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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時 程 表 

時間 內容 

16:30~16:40 退休及資深醫事放射師表揚 

16:40~17:00 第一屆理監事退職頒獎 

17:00~17:30 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17:00~17:50 第二屆理監事暨全聯會會員代表選舉投票 

18:00~18:50 開票 

18:00~21:00 餐敘 

 

舉辦日期：104年 12月 26日星期六 

主辦單位：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地    點： 台糖長榮桂冠酒店 B1桂冠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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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議程 
 

 

 

一、大會開始 

二、主席就位 

三、宣讀醫事放射師誓詞 

四、主席致詞 

五、介紹來賓 

六、長官致詞 

七、來賓致詞 

八、籌備委員會會務報告 

九、討論提案 

十、臨時動議 

十一、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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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放射師誓詞 
 

 

我決心奉獻所學，全心投入，以放射醫學為職志(認同) 

 

我願意善盡天職，無怨無尤，以造福病患為首願(專業) 

 

我願持續求新知，發揚專業，以提昇品質為己任(提昇) 

 

我感謝父母家人，社會師長，以感恩的心為回報(團隊) 

 

我誓言團結互信，善盡本分，以醫事放射為榮耀(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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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選舉公告 
1. 本會訂於 104年 12月 26日星期六下午四時於長榮桂冠酒店舉辦台南市醫事放

射師公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選舉第二屆理事、監事及全聯會會員代表。 

2. 第二屆理事應選二十一名，候補五名。監事應選七名，候補二名。 

3. 凡本會會員均可登記參選，唯理事與監事不得重複登記參選，若有重複登記，
則由縣市合併籌備委員會推舉之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監察委員)通知參選人

放棄其中一項，若無法通知參選人情況下，由選舉委員會決定參選項目，參選

人不得有異議。 

4. 凡本會會員均可登記可參選全聯會會員代表，全聯會會員代表應選十名，候補
三名。參選理事、監事者亦可同時參選全聯會會員代表。 

5. 醫事放射師法第 54條理事、監事任期均為三年，其連選連任者不得超過二分

之ㄧ；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6. 自選舉公告公布之日起，有意參選之候選人應填寫參選登記書送交選舉委員
會，104年 11月 25日下午五時截止收件。將於 104年 11月 26日(星期四)下

午六時於理監事會議公開抽籤，決定候選人號次。 

7. 未登記參選之會員，仍保有參選之資格，唯本會僅將登記參選之候選人列於選
票上。選舉人得以在選票空格處填寫會員姓名，列入參選人計算。 

8. 選舉圈選時，理事選票得以圈選二十一名，超過二十一名，以廢票計。監事選
票得以圈選七名，超過七名，以廢票計。全聯會會員代表選票得以圈選十名，

超過十名，以廢票計。 

9. 本會將於 104年 12月 26日下午十六時五十分公開唱票，理事由最高票之前二

十一名當選，候補理事為選票數第二十二至二十六名者當選。監事由最高票之

前七名當選，候補監事為選票數第八~九名者當選。全聯會會員代表由最高票

之前十名當選，候補全聯會會員代表為選票數第十一~十三名者當選。 

10. 未能親自出席投票之會員得以填寫委託書委託投票。委託人及受委託人均須親
自簽名及蓋章，否則不予承認，每位受委託人僅能代理一名委託人。 

11. 投票截止時間：下午十六時五十分，隨即進行開票動作。 

12. 敬請參選人務必參加會員大會以利後續會議進行暨選舉相關事宜。 

13. 未盡事宜處，另行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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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二屆理事候選人名冊(1)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學經歷及政見 

1 王        

盛        

發 

新國泰醫事檢驗所 
學經歷： 

私立中台醫護技術學院、私立中山醫學大學研究所 

左營海軍總醫院 

新國泰醫事檢驗所 

縣市合併第一屆理事 

政見： 

鞏固放射技術師在醫界的價值觀及地位 

拓展放射技術師在基層開業生存空間及資源 

2 吳    

綠    

茵 

成大醫院 

放射診斷部 

學經歷： 

成大電機研究所畢 

教育部部定講師 

台南市公會理事 

台南市公會監事 

政見： 

積極參與會務，保障會員權益 

3 陳    

金    

鳳 

高榮台南分院 
學經歷： 

元培醫專放射科畢業 

長榮大學醫管系畢業 

政見： 

想為臺南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做事 

 

4 蕭    

福    

仁 

台南新樓醫院 

健診中心 

學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學士 

立德達學碩士 

台北國泰綜合醫院 69~79年服務 

政見：服務公會會員，爭取福利。 

5 吳    

秀    

蒂 

佳里奇美醫院 
學經歷： 

南台科技大學 EMBA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放射診斷科組長 

台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監事 縣市合併第一屆理事 

政見： 

積極參與放射師相關事務。 

規劃各類繼續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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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二屆理事候選人名冊(2)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學經歷及政見 

6 詹    

靜    

婷 

台南市立醫院 

放射科 

學經歷： 

義守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畢。 

擔任第一、三、四屆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理事。 

縣市合併後第一屆理事 

政見： 

致力維護會員權益。 

監督公會正常運作 

7 翁    

雅    

茹 

郭綜合醫院放射科 
學經歷： 

中山大學醫影系畢業 

縣市合併後第一屆理事 

政見： 

增進會員權利、擔任會員與公會間的橋梁。 

積極協助會務運作推展、促進團結和諧。 

整合公會各專業領域需求、加強各領域交流、彼此

支援共享資源。 

主動參與各類活動、增加專業能見度、協助辦理繼

續教育課程，協助會員取得學分。 

8 趙    

玉    

潔 

新樓醫療財團法人

麻豆新樓醫院 

學經歷： 

   中台放射科畢 

  致遠醫管系畢 

  麻豆新樓醫院影像醫學科組長 

  台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理事 

縣市合併後第一屆監事 

政見： 

提升放射師社會地位與福利 

爭取放射師多元化進修管道 

增加各醫院放射師交誼與學術交流 

9 汪    

珮    

如 

衛生福利部 

台南醫院 

學經歷：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畢業(95年) 

宏科醫院放射師(96-97)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放射診斷科放射師(97-迄今) 

政見： 

1.放射師共同權益之維護及增進 

2.相關團體聯系與交流，提升放射師社會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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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二屆理事候選人名冊(3)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學經歷及政見 

10 簡        

廷       

憲 

成大醫院 

放射診斷部 

1.慈濟放射系畢業 

2.縣市合併後第一屆理事 

希望能有機會將所學知識應用於放射學術領域，冀

望盡一己之力幫助諸位前輩先進推動放射師公會持

續進步 

全力服務本會會員 

積極爭取會員應有權利並協助辦理繼續教育課程規

劃 

11 江    

鎧    

琳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

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科 

學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放射技術系畢 

奇美醫院放射腫瘤科小組長，年資 13年至今 

PGY負責人 

第四屆台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理事 

縣市合併後第一屆理事 

政見 

幫基層醫事放射師爭取應有的權利義務，提升醫事

放射師在國際醫事放射師之地位 

12 謝    

佳    

穎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

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學經歷：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影像及放射科學系畢業,臨床工

作年資達 8年 

目前擔任:柳營奇美 放射診斷科組長 

相關研究發表如下:96/97/98/99 年度日韓台學術交

流大會 

口頭及壁報共 5篇論文發表 

縣市合併後第一屆理事 

政見如下: 

1.舉辦放射師學分課程   

2.舉辦台南市放射師聯誼會 

3.給予相關政策建議，保障會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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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二屆理事候選人名冊(4)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學經歷及政見 

13 劉    

英    

宏 

衛生福利部 

胸腔病院 

學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放射系理學士 

台南縣放射師公會第一屆理事、 

衛生福利部所屬醫院第一屆優良醫事人員獎 

政  見: 

1.降低醫事放射師平日攝影檢查外之工作負荷。  

2.醫療評鑑中放射師的人力配置合理化。 

3.爭取每位醫事放射師應有的權利和福祉。 

14 黃 

美    

蘭 

奇美醫療財團法

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學經歷:  

1. 中台科技大學 影像醫學暨放射科學系博士班研

究生  

2.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放射診斷科組長  

3. 樹人醫專、中台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4. 台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一屆公關、第二、三屆

理事、第四屆常務 理事 

5.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一屆常務 理事 

6.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 

7.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第十四、十五屆理事 

8.乳房品保主任委員、第十六屆常務 理事   

9. 國民健康署乳房篩 檢計畫品管委員 

10.縣市合併後第一屆理事 

政見: 

 1. 加強各縣市公會之聯繫與促進交流 

 2. 維護本會醫事放射師會員權利、權益 

15 陳    

興    

隆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

奇美醫院 

核子醫學科 

學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技系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核子醫學科 

縣市合併後第一屆理事  

政見 

會員之權利提出及監督 。 

積極協助會務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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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二屆理事候選人名冊(5)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學經歷及政見 

16 羅    

渝    

恩 

台南市立安南醫院

放射科 

學經歷： 

中台科技大學畢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放射科組長 

政見： 

增取醫事放射師福利 

輔助會務進行 

成為會員溝同橋梁 

17 許    

錫    

銘 

成大醫院 

放射腫瘤部 

經歷： 

中台科技大學畢 

第三屆常務理事、第四屆常務監事 

縣市合併後第一屆理事 

政見： 

協助會務發展。 

積極參與活動。 

爭取福利。 

18 賴    

政    

詩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

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學經歷： 

中台醫專放射科畢 

崑山科大資管系畢業 

台南市公會總幹事 

台南市公會理事 

台南市公會常務理事 

縣市合併後第一屆理事 

政見： 

會員之權利提出及監督。 

健全財務。 

19 鄭    

義    

成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新樓醫療財團法人

新樓醫院 

學經歷： 

中山醫學大學影像醫學系畢業 

新樓醫院放射診斷科 20年資歷 

縣市合併後第一屆監事 

政見： 

為會員服務。 

規劃活動。 

協助會務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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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二屆理事候選人名冊(6) 

20 黃    

建    

中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

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學經歷： 

南台科技大學管理學碩士、放射診斷科組長 

南台科技大學 企管系 兼任講師  

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  子計畫 負責人 

台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總幹事  6年 

台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常務理事 3年 

南台科技大學 EMBA校友會  秘書長  1年 

南台科技大學 EMBA校友會  理事    1年 

樹人醫護專科學校 兼任講師 

縣市合併後第一屆理事 

政見 

1.為各會員提供相關教學經驗與建置，讓醫事放射

師能提升相關教學技能 

2.為各會員權益把關，繼而增取醫事放射師相關權

益與提升社會地位 

21 王    

唯    

勳 

成大醫院 

放射診斷部 

學經歷：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國立成大醫院放射診斷部教學負責人、教學計畫主

持人 

政見： 

希望可以藉由這個機會為全體醫事放射師的工作及

福利貢獻一己心力。 

22 么    

煥    

忠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

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學經歷：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放射技術系 理學士 

國立成功大學 高階管理碩士專班 碩士 

南台科技大學 電機系生醫所 博士班研究生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放射診斷科總技師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影像醫學部技術主任兼

放射診斷科總技師 

台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總幹事 常務理事 理事長 

縣市合併第一屆理事長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與市政府各項事務與資訊提供服

務與溝通橋樑積極為醫事放射師爭取應有之權益 

政見： 

希望可以藉由這個機會為全體醫事放射師的工作及

福利貢獻一己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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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二屆理事候選人名冊(7) 

23 林    

宏    

吉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

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學經歷： 

84年元培醫專畢業；95年麻豆真理大學資管系畢業； 

85~91年嘉義基督教醫院放射科服務期間擔任嘉義

市 

公會創立委員之一以及網站資訊組負責人； 

92~93年永康奇美醫學中心服務； 

93年柳營奇美醫院放射科服務至今擔任 QC組負責

人。 

縣市合併後第一屆理事 

政見： 

本人此次參選理監事乃是抱著服務廣大台南市的放

射師同業的心態，在縣市公會合併初期能夠盡一份

心力，幫助公會順利推展各項業務，希望各位放射

師先進可以給小弟機會。 

希望可以藉由這個機會為全體醫事放射師的工作及

福利貢獻一己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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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二屆監事候選人名冊(1)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學經歷及政見 

1   李  

  玲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

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科 

高雄醫學大學放射技術系畢。 

成大醫院放射腫瘤科四年半(77.5~81.11)。 

奇美醫院放射腫瘤科 (81.12~至今)。 

台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理事、監事。 

縣市合併第一屆監事 

政見: 

監督公會所執行業務是否替基層醫事放射師爭取福

利義務。 

2 姚    

惠    

貞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

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學歷: 南台科技大學電機系碩士畢。 

經歷: 奇美醫院放射科組長。 

台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理事。 

台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監事。 

縣市合併第一屆監事 

政見:1.為公會會員主動爭取福利。 

     2.監督公會財務規劃杜絕濫用。 

     3.致力於爭取學術發表獎金 

3 簡    

宓    

緹 

杏仁診所 
元培醫事技術專科學校放射技術科畢。 

台南縣第一、二、三屆常務理事。 

台南縣第四屆常務監事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第三~五屆理事。縣市合併第一屆監事 

政見: 

建構廉能節約制度，為會員監督把關，督促公會財

務運作透明化杜絕濫用、浮報。 

爭取會員最佳的福利，協商乳房攝影放射師的合理

待遇。協調國健局婦女巡迴篩檢車篩檢人數工作量

合理化。 

4 林    

有    

為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新樓醫療財團法人

麻豆新樓醫院 

學經歷：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三屆理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協會第二屆監事 

前台南市李孟德婦產科醫院行政副院長 

秀傳紀念醫院放射診斷科醫事放射師 

前台南市立醫院放射診斷科組長。 

政見： 

服務會員、爭取福利、積極參與活動。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刊 
Tainan City Association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Tainan City Association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14 

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二屆監事候選人名冊(2)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學經歷及政見 

5 王    

惠    

民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

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中台醫專放射科畢。 

嘉南藥理科大畢業。 

台南市公會理事。 

台南市公會監事。 

縣市合併第一屆監事 

政見: 

監督推動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多樣化 。 

6 李     

哲     

暐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

柳營奇美醫院 

放腫科 

學經歷： 

柳營奇美醫院放腫科醫事放射師。 

柳營奇美醫院放腫科小組長。 

政見： 

增進放射師福利監督公會運作及方向。 

7 洪    

銘    

德 

新樓醫療財團法人

麻豆新樓醫院 

經歷：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系畢業。 

縣市合併第一屆理事 

政見: 

協助會務推廣，積極參與活動規劃。 

8 王  

姵  

涵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

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學經歷： 

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 

政見： 

傳承學習、監督公會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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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二屆全聯會會員代表候選人名冊(1)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學經歷及政見 

1 么    

煥    

忠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 

奇美醫院 

影像醫學部 

學經歷：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放射技術系 理學士 

國立成功大學 高階管理碩士專班 碩士 

南台科技大學 電機系生醫所 博士班研究生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放射診斷科總技師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影像醫學部技術主任兼

放射診斷科總技師 

台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總幹事 常務理事 理事長 

縣市合併第一屆理事長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與市政府各項事務與資訊提供服

務與溝通橋樑積極為醫事放射師爭取應有之權益 

政見： 

希望可以藉由這個機會為全體醫事放射師的工作及

福利貢獻一己心力。 

2 王盛發 新國泰醫事檢驗所 
學經歷： 

私立中台醫護技術學院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研究所 

左營海軍總醫院 

新國泰醫事檢驗所 

縣市合併第一屆理事 

政見： 

鞏固放射技術師在醫界的價值觀及地位 

拓展放射技術師在基層開業生存空間及資源 

3 賴    

政    

詩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

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學經歷： 

中台醫專放射科畢、崑山科大資管系畢業 

台南市公會總幹事 

台南市公會理事 

台南市公會常務理事 

縣市合併後第一屆理事 

政見： 

會員之權利提出及監督。 

健全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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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二屆全聯會會員代表候選人名冊(2)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學經歷及政見 

4 呂    

建    

達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

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中台醫事專科技術學校放射技術科第二十一屆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樹人醫專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協同教學。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台南市支會急救教練。 

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三~四屆總幹事。 

縣市合併第一屆總幹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秘書長 

行政院衛生署「基層醫事機構游離輻射防護品質輔導」

訪視委員、電腦斷層掃描儀輻射醫療曝露品質輔導計

劃輔導訪視委員。 

教育部「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科)學生臨床實習教

學成效評估機制改進方案」計畫委員 

政見: 用心服務、做為橋樑並反應基層醫事放射師心
聲。 

  5 黃    

建    

中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

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學經歷： 

南台科技大學管理學碩士、放射診斷科組長 

南台科技大學 企管系 兼任講師  

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  子計畫 負責人 

台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總幹事  6年 

台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常務理事 3年 

南台科技大學 EMBA校友會  秘書長  1年 

南台科技大學 EMBA校友會  理事    1年 

樹人醫護專科學校 兼任講師 

縣市合併後第一屆理事 

政見 

1.為各會員提供相關教學經驗與建置，讓醫事放射師

能提升相關教學技能 

2.為各會員權益把關，繼而增取醫事放射師相關權益

與提升社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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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吳    

秀    

蒂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

佳里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學經歷： 

南台科技大學 EMBA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放射診斷科組長 

台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監事 縣市合併第一屆理事 

政見： 

積極參與放射師相關事務。 

規劃各類繼續教育活動。 

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二屆全聯會會員代表候選人名冊(3)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學經歷及政見 

7 黃 

美    

蘭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

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學經歷:  

1. 中台科技大學 影像醫學暨放射科學系博士班研

究生  

2.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放射診斷科組長  

3. 樹人醫專、中台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4. 台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一屆公關、第二、三屆

理事、第四屆常務 理事 

5.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一屆常務 理事 

6.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 

7.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第十四、十五屆理事 

8.乳房品保主任委員、第十六屆常務 理事   

9. 國民健康署乳房篩 檢計畫品管委員 

10.縣市合併後第一屆理事 

政見: 

 1. 加強各縣市公會之聯繫與促進交流 

 2. 維護本會醫事放射師會員權利、權益 

8 翁    

雅    

茹 

郭綜合醫院放射科 
學經歷： 

中山大學醫影系畢業 

縣市合併後第一屆理事 

政見： 

增進會員權利、擔任會員與公會間的橋梁。 

積極協助會務運作推展、促進團結和諧。 

整合公會各專業領域需求、加強各領域交流、彼此

支援共享資源。 

主動參與各類活動、增加專業能見度、協助辦理繼

續教育課程，協助會員取得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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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二屆全聯會會員代表候選人名冊(4)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學經歷及政見 

9 簡    

宓    

緹 

杏仁診所 
元培醫事技術專科學校放射技術科畢。 

台南縣第一、二、三屆常務理事。 

台南縣第四屆常務監事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第三~五屆理事。縣市合併第一屆監事 

政見: 

建構廉能節約制度，為會員監督把關，督促公會財

務運作透明化杜絕濫用、浮報。 

爭取會員最佳的福利，協商乳房攝影放射師的合理

待遇。協調國健局婦女巡迴篩檢車篩檢人數工作量

合理化。 

10 王    

唯    

勳 

成大醫院 

放射診斷部 

學經歷：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國立成大醫院放射診斷部教學負責人、教學計畫主

持人 

政見： 

希望可以藉由這個機會為全體醫事放射師的工作及

福利貢獻一己心力。 

 

 

 

 

11 謝    

佳    

穎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 

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學經歷：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影像及放射科學系畢業,臨床工

作年資達 8年 

目前擔任:柳營奇美 放射診斷科組長 

相關研究發表如下:96/97/98/99 年度日韓台學術交

流大會 

口頭及壁報共 5篇論文發表 

政見如下: 

1.舉辦放射師學分課程   

2.舉辦台南市放射師聯誼會 

3.給予相關政策建議，保障會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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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二屆全聯會會員代表候選人名冊(5)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學經歷及政見 

12 王    

惠    

民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中台醫專放射科畢。 

嘉南藥理科大畢業。 

台南市公會理事。 

台南市公會監事。 

現任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監事 

政見: 

監督推動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多樣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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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致詞 
     承蒙各位長官及貴賓蒞臨指導，使大會倍增無限光彩，僅代表本會向各位嘉

賓致上崇高的敬意與感謝，特別是本會會員，感謝您們對本會的支持。 

時光飛逝，縣市合併後第一屆任期即將屆滿，這三年來感謝全體會員的支持及各

界友會的鼓勵以及上級長官及主管機關的指導，煥忠才能圓滿順利完成任期；但

三年來公會尚有改善及發展空間，也期待未來的三年能繼續為公會服務。下一任

的公會主要任務是為公會添購一個家，我們將成立會館購置委員會，也期待本會

會員有意願參與會館購置的相關任務都能透過幹部推薦或自我舉薦，期待大家一

起在未來三年完成所有規畫，煥忠在此承諾必盡力達成，當然本會亦會堅持維護

會員權利及義務下，不急不徐，盡力完成歷史任務，也期望會員能給與鼓勵支持。 

 

