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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7 至 108 年承辦繼續教育研討會之醫療單位 

日期 醫療院所 部科 
1070526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放射診斷科 
1070609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放射線部 
1070728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影像醫學部 
1070825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放射科 
放射腫瘤科 
核子醫學科 

1071020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放射診斷科 
1071110 國軍臺中總醫院 放射科 
1071215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影像醫學部 
1080126 霧峰澄清醫院 放射線科 

 
 

（二）國際期刊論文發表獎勵學金 

姓名 服務機構 科別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 

黃政凱 
澄清綜合醫院

中港分院 
核子醫學科 

Radioiodine Hot Feet Sign on 
Post-ablation High Dose of 

131I of Whole-body Scan 

Hellenic Journal 
of Nuclear 
Medicine 

 
 

（三）在職進修學業優良獎助學金-碩士班 

姓名 校名 系所 名次 

呂玉嬋 中臺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1 
廖祥宏 國立中興大學 生醫工程研究所 1 

註：1071028 臺中市醫事放射師節暨榮退醫事放射師回娘家慶祝大會頒獎 
 

（四）會員子女就讀國小國中成績優異獎學金 

姓名 會員子女 醫院 名次 
林禾晟 林君祐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優 
顏國揚 顏庭奐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優 
蘇柏華 蘇哲均 大里仁愛醫院 優 

註：1071028 臺中市醫事放射師節暨榮退醫事放射師回娘家慶祝大會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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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第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繼續教育研討會 

時    間：108 年 4 月 28 日(日) 08:00～12:00 
地    點：臺中長榮桂冠酒店-B1 長榮廳 
          (40759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二段 666 號) 
主辦單位：         
                   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http://www.cart.org.tw/main/index.aspx?chapid=65 

協辦單位：         台灣飛利浦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philips.com.tw/  

 

繼續教育研討會 時程表 

時  間 臺中長榮桂冠酒店-B1 長榮廳 

08:00~08:30 報  到 

 放射醫學影像統合課程研討會 

 課  程  名  稱 講  師 

08:30~08:55 “光見不同‧譜寫未來” Philips 光譜 CT-IQon 
張晉豪產品專員 

台灣飛利浦股份有限公司 

08:55~09:20 Philips New MR Technology 
易睿祥產品經理 

台灣飛利浦股份有限公司 

09:20~10:10 醫事人員執行業務相關醫療規範 
黃敏慧科長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醫事管理科 

10:15~10:35 茶  敘 

10:40~11:55 第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朱光華理事長 
開幕詞 

全體會員代表暨理監事 

11:55~12:00 閉幕詞 朱光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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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程序 

一、大會開始。 

二、主席就位。 

三、宣讀「醫事放射師誓詞」。 

四、介紹長官貴賓。 

五、大會主席致詞。 

六、長官貴賓致詞。 

七、頒獎。 

(一)頒發聘任顧問牌匾 

(二)107年至 108年承辦繼續教育研討會之醫療單位 

(三)國際期刊論文發表獎勵學金 

八、歡送長官貴賓。 

九、理事會年度工作報告。 

十、監事會年度財務報告。 

十一、提案討論。 

十二、臨時動議。 

十三、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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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主席 致詞 
 

尊敬的各位長官、各位貴賓、全國各縣市公會理事長及代表、臺中

市各友會理事長及代表、各位理監事與會員代表、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是本會第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光華在此謹代表臺中市醫

事放射師公會再度由衷感謝各位長官及貴賓於百忙之中撥冗蒞臨本會

一年一度會員代表大會，也對於大家這一年來對於本會的支持及協助敬

致千萬分的謝意！ 
末學承蒙諸位會員、會員代表與各位理監事的提攜與厚愛，107 年

5 月 20 日有幸連任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三屆理事長，當選意味著傳

承、責任、服務與使命；在過去 18 年來，臺中市及臺中縣公會於 101 年縣市公會合併，業已

建立穩固基礎及運作模式，皆要歸功於臺中縣市創會理事長、歷屆理事長卓越領導與理監事

會努力不懈；在公會組織、會員權益、醫療業務與醫學新知等構面戮力經營及創新業務，公

會得具今日的基礎與規模，光華謹代表所有會員向歷屆服務團隊致上最崇高的敬意。 
第二、三屆理監事團隊夥伴們，在會員權益方面，104 年初期即協助處理 3 位醫放夥伴

遭資方扣留執業執照、105 年協助平反遭惡意資遣醫事放射師、106 年圓滿調解醫放同仁遭積

欠績效獎金與 107 年分別協助解決遭蓄意妨礙執行醫放作業及會員醫療糾紛諮詢等重要權益

事項，皆在保障及維護各位會員們工作權益。在會員福祉方面，105 年首度於每年 11 月國際

醫事放射師節-舉辦臺中市醫事放射師節慶祝大會，11 月 6 日總計約 450 人參加在麗寶樂園舉

辦戶外會員聯誼暨親子同樂活動；106 年 11 月首度共同舉辦中臺灣醫事放射師公會聯盟醫事

放射師節慶祝大會，10 月 21 日總計約 450 人參加在三義西湖渡假村舉辦戶外會員聯誼暨親

子同樂活動；107 年 10 月 28 日本會再度假臺中長榮桂冠酒店首度舉辦-臺中市醫事放射師節

暨榮退醫事放射師回娘家慶祝大會，榮退醫事放射師學長姐 19 人-出席率高達 70%、會員與

眷屬總計約 330 人共襄盛舉與會同樂。在學術活動方面，第二屆開辦多項期刊論文、進修學

業、外文發表與會員子女國小、國中獎學金等獎勵方案及每年舉辦 10 場繼續教育課程研討

會；106 年首度開辦中臺灣醫事放射師公會聯盟會員參與聯盟縣市公會舉辦學術活動，期許

在此異域平台共享學術資源及增進新知交流；107 年第三屆持續開辦會員子女高中、大學獎

學金及配合 107 年 12 月行政院正式提出「2030 雙語國家政策」，本會率先研議會員通過 GEPT
或 TOEIC 獎勵辦法；108 年 5 月 23 日本會將首度前進大里區建民里活動中心舉辦臨床醫療

輻射安全宣導課程，俾使有效提升醫事放射師能見度。 
末此際再度感謝熱誠付出的第二、三屆理監事團隊與全體會員夥伴們，由衷期盼我們每

一位會員皆能秉持身為公會大家庭的一份子，繼續給予今日第三屆新任理監事戮力地指導及

策勵；本屆公會亦廣納年輕後輩們參與共議會務，期盼在前輩老師們的傳承惕勵及年輕先進

的腦力激盪下注入新的活力；個人非常期盼吾等理監事夥伴們能夠秉承歷屆使命，在未來的

三年群策群力、共同努力延續公會優良傳統及共創公會美好願景，期讓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

會邁向更優質的醫療團體，為民眾健康福祉盡致最大貢獻，感謝有您們，謝謝！ 
 

謹祝 

 

平安健康、工作順利、萬事如意 

理事長 朱光華謹敬 

108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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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年度工作報告 

會務工作執行重點摘錄 

 107年 5月-108年 4月本會有效會員人數 1,003人。 

召開會議（107年 5 月至 108 年 2 月 16 日） 

 1070520 召開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三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程。 

 1070805 召開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三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程。 

 1071201 召開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三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程。 

 1080216 召開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三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程。 

參加會議及活動（107年 5 月至 108 年 4 月 27日） 

1070526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南部七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107 年度第一次聯誼會致贈伴手禮 
1070530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臺中市社會局-107 年度臺中市職業團體會務發展研習活動 
1070602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臺中市醫事檢驗師公會第十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致贈祝賀花籃 
1070602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社團法人台中市牙醫師公會第 28 屆．第 27 屆新舊任理事長暨全體理監事交

接典禮 
1070630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社團法人臺中市物理治療生公會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致贈大會祝賀禮金 
1070701 黃棟國總召集人、朱光華理事長、李垣林副理事長、賓崑龍副理事長、陳駿宏常務理事與潘素

芬監事會召集人參加中臺灣醫事放射師公會聯盟第六次聯席會議 
1070708 朱光華理事長、賓崑龍副理事長與潘素芬監事會召集人參加社團法人臺中市牙醫師公會與市長

有約聯誼餐會 
1070724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臺中市社會局-107 年度臺中市社團理事長研習課程 
1070728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嘉義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致贈大會祝賀禮金 
1070729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臺中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107 年度會員大會致贈大會祝賀禮金 
1070805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桃園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致贈祝賀花籃 
1070819 朱光華理事長及潘素芬監事會召集人參加中華民國醫學物理師學會 107 年度會員大會致贈祝賀

花籃 
1070901 朱光華理事長、賓崑龍副理事長與陳駿宏常務理事參加基隆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六屆第三次會

員大會致贈祝賀花籃 
1070915 朱光華理事長、陳駿宏常務理事與潘素芬監事會召集人參加林佳龍市長競選總部成立大會致贈

祝賀花籃 
1070930 朱光華理事長及陳駿宏常務理事參加南投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致贈祝賀

花籃 
1070930 朱光華理事長、賓崑龍副理事長、陳駿宏常務理事、林傑彬理事、端木龍慧常務監事、徐永杰

監事、莊世林監事與姜義郎總幹事參加盧秀燕市長醫事社福後援會成立大會致贈祝賀花籃 
1071010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李中市議員顧問競選總部成立大會致贈祝賀花籃 
1071014 朱光華理事長及端木龍慧常務監事參加雲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致贈大

會祝賀禮金 
1071014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沈佑蓮市議員顧問競選總部成立大會致贈祝賀花籃 
1071021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江肇國市議員顧問競選總部成立大會致贈祝賀花籃 
1071021 黃棟國總召集人、朱光華理事長、李垣林副理事長、賓崑龍副理事長、陳駿宏常務理事與潘素

芬監事會召集人參加中臺灣醫事放射師公會聯盟第七次聯席會議 
1071027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屏東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致贈大會祝賀禮金 
1071028 臺中市醫事放射師節暨榮退醫事放射師回娘家慶祝大會 
1071103 朱光華理事長及會員代表參加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2018 年第 18 次國際學術研

討會暨國際醫事放射師節慶祝活動致贈祝賀花籃 
1071104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秋季學術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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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11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臺中市身心障礙者福利關懷協會天使之籟~感恩音樂會致贈祝賀花籃 
1071117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中臺 30+中臺科技大學校友餐會活動並競標紀念酒 
1071117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嘉義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敬贈大會祝賀禮金 
1071117 李垣林副理事長參加高雄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敬贈大會祝賀禮金 
1071125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臺東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致贈祝賀花籃 
1071202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高雄市醫事放射士公會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敬贈大會祝賀禮金 
1071202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臺中市醫師公會 2018 忘年音樂會~弦話家常 
1071207 朱光華理事長及賓崑龍副理事長參加盧秀燕市長醫療社福感恩餐會 
1071208 賓崑龍副理事長參加 2018 年全國醫事放射師淨灘活動 
1071209 朱光華理事長及黃棟國常務理事參加苗粟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敬贈大會

祝賀禮金 
1071215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開幕典禮致贈祝賀花籃 
1071215 朱光華理事長及謝政道常務理事參加新竹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敬贈大會

祝賀禮金 
1071215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07 年度歲末聯歡晚宴 
1071216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高雄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敬贈大會祝賀禮金 
1071225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臺中市政府第三屆盧秀燕市長就職典禮 
  
1080105 蘇柏華常務理事參加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敬贈大會祝賀禮金 
1080106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宜蘭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敬贈大會祝賀禮金 
1080106 朱光華理事長及張育誠常務理事參加臺中市藥師公會 108 年度藥師節晚會 
1080113 朱光華理事長及簡秀容理事參加新竹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敬贈大會祝賀

禮金 
1080813 朱光華理事長及雷粟蓉常務監事參加臺中市中醫師公會 107 年度歳末聯歡晚會 
1080114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臺中市新聞記者公會第三十八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 107 年終聯誼活動敬贈大

會祝賀禮金 
1080119 朱光華理事長及朱雪碧理事參加臺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第二十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致贈祝賀

花籃 
1080119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08 年第一次全國各縣市醫事放射師

公會理事長聯席會議 
1080120 朱光華理事長、賓崑龍副理事長、陳駿宏常務理事、謝政道常務理事、潘素芬監事會召集人與

姜義郎總幹事參加中臺灣醫事放射師公會聯盟第八次聯席會議 
1080127 朱光華理事長及吳奕螢理事參加臺中市牙醫師公會 107 年度歲末尾牙聯誼餐宴 
1080217 姜義郎總幹事參加中山醫學大學牙醫學系臺中市校友會 108 年度春酒聯誼餐會致贈祝賀花籃 

1080217 朱光華理事長及陳麗萍理事參加臺中市藥師公會春酒晚宴 

1080217 朱光華理事長及洪睿言監事參加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春酒聯誼餐會 

1080217 朱光華理事長及徐永杰監事參加社團法人臺中市醫師公會春節聯誼晚會 

1080309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臺中市聽力師公會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敬贈大會祝賀禮金 

1080310 朱光華理事長及 21 位理監事參與協助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第 52 次年會暨國際醫學影像學術

