顏家文顏家文、、、、蔡孟融蔡孟融蔡孟融蔡孟融....、、、、林來興林來興林來興林來興、、、、羅世煌等七人為羅世煌等七人為羅世煌等七人為羅世煌等七人為

建館籌備委員建館籌備委員建館籌備委員建館籌備委員。＊。＊。＊。＊若會館購置完成委員改為每屆理監事選出若會館購置完成委員改為每屆理監事選出若會館購置完成委員改為每屆理監事選出若會館購置完成委員改為每屆理監事選出。。。。    

    2.    2.    2.    2.委員會成立即由委員選出主任委員一名及副主任委員委員會成立即由委員選出主任委員一名及副主任委員委員會成立即由委員選出主任委員一名及副主任委員委員會成立即由委員選出主任委員一名及副主任委員((((財務財務財務財務))))一名一名一名一名。。。。    

3.3.3.3.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    

    4.    4.    4.    4.委員會應於每年會員大會報告財務及進度委員會應於每年會員大會報告財務及進度委員會應於每年會員大會報告財務及進度委員會應於每年會員大會報告財務及進度。。。。    

四四四四、、、、建館專案建館專案建館專案建館專案基金來源基金來源基金來源基金來源：：：：    

1.1.1.1.自自自自 105105105105 年度起逐年提撥預算收入總額百分之五作為年度起逐年提撥預算收入總額百分之五作為年度起逐年提撥預算收入總額百分之五作為年度起逐年提撥預算收入總額百分之五作為建館專案建館專案建館專案建館專案基金基金基金基金。。。。    

2.2.2.2.自自自自 105105105105 年度起逐年提撥決算餘促年度起逐年提撥決算餘促年度起逐年提撥決算餘促年度起逐年提撥決算餘促,,,,經由理監事會議決議經由理監事會議決議經由理監事會議決議經由理監事會議決議。。。。    

3.3.3.3.建館專案建館專案建館專案建館專案基金孳息基金孳息基金孳息基金孳息。。。。    

4.4.4.4.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    

五五五五、、、、建館專案建館專案建館專案建館專案基金之儲存基金之儲存基金之儲存基金之儲存：：：：建館專案建館專案建館專案建館專案基金應以基金應以基金應以基金應以桃園市醫事放射桃園市醫事放射桃園市醫事放射桃園市醫事放射公會名義於金融機構設立專戶公會名義於金融機構設立專戶公會名義於金融機構設立專戶公會名義於金融機構設立專戶

儲存儲存儲存儲存。。。。    

六六六六、、、、建館專案建館專案建館專案建館專案基金之運用基金之運用基金之運用基金之運用：：：：    

1.購置會館委員會購置會館委員會購置會館委員會購置會館委員會會務會務會務會務。 

2.2.2.2.建館專案建館專案建館專案建館專案基基基基金金金金達足夠金額時達足夠金額時達足夠金額時達足夠金額時，，，，由委員會提出購置會館評估報告及相關資由委員會提出購置會館評估報告及相關資由委員會提出購置會館評估報告及相關資由委員會提出購置會館評估報告及相關資    料報請理監料報請理監料報請理監料報請理監

事會核定動支事會核定動支事會核定動支事會核定動支。。。。    

3.3.3.3.建館專案建館專案建館專案建館專案基基基基金金金金僅可用於建館相關事務僅可用於建館相關事務僅可用於建館相關事務僅可用於建館相關事務。。。。    

4.4.4.4.購置會館後每年銀行貸款至貸款清償為止購置會館後每年銀行貸款至貸款清償為止購置會館後每年銀行貸款至貸款清償為止購置會館後每年銀行貸款至貸款清償為止。。。。    

七七七七、、、、會館會館會館會館    

1.1.1.1.面積面積面積面積：：：：20202020 坪以上坪以上坪以上坪以上，，，，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本市桃園區近衛生局地區本市桃園區近衛生局地區本市桃園區近衛生局地區本市桃園區近衛生局地區，，，，每坪單價每坪單價每坪單價每坪單價：：：：二十萬以內二十萬以內二十萬以內二十萬以內，，，，預計預計預計預計

自備款自備款自備款自備款：：：：總額之百分之三十總額之百分之三十總額之百分之三十總額之百分之三十。。。。    

          2.2.2.2.會館之出售或轉讓會館之出售或轉讓會館之出售或轉讓會館之出售或轉讓：：：：需需需需應經應經應經應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會員代表大會通過會員代表大會通過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始始始    得處理得處理得處理得處理。。。。    

