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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七屆第三次理監事會會議紀錄 
一、時間：107 年 8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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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各位理監事在百忙之中抽空參加本次會議，今天提案較多，請直接進行會議，謝謝!! 

四、出席：如會議簽到簿 

五、列席：如會議簽到簿 

六、記錄：呂欣倫 

七、司儀：林靖瀅 

八、主席報告：楊理事長邦宏 

九、監事報告：黃常務監事瑞明(如監事會對理事會建議事項 1~4) 

十、主席指示事項辦理及歷次列管案件分辦情形(附件一，第 5頁)。 

十一、報告會務工作 

1.會員異動情形︰ 

107 年 7 月份︰入會人數 14 人、退會人數 6人、歇業人數 1人、停業 2人。 

目前會員人數 1434 人(不含歇業 14 位；停業 28 位；停權 10 位）。 

2.收支決算：如附件二、三、四(第 6頁至第 8頁)。 

3.收發函件： 

107.07.01-107.07.31 共收函 5件。 

107.07.01-107.07.31 共發函 5件。 

十二、監事會對理事會建議事項： 

1.於活動結束後各小組開檢討會議，確實進行檢討與改善方案，俾利本會會務之推動。 

2.理監事議對於理監事聯席會決議事項應持續追蹤進度，並確實執行如有疑慮或無法執行時應會議中

提出討論或進行修正。 

3.危險勞工之相關議題，於第 5、6 屆理監事會議討論，但仍無進度。因攸關全體放射師的權益，建

請理事會提案討論，似本會理監事會議通過後，再發文給全聯會進行提案以確保全國放射師之權益。 

4.特約商店的簽約、續約及使用辦法請再次確認。 

十三、各委員會報告 

(1)財務委員會【資訊財產管理委員】 

已審閱過 7月份收支決算表並用印完成，謝謝!! 

(2)學術委員會 

上次研討會設計了 QR Code 讓會員填寫，但回覆率不高，本次研討會將嘗試每堂下課時提醒會員填

寫，來提高會員的回覆率。 

(3)編輯委員會 

目前雜誌稿件不足，目前只有兩篇，煩請各位協助催稿，謝謝!! 

(4)公共關係委員會 

自強活動與歲末尾牙活動稍後於提案內討論。 

(5)權益促進暨法規委員會 

1.預計 10-11 月和全聯會合辦放射師正名淨灘的活動。 

2.本會多間特約商店合約已到，已陸續進行續約(星美商旅因作業疏失本委員會決定不再續約)，除

了舊有的特約商店需鞏固外，另想洽談天成飯店、樂聲戲院、鼎泰豐..等等商店，為會員謀福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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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國際事務委員會 

近期將討論第七屆評選委員會名單及相關韓方的迎賓規則，屆時提出至理監事會議討論。 

十四、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人：楊邦宏 理事長

案  由： 擬聘陽明大學吳東信教授擔任本會第七屆總幹事一職，提請討論。 

說  明： 本案業經 7-3 常務理監事會議：通過，提至下次理監事會議討論。 

決  議： 通過。（理事應到：25 人，實到：18 人，表決 17 票同意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人：楊邦宏 理事長

案  由： 
衛生福利部預告修正「特定醫療技術檢查檢驗醫療儀器施行或使用管理辦法」乙案，提請討

論。 

說  明： 

一、附件一：建議修改第三章特定檢查、檢驗比較表； 附件二：特定醫療儀器建議修改事項

比較表。 

二、本案業經 7-3 常務理監事會議：通過，提至下次理監事會議討論。 

決  議： 通過。（理事應到：25 人，實到：18 人，表決 18 票同意通過）。 

 

