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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時 程 表 

時間 內容 

13:00~14:00  報到  

14:00~14:50  醫事放射師執業時常見之感染風險與因應措施 

奇美醫院  

陳郁慧感控師 

15:00~15:50  醫事放射法規宣導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洪一吉常務理事 

14:00~16:00  投票 

16:00~17:00  會員大會/摸彩 

 

 

 

舉辦日期：108 年 1 月 5 日星期六 

主辦單位：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地    點：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第三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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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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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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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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選舉公告 
1. 本會訂於 108年 1月 5日星期六下午四時於成大醫學院第三講堂舉辦台南市醫

事放射師公會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選舉第三屆理事、監事及全聯會會員代

表。 

2.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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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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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12月 5日下午五時截止收件。將於 107 年 12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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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1月 5日下午十六時公開唱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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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名當選，候補全聯會會員代表為選票數第十六~十八名者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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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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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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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屆理事候選人名冊(1)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學經歷及政見 

1 林 

宏 

吉 

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科 

學歷： 

1. 84 年元培醫專畢業； 

2. 95 年麻豆真理大學資管系畢業； 

3. 106 年起高雄醫學大學碩士研究所就讀中 

經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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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2~93 年永康奇美醫學中心服務 

3. 93 年柳營奇美醫院放射科自開院開始服務至今 

4. 目前為原能會聘任透視攝影品保試辦計畫之訪查委員之一，專門負責

透視攝影品保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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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

幫助公會順利推展各項業務，希望各位放射師先進可以繼續給予小弟服務

的機會。 

2 詹 

靜 

婷 

台南市立醫院 

放射科 

學歷：  

1. 中台醫事技術專科學校放射科畢 

2. 義守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畢 

經歷： 

1. 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放射科 

2. 台中大里仁愛醫院放射科 

3. 台南市立醫院放射科 

政見： 

1. 維護會員權益、提升放射師地位。 

2. 配合推動放射師公會會務。 

3. 發揚放射師專業提昇品質。 

4. 增進專業知能，共謀放射技術事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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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nan City Association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7 

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三屆理事候選人名冊(2)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學經歷及政見 

3 賴 

政 

詩 

成大醫院 

影像醫學部 

學歷: 

1. 中台科技大學放射科畢業 

2. 崑山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畢業 

3.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醫療資訊研究所 

經歷: 

1.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總幹事 

2.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理事 

3.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常務理事 

政見: 

1. 成立公會會員 LINE群組，公會資訊透明化，增加會員對會務之了解 舉

辦免費醫事放射師課程，讓會員換照無慮 

2. 舉辦紓壓康樂交誼活動 

3. 辦理學生志工時數認證，協助會員子女取得志   工時數認證 

4 陳 

冠 

宏 

奇美醫療財團

法人奇美醫院 

學歷: 

1. 義守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經歷: 

1. 屏東醫院放射科 

2. 高雄長庚放射科 

3. 奇美醫院放射科 

政見: 

1. 設立法律諮詢窗口，給會員法律扶助 

2. 協助調節勞資爭議 

3. 權力推動會員勞動者權益及生活品質 

5 陳 

金 

鳳 

高榮臺南分院 
學歷： 

1. 元培醫專放射科畢業 

2. 長榮大學醫務管理學系畢業 

3. 國立臺南大學數位學習系研究所畢業。 

經歷： 

1. 國立成大醫院放射師 5 年 

2. 衛福部胸腔病院放射師 2 年 

3. 高榮臺南分院放射師 23 年 

政見：希望可以為我們臺南醫事放射師公會服務，讓我們的公會茁壯成長，

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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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nan City Association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8 

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三屆理事候選人名冊(3)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學經歷及政見 

6 李 

玲 

奇美醫療財團

法人 

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科 

學歷： 

1. 高雄醫學大學放射技術系畢 

2. 成大醫院放射腫瘤科四年半(77.5~81.11) 

3. 奇美醫院放射腫瘤科 (81.12~至今) 

經歷： 

1.第一、二屆台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理事 

2.第三、四屆台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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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姚 

惠 

貞 

柳營奇美醫療

財團法人奇美

醫院 

放射科 

學歷:  

1. 南台科技大學電機系碩士畢。 

經歷:  

1. 柳營奇美醫院放射診斷科組長。 

2. 台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理事。 

3. 台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監事。 

4. 縣市合併第一屆監事 

政見: 

為公會會員主動爭取福利。監督公會財務規劃杜絕濫用。致力於爭取學術

發表獎金，服務會員為會員辦理相關事務 

8 王 

唯 

勳 

成大醫院 

影像醫學部 

學歷: 

1.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經歷: 

任職於:國立成大醫院放射診斷部 

       國立成大醫院放射診斷部教學負責人 

       國立成大醫院放射診斷部教學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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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汪 

珮 

如 

台南醫院 

放射科 

學歷: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畢業 

經歷: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 放射診斷科醫事放射師 現任 

政見: 

增進會員福利，會務負責與訊息交流，有耐心及責任感，誠心希望能繼續

為放射同仁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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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三屆理事候選人名冊(4)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學經歷及政見 

10 簡 

宓 

緹 

吉安醫院 
學歷: 

元培醫事技術專科學校放射技術科畢 

經歷: 

台南縣第一、二、三屆常務理事 

台南縣第四屆常務監事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常務監事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三、四屆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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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謝 

清 

海 

台灣基督長老

教會新樓醫療

財團法人新樓

醫院 

學歷: 

1. 義守大學影像醫學科 

經歷: 

1. 新樓醫院影像醫學科醫事放射師 

政見: 

維護公會及會員權益 

爭取國際醫事放射師參與及曝光率 

加強會員交流 

12 洪 

銘 

德 

台灣基督長

老教會新樓

醫療財團法

人麻豆新樓

醫院 

學歷：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系畢業。 

經歷: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一屆理事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二屆監事 

政見: 

協助會務推廣，積極參與活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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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三屆理事候選人名冊(5)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學經歷及政見 

13 徐 

章 

傑 

臺南市立安

南醫院 

委託中國醫

藥大學興建

經營放射科 

學歷: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2010-2014)學士    

     國立陽明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研究所(2014~2016)碩士 

經歷: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工程研發中心 2016~2017 研究助理 

     台南市立安南醫院放射科(2017~2018 放射師) 

政見: 

1. 建構一個更友善的放射師職場 

2. 爭取比照護理師節，舉辦放射師節慶祝活動。 

3. 全力發展放射師具續教育活動，鼓勵各類學術活動舉辦。 

 

14 賴 

昭 

如 

衛生福利部 

胸腔病院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放射系理學士 

經歷： 

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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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吳 

秀 

蒂 

奇美醫療財團

法人佳里奇美

醫院 

放射診斷科 

 

學歷： 

1. 南台科技大學 EMBA 

經歷： 

1.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放射診斷科組長  

2.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理事 

政見： 

1. 積極參與放射師相關事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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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屆理事候選人名冊(6)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學經歷及政見 

16 翁 

雅 

茹 

郭綜合醫院 

放射科 

學歷：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經歷： 

（1）台南市宏科醫院 醫事放射師  

（2）台南市郭綜合醫院放射科 副組長  

（3）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一屆理事  

（4）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二屆理事 

政見： 

促進地方醫院與公會之間交流，傳遞重要會務訊息，為會員爭取相關權益。 

17 李 

啟 

仁 

成大醫院 

放射診斷部 

學歷：花蓮慈濟技術學院醫事放射系 

經歷:成大醫院影像醫學部醫事放射師 

政見： 

提升放射師之福祉。 

致力提升院際間放射師之交流。 

協助學會多舉辦學分認證課程 

18 鄭 

于 

吟 

柳營奇美醫療

財團法人奇美

醫院 

放射科 

 

 

 

學歷： 

1. 南台科技大學碩士學位(101 畢) 

2. 中台科技大學學士學位 

3. 部定講師(講字第 146882 號) 

經歷： 

1. 授課科目：超音波儀器學、超音波技術學 

2.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實習(84 年) 

3. 奇美總院(85~92 年) 