    



桃園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章程桃園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章程桃園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章程桃園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章程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89898989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9999 日初訂日初訂日初訂日初訂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修訂日修訂日修訂日修訂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修訂日修訂日修訂日修訂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105105105105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修訂日修訂日修訂日修訂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5555 日修訂日修訂日修訂日修訂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總總總總    則則則則    

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        

本章程依人團法及醫事放射師法令訂定之本章程依人團法及醫事放射師法令訂定之本章程依人團法及醫事放射師法令訂定之本章程依人團法及醫事放射師法令訂定之。。。。    

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    

本公會定名為桃園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本公會定名為桃園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本公會定名為桃園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本公會定名為桃園市醫事放射師公會﹝﹝﹝﹝以下簡稱本會以下簡稱本會以下簡稱本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    

本會以桃園市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本會以桃園市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本會以桃園市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本會以桃園市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會址設於桃園市境內會址設於桃園市境內會址設於桃園市境內會址設於桃園市境內。。。。    

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    

本會以團結本市醫事放射師本會以團結本市醫事放射師本會以團結本市醫事放射師本會以團結本市醫事放射師，，，，增進專業知能增進專業知能增進專業知能增進專業知能，，，，共謀放射技術事業發展力行社共謀放射技術事業發展力行社共謀放射技術事業發展力行社共謀放射技術事業發展力行社

會服務會服務會服務會服務，，，，維護維護維護維護會員權會員權會員權會員權益益益益、、、、提提提提升地位升地位升地位升地位為為為為宗旨宗旨宗旨宗旨。。。。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任任任任    務務務務    

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任任任任務如下務如下務如下務如下：：：：    

一一一一、、、、會員執業會員執業會員執業會員執業指指指指導導導導、、、、調調調調查及統計查及統計查及統計查及統計。。。。    

二二二二、、、、會員合法權會員合法權會員合法權會員合法權益益益益之維護之維護之維護之維護。。。。    

三三三三、、、、放射技術專業研放射技術專業研放射技術專業研放射技術專業研究究究究與發展與發展與發展與發展。。。。    

四四四四、、、、增進國人增進國人增進國人增進國人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及輻射及輻射及輻射及輻射安安安安全全全全。。。。    



五五五五、、、、接受其他機接受其他機接受其他機接受其他機關團體委託之業務及關團體委託之業務及關團體委託之業務及關團體委託之業務及諮詢諮詢諮詢諮詢。。。。    

六六六六、、、、配合政配合政配合政配合政府府府府推動社會福利推動社會福利推動社會福利推動社會福利、、、、社會社會社會社會慈善等慈善等慈善等慈善等社會公社會公社會公社會公益益益益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七七七七、、、、其他其他其他其他符合本會符合本會符合本會符合本會宗旨宗旨宗旨宗旨之事項之事項之事項之事項。。。。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會會會會    員員員員    

第第第第六六六六條條條條    

凡領凡領凡領凡領有醫事放射師有醫事放射師有醫事放射師有醫事放射師證證證證書書書書，，，，在本組織區域內執行醫事放射師業務者均在本組織區域內執行醫事放射師業務者均在本組織區域內執行醫事放射師業務者均在本組織區域內執行醫事放射師業務者均應加應加應加應加入本入本入本入本

會為會員會為會員會為會員會為會員，，，，始得始得始得始得執業執業執業執業。。。。會員入會時會員入會時會員入會時會員入會時，，，，須填寫須填寫須填寫須填寫入會入會入會入會申申申申請書請書請書請書，，，，附繳證附繳證附繳證附繳證件經理事會件經理事會件經理事會件經理事會

審查合審查合審查合審查合格繳納格繳納格繳納格繳納會費會費會費會費後始得後始得後始得後始得為本會會員為本會會員為本會會員為本會會員。。。。    

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    

有下有下有下有下列列列列各項情事之一者各項情事之一者各項情事之一者各項情事之一者不得不得不得不得為本會會員為本會會員為本會會員為本會會員：：：：    

一一一一、、、、依醫事放射師法第依醫事放射師法第依醫事放射師法第依醫事放射師法第六六六六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不充任不充任不充任不充任醫事放射師醫事放射師醫事放射師醫事放射師或撤銷其或撤銷其或撤銷其或撤銷其醫事放射師醫事放射師醫事放射師醫事放射師證證證證