    回顧這三年來感謝各位理監事及委員會的努力，對於各項主管機關給與的任 

務如電腦斷層品保、基層醫療機構輔導訪視計畫或是台南市衛生局委託牙醫診所

影像品質及輻射防護輔導訪視，本會皆以戰戰兢兢的心情，來達成長官的要求；

對於未來本會也會積極協助有關醫療影像品質、輻射相關問題及未來的透視品

保，將更努力配合及達成任務，也期望各界舉才更多年輕醫事放射師參加公事務

服務，畢竟未來是年輕一代醫事放射師陸續擔負傳承的責任，也是未來醫事放射

師需思考自己未來的方向，更是不可逃避的問題。最後再次感謝全體會員對本會

及本人的指教與支持。 

 

 

敬祝全體貴賓及會員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理事長  么煥忠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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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告 
一 、本會目前有效會員共計 439(至 104年 12月)。 

二 、臺南市各醫療院所協辦繼續教育課程： 

1. 104年 1月 10日 104 年度輻傷緊急醫療應變進階教育訓練課程 

2. 104年 3月 21日輻傷緊急醫療應變進階教育訓練課程 

3. 104年 3月 21日奇美繼續教育課程 

4. 104年 3月 26 日 104 年度輻傷醫療專業課程 

5. 104年 4月 11日 永康奇美繼續教育課程 

6. 104年 4月 15日 104 年度輻傷醫療進階教育訓練課程(嘉義場) 

7. 104年 5月 15日 104年柳營奇美醫院第一次輻射工作人員繼續教育課程 

8. 104年 11月 5日 104年度區域緊急醫療應變中心(Regional EMOCs) 國際研討會。 

9. 104年 12月 12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輻射防護研討會 

10. 104年 12月 17日胸腔病院輻射防護研討會 

三 、理監事會議：  

1. 104年 4月 9日   第一屆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2. 104年 7 月 3日  第一屆第十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3. 104年 11月 26日  第一屆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4. 104年 12月 17日 第一屆第十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四 、會務報告：  

1. 祝賀會員安淇結婚禮金 

2. 祝賀王盛發理事娶媳婦致賀花籃。 

3. 祝賀會員家榮結婚禮金。 

4. 黃耀新住院慰問 

5. 祝賀台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大會致賀盆花 

6. 祝賀台南縣西藥商業同業公會大會及致贈禮金。 

7. 祝賀台南縣護理師護士公會致賀盆花 

8. 祝賀台南市牙醫師公會大會致贈禮金  

9. 祝賀苗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致賀禮金 

10. 祝賀台南市中醫師公會會員致贈禮金 

11. 祝賀大台南中醫師公會大會祝賀花籃 

12. 參加二十大醫盟會議 

13. 雲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理事長母親奠儀花圈 

14. 祝賀大台南護理師護士公會理事長就職盆花 

15. 祝賀台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大會花籃 

16. 祝賀台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及致贈禮金 

17. 祝賀醫檢亞太論壇花籃 

18. 祝賀放射學會大會花籃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刊 
Tainan City Association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Tainan City Association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22 

19. 祝賀台南市南瀛藥師公會交接典禮盆花 

20. 祝賀台南市診所協會會員大會盆花 

21. 祝賀台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花藍 

22. 屏東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理事長洪三和母親仙逝奠儀 

23. 祝賀會員刑乃驊結婚 

24. 祝賀台南市藥劑生公會會員大會盆花 

25. 祝賀台南市藥師公會會員大會盆花 

26. 會員家駿父親仙逝奠儀 

27. 祝賀醫師公會會館啟用花籃 

28. 出席高雄市南部七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聯誼會 

29. 祝賀嘉義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及致贈禮金 

30. 祝賀社團法人台南縣醫事檢驗師公會會員大會及致贈花籃 

31. 祝賀基隆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及致贈禮金 

32. 祝賀桃園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及致贈禮金 

33. 祝賀台南縣中藥商業同業公會會員大會致贈花籃 

34. 祝賀南投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及致贈禮金 

35. 祝賀雲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及致贈禮金 

36. 祝賀屏東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及致贈禮金 

37. 祝賀高雄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及致贈禮金 

38. 祝賀嘉義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及致贈禮金 

39. 出席南部七縣市聯誼會議 

40. 祝賀高雄市醫事放射士公會會員大會及致贈禮金 

41. 祝賀高雄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及致贈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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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年工作計畫 
一 、行政組： 

1. 依年度計劃適時召開定期或不定期之各項會議，徹底發揮

議事執行效能。 

2. 強化會籍管理及各類公文、活動資料之電子化儲存增加空

間利用及保存。 

3. 提高會員服務，及時宣導主管機關、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相關法令規定，並解決會員問題以及相關法令、業務及

權益問題。 

4. 活化加強公會網站經營以及電子郵件及時傳送相關公會業

務訊息。 

5. 持續督促會員，提高職業道德，維持全民健康及加強會員

團隊合作。 

 

二 、財務組： 

1. 查核經常性收支帳務。 

2. 編列年度預算、決算書及各類財務收支報表，以精確呈現

經費收入支出項目。 

3. 嚴格執行預算，並依實核銷各類支出，撙節開支，以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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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收支平衡。 

4. 規劃預留購置會館基金。 

三 、學術組： 

1. 加強與醫療院所合作舉辦繼續教育課程。 

2. 適時舉辦各類醫學影像新知、醫學倫理、兩性教育以及法

規之研討會，以提昇會員之專業知識、醫學影像技術及品

質。 

四 、康樂組： 

1. 規劃年度會員大會及適時舉辦會員聯誼活動，增進會員情

誼以及提高團隊士氣，強化會員向心力。 

五 、公關組： 

1. 加強與其他相關學會、團體之互動聯繫。 

2. 增進南部七縣市合作及互助交流。 

3. 積極參與其他增進公共關係之活動。 

4. 積極參與民意代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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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決算表 
中華民國 104年 1月 1日~中華民國 104年 12月 31日 

理事長           常務監事        製表    
 

款 項 目 名              稱 增加 減少

本會經常收入 1,515,400 1,695,347 179,947

 入會費 20,000 60,000 40,000

 常年會費 1,490,400 1,587,012 96,612

 捐助收入 0 0

 利息收入 5,000 8,935 3,935

 手續費(報名費) 0 0 0

 其它收入 0 39,400 39,400 友會大會禮金

本會經費支出 1,515,400 1,100,276 415,124

 行政費 219,000 77,865 141,135

1  業務推廣費 214,000 77,865 136,135
會務人員交通雜支補助、南部八縣市聯誼會議醫

盟會議及配合全聯會業務。民意代表交流

2  其他行政費 5,000 0 5,000

 辦公費 96,000 8,874 87,126

1   郵電費 10,000 4,319 5,681

2   什支費 10,000 1,500 8,500

3   文具印刷費 7,000 3,055 3,945

4   設備修繕購置費 15,000 0

5   會館租金 54,000 0

 業務費 165,000 107,830 57,170

1   會議費 55,000 18,010 36,990

2   出差費 55,000 36,500 18,500

3   公共關係費 55,000 53,320
參加20大醫盟團體，醫事放射團

體

  繼續教育費 30,500 7,317 23,183

1  繼續教育審查費 500 500

2  研討會費 30,000 6,817 23,183

 慶弔費 70,040 16,000 54,040

全聯會常年會費 447,120 455,790 8,670 會員人數增加

  預備費 230,000 211,700 18,300 會員一卡通

年度會員大會支出費 257,740 214,900 42,840

1   禮品費 90,000 56,100 0 退休及理監事退 職紀念

2   餐費 150,000 154,800 4,800 增加餐費

3   會刊編印費 6,000 4,000 2,000

4   專題演講費 10,000 0 10,000

5   其他支出 1,740 0 1,740

本期餘絀 0 595,071

六

七

八

 參

 貳

 一

 二

 三

 四

五

 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科            目
預  算  數 決算數

本年度支出與預算比較數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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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5年 1月 1日~中華民國 105年 12月 31日 

款 項 目 名        稱 增加 減少

本會經常收入 1,515,400 1,605,400 90,000

 入會費 20,000 20,000 0 預估新進會員20人

 常年會費 1,490,400 1,580,400 90,000 會員人數439人每人3600元合計1580400元

 捐助收入 0 0 0

 利息收入 5,000 5,000 0

 手續費(報名費) 0 0 0

 其它收入 0 0 0

本會經費支出 1,515,400 1,605,400 90,000

 行政費 219,000 219,000 0

1  業務推廣費 214,000 214,000 0
會務人員交通雜支補助、南部八縣市聯誼會議醫盟會議及配合

全聯會業務、民意代表交流。

2  其他行政費 5,000 5,000 0

 辦公費 96,000 96,000 0

1  郵電費 10,000 10,000 0

2  什支費 10,000 10,000 0

3  文具印刷費 7,000 7,000 0

4  設備修繕購置費 15,000 15,000 0

5  會館租金 54,000 54,000 0

 業務費 165,000 197,000 32,000

1  會議費 55,000 65,000 10,000 增列會館購置委員會

2  出差費 55,000 70,000 15,000 會員代表出席全聯會理監事選舉

3  公共關係費 55,000 62,000 7,000 2 0大醫盟及各醫事放射師公會及醫事放射大專院校交流

 繼續教育費 30,500 30,500 0

1  繼續教育審查費 500 500 0

2  研討會費 30,000 30,000 0

 慶弔費 70,040 70,040 0

 全聯會常年會費 447,120 474,120 27,000 每月90元每年1080元以會員439計共474210

 預備費 230,000 250,000 20,000 依預算收入總額提列 5％以上 2 0％以下作為準備基金

年度會員大會支出費 257,740 268,740 11,000

1   禮品費 90,000 90,000 0 退休人員表揚

2   餐費 150,000 160,000 10,000 以七成出席率預估

3   會刊編印費 6,000 6,000 0 0 改用電子檔(僅列印25本給主管機關)

4   專題演講費 10,000 10,000 0 講師及交通補助費

5   其他支出 1,740 2,740 1,000

本期餘絀 0 0

科              目
104預算數 105預算數

104預算與105預算比較數
說             明

 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貳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參  

理事長          常務監事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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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100,276

$1,695,347 $595,071

$1,695,347 $1,695,347

本期收入 本期結存

合計 合計

現金出納表

中華民國104年01月01日至104年12月31日止

收入部份 支出部份

上期結存 本期支出

 

 

$1,382,219 $0

$595,071

$0

$1,977,290 $0

結餘 $1,977,290

  本年度提撥

利息收入

小計 小計

中華民國104年01月01日至104年12月31日止

預備基金

收入部份 支出部份

歷年累存 本年度支出

104預備基金收支表

 

 
 
 
 

理事長          常務監事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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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金          額 科           目 金          額

會務零用金 30000 貸            款

銀行存款(合作金庫)定存 1300000

活期存簿 677290

會務零用金 30000

定存 1300000

活期存簿 82219

本    期    餘   絀 595071

合            計 2007290 合            計 2007290

流動資產 流動負債

預備基金

餘絀

臺南醫事放射師公會

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 104年1月1 日~12月31日

資產 負債、基金、餘絀

 
 
 
 

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財產目錄 
 
項次 項目 購置日期 單位

數量 
金額 折舊剩餘價值 

1 2 3 4 5 6 
1 Asus 

筆記型電

腦 

103.12.9 壹 23159 19338 15517 11696 7875 4054 233 

 

理事長                      常務監事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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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本會理事會        
  案  由：提請追認本會 104經費收支決算表。 

  說  明：104年 1月 1日至 104年 12月 31日支出及結餘如大會手冊第二十四頁，

業經第一屆十三次理監事會議討論審查通過提報大會追認。 

  議  決： 

  

 提案二：                    提案人：本會理事會         
  案  由：提請追認本會一○五年度歲入歲出預算。 

  說  明：一○五年度歲入歲出預算表如大會手冊第二十五頁，業經第第一屆十三次

理監事會議討論審查通過，提報會員大會追認 

  議  決： 

 

 

 提案三：                    提案人：本會理事會         
  案  由：提請追認本會 105年度工作計畫。 

  說  明：如大會手冊第二十二~二十三頁，業經第一屆十三次理監事會議討論審查

通過，提報會員大會追認。 

  議  決： 

 

 

提案四：                   提案人：本會理事會 
  案  由：提請追認成立會館購置委員會。 

  說  明： 

1. 歡迎本會具有熱誠及熟識購屋相關業務熟菁英加入。 

2. 第一屆十三次理監事會議討論審查通過，提報會員大會追認。   

  議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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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一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會議記錄 

一、 時間：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六時。 

二、 地點：台南商務會館。 

三、 出席人員： 應到 414人 出席 319人(實到 279人 委託 40人 ) 

四、 請假人員：  

五、 主席：么煥忠                                           紀錄：呂建達 

六、 報告事項：如大會手冊。 

七、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本會理事會          

  案  由：提請追認本會 103經費收支決算表。 

  說  明：103年 1月 1日至 103年 12月 31日支出及結餘如大會手冊第十頁，業經

第一屆九次理監事會議討論審查通過提報大會追認。 

  議  決：無異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人：本會理事會          

  案  由：提請討論審查本會一○四年度歲入歲出預算。 

  說  明：一○四年度歲入歲出預算表如大會手冊第十一頁，業經第第一屆九次理監

事會議討論審查通過，提報會員大會追認 

  議  決：無異議通過 

 

 

 提案三：                    提案人：本會理事會          

  案  由：提請追認本會 104年度工作計畫。。 

  說  明：如大會手冊第八~九頁，業經理監事會議討論審查通過，提報會員大會追

認。 

  議  決：無異議通過 

 

八、臨時動議。 

    出席會員無臨時動議。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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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一屆第十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一、 時間：四月九日下午六時半。 

二、 地點：台南商務會館。 

三、 出席人員：  

        理事    么煥忠  許錫銘  劉尤娜  陳靜玟  林宏吉  洪銘德   賴政詩  

翁雅茹    江鎧琳  黃美蘭  謝佳穎  黃建中  詹靜婷   簡廷憲  吳秀蒂  王淑珍  

王盛發  林駿宏  林有為  吳秀蒂 

        監事    蘇文經  鄭義成  王惠民  趙玉潔  姚惠貞  簡宓緹   李  玲 

四、 列席人員： 呂建達   

五、 請假人員： 陳興隆  吳綠茵   

六、 主席：么煥忠                                            紀錄：呂建達 

七、 報告事項： 

行政組： 

(一) 目前會員人數：三月底 421位會員。 

  入會：  

  一月份：481顏嘉慧 482朱峻輝 483林玄文 484蔡皓棠 

485柳佩宏 

  二月份：486陳炳助 

  三月份：487翁瑛莨 488吳怡萱 489胡仲人 490許澤民 

  退會： 

  一月份：  

  二月份：409魯瑞堂 452李秉仁 460賴誼琪 

  三月份：341黃春華 410藍皓亭 418蔡育庭 454葉亞菁 461盧潁鴻 

            461蘇敬祐 471謝凱俊 482朱峻輝 

學術組: 

1. 104年 1月 10日 104 年度輻傷緊急醫療應變進階教育訓練課程 

2. 104年 3月 21日輻傷緊急醫療應變進階教育訓練課程 

3. 104年 3月 21日奇美繼續教育課程 

4. 104年 3月 26 日 104 年度輻傷醫療專業課程 

公關組： 

1. 會員安淇結婚禮金 

2. 王盛發理事娶媳婦致賀花籃。 

3. 會員家榮結婚禮金。 

4. 黃耀新住院慰問 

5. 台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大會致賀盆花 

6.  台南縣西藥商業同業公會大會禮金。 

7.  台南縣護理師護士公會致賀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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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台南市牙醫師公會大會禮金  

9.  苗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致賀禮金 

10. 台南市中醫師公會會員大會禮金 

11. 大台南中醫師公會祝賀花籃 

12. 二十大醫盟會議 

13. 雲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理事長母親奠儀花圈 

14. 祝賀大台南護理師護士公會理事長就職盆花 

15. 台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大會花籃 

16. 台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禮金 

17. 醫檢亞太論壇花籃 

       公會交流活動很多需由所有幹部輪流出席，所有理監事都需要代表公會出席

各類活動，常務理監事找一位理監事配合出席活動，若臨時無法出席由理事長或總幹

事幫忙出席或協調出席者。 

1. 理事長么煥忠、總幹事呂建達、監事簡宓緹 

2. 常務監事蘇文經、監事鄭義成、監事王惠民、監事姚惠貞 

3. 常務理事陳靜玟、理事吳綠茵、理事王淑珍 

4. 常務理事賴政詩、理事許錫銘、理事簡廷憲、理事洪銘德 

5. 常務理事林有為、理事翁雅茹、理事王盛發、監事趙玉潔 

6. 常務理事黃美蘭、理事吳秀蒂、理事江鎧琳、監事李玲 

7. 常務理事黃建中、理事林宏吉、理事陳興隆、理事謝佳穎 

8. 常務理事詹靜婷、理事劉尤娜、理事林駿宏      

財務組： 

  104年常年會已寄發繳費通知。 

  103 3/26定存預備基金八十萬元整，四月份到期後再重新定存 130萬。 

  103年度結餘 582219元。 

八、 提案討論 

(一) 、案由：請討論本會第二屆理監事選舉暨會員大會事宜。 

說明：  

1. 會員大會舉辦地點、時間。 

2. 第二屆理監事選舉事宜。 

議決： 

1. 會員大會舉辦時間預定 12/26舉辦。 

2. 地點：請活動組及各理監事提供地點，目前詢問中信飯店。 

3. 理監事預定舉辦時間:7/30，11/26，12/17 

4. 第二屆選舉通知書：10/26 

5. 第二屆選舉候選人公告：11/25 

九、臨時動議。    十、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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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一屆第十一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一、 時間：七月三日下午六時半。 

二、 地點：成大簡易餐廳。 

三、 出席人員：  

        理事    么煥忠  許錫銘  陳靜玟  林宏吉  洪銘德   賴政詩  翁雅茹  

黃美蘭    黃建中  詹靜婷  簡廷憲  吳秀蒂  王淑珍   林駿宏  吳秀蒂  陳興隆  

吳綠茵 

        監事    蘇文經  王惠民  趙玉潔  姚惠貞  李  玲 

四、 列席人員： 呂建達   

五、 請假人員： 林有為  王盛發  劉尤娜  江鎧琳  謝佳穎  鄭義成  簡宓緹 

六、 主席：么煥忠                                            紀錄：呂建達 

七、 報告事項： 

行政組： 

(一) 目前會員人數：七月底 426位會員。 

入會：  

  四月份：491柯羽旋 492鍾依蓉 493張慕白 494林駿承 

495柳佩宏黃于恬 496陳韋怡 

  五月份：497陳威龍 498郭秉澄 499朱雅安 500陳俊榮 

501林宗穎 502王姵涵 503江憶茹 504陳妙樺 

  六月份：505蘇于珊 

退會： 

  四月份：73劉祖芳 467劉宜慈 486陳炳助 491柯羽旋 

  五月份：83鄭寶華 156藍淳瑋 447蘇世文 476洪暐凱 481顏嘉慧 

  六月份：303陳聖凱 389蘇翊鋒 479陳玉芳 

復業： 

  四月份：162彭依宸 405鄭又尹 407吳彩音 453黃耀新 

  五月份：133陳旭亭 

  六月份：374胡佐溶 447蘇世文 

學術組: 

1. 104年 4月 11日 永康奇美繼續教育課程 

2. 104年 4月 15日 104 年度輻傷醫療進階教育訓練課程(嘉義場) 

4. 104年 5月 15日 104年柳營奇美醫院第一次輻射工作人員繼續教育課程 

公關組： 

1. 放射學會大會花籃 

2. 台南市南瀛藥師公會交接典禮盆花 

3. 台南市診所協會會員大會盆花 

4. 台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花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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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屏東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理事長洪三和母親仙逝奠儀 

6. 會員刑乃驊結婚 

7. 台南市藥劑生公會會員大會盆花 

8. 台南市藥師公會會員大會盆花 

9. 會員家駿父親仙逝奠儀 

10. 醫師公會會館啟用花籃 

11. 台南縣藥劑生公會會員大會盆花 

12. 會員谷德蕙與劉吉鴻結婚禮金 

13. 彰化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花籃 

14. 二十大醫盟會議 

       公會交流活動很多需由所有幹部輪流出席，所有理監事都需要代表公會出席

各類活動，常務理監事找一位理監事配合出席活動，若臨時無法出席由理事長或總幹

事幫忙出席或協調出席者。 

1. 理事長么煥忠、總幹事呂建達、監事簡宓緹 

2. 常務監事蘇文經、監事鄭義成、監事王惠民、監事姚惠貞 

3. 常務理事陳靜玟、理事吳綠茵、理事王淑珍 

4. 常務理事賴政詩、理事許錫銘、理事簡廷憲、理事洪銘德 

5. 常務理事林有為、理事翁雅茹、理事王盛發、監事趙玉潔 

6. 常務理事黃美蘭、理事吳秀蒂、理事江鎧琳、監事李玲 

7. 常務理事黃建中、理事林宏吉、理事陳興隆、理事謝佳穎 

8. 常務理事詹靜婷、理事劉尤娜、理事林駿宏      

財務組： 

  104年常年會已寄發繳費通知。 

  104 4/17去年定存預備基金八十萬元整及今年五十萬元整共定存一百三十萬。 

  103年度結餘 582219元。 

  六月份結餘 1346092元 

八、 提案討論 

(一) 、案由：請討論本會第二屆理監事選舉暨會員大會事宜。 

說明：  

A. 大會地點及用餐方式討論。 

B. 法規繼續教育舉辦事宜。 

C. 退休人員表揚。 

D. 選舉公告相關事宜討論 

議決：  

1. 大會地點：台糖長榮桂冠 

2. 用餐方式：自助餐。 

3. 當日報到方式：由各單位派若干人員協助當日報到及選舉事宜。 

4. 預計製作悠遊卡會員識別證於大會當日發送(預計製作 500張，每張作 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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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來賓紀念品。 