4. 柳營奇美醫院放射診斷科(93 年迄今)協助開科。 

政見：活絡放射職場網絡 

具體做法： 

1. 辦理放射專才各技能領域讀書會，承先啟後促進傳承 

2. 辦理心靈提升、預防職業病等健康促進活動，關懷放射人。 

3. 辦理不同層級(醫學中心、區域、地區、診所)的放射主管交流，分享

管理經驗，了解不同背景下的職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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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三屆理事候選人名冊(7)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學經歷及政見 

19 吳 

綠 

茵 

成大醫院 

影像醫學部 

學歷: 

1. 中台科技大學放射科畢業     

2. 成大電機工程研究所 

經歷: 

1.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監事、理事、常務理事   

政見: 

公會資訊透明化，增加會員對會務之了解，維護會員權益。舉辦免費醫事

放射師課程，讓會員換照無慮。辦理學生志工時數認證，協助會員子女取

得志工時數認證。      

20 黃 

美 

蘭 

奇美醫療財團

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學歷: 中台科大(博士候選人) 

經歷: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5 屆理事、常務理事，第 6 屆

常務理事 

2.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第 15、16 屆理事，第 17-18 屆常務理事 

3. 台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2 屆理事、第 3 屆常務理事 

4.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1、2 屆常務理事 

政見: 

1.爭取放射師應有之權益福利，協助提升放射師專業形象。 

2.配合全聯會政策，持續推動放射相關業務 

3.持續推動醫事放射師照護品質提升，推動醫院評鑑標準的擬 定，增列醫

院評鑑人力相關條文爭取足夠醫事放射師人力 

4.積極參予公會內事務，協助舉辦各項活動，以凝聚會員向心力 

5.加強推動各專業團體間之聯繫，與政府單位間之溝通協調，建立醫事放

射師專業地位。 

6.加強全聯會與學會、公會之間會務聯繫與交流。 

21 洪 

志 

賢 

成大醫院 

碎石中心 

學歷： 

1. 私立中台醫專。 

2. 高雄醫學院醫技系(放射組)。 

經歷： 

曾任(前)台南市放射師公會理事。 

政見： 

1.維護放射師權益。 

2.增進放射學術技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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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三屆理事候選人名冊(7)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學經歷及政見 

22 黃 

建 

中 

奇美醫療財團

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經歷： 

1. 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組長 

2. 南台科技大學 講師 

3. 醫策會 醫事人員培訓計畫 實地訪視委員 

政見： 

1. 提升醫事放射師職場教學品質 

2. 促進放射專業技能提升。 

 

 

23 蘇 

文   

經 

社團法人台南

市仁愛醫院 

學歷： 

1. 中華醫專放射線科畢業 

經歷： 

1. 財團法人逢甲醫院(現奇美醫院)副總技師 

2. 成大醫院核子醫學部組長 

政見 

1. 協助會務正常運作 提升會員權益 

24 簡 

照 

峯 

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學歷： 

1. 中台醫護技術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系 

經歷： 

2. 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小組長 

政見： 

1. 協助學會辦理各種學術課程。 

2. 配合全聯會持續推動新進放射師訓練規劃。 

3. 為會員權利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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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三屆監事候選人名冊(1)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學經歷及政見 

1   郭 

  育 

  豪 

奇美醫療財

團法人奇美

醫院 

放射腫瘤科 

學歷： 

1. 義守大學放射學系畢 

經歷： 

1. 奇美醫院放腫科 102 年 2 月迄今 

政見： 

1. 增進放射師福利監督公會運作及方向。 

2 林 

美 

吟 

成大醫院 

影像醫學部 

學歷： 

1.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畢 

經歷： 

1. 成大醫院放診部 

政見： 

1. 提升服務模式，積極爭取會員福利。 

2. 監督會務，維護會員權利。 

3 許 

錫 

銘 

成大醫院 

放射腫瘤部 

學歷： 

1. 中台科技大學畢業 

經歷： 

1. 第二屆台南市放射師公會常務理事 

政見： 

1. 爭取多辦放射師繼續教育 

2. 維護放射師權益 

4 陳 

明 

宏 

成大醫院 

影像醫學部 

 

 

 

 

學歷： 

1.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畢業  

經歷： 

1.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2.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3. 緊急救護技術員 EMT 

政見： 

1. 監督大會會務，謀取會員福祉。 

2. 把關各項公會提案及內容，以維護會員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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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三屆監事候選人名冊(2)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學經歷及政見 

 

5 

 

 

李 

政 

翰 

奇美醫療財

團法人奇美

醫院 

放射診斷科 

學歷： 

元培科技大學 影像醫學所 碩士 

慈濟技術學院 放射技術系 學士 

經歷： 

(101-迄今)奇美醫院永康院區  

(100-101)台北榮民總醫院醫研部腦功能研究小組 

(97-100)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 檢疫組 

(95-97)衛生署署立竹東醫院 

政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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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么  

煥  

忠 

奇美醫療財

團法人奇美

醫院 

放射診斷科 

 

 

 

 

 

 

 

 

經歷： 

1. 衛福部與台南市、嘉義市衛生局「基層醫事機構游離輻射防護品質

輔導」訪查委員。 

2. 醫策會醫院暨教學醫院評鑑儲備觀察員。 

3.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教學醫院補助計畫訪查委員。 

4. 台灣醫事放射期刊編審委員。 

5. 現任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理事長與奇美醫院影像醫學部技術主

任。 

政見： 

1. 協助醫事放射師與政府各項事務與資訊服務並擔任溝通橋樑。 

2. 促進會員親睦、互助及福利事項，積極為醫事放射師爭取應有之權

益。 

3. 促進制定合理評鑑制度，共同制定合理醫事放射師人力需求，維持

優良醫療品質。 

4. 強化與相關公學會團體交流互動，整合各專業社團訴求，凝聚政策

共識。 

5. 監督會務運作，符合會員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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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三屆監事候選人名冊(2)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學經歷及政見 

7 趙 

玉 

潔 

台灣基督長

老教會新樓

醫療財團法

人麻豆新樓

醫院 

學歷： 

 中台放射科畢 

 致遠醫管系畢 

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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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見：傳承學習、監督公會運作 

8 鄭 

義 

成 

新樓醫療財

團法人麻豆

新樓醫院 

學經歷： 

中山醫學大學影像醫學系畢業 

經歷： 

新樓醫院放射診斷科 20 年資歷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一屆監事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二屆理事 

政見： 

為會員服務。監督會務。協助會務推展。 

 

 

 

 

 

 

 

 

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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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唯 

成大醫院 

影像醫學部 

學歷: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經歷： 

任職於:國立成大醫院放射診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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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nan City Association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17 

勳 
       國立成大醫院放射診斷部教學負責人 

       國立成大醫院放射診斷部教學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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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鄭 

于 

吟 

柳營奇美醫

療財團法人

奇美醫院 

放射科 

學歷： 

南台科技大學碩士學位(101 畢)    

經歷：            

1. 中台科技大學學士學位部定講師(講字第 146882 號) 

2. 授課科目：超音波儀器學、超音破技術學 

3.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實習(84 年) 

4. 奇美總院(85~92 年) 

5. 柳營奇美醫院(93 年迄今)協助開科。 

二、 政見：活絡放射職場網絡 

具體做法： 

1. 辦理放射專才各技能領域讀書會，承先啟後促進傳承。 

2. 辦理心靈提升、預防職業病等健康促進活動，關懷放射人。 

3. 辦理不同層級(醫學中心、區域、地區、診所)的放射主管交流，

分享管理經驗，了解不同背景下的職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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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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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黃 

美 

蘭 

奇美醫療財

團法人奇美

醫院 

放射診斷科 

學歷:  

中台科大(博士班) 

經歷:  

1.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5 屆理事、常務理事，第 6

屆常務理事 

2.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第 15、16 屆理事，第 17-18 屆常務理事 

3. 台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2 屆理事、第 3 屆常務理事 

4.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1、2 屆常務理事 

政見: 

1.爭取放射師應有之權益福利，協助提升放射師專業形象。 

2.配合全聯會政策，持續推動放射相關業務 

3.持續推動醫事放射師照護品質提升，推動醫院評鑑標準的擬 定，增

列醫院評鑑人力相關條文爭取足夠醫事放射師人力 

4.積極參予公會內事務，協助舉辦各項活動，以凝聚會員向心力 

5.加強推動各專業團體間之聯繫，與政府單位間之溝通協調，建立醫事

放射師專業地位。 

6.加強全聯會與學會、公會之間會務聯繫與交流。會員之權利提出及監

督。 

健全財務。 

 

