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7 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一、時    間：108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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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員： 

理事長：錢信德  

常務理事：林芮祁、蘇逸欣 

理事:古美蘭、吳銘哲、李守媖、林國基(請假)、張明暉、郭柏佑、黃兆駿、黃逸君、

廖志融、廖維鑫、鄭又淑、陳俊豪 

常務監事：沈里國 

監事：李桂樑(請假)、林徑維、柯雅芬(請假)、謝豐全 

總幹事:林美花 

榮譽理事長：粟文治、陳美如(請假)、李桂樑 (本屆監事) (請假) 

會務：林巧茹 (會議記錄) 

四、主席：錢信德 

五、主席致詞： 

1.感謝各位公會幹部撥冗參加本次理監事聯席會。各位幹部在過往一季參加各地方及

友會的大會，如有看到任何好的做法能知無不言，讓本會評估可行性，如成案再責成

相關委員會思考規劃辦法。 

2.11/2 全聯會理監事改選，請各位幫忙宣傳醫院的全聯會會代能支持新北推薦的理監

事候選人。亦敦請蘇逸欣常理、李桂樑及粟文治榮譽理事長能發揮母雞帶小雞的作

用，讓新北的候選人都能到全聯會為新北會員權益發聲。 

3.本屆將著墨經營多拜訪新北市政府各局處、議員、青商會、扶輪社、獅子會、或其

他公益團體。若是各位幹部有認識上述人脈，能幫忙介紹跟安排拜訪，本席都會積極

配合出席，藉此增加公會無形的資產。 

4.11/17 本會將籌辦首屆「北區聯盟城市放射技術論壇」，並且於會中針對學術交流及

特約商店等會員權益活動簽屬備忘錄，依據行政程序將提請理監事會針對備忘錄內容

進行討論及追認。 

5.恭喜新北市張勝昌、蘇逸欣、吳銘哲等三位會員獲得新北市醫療公益獎，本席將出

席表揚大會，並給予獻花致意。 

 

六、各組工作報告： 

會務發展暨永久會址評估委員會(沈里國)：  

(1) 會務款項收支：上期結存款 3,327,621 元。108 年 07 月 01 日至 108 年 09 月 30

日，收入 1,710,647 元；支出 421,921 元；結存款 5,038,268 元。 

(2) 追蹤報告事項：108 年 04 月 09 日理監事會議決議，今年改為補助二名理監事，

出席參加其他縣市地方公會會員大會高鐵費用。目前旅運費預算執行至年底，不

成問題。擬繼續補助二名理監事的高鐵費用。 

(3) 永久會址評估規劃：如提案七、八說明，並提請討論。 

公共關係發展暨培訓青年幹部委員會(林芮祁)：現場說明 11/17 大會場佈設計情形，



與社會局講師聯絡情形。 

學術活動籌備暨放射技術提升委員會(蘇逸欣)：如上期會議決議追蹤案由五及本期提

案十一說明，並提請討論。 

會員權益促進暨康樂活動規畫委員會(吳銘哲)： 

(1) 本次會議將討論新生兒女補助辦法及子女獎助學金辦法，如提案九、十，並提請

討論。 

(2) 下半年度健走摸彩活動時間地點及相關獎項，如提案十一說明，並提請討論。時

間：12 月 22 日(日)早上舉辦，地點：目前預定在中和四號公園，有室內場地可

以租借，附近有永安市場捷運站以及共融遊樂設施。 

 

七、上期會議決議追蹤： 

案由一：11/23 與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共同舉辦公益活動討論案。  

提案者：錢信德 理事長  

上期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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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常理與會員權益促進委員會召委銘哲財理共同進行後續規畫籌備。 

執行情形：經主辦單位與場地管理單位協商後，受限室內場地無法提供會員做報到活

動，且因為當天考量洗手間可能過於壅擠不敷使用，場外停車空間也無法無償提供給

乳攝巡檢車使用，因此本次活動暫不執行。會員康樂活動擇期舉辦，本議題建議結案。 

決 議：同意結案。(結案) 

案由二： 108 年度康樂活動討論案。  

提案者：理事會 

上期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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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如案由一，本次會員康樂活動暫不合併規劃公益活動。 