5. 請各理監事協助調查各單位退休醫事放射師名單。 

6. 選舉公告及相關表單請局部調整後於下次會議討論。 

(二)、案由：請討論資深醫事放射師表揚相關事宜。 

說明：敬請協助調查各醫療院所工作年滿 25、30、35、40、45、50年資深放射師人

員名單，以利提供全聯會放射師節表揚。 

議決： 敬請各理監事協助調查。 

1. 成大(常務理事陳靜玟) 

2. 奇美永康(常務理事黃美蘭) 

3. 奇美柳營(理事謝佳穎) 

4. 市立醫院(常務理事詹靜婷) 

5. 新樓台南(常務理事林有為) 

6. 新樓麻豆(監事趙玉潔) 

7. 新營醫院(理事林駿宏) 

8. 其他醫療院所(總幹事呂建達) 

       

九、臨時動議。     

十、散會。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刊 
Tainan City Association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Tainan City Association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36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一屆第十一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一、 時間：七月三日下午六時半。 

二、 地點：成大簡易餐廳。 

三、 出席人員：  

        理事    么煥忠  許錫銘  陳靜玟  林宏吉  洪銘德   賴政詩  翁雅茹  

黃美蘭    黃建中  詹靜婷  簡廷憲  吳秀蒂  王淑珍   林駿宏  吳秀蒂  陳興隆  

吳綠茵 

        監事    蘇文經  王惠民  趙玉潔  姚惠貞  李  玲 

四、 列席人員： 呂建達   

五、 請假人員： 林有為  王盛發  劉尤娜  江鎧琳  謝佳穎  鄭義成  簡宓緹 

六、 主席：么煥忠                                            紀錄：呂建達 

七、 報告事項： 

行政組： 

(一) 目前會員人數：七月底 426位會員。 

入會：  

  四月份：491柯羽旋 492鍾依蓉 493張慕白 494林駿承 

495柳佩宏黃于恬 496陳韋怡 

  五月份：497陳威龍 498郭秉澄 499朱雅安 500陳俊榮 

501林宗穎 502王姵涵 503江憶茹 504陳妙樺 

  六月份：505蘇于珊 

退會： 

  四月份：73劉祖芳 467劉宜慈 486陳炳助 491柯羽旋 

  五月份：83鄭寶華 156藍淳瑋 447蘇世文 476洪暐凱 481顏嘉慧 

  六月份：303陳聖凱 389蘇翊鋒 479陳玉芳 

復業： 

  四月份：162彭依宸 405鄭又尹 407吳彩音 453黃耀新 

  五月份：133陳旭亭 

  六月份：374胡佐溶 447蘇世文 

學術組: 

1. 104年 4月 11日 永康奇美繼續教育課程 

2. 104年 4月 15日 104 年度輻傷醫療進階教育訓練課程(嘉義場) 

4. 104年 5月 15日 104年柳營奇美醫院第一次輻射工作人員繼續教育課程 

公關組： 

1. 放射學會大會花籃 

2. 台南市南瀛藥師公會交接典禮盆花 

3. 台南市診所協會會員大會盆花 

4. 台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花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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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屏東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理事長洪三和母親仙逝奠儀 

6. 會員刑乃驊結婚 

7. 台南市藥劑生公會會員大會盆花 

8. 台南市藥師公會會員大會盆花 

9. 會員家駿父親仙逝奠儀 

10. 醫師公會會館啟用花籃 

11. 台南縣藥劑生公會會員大會盆花 

12. 會員谷德蕙與劉吉鴻結婚禮金 

13. 彰化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花籃 

14. 二十大醫盟會議 

       公會交流活動很多需由所有幹部輪流出席，所有理監事都需要代表公會出席

各類活動，常務理監事找一位理監事配合出席活動，若臨時無法出席由理事長或總幹

事幫忙出席或協調出席者。 

1. 理事長么煥忠、總幹事呂建達、監事簡宓緹 

2. 常務監事蘇文經、監事鄭義成、監事王惠民、監事姚惠貞 

3. 常務理事陳靜玟、理事吳綠茵、理事王淑珍 

4. 常務理事賴政詩、理事許錫銘、理事簡廷憲、理事洪銘德 

5. 常務理事林有為、理事翁雅茹、理事王盛發、監事趙玉潔 

6. 常務理事黃美蘭、理事吳秀蒂、理事江鎧琳、監事李玲 

7. 常務理事黃建中、理事林宏吉、理事陳興隆、理事謝佳穎 

8. 常務理事詹靜婷、理事劉尤娜、理事林駿宏      

財務組： 

  104年常年會已寄發繳費通知。 

  104 4/17去年定存預備基金八十萬元整及今年五十萬元整共定存一百三十萬。 

  103年度結餘 582219元。 

  六月份結餘 1346092元 

八、 提案討論 

(一) 、案由：請討論本會第二屆理監事選舉暨會員大會事宜。 

說明：  

A. 大會地點及用餐方式討論。 

B. 法規繼續教育舉辦事宜。 

C. 退休人員表揚。 

D. 選舉公告相關事宜討論 

議決：  

1. 大會地點：台糖長榮桂冠 

2. 用餐方式：自助餐。 

3. 當日報到方式：由各單位派若干人員協助當日報到及選舉事宜。 

4. 預計製作悠遊卡會員識別證於大會當日發送(預計製作 500張，每張作 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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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來賓紀念品。 

5. 請各理監事協助調查各單位退休醫事放射師名單。 

6. 選舉公告及相關表單請局部調整後於下次會議討論。 

(二)、案由：請討論資深醫事放射師表揚相關事宜。 

說明：敬請協助調查各醫療院所工作年滿 25、30、35、40、45、50年資深放射師人

員名單，以利提供全聯會放射師節表揚。 

議決： 敬請各理監事協助調查。 

1. 成大(常務理事陳靜玟) 

2. 奇美永康(常務理事黃美蘭) 

3. 奇美柳營(理事謝佳穎) 

4. 市立醫院(常務理事詹靜婷) 

5. 新樓台南(常務理事林有為) 

6. 新樓麻豆(監事趙玉潔) 

7. 新營醫院(理事林駿宏) 

8. 其他醫療院所(總幹事呂建達) 

       

九、臨時動議。     

十、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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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一屆第十二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一、 時間：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六時半。 

二、 地點：成大簡易餐廳。 

三、 出席人員：  

        理事    么煥忠  許錫銘  陳靜玟  林宏吉  洪銘德  翁雅茹   江鎧琳  黃美蘭  

謝佳穎  黃建中  詹靜婷  王淑珍  吳秀蒂  吳綠茵 

        監事    蘇文經  鄭義成  王惠民  趙玉潔  姚惠貞  簡宓緹   李  玲 

四、 列席人員： 呂建達    

五、 請假人員： 陳興隆  賴政詩 林有為 劉尤娜 王盛發 林駿宏 吳秀蒂 簡廷憲 

六、 主席：么煥忠                                               紀錄：呂建達 

七、 報告事項： 

行政組： 

(一) 目前會員人數：十一月中共有 439位會員。 

入會：  

  七月份： 506陳玄昌 507張鐸耀 508黃仁駿 509吳明美 510吳俊毅 511李旻潔 

  八月份：512陳宣宇 

  九月份：513劉修安 514陳以訢 515賴柏文 516蔡宗祐 

  十月份：517馮馨儀 518張慕安 519楊瑀婷 520高靜怡 521張仲翔 

522林彥呈 523李靜雯 524鄭紓婷 525劉瑜文 526黃建富 

  十一月份：527陳映雯 528李姿瑩 

退會： 

  七月份：18 林郁君 203余國柱 358王東祥 472賴汶惠 

  八月份：218廖宜銘 408鄭安淇 449魯博仁 458宋佩淇 465蔡佲哲  

504陳妙樺 

  九月份：447蘇世文 495黃于恬 

  十月份：226陳威宇 496陳韋怡 501林宗穎 

  十一月份：335莊育誠 

復業： 

  七月份：49楊雪瑜 188劉佩玟 

  八月份：302張莉娟 454葉亞菁 

  九月份：308沈怡君 

  十一月份：26呂詩瑜 156藍淳瑋 

學術組: 

1. 11/5 104年度區域緊急醫療應變中心(Regional EMOCs) 國際研討會。 

2. 12/12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輻射防護研討會 

3. 12/17胸腔病院輻射防護研討會 

公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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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雄市南部七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聯誼會 

2. 嘉義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 

3. 理監事會議 

4. 社團法人台南縣醫事檢驗師公會會員大會 

5. 基隆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 

6. 桃園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 

7. 台南縣中藥商業同業公會會員大會 

8. 南投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 

9. 雲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 

10. 屏東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 

11. 高雄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 

12. 嘉義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 

13. 南部七縣市聯誼會議 

14. 高雄市醫事放射士公會會員大會 

15. 高雄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 

財務組： 

十月底餘額 1342295 元 

 

八、 提案討論 

、案由：請討論本會第二屆理監事選舉暨會員大會事宜。 

說明：  

議決：  

1. 退休人員表揚及理監事退職紀念品。黃春華余國柱王東祥陳萬春廖宜銘 

2. 選舉相關事宜討論。選舉票廂三個。 

3. 開票三組人員(理事、監事、會員代表)： 

i. 理事(錫銘靜玟政詩有為佳潁) 

ii. 監事(銘德義成宏吉) 

iii. 會員代表(鎧琳李 玲雅茹) 

4. 大會相關事宜。 

i. 主持(美蘭) 

ii. 報到 

  奇美永康(建中、興隆) 

  奇美柳營佳里(惠貞、秀蒂) 

  成大(淑珍綠茵) 

  新樓(台南、麻豆)( 趙玉潔) 

  台南市立醫院、安南醫院(靜婷) 

  其他醫療院所(宓緹駿宏) 

  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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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惠民) 

 

5. 一卡通會員卡事宜。505份加值 439份 

6. 大會手冊。印製 25本，以電子檔呈現 

 

(二)、案由：第二屆理監事暨全聯會會員代表選舉候選人號次抽籤。 

說明：  

議決： 抽籤結果如下： 

理事候選人 

1 王盛發 2 吳綠茵 3 陳金鳳 4 蕭福仁 5 吳秀蒂 6 詹靜婷 7 翁雅茹 8 趙玉潔 9 汪珮如 

10林駿宏 11江鎧琳 12謝佳穎 13劉英宏 14 黃美蘭 15陳興隆 16羅渝恩 17許錫銘 

18 賴政詩 19 鄭義成 20黃建中 21王唯勳 22么煥忠 23 林宏吉 

監事候選人： 

1李玲 2姚惠貞 3 簡宓緹 4 林有為 5趙玉潔 6王惠民 7 李哲暐 8洪銘德 9 王姵涵 

會員代表 

1 么煥忠 2 王盛發 3 賴政詩 4 呂建達 5 黃建中 6 吳秀蒂 7 黃美蘭 8 翁雅茹 9 簡宓緹 

10 王唯勳 11謝佳穎 

九、臨時動議。     

十、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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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一屆第十三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一、 時間：十二月十七日下午六時半。 

二、 地點：成大簡易餐廳。 

三、 出席人員：  

        理事    么煥忠  陳靜玟  林宏吉  賴政詩  翁雅茹  黃美蘭  黃建中  

詹靜婷  簡廷憲  吳秀蒂  王淑珍  林駿宏  吳秀蒂  陳興隆  吳綠茵  王盛發  

謝佳穎 

        監事    蘇文經  姚惠貞  李  玲  簡宓緹  趙玉潔   

四、 列席人員： 呂建達   

五、 請假人員： 林有為  劉尤娜  江鎧琳  鄭義成  王惠民  洪銘德 許錫銘 

六、 主席：么煥忠                                           紀錄：呂建達 

七、 報告事項：  

八、 提案討論 

       

(一) 、案由：請討論本會 104年度之經費收支決算表。 

說明： 104年 1月 1日至 104年 12月 31日支出及結餘。 

議決：無異議通過。  

 

(二) 、案由：請討論 105年度歲入歲出預算。 

說明： 105年度歲入歲出預算表。 

議決：無異議通過。 

 

(三) 、案由：請討論 105年度工作計畫。 

說明：  

議決：無異議通過。 

 

九、臨時動議。     

(一)、請討論成立會館購置委員會。 

  說  明： 

1. 歡迎本會具有熱誠及熟識購屋相關業務熟菁英加入。 

議決：無異議通過。 

十、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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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國內外因公事出差旅費辦法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以下簡稱本會）會務人員及會員，因公出差至國內外各
地 

          區，得給予差旅費用補助，其出差旅費之標準，悉依本規則辦理。  

          一、會務人員乃指本會之理事、監事人員及秘書人員(總幹事)。 

二、會員乃指本會之有效會員。             

第 二 條  前條所稱因公事出差，限於下列各項：  

一、代表本會出席國外國際會議者。  

二、因公務需要派赴出差者。 

三、僅限與會務相關。 

四、此兩項代表資格必須經由理事長指派或經由理監事聯席會議開會同意。 

 

第 三 條  出差人員應先填具出差申請單（如有同時幾人一起出差同一地點，可填寫一張申
請 

          單）。 

第 四 條  本會所指派之出差人員，應依規定辦理出差手續：  

一、出差人員應填具「出差申請單」。  

二、本會所指派之出差人員，出差事竣後，一星期內以支出憑證黏存單報支，
並檢 

附出差  申請單、出差旅費報支清單及單據送請秘書組(總幹事)簽章後，再經常
務 

理事(財務主委)、  理事長複核後，辦理結案。    

第二章  交  通  費  

第 五 條  出差人員乘坐交通工具，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國外出差：必須專案申請，經由理事、監事聯席會議議決。 

二、國內出差：每次出差全國各地交通補助費如下列，中、南部若超過兩人出差

敬請協調交通工具以共乘為原則，第二人(共乘者)以上不補助交
通費，若有特殊情況者請事先提出申請。 

1. 北部(新竹以北)及花蓮:新台幣三千五百元整。 
2. 中部(雲林—苗栗)及台東: 新台幣一千六百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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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南部(嘉義以南): 新台幣一千元整。 

第 六 條  出差人員之交通費，均應檢據列報，其乘飛機者，應憑飛機票票根及旅行業代收
轉 

          付收據列報。 

第 七 條  出差人員乘坐交通工具已由政府或有關機構專備或領有免票者，不得另支交通
費。 

 
          其餘優待價格者，應按優待價格據實列報。                                        

第三章  附  則  

第 八 條  本會會員出差時，應儘量利用大眾運輸工具，市區方可報支計程車費。  

第 九 條  出差當地或場所如供應餐點，本會不另補助膳食費。  

第 十 條  報支差旅費或誤餐費，如虛報或偽造單據情事，一經查覺即予議處。  

第十一條  會務人員及會員未經指派自行參加各種會議活動者，本會不給予補助。 

第十二條  會務人員及會員個人接獲邀請函受邀參加會務相關之會議請事先提出申請，經由
理 

          監事審查核准後，亦可申請出差補助。 

第十三條  會務人員及會員參加各種會議活動者，若主辦單位已經補助差旅出席費，本會不
給 

          予補助。 

第十四條  本規則經理監事會議通過後於 102年 1月 5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刊 
Tainan City Association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Tainan City Association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45 

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入會會籍異動申請辦法 

 

一 本會會務詢問洽詢聯絡方式： 

1. E-mail：dharma@mail.ncku.edu.tw 

2. 電話：06-2353535轉 2419 

二 本會入會會籍異動申請可採下列方式： 

1. 先至公會網站下載並填寫入會申請表後利用 E-mail寄給總幹事並電話

告知(06-2353535-2419或 0933469553)，並詢問相關入會事宜及取件時

間。 

2. 先至公會網站下載並填寫入會申請表親自到本會辦理，請先撥打電話

(06-2353535-2419 或 0933469553)給總幹事詢問相關入會事宜及取件

時間。 

三 為了節省申辦時間，建議前一天先將入會申請表填寫後 E-mail寄給總幹事

並電話告知然後隔日取件。 

四 敬請備妥下列證件至本會辦理並繳交會費。 

1. 入會費為 1000元整。 

2. 常年會費為 3600元整。 

 

 

mailto:dharma@mail.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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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更新執業執照申請辦法 

一 本會會務詢問洽詢聯絡方式： 

1. E-mail：dharma@mail.ncku.edu.tw 

2. 電話：06-2353535轉 2419 

二 本會會員更新執業執照申請： 

1. 先至公會網站下載並填寫申請表後利用 E-mail寄給總幹事並電話告知

(06-2353535-2419或 0933469553)，並詢問相關事宜及取件時間。 

2. 先至公會網站下載並填寫申請表親自到本會辦理，請先撥打電話

(06-2353535-2419 或 0933469553)給總幹事詢問相關事宜及取件時間。 

3. 為了節省申辦時間，建議前一天先將入會申請表填寫後 E-mail寄給總

幹事並電話告知然後隔日取件。 

       

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 員 更 新 執 業 執 照 申 請 表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性別 □ 男 □ 女 

身分證字號  
執業處地址  

執 業 機 構  

執 業 部 門  執業處電話             分機 

行 動 電 話  醫 事 放 射 

師 (士)證書 

字  號 放師字第      號 

電 子 信 箱  發 證 日 期    年    月   日 

mailto:dharma@mail.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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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退會歇業申請辦法 

一 本會會務詢問洽詢聯絡方式： 

1. E-mail：dharma@mail.ncku.edu.tw 

2. 電話：06-2353535轉 2419 

二 本會會員退會歇業申請： 

1. 先至公會網站下載並填寫申請表後利用 E-mail寄給總幹事並

電話告知(06-2353535-2419或 0933469553)，並詢問相關事宜及取

件時間。 

2. 先至公會網站下載並填寫申請表親自到本會辦理，請先撥打電

話(06-2353535-2419或 0933469553)給總幹事詢問相關事宜及取件

時間。 

3. 為了節省申辦時間，建議前一天先將入會申請表填寫後 E-mail

寄給總幹事並電話告知然後隔日取件。 

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 員 退 會 歇 業 申 請 表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性別 □ 男 □ 女 

身分證字號  
執業處地址  

執 業 機 構  

執 業 部 門  執業處電話             分機 

行 動 電 話  醫 事 放 射 

師 (士)證書 

字  號 放師字第      號 

電 子 信 箱  發 證 日 期    年    月   日 

mailto:dharma@mail.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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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權利與義務 
1. 會員本身住院慰助 

申請資格：本會會員。 

適用範圍：會員 

慰助禮盒：500元 (水果禮盒或其他健康品禮盒) 

2. 喜慶 

申請資格：本會會員，需準備相關證明文件(例如：請帖) 

適用範圍：會員 

補助金額：壹仟貳佰元 

3. 訃聞 

申請資格：本會會員，需準備相關證明文件(例如：訃文) 

適用範圍：直系尊親屬(限會員本人之父母親或子女) 

補助金額：壹仟壹佰元 

4. 其他：另針對其他縣市公會或對放射界有獻之人士之婚喪喜慶 

補助 

申請資格：本會會員，需準備相關證明文件 

適用範圍：對其他縣市公會或對放射界有貢獻之人士 

金額：壹仟陸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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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認證志工服務-臺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校外服務學習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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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青少年志工服務報名表  

 

姓名： 性別：□男 □女 

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監護人： 

聯絡電話（宅）：         （公）： 

行動電話：                        ｅ-mail： 

就讀學校名稱： 班級：    年    班 

專長： 

興趣： 

擅長語言：□國語  □台語  □客家話  □原住民話  □英語  □其他： 

志工參與動機： □自我成長 □行善積德 □充實生活 □未來工作準備 □幫助他人 

（可複選） □結交朋友 □他人影響 □其他： 

 

  

是否曾參加過志工訓練: 

□否 

□是；□志工基礎訓練  □志工專業訓練 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同意貴子弟參加志工服務，監護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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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名冊 
會員編號 姓名 執業醫院 執業部門 

01 鄭○豪 大內區衛生所 x光室 

02 蔡○德 大統醫事檢驗所 x光室 

03 鐘○芳 三總澎湖分院 放射科 

04 鄭○淵 仁德區衛生所 x光室 

05 黃○瑩 新市區衛生所 x光室 

06 詹○婷 台南市立醫院 放射科 

07 林○弘 台南市立醫院 放射科 

08 李○達 台南市立醫院 放射科 

09 林○文 台南市立醫院 放射科 

10 吳○諠 台南市立醫院 放射科 

11 薛○隆 台南市立醫院 放射科 

12 洪○瑄 台南市立醫院 放射科 

13 陳○慧 台南市立醫院 放射科 

14 洪○聰 台南市立醫院 放射科 

15 郭○伶 台南市立醫院 放射科 

16 吳○真 台南市立醫院 放射科 

17 陳○愉 璟馨婦幼醫院 x光室 

19 林○賢 台南市立醫院 放射科 

20 陳○穎 台南市立醫院 放射科 

21 謝○諺 台南市立醫院 放射科 

    