4 許 

錫 

銘 

國立成功大

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 

放射腫瘤部 

學歷 

中台科技大學畢業 

經歷： 

成大醫院放射腫瘤部 

政見： 

建議多舉辦放射師繼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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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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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黃 

建 

中 

奇美醫療財

團法人奇美

醫院 

放射診斷科 

經歷 

1.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組長 

2.南台科技大學 講師 

3.醫策會 醫事人員培訓計畫 實地訪視委員 

政見： 

發展醫事放射師核心能力，提升醫事放射師職場教學品質，促進放射專

業技能提升。 

6 陳 

明 

宏 

成大醫院 

影像醫學部 

學歷： 

1.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畢業  

經歷： 

1.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2.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3. 緊急救護技術員 EMT 

政見： 

1. 積極協助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事務並反應基層心聲 

2. 監督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地方在台南事務，以及

做為橋樑溝通協調了解基層醫事放射師心聲 

7 

 

 

胡 

仲 

人 

成大醫院 

影像醫學部 

學歷: 

1. 慈濟技術學院 放射技術學系 

政見: 

1. 規劃活動，增加放射師同仁情誼。 

2. 增加專業以外的課程，知識多元化。 

8 

 

 

 

陳 

冠 

宏 

奇美醫療財

團法人奇美

醫院 

放射診斷科 

 

學歷： 

1. 義守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經歷：’ 

1. 屏東醫院放射科 

2. 高雄長庚放射科 

3. 奇美醫院放射科 

政見 

1. 設立法律諮詢窗口，給會員法律扶助 

2. 協助調節勞資爭議，權力推動會員勞動者權益及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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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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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 

綠 

茵 

成大醫院 

影像醫學部 

學歷: 

1. 中台科技大學放射科畢業     

2. 成大電機工程研究所 

經歷: 

1.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監事 

2.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理事 

3.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常務理事 

政見:  

1. 維護公會及會員權益保障及提昇放射師專業地位。 

10 蘇  

文 

經 

社團法人 

台南市仁愛

醫院 

學歷： 

1. 中華醫專放射線科畢業 

經歷： 

1. 財團法人逢甲醫院(現奇美醫院)副總技師 

2. 成大醫院核子醫學部組長 

政見：   

1. 監督全聯會對法案修正，提升會員權利 

 

11 吳 

秀 

蒂 

奇美醫療財

團法人佳里

奇美醫院放

射診斷科 

學歷： 

1. 南台科技大學 EMBA 

經歷： 

1.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放射診斷科組長  

2.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理事 

政見： 

1. 積極參與放射師相關事務。 

2. 規劃各類繼續教育活動。 

 

12 翁 

雅 

茹 

郭綜合醫院 

放射診斷科 

學歷：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經歷： 

1. 台南市宏科醫院 醫事放射師  

2. 台南市郭綜合醫院放射科 副組長  

3.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一屆理事  

4.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二屆理事 

政見：促進地方醫院與公會之間交流，傳遞重要會務訊息，為會員爭取

相關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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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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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么  

煥 

忠 

奇美醫療財

團法人奇美

醫院 

放射診斷科 

經歷： 

1. 衛福部與台南市、嘉義市衛生局「基層醫事機構游離輻射防護品

質輔導」訪查委員。 

2. 醫策會醫院暨教學醫院評鑑儲備觀察員。 

3.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教學醫院補助計畫訪查委員。 

4. 台灣醫事放射期刊編審委員。 

5. 現任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理事長與奇美醫院影像醫學部技術主

任。 

政見： 

1. 監督促進全聯會增進醫事放射師與政府各項事務與資訊服務。 

2. 促進全聯會會員親睦、互助及福利事項，積極為醫事放射師爭取

應有之權益。 

3. 監督全聯會與政府制定合理評鑑制度，共同制定合理醫事放射師

人力需求，維持優良醫療品質。 

4. 促進全聯會與相關公學會團體交流互動，整合各專業社團訴求，

凝聚政策共識。 

5. 監督會務運作，符合會員期望。 

14 呂 

建 

達 

成大醫院 

影像醫學部 

學歷： 

1. 中台醫事專科技術學校放射線技術科 

2.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碩士 

經歷： 

1.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幼保系兼任講師 

2.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科協同教學 

3. 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總幹事 

4. 基層醫事機構游離輻射防護品質輔導訪視委員 

5. 電腦斷層掃描儀輻射醫療曝露品質輔導計畫輔導訪視委員 

6.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秘書長 

7.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副秘書長 

政見： 

1. 協助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務相關事務 

2. 做為橋樑並反應基層醫事放射師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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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七屆全聯會會員代表候選人名冊(6)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學經歷及政見 

15 賴 

政 

詩 

成大醫院 

影像醫學部 

學歷: 

1. 中台科技大學放射科畢業 

2. 崑山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畢業 

3.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醫療資訊研究所 

經歷: 

1.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總幹事 

2.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理事 

3.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常務理事 

政見: 

1. 成立公會會員 LINE 群組，公會資訊透明化，增加會員對會務之了

解。 

2. 舉辦免費醫事放射師課程，讓會員換照無慮。 

3. 舉辦紓壓康樂交誼活動。 

4. 辦理學生志工時數認證，協助會員子女取得志 工時數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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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致詞 

 
     各位長官、各位來賓、與各位最敬愛的會員大家午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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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崇高的敬意與感謝，特

別是本會會員，感謝您們對本會多年來的支持與肯定。 

    時光飛逝，縣市合併後第二屆任期即將屆滿，這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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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公

會尚有改善及發展空間，也期待未來新任理事長能帶領公會開創新局。 

    回顧過去，六年來感謝各位理監事及委員會的努力，對於各項主管機關交付的任

務如電腦斷層品保、基層醫療機構輔導訪視計畫以及台南市衛生局委託牙醫診所影像

品質與輻射防護輔導訪視，都能戰戰兢兢完成所託，達成各級長官的要求；相信未來，

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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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必定更

加努力配合及達成任務。 

    煥忠即將卸任，第二屆理監事會也將屆滿任期，期望各界舉薦更多年輕醫事放射

師參加公會事務服務，畢竟公會是永久的，未來仍須各位醫事放射師繼續支持與鼓

勵；如何銜接與傳承，更是全體會員必須共同努力前進的方向。 

    最後再次感謝全體會員對本會及本人的指教與鼓勵，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公會未來

的規畫與活動，有你們的監督，會務必定蒸蒸日上，永續不斷。新的一年來臨，也敬

祝各位與會貴賓與會員： 

豬年順利  諸事大吉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么煥忠 敬筆 1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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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告 
一 、本會目前有效會員共計 491(至 107年 12月)。 

二 、臺南市各醫療院所協辦繼續教育課程： 

1. 107年 1月 16日-19日衛生福利部南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107年度南區輻傷醫療應變

線上基礎教育訓練課程』 

2. 107年 3月 8日輻傷緊急醫療應變進階教育訓練課程(雲林場) 

3. 107年 3月 13日輻傷緊急醫療應變進階教育訓練課程(嘉義場) 

4. 107年 4月 12日輻傷緊急醫療應變進階教育訓練課程(台南場) 

5. 107年 5月 5日 郭綜合醫院 107年度輻射防護繼續教育 

6. 107年 5月 24日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107年度輻射防護、醫事放射法規教育課程 

7. 107年 6月 2日 2018年醫事放射師全人照護師資培育研習會課程表 

8. 107年 7月 14日 107年度醫事放射職類考官臨床技能認證工作坊。 

9. 107年 9月 22日 107年度教學評估新知與評估技巧實作工作坊 

10. 107年 10月 13日 2018年「輻射防護（上午）暨醫事放射師全人照護師資培育（下午） 

11. 107年 11月 17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輻射防護研討會課程 

12. 107年 12月 29日奇美醫院 107年度第三梯次醫事放射考官訓練工作坊 

 