提案三 提案人：杜俊元 常務理事

案  由： 懇請發文詢問全聯會是否以有計劃性的方式，將醫事放射師依其業務性質爭取列為危勞。 

說  明： 

一、本案業經 7-3 常務理監事會議：通過，提至下次理監事會議討論。 

二、法源：公務人員危勞職務認定標準第二條 

本標準所定公務人員危勞職務，應本於專業知能，從事兼具下列特性之職務： 

(一)危險性工作：指從事具有危害身心健康或生命安全之工作。 

(二)勞力性工作：指從事須輪班、夜間工作、工作時間因職務特性必須超過一般勤務時間

或具高度變動性，致超越一般公務人員執行職務工作負荷之工作。 

有關公務人員辦理自願退休的種類，分為一般自願退休及危勞降齡自願退休 2種，依其辦

理退休的種類不同，請領月退休金的條件也有分別。 

在危勞職務月退休金起支年齡方面，辦理危勞職務自願退休時，退休年資未滿 15 年者，

給予一次退休金；退休年資未滿 15 年且年滿 55 歲者、得依退休金種類規定，擇一支領，

而退休年資滿 15 年而未滿 55 歲者，則可依規定擇一支領退休金。 

決  議： 通過。（理事應到：25 人，實到：18 人，表決 15 票同意通過）。 

 

提案四 提案人：杜俊元 常務理事

案  由： 醫事放射師正名淨灘活動乙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預計 107 年 11 月 24 日(六)與全聯會合辦淨灘活動乙案，活動行程如下： 
活動行程 費用預估 

上午 桃園 半日遊 
午餐 

下午 2 點集合淨灘比賽說明 
5 點秤重頒獎 

出席估計 40 人 
遊覽車 $15,000 
午餐一桌 $3,000*4(桌)=$12,000 
晚餐餐盒大約$5,000 
保險每人$100 

二、報名上限 40 人(會員及眷屬)額滿為止，活動費用會員每人約$900 預繳$500，當天退費
$400。 

決  議： 不通過。通過。（理事應到：25 人，實到：18 人，表決 1票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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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 提案人：杜俊元 常務理事

案  由： 提請修正公會會員子女獎助學金申請辦法(附件五，第 9頁)。 

說  明： 

會員子女獎助學金申請辦法 

修正前 修正案 1 修正案 2 說明 

第三條 本會會員及其
配偶直系子女就讀於
國中、高中（職）或大
專院校。 
其前學年度上下學期
成績總平均均八十分
以上，以成績排序，擇
優錄取。 
․每學年頒發乙次，大
專院校、高中（職）、
國中生等各 5 名。 
․大專院校生新台幣
1,500 元，高中（職）
新台幣 1,000 元，國中
生新台幣 500 元及獎
狀一張（或獎品一
份）。 

第三條 本會會員及
其配偶直系子女就讀
於國中、高中（職）
或大專院校。 
其前學年度上下學期
成績總平均均八十分
以上，以成績排序，
擇優錄取。 
․每學年頒發乙次，
大 專 院 校 、 高 中
（職）、國中生等各
10 名。 
․大專院校生新台幣
2,000 元，高中（職）
新台幣 1,500 元，國
中生新台幣 1,000 元
及獎狀一張（或獎品
一份）。 

第三條 本會會員及其
配偶直系子女就讀於
國中、高中（職）或大
專院校。 
其前學年度上下學期
成績總平均均八十分
以上，以成績排序，擇
優錄取。 
․每學年頒發乙次，大
專院校、高中（職）、
國中生等各 5 名。 
․大專院校生新台幣
2,000 元，高中（職）
新台幣 1,500 元，國中
生新台幣1,000元及獎
狀 一 張 （ 或 獎 品 一
份）。 

修正前預計花費 
1,500*5= 7,500 
1,000*5= 5,000 
500*5= 2,500 
總計 15,000 元正 
修正案 1 
修正後預計花費 
2,000*10= 20,000 
1,500*10= 15,000 
1,000*10= 10,000 
總計 45,000 元正 
修正案 2 
修正後預計花費 
2,000*5= 10,000 
1,500*5= 7,500 
1,000*5= 5,000 
總計 22,500 元正 

第七條 本辦法須經會
員大會通過後實施，修

改時亦同。 

第七條 本辦法由財
務委員會編入預算，
報請理事會通過後實

施。 

第七條 本辦法由財務
委員會編入預算，報請
理事會通過後實施。 

同會員在職進修獎助學
金申請辦法。 

本案業經 7-3 常務理監事會議：通過，提至下次理監事會議討論。 

決  議： 通過修正案 2，修正後如附件。（理事應到：25 人，實到：18 人，表決 18 票同意通過）。 

 