書者書者書者書者。。。。    

二二二二、、、、依醫事放射師法第依醫事放射師法第依醫事放射師法第依醫事放射師法第八八八八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不得不得不得不得發發發發給給給給執業執執業執執業執執業執照照照照及及及及撤銷撤銷撤銷撤銷執業執執業執執業執執業執照照照照者者者者。。。。    

三三三三、、、、喪失喪失喪失喪失會員會員會員會員資格或資格或資格或資格或經會員大會決議經會員大會決議經會員大會決議經會員大會決議除除除除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第第第第八八八八條條條條    

會員於會員於會員於會員於異異異異動時動時動時動時未未未未即時辦理即時辦理即時辦理即時辦理手續手續手續手續，，，，則以辦理則以辦理則以辦理則以辦理日日日日期收期收期收期收取或退還該取或退還該取或退還該取或退還該會員之常年會會員之常年會會員之常年會會員之常年會

費費費費，，，，申申申申請請請請證證證證明文件時明文件時明文件時明文件時亦同亦同亦同亦同。。。。    

第第第第九九九九條條條條        

會員會員會員會員無正無正無正無正當理由當理由當理由當理由不得退不得退不得退不得退會會會會，，，，但遷但遷但遷但遷出本組織區域執業者出本組織區域執業者出本組織區域執業者出本組織區域執業者不不不不在在在在此限此限此限此限。。。。    

第第第第十十十十條條條條    

違反違反違反違反本會章程及決議事項本會章程及決議事項本會章程及決議事項本會章程及決議事項，，，，經理事會之議決經理事會之議決經理事會之議決經理事會之議決得停得停得停得停權權權權處處處處分三分三分三分三個個個個月至二年月至二年月至二年月至二年。。。。    

第第第第十十十十一條一條一條一條    

會員會員會員會員若若若若常年會費常年會費常年會費常年會費逾逾逾逾二年二年二年二年未繳未繳未繳未繳，，，，經經經經催催催催告告告告仍未繳仍未繳仍未繳仍未繳時時時時，，，，其其其其會會會會籍籍籍籍自動自動自動自動喪失喪失喪失喪失，，，，並並並並通知縣通知縣通知縣通知縣

衛生局衛生局衛生局衛生局。。。。    



第第第第十十十十二條二條二條二條    

會員有發會員有發會員有發會員有發言言言言權權權權、、、、表決權表決權表決權表決權、、、、選選選選舉權舉權舉權舉權、、、、被選被選被選被選舉權舉權舉權舉權其其其其及及及及罷免罷免罷免罷免權權權權等等等等權力權力權力權力，，，，每每每每一會員一會員一會員一會員

為一權為一權為一權為一權。。。。會員有會員有會員有會員有遵守遵守遵守遵守本會章程本會章程本會章程本會章程、、、、議決議決議決議決、、、、按按按按期期期期繳納繳納繳納繳納會費及會費及會費及會費及其他其他其他其他依法依法依法依法應盡應盡應盡應盡之義之義之義之義

務務務務。。。。    

第第第第十十十十三條三條三條三條    

會員會員會員會員因因因因事事事事不不不不能出能出能出能出席席席席會員大會時會員大會時會員大會時會員大會時，，，，得得得得以書面委託本會會員以書面委託本會會員以書面委託本會會員以書面委託本會會員代代代代理理理理，，，，但但但但一人一人一人一人僅僅僅僅能能能能

接受接受接受接受一會員委託一會員委託一會員委託一會員委託，，，，其其其其委託人數委託人數委託人數委託人數不超不超不超不超過出過出過出過出席席席席人數三分之一人數三分之一人數三分之一人數三分之一。。。。    

第第第第十十十十三三三三~1~1~1~1 條條條條    

中中中中華華華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聯聯聯合會會員合會會員合會會員合會會員代代代代表由本會之理監事及表由本會之理監事及表由本會之理監事及表由本會之理監事及幹幹幹幹部推部推部推部推派派派派

之之之之。。。。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組織與組織與組織與組織與職職職職權權權權    

第第第第十十十十四條四條四條四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最高最高最高權力權力權力權力機構機構機構機構，，，，會員大會會員大會會員大會會員大會閉閉閉閉會期會期會期會期間間間間由理事會由理事會由理事會由理事會代代代代行行行行職職職職權權權權；；；；