研討會致贈祝賀花籃 

1080324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臺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敬贈大會祝賀禮金 

1080324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臺中市藥劑生公會第二十七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致贈祝賀花籃 

1080324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臺中市新藥師公會 108 年度全體會員聚餐聯誼致贈祝賀花籃 

1080324 朱光華理事長及陳東成理事參加社團法人臺中市醫師公會第二十五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致

贈祝賀花籃 

1080326 朱光華理事長及 12 位理監事參加第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繼續教育研討會-第一次籌備會

議 

1080330 朱光華理事長及端木龍慧常務監師參加新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敬贈大

會祝賀禮金 

1080330 朱光華理事長及賓崑龍副理事長參加彰化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致贈祝賀

花籃 

1080331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臺中市中醫師公會第二十六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敬贈大會祝賀禮金 

1080404-07 朱光華理事長應邀參加大韓民國放射師協會 2019 年春季會暨國際學術大會進行專題演講 

1080414 潘素芬監事會召集人參加嘉義縣、嘉義市牙醫師公會聯合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致贈祝賀花籃 

1080414 端木龍慧常務監事參加社團法人臺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創立 70 周年慶祝大會致贈祝賀花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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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418 朱光華理事長及朱雪碧理事參加臺中市第一西藥商業同業公會第二十七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

會敬贈大會祝賀禮金 

1080418 朱光華理事長、賓崑龍副理事長、黃棟國常務理事、蘇柏華常務理事與潘素芬監事會召集人聯

袂拜會臺中市議會江肇國、周永鴻、蔡耀頡與冉齡軒等 4 位市議員顧問致贈伴手禮 

1080418 朱光華理事長及 16 位理監事參加第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繼續教育研討會-第二次籌備會

議 

1080421 朱光華理事長參加臺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七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敬贈大會祝賀禮金 
1080421 朱光華理事長及雷粟蓉常務監事參加臺中市牙醫師公會第二十八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敬贈

大會祝賀禮金 

1080423 朱光華理事長、賓崑龍副理事長、潘素芬監事會召集人與陳麗如秘書赴臺中長榮桂冠酒店進行

第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場勘細節相關事項 

1080428 臺中市醫事放射公會第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繼續教育研討會 
 

秘書處收、發文函件（107 年 5月至 108 年 4 月 15 日） 

1070504 電郵寄送會員-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五月份會員壽星生日快樂 
1070507 電郵寄送第三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開會通知公文 
1070518 電郵寄送會員 107 年度第 3 次繼續教育課程公告事項 
1070524 郵寄（社會局）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當選證書 
1070531 電郵寄送會員（全聯會）107 年度醫事放射師(士)終身醫療奉獻獎表揚大會年度醫事放射師(士)

終身醫療奉獻獎表揚大會 
1070605 電郵寄送會員-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六月份會員壽星生日快樂 
1070614 電郵寄送會員 107 年度第 4 次繼續教育課程公告事項-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20 樓視

聽教室 
1070621 電郵寄送第三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開會通知公文 
1070702 電郵寄送會員-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七月份會員壽星生日快樂 
1070712 電郵寄送會員-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子女就讀國小及國中成績優異獎學金申請辦法 
1070712 電郵寄送會員-電郵寄送會員在職進修學業優良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1070712 電郵寄送會員-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在職進修學業優良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1070804 電郵寄送會員-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八月份會員壽星生日快樂 
1070904 電郵寄送會員-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九月份會員壽星生日快樂 
1071105 電郵寄送會員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十一月份會員壽星生日快樂 
1071108 電郵恭賀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國際放射師節快樂！ 
1071109 電郵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三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出席調查 
1071109 電郵通知會員第九次繼續教育 
1071112 電郵衛福部舉辦第九次繼續教育 1071215 
1071203 電郵寄送會員-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12 月份會員壽星生日快樂 
1071205 電郵寄送會員 2019/3/9～2019/3/10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舉辦第 52 次年會暨國際醫學影像學

術研討會 
1071212 發函敬邀霧峰澄清醫院共同主辦本會 108 年第一次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研討會 
1071222 電郵全聯會申請-上課學員 1071215 第九次繼續教育公務人員積分 
1071222 郵寄 107 年第九次繼續教育資料給全聯會。內容︰學員刷卡紀錄、課容內容、照片等 
1071224 電郵祝賀會員聖誕快樂！ 
1071228 電郵會員 108 年度第一次繼續教育課程公告事項-霧峰澄清醫院三樓會議室 
1080102 電郵全聯會 108 年第一次繼續教育資料送審 
1080107 電郵寄送會員-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1 月份會員壽星生日快樂 
1080128 郵寄貴賓賀年卡 
1080201 電郵寄送會員-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2 月份會員壽星生日快樂 

電郵寄送會員春節新年快樂 
1080226 電郵臺中市會員 1080309-10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第 52 次年會曁國際醫學影像學術研討 

1080304 電郵寄送會員-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3 月份會員壽星生日快樂 

1080306 電郵寄送會員國際期刊論文發表獎勵辦法與會員在職進修學業優良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1080402 郵寄 1080428第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繼續教育邀請卡*93 

1080409 電郵寄送會員-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四月份會員壽星生日快樂 

電郵寄送會員第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繼續教育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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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410 電郵寄送發函顧問公文函/電郵寄送學術課程公文函/電郵寄送邀請函 

1080411 電郵黃政凱會員國際期刊論文發表獎勵辦法與會員在職進修學業優良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1080415 製作第三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大會手冊 

1080417 電郵全聯會 108 年第二次繼續教育資料送審/電郵全聯會 108年第三次繼續教育資料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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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年度財務報告 
審核報告本會 107 年度 1-12 月經費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現金收支出

納表、基金收支表、財產目錄，108 年度歲入歲出經費預算表。(詳細表列如次) 

107 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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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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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度現金收支出納表 

 

12



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第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手冊 

 

 

 107年度基金收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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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度財產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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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歲入歲出經費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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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提案討論 
會議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28 日 

提案一 

案由：提請討論本會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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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目錄。 

說明：本案業經本會第三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通過。 

決議： 

 

提案二 

案由：提請討論本會 108年度歲入歲出經費預算表。 

說明：本案業經本會第三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通過。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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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理監事會議決議事項 
時間：107 年 5 月 20 日~108 年 2 月 16 日 

 
日期 編號 提案人 案  由 說  明 決  議 執行狀況 

1070520 3-1-1 朱光華

理事長 
提請討論續聘

鄭舒方小姐為

本公會秘書。 

一、依據本會組織章程二十五條說明前項工作人員之聘任，

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解聘

時，亦同。 
二、鄭舒方小姐畢業於中國海事商業專科學校海洋觀光系，

自 104 年 7 月 21 日到會上班。 

攸關本案續聘公會秘書

一職議題，計算無記名

投票結果：反對 13 人、

贊成 6 人與空白 4 人。 
※爰為維持公會順利運

作會務，現時仍暫請秘

書繼續執行協助處理會

務；待日後公告甄審該

秘書職務應徵人選，應

由理事長、監事會召集

人、兩位副理事長與會 
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等公

會幹部進行面試，待新

任秘書到職至試用期滿

後，經本會確認該新人

能夠勝任其會務工作且

確實完成交接業務事

項，併行同意舊任秘書

辦理離職程序。 

依決議辦理。 

1070520 3-1-2 朱光華

理事長 
提請討論續聘

姜義郎先生為

本會無給職總

幹事。 

一、依據本會組織章程二十五條說明得設置總幹事一人，承

理事長之命及理事會之決議，處理本會各項會務；總幹事任

期與理事會相同。 
二、總幹事之聘任，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報請主

管機關備查；解聘時，亦同。 
三、姜義郎先生畢業於元培醫專及中臺科技大學放射技術

本提案由全數出席理監

事通過。 
依決議辦理。 

17



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第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手冊 

 

 

日期 編號 提案人 案  由 說  明 決  議 執行狀況 
系，為前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一屆常務監事。 

1070520 3-1-3 朱光華

理事長 
擬請討論依據

本會組織章程

第 27 條聘任荷

商波士頓科技

有限公司臺灣

分公司  鍾順和

總經理擔任本

屆顧問。 

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27條經理事會決議-得聘請若干名顧問

提供會務諮詢，前項顧問聘期同等理監事任期。 
一、陳駿宏常務理事：

所有顧問任期皆等同上

屆（第二屆）理監事任

期，故所有顧問需在本

屆再度進行討論聘任。 
二、蘇柏華常務理事：

商請本屆（第三屆）理

監事討論 16 名顧問那

些政治性顧問或教授需

要延聘或不續聘，至於

荷商波士頓科技有限公

司臺灣分公司 鍾順和

總經理對於本會舉辦活

動皆有實質贊助事宜。 
三、理事長：本議題宜

先行討論聘任荷商波士

頓科技有限公司臺灣分

公司 鍾順和總經理擔

任本屆顧問事宜，其他

顧問聘任留待下次議程

由公共事務委員會提案

討論。 
※本提案由全數出席理

監事通過。 

依決議辦理。 

1070520 3-1-4 朱光華

理事長 
提請討論第三

屆專業委員會

名稱、職掌與成

員。 

一、本會現設 6 個專業委員會職掌及任務-如附件。 
(一) 會務委員會 
(二) 學術委員會 
(三) 福利委員會 

請參照第三屆專業委員

會人員表列分配表。 
依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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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編號 提案人 案  由 說  明 決  議 執行狀況 
(四) 公共關係事務委員會 
(五) 權益促進暨法律諮詢委員會 
(六) 教學醫院評鑑暨品質保證委員會 
二、專業委員會宜由常務理事擔任主任委員及 4-5 名理事為

限，各理事至少擇 1 最多跨 1 組；2 位副理事長分別協助 3
個專業委員會業務。 
三、監事自選加入單一專業委員會，2 位常務監事分別督導

3 個專業委員會業務。 
1070520 3-1-5 朱光華

理事長 
會務委

員會 

提請討論臺中

市各區域醫療

院所理監事分

配負責區域。 

一、依據各醫療院所位置劃分為中市、山線與海線 3 個區

域，爰為本屆能夠無縫接軌持續提供優質服務，提請討論各

醫療院所理監事負責分配區域。 
二、祕書處宜於第二次聯席會議-依據各區域會員分佈比例

人數，儘速完備上述負責分配區域表。 

一、理事長：商請會務

委員會協助完成分配區

域，秘書處併行完成更

新會員代表基本資料。 
二、李垣林副理事長：

透過資深理監事與新任

理監事的互相搭配，使

理監事更能瞭解各區域

內會員概況；將於下次

會議前本人將與會務委

員會共同完成分配區域

表，如需調整將在下次

會議提出討論。 
三、賓崑龍副理事長：

建議秘書處將所有會員

入會申請表內的資料上

傳至網站後台，此舉可

以掌握資料的準確性。 
四、陳駿宏常務理事：

建議於今年底前由會務

委員會協助監督秘書處

依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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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編號 提案人 案  由 說  明 決  議 執行狀況 
完成更新會員異動資

料。 
五、謝政道常務理事：

委請各位理監事協助調

查各自醫院內會員資料

更新，其他較小型醫院

或醫事放射所的會員資

料委請秘書處協助調查

更新。 
※建議秘書處每半年針

對會員異動資料或新入

會資料進行更新，委請

會務委員會協助督導相

關工作事宜。 
1070520 3-1-6 朱光華

理事長 
學術委

員會 
權益促

進暨法

律諮詢

委員會 

建請公會辦理

會員子女就學

高中及大學成

績優異者獎勵

方案。 

一、本會業已完成辦理會員進修碩博士獎助學金與會員子

女就讀國小及國中學業成績優異獎勵方案。 
二、肇因為鼓勵會員子女勤奮向學並獎勵其在校優異成

績，提請討論訂定會員子女就讀高中及大學學業成績優異

者獎勵辦法。 

一、辦理會員子女就學

高中及大學成績優異

者獎勵方案投票：贊成 
14 人及反對 10 人。 
二、就讀高中職與專

科，與大學兩類；或是

區分高中職與大學大

專兩類。前項有 24 人
贊成過半通過前項學

制區分法。 
三、優異成績獎勵人

數，高中職與專科有 5
名，大學有 5 名，總計

10 名。 
四、每名獎勵金投票議

依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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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編號 提案人 案  由 說  明 決  議 執行狀況 
決：高中職與專科

（1,500 元），與大學

（2,000 元）及不分學

制每名 1500 元，同意

前項方案 16 人及同意

後項方案 8 人，同意前

項方案執行法案修改

依據。 
1070520 3-1-7 朱光華

理事長 
學術委

員會 

擬請討論中華

民國醫事放射

師公會全聯會 -
預擬舉辦 107 年

度中區醫事放

射師繼續教育

課程研討會。 

一、攸關全聯會於 1061104 提議預擬於 107 年度舉辦中區醫

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併行說明全聯會將統合支出涵括會

議室、課程講師及車程費用與茶敘餐點等費用 
二、1061111 第二屆第十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提案討論決議

