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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七屆第七次理監事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108 年 9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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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 21 人、監事 6人 

五、列席：總幹事吳東信 

六、記錄：林靖瀅 

七、主席報告：楊理事長邦宏 

各位理監事大家晚安，大家好。謝謝大家忙碌中前來開會，等等有幾個提案討論，勞請大家能

提出完善的想法。本會另一事項；社團法人的部份請各位理監事協助填寫願任同意書；也因為

之後需至法院辦理法人登記相關事宜，會務處將會進行刻印所有理監事的姓名印章(木頭印

章)，謝謝。 

八、監事報告：黃常務監事瑞明 

理事長、總幹事、各位理監事，大家晚安。監事會對理事會的建議已於第十一項中列出，請大

家參考，以上謝謝。 

九、主席指示事項辦理及歷次列管案件分辦情形(如附件一，第 5頁至第 6頁)。 

十、報告會務工作 

1.會員異動情形︰ 

108 年 8 月份︰入會人數 10 人、退會人數 5人、歇業人數 1人、停業 1人。 

目前會員人數 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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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頁至第 9頁)。 

3.收發函件： 

108.08.01-108.08.31 共收函 3件。 

108.08.01-108.08.31 共發函 5件。 

十一、監事會對理事會建議事項： 

1.因雜誌投稿簡則已修訂，建請行文給各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告知本會所發行之期刊頻次為每年

度發行一期，並接受全國醫事放射師公會有效會員之投稿，也可增加雜誌文章數量。 
2.建請理事長成立 20 週年籌備會議之委員，提前規劃相關慶祝活動。 

十二、各委員會報告 

(1) 財務委員會【資訊財產管理委員】 

理事長、各位理監事、大家晚上好。財務委員會幾件事情報告： 

1. 已於 9月 16 日進行本次財務報表核章。 

2. 財務委員會持續與各相關的委員會進行活動的討論以及相關費用的瞭解，其中有關

於下次要辦的自強活動，公共關係委員會正在安排中；電影欣賞的部份請在就包場

的參加人數再作討論，以上謝謝。 

(2) 學術委員會 

理事長、總幹事、各位理監事大家好。8月 17 日於臺大醫院所辦的繼續教育活動已經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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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達成，非常感謝臺大醫院的工作人員及當日到場的理監事與會務處的協助。下一個場

次於 11 月 23 日(六)在新光醫院，課程內容已定為 CT 非年度的品保及輻防法規，已經

邀請了 2位講師；希望此次的活動因有先列於公會的入口網站能讓欲參加的會員提前排

班前來參加上課，以上報告，謝謝。 

(3) 編輯委員會 

理事長、常務監事、總幹事、各理監事，大家好。編輯委員會 2件事情報告： 

1. 北市醫放雜誌已完成 3篇的稿件審稿，新北市公會也將投稿一篇，目前尚缺 2篇，

請各位理監事回醫院多多鼓勵大家投稿，謝謝。 

2. 會務處已協助完成以公文方式告知全國各地方公會，鼓勵全國會員可多多投稿至北市醫放

雜誌，以上報告，謝謝。 

(4) 公共關係委員會 

理事長、各理監事，大家晚安。幾件事情報告： 

1. 有關於日前的自強活動-電影欣賞，參加活動的會員反應都很不錯；財務委員會所提

的包場參加人數相關，去年及今年活動辦理後基本出席人數約落於 180 人左右，因

前面幾排座位較無法正常使用，所以此次才會包場座位 222 位的電影廳。 

2. 會員尾牙活動將於 11 月 30 日舉辦於華港城婚宴會館。 

3. 今年第二次的自強活動-保齡球賽，等提案討論時再請高理事協助說明，以上報告，

謝謝。 

(5) 權益促進暨法規委員會 

理事長、常務監事、總幹事、各理監事，大家晚安。續接 7-6 理監事會議討論的國際期

刊論文發表獎勵辦法，已列於今天的提案一，請大家等等一起討論，謝謝。 

(6) 國際事務委員會 

理事長、各理監事，大家好。明年是本會的 20 週年，於大會方面會有擴大的活動辦理，

以及國際相關的交流於今天的提案二，勞請大家再一起討論，謝謝。 

十三、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權益促進委員會

案  由： 台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國際期刊論文發表獎勵辦法(附件五，第 10 頁)，提請討論。 

說  明： 本案經 7-6 理監事會決議： 

內容由權益促進委員會修改後，於下次理監事會議再提出討論。 

決  議： 

 

通過，詳如附件；並將此訊息置入「北市醫放雜誌」內頁及全國醫事放射師入口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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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人：會務處

案  由： 本會 20 週年慶國際會議邀請貴賓韓國與日本的進度，提請討論。 

說  明： 

決  議： 

本案經 7-6 常務理監事會決議： 

1.邀請對象(國家)：韓國/日本/北京 

2.日本：1-2 篇發表、住宿最多 2間房/雙人床、4人出席為原則 

3.韓國：可於明年換約時提出欲修改的部份(例：兩會互訪人數…) 