監事會為監監事會為監監事會為監監事會為監察機構察機構察機構察機構。。。。    

第第第第十十十十五條五條五條五條    

會會會會員大會之員大會之員大會之員大會之職職職職權如下權如下權如下權如下：：：：    

一一一一、、、、訂定及訂定及訂定及訂定及變更變更變更變更章程章程章程章程。。。。    

二二二二、、、、選選選選舉舉舉舉或罷免或罷免或罷免或罷免理事理事理事理事、、、、監事監事監事監事。。。。    

三三三三、、、、複複複複決理事會之決議決理事會之決議決理事會之決議決理事會之決議。。。。    

四四四四、、、、議決入會費議決入會費議決入會費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常年會費常年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事業費及會員事業費及會員事業費及會員捐款捐款捐款捐款數額與方數額與方數額與方數額與方式式式式。。。。    

五五五五、、、、議決年度工作計議決年度工作計議決年度工作計議決年度工作計畫畫畫畫、、、、報告及預算報告及預算報告及預算報告及預算、、、、決算決算決算決算。。。。    

六六六六、、、、議決會員之議決會員之議決會員之議決會員之除除除除名名名名處處處處分分分分。。。。    

七七七七、、、、議決財議決財議決財議決財產產產產之之之之處處處處分分分分。。。。    

八八八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其他重其他重其他重大事項大事項大事項大事項。。。。    



第第第第十六十六十六十六條條條條    

本會置理事本會置理事本會置理事本會置理事十十十十五人五人五人五人、、、、候補候補候補候補理事五人理事五人理事五人理事五人；；；；監事五人監事五人監事五人監事五人、、、、候補候補候補候補監事一人監事一人監事一人監事一人，，，，候選候選候選候選人人人人參參參參

考考考考名名名名單單單單由理事會提出由理事會提出由理事會提出由理事會提出並印並印並印並印入入入入選選選選票票票票，，，，會員會員會員會員亦可亦可亦可亦可提名本會會員為提名本會會員為提名本會會員為提名本會會員為候選候選候選候選人人人人，，，，於會於會於會於會

員大會以員大會以員大會以員大會以無無無無記名記名記名記名連連連連記法記法記法記法選選選選舉之舉之舉之舉之，，，，並並並並分分分分別成別成別成別成理事會理事會理事會理事會、、、、監事會監事會監事會監事會。。。。    

當當當當選選選選理事理事理事理事、、、、監事及監事及監事及監事及候補候補候補候補理事理事理事理事、、、、候補候補候補候補監事之監事之監事之監事之名次名次名次名次，，，，依依依依得得得得票票票票多寡多寡多寡多寡為為為為序序序序票數相票數相票數相票數相同同同同時時時時

以以以以抽籤抽籤抽籤抽籤定之定之定之定之。。。。遇遇遇遇理事理事理事理事、、、、監事出監事出監事出監事出缺缺缺缺時時時時，，，，就候補就候補就候補就候補理事理事理事理事、、、、候補候補候補候補監事依監事依監事依監事依序遞補序遞補序遞補序遞補之之之之。。。。    

第第第第十十十十七條七條七條七條    

理事會設常務理事三人由理事理事會設常務理事三人由理事理事會設常務理事三人由理事理事會設常務理事三人由理事互選互選互選互選之之之之，，，，並並並並由理事由理事由理事由理事就就就就常務理事中常務理事中常務理事中常務理事中選選選選舉一人為舉一人為舉一人為舉一人為

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對對對對內內內內綜綜綜綜理理理理督督督督導會務導會務導會務導會務，，，，對外代對外代對外代對外代表本會表本會表本會表本會，，，，並擔任並擔任並擔任並擔任會員大會會員大會會員大會會員大會、、、、理理理理

事會事會事會事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因因因因事事事事不不不不能執行能執行能執行能執行職職職職權時權時權時權時，，，，應指應指應指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定常務理事一人定常務理事一人定常務理事一人代代代代理之理之理之理之，，，，不不不不能能能能指指指指定時定時定時定時，，，，由由由由

常務理事常務理事常務理事常務理事互選互選互選互選一人一人一人一人代代代代理之理之理之理之。。。。    

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常務理事常務理事常務理事常務理事缺缺缺缺額時額時額時額時應應應應於一於一於一於一個個個個月內月內月內月內，，，，由理事會由理事會由理事會由理事會補選補選補選補選之之之之，，，，任任任任期以期以期以期以補足前任補足前任補足前任補足前任