23 趙○潔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新樓醫院 放射科  

24 余○達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新樓醫院 放射科 

25 許○瑤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新樓醫院 放射科  

26 呂○瑜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新樓醫院 放射科 

27 劉○均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新樓醫院 放射科 

28 張○雄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新樓醫院 放射科  

29 洪○德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新樓醫院 放射科  

30 蔡○君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新樓醫院 放射科 

31 王○揚 永和醫院 放射科 

32 陳○鴻 永達醫療社團法人永達醫院 放射科  

33 張○協 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南區管制中心 放射科 

34 邱○賢 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南區管制中心 放射科 

35 陳○克 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放射線科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刊 
Tainan City Association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Tainan City Association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52 

會員編號 姓名 執業醫院 執業部門 

36 劉○宏 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放射線科 

37 許○博 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放射線科 

38 賴○如 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放射線科 

39 邱○鈺 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放射線科 

41 杜○慧 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放射診斷科 

42 吳○稻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放射診斷科 

43 林○宏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放射診斷科 

44 尹○萍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放射診斷科 

45 賴○舒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放射診斷科 

46 顏○盈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放射診斷科 

47 林○錦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 放射科 

49 楊○瑜 宏科醫院 放射科 

50 洪○雯 宏科醫院 放射科 

51 蘇○經 仁愛醫院 x光室 

52 吳○蒂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53 廖○真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54 吳○娟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55 吳○鴻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56 穆○琪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57 林○翔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59 張○晞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60 江○益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61 張○晨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62 邱○庭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63 林○弘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64 陳○春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65 官○靈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科 

66 林○偉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67 陳○甫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68 林○珍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69 林○珍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核子醫學科 

70 江○姍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72 許○卿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74 姜○騰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75 吳○興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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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編號 姓名 執業醫院 執業部門 

76 唐○齊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心導管科 

77 郭○豪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科 

78 廖○謙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科 

79 許○翔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80 王○惠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81 吳○雯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84 吳○倩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85 漆○芳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86 林○瑩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87 谷○蕙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88 方○涵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科 

89 么○忠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90 蔡○玉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牙科 

92 謝○傑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93 林○惟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94 何○中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95 李○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科 

96 楊○煒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97 陳○中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98 魏○鍵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99 林○杰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00 黃○中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01 徐○祥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02 姚○儒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科 

103 黃○言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04 王○敏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05 江○琳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科 

106 吳○釧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07 林○滿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科 

108 賴○絹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10 林○辰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11 陳○嘉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12 楊○銘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13 蔡○駿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14 陳○勳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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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編號 姓名 執業醫院 執業部門 

115 李○玉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16 何○雯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科 

118 黃○蘭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19 林○焜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20 黃○喬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科 

121 楊○淵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22 石○琴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23 陳○里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24 施○貞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25 李○樺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26 周○雯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27 李○誠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28 廖○祥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29 鍾○鵬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30 沈○復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31 蔡○伶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碎石中心 

132 曾○雅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33 陳○亭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34 蕭○玲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科 

135 葉○杉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南科) 

136 吳○進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37 吳○璁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38 林○軒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39 李○翰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40 黃○琳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41 謝○祥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43 陳○宏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45 楊○花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46 陳○隆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核子醫學科 

147 張○舜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48 江○鎮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50 蘇○文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科 

151 莊○珺 北門區衛生所 x光室 

152 李○薇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科 

153 姚○貞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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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編號 姓名 執業醫院 執業部門 

154 王○萱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55 郭○蓮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科 

156 藍○瑋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58 張○函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59 林○吉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60 蕭○彥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61 吳○貞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62 彭○宸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64 簡○峯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65 劉○舉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碎石中心 

166 黃○展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68 李○暐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科 

169 曾○純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71 陳○宏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72 洪○彥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74 陳○宏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75 鄭○吟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76 陳○茹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77 吳○君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核子醫學科 

178 張○屏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79 許○菁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牙醫中心 

180 周○淵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心導管 

181 林○辰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82 黄○郁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83 許○訓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科 

184 楊○琴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科 

185 陳○諒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86 陳○儒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88 劉○玟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89 陳○享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90 許○玄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91 郭○君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92 葉○月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93 陳○真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94 謝○穎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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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楊○棋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96 沈○伶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科 

197 黃○達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198 張○予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科 

199 涂○敏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200 陳○陸 東山區衛生所 放射診斷科 

201 王○澐 東海醫事檢驗所 放射科 

202 劉○誠 四季牙醫診所 牙科 

204 張○如 信ㄧ骨科 X光室 

205 黃○懿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牙科 

206 蘇○倩 南化區衛生所 放射診斷科 

210 鄭廖○貞 洪外科醫院 放射科 

211 黃○琴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放射診斷科 

212 王○敏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放射診斷科 

213 陳○鳳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放射診斷科 

214 陳○涵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放射診斷科 

215 李○偉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放射診斷科 

216 林○威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放射診斷科 

217 胡○麟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放射診斷科 

219 秦○同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20 周○妙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21 林○真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心臟內科部 

222 黃○芬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23 廖○玲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外科部 

224 陳○玟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27 吳○達 三總澎湖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放射科 

228 陳○琪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部 

229 陳○君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口腔醫學部 

230 陳○伶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31 王○勳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34 張○穎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部 

235 王○聖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心臟內科部 

236 廖○玉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部 

237 黃○惠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39 劉○成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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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陳○嬪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41 郭○順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42 饒○然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部 

243 王○民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44 林○輝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45 劉○榮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46 張○姚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部 

247 戴○佩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48 田○千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49 鄭○宜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50 林○貞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核子醫學部 

251 王○瓔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核子醫學部 

252 林○專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54 李○娟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55 洪○賢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震波碎石室 

256 李○昌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核子醫學部 

257 賴○詩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58 謝○弘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部 

259 陳○珍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60 呂○達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61 謝○發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部 

262 莊○昌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核子醫學部 

263 林○平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部 

264 李○智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65 許○銘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部 

266 宋○桐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67 鄭○哲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68 吳○茵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69 王○珍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70 張○云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71 卓○堅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72 洪○萍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部 

273 陳○虹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74 葉○源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75 王○淑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部 

276 陳○裕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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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李○仁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78 莊○傑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79 陳○翎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80 孫○芬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81 林○馨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正子中心 

282 謝○昀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83 徐○苓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婦產科音波室 

284 劉○辰 泰和診所 放射科 

285 胡○雯 台南市立安南醫院 放射腫瘤科 

286 蔣○庭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88 簡○憲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89 鄭○方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部 

290 林○吟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91 蔡○璿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92 陳○川 國光醫事放射所 放射科 

294 陳○諭 郭綜合醫院 放射科 

295 方○蘋 郭綜合醫院 放射科 

296 邱○鳳 郭綜合醫院 放射科 

297 翁○茹 郭綜合醫院 放射科 

298 李○寬 郭綜合醫院 放射科 

299 蔡○印 郭綜合醫院 放射科 

300 楊○民 郭綜合醫院 放射科 

301 李○昌 郭綜合醫院 放射科 

302 張○娟 郭綜合醫院 放射腫瘤科 

304 邱○文 郭綜合醫院 放射科 

305 黃○芳 郭綜合醫院 放射科 

307 蔡○國 郭綜合醫院 放射腫瘤科 

308 沈○君 郭綜合醫院 放射科 

309 陳○芬 郭綜合醫院 放射科 

311 翁○聲 郭綜合醫院 放射科 

312 楊○儀 郭綜合醫院 健檢中心 

313 黃○硯 郭綜合醫院 放射腫瘤科 

314 王○燕 開元寺慈愛醫院 放射科 

315 賴○壽 陽明醫事檢驗所 放射檢驗所 

316 簡○緹 杏仁診所 x光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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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王○發 新國泰醫事檢驗所 x光室 

318 陳○伸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新樓醫院 放射科 

319 陳○妙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新樓醫院 放射腫瘤科 

320 許○誌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新樓醫院 放射腫瘤科 

321 李○婷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新樓醫院 健診中心 

322 洪○泰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新樓醫院 放射科 

323 高○隆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新樓醫院 放射科 

324 劉○娟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新樓醫院 放射腫瘤科 

325 蕭○仁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新樓醫院 放射科 

326 黃○青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新樓醫院 放射科 

328 黃○勳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新樓醫院 放射科 

330 吳○慧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新樓醫院 放射科 

331 林○為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新樓醫院 放射科 

332 吳○洲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新樓醫院 放射科 

333 鄭○福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新樓醫院 放射科 

334 謝○海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新樓醫院 放射科 

335 莊○誠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新樓醫院 放射科 

336 林○蓁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新樓醫院 健診中心 

337 鄭○成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新樓醫院 放射科 

339 黃○萱  新營區衛生所 x光室 

340 蔡○珉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 放射科 

342 林○儒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 放射科 

343 劉○娜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 放射科 

344 游○平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 放射科 

345 李○慧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 放射科 

346 賴○庸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 放射科 

347 林○良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 放射科 

348 汪○如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 放射科 

349 黃○萱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 放射科 

350 黃○苓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 放射科 

351 江○旗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 放射科 

352 劉○汝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 放射科 

353 楊○皓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新化分院 放射診斷科 

354 侯○倩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新化分院 放射診斷科 

355 陳○方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新化分院 放射診斷科 

356 蕭○彥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新化分院 放射診斷科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刊 
Tainan City Association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Tainan City Association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60 

會員編號 姓名 執業醫院 執業部門 

357 陳○炎 遠東醫事檢驗所 放射科 

358 王○祥 賴外科診所 放射科 

359 鄭○翰 營新醫院 放射診斷科 

360 黃○絜 營新醫院 放射診斷科 

361 蔡○叡 營新醫院 放射診斷科 

362 廖○美 環亞檢驗所 放射科 

364 張○豪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核子醫學科 

365 林○文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 放射科 

367 黃○涵 台南市立醫院 放射診斷科 

368 胡○芳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新樓醫院 放射診斷科 

369 柯凱勛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370 蕭○如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371 劉○鴻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心導管科 

372 曾○吟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核子醫學部 

373 邢○驊 台南市立安南醫院 放射科 

374 胡○溶 台南市立安南醫院 放射科 

378 林○嫻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379 張○蓮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380 曾○怡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381 劉○雯 台南市立安南醫院 核子醫學科 

383 陳○蘋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放射科 

384 李○萱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385 楊○頤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核子醫學部 

386 吳○芳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387 蔣○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388 賴○聿 郭綜合醫院 放射科 

390 張○雄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核子醫學 

391 黃○瑩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 

393 胡○雅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科 

394 謝○芝 葉銘宏外科診所 x光 

396 盧○真 台南市立醫院 體檢組 

397 王○如 台南市立安南醫院 放射科 

398 宏○銘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400 李○平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402 羅○恩 台南市立安南醫院 放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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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編號 姓名 執業醫院 執業部門 

403 熊○成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406 吳○翰 郭綜合醫院 放射科 

407 吳○音 新興醫療社團法人新興醫院 X光 

411 黃○智 台南市立安南醫院 放射腫瘤科 

413 吳○靜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科 

414 李○霖 台南市立醫院 放射科 

416 黃○旻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 放射科 

417 林○昀 台南市立醫院 放射科 

419 巫○瑄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421 陳○涵 葉銘宏外科診所 x光 

422 張○恩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423 胡○心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424 邱○鈴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426 洪○伶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科 

428 黃○元 新興醫療社團法人新興醫院 x光室 

431 張○榛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放射科 

432 林○丞 台南市立醫院 放射科 

434 簡○恩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435 劉○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436 王○揚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新樓醫院 醫學影像科 

437 謝○順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438 王○涵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口腔醫學部 

439 余○霖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部 

441 林○婷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放射科 

442 顏○亭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新化分院 放射診斷科 

443 吳○儒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放射科 

444 林○鈞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新樓醫院 放射科 

445 陳○慧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放射科 

446 葉○藝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放射科 

448 李○融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科 

449 魯○仁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 放射科 

451 賴○玲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婦產科音波室 

453 黃○新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心臟內科部 

454 葉○菁 現代醫事檢驗所 x光室 

455 李○璇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核子醫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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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編號 姓名 執業醫院 執業部門 

456 吳○志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放射科 

459 陳○韻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科 

461 盧○鴻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462 潘○儒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新樓醫院 放射科 

463 沙○拿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科 

464 方○嶸 台南市立醫院 放射科 

466 方○暉 國泰功醫診所 放射科 

469 王○琪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放射科 

470 羅○玎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新化分院 放射診斷科 

473 高○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475 周○音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477 謝○廷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放射診斷科 

478 羅○修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放射科 

480 鄭○晏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部 

483 林○文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484 蔡○棠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485 柳○宏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新樓醫院 醫學影像科 

487 翁○莨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488 吳○萱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科 

489 胡○人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490 許○民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放射科 

492 鍾○蓉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放射科 

493 張○白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放射科 

494 林○承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放射科 

496 陳○怡 郭綜合醫院 放射科 

497 陳○龍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新樓醫院 勞工體檢組 

498 郭○澄 郭綜合醫院 放射科 

499 朱○安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500 陳○榮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核子醫學部 

502 王○涵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505 蘇○珊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506 陳○昌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新樓醫院 勞工體檢組 

507 張○耀 建新放射所 X光 

508 黃○駿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新樓醫院 心導管室 

509 吳○美 佳醫診所 X光 

510 吳○毅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放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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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編號 姓名 執業醫院 執業部門 

511 李○潔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 放射科 

513 劉○安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核子醫學科 

514 陳○訢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515 賴○文 台南市立醫院 健檢課 

516 蔡○祐 謝醫院 X光 

517 馮○儀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518 張慕安 新興醫療社團法人新興醫院 x光室 

519 楊瑀婷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 放射科 

520 高靜怡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521 張仲翔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部 

522 林彥呈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科 

523 李靜雯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新樓醫院 X光 

524 鄭紓婷 怡安復健科診所 放射科 

525 劉瑜文 郭綜合醫院 放射科 

526 黃建富 郭綜合醫院 放射科 

527 陳映雯 郭綜合醫院 放射科 

528 李姿瑩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核子醫學部 

529 劉育正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心臟外科 

530 紀宏毅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口腔醫學部 

531 陳明宏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532 張伯亞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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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放射師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 

中華民國 102年 7月 1日 

衛署醫字第 1020269815 號 

訂定「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 

附「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 

署  長 邱文達 

 

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醫師法第八條第三項與第四項、護理人員法第八條第三項、物理治療師法第七條第三

項、職能治療師法第七條第三項、醫事檢驗師法第七條第三項、醫事放射師法第七條第三項、營養師法

第七條第三項與第四項、助產人員法第九條第三項、心理師法第七條第三項與第八條第二項、呼吸治療

師法第七條第二項與第八條第二項、語言治療師法第七條第三項、聽力師法第七條第三項及牙體技術師

法第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醫事人員，指醫師、中醫師、牙醫師、護理師、護士、物理治療師、物理治療生、

職能治療師、職能治療生、醫事檢驗師、醫事檢驗生、醫事放射師、醫事放射士、營養師、助產師、助

產士、心理師、呼吸治療師、語言治療師、聽力師、牙體技術師及牙體技術生。 

本辦法所稱多重醫事人員，指領有二種以上醫事人員證書者。 

第 二 章   執業登記 

第 三 條   領有醫事人員證書，且未有各該醫事人員法律所定不得發給執業執照情形之ㄧ者，得申請醫事

人員執業登記。 

第 四 條   醫事人員申請執業登記，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及繳納執業執照費，向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發給執業執照： 

一、醫事人員證書正本及其影本一份（正本驗畢後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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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分證明文件影本一份。 

三、最近三個月內之一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二張。 

四、擬執業機構出具之證明文件。 

五、執業所在地醫事人員公會會員證明文件。 

六、完成第十三條第一項各款繼續教育之證明文件。 

七、中央主管機關發給且仍在有效期間內之專科醫事人員證書。但醫事人員無專科制度者，得免檢

附。 

第 五 條   醫事人員申請執業登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檢具前條第六款規定之文件： 

一、領得醫事人員證書五年內申請執業登記。 

二、物理治療師（生）或職能治療師（生）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前、護理師及護士於

九十七年六月二十日前，已取得該類醫事人員證書，且於該日期起算五年內申請首次執業登記。 

三、醫事人員歇業後重新申請執業登記之日期，未逾原執業處所執業執照所載應更新日期。 

第 六 條   醫事人員申請執業登記，其依第四條第六款所定繼續教育證明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以

該類醫事人員申請執業登記前一年內接受第十三條第一項各款繼續教育課程總積分達六分之一以上之

證明文件代之： 

一、領得醫事人員證書逾五年，首次申請執業登記。 

二、醫事人員於下列各目日期前，已取得各該類醫事人員證書，且逾該日期起算五年始申請首次執

業登記： 

(一) 醫事檢驗師（生）或醫事放射師（士）：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十一日。 

(二) 心理師：九十二年三月十九日。 

(三) 呼吸治療師：九十二年五月十三日。 

(四) 營養師：九十四年四月八日。 

(五) 助產師（士）：九十四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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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物理治療師（生）或職能治療師（生）：九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七) 護理師及護士：九十七年六月二十日。 

三、醫事人員連續歇業期間逾二年。於具有多重醫事人員或兼具有師級及生（士）級之同一類醫事

人員資格者，須分別均逾二年。 

專科醫師依前項規定應備之文件，得以申請執業登記前一年內接受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所定繼續教育課

程積分達三點以上之證明文件代之，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 七 條   醫事人員辦理執業執照更新，應於其執業執照應更新日期屆滿前六個月內，填具申請書，並檢

具下列文件及繳納執業執照費，向原發執業執照機關申請換領執業執照： 

一、原領執業執照。 

二、最近三個月內之一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二張。 

三、執業所在地醫事人員公會會員證明文件。 

四、繼續教育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一) 專科醫師：完成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所定繼續教育之證明文件。 

(二) 專科護理師：中央主管機關發給，且仍在有效期間內之專科護理師證書。 

(三) 前二目以外之醫事人員：完成第十三條第一項各款所定繼續教育之證明文件。 

第 八 條   領得醫事人員證書未逾五年而申請執業登記者，其執業執照之更新日期為自各該證書發證屆滿

第六年之翌日。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前已取得物理治療師（生）或職能治療師（生）證書，且於該日期起算五年內，申

請執業登記者，其執業執照之更新日期不得逾一百零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九十七年六月二十日前已取得護理師或護士證書，且於該日期起算五年內，申請執業登記者，其執業執照之更新日

期不得逾一百零三年六月十九日。 

醫事人員歇業後重新申請執業登記，執業登記日期未逾原發執業執照所載應更新日期者，以該日期為新發執業執照

應更新日期；逾原發執業執照所載應更新日期者，其執業執照應更新日期自執業登記日期起算六年。但

依第六條規定辦理執業登記者，其執業執照之更新日期為自執業登記屆滿第六年之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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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員辦理執業執照更新，其新發之執業執照應更新日期為自原發執業執照屆滿第六年之翌日。 

第 九 條   醫事人員執業執照滅失或遺失時，應填具申請書、具結書，繳納執業執照費並檢具最近三個月

內之一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二張，向原發執業執照機關申請補發。 

醫事人員執業執照損壞時，應填具申請書，繳納執業執照費並檢具最近三個月內之一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二張及原

執業執照，向原發執業執照機關申請換發。 

第 十 條   醫事人員停業及歇業之程序及應備文件等相關事項，依各該醫事人員法律施行細則之規定辦

理。 

醫事人員停業後申請復業，應檢具原執業執照，向原發執業執照機關辦理。 

第 十一 條   具有多重醫事人員資格者，得依其多重身分同時辦理執業登記，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執業登記場所，以同一處所為限；執業場所並應符合各該醫事人員執業場所相關設置標準之規

定，該場所依法規得供該類醫事人員辦理執業登記。 

二、應依法律規定分別加入各該醫事人員公會，且應分別完成第十三條第一項各款所定之繼續教育

積分。 

三、擇一資格為其主要執業類別，據以計算其執業之場所相關設置標準規定應具備之人力。 

四、停業、歇業或報准前往其他處所執行業務，應以主要執業登記類別辦理。 

五、兼具師級及士（生）級之同一類醫事人員資格者，其執業登記僅得擇一資格辦理。 

具有醫師、中醫師、牙醫師等多重醫事人員資格者，其執業登記，依具有多重醫事人員資格者執業管理辦法之規定

辦理，不適用前項規定。 

第 十二 條   醫療機構之醫事人員，除醫療機構間之會診、支援外，前往他醫療機構執行業務，應依各該醫

事人員法律規定，經事先報准，始得為之。 

前項所稱醫療機構間之會診、支援，指下列情形，且未固定排班提供診療者： 

一、遇有大量傷病患，需臨時增加醫事人員人力處理。 

二、對於緊急或重症傷病，需徵詢其他醫師意見。 

第一項所定事先報准，其為越區前往他醫療機構執行業務者，應報經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並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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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執行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前項醫療機構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醫事人員越區執業申請案件，應副知執行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 

第 三 章   繼續教育 

第 十三 條   醫師執業，應每六年接受下列繼續教育之課程積分達一八○點以上；其他類醫事人員執業，應

每六年接受下列繼續教育之課程積分達一五○點以上： 

一、專業課程。 

二、專業品質。 

三、專業倫理。 

四、專業相關法規。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繼續教育課程之積分數，於醫師合計至少應達十八點，其中應包括感染管制及性別議題之課程；