-有鑑於本會將於 107 年第一季或第二季進行理監事改選事

宜，援例將上述案由提交由第三屆當選理監事進行決議定案 
三、1070506 本會業已完成理監事改選事宜，故再度提請討

論上述案由 

無異議通過 
※107 年第四季全聯會

通知本會暫緩辦理該繼

續教育課程。 
 

依決議辦理。 

1070520 3-1-8 朱光華

理事長 
學術委

員會 
福利委

員會 

擬請討論預擬

前進各村里活

動中心或大樓

社區 -舉辦醫事

放射師正名及

臨床醫療輻射

安全宣導課程。 

一、攸關前進各村里活動中心或大樓社區-接洽舉辦醫事放

射師正名及臨床醫療輻射安全宣導課程列為本屆重點會務

發展事項之一，爰為有效提昇醫事放射師形象及提供民眾瞭

解輻射安全知識交流平台 
二、提請討論預擬於下半年度先行接洽辦理 2-3 場上述宣導

課程-選擇區域、民眾人數、伴手禮與師資人選 
 

一、理事長：爰為有效

活絡應用退休醫事放

射師人力，將商請退休

學長姐擔任課程講師

或各位理監事自薦或

薦舉講師。 
二、徐永杰監事：非常

贊成此項提案，本人工

作之醫院與社區有四

大癌症篩檢相互配

合，可併行強化宣導醫

療輻射等相關事項。 
三、賓崑龍副理事長：

依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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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編號 提案人 案  由 說  明 決  議 執行狀況 
請各地區民意代表協

助召集群眾與會。 
四、李垣林副理事長：

需考量執行面上是否

可以與效益相互聯

結，最終效益在哪？ 
正名醫事放射師 
※本提案由全數出席

理監事贊成 23 人通過

提案。 
1070805 3-2-1 朱光華

理事長 
公共關

係事務

委員會 

擬請討論理監

事輪值出席全

國 各 縣 市 機

構、團體與單位

相關大會或會

議。 

肇因近年來全國各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及友會皆進行密集

聯繫及交流，爰為增加列位理監事觀摩他會運作模式及強化

與其他公會交流深度，擬請討論理監事輪值出席友會方式及

援例補助出席車程費用。 

一、日後全體理監事皆

需併行輪流代表本會，

出席全國各縣市機構、

團體與單位相關大會或

會議，有效提升合作及

強化醫放交流。 
※本提案由全數出席理

監事贊成通過提案。  
二、補助交通費將於案

由七另案討論。 

依決議辦理。 

1070805 3-2-2 朱光華

理事長 
公共關

係事務

委員會 

擬請討論本會

是否宜掛名中

華民國醫事放

射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 2018 年

第 18 次國際學

術研討會協辦

單位。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2018 年第 18 次國際

學術研討會事項： 
一、日期：107 年 11 月 3 日 W6 
二、時間：Whole day 
三、地點：臺中榮民總醫院 
四、事項：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為大會主辦位址所在縣市

公會 

一、在臺中市醫療院所

舉辦該大會，理應同意

掛名協辦單位。 
二、本提案全數出席理

監事通過本會掛名為

協辦單位。 

依決議辦理。 

1070805 3-2-3 朱光華 擬請討論本會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第 52次年會暨國際學術大會事項如 一、在臺中市大專院校 依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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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編號 提案人 案  由 說  明 決  議 執行狀況 
理事長 
公共關

係事務

委員會 

是否掛名中華

民國醫事放射

學會-第 52 次年

會暨國際學術

大會協辦單位 

下： 
一、日期：108 年 03 月 09-10 日 W6-7 
二、時間：One and a half days 
三、地點：中山醫學大學 
四、事項：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為大會主辦位址所在縣市

公會 

舉辦該大會，理應同意

掛名協辦單位理應同

意掛本會協辦且照往

年援例進行贊助。 
二、全數通過本會掛名

協辦單位，贊助金額將

另行討論。 
1070805 3-2-4 朱光華

理事長 
會務委

員會 
福利委

員會 
公共關

係事務

委員會 

擬請討論 107 年

臺中市醫事放

射師節慶祝大

會聯誼活動事

項 

一、爰為彰顯醫事放射師在醫療領域的貢獻及正名醫事放射

師節，本會擬欲援例舉辦「臺中市醫事放射師節慶祝大會」，

型朔醫放專業形象、提倡會員休閒娛樂、抒解醫療工作壓力

與凝聚會員向心力。 
二、107 年度國際放射師節慶祝大會事項如下： 
(一) 日期：107 年 10 月 21 日或 28 日 W7 
(二) 時間：12:00 p.m. 
(三) 地點：中市、山線與海線-擇一優選餐廳 
(四) 事項：聯誼聚餐 

國際放射師節慶祝大會

事項如下： 
一、日期：1071028 W7 
二、時間：12:00 p.m. 
三、活動：臺中市醫事

放射師公會-國際放射

師節慶祝大會 
四、地點：臺中長榮桂

冠酒店-B1 長榮廳-106
年耗費巨資重新整建完

工 
五、地址：407 臺中市

西屯區台灣大道二段

666 號 
六、電話：04-23139988 
七、事項： 
(一) 1070805 & 0806 直

接聯繫訂席中心 黃雅

蘭副理商議確認事項如

下： 
1.桌次-30-50 桌 
2.價位-10,000 元以下，

依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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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編號 提案人 案  由 說  明 決  議 執行狀況 
10-12 人，開立發票 
3.附註 -包括吸收服務

費 10%、飲料無限暢飲

/桌、1 瓶紅酒/桌、影音

設備無料 /毋需額外付

費-投影、致詞與卡拉

OK 等 
4.停車-三座停車場 
(二) 摩爾設計-甘沛霖

經理 
1.1070815 前提交邀請

函設計初稿。 
2.1070822 前提交修訂

二稿。 
3.1070831 前定稿。 
(三) 理監事 
1.會務委員會及祕書處

即行協助統計事項如

下： 
(1)公會歷年來退休醫

事放射師姓名及人數-
回娘家團圓！ 
(2)長官、貴賓與顧問名

單-參照歷年來會員代

表大會邀請名冊，增加

臺中市各醫療院所院長

名單。 
2.列位理監事屆時協助

統計會員出席名單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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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編號 提案人 案  由 說  明 決  議 執行狀況 
值班名冊。 
3.擇日聯席會勘場地。 
4.擇時公告慶祝大會訊

息於公會網站、臉書、

電郵寄送與分享訊息。 
1070805 3-2-5 朱光華

理事長 

會務委

員會 

提請討論中華

民國醫事放射

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第六屆會

員代表名單 

一、依據全聯會於 107 年 05 月 22 日來函說明-將於 11 月 3
日假臺中榮民總醫院舉辦第六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商請

各縣市公會於 09 月 01 日前再度確認提報會員代表名單。 
二、依據全聯會組織章程第九條規定：本會公會會員應選派

代表出席會員代表大會。選派員額依以各公會會員所屬之會

員人數三十人選派一人為準，尾數逾十五人者，得增派會員

代表一人。各該公會所屬會員總人數未滿三十人時，得推派

一位會員代表，而各縣市公會理事長為當然會員代表。每一

公會會員選派會員代表人數，不得達會員代表人數總額之三

分之一。本條文第一項所指之會員人數係依各公會會員當年

4 及 10 月繳納本會常年會費之平均值。 
三、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107 年 4 月上繳全聯會常年會費

人數為 938 人。 
四、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全聯會現有會員代表 29 人；

938/30=31.26 人，故建議宜再增加兩名會員代表。 
五、依據現行中市、山線與海線全聯會會員代表比例原則，

建議分別增加山線及海線各一名會員代表： 
(一) 山線-謝志璋理事 
(二) 海線-林明德理事 

全數通過會員代表名單 
一、山線-謝志璋理事及

二、海線-林明德理事。 

已通報全聯

會。 

1070805 3-2-6 權益促

進暨法

律諮詣

委員會

陳駿宏

依據第 3 屆第 1
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決議修訂

「會員子女就

讀國小及國中

一、原「會員子女就讀國小及國中成績優異獎學金申請辦法」

僅獎勵會員子女就讀國小、國中學制，其範圍不足以彰顯本

會獎勵會員子女敦品力學，積極向上進取之精神，故決議增

訂高中、高職、專科、乃至大學學制，並增設階段性獎學金

金額，以鼓勵並表彰會員子女學業優良之典範。 

一、請秘書以電郵、臉

書、網站公告週知會員

本年度（106 學年度）

申請內容仍以原「會員

子女就讀國小及國中成

依決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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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編號 提案人 案  由 說  明 決  議 執行狀況 
主任委

員 
成績優異獎學

金申請辦法」，

擬增設獎勵範

圍至大學以下

學制等項目，修

訂本會會員子

女獎學金申請

辦法一案。 

二、請秘書以電郵、臉書、網站公告週知會員本年度（106
學年度）申請內容仍以原「會員子女就讀國小及國中成績優

異獎學金申請辦法」為主要條件，申請期間為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止。 
三、修正內容詳如下表所列。並請討論相關規範是否合理、

正確： 
(一)各類組的成績條件與獎勵金額。 
(二)領獎是否需子女本人出席，或合理因素可由會員代理出

席？ 

績優異獎學金申請辦

法」為主要條件，申請

期間為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止。明年度（107
學年度）開始適用新修

正條文。 
二、表決是否子女親自

來領獎：17票贊成（11

票反對，出席人數 29）

會員子女需親自出席會

員代表大會或公會舉辦

之大型會議活動時領取

獎學金。 
3. 該年度因故無法親

來者，可申請於下次大

型會議或活動時補領。 
1070805 3-2-7 朱光華

理事長 

福利委

員會 
公共關

係事務

委員會 

提請討論本會

出差交通補助

辦法，改為「臺

中市醫事放射

師公會出差旅

費支給標準。」 

擬請修訂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出差旅費支給標準條文 1-6
條的交通及住宿給付標準，參照附件。 

一、本會理監事如因公

出差至外縣市，將以高

鐵來回票價外加 200 元

給付差旅費。 
二、本提案由全數出席

理監事通過。 

依決議執行。 

1070805 3-2-8 朱光華

理事長 

會務委

員會 

監事會 

提請討論會務

人員薪資制度。 
一、設計良好的薪資制度不只能夠滿足公司與員工間的報酬

給付關係，同時更能夠激勵員工士氣及增加對公司的向心力 
二、本會業務近年來蓬勃發展且現有會員幾近千人，實有必

要重新審視修訂會務人員薪資制度 

一、本案由全數出席 29
位理監事通過試用期薪

資 23,000 元。 
二、試用期滿後調升本

薪至 26,000 元，15 票贊

成；試用期滿後調升本

依決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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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編號 提案人 案  由 說  明 決  議 執行狀況 
薪至 25,000 元：12 票贊

成。 
三、除本薪外另加三節

獎金 (端午節、中秋節

1,200 元，春節加發一個

月薪俸)。 
※決議︰試用期薪資為

23,000 元，試用期滿後

調升至每月 26,000 元。 
1070805 3-2-9 朱光華

理事長 

會務委

員會 

監事會 

提請討論姜義

郎總幹事兼任

會務秘書期間

薪資。 

本會前任秘書鄭舒方小姐因個人因素於 107 年 7 月 31 日離

職，幸得 姜總幹事應允暫時接替全天上班協助處理會務，

應給予酬勞。 

本提案由全數出席理監

事通過以加班費的方式

給付薪資，每小時 150
元整。 

依決議執行。 

1070805 3-2-10 蘇柏華

常務理

事 

提請討論第三

屆新聘顧問相

關事宜。 

擬請比照第二屆任期延聘會務顧問，俾使提供本會實務協

助、諮詢建議與共同促進發展會務。 
請新舊任公關委員會主

任委員召開委員會議討

論人選後再提交至下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定案。 

依決議執行。 

1071201 3-3-1 朱光華

理事長 

會務委

員會 

權益促

進暨法

律諮詢

委員會 

提請討論會務

人員薪資制度

及管理規範。 

一、薪資制度及管理規範在人力資源管理層面佔有極重要的

地位。 
二、如果企業欠缺制度化的薪資管理，易導致勞資關係的惡

化，進而影響企業的正常運作；企業如要穩定經營成長，薪

資管理方案的良窳，就是企業經營成敗的關鍵。 
三、管理規範則可透過服務準則及績效考核併行提升及改善

員工作業績效，透過績效考核進行員工獎懲，激勵工作提升

工作效能。 

討論方案︰ 
一、薪資結構：維持本

俸、工作津貼、伙食津

貼總計 26,000 元，未討

論金額分配細項。 
(採用第 3屆第 2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總薪資表決

方案，細項則採用李垣

林副理事長建議） 
二、勞工保險、全民健

康保險、就業保險、勞

依決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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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編號 提案人 案  由 說  明 決  議 執行狀況 
退金新制 6％，皆同意

全數至勞保局設置投保

單位幫秘書投保，避免

未來不必要的職業災害

衍生補償問題 (採用陳

駿宏常務理事建議) 
三、勞保投保金額，因

為賓副理事長與潘監事

會召集人各有不同計算

結果，基於尊重潘監事

會召集人於會議中說明

已致電勞保局回覆的投

保金額作為投保依據，

此部分商請潘監事會召

集人負責投保事宜。 
（採用潘監事會召集人

說明方式） 
四、依據潘監事會召集

人投保金額，在 26,000
元薪資扣除秘書法定需

個人負擔的部分，做為

薪資給付（勞保、健保

的個人負擔部分，投票

表決結果採計薪資內扣

方式與醫院的薪資計算

方式相同） 
五、每年本俸固定，年

度固定調薪 500 元，逐

年調整最高至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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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編號 提案人 案  由 說  明 決  議 執行狀況 
止。（採用中榮契約員