期為期為期為期為限限限限。。。。    

第第第第十八十八十八十八條條條條    

監事會設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監事會設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監事會設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監事會設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互選互選互選，，，，監監監監察日察日察日察日常會務常會務常會務常會務，，，，並擔任並擔任並擔任並擔任監事會監事會監事會監事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常務監事常務監事常務監事常務監事因因因因事事事事不不不不能執行能執行能執行能執行職職職職務務務務時時時時，，，，應指應指應指應指定監事一人定監事一人定監事一人定監事一人代代代代理之理之理之理之，，，，不不不不能能能能指指指指定時定時定時定時，，，，由由由由

監事監事監事監事互選互選互選互選一人一人一人一人代代代代理之理之理之理之。。。。    

第第第第十九十九十九十九條條條條    

本會設總本會設總本會設總本會設總幹幹幹幹事一人事一人事一人事一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並並並並報報報報備主管機備主管機備主管機備主管機關關關關後聘任後聘任後聘任後聘任

之之之之。。。。總總總總幹幹幹幹事事事事承承承承理事長之理事長之理事長之理事長之命處命處命處命處理會務理會務理會務理會務，，，，任任任任期與理事會相期與理事會相期與理事會相期與理事會相同同同同。。。。總總總總幹幹幹幹事事事事不得不得不得不得由本由本由本由本

會會會會該該該該屆理事屆理事屆理事屆理事、、、、監事出監事出監事出監事出任任任任。。。。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十十十十條條條條    

理事會理事會理事會理事會職職職職權如下權如下權如下權如下：：：：    



一一一一、、、、議決會員大會之召開事項議決會員大會之召開事項議決會員大會之召開事項議決會員大會之召開事項。。。。    

二二二二、、、、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三三三三、、、、審定會員審定會員審定會員審定會員資格資格資格資格。。。。    

四四四四、、、、選選選選舉舉舉舉或罷免或罷免或罷免或罷免常務理事常務理事常務理事常務理事、、、、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    

五五五五、、、、聘免聘免聘免聘免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工作人員。。。。    

六六六六、、、、擬擬擬擬定年度工作計定年度工作計定年度工作計定年度工作計畫畫畫畫、、、、報告及預算報告及預算報告及預算報告及預算、、、、決算決算決算決算。。。。    

七七七七、、、、執行法令及本章程所規定之執行法令及本章程所規定之執行法令及本章程所規定之執行法令及本章程所規定之任任任任務務務務。。。。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十十十十一條一條一條一條    

常務理事常務理事常務理事常務理事職職職職權如下權如下權如下權如下：：：：    

一一一一、、、、協助協助協助協助理事長執行理理事長執行理理事長執行理理事長執行理事會議決案事會議決案事會議決案事會議決案。。。。    

二二二二、、、、策策策策劃及推行會務劃及推行會務劃及推行會務劃及推行會務。。。。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十十十十二條二條二條二條    

監事會監事會監事會監事會職職職職權如下權如下權如下權如下：：：：    

一一一一、、、、監監監監察察察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理事會工作之執行理事會工作之執行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二二二、、、、由理事會提出由理事會提出由理事會提出由理事會提出糾正糾正糾正糾正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三三三三、、、、稽核理事會之財務收支稽核理事會之財務收支稽核理事會之財務收支稽核理事會之財務收支並向並向並向並向會員大會提出報告會員大會提出報告會員大會提出報告會員大會提出報告。。。。    

四四四四、、、、選選選選舉舉舉舉或罷免或罷免或罷免或罷免監事監事監事監事、、、、常務監事常務監事常務監事常務監事。。。。    

五五五五、、、、其他應其他應其他應其他應監監監監察察察察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十十十十三條三條三條三條    

理事理事理事理事、、、、監事之監事之監事之監事之任任任任期均為三年期均為三年期均為三年期均為三年，，，，連選連任不得超連選連任不得超連選連任不得超連選連任不得超過二分之一過二分之一過二分之一過二分之一。。。。理事理事理事理事、、、、監事均為監事均為監事均為監事均為

無給職無給職無給職無給職。。。。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十十十十四條四條四條四條    

