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7 屆第 5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一、時    間：109年 4月 29日（星期三）下午 17時 30分 

二、地    點：視訊會議  

三、出席人員： 

理事長：錢信德  

常務理事：林芮祁、黃逸君 

理事:古美蘭、吳銘哲、李守媖、林國基、張明暉、郭柏佑、黃兆駿、廖志融、廖維

鑫、鄭又淑、陳俊豪、鐘國書 

常務監事：沈里國 

監事：李桂樑、林徑維、柯雅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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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務：林巧茹 (會議記錄) 

四、主席：錢信德 

五、主席致詞： 

1.因應疫情關係，新北市社會局有幾項公告，理監事聯席會得用視訊會議(與 line文

字討論不同)召開，另將相關決議事項於會員大會報告追認。因此本次會議會全程錄

影錄音並以 QR code簽到留存紀錄給社會局核備。 

2.許多防疫權益全聯會及地方公會皆努力爭取中，幾項議題請代為宣導會員週知： 

2-1.放射師執行篩檢業務津貼的部分，依據衛部醫字第 1091662124號及執行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醫療照護之醫事人員津貼申請作業須知，專責醫事放射人員之認定，以

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疑似或確診住院個案之放射線攝影檢查專責醫事放射人員

申請津貼，採人月計之。轉述全聯會杜理事長解釋：關於每月 10000元乙事，專責放

射師的概念來自於分艙分流的做法。所以每月一萬不是當月所有照負壓的放射師分，

而是確實有照到負壓的放射師都有。請代為宣導轄內收治之專責醫院主管應依照具體

事實確實填寫，是 10000元/人月，需造冊給實際執行的放射師本人做簽核之動作。

2-2.日前網路所 PO的 100元/班，實乃醫院自行給予同仁獎勵津貼，這是各家醫院權

責，公會沒有立場介入代為爭取，請諒察。  

3.3/27公會行文新北衛生局，暫緩社區篩檢業務乙案。衛生局於 4/7函覆同意因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本市轄內 29區衛生所已於 109年 3月起停止社區篩檢業務至 6

月底止。另恐將衝擊乳攝醫療院之乳攝車運作，造成業務損失，建請國健署將乳攝業

務納入紓困條例考量 。 

4.有關防疫裝備之取得，仍需參考 CDC指引來爭取，因此目前全聯會已請立委代為發

聲爭取防水隔離衣納入指引。另新北公會代為發放醫事放射所口罩，也依照國家實名

制規定發放，領取業主本人領取須提供執業執照及身分證影本，並於領取名冊簽核。

代領者須出示委託書及業主之執業執照及身分證影本，及領取人之身分證影本留存公

會。無法用寄送方式請會員諒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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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01月 01日至 108年 12月 31日，餘絀 負 52,576元。108年 12

月 31日結存款 3,858,896元(包含活存 715,360元；此活存結餘款併入 109年現金流。

109年 01月 01日至 109年 03月 31日，收入 124,103元；支出 195,041元。上期併

入本期現金流 715,360元。本期結存款 644,422元。 

公共關係發展暨培訓青年幹部委員會(林芮祁)：  

如上期決議追蹤事項提案一及討論事項議題六。 

學術活動籌備暨放射技術提升委員會(黃逸君)： 

學術委員會配合全聯會提供線上課程，另公會合辦之課程可提供相關授課資料給全聯

會，全聯會會提供講師費 1600元/次給講師，其餘事項如討論事項議題五。 

會員權益促進暨康樂活動規畫委員會(吳銘哲)： 

如上期決議追蹤事項議題二及臨時動議議題。  

 

七、上期會議決議追蹤： 

提案一：提請討論第七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舉辦時間、地點、形式。 

提案者：公共關係委員會 

執行情形：經理監事聯席會舉手表決是否辦理餐敍投票(同意 13票、不同意 3票)，

餐敍地點投票:土城古都餐廳 13票、新莊天賜良緣餐廳 8票。故決議：本次會員代表

大會將以餐敍方式辦理．將以土城古都餐廳為第一考優先，如古都餐廳無法承作再依

序議價天賜良緣餐廳，並搭配議題四之決議執行。 

主席裁示：因疫情關係，今年取消會員餐敘及學術活動的安排，僅舉辦會員代表大會，

日期待七月理監事聯席會確認。(結案)   

提案二：提請討論第七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擬發會員禮品(卷)相關事宜。 

提案者：會員權益促進委員會 

執行情形：經理監事聯席會舉手投票表決方案一 12票、方案二 6票。通過方案一，

但書:餐廳議價後費用不可超過 109年會員代表大會編列預算。另於會後開放會員餐

敘意願調查，如會員有餐敘人數未超過 1/2維持於醫院舉辦(方案六)。 

方案一、會代親自出席得請領 500元出席禮卷，會員無論出不出席餐會仍有 200元禮

卷，出席餐會另可有現場抽獎。 

林芮祁常理補充：會後投票結果，投票會員數過半，表決結果如下圖 

 

 

 

 

 

 

 

主席裁示：會員在無疫情前提下的確有意願參與餐敘活動，因此決議明年如疫情穩定



 

且禁令解除，將依照調查結果執行第七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暨會員餐敘活動，不再

另行調查。(結案) 

 

八、本期提案討論事項： 

議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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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支出 

科目名稱 金額 科目名稱 金額 

上期結存 715,360  本期支出 195,041  

     聯邦活存(註) 700,000       聯邦活存 171,520  

     聯邦定存 0       聯邦定存 0  

     劃撥帳戶 5,860       劃撥帳戶 430  

     華南活存 2,977       華南活存 0  

     零用金 6,523       零用金 23,091  

本期收入 124,103  本期結存 644,422  

     聯邦活存 37,500       聯邦活存 565,980  

     聯邦定存 7,203       聯邦定存 7,203  

     劃撥帳戶 79,400       劃撥帳戶 84,830  

     華南活存 0       華南活存 2,977  

     零用金 0       零用金 -16,568  

合計 839,463  合計 839,463  

決 議：會後請會務將支出憑證給財理吳銘哲簽章，再給常監沈里國簽核。(結案) 