超過三十六點者，以三十六點計。前項第三款、第四款繼續教育課程之積分數，於其他類醫事人員合計

至少應達十五點，其中應包括感染管制及性別議題之課程；超過三十點者，以三十點計。 

前二項繼續教育課程積分，得由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醫事人員團體辦理審查認定。 

物理治療生、職能治療生、醫事檢驗生、醫事放射士及牙體技術生之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之課程積分，於第一項所

定課程積分應達九十點以上；於第二項所定積分數應達九點，超過十八點者，以十八點計，不受各該條

項規定之限制。 

兼具醫師、中醫師、牙醫師多重醫師資格者變更資格申請執業登記時，對於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繼續教育課程積

分，應予採認；對於第一項第一款性質相近之專業課程積分，得相互認定。 

第 十四 條   醫事人員繼續教育之實施方式及積分如下： 

一、專科以上學校、醫學會、學會、公會、協會、財團法人、教學醫院、主管機關或政府機關舉辦

之專業相關繼續教育課程：參加者，每小時積分一點；擔任授課者，每小時積分五點。 

二、公開徵求論文及審查機制之各該類醫事人員學術研討會：參加者，每小時積分二點；發表論文

或壁報者，每篇第一作者積分三點，其他作者積分一點；擔任特別演講者，每次積分十點。 

三、公開徵求論文及審查機制之相關醫學會、學會、公會或協會舉辦之學術研討會：參加者，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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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積分一點；發表論文或壁報者，每篇第一作者積分二點，其他作者積分一點；擔任特別演講

者，每次積分三點。 

四、經醫院評鑑合格之醫院或主管機關跨專業之團隊臨床討論或專題演講之教學活動：參加者，每

小時積分一點；擔任主要報告或演講者，每次積分三點。醫師，超過六十點者，以六十點計；

其他類醫事人員，超過五十點者，以五十點計。 

五、參加網路繼續教育：每次積分一點；超過六十點者，以六十點計。 

六、參加各該類醫事人員相關雜誌通訊課程：每次積分二點；超過六十點者，以六十點計。 

七、在國內外各該類醫事人員具審查機制之相關雜誌發表有關各該類醫事人員原著論文：每篇第一

作者或通訊作者，積分十六點，第二作者，積分六點，其他作者積分二點；發表其他類論文者，

積分減半；超過五十點者，以五十點計。 

八、在國內外大學進修專業相關課程：每學分積分五點；每學期超過十五點者，以十五點計。 

九、講授衛生教育推廣課程：每次積分一點；超過十五點者，以十五點計。 

十、在國外執業或開業：醫師，每年以三十點計；其他類醫事人員，每年以二十五點計。 

十一、國內外各該類醫事人員專業研究機構進修：短期進修者（累計一星期內），每日積分二點；長期進修者（累

計超過一星期），每星期積分五點；醫師，超過三十點者，以三十點計；其他類醫事人員，超過二十五點者，

以二十五點計。 

十二、醫師畢業後之一般醫學訓練、專科醫師訓練或參加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之訓練：醫師，每年以三十點

計，其他類醫事人員，每年以二十五點計。 

十三、各大專校院專任護理教師至國內醫療或護理機構實務學習，經機構開具證明文件：每日積分二點；超過二十

五點者，以二十五點計。 

於離島地區執業者，參加前項第十款外之繼續教育，其積分一點，得以二點計；於偏遠地區執業者，其積分一點，

得以一點五計。 

第一項繼續教育課程及積分，得由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各該類醫事人員團體辦理採認。 

第 十五 條   申請認可辦理前二條繼續教育課程與積分審查認定及採認之各該類醫事人員團體，應符合下列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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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全國性之醫事人員學會、各該類醫事人員相關學會或公會。 

二、設立滿三年。 

三、會員中各該類醫事人員全國執業人數，應達下列各目比率或人數之一： 

(一) 醫師及助產人員：百分之十以上。 

(二) 中醫師及醫事放射師：百分之四十以上。 

(三) 護理人員：三千人以上。 

(四) 前三目以外醫事人員：百分之二十以上。 

各該類醫事人員團體申請前二條認可，應檢具申請函及包括下列文件、資料之計畫書，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經核

定後，始得為之： 

一、設立證明文件、組織章程、組織概況及會員人數資料。 

二、醫事人員繼續教育課程與積分採認人力配置、處理流程、委員會組成、職責及會議召開之作業

方式。 

三、醫事人員繼續教育課程及積分採認之作業監督方法。 

四、醫事人員繼續教育課程及積分採認之相關文件保存。 

五、醫事人員繼續教育課程品質管理方式。 

六、收費項目及金額。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資料。 

第 十六 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前條申請之審查，得至該醫事人員團體實地訪查作業情形。 

第 十七 條   經認可得辦理完成繼續教育積分審查認定及繼續教育課程與積分採認業務之醫事人員團體，應

依核定之計畫書，辦理醫事人員繼續教育課程及積分採認與收費；並適時查核採認之課程，確實依其申

請之課程內容實施。 

第 十八 條   經認可之醫事人員團體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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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依規定或計畫書審查醫事人員繼續教育課程及積分，情節重大。 

二、未依計畫書收費。 

三、規避、拒絕或妨礙中央主管機關之查核。 

四、不符合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違反前項第一款規定，未依規定採認之醫事人員繼續教育課程及積分，不生採認之效果。 

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廢止認可之醫事人員團體，一年內不得重新申請認可。 

第 十九 條   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繼續教育積分，於專科醫師，依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之規定。 

專科醫師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八月十七日醫師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修正施行前，已依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

法，規定取得之專業品質、專業倫理或專業相關法規課程之積點，合於本辦法規定者，得予採認。 

專科護理師依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規定參加課程或訓練取得之積點，合於本辦法規定者，得予採認。 

第 二十 條   醫事人員受懲戒處分應接受一定時數繼續教育者，不得以本辦法所定應接受之繼續教育抵充。 

第 四 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施行前，已領有執業執照之醫事人員，其應辦理執業執照更新日期，依原發執業執照所

載應更新日期。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施行前，已依各該類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規定，申請認可為各該類醫事人

員繼續教育積分審查認定及繼續教育課程與積分採認之醫事人員團體者，免依第十五條規定，重新提出

申請認可。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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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 5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會務綜合報告 

報告時間：103年 11月 1日～104年 10月 31日  
理事會暨秘書處報告—報告人理事長(詳見大會手冊第 1-31頁) 

至 104 年 10 月 31 日止，全國共有 20 個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執業醫事放射師(士)人數近
5800人，會員代表人數 183人。 

一、全聯會例行常態性業務，共 4項，包括： 
1.全聯會本會業務 
2.繼續教育課程之積分審查及積分採認  
3.醫事放射師會館業務 
4.臺灣醫事放射師赴美國及新加坡執業相關活動(目前為止計有近 200名會員透過該活
動在新加坡執業)。 

二、104年度全聯會承辦主管機關委託業務活動，包括： 

 104年度 執行狀況 

1 承辦教育部「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科)學生臨床實習教學成效評估機
制改進方案計畫」 已完成 

2 承辦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透視攝影 X 光機醫療曝露品保實作訓練計
畫」種子教師訓練 已完成 

3 承辦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醫策會「衛生福利部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二年期受訓人員訓練成效評估」計畫 執行中 

4 與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合辦「衛生福利部 104年度教學
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醫事放射師師資培育」 已完成 

三、配合參與主管機關及其他單位之重要議案、會議或活動簡報(大會手冊 7-10頁) 

四、召開、出席或舉辦之會議及活動簡報(大會手冊第 11-22頁) 

第 5屆屆期 「自辦」會議及活動場次 「參加」會議及活動場次 場次總計 

102年 11月 10日起 10 20 
30 

103年度 70 103 
173 

104年 10月 2日止 43 46 
89 

場次總計 
123 169 292 

五、第 5屆理監事會議決議執行彙報―權益及會務推展相關(大會手冊第 23-31頁) 

六、秘書處發出函件，共 405件(103年 11月 1日至 104年 10月 31日) 

監事會報告—報告人魏常務監事聰文(大會手冊第 32-41頁) 
報告本會 103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現金收支出納表、基金收支表(103年度經費
收支決算業經會計師查核無誤)。 

醫事放射師會館委員會報告—報告人高主任委員進益(大會手冊第 42-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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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醫事放射師會館 103 年 11 月 1日至 104年 10 月 15日止之資產負債表、經費收支決
算表、經費收支明細表。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參與主管機關及其他單位重要議案 

 
執行日期：102年 11月 11日至 104年 10月 31日 

單位 議案、會議或活動名
稱 執行重點摘要 執行進

度 
衛生福利部 請衛生福利部釋示攝

護腺放射診療過程
之「直腸氣球處置」
是否應由醫師親自
執行之。 

⼀、攝護腺放射診療過程所使⽤之直腸氣球為⼀
橡膠軟管，係經由肛門將橡膠軟管插入人體，
該軟管前端附有氣球，經注入空氣或蒸餾水膨
脹後，固定直腸大小及相對於攝護腺之位
置，以作為攝護腺放射治療或影像對位輔助
之用。 

二、依 99年 9 月 24 日衛署醫字第 0990262608
號預告醫療法第64條第 1項中央主管規定之
侵入性檢查或治療為以醫療器材植入、插入
人體之方式，施⾏之檢查或治療。但不包括⼀
般靜脈、肌肉或皮下注射及抽血。又，衛生
福利部 93 年 8 月 27 日衛署醫字第
0930022696 號函釋「侵入性醫療行為」係
指醫療行為步驟中採用穿刺（puncture）、
或皮膚切開術（incision of skin）或將器械、
外來物置入人體來從事診斷或治療之行為，
均屬之。 

三、承前述，為保障病人安全並避免觸法，敬請 鈞
部釋示攝護腺放射診療過程之「直腸氣球處置」
是否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侵入性檢查或
治療應由醫師親自執行之。 

結 案 

103 年 1 月 24 日衛生福利部以衛部醫字第
1031660642號函覆「攝護腺放射治療之『直腸氣
球處置』之行為，得由醫師或其他醫事人員依其
醫事專門職業法律規範，依醫師指示或醫囑執行
之。」 

「設置電腦斷層掃
描儀及磁振造影機
之醫療機構條件」
討論 

 

103年10日6日衛生福利部邀全聯會討論「特定醫
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
第2條附表列管項目第六項「電腦斷層掃描儀」(以
下簡稱 CT)及第七項「磁振造影機」（以下簡稱
MRI），其設置之醫療機構條件規定第⼀點應為醫
院(附件1)。然台灣健檢中心或診所之規模日漸擴
大，因醫療業務之需希請開放設置CT及MRI。爰
邀請相關單位評估，召開本次會議，共同討論是
否開放健檢中心或診所設置CT、MRI及應有之相
關配套措施。」 

執行中 

建議修訂「醫療機
構設置標準」第九
條(附表七)條文內

能配合「醫療機構設置標準」之研修周延，發揮
各醫事人員專業，提供病人更高的醫療品質與
安全，本會建議仍應依照98年9月11日「研商醫

結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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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議案、會議或活動名
稱 執行重點摘要 執行進

度 
容 療機構設置標準(附表六)修訂會議」醫界團體之

共識決議辦理；即，診所設置標準之放射人員應
修訂為「設放射線設施者，應有醫事放射人員1
人以上。」 

建議研修醫院評鑑
及教學醫院評鑑 

為能配合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基準之研修
周延，提供病人更高品質的放射醫療，本會建議
修訂「醫院評鑑基準及評量項目」之內容包含條
號第1.3.4、2.4.5、2.8.9、2.8.10、2.8.11、2.8.12、2.8.15。 

執行中 

103年 2月 12日衛生福利部以衛部醫字第
1031660873號函覆「相關建議已錄案，並將納為
醫院評鑑基準修正研議之參考」 

執行中 

103年7月25日全聯會再提供「醫院評鑑醫事放射
人力需求建議與說明」予衛生福利部 

執行中 

衛生福利部 衛生福利部規畫
「減少」醫事人員
每六年應接受之繼
續教育積分時數 

104年9月14日衛生福利部以衛部醫字第1041661898A號函
預告修正「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醫事人員每六年應接受之繼續教育積分時
數為每年120點。 

結 案 

建請修訂 104 年
「醫院評鑑基準及
評量項目」條號第
1.3.3 

中華⺠國 104 年 7 月 6 日醫事放射全聯字第
1040161號函衛生福利部 
⼀、依醫院評鑑之評量準則所謂「優良項目」之條
件應是嚴格於「符合項目」。然，據醫療院所
反映，醫事放射人力依目前 104 年「醫院評鑑
基準及評量項目」公告版本條號第 1.3.3
之「優良項目」進行演算時，其應符合人力
需求卻反而低於「符合項目」。 

二、以急性⼀般病床 2000 床、加護病床 300 床
為例，擬申請醫學中心之醫療院所，依「符合
項目」演算，醫事放射人員至少應需  82 
名；但依照「優良項目」進行演算時卻僅需要 74 
名，如附件其他醫院。 

三、為符醫院評鑑基準擬訂之精神，本會建議 104
年「醫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目」條號第 1.3.3
之「優良項目」之 1.醫事放射人員，應修訂
如下： 
(1)申請地區醫院評鑑者：醫事放射人員人力達
符合項目3-(1)項並含括3-(4)、3-(5)之1.10
倍。 

(2)申請區域醫院評鑑者：醫事放射人員人力
達符合項目3-(2)項並含括3-(4)、3-(5)之
1.10倍。 

(3)申請醫學中心評鑑者：醫事放射人員人力達符
合項目3-(3)-j項並含括3-(4)、3-(5)之1.10
倍。 

結 案 

104 年 8 月 14 日衛生福利部以衛部醫字第
1040020003號函覆內容如下： 
⼀、貴匯據醫療院所反映，醫事放射人力依目前

醫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目 1.3.3 之優良項目
演算，應符合仁麗需求卻反低於符合項⽬⼀
節，查醫院評鑑基準 1.3.3優良項目之醫事放
射⼈員為需達成符合項⽬之急性⼀般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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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議案、會議或活動名
稱 執行重點摘要 執行進

度 
所計算醫事放射人數之 1.1 倍，至加護病床
所配置之醫事放射人員為醫療機構設置標
準之規定，依備註仍須符合，但該人力是否
達成優良項目，評鑑委員會將加護病床應配
置人力扣除後，予以計算是否達到符合項目
之急性⼀般病床所計算醫事放射⼈數之 1.1
倍，爰其人力計算並無優良項目低於符合項
目之情形。 

二、至有關貴會建議評鑑基準 1.3.3之優良項目，
醫事放射人員計算應包括加護病床及提供
24⼩時緊急放射診斷作業之⼈⼒⼀節，本部
將錄案請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
進會納入醫院評鑑基準修正研議時討論。 

三、副本抄送財團法人醫院評鑑醫療品質策進
會，有關 1.3.3之醫事放射人員計算應包括加
護病床及提供 24 小時緊急放射診斷作業之
人力，請納為爾後醫院評鑑基準修正研議時
參考。 

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 

請全聯會協助查明
有無病患因進行上
頜竇X光攝影(water’
sview)而發生椎間盤
突出壓迫脊髓之案
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希望全聯會協助提供醫事放射師執行
Water’s view X光攝影檢查業務之常規。並於103
年2月5日以醫事放射全聯字第1030007號函復有
關醫事放射師執行檢查業務相關規範事項 

結 案 

臺灣高等
法院高雄
分院 

各醫院放射治療部
門，有無曾經發生
於進行治療擺位期
間造成病患枕部血
腫情形之案例發生 

104 年 1 月 22 日以醫事放射全聯字第 1040002
號函覆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有關所詢設立放射
治療部門之各醫院，是否有發生於進行治療擺位
過程中曾造成病患枕部⾎腫情形之案例⼄事，經
本會查證國內各大醫療院所並無函中所訴之案
例發生 

結 案 

財團法人
醫院評鑑
暨醫療品
質策進會 

醫策會請全聯會提
供有關教學醫院
教學費用補助計
畫「醫事放射師訓
練年限」  

囿於不同層級醫院設備的差異，為符合各醫院實際
作業與教學訓練之需求，有效配合政令，提升
訓練效果，新進醫事放射師受訓成具備可獨立完成
臨床服務之核心能力所需合理訓練時間應為 2
年。 

結 案 

醫策會請全聯會提
供「教學醫院評鑑
104年版研修意見」 

1.依目前教學醫院評鑑規定，實習學生(6.1 節)與
新進人員(6.2節)需同時申請評鑑，不得分開申
請；且任⼀節若不通過，則該職類評定為不通
過。104 年度研修方向可能朝有條件或特定職
類得個別申請方向研議，惠請 貴會提供研修
意見(「同時申請」或「個別申請」)並具體說
明原因，及能同時考量兼顧訓練場所的能力與
訓練場所足夠學生實習之下取得平衡。 

2.教學醫院評鑑基準 4.3.3「其他醫事人員研究執
行與成果良好」，有關研究目標所提之「未達 5
人(含)者，可不受至少需有 1人發表論文之限制」
或「不設最低要求規定」規定，各職類 104 年研
修是否放寬適用於前開規定，會請 貴會提供研修
意見，惟若選擇「不設最低要求規定」，請提供建

結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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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議案、會議或活動名
稱 執行重點摘要 執行進

度 
議短中⻑期研究⽬標數。 

全聯會以 103 年 1 月 6 日醫事放射全聯字第
1030003號函覆醫策會 
‧教學醫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目第六章「其他實
習學生及醫事人員之訓練與成果」，本會建議
依循目前教學醫院評鑑規定，實習學生(6.1節)
與新進人員(6.2節)需同時申請評鑑，不得分
開申請；且任⼀節若不通過，則該職類評定為
不通過。 
‧有關教學醫院評鑑基準 4.3.3「其他醫事人員研
究執行與成果良好」，其中研究目標所提之內容
本會建議維持，即「醫事放射專任人員：過去 5
年內曾以醫院名義發表論文之人數佔全院該
職類專任人員總人數比例需達 10％，且至少
需有 1 人發表論文」。 

與財團法人醫院評
鑑暨醫療品質策進
會合辦醫事放射師
師資培育工作坊 

自 98 起，每年衛生福利部指導與財團法人醫院
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合辦「醫事放射師師資培
育工作坊」。 
104年度預計完成 1場計劃主持人、2場師培課程。 

結 案 
 

師資培育制度認證
辦法 

1.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請中華⺠
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針對「師資培育
制度認證辦法」提供建議；本全聯會並依法為
師資培育制度之舉辦及認證單位。 

2.本全聯會江志明常務理事獲聘擔任醫策會教學
師資認證辦法審查委員及教學師資工作坊之講
座。 

結 案 
 

考 選 部 請全聯會推薦具有
醫事⼈員專⻑且具
實務經驗，並符合
典試法第 6 條或第
8 條資格人員，以
充實國家典試人力
資料庫。 

全聯會提供之人選將收錄國家考試典試人力資
料庫，供考選部辦理各種國家考試遴聘典試、命
題、閱卷、口試等委員之用。 

結 案 
 

103年 1月 6日全聯會以醫事放射全聯字第
1030001號請全國醫療院所協助推薦醫事放射
專家，並以電子郵件覆考選部。 
103年8月18日醫放公全富字第1030087號檢送國
家考試醫事放射類典試人力調查表。 

請全聯會研擬公務
人員高考三級公職
醫事放射師類科應
試專業科目之命題
大綱研訂工作 

考選部聘請本會魏前理事⻑擔任公職醫事放射
師類科應試專業科目之命題大綱召集人及四位
放射師擔任該專案委員，本會已完成(⼀)醫用放
射線設備及其安全作業、(二)醫事放射及其相關
法規之命題大綱研訂工作。 

結 案 

請全聯會針對「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醫事放射
師考試命題大綱暨
參考用書」提供修
正意見 
 

104年3月25日全聯會以醫事放射全聯字第
1040076號函覆考選部：「建議仍維持原公告資
料，除命題大綱中「核子醫學診療原理與技術學」
科目之標比技術同意改為「標記技術」 

結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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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議案、會議或活動名
稱 執行重點摘要 執行進

度 
教育部 為建立業界專家人

才資料庫，請全聯會
推薦人選。 

全聯會提供之人選將作為未來學校遴聘業界專
家之依據。 

結 案 

全聯會以 103年 1月 6日醫事放射全聯字第
1030001號請全國醫療院所協助推薦醫事放射
專家，並以電子郵件覆教育部。 

衛生福利部
中央健康保
險 署 

全⺠健保醫療給付
協議會議 

配合中央健康保險局推薦全⺠健保醫療給付
協議會議委員，並參與健保給付協議會每季之
會議。 

結 案 

衛生福利
部疾病管
制 署 

傳染病數位學習網 中華⺠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配合衛⽣
福 利 部 疾 病 管 制 署 開 辦 網 路 繼 續 教 育
(http://e-learning.cdc.gov.tw)。 

持 續 
進行中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 5屆屆期自辦會議及活動一覽表 

時間：⺠國 102年 11月 10日起至 104年 10月 31日止 
 

 
 
 
 
 
 
 
 
 
 
 
 
 
 
 
 
 
 
 