三 、理監事會議：  

1. 107年 4月 19日第二屆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2. 107年 8月 16日第二屆第十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3. 107年 10月 4日第二屆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4. 107年 12月 6日第二屆第十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5.  107年 12月 27日第二屆第十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四 、會務報告：  

1. 會員張詩屏生育慰助 

2. 會員簡得恩生育慰助 

3. 會員劉怡姍住院慰助 

4. 會員邱秀鈴結婚禮金 

5. 會員李雅萱結婚禮金 

6. 新竹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大會禮金 

7. 苗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大會禮金 

8. 苗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大會禮金 

9. 台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大會禮金 

10. 會員謝舒昀生育慰助 

11. 會員吳佩芳生育慰助 

12. 台南西藥商業同業公會大會花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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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南部七縣市聯誼會議 

14. 大台南護理師護士公會大會禮金 

15. 會員簡廷憲生育慰助 

16. 台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大會花籃 

17. 台南市牙醫師公會大會禮金 

18. 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大會禮金 

19. 台南市中醫師公會大會禮金 

20.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大會花籃 

21. 台南市獸醫師公會大會花籃 

22. 會員玄翎住院慰問 

23. 台南市大臺南中醫師大會花籃 

24. 新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大會禮金 

25. 台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大會禮金 

26. 台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大會花籃 

27. 台南市藥劑生公會大會花籃 

28. 會員楊士頤住院慰助 

29. 彰化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禮金 

30. 理事長出席台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大會 

31. 台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禮金 

32. 會員詹靜婷住院慰助 

33. 台南市南瀛西藥同業公會大會花籃 

34. 理事長出席台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 

35. 郭綜合繼續教育課程 

36. 會員俊儒以訢結婚禮金 

37. 嘉義牙醫師公會大會 

38. 胸腔病院繼續教育課程 

39. 南部七縣市會議 

40. 大臺南護理師護士公會護師節祝賀花籃 

41. 台南市藥師公會會員大會花籃 

42. 台南縣藥劑生公會會員大會禮金 

43. 嘉義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禮金 

44. 會員玄翎生育慰問 

45. 奇美師培繼續教育課程 

46. 二十大醫事聯盟會議 

47. 桃園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大會禮金 

48. 基隆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大會禮金 

49. 會員張勝雄生育慰助 

50. 南投縣醫事放射師公會大會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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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台南縣醫事檢驗師公會大會禮金 

52. 台南市醫事檢驗師公會大會禮金 

53. 會員羅渝恩生育慰助 

54. 會員又尹結婚禮金 

55. 吳世釧生育補助 

56. 嘉義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大會禮金 

57. 會員陳瑛茹生育補助 

58. 會員林慈惟生育補助 

59. 會員周佳音住院慰助 

60. 柳營奇美繼續教育課程 

61. 會員鄭錦淵住院慰助 

62. 會員張家豪生育慰助 

63. 雲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禮金 

64. 屏東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禮金 

65. 二十大醫事聯盟會議 

66.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會員代表大會花籃 

67. 新樓繼續教育課程 

68. 高雄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大會禮金 

69. 高雄市醫事放射士公會大會禮金 

70. 台東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禮金 

71. 新竹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禮金 

72. 苗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禮金 

73. 嘉義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禮金 

74. 南部八縣市醫事聯盟會議 

75. 新竹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禮金 

76. 宜蘭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禮金 

77. 高雄縣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大會禮金 

78. 台南市獸醫師公會會館落成致賀花籃 

79. 會員宋義桐住院慰助 

80. 會員沈怡伶生育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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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年工作計畫 
一、行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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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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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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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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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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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核經常性收支帳務。 

編製年度預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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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格執行預算，並依實核銷各類支出，撙節開支，以利經費收支平衡。 

規劃預留建構會館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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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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組： 

加強與醫療院所合作舉辦繼續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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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康樂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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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公關組： 

加強與其他相關學會、團體之互動聯繫。 

增進南部七縣市合作及互助交流。 

積極參與其他增進公共關係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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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決算表 
中華民國 107 年 1月 1日~中華民國 107年 12月 31 日 

理事長  常務監事  財務主委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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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8年 1月 1日~中華民國 108年 12月 31日 

 
 
 
 
 
 
 

理事長  常務監事  財務主委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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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nan City Association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31 

 
 
 

 

理事長  常務監事  財務主委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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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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主委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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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nan City Association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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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經費收支決算表。 
  說  明：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支出及結餘如大會手冊第二十七頁，

業經第二屆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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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討論審查本會一○八年度歲入歲出預算。 
  說  明：一○八年度歲入歲出預算表如大會手冊第二十八頁，業經第第二屆十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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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工作計畫。。 
  說  明：如大會手冊第二十五~二十六頁，業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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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討論設立副理事長職務修改章程第 18 條相關事宜。。 
  說  明： 

1. 業經第二屆第十三理監事會議討論審查通過，提報會員大會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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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前 修正後 
第 18 條 理事就當選常務理事中選任理

事長一人，以得票最高者為當

選，連選得連任一次。理事長

之職權：代表本會綜理一切會

務，指揮監督所屬會務人員，

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席。 
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權時，

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

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

一人代理之。理事長、常務理

事缺額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

之。 

理事就當選常務理事中選任理事長

一人，以得票最高者為當選，連選

得連任一次。理事長得以經理事會

同意任命常務理事中一名擔任副理

事長。理事長之職權：代表本會綜

理一切會務，指揮監督所屬會務人

員，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席。

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權時，由副

理事長代理之，副理事長因事不能

執行職權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

代理之，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

互推一人代理之。 
理事長、副理事長、常務理事缺額

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議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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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會議記錄 
一、 時間：一月六日下午四時三十分 
二、 地點：大億麗緻酒店。 
三、 出席人員： 本會會員。 應出席 482 位，實到 320 位，缺席 162 位。   
四、 主席：么煥忠 理事長                                    紀錄：呂建達 
五、 報告事項：如大會手冊 
    六、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  由：提請追認本會 106 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 
  說  明：106 年 1 月 1 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支出及結餘如大會手冊第十一頁收支

決算表，  
          業經第二屆第九次理監事會議討論審查通過提報大會追認。 
  議  決：全體出席會員無異議通過  
 提案二：                       
  案  由：提請討論審查本會 107 年度歲入歲出預算。 
  說  明：107 年度歲入歲出預算表如大會手冊第十二頁，業經第二屆第九次理監事

會議討論 
          審查通過，提報會員大會追認 
  議  決：全體出席會員無異議通過  
 提案三：                              
  案  由：提請追認本會 107 年度工作計畫。 
  說  明：如大會手冊第九~十頁工作計畫表，業經第二屆第九次理監事會議討論審

查通過， 
          提報會員大會追認。 
  議  決：全體出席會員無異議通過 
  提案四：                            
  案  由：提請追認本會會館購置小組相關事宜。 
  說  明： 
1. 會館購置完全授權本會理監事會議執行購置會館，購置後再報請會員大會追認。 
2. 當尋覓合適物件時由小組呈報理監事會，然後由理事長召開臨時理監事會討論決

定是否  
  購買，若物件合適即能進行購置。 
3. 業經第二屆第九次理監事會議討論審查通過，提報會員大會追認。  
   議  決：於理監事會議將購屋計畫完備後再提下次會員大會討論。 
八、臨時動議：  
(一) 、案由：請討論會員因值班無法出席會員大會相關權益如何處置。 
提案人：陳金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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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案已於第二屆第九次理監事會議討論決議如下： 
1. 敬請各醫療院所每年以輪流值班方式讓會員參與公會大會。 
2. 相關會員權利依公會章程規定。 
議決： 
1.值班會員雖因公務無法出席，但出席會員亦無公假參與會員大會，故本次大 會依