(1) 本次因案由一之情形，取消與腦麻協會的合作活動，但仍可考慮合併公益活動，

讓放射師在公益活動上增加能見度，建議可與捐血中心合作，於當日活動會場外，

設置行動捐血車，本會會員於活動期間參與捐血者，公會再發給 100 元禮券乙張

以茲鼓勵。(見提案十一) 

(2) 今年度康樂活動預算尚有 151,300 元，目前僅剩 12 月健走活動，活動預算如下表： 

項目 金額 備註 

會員意外險 10,000 1 人 XX 元 

會員參加獎 25,000 1 人 100 元 7-11 禮券 

室內場地費 10,000 中和四號公園-台灣圖書館地下室 

工作人員餐點費 3,000 1 人 100 元 

捐血參加獎 10,000 1 人 100 元 7-11 禮券 

摸彩禮品 87,000 籌備中 

總計 145,000  

決 議：同意通過建議方案。(結案) 



案由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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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案。 

提案者：蘇逸欣 常務理事  

上期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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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經雙方理事會議同意，新北市會員投稿台北市放射期刊投稿免審稿費用。

並將此項內容納入北區放射師公會聯盟合作備忘錄。效期兩年，兩年後檢視執行成效

再重新簽訂。 

決 議：同意通過。(結案) 

案由四：『北區醫事放射聯盟學術論壇的籌備討論』 

提案者：蘇逸欣 常務理事  

上期決議：北區醫事放射聯盟學術論壇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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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逸欣常

理聯絡台北公會確認。 

執行情形：原定 10/27 為 EACRT 大會期間，考量場地預約及全聯會年會等因素，故更

改為 11/17 日假亞東紀念醫院舉辦，因基隆與桃園公會皆有興趣參與，故提請討論將

本學術活動更名為北區醫事放射聯盟學術論壇。費用分攤由雙北各自負擔所提報之講

師費用。場地、場佈、茶點由主辦方負責。 

決 議：同意通過。(結案) 

案由五：新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年度活動表討論案 

提案者：蘇逸欣 常務理事  

上期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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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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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經會後協調輔大醫院認養明年九月學術活動，亞東醫院認養八月。目前還

有 12 月及隔年 2-3 月鼓勵新北市各醫院認養。本工作計畫一經確認，恕不接受臨時

性要求之協辦課程，學術工作計畫如下表： 

月份 活動 

109 年 01 月 
第二週週間理監事聯席會 

醫院與公會主辦課程(無) 

109 年 02-03

月 
醫院與公會主辦課程(淡水馬偕醫院) 

109 年 03 月 第二週學會年會 

開放認養 



109 年 04 月 
第二週週間理監事聯席會 

第四週公會會員代表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109 年 05 月 醫院與公會主辦課程(暫定亞東醫院-可再協調) 

109 年 06 月 醫院與公會主辦課程(暫定雙和醫院-可再協調) 

109 年 07 月 第二週週間理監事聯席會 

109 年 08 月 醫院與公會主辦課程(暫定亞東醫院-可再協調)  

109 年 6-8 月 安排三場次電影欣賞 

109 年 09 月 醫院與公會主辦課程(輔大醫院) 

109 年 10 月 
第二週週間理監事聯席會 

第四週北區醫事放射聯盟學術論壇 (將與台北討論固定日期) 

109 年 11 月 
第一週全聯會年會 

第三週會員康樂活動 

109 年 12 月 醫院與公會主辦課程(恩主公) 

110 年 01 月 
第二週週間理監事聯席會 

醫院與公會主辦課程(無-可認養) 

110 年 2-3 月 醫院與公會主辦課程(無-可認養) 

110 年 03 月 第二週學會年會 

決 議：整理資料並公告於公會網站，開放新北市醫院認養協辦課程。(持續追蹤) 

 

八、本期提案討論事項： 

提案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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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監事會審核。 

決 議：同意通過。(結案) 

提案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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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通過。(結案) 

提案三：提請討論 109 年度歲入歲出預算書審查。(如附件一) 

提案者：理事會 

說 明：依預算決算之編審，社會團體應於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工作 

計畫書及收支預算表，於年度開始前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決 議：修正後，同意通過。(結案)  

提案四：提請討論 109 年度工作計畫書審查。  

提案者：理事會 

說 明：依預算決算之編審，社會團體應於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工作 

計畫書及收支預算表，於年度開始前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主席補充：建議修改「精簡、合併」章程中第七項之會員業務之服務項目，如下表： 