工逐年調整職級薪資模

式，朱光華理事長建議

方案） 
六、中秋節、端午節各

加發 1,200 元獎金；但

賓副理事長提出的生日

禮金 1,200 元或 1,000
元則未進行表決？ 
七、年終獎金的評核方

式，採用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 4 分法的評核

方式，詳細評核方式與

給予的金額比例，商請

中國附醫陳東明常務理

事提供該院的評核表予

會務主委參考。(不採計

2 分法，1 個月或 0.5 個

月) (採用中國醫大陳東

明常務理事建議的評核

方式) 
八、因公死亡撫卹金比

照公會會員婚慶祝賀與

喪病致意辦法，給予五

萬元之一次撫卹金，相

關喪病慰問金亦同。 
九、最終，陳駿宏常務

理事建議是否額外設計

「2 次專案獎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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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編號 提案人 案  由 說  明 決  議 執行狀況 
每年會員代表大會及醫

事放射師節慶祝大會，

依據秘書工作表現給予

評核額外給予 1,000 元

獎金以資鼓勵，此案未

獲認同，故不予表決。

（會務主委提出的工作

獎勵金建議，同樣遭到

否決）所以本條建議不

成立。 
十、商請會務主委彙整

資料，訂立會務人員相

關管理規則，於下次理

監事聯席會議前進行討

論，再呈交至理監事聯

席會議討論定案。 
決議︰依討論決議事項

執行，再委請會務委員

會針對可能遺漏或不足

處詳細審視參閱後，於

下個會期再提交討論。 
1071201 3-3-2 朱光華

理事長 

會務委

員會 

福利委

員會 

監事會 

擬請討論取消

舉辦每年會員

代表大會後各

界長官貴賓暨

理監事聯誼午

宴。 

一、本會援例於每年會員代表大會後舉辦感謝各界長官貴賓

暨理監事聯誼午宴。 
二、有鑑於本會業已連續 3 年舉辦國際放射師節 (World 
Radiography Day) 慶祝大會暨聯歡餐會，故監事會於 107 年

8 月 5 日在第三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提請建議取消舉

辦會後邀請餐聚，俾使有效降低且更能充份運用該筆餐費預

算。 

一、經投票表決：同意

票數為 22 票，反對票數

為 6 票。 
二、通過取消舉辦每年

會員代表大會後，各界

長官貴賓暨理監事聯誼

午宴。 

依決議執行。 

1071201 3-3-3 朱光華 擬請討論日後 一、本會援例假三家醫學中心 (中山-中國-中榮) 輪流舉辦 一、經投票表決，出席 依決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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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編號 提案人 案  由 說  明 決  議 執行狀況 
理事長 

會務委

員會 

福利委

員會 

學術委

員會 

監事會 

皆在飯店會議

廳舉辦會員代

表大會暨學術

課程 

會員代表大會暨學術課程，爰為有效降低理監事會務負荷、

充份運用祕書處人力與順行大會作業流程，擬請討論假飯店

會議廳舉辦會員代表大會暨學術課程的可能性。 
二、試辦一年。 

會議理監事全數通過。 
二、108 年度台中市醫

事放射師公會會員代表

大會暨學術課程，擬於

飯店會議廳舉辦。 
三、該年度會員代表大

會暨學術課程會議結束

後，再提請理監事聯席

會議進行評估成效。 
四、試辦一年。 

1071201 3-3-4 朱光華

理事長 

公共關

係事務

委員會 

權益促

進暨法

律諮詢

委員會 

擬請討論本會

協辦中華民國

醫事放射學會

「第 52 次年會

暨國際醫學影

像學術研討會」

贊助方案。 

一、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TWSRT) 於 108 年 3 月 9-10
日 W6-7 假中山醫學大學舉辦「第 52 次年會暨國際醫學影

像學術研討會」，TWSRT 於 107 年 11 月 20 日正式專函邀

請本會協辦並轉知本會醫事放射師踴躍與會投稿。 
二、本會於 107 年 8 月 5 日第三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業已決議通過掛名為協辦單位；第二屆通過贊助方案如下： 
(一) 104年 11月 14日 W6 於第二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決議通過 TWSRT 於 105 年 3 月 27 日 W7 假中臺科技大學

舉辦「第 49 次年會暨國際醫學影像學術研討會」贊助方案

-3 萬元 
(二) 107 年 1 月 27 日 W6 於第二屆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決議通過 TWSRT 於 107 年 3 月 10-11 日 W6-7 假嘉義長

庚紀念醫院舉辦「第 51次年會暨第 25回東亞國際學術大會」

贊助方案-2 萬元 
三、擬請討論本會協辦 TWSRT「第 52 次年會暨國際醫學

影像學術研討會」贊助方案。 

討論方案︰ 
一、提案贊助二萬元

整。 
二、提案贊助三萬元

整。 
決議︰ 
一、經投票表決，贊助

「第 52 次年會暨國際

醫學影像學術研討會」

(一) 二萬元整-9 票 
(二) 三萬元整-14 票。 
二、本會協辦 108 年度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TWSRT)「第 52 次年會

暨國際醫學影像學術研

討會」並贊助三萬元

整。 
三、針對中華民國醫事

放射學會，臺中市公會

依決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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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入會優惠方案: 
(一)從未加入中華民國

醫事放射學會 
(二)擬欲重新加入中華

民國醫事放射學會者，

由本公會補助常年會費

200 元-僅限 150 名。 
1071201 3-3-5 朱光華

理事長 

會務委

員會 

監事會 

 

擬請討論編列

購置會館基金

預算及額度。 

一、107 年 1 月 27 日 W6 第二屆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 江理事志明提案緣由：爰為因應本會理監事及會員人數日

益者眾，日後可能面臨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或其他會務活動

空間不足的窘境，故提請討論是否宜著手編列購置會館基金

預算及額度因應日後購置更大空間的會館。 
二、該次會議決議-有鑑於本會將於 107 年第一季或第二季

進行第三屆理監事改選事宜，故援例將上述案由提交至本屆

理監事聯席會議再度提請討論定案。 

討論方案︰ 
監事會召集人 潘素芬

常務監事提議可由每年

餘絀中提撥部份金額至

會館基金，提撥金額由

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 
決議︰ 
一、經投票表決：同意

票數為 26 票，無意見票

數為 2 票。 
二、本會每年將提撥年

度餘絀部份金額至會館

基金。 
三、提撥金額多寡，將

由理監事聯席會議，視

該年度餘絀再行討論。 

依決議執行。 

1071201 3-3-6 朱光華

理事長 

學術委

員會 

福利委

員會 

擬請討論聯合

藥師公會及藥

劑生公會 -舉辦

醫事放射師正

名及臨床醫療

輻射安全宣導

一、107 年 5 月 20 日 W6 於第三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決議通過本會將前進各村里活動中心或大樓社區-接洽舉

辦醫事放射師正名及臨床醫療輻射安全宣導前進各村里活

動中心或大樓社區課程；爰為有效提昇醫事放射師形象及提

供民眾瞭解輻射安全知識交流平台，列為本屆重點會務發展

事項之一。 

一、建議學術委員會可

與藥師公會及藥劑生公

會合作，前進各村里活

動中心或大樓社區，接

洽舉辦醫事放射師正名

及臨床醫療輻射安全宣

依決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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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促

進暨法

律諮詢

委員會 

課程。 二、歷年來藥師公會及藥劑生公會業已合作舉辦一年約

12-15 場用藥安全宣導課程，故擬請討論是否宜與藥師公會

及藥劑生公會-合作舉辦上述宣導課程。 

導課程。 
二、理事長：爰為有效

活絡應用退休醫事放

射師人力，將商請退休

學長姐擔任課程講師

或各位理監事自薦或

薦舉講師。 
1080216 3-4-1 朱光華

理事長 

會務委

員會 

學術委

員會 

擬請討論本會

108 年第三屆第

二次會員代表

大會暨繼續教

育研討會相關

事宜。 

一、107 年 12 月 1 日第三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今
年將假飯店會議廳舉辦會員代表大會暨繼續教育研討會。 
二、第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繼續教育研討會相關事項

如下： 
(一)日期：108 年 4 月 28 日 (日) 
(二)時間：08:00 a.m.-12:00 p.m. 
(三)地點：長榮桂冠酒店 
1.全國大飯店：3 小時/$80,000 元整-含投影機 
2.裕元花園酒店：4 小時/$68,000 元整-含投影機 
3.長榮桂冠酒店：4 小時/$39,200 元整-(49,000*0.8)=39,200
元-含投影機 6,000 元 
4.福華大飯店：4 小時/$50,000 元整-含投影機 
(四)主辦單位：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五)協辦單位：台灣飛利浦股份有限公司 

本案由全數出席理監事

通過於長榮桂冠酒店舉

辦第三屆第二次會員代

表大會暨繼續教育研討

會。 

依決議執行。 

1080216 3-4-2 朱光華

理事長 

學術委

員會 

權益促

進暨法

律諮詢

委員會 

提請討論如何

因應全聯會、學

會、其他學術團

體或醫院邀請

共同舉辦各類

學術活動。 

一、102 年 1 月 19 日 W6 於第一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決議通過如共同掛名主協辦單位者，本會皆不進行協助支

付任何費用。 
二、本會自縣市合併後 1 年皆舉辦近 10 場課程研討會，近

年來攸關各團體邀約舉辦各類型學術課程研討會，本會如何

因應共同掛名會員報名費或主協辦名稱，擬請討論！ 

擬請學術委員會、權益

促進暨法律諮詢委員擬

定相關作業辦法於第三

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進行討論。 

依決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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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216 3-4-3 朱光華

理事長 

學術委

員會 

權益促

進暨法

律諮詢

委員會 

建請公會辦理

會員通過全民

英語能力分級

檢 定 測 驗

(GEPT) 或 多 益

英 語 測 驗

(TOEIC)獎勵方

案。 

一、107 年 12 月行政院正式提出「2030 雙語國家政策」，

並將今年訂為臺灣「雙語國家元年」，將「厚植國人英語力」

及「提升國家競爭力」列為兩大重要政策目標。 
二、歷年來醫事放射師除在台參加、舉辦或出國參與國際學

術會議進行外文發表論文外、另就學-碩博士班參考研讀外

語科學論文或撰寫畢業論文與就業-晨會或讀書會外語文獻

口頭報告皆離不開英文，甚至日後遠赴其他國家就業，英語

聽說讀寫已是基本功。 
三、提請討論是否宜由理監事會訂定會員通過 GEPT 或

TOEIC 獎勵辦法？ 

一本案經出席理監事表

決，同意票 18 票過半數

通過。 
二、擬請學術委員會、

權益促進暨法律諮詢委

員擬定相關作業辦法於

第三屆第五次理監事聯

席會議進行討論。 

依決議執行。 

1080216 3-4-4 朱光華

理事長 

會務委

員會 

權益促

進暨法

律諮詢

委員會 

提請討論新訂

會務人員管理

規範。 

一、107 年 8 月 13.14 日、9 月 1.29.30 日、10 月 12.29.31 日、

11 月 4.6.10.14.16.18.20.22.24.日正式說明本屆任期內務請完

成會務人員薪資制度及管理規範。 
二、107 年 12 月 1 日 W6 於第三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決議通過會務人員薪資制度。 
三、107 年 12 月 2.8.日、108 年 2 月 9 日再度說明本屆任期

內完成會務人員管理規範。 
四、爰為公會順行傳承交接業務概況及完備會務人員各類權

益及義務，提請討論新訂會務人員管理規範。 

擬請會務委員會、權益

促進暨法律諮詢委員擬

定相關作業辦法於第三

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進行討論。 

依決議執行。 

1080216 3-4-5 朱光華

理事長 

公共關

係事務

委員會 

建請重新討論

延聘第三屆會

務顧問名單，協

同期讓臺中市

醫事放射師公

會邁向更優質

的醫療團體。 

一、第二屆延聘顧問名單 
(一)政治性顧問：5 名 
1.民主進步黨：江肇國市議員 
2.中國國民黨：吳瓊華市議員 
3.中國國民黨：李中市議員 
4.中國國民黨：沈佑蓮市議員 
5.中國國民黨：陳政顯市議員 
(二)學術性顧問：8 名 
1.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李尚熾主任 
2.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陳拓榮主任 

第三屆延聘顧問名單 
一、政治性顧問全數留

任並增加聘任名單： 
(一)中國國民黨：冉齡

軒市議員 
(二)民主進步黨：周永

鴻市議員 
(三)民主進步黨：蔡耀

頡市議員 
二、學術性顧問名單： 

依決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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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莊濬超博士 
4.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程大川主任 
5.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施子卿教授 
6.中臺科技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劉百栓主任 
7.中臺科技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林政勳副教授 
8.中臺科技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張振榮教授 
(三)專業性顧問：3 名 
1.自由時報：施順冰副總編緝 
2.荷商波士頓科技有限公司：鍾順和總經理 
3.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陳加興前理事長 
二、第三屆延聘顧問名單 
 