102年度自辦會議及活動 
【共 10場次】 

 
‧102年 11月 10日全聯會假臺北榮民總醫院
致德樓會議中心舉辦第五屆第一次會員代表
大會暨醫事放射師節慶祝大會暨電腦斷層品
質提升暨診斷參考水平國際論壇，邀請國際
原子能總署(IAEA)、美國、英國、奧地利、
澳洲、日本、韓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
亞、印度、香港、澳門等國家論述或分享該
國「病人輻射防護」之建立與影像品質提升
之實務經驗。期藉由專業意見之交流，提出
醫療曝露防護最適化之相關建議予相關主管
機關，進而有效提升病人輻射防護品質。 

‧102年 11月 10日全聯會假臺北榮民總醫院致
德樓會議中心舉辦衛生福利部「電腦斷層掃
描儀輻射醫療曝露品質輔導計畫」標竿醫座
談會。 

‧102年 11月 16日全聯會假醫事放射師會館召
開第 5屆第 1次理事會議。 

‧102年 11月 16日全聯會假醫事放射師會館召
開衛生福利部 102 年度「基層醫事機構游離
輻射防護品質輔導計畫」檢討會議。 

‧102年 11月 22日全聯會假醫事放射師會館召
開衛生福利部 102 年度「基層醫事機構游離
輻射防護品質輔導計畫」評定會議。 

‧102 年 11 月 22 日全聯會假陽明大學生物醫
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辦公室召開「衛生福利

103年度自辦會議及活動 
【共 70場次】 

 
‧103年 1月 4日第 5屆第 1次常務理監事暨委
員會主任委員聯席會議。 

‧103年 1月 4日，全聯會第 5屆第 2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 

‧103年 1月 18日西門子醫療股份有限公司，
全聯會協助申請學分與登錄事宜。 

‧103年 1月 18日全聯會假醫事放射師會館辦
理 103 年度美國放射師執(證)照研習班專案
－影像醫學(胎兒醫學、超音波、磁振造影)
課程說明會。 

‧103年 1月 26日全聯會第 5屆國際事務發展
委員會、兩岸四地委員會、醫療影像暨輻射
安全委員會、學術研究及臨床教育委員會103
年度聯合會議。 

‧103年 1月 28日學術研究及臨床教育委員會
與秘書處會議。 

‧103年 2月 8日常務監事魏聰文查核。 

‧103年 2月 15日第 5屆第 1次常務理監事暨
委員會主任委員聯席會議。 

‧103年 2月 15日 103年度第 1次中華民國醫
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務理監事暨全國
各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理事長聯席會。 

‧103年 2月 20日衛生福利部 103年度委託科
技研究計畫－醫用電腦斷層掃描儀輻射曝露
品質指標確保計畫討論會議。 

‧103年 3月 4日衛生福利部 103年度委託科技

http://e-learning.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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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 3月 27日衛生福利部 103年度委託

科技研究計畫－醫用電腦斷層掃描儀輻射

曝露品質指標確保計畫委員訪視行前會

議。 

‧103年 3月 29日 103年度「醫院評鑑及教

學醫院評鑑綜合討論會議」暨「全國教學

醫院醫事放射主管及醫學影像暨放射科 

‧103年 5月 1-3日全聯會沈達亮秘書長代表

出席泰國放射學會第 22次年會 

‧103年 5月 4日全聯會假台北喜來登大飯店

17 樓【請客樓】舉辦「論臺灣醫事放射師

養成教育之國外就業機會與應備條件」晚

宴。 

‧103年 5月 5日全聯會沈達亮秘書長陪同新

加坡國立大學總監及人力資源部一行至台

兒診所參訪。 

‧103年 5月 10日全聯會與財團法人醫院評

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假臺北榮民總醫院放

射線部大會議室合辦 103 年度醫事放射師

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主題：臨床教師教學

技巧訓練)-北區。 

‧103年 5月 17日全聯會與財團法人醫院評

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假中山醫學大學杏樓

2樓【杏二教室】合辦 103年度醫事放射師

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主題:教學計劃主持

人訓練)。 

‧103年 5月 18日全聯會第 5屆權益促進委

員會、法規政策委員會聯席會議。 

‧103年 5月 24日全聯會與阮綜合醫療社團

票選公開徵選活動及頒獎典禮工作小組第

1次會議。 

‧103年 6月 23日全聯會《臺灣醫事放射期

刊》103年 1月刊，申請學分與登錄事宜。 

‧103年 6月 28日全聯會假花蓮慈濟醫學中

心協力大樓 3 樓合心會議室舉辦衛生福利

部 103 年度「基層醫事機構游離輻射防護

品質輔導計畫」輻射防護課暨牙科及一般

診斷 X光攝影實作訓練(東區)。 

‧103年 6月 29日全聯會假臺北市立聯合醫

院仁愛院區檢驗大樓 6 樓大禮堂舉辦衛生

福利部 103 年度「基層醫事機構游離輻射

防護品質輔導計畫」輻射防護課暨牙科及

一般診斷 X光攝影實作訓練(北區)。 

‧103年 7月 5日台兒診所北區胎兒影像學第

六次例會-超音波及MRI病歷討論會，全聯

會協助申請學分與登錄事宜。 

‧103年 7月 12日全聯會假高雄榮民總醫院

醫療大樓 1 樓第 2 會議室舉辦衛生福利部

103年度「基層醫事機構游離輻射防護品質

輔導計畫」輻射防護課暨牙科及一般診斷

X光攝影實作訓練(南區)。 

‧103年 7月 13日全聯會假中山醫學大學正

心樓 3樓 0322教室舉辦衛生福利部 103年

度「基層醫事機構游離輻射防護品質輔導

計畫」輻射防護課暨牙科及一般診斷 X光

攝影實作訓練(中區)。 

‧103年 7月 14日全聯會第 5屆國際事務發

展委員會、兩岸四地委員會、醫療影像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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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放射師公會出席人員有理事長張建法、

總幹事黃素貞、秘書林靖瀅、秘書呂欣倫；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出席人員有副秘書

長詹英傑、秘書邱宜萍。 
‧103年 8月 9日召開全聯會第 5屆第 4次理

監事聯席會議。 

‧103年 8月 9-10日全聯會假西湖渡假村舉辦

103年度全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幹部共識營。 

‧103年 8月 10日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

品質策進會假基泰國際會議中心舉辦 103

年度教學師資工作坊議程(下午場)，全聯會

協助申請學分與登錄事宜。 

‧103年 8月 12日召開「衛生福利部 103年

度委託科技研究計畫──醫用電腦斷層掃

描儀輻射曝露品質指標確保計畫」醫用電腦

斷層輻射醫療曝露品質確保方案討論會議。 

‧103年 8月 23日召開「衛生福利部 103年

度委託科技研究計畫──醫用電腦斷層掃描

儀輻射曝露品質指標確保計畫」檢討會議。 

‧103年 8月 23日召開「衛生福利部 103年

度委託科技研究計畫－醫用電腦斷層掃描儀

輻射曝露品質指標確保計畫」醫用電腦斷層

輻射醫療曝露品質確保方案說明會議。 

‧103年 9月 10日至 10月 10日進行行政院

原子能委員會委託「輻射安全微電影徵選

活動-輻安微電影網路票選活動」。 

 
 
 
 
 
 
 
 
 
 
 
 
 
 
 
 
 
 
 
 
 
 
 
 
 
 
 
 
 
 
 
 
 
 
 
 
 
 

‧103年 10月 4日召開本會第 5屆第 2次國際

事務發展委員會、兩岸四地委員會、醫療影

像暨輻射安全委員會、學術研究及臨床教育

委員會聯合工作討論會議。 

‧103年 10月 4日召開全聯會第 5屆第 5次理

監事聯席會議。 

‧103年 10月 16日黃敏雄理事長、江志明常務

理事、林文斾理事、杜高瑩理事、黃建中委

員、楊芷絜委員、李桂樑理事、蘇茂源委員、

陳嘉宏委員、沈達亮秘書長出席由全聯會召

開「103 年度輔導教學醫院訓練品質提升計

畫受訓人員訓練成效評估-醫事放射工作小

組第 4次會議」。 

‧103 年 10 月 16 日於醫事放射師會館召開

教育部「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科)學生臨

床實習教學成效評估機制改進方案計畫」第

1次工作小組會議。 

‧103年 10月 18日召開「衛生福利部 103年度

委託科技研究計畫──醫用電腦斷層掃描儀

輻射曝露品質指標確保計畫」醫用電腦斷層

輻射醫療曝露品質確保方案試辦執行成效檢

討會議。 

‧103 年 10 月 25 日台兒診所台兒診所北區

胎兒影像學第七次例會-超音波及 MRI 病歷

討論會，全聯會協助申請學分與登錄事宜。 

‧103 年 10 月 26 日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託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刊 
Tainan City Association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Tainan City Association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80 

 
 
 
 
 
 
 
 
 
 
 
 
 
 
 
 
 
 
 
 
 
 
 
 
 
 
 
 
 
 
 
 
 
 
 
 
 
 

度、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

越南、香港及澳門等專家代表分享「醫用電

腦斷層輻射醫療曝露品質」之建立與影像品

質提升之實務經驗， 

‧103年 11月 14日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103

年度醫療曝露品質保證研習暨輻射安全微電

影頒獎」，全聯會協助申請學分與登錄事宜。 

‧103年 11月 15日衛生福利部 103年度「基層

醫事機構游離輻射防護品質輔導計畫」檢討

會議 

‧103 年 11 月 16 日毫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Clinical Research By Using DXA」，全聯會

協助申請學分與登錄事宜。 

‧103年 11月 23-24日台兒診所「台兒診所第 59

回神奈川胎兒超音波研究會進階講座-台灣會

場」，全聯會協助申請學分與登錄事宜。 

‧103年 11月 21日衛生福利部 103年度「基層

醫事機構游離輻射防護品質輔導計畫」共識

會議 

‧103年 11月 26日中臺科技大學「中臺科技大

學創辦人陳天機博士百年冥誕系列演講」，

全聯會協助申請學分與登錄事宜。 

‧103年 11月 27-28日台兒診所「第 5屆台兒

‧104 年 3 月 10 日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託

全聯會於台大兒童醫院 B1 樓第一會議室舉辦

「透視攝影醫療曝露品保進階訓練」(北區)。 

‧104 年 3月 11日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託全

聯會於台大兒童醫院 B1 樓第一會議室舉辦

「透視攝影醫療曝露品保進階訓練」(北區)。 

‧104 年 3月 14日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託全

聯會於高雄長庚醫院醫學大樓 1樓 X光會議

室舉辦「透視攝影醫療曝露品保進階訓練」

(南區)。 

‧104年 3月 16日全聯會召開 104 年度第 1 次

《臺灣醫事放射期刊》編輯討論會議。 

‧104 年 3 月 20-22 日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

「ACTI 2015 第三屆亞洲區胸腔影像醫學國

際會議」，全聯會協助申請學分與登錄事宜。 

‧104 年 3月 22日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託全

聯會於和信醫院放射診斷科「透視攝影 X光

機醫療曝露品保實作訓練」。 

‧104年 3月 26日全聯會召開教育部「醫事教

育改革規劃與推動計畫」醫學影像暨放射科

學系(科)學生臨床實習教學成效評估機制改

進方案工作小組第 1次會議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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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 6月 6日全聯會與財團法人醫院評鑑

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假高雄榮民總醫院急診

大樓 6 樓第 5 會議室合辦 104 年度醫事放

射師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主題：教學計

畫主持人訓練(南區)】。 

‧104年 6 月 7 日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104

年度電腦斷層掃描儀醫療曝露品質保證實

作訓練（年度品保項目）」，全聯會協助

申請學分與登錄事宜。 

‧104年 6月 13日全聯會與財團法人醫院評

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假合辦 104 年度醫事

放射師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主題：臨床

教師教學技巧訓練(中區)】。 

‧104年 6月 13日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

合醫院「醫事放射師應具備之臨床教學技

能」，全聯會協助申請學分與登錄事宜。 

‧104年 6月 27日全聯會假中山醫學大學正

心樓 3樓 0321室召開教育部「醫學影像暨

放射科學系(科)學生臨床實習教學成效評

年度電腦斷層掃描儀醫療曝露品質保證實

作訓練（年度品保項目）」，全聯會協助

申請學分與登錄事宜。 

‧104年 8月 20日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104

年度透視攝影 X光機醫療曝露品質保證實

作訓練」，全聯會協助申請學分與登錄事

宜。 

‧104年 8月 29日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104

年度透視攝影 X光機醫療曝露品質保證實

作訓練」，全聯會協助申請學分與登錄事

宜。 

‧104年 9月 5-6日台兒診所「台兒診所第七

屆台兒胎兒醫學工作坊」，全聯會協助申

請學分與登錄事宜。 

‧104年 9月 11日全聯會假醫事放射師會館

召開「104年第 3次醫院評鑑之醫事放射人

力修正討論會議」。 

‧104年 9月 19日全聯會假醫事放射師會館

召開「本會第 5屆第 3次理監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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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 5屆屆期參加會議及活動一覽表 

時間：⺠國 102年 11月 10日起至 104年 10月 31日止 
 
 
 
 
 
 
 
 
 
 
 
 
 
 
 
 
 
 
 
 
 
 
 
 
 
 
 
 
 
 
 
 

102年度參加會議及活動 
【共 20場次】 

‧102年 11月 12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代表出
席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六十六
屆醫師節慶祝大會暨台灣醫療典範獎頒獎典
禮。 

‧102年 11月 16日全聯會沈達亮秘書長代表出
席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2013 年國際放射
系所課程論壇」。 

‧102年 11月 17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代表出
席雲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102年會員大會暨
暮年餐會」。 

‧102年 11月 22日-24日全聯會代表出席衛生
福利部「2013年臺灣全球健康論壇」。 

‧102年 11月 23日全聯會洪三和常務理事代表
出席高雄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五屆第二次
會員大會」。 

‧102年 11月 27日全聯會吳志毅委員代表出席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102年度婦女輻射安心
手冊」討論會議。 

‧102年 11月 27日全聯會曾明宗副秘書長代表
出席 102 年度第 5 次「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
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 

‧102年 11月 30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代表出
席屏東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五屆第二次會
員大會暨聯誼餐會。 

‧102年 12月 6日-8日全聯會沈達亮秘書長代
表出席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2013 年
IABSRT practical meeting」。 

‧102年 12月 8日全聯會洪一吉理事代表出席
高雄市醫事放射士公會「第五屆第二次會員
大會」。 

‧102年 12月 10日全聯會吳志毅委員代表出席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102年度婦女輻射安心
手冊」討論會議。 

‧102年 12月 11日全聯會魏聰文常務監事代表
出席「102 年度醫院評鑑基準分組研修會議
(醫療照護)」。 

‧102年 12月 12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魏
聰文常務監事、杜俊元理事代表出席「衛生
福利部 103年度委託科技研究計畫-醫用電腦
斷層掃描儀輻射曝露品質指標確保計畫」評
選委員會評選會議。 

‧102年 12月 15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代表出
席高雄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五屆第二次會
員大會」。 

‧102年 12月 19日全聯會魏聰文常務監事、杜
俊元理事代表出席 102 年度「電腦斷層掃描
儀輻射醫療曝露品質輔導計畫期末驗收審查
會議。 

‧102年 12月 19日全聯會魏聰文常務監事代表
出席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3 年乳房 X
光攝影影像品質提升及人員培訓計畫」評選
會議。 

‧102 年 12 月 21 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代
表出席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一屆第二
次會員大會」。 

‧102 年 12 月 21 日全聯會沈達亮祕書長代
表出席新竹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五屆第二
次會員大會」。 

‧102 年 12 月 20 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與
沈達亮祕書長代表出席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
醫療品質策進會「2013 年醫策會醫療品質聯
合頒獎典禮」。 

‧102年 12月 26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魏聰
文常務監事代表出席 102 年度「基層醫事機
構游離輻射防護品質輔導計畫」期末驗收審
查會議。 

103年度參加會議及活動 
【共 103場次】 

‧103 年 1 月 5 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代表
出席宜蘭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五屆第二次
會員大會」。 

‧103年 2月 21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代表出
席李振昌理事長母親家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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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 3月 2日全聯會黃敏理事長、陳瓊蕙
辦公室主任代表出席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
會「第一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 

‧103年 3月 9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魏聰
文常務監事、沈達亮秘書長代表出席中華
民國醫事放射學會「第 47次年會暨國際醫
學影像學術研討會」。 

‧103 年 3 月 12 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與沈

達亮秘書長代表出席外交部「NGO 新春聯

誼茶會」。 

‧103年 3月 16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代表出

席新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代表大會。 

‧103 年 3 月 20 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等人

代表出席苗栗縣政府衛生局「苗栗圓夢計

劃」。 

‧103年 4月 8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代表出

席衛生福利部邱文達部長餐會。 

‧103 年 4 月 10 日全聯會魏聰文常務監事代

表出席台灣醫療品質促進聯盟第 1 屆第 7

次理監事會議。 

‧103 年 4 月 10 日全聯會陳瓊蕙辦公室主任

與劉素君祕書代表出席行政院原子能委員

會微電影徵選會議。 

‧103 年 4 月 12 日全聯會劉素君秘書代表出

席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103 年第 2

次「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

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 

‧103 年 4 月 19 日全聯會陳瓊蕙辦公室主任

代表出席南部 7縣市聯席會議。 

‧103 年 4 月 20 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代表

出席臺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代表大

會。 

‧103 年 4 月 20 日全聯會沈達亮秘書長代表

出席藥師公會全聯會「用藥安全路 藥師來

照護」嘉年華會。 

‧103 年 4 月 26 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與陳

瓊蕙辦公室主任代表出席彰化縣醫事放射

師公會會員大會。 

‧103 年 4 月 29 日全聯會劉素君秘書代表出

席「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

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第一次臨時會。 

‧103 年 4 月 29 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廖

大富副理事長、魏聰文常務監事、張美彥

理事、杜俊元理事、楊邦宏理事、呂坤木

 
 
 
 
 
 
 
 
 
 
 
 
 
 
 
 
 
 
 
 
 
 
 
 
 
 
 
 
 
 
 
 
 
 
 
 
 
 

‧103年 5月 19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江志

明常務理事、林文斾理事、黃建中委員代表

出席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103 年度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訓練

成效評估標竿座談會」。 

‧103年 5月 22日全聯會魏聰文常務監事、江

志明常務理事、楊芷絜委員參加「教學醫院

教學訓練品質提升計畫」工作小組會議。 

‧103年 5月 23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魏聰

文常務監事、江志明常務理事、林文旆理事

參加考選部高考三級公職專技類科結構化

口試基本訓練營。 

‧103年 5月 24全聯會魏聰文常務監事代表參

加 103年教學醫院評鑑委員共識營會議。 

‧103年 5月 31日全聯會魏聰文常務監事代表

參加 103年教學醫院評鑑委員共識營會議。 

‧103年 6月 12日全聯會魏聰文常務監事、江

志明常務理事、楊芷絜委員參加「教學醫院

教學訓練品質提升計畫」工作小組會議。 

‧103 年 6 月 12 日-15 日全聯會沈達亮秘書長

與蔡維達監事代表出席第 18 屆國際放射師

聯盟會議。 

‧103年 6月 14日全聯會陳美如常務理事與李

正輝理事代表出席國策研究院「NGOs 的社

會責任及在兩岸關係中的角色」座談會。 

‧103年 6月 17日全聯會李桂樑理事代表出席

台灣海峽兩岸醫事交流協會「兩岸企業家俱

樂部成立大會」。 

‧103年 6月 18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魏聰

文常務監事、蕭文田理事代表出席「衛生福

利大樓落成啟用典禮」。 

‧103年 6月 22日全聯會江志明常務理事代表

參加「醫院評鑑制度規劃小組會議」第二篇

醫療照護第二次會議。 

‧103年 6月 22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魏聰

文常務監事代表出席「台灣海峽兩岸醫事交

流學術論壇暨第一屆第四次會員大會」，黃

敏雄理事長、魏聰文常務監事高票當選該交

流協會第二屆理事。 

‧103年 6月 26日全聯會陳富都榮譽理事長及

魏聰文常務監事代表出席考選部召開「辦理

典試人力資料庫醫事放射類學者專家專長

審查第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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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檢驗醫療儀器施行或使用管理辦法第

二條之附表列管項目及修正附表列管第十

項目及第十三項目相關事宜會議」。 

‧103年 7月 5日全聯會魏聰文常務監事代表

出席「104年醫院評鑑基準研修會議」修訂

第一篇醫療照護。 

‧103年 7月 8日全聯會魏聰文常務監事代表

出席「104年醫院評鑑基準研修會議」修訂

第一篇醫療照護。 

‧103年 7月 9日全聯會魏聰文常務監事、杜

高瑩理事代表出席教學醫院評鑑 104 年

版基準新增「目的及建議佐證資料」研

修會議。 

‧103年 7月 9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代表出

席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醫療曝露品保輻

射安全向下紮根研習營」。 

‧103 年 7 月 14 日全聯會江志明常務理事代

表出席「104年醫院評鑑基準研修大會」第

一篇經營管理，全聯會再次建議 1.3.4醫事

放射人力基準 

‧103 年 7 月 18 日全聯會魏聰文常務監事、

江志明常務理事與沈達亮秘書長代表拜會

衛福部醫事司李偉強司長。 

‧103 年 7 月 19 日全聯會魏聰文常務監事出

席台灣海峽兩岸醫事交流協會第二屆第一

次理監事會議。 

‧103年 7月 18-19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與

張南富理事代表出席廣東省醫學會第十三

次放射醫學學術會議暨第三次影像技術學

學術會議。 

‧103 年 7 月 26 日全聯會沈達亮秘書長代表

出席黃瑞明常務理事父親家祭。 

‧103年 7月 27日全聯會陳美如常務理事代表出

席新北市雙溪區衛生所開幕落成典禮。 

‧103年 8月 1日全聯會魏聰文常務監事出席

國民健康署癌症防治組審查「103年度乳房

X 光攝影影像品質提升及人員培訓計畫執

行期中進度報告」。 

 
 