項 目 實 施 辦 法 

一、 協助政府推行政令 上級指示或規定事項轉知會員遵守，並注意商隱民情轉

達上級作為參考。 

二、 參加各種社團活動 凡參與各種社團活動，本會應參加者，且參加協助；如

遇災變或慈善公益事項，由本會撥款或發動捐獻。 

三、 召開會員大會 定期召開會員大會，審議經費預、決算書並討論提案等

事宜；同時公佈本會收支結算金額。 

四、 召開理監事會 按章程規定之會期，參照實際情形召開會議。 

五、 召開各種會議 必要時報准召開 

六、 執行預算平衡收支 嚴格執行預算，撙節經費開支，以達經費收支平衡。 

七、 會員業務之服務 (1) 協助會員辦理各項執業登記申請或變更。 

(2) 建立會員資料，促進會員親睦暨福利。 

(3) 辦理各項會員活動，強化會員向心力。 

(4) 發展醫學影像技術暨放射性相關診療等技術學，提

高服務品質。 

(5) 會員婚喪喜慶之聯繫必要協助。 

(6) 協助辦理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研討會。 

(7) 宣導醫療輻射品質及輻射防護。 

(8) 協助及配合醫療主管機關之防疫工作推動及宣導。 

(9) 辦理會員團體保險事宜。 

(10) 辦理會員康樂活動。 

決 議：同意通過修改章程內容七、會員業務之服務之內容並精簡為八項。(結案並

並於明年 4 月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送社會局核備) 

提案五：提請討論北區放射師公會聯盟合作備忘錄內容。(如附件二) 

提案者：理事長 

說 明：為促進會員學術交流及福利共享之目的，特訂定之。 

決 議：同意通過。(結案) 

補充說明：10/16 日四會理事長共識，針對效期及總召任期於為兩年。每年 9-12 樂舉

辦北區聯盟醫事放射論壇，四城市輪流舉辦。每半年由總召召開聯席會，餐費由各自

公會支應。 

提案六：提請討論欲購置會館之總金額與坪數(與功能性及用途有關)。 

提案人：沈里國常務監事 

說  明：108 年 8 月 26 日會務發展暨永久會址評估委員會會議決議如下： 

1. 目前的公設比約在 30~38%。以 20 年期利率 2.0%為例，每月攤還之金額(攤還/貸

款)：2.02 萬/400 萬。2.27 萬/450 萬。2.53 萬/500 萬。 

2. 公會可以動用的資金約 190 萬。 

3. 購屋的議價空間大概可打 9 折。所以可以找總價約 600 萬的房子，再進行議價。 

4. 考慮會館的功能性及用途，不含公設實際坪數以 10~15 坪較適合。(以公設比 35%



計算，購屋總坪數約 15.38~23.07 坪。 

5. 建議在公會 line 群組公告訊息(購置會館總價 600 萬元內，不含公設實際坪數約

10~15 坪。)，讓會員了解公會的會址，目前暫時在永和租賃商業微型辦公室，不

是長久之計。為使會務順利運作，凝聚放射師向心力和永續經營，有購置會館之

需要。因此評估規劃推動購置會館。若會員有相關的建議或售屋訊息，麻煩請於

108 年 12 月底之前，提供給公會會務人員。 

決 議：先暫訂購置會館預算及空間需求總價 600 萬元內，不含公設實際坪數約 10~15

坪。合併提案七之決議，於公會 line 群組公告訊息，如會員有相關建議或售屋訊息，

可隨時提供給會務人員彙整，如有適合的物件可於每季理監事聯席會議提出。 (持續

追蹤) 

提案七：提請討論欲購置會館之地點及大樓類型，請討論。 

提案人：沈里國常務監事 

說  明：108 年 8 月 26 日會務發展暨永久會址評估委員會會議決議如下： 

1. 購置地點，建議以有新北市公車站牌，公車可到達之處即可。 

2. 會館類型建議不設限(例如商辦、華廈、公寓、工業住宅、法拍屋)。 

3. 各位會員及各位理監事，若有相關的建議或售屋訊息，麻煩請您主動提供給公會

會務人員。 

決  議：以有新北市公車站牌，公車可到達之處為考量;會館類型不設限。(結案) 