(一)中山醫學大學-醫學

影像暨放射科學系：李

尚熾主任 
(二)中山醫學大學-醫學

影像暨放射科學系：莊

濬超博士 
(三)中國醫藥大學-生物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

系：程大川主任 
(四)中臺科技大學-醫學

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劉

百栓主任 
(五)中臺科技大學-醫學

影像暨放射科學系：林

政勳副教授 
三、專業性顧問名單： 
(一)臺中市醫事放射師

公會：陳加興前理事長 
(二 )極淨生技有限公

司：林益充董事長 
(三)統源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陳耿泮董事長 
(四)康見健康管理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蔣文忠

總經理 
1080216 3-4-6 學術委

員會 

提請討論學術

暨繼續教育課

程規劃修正案。 

依據 107 年度舉辦課程之經費支出、會員報名率與實際出席

率量化執行成果，並與往年課程舉辦之數據比較，提出報表

與 108 年度課程規劃修正案至理監事聯席會議進行討論。 

討論方案︰ 
一、提案一：維持 107
年度課程規劃模式，一

年舉辦 10 場，每場 4

依決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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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由中市、山線與

海線等非醫學中心等級

醫院輪流舉辦。 
二、提案二：一年舉辦

6 場，每場 8 小時，不

限定於醫院，集中每次

課程經費及講師資源。 
三、依據各理監事專業

領域，建立各領域專業

師資顧問群 (診斷、核

醫、治療、學術)。 
(一 )方案一：維持原

案，各醫院如有辦理輻

防課程需求可與公會共

同舉辦繼續教育課程。 
(二)方案二：各醫院自

行辦理輻防課程，不與

公會共同舉辦繼續教育

課程，取消 5,000 元公

會補助經費。 
(三)方案三：將現行公

會舉辦繼續教育課程劃

分部分場次為舉辦輻防

課程。 
決議： 
各級醫院如要辦理輻防

課程可先提交給學術委

員會，學術委員會應列

出今年度辦理的繼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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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課程 (場地、經費、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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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會員代表名冊 
編號 會員編號 姓名 執業單位 執業部門 

1 101004 朱光華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2 101031 李垣林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管理中心 

3 101043 林傑彬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學影像部 

4 101231 陳明至 臺中榮民總醫院 放射線部 

5 101099 詹如珠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線部 

6 101014 賓崑龍 澄清綜合醫院平等分院 放射科 

7 101009 蘇柏華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放射診斷科 

8 101010 朱雪碧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放射診斷科 

9 101003 江志明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柏忕健康管理中心 

10 101011 林明德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大甲院區 放射科 

11 101059 林朝陽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學影像部 

12 101483 徐永杰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放射科 

13 101058 張育誠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學影像部 

14 101022 莊世林 中部科學工業區員工診所 放射線科 

15 102001 陳東成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大甲李綜合醫院 放射線科 

16 101661 陳駿宏 澄清綜合醫院平等分院 放射線科 

17 101001 黃棟國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影像醫學部 

18 101380 黃龍月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放射科 

19 101028 楊芷絜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影像醫學部 

20 101330 雷栗蓉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放射診斷科 

21 101027 端木龍慧 國軍台中總醫院 放射科 

22 101237 劉承睿 臺中榮民總醫院 放射線部 

23 101171 顏國揚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核子醫學科 

24 101017 蘇碧榕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影像醫學部 

25 101008 潘素芬 臺中榮民總醫院 放射腫瘤部 

26 101005 張榮宗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放射線科 

27 101107 陳鴻達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線部 

28 101549 塗勝豪 國軍台中總醫院 放射診斷科 

29 101012 劉泰程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影像醫學部 

30 101431 謝志璋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心臟內科 

31 101030 謝政道 臺中榮民總醫院 核子醫學科 

32 101050 藍涌仁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學影像部 

33 101076 洪瑋宗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學影像部 

34 103013 宋蕙姿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學影像部 

35 101747 林佳儀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學影像部 

36 101055 陳筱婷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學影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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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106034 黃律運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學影像部 

38 101739 蘇鈺茹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學影像部 

39 101054 陳詠嫦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手術室 

40 101093 曾玉玲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興分院 放射科 

41 101097 陳東明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線部 

42 101104 黃彥智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線部 

43 101103 林家緯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線部 

44 101107 卓衍行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線部 

45 101019 洪明澤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線部 

46 101109 蔡秀惠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線部 

47 101122 陳筱琪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線部 

48 101114 莊舜為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線部 

49 101101 袁孟祺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線部 

50 101135 王昱智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線部 

51 101129 蘇峯毅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線部 

52 101153 林正豐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科 

53 101162 陳孟銓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科 

54 101158 林柏慶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科 

55 101163 應承達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科 

56 101145 李庚原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內科部心導管室 

57 104057 黃聖梵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內科部心導管室 

58 101151 陳俐璇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泌尿部 

59 101132 賴隆毅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放射科 

60 101117 劉奕甫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放射科 

61 101026 林孟郁 臺中榮民總醫院 放射線部 

62 101260 魏全佑 臺中榮民總醫院 放射線部 

63 101240 李季達 臺中榮民總醫院 放射線部 

64 101743 林義紘 臺中榮民總醫院 放射線部 

65 101238 歐陽均朋 臺中榮民總醫院 放射線部 

66 101254 陳妏函 臺中榮民總醫院 放射線部 

67 101130 黃乙哲 臺中榮民總醫院 放射線部 

68 101258 張倪蓉 臺中榮民總醫院 放射線部 

69 101248 張晏齊 臺中榮民總醫院 放射線部 

70 101287 張振發 臺中榮民總醫院 放射腫瘤部 

71 101289 石明珠 臺中榮民總醫院 放射腫瘤部 

72 101291 曹榮華 臺中榮民總醫院 放射腫瘤部 

73 101306 黃莆蓉 臺中榮民總醫院 核子醫學科 

74 101021 周國堂 臺中榮民總醫院 核子醫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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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101284 彭賢雯 臺中榮民總醫院 婦女醫學部 

76 101265 彭新源 臺中榮民總醫院 心臟血管中心 

77 101273 余臣倉 臺中榮民總醫院 泌尿外科 

78 101281 李孟儒 臺中榮民總醫院 神經外科 

79 101272 黃松鈴 臺中榮民總醫院 口腔醫學部 

80 101469 劉淵極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放射科 

81 101472 李博元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放射科 

82 101476 廖顯輝 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林新醫院 放射科 

83 101480 黃瑜欣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放射科 

84 103020 楊爵瑜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林新醫院 放射科 

85 106014 蔡豪軒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核子醫學科 

86 101665 賴清元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心導管室 

87 101667 魏世民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放射線科 

88 101669 趙逸玲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放射線科 

89 101670 施煥達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放射線科 

90 101673 史天宇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放射線科 

91 101678 廖學鍵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放射線科 

92 101679 張文釧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放射線科 

93 101675 林吉祥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放射線科 

94 101683 張鳳翎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放射腫瘤科 

95 101689 賴雅惠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放射科 

96 101018 莊明春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放射線科 

97 101387 李元凱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放射線科 

98 101386 朱益瑩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放射線科 

99 101385 林純如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放射線科 

100 101382 林芊妤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放射線科 

101 101401 陳麗萍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放射腫瘤科 

102 103001 洪睿言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核子醫學科 

103 101381 李建龍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放射線科 

104 101178 黃志成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心臟血管中心 

105 103033 梁硯滋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核子醫學科 

106 102002 陳佳欣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放射診斷科 

107 101186 黃美綺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放射診斷科 

108 101181 蔡松伯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放射診斷科 

109 101203 劉素倫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腫瘤治療科 

110 101515 簡秀容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影像醫學部 

111 101519 陳佩君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影像醫學部 

112 101521 黃如妤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影像醫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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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101536 林振運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放射腫瘤科 

114 101533 張添信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核子醫學科 

115 101532 盧威君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心導管室 

116 102009 張傑雲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牙科 

117 101555 洪俊彥 國軍台中總醫院 放射科 

118 106021 謝佳宏 國軍台中總醫院 放射科 

119 101413 羅道琦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放射診斷科 

120 101415 黃筱翎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放射診斷科 

121 101420 劉峯志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放射診斷科 

122 101425 陳奕樵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放射診斷科 

123 101426 林書平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放射診斷科 

124 101433 程佩玲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放射腫瘤科 

125 106076 張皓旻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放射診斷科 

126 101325 吳玉菁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放射診斷科 

127 101362 陳平涼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放射診斷科 

128 101329 王姿雯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放射腫瘤科 

129 101341 林書弘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放射診斷科 

130 106022 陳揚聖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放射診斷科 

131 101334 蕭雅君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放射診斷科 

132 101350 蔡旻桂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核子醫學科 

133 101346 蔡仁豪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放射腫瘤科 

134 101007 許意敏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大甲院區 放射診斷科 

135 101368 陳佩霙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大甲院區 放射診斷科 

136 103019 林易萱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大甲院區 放射診斷科 

137 101583 黃巧芸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影像醫學部 

138 101584 施孟妤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影像醫學部 

139 101730 張維珍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影像醫學部 

140 101588 梁雅嵐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影像醫學部 

141 101599 張淑雯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影像醫學部 

142 101589 林宥汯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影像醫學部 

143 101575 柯俊祥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小兒科 

144 101616 賴鵬安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放射腫瘤科 

145 101623 蔡沛君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核子醫學科 

146 101591 葉志強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影像醫學部 

147 101597 楊子慶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影像醫學部 

148 103031 林怡君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影像醫學部 

149 103042 陳政學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口腔醫學部 

150 101447 羅巧芳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大甲李綜合醫院 放射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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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101738 李婉君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林新醫院 放射線科 

152 101118 黃乙奇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放射科 

153 101106 白秀蘭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放射科 

154 101029 林玉芳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放射科 

155 105033 邱建瑋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心導管室 

156 105061 花家名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放射科 

157 101568 賴永承 清泉醫院 放射線科 

158 101567 張志瑋 清泉醫院 放射線科 

159 101020 張瑞珍 賢德醫院 放射線科 

160 101706 徐碧蘭 賢德醫院 放射線科 

161 101647 顏雅文 臺安醫院      放射科 

162 101642 廖洛伊 臺中市石岡區衛生所 放射線科 

163 101499 徐毓穗 長春診所 放射科 

164 103015 蘇俊宇 臺安醫院雙十分院 放射科 

165 101731 譚靜彤 生活牙醫診所 放射科 

166 101713 陳俊翔 聯安醫院 放射科 

167 101174 陳雅瑛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台中東區分院 放射科 

168 101545 王子娟 國軍台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中清分院 放射科 

169 102082 陳瓊蕙 長安醫院 影像醫學科 

170 101518 何信易 長安醫院 影像醫學科 

171 102023 張業昌 長安醫院 影像醫學科 

172 101569 柳光欣 長安醫院 影像醫學科 

173 101175 楊國欣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豐原分院 放射線科 

174 101646 田玉華 臺中市新社區衛生所 放射線科 

175 101464 蕭怡君 東勢區農會附設農民醫院 放射線科 

176 101703 譚桂隆 烏日澄清醫院 放射線科 

177 101668 廖淑滿 霧峰澄清醫院 放射科 

178 101718 張祐偉 霧峰澄清醫院 放射科 

179 101309 何怡卉 茂盛醫院 放射科 

180 106011 黃綉娟 台新醫院  放射科 

181 102063 葉峻昌 光仁骨外科診所 放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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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商店一覽表 
類別 商店名稱 優惠內容 合約期間 

百
貨
精
品 

美舒亞精品廚具 
歐化廚具皆為量身訂做，會因不同需求而價位不

同，優惠是成交價再 95 折(不包括特惠方案)，成交

價超過 70000 元再贈市價 3500 元的豪華禮盒組。 
2015/01/01~2021/12/31 

聖達隆股份有限公司 

1、週一至週五早上 11 點至傍晚 6 點前，門市全面

8 折。 
2、週一至週五晚上 6 點後和週六日整天門市全面

85 折。 
My color bar 專櫃：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三段 120 號

2 樓。電話：04-36062512 

2019/01/21~2020/01/21 

極淨生技有限公司 
凡極淨生技有限公司、群寶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現有

及未來推出之產品，均享有定價 5~8 折之優惠(依不

同商品性質)，特價商品除外！ 
2019/04/16~2020/04/15 

捷尼皮件有限公司 

1、全年度可享有本公司「全系列產品」定價的 5 折。 
2、一年可享一次為期一個月的 39 折之特惠專案活

動。(活動時間由甲乙兩方共同協議。 
3、正常使用下，產品零配件皆提供「永久保固」之

服務。 

2016/08/15~2019/08/15 

 

社團法人臺中市身心

障礙者福利關懷協會

(附設微笑天使手作

烘培坊) 