提案六 提案人：黃素貞 常務理事

案  由： 107 年度下半年自強活時間、地點、行程(附件六，第 10 頁-第 11 頁)提請討論。 

說  明： 一、時間：107 年 10 月 7 日(星期日)、107 年 10 月 14 日(星期日)、107 年 10 月 21 日(星期
日)，三擇一。 

二、地點：大阪根烤肉及鉛筆工廠+梅花湖一日遊。 
三、人數：上限 200 名。 
四、費用：會員自付$100(會員預繳報報名費全額，當天退費) 

決  議： 一、時間：107 年 10 月 14 日(星期日) （理事應到：25 人，實到：18 人，表決 13 票同意通
過）。 
二、地點：大阪根烤肉一日遊（理事應到：25 人，實到：18 人，表決 13 票同意通過）。 
三、人數：上限 200 名。 
四、費用：會員自付$100(會員預繳報報名費全額$1,350，當天退費$1,250) 

 

提案七 提案人：黃素貞 常務理事

案  由： 本會歲末尾牙乙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時間：107 年 12 月 1 日(六)、107 年 12 月 15 日，二擇一。 
二、地點：海霸王餐廳(中山店)、一郎日本料理(旗艦店) ，二擇一。 
三、人數：上限 300 名。 
四、費用：海霸王$3,500、$5,000/桌，一郎日本料理(旗艦店)$5,000/桌，二擇一。 
    (不含酒錢不含稅) 
五、會員需預繳全額餐費，當天全額退費。 

決  議： 一、同意辦理歲末尾牙活動（理事應到：25 人，實到：18 人，表決 14 票同意通過）。 
二、時間：107 年 12 月 15 日晚上（理事應到：25 人，實到：18 人，表決 15 票同意通過）。
三、地點：海霸王餐廳(中山店) （理、監事應到：32 人，實到：23 人，表決 21 票同意通過）。
其餘細節請相關委員籌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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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八 提案人：會務處

案  由： 為使本會出席活動時理監事服裝能一致性，是否製作西裝外套一件或背心、夾克，提請討論。

說  明： 請討論預算及數量。 

決  議： 同意製作夏天 POLO 衫和冬天夾克。 

  

提案九 提案人：劉致康 常務理事

案  由： 
提請同意修正本公會「理監事赴韓參與首爾特別市放射線士會年會輪值辦法」(附件七，第

12 頁)，第四條。 

說  明： 

原第四條：「人員輪值名單由國際事務委員會分三梯次規劃，除理事長及國際事務委員會主任

委員為當然出席人員外，每梯次出席之理監事人數不得超過十人，總出席受公會補助人數(含

發表者二人)不得超過十四人。」，擬增列：「…每梯次出席之理監事人數不得超過十人，總出

席受公會補助人數(含發表者二人)不得超過十四人；惟當年輪值理監事同時為發表者時，不

受該屆理監事『任期內之補助以一次為限』之限制。」 

 

決  議： 通過，修正如附件。（理事應到：25 人，實到：18 人，表決 18 票同意通過）。 

 

提案十 提案人：劉致康 常務理事

案  由： 
提請同意修正本公會「會員代表公會出席首爾_國際會議論文發表遴選辦法」(附件八，第 13

頁)，第五條之註二。 

說  明： 

原第五條註二：「評選委員會之組成由本會理事長、學術委員會主委及編輯委員會主委為當然

委員外，另外遴聘四位委員提名本會理監事會討論通過後組成…」，擬更改為：「評選委員會

之組成由本會理事長、國際委員會主委、學術委員會主委、編輯委員會主委、以及常務監事為

當然委員外，另外遴聘五位委員提名本會常務理監事會討論通過後組成…」。 

決  議： 通過，修正如附件。（理事應到：25 人，實到：18 人，表決 18 票同意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人：會務處

案  由： 本會財產編號 26 數位相機已壞並已達報廢年限(8 年)，提請報廢。 

說  明： 已於 107 年 7 月購買新的數位相機。 

決  議： 通過。 

 

十四、臨時動議 

臨時動議一 提案人：劉致康 常務理事

案  由： 請落實理監事赴韓參與首爾特別市放射線士會年會輪值辦法第二條。 

說  明： 第二條：前項條文所列代表赴韓參與學術交流之人員，以本會現任之理監事為限。 

決  議： 通過。 

十五、散會：下午 9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