第二屆第九次理監事會議內容執行。       
2.參與公會活動乃會員之權益與義務，理監事會會依會員意見審慎評估，以求公平公

正為原則。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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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二屆第 11 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一、 時間：八月十六日下午六時三十分 
二、 地點：成大簡易餐廳。 
三、 出席人員：  
        理事    么煥忠、黃建中、翁雅茹、賴政詩、林宏吉、陳金鳳、許錫銘 
                黃美蘭、王唯勳、吳綠茵、洪銘德、汪珮如、詹靜婷、吳秀蒂 
                趙玉潔 
        監事    簡宓緹、王惠民、林有為 
四、 列席人員： 呂建達  
五、 請假人員： 羅渝恩、蕭福仁、簡廷憲、陳興隆、謝佳穎、王姵涵、鄭義成 
                姚惠貞、江鎧琳、李  玲 
六、 主席：么煥忠                                         紀錄：呂建達 
七、 報告事項： 
 行政組： 
入會：  
 四月份：644 林淵鎧 645 林貞沂 646 林啟璋 647 黃念萍 648 林至群 
 五月份：649 張愷庭 650 林芯妤 651 杜苼甫 652 郭季如 653 顏立婷 654 吳佳玲 655
景煒峰 
 六月份：656 許聖妮 657 廖炳勛 
退會： 
 四月份：374 胡佐溶 560 李明諺 455 李佩璇 515 賴柏文 543 陳汝婷 582 林晏甄 633
吳坤璋 638 鐘耀昇 641 謝欣家 
 五月份：362 廖翠美 458 宋佩淇 554 解仲豪 
 六月份：36 劉英宏 291 蔡采璿 
復業： 
 四月份：18 林郁君 144 吳惠專 374 胡佐溶 537 紀士維 613 曾奕勝 
 五月份：281 林渝馨 434 簡得恩 396 盧盈真 
 六月份：87 谷德蕙 186 陳瑛儒 373 邢乃驊 394 謝昀芝 
停業： 
 四月份：20 陳玟穎 196 沈怡伶 
 五月份：  
 六月份：639 白韻妤 
學術組: 
1. 5/5 郭綜合醫院 107 年度輻射防護繼續教育課程 
2. 5/24 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107 年度輻射防護醫事放射法規教育課程 
3.   6/2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2018 年醫事放射師全人照護師資培育研習會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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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組： 
       公會交流活動繁多，煩請所有理監事都需要代表公會出席各類活動。  
 財務組： 
 107 年常年會費已寄發繳費通知。 
六月底存簿餘額 970362 元。 
 
 
八、討論提案： 
(一) 、案由：請討論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舉辦事宜。 
說明：  
1. 舉辦時間 108/1/5 星期六。 
2. 地點： 
3. 將舉辦半日研討會議。本次將以學術活動形式舉辦。 
4. 本次將提供紀念品以鼓勵會員親自及委託(每位會員限受一人委託)參加會議。 
議決： 
1. 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舉辦地點成大醫學院第三講堂。 
2. 將準備每份 150 元餐盒共 250 份。 
3. 為了鼓勵會員參加本次大會及學術研討會將備精美保鮮盒紀念品。 
 
    (二)、案由：請討論醫盟會議相關事宜。 
    說  明： 
1. 舉辦時間十月中旬 10/20、10/27 星期六 
2. 舉辦地點 
3. 活動：卡拉 OK 
    議  決： 
1. 時間：10/27 星期六 
2. 地點：仁德情定大飯店 
3. 薩克斯風樂團表演 1000/人 
4. 製作背心 
九、臨時動議。  
十、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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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二屆第 12 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一、 時間：十月四日下午六時三十分 

二、 地點：成大簡易餐廳。 

三、 出席人員：  

        理事    么煥忠、翁雅茹、賴政詩、林有為、簡廷憲、林宏吉、陳金鳳、許錫銘、

黃美蘭、王唯勳、吳綠茵、江鎧琳、汪珮如、羅渝恩、詹靜婷、趙玉潔、

鄭義成 

        監事    簡宓緹、姚惠貞、李  玲、洪銘德 

四、 列席人員： 呂建達  

五、 請假人員： 黃建中、蕭福仁、吳秀蒂、陳興隆、謝佳穎、王姵涵、王惠民 

六、 主席：么煥忠                                                  紀錄：呂建達 

七、 報告事項： 

行政組： 

入會：  

 七月份：658 李秉原 659 蘇崇溥 660 陳昱帆 661 蘇佳茵 

 八月份：662 張哲維 663 林冠諭 

退會： 

 七月份：656 許聖妮 

 八月份：299 蔡金印 654 吳佳玲 

復業： 

 七月份：291 蔡采璿 639 白韻妤 

 八月份：110 林依辰 246 趙冠韋 

停業： 

 七月份：103 姚伯儒 

 八月份：  

學術組: 

 

公關組： 

       公會交流活動繁多，煩請所有理監事都需要代表公會出席各類活動。  

 財務組： 

 107 年常年會費已寄發繳費通知。 

八月底存簿餘額 962123 元。 

 

 

八、討論提案： 

(一) 、案由：請討論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舉辦事宜。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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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舉辦時間 108/1/5 星期六。 

2. 地點：成大醫學院第四講堂(二 F)及 202 教室(40 人)。 

3. 將舉辦半日研討會議。本次將以學術活動形式舉辦。 

4. 將準備每份 150 元餐盒共 250 份限親自參加會員。 

 
5. 為了鼓勵會員參加本次大會及學術研討會將備精美保鮮盒紀念品，會

員親自及委託(每位會員限受一人委託)參加會議者。 

 

 

議決： 

1. 舉辦時間 108/1/5 星期六。 

2. 地點：成大醫學院第三講堂(一 F)及 202 教室(40 人)。 

3. 將舉辦半日研討會議，本次將以學術活動形式舉辦。 

4. 將準備每份 150 元葡吉餐盒共 250 份限親自參加會員。 

5.  為了感謝來賓將訂濃園餐廳會後進行餐敘及第三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 

 

 

    (二)、案由：請討論醫盟會議相關事宜。 
    說  明： 

1. 舉辦時間 10/27 星期六中午 
2. 舉辦地點仁德情定大飯店 
3. 薩克斯風樂團表演 1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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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製作背心 
 

 
 

 
    議  決： 
1. 舉辦時間 10/27 星期六中午 
2. 舉辦地點仁德情定大飯店，將預定排 3 大主桌坐 12 人，其餘 10 人，預計 15-20
桌。 
3. 薩克斯風樂團表演 1000/人由洪志賢協助。 
4. 製作背心敬請理監事協助套量且由廷憲理事協助訂購集會徽製作。 
 

(三)、案由：請討論第三屆理監事及全聯會會員代表選舉事宜。。 

    說  明： 

1. 舉辦時間 108/1/5 星期六 

2. 候選人報名通知時間：107/11/5~107/12/5 

3. 號次抽籤 107/12/6 理監事會議 

4. 登記表及選票格式 

議  決： 

1. 全聯會第七屆會員代表 16 位。 

2. 號次抽籤 107/12/6 理監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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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7/12/27 理監事會議 

4. 時程表 

      

 

 

 

 

 

 

九、臨時動議。  

十、散會。 
 

 
 
 
 
 
 
 
 
 
 
 
 
 
 
 
 
 
 
 
 
 
 
 
 
 
 

時     間  內             容  

13:00~14:00  報到  

14:00~14:50  醫事放射法規宣導 

15:00~15:50  感染控制課程 

14:00~16:00  投票 

16:00~17:00  會員大會/醫事放射法規宣導/摸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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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二屆第 13 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一、 時間：十二月六日下午六時三十分 

二、 地點：成大簡易餐廳。 

三、 出席人員：  

        理事    么煥忠、黃建中、翁雅茹、賴政詩、簡廷憲、林宏吉、陳金鳳、許錫銘、

黃美蘭、王唯勳、吳綠茵、江鎧琳、洪銘德、汪珮如、詹靜婷、吳秀蒂、

趙玉潔 

        監事    簡宓緹、姚惠貞、王惠民、李  玲、 

四、 列席人員： 呂建達  

五、 請假人員：羅渝恩、蕭福仁、陳興隆、謝佳穎、王姵涵、鄭義成、林有為 

六、 主席：么煥忠                                                  紀錄：呂建達 

七、 報告事項： 

行政組： 

入會：  

 九月份： 

 十月份：664 蔡旻吟 665 王嘉筠 666 高志遠 

 十一月份：667 蕭婷儀 668 李祖銘 669 曾馨賢 670 陳怡瑄 

退會： 

 九月份：655 景煒峰 658 李秉原 

 十月份：246 趙冠韋 355 陳怡方 526 黃建富 

 十一月份：593 郭進飛 296 邱玉鳳 478 羅子修 659 蘇崇溥 

復業： 

 九月份：  

 十月份：196 沈怡伶 

 十一月份：20 陳玟穎 

停業： 

  九月份：85 漆雅芳 

 十月份：93 林慈惟 388 賴虹聿 

 十一月份：475 周佳音 

學術組: 