 
 
 
 
 
 
 
 
 
 
 
 
 
 
 
 
 
 
 
 
 
 
 
 
 
 
 
 
 
 
 
 
 
 
 
 

杜俊元理事、黃建中委員與楊芷絜委員代表

出席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二年期受訓

人員訓練成效評估」第一次會議。 

‧103年 8月 12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魏常

務監事代表出席民主進步黨「2014 台北市社

團領袖座談會」。 

‧103年 8月 21日-23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

沈達亮祕書長與蔡維達監事代表出席馬來西

亞「第 1 屆東南亞放射師會議與第 2 屆放射

治療研習會」。 

‧103 年 9 月 6 日全聯會沈達亮秘書長代表出

席基隆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五屆第二次會

員代表大會」。 

‧103 年 9 月 9 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代表出

席彰化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李明哲理事長父親

家祭。 

‧103年 9月 18日全聯會辦公室主任陳瓊蕙及

劉素君秘書代表出席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

託輻射安全微電影徵選活動-輻安微電影網

路票選公開徵選活動及頒獎典禮」工作小組

會議。 

‧103年 8月 4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魏聰文

常務理事、江志明常務理事、林文斾理事、

杜俊元理事、杜高瑩理事、黃建中委員、楊

芷絜委員代表出席「103年度輔導教學醫院訓

練品質提升計畫受訓人員訓練成效評估-醫

事放射工作小組第 1次會議」 

‧103年 8月 26日全聯會杜高瑩理事代表出席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之「輔

導教學醫院教學訓練品質提升計畫」專案小

組會議(二)。 

‧103年 8月 27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魏聰

文常務理事、江志明常務理事、林文斾理事、

杜俊元理事、杜高瑩理事、黃建中委員、楊

芷絜委員、李桂樑理事、李正輝理事、蘇茂

源委員、沈達亮秘書長、陳瓊蕙辦公室主任

代表出席「103年度輔導教學醫院訓練品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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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103年度第 3次「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

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 

‧103 年 9 月 12 日全聯會沈達亮秘書長與曾

明宗副祕書長代表出席政治大學健保署所

委託的「二代健保擴大民眾參與對給付效

益及行政效能之影響評估」研究計畫座談

會。 

‧103 年 9 月 15 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呂

坤木理事代表出席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103

年第 3 季中、西、牙醫師公會聯合座談會

議。 

‧103年 9月 18日全聯會辦公室主任陳瓊蕙、

秘書劉素君代表出席「行政院原子能委員

會輻射安全微電影活動徵選活動工作小組

會議」。 

‧103 年 9 月 20 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魏

聰文常務監事、江志明常務理事、林文斾

理事、杜俊元理事、杜高瑩理事、黃建中

委員、楊芷絜委員、李桂樑理事、李正輝

理事、蘇茂源委員、沈達亮秘書長、陳瓊

蕙辦公室主任代表出席醫策會「103年度輔

導教學醫院訓練品質提升計畫受訓人員訓

練成效評估-醫事放射工作小組第 3 次會

議」。 

‧103年 9月 23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陳

瓊蕙辦公室主任代表出席李明哲理事長父

親家祭。 

‧103 年 9 月 24 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魏

聰文常務理事、江志明常務理事、林文斾

理事、杜高瑩理事、黃建中委員、李桂樑

理事、李桂樑理事、劉素君秘書、李宜馨

秘書代表出席「103年度教學醫院教學費用

補助計畫醫事放射師受訓人員訓練成效評

估說明會」。 

‧103年 10月 7日全聯會沈達亮秘書長代表

出席「2014 年國際輻射風險溝通研討會」。 

‧103 年 10 月 6 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杜

俊元理事代表出席衛生福利部「設置電腦

斷層掃描儀及磁振造影機之醫療機構條件」

討論會。 

‧103年 10月 14日全聯會沈達亮秘書長代表

出席「臺北市基層診所柯 P 市長選舉後援

會成立大會座談會」。 

‧103年 10月 15日全聯會杜高瑩理事代表出

席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之

「輔導教學醫院教學訓練品質提升計畫」

專案小組會議(二)。 

‧103年 10月 18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代表

出席嘉義縣、嘉義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5

屆第 3次會員大會暨聯誼餐會。 

‧103年 10月 20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魏

聰文常務監事、江志明常務理事、林文斾

理事、杜俊元理事、杜高瑩理事、黃建中

委員、楊芷絜委員代表出席醫策會「103年

度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二年期受

訓人員訓練成效評估」第二次大會會議」。 

‧103年10月20日全聯會辦公室主任陳瓊蕙、

秘書劉素君代表出席「行政院原子能委員

會輻射安全微電影活動徵選活動──輻射

安全微電影決審會議」。 

‧103年 10月 24-26日全聯會理事長黃敏雄、

國際事務主委楊邦宏及秘書長沈達亮代表

出席澳門放射師學會「2014 年醫事放射師

未來定位與發展國際論壇」。 

‧103年 10月 25日全聯會呂建達副秘書長代

表出席中臺科技大學「2014 年國際醫學影

像技能競賽暨國際醫療移動論壇」。 

‧103年 10月 25日全聯會魏聰文常務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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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受訓人員訓練成效評估-醫事放射共識

會議」。 

‧103 年 11 月 4 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代表

出席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醫院及診所

安全作業參考-放射安全作業參考編修會

議」。 

‧103 年 11 月 7 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代表

出席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元培醫事科技大

學創校 50週年校慶暨創校人蔡炳坤先生百

歲誕辰紀念」。 

‧103 年 11 月 9 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張

建法常務理事、沈達亮秘書長代表出席「柯

文哲競選臺北市市長衛生醫療界餐會」。 

‧103年 11月 12日全聯會沈達亮秘書長代表

出席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六

十七屆醫師節慶祝大會暨台灣醫療典範獎

頒獎典禮」。 

‧103年 11月 14日全聯會沈達亮秘書長代表

出席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103年度醫療曝

露品質保證研習暨輻射安全微電影頒獎」。 

‧103年 11月 22日全聯會沈達亮秘書長、張

美彥理事代表出席連勝文後援總會「挺到

底」大遊行。 

‧103年 11月 22日全聯會沈達亮秘書長代表

出席柯文哲後援總會「愛・擁抱台北大遊

行—市民嘉年華」。 

‧103年 11月 26日全聯會呂建達副祕書長代

表出席中臺科技大學「中臺科大創辦人陳

天機博士百年冥誕系列演講」。 

‧103年 12月 13日全聯會廖大富副理事長代

表出席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4 健康

促進醫院研討會」。 

‧103年 12月 13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代表

出席屏東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五屆第三次

屏東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代表大會暨聯誼

餐會」。 

‧103年 12月 14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代表

出席高雄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五屆第三

次會員代表大會」。 

‧103年 12月 20日全聯會邱貴豐前常務監事

代表出席「蔡岳龍事務所開幕茶會」。 

‧103年 12月 20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魏

聰文常務監事代表出席北投健康管理醫院

「臺北國際醫旅揭牌暨北投健康管理醫院/

北投老爺酒店開幕典禮」。 

‧103年 12月 26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魏

聰文常務監事及杜高瑩理事代表出席社團

法人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與徐欣瑩立法委員「104年版醫院評鑑基準

及評量項目(草案)修正建議座談會」。 

‧103年 12月 27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代表

出席新竹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五屆第三

次會員大會」。 

‧103年 12月 28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代表

出席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一屆第三

次會員大會」。 

 

104年度參加會議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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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 1月 5日全聯會張建法常務理事代

表出席「104 年宜蘭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

大會」。 

‧104年 1月 9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廖大

富副理事長及陳美如常務理事代表出席

「新北市醫事團體聯誼會」。 

‧104 年 1 月 16 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魏

聰文常務監事、杜高瑩理事及新竹縣醫事

放射師公會邱貞菱理事長代表出席社團法

人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與

徐欣瑩立法委員「104年版醫院評鑑基準及

評量項目協調會議」。 

‧104年 2月 4日全聯會廖大富理事長、沈達

亮秘書長代表出席外交部「NGO 新春茶

會」。 

‧104年3月2日全聯會廖大富理事長、李桂樑

理事、邵佳和副秘書長代表出席翁慶福理

事長母親家祭。 

‧104年 3月 11-14日全聯會陳富都榮譽理事

長、張美彥理事、沈達亮秘書長代表出席

新加坡國家健康保健集團。 

‧104年3月19日全聯會李棟湖理事、沈達亮秘

書長代表出席陳瓊蕙辦公室主任公公家

祭。 

出席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2015 臺灣

SCCT論壇」。 

‧104年 4月 29日至 5月 1日全聯會沈達亮

秘書長、蘇茂員委員代表出席泰國放射師

學會「The 23rd TSRT Annual Conference」。 

‧104年 5月 8 日至 10 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

長、洪一吉理事、沈達亮秘書長、陳瓊蕙

辦公室主任代表出席中華醫學會影像技術

分會「首備海峽兩岸醫學影像技術學術交

流會暨福建省第二次影像技術學術會議」。 

‧104 年 5 月 14 日全聯會沈達亮秘書長代表

衛生福利部「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

償法草案研商會議」。 

‧104年 6月 6日全聯會魏聰文常務監事代表

出席彰化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5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暨聯誼餐會」。 

‧104 年 6 月 11 日全聯會黃棟國委員及曾明

宗副秘書長代表出席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署 104 年度第 2 次「全民健康保險醫

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定會

議」。 

‧104年 6月 19日至 20日全聯會沈達亮秘書

長代表出席越南放射師會「The 3rd Annual 

Conference of Vietnam Associ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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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 7月 6日全聯會魏聰文常務監事代

表出席社團法人台灣海峽兩岸醫事交流

協會「2015 兩岸經營者俱樂部高峰論

壇」。 

‧104年 7月 17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廖

大富副理事長、魏聰文常務監事、邱貴豐

前常務監事、杜俊元理事、呂坤木監事、

沈達亮秘書長、黎榮興副秘書長代表出席

副秘書長曾明宗夫人仙逝之告別式。 

‧104 年 7 月 21 日全聯會沈達亮秘書長、

王文偉秘書代表出席衛生福利部附屬醫

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2015 年衛生

福利部所屬醫院第一屆優良暨資深典範

醫事人員」。 

‧104 年 8 月 29 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代

表出席基隆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5屆第

3次會員大會」 

‧104 年 8 月 25 日全聯會杜高瑩理事代表

出席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

會 104年度「輔導教學醫院教學訓練品質

提升計畫」。 

‧104 年 8 月 14 日全聯會陳瓊蕙辦公室主

任代表出席雲林縣農會「2015 年鄉村居

民性別意識培力工作坊－中區場」。 

‧104 年 8 月 17 日全聯會沈達亮秘書長代

表出席臺北醫學大學「探討病人自主權國

際趨勢與我國立法可行性之研究計畫」公

聽會。 

‧104年 8月 20日-23日全聯會蔡維達監事

沈達亮、秘書長代表出席新加坡放射師會 

「 20th Asia-Australasia Conference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AACRT) and 2nd 

Southeast Asia Radiographers 

Conference( SEARC0, and 3rd Asia 

Radiotherapy Symposium (ARTS)」。 

‧104 年 8 月 23 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代

表出席桃園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6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104年 9月 12日-13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

長、蕭佳吉副理事長及沈達亮秘書長代表

出席澳門放射師學會「第四屆澳門放射師

學會學術研討會」。 

‧104 年 10 月 3 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代

表出席屏東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6屆第

1 次屏東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暨

聯誼餐會」。 

‧104年 10月 18日全聯會黃敏雄理事長代表

出席南投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6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暨第 6屆理監事選舉」。 

‧104年 10月 18日全聯會代表出席雲林縣醫

事放射師公會「第 3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暨

理監事選舉」。 

‧104 年 10 月 22-25 日全聯會蕭佳吉副理事

長、魏聰文常務監事、沈達亮秘書長代表

出席中華醫學會影像技術分會「中華醫學

會第 23次全國影像技術學術大會」。 

‧104年 10月 29日全聯會代表出席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鄉村性別平等

種子師資經驗分享暨討論會議」。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刊 
Tainan City Association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Tainan City Association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89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 5屆理監事屆期理監事會議決議彙報(權益及會務推展相關)  

執行日期：102年 11月 11日至 104年 10月 31日止 

提案編號 案由與說明 負責單位 監督監事 決議與執行結果 進度 
102／11／16-1 討論本會第 5屆委員會及組織

簡則內容，並請各理監事填寫
參與委員會調查表。 
1.依本會章程第三⼗⼀條設立
委員會。 

2.請各理監事依興趣參加委員
會，亦可推薦熱心參與會務
推展之放射師同仁加入委
員會中，檢附意願調查表。 

理 事 會 監事會 本會第 5-1 理事會議決議本會第 5 屆委
員會共 12個委員會，包含：醫事放射師
仲裁委員會、財務委員會、公共關係委
員會、國際事務發展委員會、兩岸四地
委員會、法規政策委員會、權益促進委
員會、健保暨醫事放射事業委員會、醫
療影像暨輻射安全委員會、學術研究及
臨床教育委員會、醫院評鑑委員會、醫
事放射師(士)繼續教育審查委員會，並請
各主任規劃 103年度工作計畫。 

結 案 

102／11／16-2 續聘沈達亮醫事放射師為本會第
5屆專任秘書⻑。 
1.依⼈⺠團體法規定⼯作⼈員
不得由選任之理監事(職員)
擔任。 

2.考量全聯會會務之繁瑣，各
項事務都攸關會員之權益
與醫事放射之專業職權，本
屆秘書⻑之⼈選擬聘請退
休之放射師先進擔任，以便
掌握各項會務之進行。 

3.本會提供秘書⻑每⽉會務
業務推展費，交通費用實
報實銷，並辦理勞健保事
宜。 

理 事 會 監事會 通過續聘沈達亮醫事放射師為本會第 5 屆
專任秘書⻑。 

結 案 

102／11／16-3 討論本會理監事出席理監事
會議之交通費補助方式 
1.本會理監事屬義務職，各理
監事皆利用時間為會員服
務，爭取權益。 

2.考量各位理監事的事務繁
忙、時間有限，本會第 4屆
理監事出席會議交通費實
報實銷，而最高補助費用比
照台灣高鐵票價再加 100
元。 

財務委員會 魏聰文 決議本屆理監事交通費實報實銷，且最
高補助費用比照台灣高鐵票價再加 100
元。 
 

結 案 

103／01／04-1 聘任本會辦公室主任⼄名。 財務委員會 魏聰文 考量全聯會會務之繁瑣，各項事務都攸關會
員之權益與醫事放射之專業職權，決議通過
聘任陳瓊蕙醫事放射師為辦公室主任，並
以每月會務業務推展工作費用聘用，以便
掌握各項會務之進行，且於 1年後進行檢
討報告。 

結 案 

陳瓊蕙辦公室主任貢獻有目共睹，協助會
務進行順利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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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 案由與說明 負責單位 監督監事 決議與執行結果 進度 
103／01／04-2 聘任副秘書⻑等⼯作⼈員 

1.依人團法規定工作人員不得
由選任之理監事 (職員 )擔
任。 

2.為使各項權益及會務有效推
展，宜加強秘書處及各委員會
之功能，將設副秘書⻑，借重
專才協助會務的推動，以及人
才培育與會務傳承。 

會 務 監事會 決議通過聘姚學華教授、曾明宗醫事放射
師、何介中醫事放射師、陳柏元醫事
放射師、黎榮興醫事放射師、邵佳和
講師、呂建達醫事放射師、李明諺醫
事放射師、朱皇柏醫事放射師。  

結 案 

103／01／04-3 全聯會理監事遍及全國各縣
市，為使大家有充份時間參與
會議，擬請討論本屆理監事聯
席會議開會時間及地點。 

會 務 監事會 本會第 5 屆理監事會議決議將會議訂定
「每年之 1、4、7、10 月第三週的星期
六(下午 2 點)為固定開會時間」；而開
會地點固定於「醫事放射師會館」，若
有特殊原因，則另行通知。 

結 案 

103／01／04-4 討論自 102 年度之餘絀中提撥
150萬至基金。 

財務委員會 魏聰文 決議通過自 102年度餘絀提撥 100萬至
專案基金、提撥 50萬至會務發展準備基
金。 

結 案 

103／01／04-5 討論本(103)年度全國醫事放
射師公會幹部研習營之承辦
公會。 

公共關係 劉盛璟 1.由於本會第 5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通
過之 103年度經費預算並未規劃「103
年度全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幹部研習
營」經費，因此相關支出將由會務發
展準備基金中支應。 

2.由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承辦
「 103 年度全國醫事放射師公會
幹部研習營」。 

結 案 

103／01／04-6 討論本會第 5-3理監事會議是
否改於 103年 3月 8日於嘉義
縣召閞，與中華⺠國醫事放射
學會同襄盛舉年會晚宴。 

公共關係 劉盛璟 通過。 結 案 

103／03／08-1 擬依本會章程第 30 條聘請本
屆之顧問 

公共關係 劉盛璟 決議通過本屆聘連瑞猛總統府資策顧
問、楊麗環立委、蔡錦隆立委、臺灣女
⼈連線黃淑英理事⻑、臺中榮⺠總醫院
李三剛院⻑、獅⼦會會⻑張鎮榮、臺北
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陳潤秋院
⻑、臺⼤醫院影像醫學部施庭芳主任、
Madan M. Rehani博士、Ji-Hong Wang
博士、Napapong Pongnapang博士與
Jung Ho博⼠、中華⺠國放射線醫學會
郭萬祐理事⻑、台灣放射腫瘤學會任益
⺠理事⻑、中華⺠國核醫學學會黃文盛
理事⻑、台灣健康照護產業管理學會林
耀東理事⻑、吳東信教授等為本會顧
問。 

結 案 

103／03／08-2 提請討論《臺灣醫事放射期
刊》訂購之價格 

學術研究
及臨床教
育委員會 

李垣林 《臺灣醫事放射期刊》每冊新台幣500 元
整。 

結 案 

103／03／08-3 提請討論「103 年度全國醫事
放射師公會幹部訓練研習營」
各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與會
對象及人數之規劃。 

秘 書 處 監事會 1.決議「103 年度全國醫事放射師公會
幹部訓練研習營」參加對象包括全聯
會全體理監事及全國各縣市醫事放射
師公會理監事代表、總幹事及會務人
員，縣市公會出席人數規劃依據為： 

縣市醫事放射師 
公會規模 

建議參
加 
人數 

結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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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 案由與說明 負責單位 監督監事 決議與執行結果 進度 
會員人數 300 名以
下 

4 
會員人數 300-599
名 

5 
會員人數 600-899
名 

6 
會員人數 900 名以
上 

7 

2.「103年度全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幹部訓
練研習營」食宿由全聯會負責，安
排 4人住宿的房間(如攜眷或其他原
因需另訂 2 人或 4 人房宿者，住宿
費自行負擔)；而交通費用則由各縣市公
會支付。 

103／03／08-4 提請討論本會第 5屆第 2次會
員代表大會暨 2014 年醫事放
射師節慶祝活動時間及地點。 

國際事務
委員會 

蔡維達 1.本年度「第 5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暨
2014年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預訂於
103年11月8日(星期六)假台北榮⺠總醫
院致德樓會議中心舉辦。 

2.全聯會受衛生福利部委託執行「醫用
電腦斷層掃描儀輻射曝露品質指標確
保計畫」為配合政策，將同日舉辦
「2014年電腦斷層國際論壇」。 

結 案 

103／03／08-5 為呼籲節能減碳並撙結經
費，建議製作每屆理監事專用
免洗杯。 

財務委員會 魏聰文 通過，並請阮國榮常務理事詢價購製。 結 案 

103年8月9日理監事會議決議暫不執行。 
103／08／09-1 提請討論本會如何參與公共

急難救助或公益活動。 
公共關係 劉盛璟 全聯會雖財務較困難，但還是應該踴躍

參與，此案將交由公共關係委員配合理
事⻑參與公益活動。 

結 案 

103／08／09-2 提請討論醫事放射師正名計
畫執行方式與相關時程。 

公共關係 劉盛璟 醫事放射師正名海報已設計完成，請
張美彥理事與專業美術設計者討論排
版事宜。 

結 案 

秘書處於 104年 10月 1日連同海報函發
各醫院。 

103／08／09-3 為提升《臺灣醫事放射期刊》
投稿率，提請討論刊物之研究
成果優良獎遴選辦法。 
《臺灣醫事放射期刊》研究成
果優良獎遴選辦法： 
⼀、⽬的：為⿎勵各縣市醫事
放射師公會鼓勵會員積
極投入研究，特制訂此遴
選辦法。 