4.109 年大會日期：109 年 4 月 19 日(109 年 4 月 18-4 月 21 日) 

5.109 年 4 月份來訪貴賓住宿可安排：沃田旅店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七段 113 號 

(http://mellowfields.com.tw)，或其他飯店 

6.109 年大會會場：臺北榮民總醫院、台北馬偕紀念醫院、臺大醫院，擇其一 

(會議室 2大間 1小間) 

1. 邀請對象(國家)目前以韓國/日本為主要；但不排除北京。 

2. 日本同意 1-2 篇發表、住宿最多 2間房/雙人床、4人出席為原則。（理監事應到：32

人，理監事實到：21 人，表決 19 票同意通過） 

3. 109 年與韓國換約時提出修改籌備會再討論報告。 

4. 109 年大會日期：109 年 4 月 19 日(109 年 4 月 18-4 月 21 日)。 

5. 109 年 4 月份來訪貴賓住宿籌備會再討論報告。 

6. 109 年大會會場籌備會再討論報告。 

 

提案三 提案人：楊邦宏 理事長 

案  由： 

說  明： 
本會二十週年紀念品商品、價錢、數量(附件六，第 11 頁)，提請確認。 

一、有效可領紀念品之會員人數，依往例皆算至大會日期前截止(109 年 4 月 17 日止) 

二、本案經 7-6 常務理監事會決議： 

1.108 年 8 月 6日-8 月 20 日官方 LINE 軟體進行會員投票，投票後第 1名商品：禮劵。 

 2.禮劵及提貨劵(7-11、全聯、家樂福)；金額NT$500 元整；數量全體會員。 

3.因禮券尚缺紀念性，屆時將規劃募款製作二十週年紀念手提袋，數量800 份 

(以大會當日學術活動報名人數)。 

決  議： 通過如說明段，禮劵購買家樂福提貨劵；於 108 年 12 月底前預先購買部份數量。 

募款製作二十週年紀念手提袋，數量800 份(預算 8萬元)。 

（理監事應到：32 人，理監事實到：21 人，表決 21 票同意通過） 

 

提案四 提案人：公共關係委員會

案  由： 108 年度自強活動日期、時間、行程，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活動時間：108 年 12 月 1 號星期日下午一點半入場（兩點準時開打） 

二、 活動地點：台北市圓山保齡球館（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 6號） 

三、 費用估算：1.保齡球假日一局$90，球鞋出租$30，本公會所設定方案為每位

會員打3局（所需時間為3小時左右），故每位會員保齡球之花費為$300

2.賽後會核發給每位會員一份精美餐盒，每份餐盒的金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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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 提案人：楊邦宏 理事長

案  由： 

說  明： 

透過本公會登記參選全聯會第七屆理監事候選人名單，提請確認。 

 姓名 執業單位 
參選
項目  姓名 執業單位 

參選
項目

1 蔡銘松 新光醫院 理事 1 魏淑圓 臺大醫院 監事

2 王秀珊 三軍總醫院 理事 2 楊舜仲 臺大醫院 監事

3 李正輝 新光醫院 理事 3 丁雲龍 和信醫院 監事

4 杜俊元 馬偕兒童醫院 理事 4 高偉堯 臺北榮民總醫院 監事

5 呂坤木 新光醫院 理事 5 陳其蒙 臺大醫院 監事

6 陳霆霖 馬偕紀念醫院 理事 6 黃奕琿 臺大醫院 監事

7 朱偉發 臺北榮民總醫院 理事 7 陳鏗鏘 馬偕紀念醫院 監事

8 黃姍姒 臺北榮民總醫院 理事 8 黃素貞 臺北榮民總醫院 監事

9 簡德蘭 臺大醫院 理事     

10 黃瑞明 臺大醫院 理事     

11 陳怡臻 臺大醫院 理事  

12 楊邦宏 臺北榮民總醫院 理事  

$200，故每位會員總金額為$500，非會員參加者每位收取費用$500

四、 報名人數：150 位會員(球館提供我方包場 30 個球道，一個球道最多可容納五

人，注意需＂120 公分＂以上方可下場) 

五、 因一個球道最多只可容納五人，建議採取團報方式，每五人為一單位（如此

方能使熟識好友一同下場，亦能讓同醫院之會員方便安排在隔壁球道以增加

娛樂性） 

六、 活動時間預計於下午 1 點半開始至 5 點半結束，活動流程目前設計為每一球

道計分之第一名由理事長頒發小禮物與合影留念 

七、 球館外圍設有 30 多個公共停車格可免費使用 

決  議：  通過，將不於活動前收費，細節由公共關係委員會規劃。（理監事應到：32 人，理

監事實到：21 人，表決 21 票同意通過）。 

提案五 提案人：楊邦宏 理事長

案  由： 建請同意與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共同成立北區放射師公會聯盟，以嘉惠一日生活圈之