1. 9/22 奇美醫院師資培育中心 107 年度教學評估新知與評估技巧實作工作坊 

2. 10/13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2018 年「輻射防護（上午）暨醫事放射師全人照護師

資培育（下午）」 

3. 11/17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輻射防護研討會課程 

公關組： 

       公會交流活動繁多，煩請所有理監事都需要代表公會出席各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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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組： 

 107 年常年會費已寄發繳費通知。 

十一月底存簿餘額 218101 元。 

 

 

 

 

 

八、討論提案： 

(二) 、案由：請討論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舉辦事宜。 

說明：  
1. 本次將提供紀念品以鼓勵會員親自及委託(每位會員限受一人委託)參

加會議。 

2. 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舉辦地點成大醫學院講堂。 

3. 將準備每份 150 元餐盒共 250 份。 

4. 為了鼓勵會員參加本次大會及學術研討會將備精美保鮮盒紀念品。 

5. 工作分配 

6. 理事名單：么煥忠、許錫銘、黃建中、賴政詩、黃美蘭、吳秀蒂、吳

綠茵、江鎧琳、翁雅茹、陳金鳳、簡廷憲、詹靜婷、汪珮如、鄭義成、

林宏吉、趙玉潔、陳興隆、謝佳穎、羅渝恩、王唯勳、蕭福仁 

    議  決： 

1. 報到處(選票、禮品、餐盒、摸彩卷)  

i. 發送選票時間(13:00~) 

ii. 發送摸彩卷時間(13:00) 

iii. 發送禮品時間(禮品卷 13:00 禮品大會後) 

iv. 發送餐盒時間(13:00) 

2. 攝影：林宏吉 

3. 繼續教育主持人：理事長 

4. 會員大會：理事長、財務、總幹事、常務監事 

5. 模彩:來賓禮金、行動電源、一卡通(部分有儲值):1/3 

6. 繼續教育法規感控 

 

    (二)、案由：請討論理監事暨全聯會會員代表選舉相關事宜。 
    說  明： 

5. 選舉公告已經 11/5 公告。 
6. 12/6 候選人號次抽籤。 
7. 選票印刷。 
8. 選舉工作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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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監事名單：簡宓緹、王惠民、林有為、李玲、姚惠貞、洪銘德、王姵涵 
    議  決： 

1. 圈選、投票、監票處: 謝佳穎、羅渝恩、王唯勳 

2. 唱票: 

1. 理事： 

甲、 李玲、江鎧琳、翁雅茹 

乙、 姚惠貞、陳金鳳、簡廷憲 

丙、 洪銘德、詹靜婷、汪珮如 

2. 監事、會員代表 

甲、 王姵涵、鄭義成、趙玉潔 

 

(三) 、案由：請討論設立副理事長職務相關事宜。 

   說  明： 
1. 全聯會章程: 第 十九 條之一：本會置理事長一人，副理事長二人，

由全體理事就常務理事之中票選擔任之。 

2.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章程第十八條理事就當選常務理事中選任理

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人，以得票最高者為當選，連選得連任一次。

理事長之職權：代表本會綜理一切會務，指揮監督所屬會務人員，擔

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席。 

 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權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由副理事長)

代理之，副理事長不能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理事長、(副理事長)、常務理事缺額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3. 理事就當選常務理事中選任理事長一人，以得票最高者為當選，連選

得連任一次。理事長得以經理事會同意任命常務理事中一名擔任副理

事長。理事長之職權：代表本會綜理一切會務，指揮監督所屬會務人

員，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席。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權時，由副

理事長代理之，副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權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

代理之，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理事長、副理事長、常務理事缺額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議  決： 

 修正前 修正後 
第 18 條 理事就當選常務理事中選任理

事長一人，以得票最高者為當

選，連選得連任一次。理事長

之職權：代表本會綜理一切會

務，指揮監督所屬會務人員，

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席。 
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權時，

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

理事就當選常務理事中選任理事長

一人，以得票最高者為當選，連選

得連任一次。理事長得以經理事會

同意任命常務理事中一名擔任副理

事長。理事長之職權：代表本會綜

理一切會務，指揮監督所屬會務人

員，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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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

一人代理之。理事長、常務理

事缺額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

之。 

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權時，由副

理事長代理之，副理事長因事不能

執行職權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

代理之，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

互推一人代理之。 
理事長、副理事長、常務理事缺額

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四)、案由：第三屆理監事暨第七屆全聯會會員代表候選人號次抽籤 

    說  明： 
1. 理事候選人 24 位 
2. 監事候選人 8 位 
3. 第七屆全聯會會員代表：15 位(按 30 位會員 1 位代表) 

    議  決： 
 

理事候選人號次：01 林宏吉 02 詹靜婷 03 賴政詩 04 陳冠宏 05 陳金鳳 06 李玲 07 姚惠貞         

08 王唯勳 09 汪珮如 10 簡宓緹 11 謝清海 12 洪銘德 13 徐章傑 14 賴昭如 15 吳秀蒂 16 翁雅茹 

17 楊濟民 18 鄭于吟 19 吳綠茵 20 黃美蘭 21 洪志賢 22 黃建中 23 蘇文經 24 簡照峯 

監事候選人號次：01 郭育豪 02 林美吟 03 許錫銘 04 陳明宏 05 李政翰 06 么煥忠 07 趙玉潔 

08 鄭義成 

第七屆全聯會會員代表：01 王唯勳 02 鄭于吟 03 黃美蘭 04 許錫銘 05 黃建中 06 陳明宏 07 胡

仲人 08 陳冠宏 09 吳綠茵 10 蘇文經 11 吳秀蒂 12 翁雅茹 13 么煥忠 14 呂建達 15 賴政詩 

 

九、臨時動議。  

(一) 、案由：提請討論邀請下屆理監事候選人列席下次理監事會議。 

    說  明：下次理監事會議將進行決算、預算及 108 年度工作計畫 

        議  決：通過，請總幹事通知候選人。 

 

  

十、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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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二屆第 14 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二屆第十四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一、 時間：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六時三十分 

二、 地點：成大簡易餐廳。 

三、 出席人員：  

        理事    么煥忠、黃建中、賴政詩、黃美蘭、吳秀蒂、吳綠茵、簡廷憲、翁雅茹、  

陳金鳳、簡廷憲、詹靜婷、汪珮如、林宏吉、趙玉潔、羅渝恩、王唯勳 

        監事    王惠民、李  玲、姚惠貞 

四、 列席人員： 呂建達  

五、 請假人員： 許錫銘、江鎧琳、鄭義成、陳興隆、謝佳穎、蕭福仁、簡宓緹、林有為、

洪銘德、王姵涵 

六、列席人員：陳冠宏、徐章傑、賴昭如、鄭于吟、洪志賢、簡照峯、郭育豪、李政翰 

七、 主席：么煥忠                                                  紀錄：呂建達 

八、 報告事項： 

行政組： 

會員人數：目前 12/27 會員人數 491 人 

入會：  

 十二月份： 671 王茹君 

退會： 

 十二月份：18 林郁君 646 林啟璋 

復業： 

 十二月份：388 賴虹聿 

停業： 

 十二月份： 

學術組: 

12/29 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107 年度第三梯次醫事放射考官訓練工作坊 

公關組： 

       公會交流活動繁多，煩請所有理監事都需要代表公會出席各類活動。  

 財務組： 

 107 年常年會費已寄發繳費通知。 

 

九、討論提案： 

(一) 、案由：請討論本會 107 年度之經費收支決算表。 

說明：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支出及結餘。 

議決：理監事無異議通過 

 

(二) 、案由：請討論 108 年度歲入歲出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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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08 年度歲入歲出預算表。 

議決： 理監事無異議通過 

 