補充說明：會議確認，公會 line 群組公告訊息內容如下： 

各位新北市公會會員您好：公會會址目前暫時在永和租賃商業微型辦公室，每年約需

12 萬元租金，不是長久之計。為使會務順利運作，凝聚放射師向心力和永續經營，有

購置會館之需要。因此評估規劃推動購置會館。 

業經第七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討論公會購買能力及空間需求後，共識為預算總價 600

萬元內，空間需求不含公設實際坪數約 10~15 坪。以有新北市公車站牌，公車可到達

之處為考量;會館類型不設限。 

如會員有相關會館建議或售屋訊息，可隨時提供給會務人員彙整。如有適合的會館物

件，將於每季理監事聯席會議提出討論，並於會員大會提案通過後始得購買之。 

以上說明 

提案八：提請討論醫事放射師會員新生兒女補助辦法。 

提案人：吳銘哲理事 

說  明：108 年 10 月 3 日會員權益暨康樂活動規畫小組會議決議如下： 

為補助公會會員新生兒女，提案討論新增會員新生兒女補助辦法。讓會員於新生子女

通報戶口後，將戶籍騰本掃描上傳至公會 LINE 或 E- MAIL，即可申請，一名新生兒，

補助 500 元。 

決 議：同意通過。(結案並於明年 4月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公告實施) 

提案九：提請討論會員及其子女獎助學金辦法。 

提案人：吳銘哲理事 

說  明：108 年 10 月 3 日會員權益暨康樂活動規畫小組會議決議如下： 

補助對象以國小生為主，每學期學業平均 90 分或優等以上，可申請獎學金 200 元，

並於年度健走活動時頒獎，需現場出席。 



決 議：補助對象以會員子女國小生為限，每學期學業平均 90 分或優等以上，可申

請獎學金 200 元。得獎學生需現場出席，公會將致贈獎狀乙張及禮券 200 元以茲鼓勵。

申請期限以學年度(上下學期)為一單位，預期不可追朔，一年限申請請領乙次；並擇

期通知於公會公開活動中頒獎。(結案並於明年 4月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公告實施) 

提案十：提請追認 2019 年康樂活動規劃地點及相關公益活動獎勵。 

提案人：吳銘哲理事 

說  明：2019 年健走摸彩活動預計會在 12 月 22 日(日)早上舉辦，地點目前預定在中

和四號公園，有室內場地可以租借，附近有永安市場捷運站以及共融遊樂設施。因場

地預訂需趁早，故先預訂場地並付押金，另為提倡公益健行活動可找捐血車一起，會

員捐血送 100 禮券乙張，以上提請討論。 

決 議：同意通過，會後請銘哲與新北捐血中心聯絡出車事宜。令捐血活動需為整日

行程，故要另行安排工作人員至下午 5點整。（結案） 

提案十一：提請討論 11 月 17 日北區醫事放射聯盟學術論壇工作分配。 

提案人：蘇逸欣常務理事 

說  明：11 月 17 日將假亞東紀念醫院辦理「北區醫事放射聯盟學術論壇」，當日工作

分配表如下： 
項目 工作內容 負責人員 

1 大會宣傳布幕、海報設計及輸出 OK 林芮祁 

2 演講講師聯繫、講師 C.V.資料 黃逸君 

3 大會手冊-1-封面、雙北理事長的話 蘇逸欣、林益仙 

4 大會手冊-2-課程表(議程) 蘇逸欣 

5 大會手冊-3-介入性血管攝影之應用介紹 黃逸君 

6 大會手冊-4-CCTA 經驗分享介紹 張明暉 

7 大會手冊-5-呼吸調控在放射治療臨床的應用介紹 古美蘭 

8 大會手冊-6-由法規與指引來看碘-131 病房的管理及衛教介紹 黃兆駿 

9 第一堂課兩性課程介紹(包含講師介紹 OK) 鄭又淑 

10 第四堂課法規課程介紹(包含講師介紹) 鄭又淑 

11 大會手冊統整 張明暉 

12 訂餐點 林巧茹 

13 會場佈置 黃兆駿、古美蘭 

決 議：同意通過。另餐點及會場佈置由林芮祁常理、黃兆駿、古美蘭理事、林巧茹

會務共同協助完成。（結案） 

 

九、臨時動議：無 

十、會議內容確認 

十一、會議結束時間(2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