理事理事理事理事、、、、監事有下監事有下監事有下監事有下列列列列情事之一者情事之一者情事之一者情事之一者，，，，應應應應即即即即解任解任解任解任。。。。    

一一一一、、、、喪失喪失喪失喪失會員會員會員會員資格資格資格資格者者者者。。。。    



二二二二、、、、因故辭職因故辭職因故辭職因故辭職經理事會監事會決議通過者經理事會監事會決議通過者經理事會監事會決議通過者經理事會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三三三、、、、被罷免或撤免被罷免或撤免被罷免或撤免被罷免或撤免者者者者。。。。    

四四四四、、、、受停受停受停受停權權權權處處處處分期分期分期分期間逾任間逾任間逾任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期二分之一者期二分之一者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十十十十五條五條五條五條    

本會經理事會議決本會經理事會議決本會經理事會議決本會經理事會議決得聘得聘得聘得聘請請請請顧問若干顧問若干顧問若干顧問若干名以名以名以名以備諮備諮備諮備諮，，，，其聘其聘其聘其聘期與理監事期與理監事期與理監事期與理監事任任任任期相期相期相期相同同同同。。。。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十六十六十六十六條條條條    

本會依事實本會依事實本會依事實本會依事實需要得需要得需要得需要得設各設各設各設各種小種小種小種小組組組組，，，，其其其其組織簡則組織簡則組織簡則組織簡則另另另另訂之訂之訂之訂之。。。。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會會會會    議議議議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十十十十七條七條七條七條    

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臨臨臨時會議二時會議二時會議二時會議二種種種種，，，，均經理事會決議由理事長召均經理事會決議由理事長召均經理事會決議由理事長召均經理事會決議由理事長召集集集集，，，，召召召召

集集集集時時時時除緊急除緊急除緊急除緊急事事事事故故故故之之之之臨臨臨臨時會議時會議時會議時會議外外外外，，，，應應應應於於於於十十十十五五五五日前日前日前日前以書面通知之以書面通知之以書面通知之以書面通知之。。。。    

定期會議定期會議定期會議定期會議每每每每年召開一次年召開一次年召開一次年召開一次，，，，臨臨臨臨時會議於理事會時會議於理事會時會議於理事會時會議於理事會認認認認為為為為必要或必要或必要或必要或經會員五分之一以經會員五分之一以經會員五分之一以經會員五分之一以

上上上上之請之請之請之請求或求或求或求或監事會監事會監事會監事會函函函函請召請召請召請召集集集集時召開之時召開之時召開之時召開之。。。。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十八十八十八十八條條條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過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過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過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過半半半半數之出數之出數之出數之出席席席席，，，，出出出出席席席席人數過人數過人數過人數過半半半半數數數數或多或多或多或多數之數之數之數之同意同意同意同意行行行行

之之之之。。。。但但但但下下下下列列列列事項之決議以出事項之決議以出事項之決議以出事項之決議以出席席席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人數三分之二以人數三分之二以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上同意上同意上同意行之行之行之行之。。。。    

一一一一、、、、章程之訂定與章程之訂定與章程之訂定與章程之訂定與變更變更變更變更。。。。    

二二二二、、、、會員之會員之會員之會員之除除除除名名名名。。。。    

三三三三、、、、理事理事理事理事、、、、監事之監事之監事之監事之罷免罷免罷免罷免。。。。    

四四四四、、、、財財財財產產產產之之之之處處處處分分分分。。。。    

五五五五、、、、團體之團體之團體之團體之解散解散解散解散。。。。    

六六六六、、、、其他其他其他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重重重大事項大事項大事項大事項。。。。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十九十九十九十九條條條條    

本會理事會本會理事會本會理事會本會理事會每每每每三三三三個個個個月開會一次月開會一次月開會一次月開會一次，，，，監事會監事會監事會監事會每每每每三三三三個個個個月開會一次月開會一次月開會一次月開會一次，，，，必要必要必要必要時時時時得得得得召開召開召開召開



聯席聯席聯席聯席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或臨或臨或臨或臨時會議時會議時會議時會議。。。。    

理事會議由理事長理事會議由理事長理事會議由理事長理事會議由理事長擔任主席擔任主席擔任主席擔任主席；；；；監事會議由常務監事監事會議由常務監事監事會議由常務監事監事會議由常務監事擔任主席擔任主席擔任主席擔任主席。。。。    

前前前前項會議召項會議召項會議召項會議召集集集集時時時時除臨除臨除臨除臨時會議時會議時會議時會議外外外外，，，，應應應應於七於七於七於七日前日前日前日前書面通知書面通知書面通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以理會議之決議各以理會議之決議各以理會議之決議各以理