1、憑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證，購物享 95 折

優惠。 
2、餐盒、節慶商品、特價商品除外(不再另行折扣)。 
3、請於結帳前出示公會會員證、方可享此優惠。 
4、合約終止日若雙方無異議，則自動延長一年，後

年亦然。 

2019/01/01~2020/12/31 

休
閒
娛
樂 

長榮桂冠酒店(台中) 優惠內容請參閱公會網站及公會 FB。 2019/01/01~2019/12/31 

福華大飯店(台中) 優惠內容請參閱公會網站及公會 FB。 2019/03/01~2019/12/31 

全國大飯店 優惠內容請參閱公會網站及公會 FB。 2019/01/01~2019/12/31 

 

注意事項： 

一、會員前往特約商店消費請記得攜帶會員證。 

二、相關優惠內容可至公會網站及公會 FB 社團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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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章程及相關規定辦法 

 

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組織章程 

會員婚慶祝賀與喪病致意辦法 

國際期刊論文發表獎勵辦法 

會員在職進修學業優良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會員出席國外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獎勵辦法 

會員子女學業優良獎學金申請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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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組織章程 
1、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七月二十一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制定公布全文 38 條；自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公布施行。 
2、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三月二日經第一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增訂第 15-1 條。 
3、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七月十六日經第二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修正第 2、15-1、17、20、22、23、38 條條文。 
 

章條號次  條文內容  

第一章 總 則 

第 1 條 本會定名為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以下簡稱本會），英文譯名為 Taichung City 
Association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簡稱為 TCART）。 

第 2 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職業團體。以團結醫事放射師（士），促進

醫事放射專業之學術研究與教育訓練，提昇會員專業素質與加強國內外醫事放

射學術團體之交流為宗旨。 

第 3 條 本會以臺中市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 4 條 本會會址設於臺中市，並得經理事會決議，報請主管機關核准設立辦事處。 

第 5 條 本會任務如下： 
一、會員執業指導與服務、調查及統計。 
二、會員合法權益之維護。 
三、醫學影像暨放射治療專業研究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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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 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社會局。主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衛生局。 
本會之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二章 會 員 

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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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業務者，均

符合申請會員資格，並應加入本會。 
已歇業未退會、沒有繼續執業者，仍可繼續加入本會。 

第 8 條 會員入會應履行下列手續： 
一、填具入會申請書及相關書表。 
二、繳驗醫事放射師（士）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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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依本會入會須知所定應繳交之文件。 
四、初次入會者，應繳納入會費。 

第 9 條 會員入會後，由本會發給入會證書，並登記於會員名簿。如會員證書遺失，需

登報聲明作廢後，再聲請補發。 

第 10 條 每一會員為一權。本會會員之權利如下： 
一、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 
二、表決權。 
三、發言權。 
四、享有本會各項福利之權。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之規定，對於已歇業未退會、沒有繼續執業之會員不適用

之。 

第 11 條 本會會員之義務如下： 
一、遵守醫事放射師法、相關法令及倫理規範。 
二、遵守本會章程、會員大會決議之義務。 
三、繳納會費之義務。 
四、參與本會各項活動之義務。 

第 12 條 本會會員應於期間內繳納常年會費；每年一月之首日為繳納當年度常年會費期

間之始日，當月最後一日為繳納期間之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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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

一年者，以季計算。申請證明文件時亦同。 
會員逾期不繳納會費或欠繳會費達六個月以上者，並經催繳，仍不繳納，理事

會得決議予以警告。 
會員欠繳會費達九個月以上，經警告仍不履行者，理事會得決議將其停權；並

不得當選理事、監事以及享受本會各項福利。 
欠繳會費達六個月以上者，需加計滯納金 3%；達九個月以上者，需加計滯納

金 5%，未補足會費及滯納金者，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 13 條 會員有違反法令、本會章程及決議事項之行為者，經理事會決議，得予以警告

或停權處分；其行為嚴重危害本會會譽者，經理事會決議，得建請會員大會予

以除名處分。 
會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喪失會員資格，應自行退會，本會亦得令其退會： 
一、依醫事放射師法之規定，不得充任醫事放射師（士）者。 
二、醫事放射師（士）之執業執照經撤銷或廢止者。 
三、無正當理由欠繳會費達兩年以上者。 
四、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 

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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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死亡或退會者，已繳納之各項費用及捐款均不得請求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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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組織與職權 

第 15 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力意思機構，理事會為執行機構，

監事會為監察機構。 

第 15-1 條 本會得依會員分布狀況劃定區域，按會員人數比例選出代表，召開會員代表大

會，行使會員大會之職權。 
一、會員代表的產生方式：服務於醫院會員以每五名推舉一名會員代表，採四

捨五入進位法計算各醫院的會員代表人數。如該醫院事業體系的會員人數

未達五名者，由公會協助會同診所、衛生所、開業放射所、醫檢所等會員，

以每五名會員連署推舉一名的方式產生會員代表。 
二、本會會員除已歇業未退會、沒有繼續執業或喪失會員資格者外，均得為會

員代表推舉人及被推舉人。 
三、推舉會員代表時，應於七日前通知會員，相關推舉事務的工作人員均由本

會指定，並由理事長指定召集人或主持人。 
四、會員代表之推舉結果名冊應於推舉完畢後，七日內函送本會彙整，提請理

事會審查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五、會員代表任期三年，於任期屆滿前一個月內辦理推舉事宜，得連任。 
六、會員代表如喪失會員資格者，亦喪失其會員代表的資格。 
七、各醫院所推舉之會員代表採遇缺不補的制度。 

第 16 條 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或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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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決本會之解散、合併。 
八、議決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第 17 條 本會置理事二十七人、監事九人，由會員代表於會員代表大會以無記名連記法

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九人，候補監事三

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依序遞補，以補足原任者餘留之任期為限。 
理事、監事、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之當選名次，依得票數多寡定之；票數相同，

而有定其先後之必要者，以抽籤定之。 

第 18 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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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議決會員代表大會之召開事項。 
二、審定會員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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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決工作人員之聘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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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 19 條 常務理事之職權如下： 
一、協助理事長執行理事會議決案。 
二、策劃及推行會務。 

第 20 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九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

事長，二人為副理事長。 
理事長對內綜理一切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或理監事

聯席會議主席。 
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副理事長其中一人代理之；副理事長皆不

能執行職務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理事長、副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21 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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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三人，由監事互選之，並就常務監事中互選一人為監事會召

集人。 
監事會召集人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監事其中一人代理之；其未指

定或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23 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理事長、副理事長之連任，各以一次為限。 

第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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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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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條 本會得設置總幹事一人，承理事長之命及理事會之決議，處理本會各項會務；

並得置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處理本會會務。 
前項工作人員之聘任，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解聘時，亦同。 
總幹事任期與理事會相同；本會該屆選任之理事、監事，不得同時擔任該屆總

幹事以及第一項之聘任工作人員。 

第 26 條 本會得設置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

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其修正或變更時，亦同。 

第 27 條 本會得聘任顧問若干名，為無給職。 
本會經理事會決議，得聘請法界、學界及社會望重人士為顧問。 
前項顧問之任期，與理事、監事之任期相同。 

第四章 會 議 

第 28 條 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兩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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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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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臨時會議經會員十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召開之。 

第 29 條 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代表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本會其他會員代表代理

出席，但每一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 30 條 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但下列事項，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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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財產之處分。 
五、本會之解散、合併。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已歇業未退會、沒有繼續執業之會員以及受停權處分者，不列入前項全體會員

之計數。 

第 31 條 理事會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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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別由理事長或常務監事召集之。理事長並得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 
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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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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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條 理事、監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會議，不得委託出席。理事、監事除公假外，

連續請假兩次以缺席一次論，如連續缺席二個會次或無故缺席二個會次者，視

同辭職，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序遞補。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 33 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新台幣（下同）壹仟元整。 
二、常年會費：每年應繳參仟陸佰元整。未滿一年者，以季計算，一季玖佰元。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孳息。 
七、其他收入。 

第 34 條 本會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 35 條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

提請會員代表大會通過（會員代表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席

會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

內，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

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會員

代表大會通過，於三月底前報請主管機關核備（會員代表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

先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第 36 條 本會解散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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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附 則 

第 37 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38 條 本章程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其變更或修改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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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婚慶祝賀與喪病致意辦法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24 日經第 1 屆第 11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制定全文共 8 條；並自 104 年 1 月 24 日公布施行。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22 日經第 2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修正第 2、7 條條文。 

 
條號  條文內容  

第 1 條 （主旨） 
 為增進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以下簡稱本會）團結互助之情誼，於會員婚慶或突

遭轉捩時，藉由理監事到場祝賀或致意，進而關懷並提供急難協助為目的，特訂定

本辦法。 
第 2 條 （適用對象與除外因素） 

Ⅰ 
 

Ⅱ 
 

本會有效資格會員及在職期間之工作人員（以下統稱為會員）。但違反法令規定，或

損害本會聲譽者不適用本辦法。 
前項但書事實之認定，由福利委員會主任委員召集權益促進暨法律諮詢委員會主任

委員與會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共同審查認定之（以下簡稱共同審查）。 
第 3 條 （關懷項目） 

 計有結婚賀禮、住院關懷金、喪葬奠儀三種。 
第 4 條 （結婚賀禮之申請條件與限制） 

Ⅰ 
Ⅱ 
Ⅲ 

 
 
 
 

Ⅳ 
 

適用對象與金額：會員本人結婚得申請賀禮貳仟元。 
核發限制：結婚賀禮以每人核發一次為限。 
申請時限與檢附證明文件：得於婚宴日前或結婚登記日起三個月內，擇一時限申請。 
①於婚宴日前申請者，填寫結婚賀禮申請書（如附件一）連同喜帖或邀請函，寄至

本會辦理。 
②於結婚登記日起三個月內申請者，需填寫結婚賀禮申請書，並檢附中華民國戶政

事務所核發之「結婚證明書」影本，寄至本會或親自至本會辦理，逾期恕不受理。 
祝贈賀禮： 
①於婚宴日前申請者，由理監事或本會派員出席見證婚禮或參與婚宴，並祝贈結婚

賀禮。 
②於結婚登記日後三個月內申請者，得至本會簽收。 

第 5 條 （住院關懷金之申請條件與限制） 
Ⅰ 

 
Ⅱ 
Ⅲ 

 
 
 

Ⅳ 
 

適用對象與金額：會員住院治療者，得申請住院關懷金陸佰元。因疾病進程而轉入

加護病房者，本會得加發補助金陸佰元。 
核發限制：為資源公平分配，住院關懷金每人每年以核發一次為限。 
申請時限與檢附證明文件：得於出院日前或出院日起三個月內，擇一時限申請。 
①於出院日前申請者，得致電本會或通知本會服務於該醫療院所之理監事協助辦理。 
②於出院日起三個月內申請者，需填寫住院關懷金申請書（如附件二），並檢附住院

證明及醫療收據影本，寄至本會或親自至本會辦理，逾期恕不受理。 
發送關懷金： 
①於出院日前申請者，由理監事或本會派員到場關懷，並協助填寫住院關懷金申請

書與發送關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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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於出院日後三個月內申請者，由理監事或本會派員關懷，或至本會簽收。 
第 6 條 （喪葬奠儀之申請條件與限制） 

Ⅰ 
 

Ⅱ 
Ⅲ 

 
 
 
 
 
 

Ⅳ 
 
 
 

Ⅴ 

適用對象：會員身故，致奠儀伍萬元。配偶或會員之直系血親一親等（父母子女）

身故得申請奠儀貳仟壹佰元。 
緬懷擺置：會員身故，得題頒輓聯一幅與擺置花籃一對。 
申請時限與檢附證明文件：得於公奠日前或死亡事實發生日起三個月內，擇一時限

申請。 
①於公奠日前申請者，填寫百年歸仙奠儀申請書（如附件三）連同訃聞，寄至本會

辦理。 
②於死亡事實發生日起三個月內申請者，需填寫百年歸仙奠儀申請書，並檢附死亡

證明書、除戶戶籍資料影本，寄至本會或親自至本會或理監事協助辦理，逾期恕

不受理。 
前項規定，如為會員本人身故之申請案件者，得於死亡事實發生日起三個月內，以

配偶或最近直系血親為申請補助對象，無配偶或直系血親者，以實際為死亡者出資

辦理喪葬者為補助對象，填寫百年歸仙奠儀申請書並敘明理由，檢附死亡證明書、

除戶戶籍資料，與相關出資證明等影本，報請共同審查核定之。 
致奠儀或慰問金： 
①於公奠日前申請者，由理監事或本會派員出席參與公奠，並致奠儀。 
②於死亡事實發生日後三個月內申請者，由理監事或本會派員關懷，並致慰問金。 

第 7 條 （附則） 
Ⅰ 

 
Ⅱ 

 
Ⅲ 

已核發之案件，事後經查有犯罪事實者，本會得撤銷該申請案件，並追回已給付之

全數款項。 
權益促進暨法律諮詢委員會應彙整共同審查案件之不同意見，於理監事聯席會議提

出工作報告，研討未來類似案件之核發共識。 
本辦法之給付金額得視本會每年財務狀況定期作調整；經費於每年度預算編列支應

之。 
第 8 條 本辦法由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自公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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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審查案件 
 
公會通訊電話：04-2350-8025 
台中市西屯區 40767 工業區一路 6 巷 26 弄 5 號 

會員結婚賀禮申請書 

婚宴或登記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提醒您：請於婚宴日前或結婚登記日起三個月內，擇一時限申請，寄至本會或親自至本會辦理。 
會員資料 