議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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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請監事會審核。 

決 議：通過。(結案) 

議題三：追認會員提出請公會購買面罩討論事宜 

提案者：錢信德 

說 明：3月份會員提出，請理監事投票表決結果如左圖，理

事長依據表決結果執行，並已回覆會員下述意見： 

親愛的會員您好,您的意見已反映給理事長處理,經了解回饋

意見如下: 

1.依據 CDC的 PPE防護規範(如圖)放射師如有業務上疑慮，

請單位主管向院方申請。院方應提供必須之防護裝備。 

2.去電貴院了解, 貴院已規劃統計購置面罩(如圖),如需公

會代為提供廠商資訊,亦可請院方主管洽詢公會 

以上提請追認並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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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通過。(結案) 

議題四：本會因蘇逸欣常務理事請辭，理事職缺由鐘國書後補理事遞補乙案 ; 蔡宛

庭候補理事因生涯規劃已離開臨床工作，請辭後補理事乙職，提請審議。 

提案者：理事會 

說 明：因應社會局要求，需提案追認。 

決 議：追認通過，並請會務再將相關資料補報備給社會局。(結案) 

議題五：醫院與公會合辦課程之線上影音課程補助事宜 

提案者：學術活動籌備暨放射技術提升委員會 

說 明：今年度原本規劃與醫院合辦之繼續教育課程，因疫情關係多半暫停或改為線

上課程。因此與全聯會洽詢結果，全聯會網站可以放 YouTube 連結，可以用影音檔認

列繼續教育課程。 

建議方案：依據原訂年度認養合辦課程醫院名單，如該醫院可提供線上課程影音檔及

考題、講師 CV。公會會務代為提供給全聯會上傳並認列為網路繼續教育課程學分 ，

公會依照原本合辦規定補助 3000元/次。 

決 議：會後請會務跟全聯會確認是以文書檔或影音檔呈現，並詢問全聯會會給講師

費 1600元之規範為何？還有其他相關資料的提供。另本會補助 3000元/次限 7-4會

議中確認之合辦醫院。(持續追蹤) 

議題六：公會 line bot會員加入狀況及未來規劃會員服務討論事宜(鼓勵會員加入

LINE 並回覆真實姓名及相關資訊) 

提案者：公共關係發展暨培訓青年幹部委員會 

說 明：目前 line bot的有效會員人數 596人，已請會務依照醫院及身份別(會員或

會代)做標籤。line bot可依據標籤作推播功能，因此擬提出討論是否可善加利用電

子表單及線上化功能做更多會員服務。 

建議方案：預計可以規劃的會員服務，如線上投票、線上推播、線上課程、特定會員

推播訊息⋯等服務，搭配原有的線上入退會申請及其他各項業務申請。 

另可利用優惠卷的功能，例如我們跟哪些特約廠商合作。他們若有活動，我們可利用

line製作優惠卷推播給有效會員，會員只要店家出示那個優惠卷就可以使用。如此可

以把會員不可能隨身攜帶執業執照跟工作證的問題解決。以上說明  

決 議：線上化、無紙化業務應是趨勢，本會業務平台將會善加利用現有的 line官

方帳號。檢視目前已參加 LINE的有效會員約 75%，尚有 25%會員未回覆姓名或未加入；

因此請各位理監事鼓勵轄內會員加入本會的 LINE官方帳號並回覆真實姓名及相關資

訊，未來委請林芮祁常理幫忙提出更多便利會務的服務。(持續追蹤) 

 

九、臨時動議： 

議題一：提請討論公會會員代表大會規劃日期及形式 

提案者：會員權益促進委員會 

說 明：因疫情順延之會員代表大會，目前也受限於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所頒佈之室內

100人上限的禁令，而無法召開，需討論順延召開的日期及形式。以上說明  

決 議：今年會員代表大會不舉辦餐敘活動，並於 7月理監事聯席會再決議日期。(持



 

續追蹤)  

議題二：今年公會電影活動欣賞暫停討論案 

提案者：會員權益促進委員會 

說 明：往年七月安排電影欣賞活動，本年度因疫情及國家禁令，導致無法提前規劃

作業，擬提議暫停辦理。 

決 議：同意暫停辦理，並將原編列之電影欣賞預算換算禮卷，換算後所有有效會員

數約增加 100元禮卷金額，將於會員大會召開後一併發放給會員。(結案) 

議題三：承上題，會員及會員代表的禮券發放金額及時間討論案 

提案者：會員權益促進委員會 

說 明：往年禮券會在 4月左右會員代表大會後發放，本次因逢疫情會員代表大會延

後辦理，是否援往例，仍於會員代表大會後開始統一發放。並請確認因餐敘取消，故

發放之禮卷金額是否比照前一年度為會代出席 200元/人，會員 500元/人。  

決 議：為鼓勵會代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且避免大醫院及散區發放時間不一致，造成會

員誤解，決議禮卷種類及採購通過由會務協助選擇購買，會代出席禮卷 200元，會員

600元。 

1. 金額會代出席禮卷 200元/人，會員 500元/人+電影欣賞補助 100元/人。 

2. 發放時間統一於會員代表大會後一併發放。 

(結案，並請會務於公會官網最新消息公布及 line推播給本會會員知悉) 

 

十、會議內容確認 

十一、會議結束時間(18:45) 

十二、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