(三) 、案由：請討論 108 年度工作計畫。 

說明：  

議決： 理監事無異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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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出差費一律以實報實銷，需付乘車單據，若自行開車者以每公里 6 元乘總里程數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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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nan City Association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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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 

1. 106/4/20 第二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修第 5 條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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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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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d79226@gmail.com 

2. 電話：06-2353535 轉 2424 

3. 胡仲人總幹事(098853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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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88532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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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8532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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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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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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d79226@gmail.com 

2. 電話：06-2353535 轉 2424 或胡仲人總幹事(098853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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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8532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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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8532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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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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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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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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d79226@gmail.com 

2. 電話：06-2353535 轉 2424 或胡仲人總幹事(098853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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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88532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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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8532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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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日期：  ____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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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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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育嬰留停申請辦法 

三 本會會務詢問洽詢聯絡方式： 

1. E-mail：jed79226@gmail.com 

2. 電話：06-2353535 轉 2424 或胡仲人總幹事(0988532415)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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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88532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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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8532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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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嬰留停日期 :   月    日  至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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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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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權利與義務 
1. 會員本身生育住院慰助 

申請資格：本會會員。(生育出生證明、住院證明) 

適用範圍：會員(生育慰問夫妻同為會員僅申請一份) 

慰助禮盒：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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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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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仟七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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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鄭○豪 大內區衛生所 x 光室 
2 蔡○德 大統醫事檢驗所 x 光室 
3 鐘○芳 三總澎湖分院 放射科 
4 鄭○淵 仁德區衛生所 x 光室 
5 黃○瑩 新市區衛生所 x 光室 
6 詹○婷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放射科 
7 林○弘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放射科 
8 李○達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心導管 
10 吳○諠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放射科 
11 薛○隆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放射科 
12 洪○瑄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放射科 
13 陳○慧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放射科 
14 洪○聰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放射科 
15 郭○伶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放射科 
16 吳○真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放射科 
17 陳○愉 璟馨婦幼醫院 影像醫學科 
19 林○賢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放射科 
20 陳○穎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放射科 
21 謝○諺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心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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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醫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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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醫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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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醫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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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醫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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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醫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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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醫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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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醫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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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許○博 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放射診斷科 
38 賴○如 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放射診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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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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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編號 姓名 執業醫院 執業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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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林○錦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 家庭醫學科 
49 楊○瑜 宏科醫院 放射科 
50 洪○雯 新興醫療社團法人新興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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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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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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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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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唐○齊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心導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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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牙醫診所 牙科 x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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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編號 姓名 執業醫院 執業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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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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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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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編號 姓名 執業醫院 執業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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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診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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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吳○專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放射腫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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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王○萱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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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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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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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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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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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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診斷科 
197 黃○達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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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光室 
201 王○澐 東海醫事檢驗所 放射科 
204 張○如 信一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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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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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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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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綜合醫院 健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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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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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張○姚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部 
248 戴○佩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49 田○千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50 鄭○宜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251 林○貞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核子醫學部 
252 王○瓔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核子醫學部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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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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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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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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謝○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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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子醫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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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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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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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方○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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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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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腫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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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醫療社團法人新興醫院 放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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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安醫院 放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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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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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誼康骨科婦產科聯合診所 放射診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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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大翔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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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林○蓁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新樓醫院 放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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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黃○華 新興醫療社團法人新興醫院 放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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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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產科超音波 
344 游○平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 放射科 
345 李○慧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新樓醫院 影像醫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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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分院 放射診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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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科 
356 蕭○彥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 放射科 
357 陳○炎 遠東醫事檢驗所 放射科 
359 鄭○翰 營新醫院 放射診斷科 
361 蔡○叡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心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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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放射科 
369 柯○勛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371 劉○鴻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心導管室 
372 曾○吟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核子醫學部 
374 胡○溶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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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子醫學科 
380 曾○怡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371 劉○鴻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心導管室 
372 曾○吟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核子醫學部 
373 邢○驊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374 胡○溶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放射腫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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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子醫學科 
380 曾○怡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383 陳○蘋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放射診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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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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子醫學科 
391 黃○瑩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科 
393 胡○雅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科 
394 謝○芝 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放射診斷科 
396 盧○真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科 
397 王○如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放射科 
400 李○平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402 羅○恩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放射科 
403 熊○成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405 鄭○尹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放射科 
406 吳○翰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411 黃○智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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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416 黃○旻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417 林○昀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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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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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 林○丞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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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綜合醫院 健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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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醫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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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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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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 賴○玲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婦產科音波室 
455 李○璇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核子醫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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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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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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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 鄭○晏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部 
481 顏○慧 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放射診斷科 
483 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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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醫學科 
487 翁○莨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488 吳○萱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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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 陳○龍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放射科 
498 郭○澄 郭綜合醫院 放射科 
501 林○穎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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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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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醫學科 
509 吳○美 吉安醫院 放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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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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李○潔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 放射科 
512 陳○宇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放射診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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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 馮○儀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519 楊○婷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 放射科 
520 高○怡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521 張○翔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522 林○呈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新樓醫院 放射科 
523 李○雯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524 鄭○婷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528 李○瑩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新樓醫院 放射科 
530 紀○毅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口腔醫學部 
531 陳○宏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532 張○亞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心臟外科 
533 李○梅 葉明宏外科診所 X 光 
534 郭○怡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核子醫學部 
535 趙○妤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放射診斷科 
536 吳○莉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537 紀○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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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 劉○姍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542 張○絡 洪外科醫院 放射科 
544 邱○尊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545 蘇○緯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放射科 
546 石○憲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547 黃○萱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548 趙○慶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放射科 
549 廖○柔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新化分院 放射診斷科 
550 柯○夆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 放射科 
556 余○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科 
558 石○婕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新化分院 放射診斷科 
559 簡○芯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561 黃○珊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562 陳○瑋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放射科 
563 李○穎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564 蔡○源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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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 劉○甄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568 楊○婷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新樓醫院 放射科 
569 洪○慈 聯宏牙科 牙科 
574 劉○佑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心臟內科部 
576 方○豪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580 吳○祐 建新放射所 X 光 
581 賴○文 國泰功醫診所 放射科 
584 李○穎 葉明宏外科診所 x 光 
585 宋○萱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 放射科 
586 李○儀 怡安復健科診所 放射科 
587 謝○彣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核子醫學部 
588 吳○琳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放射科 
589 楊○為 郭綜合醫院 放射腫瘤科 
590 徐○程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牙科 
591 田○慈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牙科 
592 董○政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594 翁○翔 郭綜合醫院 放射科 
598 吳○寰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601 黃○穎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603 解○蓮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部 
604 楊○宇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部 
605 楊○芳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新樓醫院 放射科 
607 周○琳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心臟內科部 
608 林○泓 現代醫事檢驗所 x 光室 
612 黃○成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心導管室 
613 曾○勝 臺南市純淨高端診所 x 光室 
614 何○秀 吉安醫院 放射科 
615 施○霖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核子醫學部 
616 趙○彬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外科部 
617 張○翃 營新醫院 放射診斷科 
618 鄭○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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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 楊○宜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620 吳○靜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622 邱○慶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623 呂○柔 郭綜合醫院 健檢中心 
624 王○妍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核子醫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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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余○樺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新樓醫院 健診中心 
627 蔡○倫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放射科 
628 丁○洵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核子醫學部 
629 蔡○宇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科 
630 顏○盈 新興醫療社團法人新興醫院 x 光室 
631 徐○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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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 林○宇 郭綜合醫院 放射科 
634 蔡○毅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心臟外科 
637 林○正 現代醫事檢驗所 x 光室 
639 白○妤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640 涂○平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 放射科 

642 蔡○吉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體檢課 

643 周○陽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放射科 

644 林○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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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 林○沂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648 林○群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診斷科 

649 張○庭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體檢課 

650 林○妤 葉明宏外科診所 x 光 

651 杜○甫 郭綜合醫院 放射科 

652 郭○如 宏科醫院 x 光室 

653 顏○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657 廖○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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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 陳○帆 營新醫院 放射診斷科 