會員編號  申請人  
身分證號  手機  
聯絡地址  
E-MAIL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服務機構  入會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服務科別  聯絡電話  
服務地址  

配偶資料 □非會員 □會員（配偶同是會員者，需各自填寫一份申請書） 
會員編號  姓名  
身分證號  手機  
聯絡地址  
E-MAIL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服務機構  入會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服務科別  聯絡電話  
服務地址  

審查程序（本欄以下由公會填寫）召集人： 

共
同
審
查 

事由： 
福利委員會主任委員：            （簽章）  
□同意。  □反對，理由： 
會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簽章）  
□同意。  □反對，理由： 
權益促進暨法律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            （簽章）  
□同意。  □反對，理由： 

審查決議：□同意。  □拒絕。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核
對 

□檢附文件：喜帖、邀請函或結婚證明書影本。 
□公會派員，姓名與職稱： 

本會同意核發結婚賀禮：□結婚賀禮貳仟元。 

簽
收 

茲收到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核發：□結婚賀禮共貳仟元整。 
上項申請金額，如有虛報冒領等情事，切結人除退還所領金額外，並願負法律責任。 

切結具領人                （簽章） 
祕書處 福利委員會 常務監事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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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審查案件 
 
公會通訊電話：04-2350-8025 
台中市西屯區 40767 工業區一路 6 巷 26 弄 5 號 

會員住院關懷金申請書 

住院首日：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提醒您：請於出院日前或出院日起三個月內，擇一時限申請辦理。 
會員資料 

會員編號  申請人  
身分證號  手機  
聯絡地址  
E-MAIL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服務機構  入會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服務科別  聯絡電話  

住院資料 

事
由 

疾病名： 
主治醫師： 
醫院名稱與病房號： 

□因疾病進程而轉入加護病房者，得加發補助金陸佰元。 
審查程序（本欄以下由公會填寫）召集人： 

共
同
審
查 

事由： 
福利委員會主任委員：            （簽章）  
□同意。  □反對，理由： 
會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簽章）  
□同意。  □反對，理由： 
權益促進暨法律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            （簽章）  
□同意。  □反對，理由： 

審查決議：□同意。  □拒絕。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核
對 

□檢附文件：住院通知或住院證明及醫療收據影本。 
□公會派員，姓名與職稱： 

本會同意核發住院關懷金：□普通病房陸佰元。  □加護病房加發補助金陸佰元。 

簽
收 

茲收到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核發：□住院關懷金共＿＿＿＿＿元整。 
上項申請金額，如有虛報冒領等情事，切結人除退還所領金額外，並願負法律責任。 

切結具領人                （簽章） 
祕書處 福利委員會 常務監事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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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審查案件 
 
公會通訊電話：04-2350-8025 
台中市西屯區 40767 工業區一路 6 巷 26 弄 5 號 

百年歸仙奠儀申請書 

公奠或死亡事實日：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提醒您：請於公奠日前或死亡事實發生日起三個月內，擇一時限申請，寄至本會或理監事協助辦理。 
申請人資料 

會員編號  申請人  
身分證號  手機  
聯絡地址  
E-MAIL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服務機構  入會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服務科別  聯絡電話  
服務地址  

百年歸仙者資料 □會員 □會員直系血親一親等 
百年歸仙者  關係  
事實發生日  會員編號  
□得題頒輓聯一幅。 
□得擺置花籃一對。 

審查程序（本欄以下由公會填寫）召集人： 

共
同
審
查 

事由： 
福利委員會主任委員：            （簽章）  
□同意。  □反對，理由： 
會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簽章）  
□同意。  □反對，理由： 
權益促進暨法律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            （簽章）  
□同意。  □反對，理由： 

審查決議：□同意。  □拒絕。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核
對 

□檢附文件：訃聞，死亡證明書，申請人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除戶謄本）或出資證明。 
□公會派員，姓名與職稱： 

本會同意核發：□奠儀或慰問金伍萬元整。  □輓聯一幅。  □花籃一對。 
□配偶或會員直系血親一親等（奠儀或慰問金貳仟壹佰元／人）共＿＿＿＿元。 

簽
收 

茲收到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核發：□奠儀或慰問金共＿＿＿＿＿元整。 
上項申請金額，如有虛報冒領等情事，切結人除退還所領金額外，並願負法律責任。 

切結具領人                （簽章） 
祕書處 福利委員會 常務監事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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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期刊論文發表獎勵辦法 
1、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16 日經第 1 屆第 4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制定全文共 6 條；並自 102 年 6 月 21 日公布施行。 
2、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18 日經第 1 屆第 10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修訂名稱及全文共 7 條（原名稱：期刊論文發表獎勵辦法）；並自

104 年 1 月 24 日公布施行。 
3、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5 日經第 2 屆第 4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修訂第 6 條條文。 

 
條號  條文內容  

第 1 條 （主旨） 
 為鼓勵會員提昇學術研究水準，參與國際性學術期刊發表優質論文，特訂定「臺中

市醫 
事放射師公會-國際期刊論文發表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獎勵對象） 
 本會有效資格會員。 
第 3 條 （獎勵種類與金額） 

Ⅰ 
 
 

Ⅱ 
 

Ⅲ 
 
 
 
 

Ⅳ 

發表於 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EI 
(Engineering Index )等期刊之病例報告(case report)之第一或通訊作者；獎勵金額：

壹仟元整。 
發表於 SCI、SSCI、EI 等期刊之原創性研究論文(original article)之第一或通訊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獎勵金額：貳仟元整。 
前項列入於 SCI、SSCI、EI 等期刊之原創性研究論文，若有下列情形，擇一加發獎

勵金： 
一、論文引證係數(impact factor)大於 1.00 以上者，加發壹仟元。 
二、在專業學門領域排名(ranking factor)前五分之一者，加發壹仟元。 
三、在所有科學研究領域排名(ranking factor)前十名者，加發貳萬元。 
同一篇論文，若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非同一人，且皆為本公會會員時，其獎勵金額

依比例給予：第一作者 60%、通訊作者 40%。 
第 4 條 （申請資格與條件限制） 

Ⅰ 
Ⅱ 
Ⅲ 
Ⅳ 
Ⅴ 

申請者需入會滿一年以上，且該年度業已繳交會費。 
每人每一年度以核發獎勵一次為限。 
同一篇論文僅限一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提出申請。 
受領獎勵金者，需於會員代表大會發表論文簡短報告。 
入會年間該會員之素行未損及本會聲譽。 

第 5 條 （檢附文件） 
Ⅰ 
Ⅱ 
Ⅲ 
Ⅳ 

 

填寫「國際期刊論文發表獎勵申請表」（如附件一）。 
檢附該期刊論文最近一年 Impact Factor 及 Ranking Factor 檢索證明文件。 
檢附會員在職證明。 
檢附前一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出版之論文抽印本；若為已接受但尚未刊印，

或刊印中之期刊論文，須檢附接受函。 
第 6 條 （申請期限與資格審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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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Ⅱ 

 
Ⅲ 
Ⅳ 

 
Ⅴ 

 
 
 

Ⅵ 

申請期間為每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31 日止，逾期概不受理。 
由祕書處彙整符合申請資格者至學術委員會初審，再提交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核通過

後，才符合得獎資格。 
由祕書處將符合接受獎勵金會員名單列入該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由理事長在會員代表大會頒發獎狀及獎勵金。本獎勵金僅限在年度會員代表大會由

本人出席領取，如逾時未出席完成領獎程序者，視同得獎者放棄得獎資格。 
得獎者如因天災或不可抗力之因素，導致無法出席領獎，需於年度會員代表大會日

後二個月內，備妥複審書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送交本會權益促進暨法律諮詢委員

會審核回復領獎資格，並將於 1 個月內審核完畢公告結果，並列入理監事會議紀

錄。 
確定放棄得獎資格者，由本會以適當之方式公告，並列入理監事會議記錄，且該篇

論文不得再次提出申請。 
第 7 條 本辦法由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自公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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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期刊論文發表獎勵申請表 
申請期限為每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31 日止。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會員資料 
會員編號  中文姓名  
身分證號  英文姓名  
地址  
電話 (O)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手機  入會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E-MAIL  
服務機構  科別  
服務地址  

期刊論文 
論文題目  
期刊名稱  
接受日期    年  月  日 發表日期    年  月  日 

作者順位 □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Impact Factor  
Ranking 
Factor  

同一篇論文，若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非同一人，且皆為本公會會員時，『請在各作者欄位填寫大名』其獎勵金額依

比例給予：第一作者 60%、通訊作者 40%。 

獎勵種類 
與獎勵金 

□病例報告(case report)，獎勵金：壹仟元整。 
□原創性研究論文(original article)，獎勵金：貳仟元整。 
  □1、論文引證係數(impact factor)大於 1.00 以上者，加發壹仟元。 
  □2、在專業學門領域排名(ranking factor)前五分之一者，加發壹仟元。 
  □3、在所有科學研究領域排名(ranking factor)前十名者，加發貳萬元。 

評選審查委員會 

審
核
標
準 

□已符合審查標準：獎狀及獎勵金＿＿＿＿＿元整。 
□未符合審查標準。 

審
核
文
件 

□1、入會滿 1 年以上，且該年度業已繳交會費。 
□2、Impact Factor 檢索證明文件。 
□3、Ranking Factor 檢索證明文件。 
□4、在職證明。 
□5、論文抽印本或接受函。 

□6、其他： 

祕書處 學術委員會 常務監事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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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在職進修學業優良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1、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5 日經第 1 屆第 5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制定全文共 7 條；並自 103 年 1 月 27 日公布施行。 
2、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18 日經第 1 屆第 10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修正名稱及全文共 7 條（原名稱：會員在職進修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並自 104 年 1 月 24 日公布施行。 
3、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5 日經第 2 屆第 4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修訂第 6 條條文。 
條號  條文內容  

第 1 條 （主旨） 
 為提昇公會整體學術形象、在職放射師專業涵養及鼓勵其進修更高學位，特訂定「臺

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在職進修學業優良獎助學金申請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 2 條 （獎勵對象） 
 本會有效資格會員。 
第 3 條 （獎勵種類與金額） 

Ⅰ 
Ⅱ 

在職進修碩士班：每一學年度限額三名，獎助學金每名參仟元整。 
在職進修博士班：每一學年度限額二名，獎助學金每名伍仟元整。 

第 4 條 （申請資格與條件限制） 
Ⅰ 
Ⅱ 
Ⅲ 
Ⅳ 
Ⅴ 

申請者需入會滿一年以上，且該年度業已繳交會費。 
報考大專院校醫學影像相關系所的碩、博士班，經錄取並正式註冊就讀者。 
該申請年度（上、下學期）學科總成績平均分數需達（含）八十分以上者。 
每位會員在碩、博士學制期間，其核發次數各僅以一次為限。 
入會年間該會員之素行未損及本會聲譽。 

第 5 條 （檢附文件） 
Ⅰ 
Ⅱ 

填寫「會員在職進修學業優良獎助學金申請表」（如附件一）。 
會員檢附當年度在職證明、學生證明，與該申請年度上、下學期成績單正本。 

第 6 條 （申請期限與資格審查程序）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申請期間為每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止，逾期概不受理。 
當年度符合申請資格人數如碩士學制超過 3 人，或博士學制超過 2 人，則以總成績

排序；如有同分者，依據其提交申請時間先後排序。 
由祕書處彙整符合申請資格者至學術委員會初審，再提交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核通過

後，才符合得獎資格。 
由祕書處將符合得獎資格會員名單列入該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由理事長在會員代表大會頒發獎狀及獎勵金。本獎勵金僅限在年度會員代表大會由

本人出席領取，如逾時未出席完成領獎程序者，視同得獎者放棄得獎資格。 
得獎者如因天災或不可抗力之因素，導致無法出席領獎，需於年度會員代表大會日

後二個月內，備妥複審書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送交本會權益促進暨法律諮詢委員

會審核回復領獎資格，並將於 1 個月內審核完畢公告結果，並列入理監事會議紀錄。 
確定放棄得獎資格者，由本會以適當之方式公告，並列入理監事會議記錄，且不記

入「核發次數以一次為限」之限制，該會員仍得於在學期間另依資格條件提出新的

申請案。  
第 7 條 本辦法由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自公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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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在職進修學業優良獎助學金申請表 
申請期限為每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截止。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會員資料 
會員編號  中文姓名  
身分證號  英文姓名  
地址  
電話 (O)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手機  入會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E-MAIL  
服務機構  科別  
服務地址  

校院系所 
就讀學校  
就讀系所  
就讀學制 
與獎勵金 

□碩士班，獎勵金參仟元整（3 名）。 
□博士班，獎勵金伍仟元整（2 名）。 

上學期成績  
下學期成績  

成績排名 □1   □2   □3  總平均成績  
評選審查委員會 

審
核
標
準 

□已符合審查標準：獎勵金＿＿＿＿＿元整。 
□未符合審查標準。 

審
核
文
件 

□1、入會滿 1 年以上，且該年度業已繳交會費。 
□2、在職證明。 
□3、學生證明文件。 
□4、上學期成績單正本。 
□5、下學期成績單正本。 
□6、其他： 