會員福利，提請討論。 

說  明： 由於交通網絡發達，大大減少了城鄉差距，更將許多鄰近的縣市緊密連結在一起，相信在

我們縣市中，一定有許多會員是跨縣市執業的。我們也知道臨床工作越來越繁重，若是假

日還需要跨縣市回執業地上課，實在辛苦！因此提出建議成立北區聯盟，主要目的是為了

彼此資源共享，讓會員可以跨縣市取得學分，謀求聯盟內會員的最大福利為主；並在學術

研究及評鑑議題和準備工作分享外，若是遇到權益法規相關事項，也可以迅速凝聚共識，

提出有效的建議方案。 

決  議： 
 
通過。（理監事應到：32 人，理監事實到：21 人，表決 21 票同意通過） 

 



5 

13 陳建榮 臺大醫院 理事  

14 劉雪君 臺北榮民總醫院 理事  

15 温建雄 和信醫院 理事  

16 葉政亞 臺大醫院 理事  

17 杜高瑩 馬偕紀念醫院 理事  

18 張慶灃 三軍總醫院 理事  

19 吳瓊芳 臺大醫院 理事  
 

決  議：通過，希望全力支持本會推選出來的理監事名單，強化本會團結力量，增加影響力。 

十五、散會：8時 
 

(附件一)第七屆歷次會議決議事項及主席指示事項分辦情形  

列管 
案號 

案由及說明 提案人 
決議 

（含執行困難、原因或預定完成日期） 
處理
等級

建議 

事項 

1080619001 
全聯會第 7屆會員代表 
名單 

會務處 

7-6 理監事會決議： 
通過，將公告於本會入口網站開放
3天登記，登記名額若滿訊息將關
閉之。 
（理監事應到：32 人，理監事實
到：22 人，表決 18 票同意通過） 

E 

 

1080619002 
台北市各級醫院放射師
夜間值班費用(津貼)事
宜，提請討論 

權益促進
委員會 

7-6 理監事會決議： 
通過，本會發函公文至全聯會，由
全聯會代為爭取。 

E 
 

1080619003 
台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國際期刊論文發表獎勵
辦法，提請討論 

權益促進
委員會 

7-6 理監事會決議： 
通過，本會增加國際期刊論文發表
獎勵辦法，內容由權益促進委員會
修改後，於下次理監事會議再提出
討論。 
（理監事應到：32 人，理監事實
到：22 人，表決 16 票同意通過） 

B 

依7-6理監

事會議決

議整理中 

1080619004 
108 年度自強活動日期、
時間、行程，提請討論 

公共關係
委員會 

7-6 理監事會決議： 
一、 影片選擇：玩命關頭-特別行動 
二、 地點：台北車站旁京站百 

貨樓上的京站威秀影城（考量
氣候炎熱故選擇室內的場地，
此地點位於百貨公司樓上且交
通方便，捷運台北車站出口步
行 5分鐘即可到達） 

三、 時間：8月 11 號(日)，場 
次目前只能預定中午的 12 點
到下午 2 點的區間，詳細播放
時間戲院會於前一週左右公
佈！ 

四、 影廳大小：222 人座 
每人$320 含電影票及爆米花
飲料，並於開場前掛上會名紅
布條後執行拍照。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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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9005 
本會歲末尾牙乙案，日
期、時間、地點、費用、
人數，提請討論 

黃素貞 
常務理事

7-6 理監事會決議： 
一、時間：108 年 11 月 30 日 

(六) 
二、地點：華港城婚宴會館(台北市

北投區承德路七段 141 號，石
牌路承德路的路口，從石牌捷
運站出來步行大約 15 分鐘，
有 20 個免費停車位) 

三、人數：上限 500 名 
四、費用：每桌人數 10 人， 

$5,000/桌(含服務費) 
五、 餐廳最多可容納 80 桌， 

符合本會需求上限 60 桌；有提
供免費場地舞台燈光，但卡拉
OK 使用需另外加錢，其餘細節
由相關委員籌劃，會員人數上
限 500 名+眷屬人數 100 名。 

B 

依7-6理監

事會議決

議辦理中 

1080619006 

擬設置台北市醫事放射
師公會官方 LINE 應用程
式替代製作 APP 手機軟
體， 
提請討論建置 

楊邦宏 
理事長 

7-6 理監事會決議： 

一、 公會所有活動訊息均可 

以通知(繼續教育、自強活動、
優惠活動、上課提醒等)，達到
無紙化，減少每次活動通知郵
資費用的浪費。 

二、7-4 理監事會議通過 APP 
手機軟體應用程式開發，因費
用較高，故先以此 LINE 應用程
式替代之。（理監事應到：32
人，理監事實到：22 人，表決
14 票同意通過） 

E 

 

1080619008 

台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目前與新北市及基隆市
的(北北基)交流相關事
宜，提請討論 

楊邦宏 
理事長 

7-6 理監事會決議： 
通過，雙方委員會先進行初步的溝
通，再於理監事會議提出討論。 B 

依7-6理監

事會議決

議辦理 

A、依案執行：請註明完成日期或執行起始日期及執行週期。 

B、正依案執行：請註明預定完成日期。 

C、計劃執行：請註明計劃辦理年度或完成評估期限。 

D、無法執行：請說明無法執行之具體理由。 

E、依案執行：自行列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