661 蘇○茵 郭綜合醫院 超音波室 

662 張○維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放射診斷部 

663 林○諭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放射科 

664 蔡○吟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核醫科 

665 王○筠 新興醫療社團法人新興醫院 放射科 

666 高○遠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放射科 

667 蕭○儀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健康管理中心 

668 李○銘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新樓醫院 體檢組 

669 曾○賢 葉明宏外科診所 x 光 

670 陳○瑄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新樓醫院 癌防中心 

671 王○君 郭綜合醫院 放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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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公會定名為「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章程依人團法及醫事放射師法令訂定之。 

第三條 

本會以臺南市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會址設於臺南市。倘鄰近縣市無醫事放射

師公會之醫事放射師(士)，可同意合併加入本會為會員。 

第四條 

本會以團結本市醫事放射師(士)，增進專業知能，共謀放射技術事業發展力行

社會服務，維護會員權益、提升地位為宗旨。 

 

第二章  任    務 

 

第五條 

本會任務如下： 

一、會員執業指導、調查及統計。 

二、會員合法權益之維護。 

三、放射技術專業研究與發展。 

四、增進國人健康及輻射安全。 

五、接受其他機關團體委託之業務及諮詢。 

六、其他符合本會宗旨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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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會      員 

 

第六條 

凡領有醫事放射師(士)證書，在本組織區域內執行醫事放射師(士)業務者均應

加入本會。 

 

第七條 

有下列各項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本會會員： 

一、依醫事放射師法第六條規定，經依法廢止醫事放射師證書處分者或撤銷其

醫事放射師證書者。 

二、依醫事放射師法第八條規定，不得發給執業執照及撤銷執業執照者。 

三、喪失會員資格或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 

 

第八條 

會員於異動時未即時辦理手續，則以辦理日期收取該會員之常年會費，申請證

明文件時亦同。 

 

第九條 

會員無正當理由不得退會，但遷出本組織區域執業者不在此限。 

 

第十條 

常年會費應於當年 6 月底前繳畢，會員異動不得要求退費。會員不繳納會費達

一年或違反本會章程及決議事項，經理事會之議決以警告無效者停權處分，另

提會員大會決議後，即取消會員資格。 

 

第十一條 

會員有發言權、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及罷免權等權力，每一會員為一權。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議決及繳納會費之義務。 

 

第十二條 

會員因事不能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本會會員代理，但一人僅能接受

一會員委託，其委託人數不超過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一。 

 

第四章 組織與權職 

 

第十三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大會閉會期間由理事會代行職權；監事

會為監察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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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及變更章程。 

二、選舉或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數額與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第十五條 

本會置理事二十一人、候補理事五人；監事七人、候補監事二人，候選人參考

名單由理事會提出並印入選票，會員亦可提名本會會員候選人，於會員大會以

無記名連記法選舉之，並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 

當選理事、監事及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之名次，依得票多寡為序，票數相同時

以抽籤定之。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就候補理事、監事依序遞補之。 

 

第十六條 

理事會設常務理事七人由理事會互選之，以票數多者為當選，常務理事缺額時

由理事會補選之，任期以補足原任期為限。 

 

第十七條：監事會設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會互選之，以票數多者為當選，常務

監事缺額時由監事會補選之，任期以補足原任期為限。 

 

第十八條 

理事就當選常務理事中選任理事長一人，以得票最高者為當選，連選得連任一

次。理事長之職權：代表本會綜理一切會務，指揮監督所屬會務人員，擔任會

員大會、理事會主席。 

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權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不能指定時，由常

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理事長、常務理事缺額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十九條 

本會設總幹事一人，副總幹事若干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並報備主管

機關後聘任之。總幹事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會務，總幹事及副總幹事不得由本會

該屆理事、監事出任。 

 

第二十條 

理事會職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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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議決會員大會之召開事項。 

二、審定會員資格。 

三、選舉或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四、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五、聘免工作人員。 

六、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七、執行法令及本章程所規定之任務。 

 

第二十一條 

常務理事職權如下： 

一、協助理事長執行理事會議決議案。 

二、策劃及推行會務。 

 

第二十二條 

監事會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預算決算。 

三、選舉或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二十三條 

理事、監事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連任者不 

得超過二分之一。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 

 

第二十四條：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五條： 

本會經理事會議決議得聘請顧問若干名以備諮詢，其聘期與理監事任期相同。 

 

第二十六條：本會依事實需要得設相關委員會，其組織簡則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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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會     議 

 

第二十七條 

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均經理事會決議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

除緊急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五分之一以上請

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集之。 

 

第二十八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數或多數之同意行之。但

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團體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二十九條 

本會理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監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

會議或臨時會議。 

理事會議由理事長擔任主席；監事會議由常務監事擔任主席。前項會議召集時

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

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三十條 

本會理事、監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每年超過二

分之一以上缺席者，視同辭職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序遞補。 

 

 

 

第六章  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一條 

本會經費收入如下： 

一、入會費：新台幣壹仟元。 

二、常年會費：新台幣参仟陸百元。 

三、事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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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孳息。 

七、其他收入。 

 

第三十二條 

前條會員入會費、常年會費及會員捐款，於會員退會時均不得請求退還。 

 

第三十三條 

本會之預算，決算由理事會編造報告書，送監事會審查後提經會員大會通過並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三十四條：本會會計年度，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五條：本會解散或撤銷時，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

關指定之機關團體所有，不得以任何方式歸屬個人或私人企業。 

 

第七章 附則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七條：本章程經民國 101年 12 月 29 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呈

請主管機關核准備案施行，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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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放射師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 
 

名  稱 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 

修正日期 民國 105 年 10 月 07 日 

生效狀態 ※本法規部分或全部條文尚未生效       

104.12.30 修正之第 13 條第 2  項第 2  款第 2  目所定醫事人員為藥 

師及藥劑生者，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法規類別 行政 ＞ 衛生福利部 ＞ 醫事目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辦法依醫師法第八條第三項與第四項、藥師法第七條第三項至第四項及 

第四十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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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體 

技術師法第九條第三項及驗光人員法第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醫事人員，指醫師、中醫師、牙醫師、藥師、藥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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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光師及驗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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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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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一者，得申請醫事人員執業登記。 

 

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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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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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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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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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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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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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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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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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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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第十三條第二項所定繼續教育之證明文件或下列其他相關證明文 

    件： 

（一）專科醫師、專科牙醫師：完成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二目所定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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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師符合下列各款情形，除應依前項規定辦理外，並應檢具畢業後綜合臨 

床醫學訓練（以下稱一般醫學訓練）證明文件： 

一、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七月一日以後始領有醫師證書，且未領有專科醫 

    師證書者。 

二、於首次辦理執業執照更新時，或因歇業逾首次執業執照應更新日期， 

    於新發給之執業執照更新時。 

 

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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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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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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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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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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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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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條  （刪除） 

 

   第 三 章 繼續教育 

第 13 條  醫事人員執業，應接受下列課程之繼續教育： 

一、專業課程。 

二、專業品質。 

三、專業倫理。 

四、專業相關法規。 

醫事人員每六年應完成前項繼續教育課程之積分數如下： 

一、物理治療生、職能治療生、醫事檢驗生、醫事放射士、牙體技術生及 

    驗光生： 

（一）達七十二點。 

（二）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繼續教育課程之積分數，合計至少七點，其中 

      應包括感染管制及性別議題之課程；超過十四點者，以十四點計。 

二、前款以外之醫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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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達一百二十點。 

（二）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繼續教育課程之積分數，合計至少十二點，其 

      中應包括感染管制及性別議題之課程；超過二十四點者，以二十四 

      點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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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條 
 
醫事人員繼續教育之實施方式及其積分，如附表。 

前項及前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繼續教育課程及積分，應由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可之醫事人員團體辦理審查認定及採認。 

 

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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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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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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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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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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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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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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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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計畫書收費項目及金額收費，致生超收費用或擅立項目收費。 

三、規避、妨礙或拒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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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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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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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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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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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辦法修正施行前，已依藥師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所採認之繼續教育 

課程及積分，得由原審查認定及採認之醫事人員團體，依第十三條規定， 

辦理課程及積分之分類。 

第 23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發布之條文，除第十三條第二項第 

二款第二目所定醫事人員為藥師及藥劑生者，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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