祕書處 學術委員會 常務監事 理事長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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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在職進修學業優良獎助學金複審書 
複審期限為年度會員代表大會日後二個月內。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會員資料 
會員編號  中文姓名  
身分證號  英文姓名  
地址  
電話 (O)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手機  入會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E-MAIL  
服務機構  科別  
服務地址  

校院系所 
就讀學校  
就讀系所  
就讀學制 
與獎勵金 

□碩士班，獎勵金參仟元整（3 名）。 
□博士班，獎勵金伍仟元整（2 名）。 

上學期成績  
下學期成績  

成績排名 □1   □2   □3  總平均成績  
複審委員會 

複
審
標
準 

□代理人： 
□請求事項：回復領取獎勵金＿＿＿＿＿元整。 
□事實： 

佐
證 

□1、天災事由及佐證： 

□2、不可抗力事由及佐證： 
□3、其他： 

祕書處 權益促進暨法律諮詢委員會 常務監事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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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出席國外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獎勵辦法 
1、中華民國 103 年 7 月 5 日經第 1 屆第 9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制定全文共 8 條；自 104 年 1 月 24 日公布施行。 
2、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5 日經第 2 屆第 4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修訂第 7 條條文。 
 
條號  條文內容  

第 1 條 （主旨） 
 為提昇公會整體學術研究風氣、鼓勵會員參與國外學術會議與增進國際醫影放射業

界交流，特訂定「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出席國外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獎勵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獎勵對象） 
 本會有效資格會員。 
第 3 條 （獎勵種類、金額與限制） 

Ⅰ 
Ⅱ 
Ⅲ 
Ⅳ 

口頭論文發表，每位新台幣壹仟伍佰元整。 
任何壁報論文發表模式，皆不符合此獎勵辦法。 
會員接受國外學術大會特別邀請演講，恕不符合此獎勵辦法。 
每年度獎勵總金額上限為壹萬伍仟元整；該年度如申請人數超過十人，由總金額除

以總申請人數為每人實領獎勵金額。 
第 4 條 （申請資格與條件限制） 

Ⅰ 
Ⅱ 
Ⅲ 
Ⅳ 
Ⅴ 

申請者需入會滿一年以上，且該年度業已繳交會費。 
申請者論文需為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相關主題。 
申請者需為該發表論文第一作者。 
會員核發獎勵次數每一年僅以一次為限。 
入會期間該會員之素行未損及本會聲譽。 

第 5 條 （會議範圍） 
Ⅰ 
Ⅱ 
Ⅲ 

在本國舉辦國際學術會議，恕不符合此獎勵辦法。 
與會國家含地主國至少在三國（含）以上。 
會期必須兩日（含）以上。 

第 6 條 （檢附文件） 
Ⅰ 會員需於會議舉辦前一個月內提出，申請時，請檢附下列文件： 

一、會員在職證明。 
二、填寫「會員出席國外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獎勵申請表」（如附件一）。 
三、會議主辦單位正式邀請函影本或其他證明文件。 
四、大會回覆繳交會議註冊費影印本。 
五、英文論文摘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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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會員需於會議舉辦後一個月內，提交下列文件向本會申請核發獎勵金： 
一、國際會議出席證明書影本。 
二、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證明書影本。 
三、國際會議手冊封面影本。 
四、國際會議手冊詳列報告人姓名、發表題目與日期等內容影本。 

第 7 條 （申請期限與資格審查程序）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符合資格者請於會議舉辦前一個月內向本會提出申請，並在會議舉辦後一個月內提

交檢附文件向本會申請核發獎勵金，逾期概不受理。 
由祕書處彙整符合申請資格者至學術委員會初審，再提交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核通過

後，才符合得獎資格。 
由祕書處將符合得獎資格會員名單列入該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由理事長於會員代表大會頒發獎狀及獎勵金。本獎勵金僅限在年度會員代表大會由

本人出席領取，如逾時未出席完成領獎程序者，視同得獎者放棄得獎資格。 
得獎者如因天災或不可抗力之因素，導致無法出席領獎，需於年度會員代表大會日

後二個月內，備妥複審書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送交本會權益促進暨法律諮詢委員

會審核回復領獎資格，並將於 1 個月內審核完畢公告結果，並列入理監事會議紀錄。 
確定放棄得獎資格者，由本會以適當之方式公告，並列入理監事會議記錄。 

第 8 條 本辦法由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自公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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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出席國外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獎勵申請表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會員資料 
會員編號  中文姓名  
身分證號  英文姓名  
地址  
電話(O)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手機  入會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E-MAIL  
服務機構  科別  
服務地址  

國際會議 

論文題目  

會議名稱  
主辦單位  會議地點  
會議期間 民國   年  月  日至  月  日 
發表方式 □口頭論文 獎勵金額 □壹仟伍佰元整  □其他金額： 

評選審查委員會 

審
核
標
準 

□已符合審查標準：獎狀及獎勵金＿＿＿＿＿元整。 
□未符合審查標準 

審
核
文
件 

會議舉辦前一個月內 會議舉辦後一個月內 
申請期限內：□符合  □不符合 申請期限內：□符合  □不符合 
□1、在職證明 □1、國際會議出席證明書影本 
□2、會議主辦單位正式邀請函影本 □2、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證明書影本 
□3、大會回覆繳交會議註冊費影印本 □3、國際會議手冊封面影本 

□4、英文論文摘要 □4、國際會議手冊詳列報告人姓名、發表題目

與日期等內容影本 
□5、其他： □5、入會滿 1 年以上，且該年度業已繳交會費 

祕書處 學術委員會 常務監事 理事長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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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出席國外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獎勵金複審書 
複審期限為年度會員代表大會日後二個月內。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會員資料 
會員編號  中文姓名  
身分證號  英文姓名  
地址  
電話(O)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手機  入會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E-MAIL  
服務機構  科別  
服務地址  

國際會議 

論文題目  

會議名稱  
主辦單位  會議地點  
會議期間 民國   年  月  日至  月  日 
發表方式 □口頭論文 獎勵金額 □壹仟伍佰元整  □其他金額： 

複審委員會 

複
審
標
準 

□代理人： 
□請求事項：回復領取獎狀及獎勵金＿＿＿＿＿元整。 
□事實： 

佐
證 

□1、天災事由及佐證： 
□2、不可抗力事由及佐證： 

□3、其他： 

祕書處 權益促進暨法律諮詢委員會 常務監事 理事長 
    

 複審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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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子女學業優良獎學金申請辦法 
1、中華民國 105年 5月 21日經第 2屆第 5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制定全文共 7條；並自 105年 5月 21日公布施行。 

2、中華民國 105年 9月 3日經第 2屆第 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修訂第 3、5、6條文；並自 105年 9月 3日公布施行。 

3、中華民國 106年 2月 18日經第 2屆第 8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修訂第 6條文；並自 106年 2月 18日公布施行。 

4、中華民國 107年 8月 5日經第 3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修訂名稱及全文共 7條，並自公布日施行（原名稱：會員子女就讀國小

及國中成績優異獎學金申請辦法；新名稱：會員子女學業優良獎學金申請辦法）。 
條號  條文內容  

第 1 條 （主旨） 
 為獎勵會員子女於國小至大學就學期間勤奮向上，以及在校期間積極進取的學習態

度，特訂定「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會員子女學業優良獎學金申請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 
第 2 條 （獎勵對象） 
 本會有效資格會員之子女。 
第 3 條 （獎勵種類與金額） 

Ⅰ 
Ⅱ 
Ⅲ 
Ⅳ 
Ⅴ 

國小：每一學年度擇優五名，獎學金每名壹仟元整。 
國中：每一學年度擇優五名，獎學金每名壹仟元整。 
專科、高職、高中：每一學年度擇優五名，獎學金每名壹仟五佰元整。 
大學：每一學年度擇優五名，獎學金每名貳仟元整。 
當年度各類科不足額之人數得經學術委員會同意互相流用，但總人數不得超過二十

名。 
第 4 條 （申請資格與條件限制）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申請者需入會滿一年以上，且該年度業已繳交會費。 
會員之一親等直系血親卑親屬，且就讀臺中市行政區域內之學校者。 
申請國小獎學金者，學年總成績平均需達九十五分以上，且各科成績及格。 
申請國中以上至大學獎學金者，學年總成績平均需達九十分以上，且各科成績及格。 
每位會員子女在國小、國中、高中、高職、專科、大學學制期間，其核發次數各僅

以一次為限。 
入會年間該會員之素行未損及本會聲譽。 

第 5 條 （檢附文件） 
Ⅰ 
Ⅱ 

填寫「會員子女學業優良獎學金申請表」（如附件一）。 
檢附會員子女當年度上、下學期成績單。 

第 6 條 （申請期限與資格審查程序） 
Ⅰ 
Ⅱ 

 
 
 

Ⅲ 
 

Ⅳ 

申請期間為每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止，逾期概不受理。 
該校如以「等第」為成績者，採取中位數為計算基準，如優等 90 分以上至 100 分，

取中位數 95 分；甲等 80 分以上未滿 90 分，取 85 分；乙等 70 分以上未滿 80 分，

取 75 分；丙等 60 分以上未滿 70 分，取 65 分；丁等未滿 60 分，取 55 分，以此

類推，並作總科目之平均值估算。 
當年度各類符合申請資格人數如超過五名，則以總成績排序；如有同分者，依據其

提交申請時間先後排序。 
由祕書處彙整符合申請資格者至學術委員會初審，再提交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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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Ⅵ 
 
 
 

Ⅶ 

後，才符合得獎資格。並經祕書處將符合得獎資格會員名單列入該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記錄。 
由理事長擇定公開頒獎日期頒發獎狀及獎學金。公開頒獎當日敬請會員陪同子女出

席領取，如逾時未出席完成領獎程序者，視同得獎者放棄得獎資格。 
會員如因天災或不可抗力之因素，導致無法出席領獎，需於公開頒獎當日後二個月

內，備妥複審書（如附件二）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送交本會權益促進暨法律諮詢

委員會審核回復領獎資格，將於 1 個月內審核完畢公告結果，並列入理監事會議紀

錄。 
確定放棄得獎資格者，由本會以適當之方式公告，並列入理監事會議記錄，且不記

入「核發次數以一次為限」之限制，該會員仍得於子女在學期間另依資格條件提出

新的申請案。  
第 7 條 本辦法由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自公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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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子女學業優良獎學金申請表 
申請期限為每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截止。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會員資料 
會員編號  中文姓名  
身分證號  英文姓名  
地址  
電話 (O)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手機  入會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E-MAIL  
服務機構  科別  
服務地址  

子女就讀學校科系 
子女姓名  與本會會員之關係  
就讀學校  
就讀科系  

就讀學制 
與獎學金 

□國小，獎學金壹仟元整（五名）。 
□國中，獎學金壹仟元整（五名）。 
□專科、高職、高中，獎學金壹仟五 
佰元整（五名）。 
□大學，獎學金貳仟元整（五名）。 

上學期成績  

下學期成績  

「等第成績」，採計中位數為計算基準，如優等 90 至 100 分，取中位數 95 分；甲等

80 至 90 分，取 85 分；乙等 70 至 80 分，取 75 分；丙等 60 至 70 分，取 65 分；丁

等未滿 60 分，取 55 分，以此類推，並作總科目之平均值估算。 
總平均成績  

評選審查委員會 

審
核
標
準 

□已符合審查標準：獎學金          元整。 
□未符合審查標準。 

審
核
文
件 

□1、會員入會滿 1 年以上，且該年度業已繳交會費。 
□2、會員之一親等直系血親卑親屬，且就讀臺中市行政區域內之學校者。 
□3、上、下學期成績單各一份。 
□4、國小成績平均 95 分以上、國中以上至大學成績平均 90 分以上，且各科及格。 
□5、其他： 

祕書處 學術委員會 常務監事 理事長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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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子女學業優良獎學金複審書 
複審期限為公開頒獎當日後二個月內。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會員資料 
會員編號  中文姓名  
身分證號  英文姓名  
地址  
電話 (O)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手機  入會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E-MAIL  
服務機構  科別  
服務地址  

子女就讀學校科系 
子女姓名  與本會會員之關係  
就讀學校  
就讀科系  

就讀學制 
與獎學金 

□國小，獎學金壹仟元整（五名）。 
□國中，獎學金壹仟元整（五名）。 
□專科、高職、高中，獎學金壹仟五 
佰元整（五名）。 
□大學，獎學金貳仟元整（五名）。 

上學期成績  

下學期成績  

「等第成績」，採計中位數為計算基準，如優等 90 至 100 分，取中位數 95 分；甲等

80 至 90 分，取 85 分；乙等 70 至 80 分，取 75 分；丙等 60 至 70 分，取 65 分；丁

等未滿 60 分，取 55 分，以此類推，並作總科目之平均值估算。 總平均成績  

複審委員會 

複
審
標
準 

□法定代理人或會員： 
□請求事項：回復領取獎學金            元整。 
□原因事實： 

佐
證 

□1、天災事由及佐證： 

□2、不可抗力事由及佐證： 
□3、其他： 

祕書處 權益促進暨法律諮詢委員會 常務監事 理事長 
    

複審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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