二、遴選辦法： 
1.每屆理監事會四年任期
內，遴選於「台灣醫事
放射期刊」發表並獲刊
登篇數最多之前兩名
縣市公會予以表揚。 

2.發表點數（發表並獲刊
登篇數）計算方法：以
「依照任期內各縣市
公會發表篇數」除以
「任期內縣市公會會
員平均人數」並取到小
數點第三位。若點數相
同時，得並列表揚。 

三、表揚不分名次，⼀律發給
「研究成果優良獎」獎

學術研究
及臨床教
育委員會 

李垣林 《臺灣醫事放射期刊》研究成果優良獎
遴選辦法討論通過，將自 104 年度開始
實施。 
 

結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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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 案由與說明 負責單位 監督監事 決議與執行結果 進度 
牌，並於次屆第⼀期期刊
公告。 

四、本遴選辦法經第四屆理監事
會通過，並於通過當屆起
施行。 

103／08／09-4 為提升《臺灣醫事放射期刊》投
稿率，提請討論刊物之優良文章
獎遴選辦法。 

學術研究
及臨床教
育委員會 

李垣林 由學術研究及臨床教育委員會先
統整各醫院獎金給付標準後召開會議
討論，再提至理監事會議討論。 

進行中 

103／08／09-5 討論國際事務與會代表之補
助方案及結案報告形式。 

國際事務
發展 

蔡維達 本次決議仍依往例補助來回機票(經濟
艙)、住宿費及報名費用，並且落實領取
經費補助之人員皆須填寫返國心得報
告，擇優投稿於《臺灣醫事放射期刊》
提供會員瞭解世界脈動。若補助細則需再
進⼀步詳載，則請國際關係委員會討論後
於理監事會議提案再作討論。 

結 案 

103／10／04-1 建議理事⻑與秘書⻑不能同
時出國提請討論。 

國際事務
發展 

蔡維達 經討論決議理事⻑與秘書⻑同時出國無
妨，惟需落實業務代理。 

結 案 

103／10／04-2 全聯會承辦財團法人醫院評
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醫策會
「衛生福利部教學醫院教學
費用補助計畫──二年期受訓
人員訓練成效評估」計畫，擬
訂定醫事放射師五大核心能
力。 

學術研究
及臨床教
育委員會 

李垣林 醫事放射師五大核心能力： 
1.放射醫學影像科學知識：具備影像診
斷、放射線治療、核子醫學、醫療輻
射安全與醫學影像等知識，充分應用
於影像診療檢查暨放射治療領域，並
提供良好的影像品質、精準的治療技
術、降低檢查的輻射劑量及異常的影
像之專業知能與技術。 

2.醫病關係及團隊溝通能力：善用「知
識」、「技巧」與「態度」，先傾聽，再
溝通，以同理心與尊重病人權益，建
立良好醫病關係，從「心」感受，並
與跨領域醫療團隊成員有效溝通。 

3.病人照護：須能呈現臨床影像檢查與
放射治療技術專業，具備以病人為中
心，視病猶親之服務態度，並參與跨
領域醫療團隊成員共同照護，提升病
人接受放射醫療妥善率。 

4.提升專業技能：須不斷接受臨床影像
檢查與放射治療技能的新知教育，積
極參與院內外學術研究及研討會，並
能廣泛充實專業相關知識與服務技
能，以提升醫學影像及放射科學知
識，精進醫事放射照護服務能力。 

5.專業素養：須能以放射醫學影像科學
之專業技能照護病人，並具「視病猶
親」之服務態度，恪遵醫學倫理。 

結 案 

104／01／17-1 請討論全聯會理監事因公支
出憑證請款期限，以方便帳目
核銷事宜。 

財務委員會 魏聰文 請於三個月內將相關憑證寄給秘書處方
便年底關帳結算，最後⼀季憑證也請於
每年 12月 20日前寄出，每季憑證過期
秘書處將不予處理，由使用者自行負擔。 

結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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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 案由與說明 負責單位 監督監事 決議與執行結果 進度 
104／01／17-2 請討論如何提升全聯會新形

象 
公共關係 劉盛璟 規劃設計新版胸章，領帶夾或代表全聯

會送外賓或出席國外會議贈送之小禮
物，請理監事提供相關理念及設計予徐
春仕主任委員，並於本會第 5-7 次理監
事會議中提出報告相關計畫方案。 

結 案 

104年 3月 28日理監事會議決議礙於經
費本屆暫不購置小禮物。 

104／01／17-3 請討論如何提升全聯會與媒
體與政府關係。 

公共關係 劉盛璟 決議 (1)於全聯會大會當日同時辦理
捐血相關活動，增加團體曝光度；(2)
理事⻑拜會立法委員，宣傳理念及相關
需幫忙推動之議題。 

結 案 

徐春仕主委已規劃於 104 年 10 月 31
日全聯會會員代表大會當日同時辦
理捐血相關活動。 

104／01／17-4 請討論實習生護照是否數位
化減少全聯會支出或由學校
幫忙負擔，或是建構全聯會、
學校、醫院、實習生雲端工作
平台。 
 

學術研究
及臨床教
育委員會 

李垣林 由於各學校是否願意支付實習護照費用
有相當難度，且基於對於未來醫事放射
師養成的教育⼀貫性，決議費⽤⽬前仍
由全聯會統籌辦理。 

結 案 

104／01／17-5 請討論除三大科外是否建構
訓練計畫 

學術研究
及臨床教
育委員會 

李垣林 於目前訓練計畫各方面考量，目前並無
法將三大科以外的明訂訓練計畫因有執
行難度，請學術委員會研議是否請三大
科部以外的專業醫事放射師如牙科，心
導管，超音波，婦科科超音波，心臟超
音波，碎石等等提供訓練計畫建議案，
並於本會第 5-7次理監事會議報告。 

進行中 

104／01／17-6 請討論 104年度會員代表大會
地點與時間。 

學術研究
及臨床教
育暨國際
事務發展 

李垣林 
蔡維達 

經詢問會議室租借結果，全聯會 104 年
度會員代表大會日期將訂定於 104年 10
月 31 日(星期六)假臺北榮總放射線部舉
辦。 

結 案 

104／03／28-1 籌組「醫院評鑑醫事放射人力
需求共識專案小組」 

法規政策
委員會及
權益促進
委員會 

呂坤木 
粟文治 

決議由洪三和常務理事及杜高瑩理事負
責籌組「醫院評鑑醫事放射人力需求共
識專案小組」 

結 案 

已成立「醫院評鑑醫事放射人力需求共
識專案小組」，並召開會議 
‧104年 8月 5日 104年度第 2次醫院評
鑑之醫事放射人力修正討論會議 
‧104年 9月 11日 104年度第 3次醫院評
鑑之醫事放射人力修正討論會議 

104／03／28-2 籌組「全國醫事放射師入口網
站」重建小組 

法規政策
委員會 

粟文治 決議由洪三和常務理事及李桂樑理事
負責籌組「全國醫事放射師入口網站」
重建小組 

進行中 

‧104 年 4 月 16 日於醫事放射會館召開
「全國醫事放射師入口網站第 1 次討
論會議」 
‧104年 4月 29⽇於⾼雄榮⺠總醫院「全
國醫事放射師入口網站第 2 次討論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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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 案由與說明 負責單位 監督監事 決議與執行結果 進度 
104／03／28-3 本會 105年會員代表大會暨醫

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擬於 105
年 10月 23日(星期日)舉辦 

國際事務
發展委員
會 

蔡維達 決議通過本會 105 年會員代表大會暨醫
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於 105 年 10 月 23
日(星期日)舉辦。 

進行中 

由於 ISRRT 活動係 105 年 10 月 20-22
日，為提高出席狀況，國際事務發展委
員會建議本會 105 年會員代表大會暨醫
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建議改於 105 年 10
月 16日(星期日)舉辦。 

104／03／
28-4 

有關美國學者發表「少部分人
因接受照攝乳房 X光檢查，會
增加罹患甲狀腺癌的可能性」
之錯誤報導，最近再度困擾臨
床醫事放射師，提請理監事討
論因應之道，及建立處理該類
權益法規問題之 SOP。 

法規政策
委員會及
權益促進
委員會 

呂坤木 
粟文治 

請黃美蘭理事收集相關資料後再將相關
附件放置網頁上供會員下載，日後有相
關的事件需要不同專業領域的理監事們
彙整 Q&A 回報後再統⼀由理事⻑發⾔
回應。 

結 案 

黃美蘭理事已於 104 年 9 月 22 日提供
「乳房及牙科攝影會增加罹患甲狀腺
癌」謠傳聲明相關資料 

104／03／28-5 為開放學校老師、國外進修的
醫事放射師及國外學者投稿，
建議修改《臺灣醫事放射期
刊》投稿簡則第 1條。 

學術研究
及臨床教
育委員會 

李垣林 《臺灣醫事放射期刊》投稿簡則第 1
條決議修改為「本期刊為中華⺠國醫
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之刊物，於
每年 1月及 7月出刊」。 

結 案 

104／03／28-6 提請討論《臺灣醫事放射期
刊》之紙本印刷版本寄送係由
會員訂閱之。 

學術研究
及臨床教
育委員會 

李垣林 請學術研究及臨床教育委員會評估紙本發
行與相關廣告贊助的費用損益比後再行
研議評估。 

結 案 

《臺灣醫事放射期刊》無直接廣告贊助
收入係由大會同時募款，經評估本刊適
合停刊紙本印刷，改由會員訂閱之，並
自 106年開始執行。 

104／03／28-7 105年全聯會將承辦「2016年亞
洲醫事放射治療學術研討會」。 

國際事務
發展委員
會暨學術
研究及臨
床教育委
員會 

蔡維達 
李垣林 

全聯會將於 105年承辦「2016年亞洲醫
事放射治療學術研討會」，理事⻑黃敏
雄指示請治療領域理監事於本 (104
年)12月底前成立工作小組。包含阮國榮
常務理事、黃國明監事、劉明祥監事、
潘素芬監事、蔡維達監事。 

進行中 

104／07／18-1 有關衛生福利部規畫「減少」
醫事人員每六年應接受之繼
續教育積分時數之議案。 
 

法規政策
委員會及
權益促進
委員會 

呂坤木 
粟文治 

決議由秘書處函覆衛生福利部「建議醫
事人員每六年應接受之繼續教育積
分總數修正為120點；另建議性別議題
課程之講師資格及網路繼續教育、雜誌
通訊課程積分無設限。」 

結 案 

104／07／18-2 討論本團體「醫院評鑑之醫事
放射人力基準」未來擬修訂方
案。 

法規政策
委員會 

粟文治 104年 7月 18日「第 5屆第 8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決議： 
(1)醫院評鑑之醫事放射人力需由修訂
「醫療機構設置標準」著手 

(2)向中央健康保險署「全⺠健康保險研
究資料庫」購買執行醫事放射人力
需求試算所需資料 

(3)本次會議決議之醫事放射人力需求
試算執行方向包含(總病床、急性病
床門診量、加護病房、二十四小時急
診作業、專責醫事放射教學人力、專
責醫學物理及輻射品保人力、特殊設
備專責醫事放射人力、醫事放射人力
三科分計、人口老化因素與放射人力
相關比)，並請全聯會理監事協助回
填本表單至秘書處。 

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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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 案由與說明 負責單位 監督監事 決議與執行結果 進度 
‧104年 8月 5日 104年度第 2次醫院評
鑑之醫事放射人力修正討論會議 
‧104年 8月 12日秘書處致電「全⺠健康
保險研究資料庫」洽詢購買執行醫事
放射人力需求試算所需資料，獲覆
申請人必須為政府立案之國內公私立
大專院校、政府所屬業務相關單位、
非營利研究機構(含教學醫院)之專任
講師、技正(或相當職等)、助研究員、
專科醫師等。同時必須檢附研究計畫
送倫理審查委員會(IRB)審查通過證明
文件及計畫書，因此本會資格未符，
無法購買。 
‧104年 9月 11日 104年度第 3次醫院評
鑑之醫事放射人力修正討論會議 

104／07／18-3 會員反映，諸多醫療院所仍聘
不具醫事放射人員資格者執
行醫事放射業務，例如牙科 X 
光攝影及體外震波碎石術
等，建請全聯會處理之。 

權益促進
委員會 

呂坤木 1.於理事⻑會議中宣達，請各縣市衛生局
落實訪視稽核作業。 

2.主動和學校溝通落實放射系牙科操作
之教育。 

3.若拍照檢舉，應不以全聯會名義檢舉。 
4.印製醫事放射師工作內容海報。 
5.由學術委員會規劃開辦牙助訓練，增
加放射師⼯作專⻑。 

結 案 

已於104年10月2日寄發醫事放射師正名
海報至全國醫院。 

104／07／18-4 醫事放射師執行靜脈注射是
否確無任何法律責任，會員建

法規政策
委員會 

粟文治 請法規政策委員會責成相關資料遞由本
會法律顧問解釋之。 

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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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 案由與說明 負責單位 監督監事 決議與執行結果 進度 
請全聯會提供法律諮詢內容 
1.會員來電反映，目前甚多醫
事放射主管要求醫事放射
師執行靜脈注射，由於執行
過程中醫事放射師係行為
人，是否確無任何法律責
任，建請全聯會提供法律諮
詢內容。 

2.衛生主管機關函示提供參考 
(1)85.8.2衛署醫字第八五○四
○六三三號函 
按醫療工作之診斷、處方、
手術、病歷記載、施行麻醉
等醫療行為，應由醫師親自
執行，其餘醫療工作得在醫
師指示下，由輔助人員為
之，但該行為所產生之責任
應由指示醫師負責。前經本
署含釋在案。爰此，顯影劑
注射工作得由護理人員於
醫師指示下為之；所稱「指
示」固得由醫師視情況自行
斟酌指示方式或以醫囑為
之，惟應以醫師經親自診治
病人為要件，方能確定病人
之用藥。 

(2)86.4.9.衛署醫字第八六○
○五八八七號函  
按醫療工作之診斷、處方、
手術、病歷記載、施行麻醉
等醫療行為，應由醫師親自
執行，至於靜脈注射等相關
醫療工作，得在醫師指示，
由相關醫事人員為之。  

(3)88.6.10衛署醫字第八八○
三⼀⼀三⼀號函 
按醫療工作之診斷、處方、
手術、病歷記載、施行麻醉
等醫療行為，應由醫師親自
執行，其餘醫療工作得在醫
師親自指導下，由輔助人員
為之，但該行為所產生之責
任應由指示醫師負責。至於
顯影劑之靜脈注射，經醫師
指示，得相關醫事人員為
之。 

法規政策委員會已於 104年 10月 2日聯
絡蔡岳龍律師提供法律諮詢，蔡律師將
會提供書面資料。 

104／07／18-5 有位新聞工作者投書「有個放
射師朋友拿真假班表和刷卡
紀錄跟我投訴：為數不少的放
射師主管濫用責任制強逼下
屬刷下班卡後繼續留下來工
作到天亮，然後隔天早上 8點
前還要打上班卡繼續上班到
晚上 9點，放射師可能須連續
工作 24-48 小時方能回家休

權益促進
委員會 

呂坤木 本案係屬個案，若有特殊需求再由權益
促進委員會進行後續評估作業，包含是
否函文各大醫院或勞工局。 

結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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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希望你們下次開會時能討
論並調查這個議題。有些主管
的動機居然是要牽制下屬去
進修而濫加隱形工時」。 

104／07／18-6 擬修訂本會章程，將本會會員分
為下列三種：(⼀)會員公會、
(二)榮譽會員、(三)贊助會員 
1.依本會第 3-7 理監事會議決
議擬頒贈新加坡國家保健
集團執行董事暨國際放射
師聯盟 (ISRRT)前任會⻑
Tyrone Goh 博士為本會榮
譽會員。 

2.依⼈⺠團體法規定章程修改
須提報理監事會討論，通過
後提報會員代表大會討論。 

公共關係
及法規政
策委員會 

劉盛璟 
粟文治 

1.同意修訂本會章程，將本會會員分為下列
三種：(⼀)會員公會、(二)榮譽會員、
(三)贊助會員。 

2.修訂本會章程所有相關用字遣詞。 
3.本案將提案至 104 年度全聯會會員代
表大會討論。 

進行中 

104／07／18-7 擬續聘蔡岳龍律師為本會法
律顧問，三年顧問費用為新台
幣 5 萬元整。 
1.依全國各縣市醫事放射師公
會理事⻑聯席會決議共
識，各縣市地方公會將不聘
請律師，而由全聯會聘請法
律顧問，服務全國會員。 

2.蔡岳龍律師事務所三年顧問
費用為新台幣5萬元整(自
104年11月1日起至108 年10 
月30日)。 

財務委員
會 

魏聰文 同意續聘蔡岳龍律師為本會法律顧問。 結 案 

104／07／18-8 提案修訂醫事放射師法第 50
條。 
1.因應高雄縣市合併本會與
高雄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同
時併存於法不符，惠請研
議修法。 

2.醫事放射師法第 50條「醫事
放射師公會之區域，依現有之
⾏政區域，在同⼀區域內，同
級之公會以⼀個為限。」 

3.藥師法第 28條「藥師公會之
區域，依現有之行政區域，
在同⼀區域內，同級之公會
以⼀個為限。但於⾏政區域
調整變更前已成立者，不在
此限。」 

4.全國各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之共識為不修訂醫事放射
師法第 50 條，同時本案列
入提案，請理監事複決。 

法規政策
委員會及
權益促進
委員會 

呂坤木 
粟文治 

理監事經討論後決議不修訂醫事放射師
法第 50條。因為修改醫事放射師放射師
⺟法須由立法院院通過，影響甚鉅，依
據先前各縣市之合併情形，台中縣市、
台南縣市均已合併為⼀個公會，故建議
由⾼雄縣、⾼雄市公會互相達成⼀個公
會之共識。 

結 案 

104／10／03-1 討論本會 105年度工作計畫。 理 事 會 監事會 本會 105 年度工作計畫如擬通過。另(1)
建議修訂工作計畫之格式，並各工作項
目應增加負責人及預計完成時間。(2)本
會之會議議程增加「上次會議追蹤事項
報告」項目，於此待辦事項方能確實追
蹤其進度。(3)全國醫事放射師入口網
站，委請洪三和主委評估改善建置之費

結 案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刊 
Tainan City Association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Tainan City Association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98 

提案編號 案由與說明 負責單位 監督監事 決議與執行結果 進度 
用，期望於明年內完成，以提升與各地
方公會連結效益(並可評估視訊會議之
可能性)。 

104／10／03-2 討論本會 105年度預算。 財務委員會 魏聰文 修訂後通過。需預算修訂內容為：「第 2
款第 3項第 3目之差旅費由 250,000元
修訂為 200,000元，第 2款第 3項第 4
目之公共關係費由 300,000 元修訂為
350,000元。 
另建議編列費用與去年預算比較之增
減，詳述其原因。差旅費之補助亦應明
定期補助準則，以利遵照施行。 

結 案 

104／10／03-3 本會 105年會員代表大會暨醫
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擬變更
於 105 年 10 月 16 日(星期日)
舉辦，提請討論。 
1.105年 10月 17-22日國際醫
事放射師聯盟(ISRRT)於韓
國首爾舉辦，為利國際參
與，建議全聯會大會及國際
論壇提前辦理。 

2.104年 3月 28日第 5屆第 7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通過
本會 105 年會員代表大會暨
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於
105 年 10 月 23 日(星期日)
舉辦。 

3.為提高出席狀況，再次提案
本會 105年會員代表大會暨
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擬
於 105年 10月 16日(星期日)
舉辦，提請討論。 

國際事務
發展委員
會 

蔡維達 延議；請秘書處調查貴賓與會之意願，
以及能配合之日期後再提案討論。 

 

進行中 

104／10／03-4 提請討論修訂「獎勵檢舉非法執
行醫事放射業務要點」第3條。 
1.⺠國 94 年 4月 15日本會第

2屆第 4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擬訂「獎勵檢舉非法執行
醫事放射業務要點」。 

2.104年 9月 19日第 5屆第 3
次監事會議，有鑑於非法執
行放射業務情況未能有效
改善，為維護本團體專業權
益，建議多管道進行，因此
提案修改「獎勵檢舉非法執
行醫事放射業務要點」之獎
金支付方式。 

財務委員會 魏聰文 延議；重新檢視本要點條文內容，待更正
錯誤或不適用之內容後再提會討論。 

進行中 

104／10／03-5 近期地方衞生局邀請醫事放
射師以「品質稽核委員」名
義，陪同當地衛生局訪視基層
醫療院所(含牙科)，發生以下
狀況，提請討論醫事放射師以
「品質稽核委員」名義陪同衛
生局人員稽核基層醫療院所
(含牙科)輻射防護品質作業之
立場。 

權益促進
委員會 

呂坤木 由本會行文衛福部說明本案之稽核應尊
重專業精神，理應由專業之醫事放射師
負責。另強調實施稽核之條文應以本會
制訂並經衛福部核可之訪視條文據以進
行實地訪查。另本會之稽核委員亦須加
強其專業能力，才能讓外界接受與信服。 

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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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專業的「品質稽核委員」陪
同非專業的衛生局稽核人
員在稽核基層醫療院所(含
牙科)之輻射防護品質。 

2.由於係以「陪同人員」的身
分前往，也就是作為基層醫
療院所與衛生局稽核員之
間之潤滑劑或構通橋樑，當
發現基層醫療院所未合法
或衛生局稽核員有不專業
的稽核結果時，不知是否需
要即時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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