事事事事、、、、監事過監事過監事過監事過半半半半數之出數之出數之出數之出席席席席，，，，出出出出席席席席人數人數人數人數較多較多較多較多數之數之數之數之同意同意同意同意行之行之行之行之。。。。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十十十十條條條條    

本會理事本會理事本會理事本會理事、、、、監事監事監事監事應應應應出出出出席席席席理事會議理事會議理事會議理事會議、、、、監事會議監事會議監事會議監事會議，，，，不得不得不得不得委託委託委託委託他他他他人人人人代代代代理理理理，，，，    

除除除除公公公公假外連續假外連續假外連續假外連續請請請請假假假假二次二次二次二次，，，，以以以以缺席缺席缺席缺席一次一次一次一次論論論論，，，，如如如如連續缺席連續缺席連續缺席連續缺席二二二二個個個個會次會次會次會次或無或無或無或無故缺席故缺席故缺席故缺席二二二二

個個個個會次者會次者會次者會次者，，，，視同辭職視同辭職視同辭職視同辭職由由由由候補候補候補候補理事理事理事理事、、、、候補候補候補候補監事依監事依監事依監事依序遞補序遞補序遞補序遞補。。。。    

第第第第六六六六章章章章    經費及會計經費及會計經費及會計經費及會計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十十十十一條一條一條一條    

本會經費收入如下本會經費收入如下本會經費收入如下本會經費收入如下：：：：    

一一一一、、、、入會費入會費入會費入會費：：：：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一一一一仟元仟元仟元仟元，，，，於會員入會時於會員入會時於會員入會時於會員入會時繳納繳納繳納繳納。。。。    

二二二二、、、、常年會費常年會費常年會費常年會費：：：：三三三三仟六佰元仟六佰元仟六佰元仟六佰元。。。。        

三三三三、、、、事業費事業費事業費事業費。。。。    

四四四四、、、、會員會員會員會員捐款捐款捐款捐款。。。。    

五五五五、、、、委託收委託收委託收委託收益益益益。。。。    

六六六六、、、、基金及基金及基金及基金及其孳息其孳息其孳息其孳息。。。。    

七七七七、、、、其他其他其他其他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十十十十二條二條二條二條    

前前前前條會員入會費及會員條會員入會費及會員條會員入會費及會員條會員入會費及會員捐款捐款捐款捐款，，，，於會員於會員於會員於會員退退退退會時均會時均會時均會時均不得不得不得不得請請請請求退還求退還求退還求退還。。。。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十十十十三條三條三條三條    

本會之預算本會之預算本會之預算本會之預算、、、、決算決算決算決算每每每每年年度開年年度開年年度開年年度開始前始前始前始前二二二二個個個個月月月月，，，，由理事會由理事會由理事會由理事會按按按按年年年年平平平平均均均均編造編造編造編造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書書書書，，，，送送送送監事會審查監事會審查監事會審查監事會審查後後後後提經會員大會通過提經會員大會通過提經會員大會通過提經會員大會通過並並並並報請報請報請報請主管機主管機主管機主管機關關關關備備備備查查查查。。。。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十十十十四條四條四條四條    



會計年度會計年度會計年度會計年度，，，，以以以以每每每每年一月一年一月一年一月一年一月一日起日起日起日起至至至至同同同同年年年年十十十十二二二二月三月三月三月三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日日日日。。。。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十十十十五條五條五條五條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解散或撤銷解散或撤銷解散或撤銷解散或撤銷時時時時，，，，剩餘財剩餘財剩餘財剩餘財產歸屬產歸屬產歸屬產歸屬所在所在所在所在地地地地地地地地方自方自方自方自治治治治團體團體團體團體或主管機或主管機或主管機或主管機關關關關指指指指定之定之定之定之

機機機機關團體所有關團體所有關團體所有關團體所有，，，，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以以以以任何任何任何任何方方方方式歸屬個式歸屬個式歸屬個式歸屬個人人人人或私或私或私或私人人人人企企企企業業業業。。。。    

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附附附附    則則則則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十六十六十六十六條條條條    

本章程本章程本章程本章程未未未未規定事項規定事項規定事項規定事項，，，，悉悉悉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十十十十七條七條七條七條    

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呈呈呈呈請請請請主管機主管機主管機主管機關核關核關核關核准備准備准備准備案案案案施施施施行行行行，，，，修改修改修改修改時時時時亦亦亦亦同同同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