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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七屆第四次理監事會會議紀錄 
一、時間：107 年 12 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 6：30 

二、地點：醫事放射師會館(台北市大同區重慶北路二段 35 號 6樓之 1) 

三、主席：楊理事長邦宏 

四、出席：如簽到名冊 

五、列席：如簽到名冊 

六、記錄：呂欣倫 

七、司儀：林靖瀅 

八、主席報告：楊理事長邦宏 

1.本次提案眾多，稍後進行提案討論時請大家把握時間表達個人意見，俾利會議順利進行。 

2.上個月「臺北市二十大醫事團體聯誼餐會」本會由我及丁雲龍常務理事、高偉堯理事代表出

席，而會中得知本會承辦的時間為 110 年，屆時請提前討論前置作業及相關經費的預算編列。 

3.本次會員歲末望年會活動圓滿順利，再此特別感謝全體理監事的協助與幫忙。 

九、監事報告：魏常務監事淑圓代為報告(黃常務監事瑞明請假) 

建請權益委員會延續進行已簽約特約廠商的相關合約及持續開發特約廠商之家數以增進會員

福利，並完成公會特約廠商識別證件製作。 

十、主席指示事項辦理及歷次列管案件分辦情形(附件一，第 4頁)。 

十一、報告會務工作 

1.會員異動情形︰ 

107 年 11 月份︰入會人數 11 人、退會人數 7人、歇業人數 1人、停業 1人。 

目前會員人數 1456 人(不含歇業 15 位；停業 25 位；停權 10 位）。 

2.收支決算：如附件二、三、四(第 5頁至第 7頁)。 

3.收發函件： 

107.11.01-107.11.31 共收函 4件。 

107.11.01-107.11.31 共發函 2件。 

十二、監事會對理事會建議事項：(略) 

十三、各委員會報告 

(1)財務委員會【資訊財產管理委員】 

108 年度預算表如附件，請先參閱稍後進行提請討論。 

(2)學術委員會 

1.本年度最後一次繼續教育研討會課程已圓滿落幕，感謝大家的幫忙，今年因應各方面會員的

期許與建議辦了多元化的課程(如專業課程、品質、倫理/感染、輻射防護、師培教育..等)，

而邀請講師的過程中特別感謝理事長及學術委員的協助，順利完成每一次的任務。 

2.2019 台韓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會員代表大會時間謹訂於 108 年 4月 21 日(日)假臺北榮民總醫

院致德樓第一、第二會議室舉辦，歡迎各位先進提供學術寶貴意見，供本委員會參考。 

(3)編輯委員會 

未來的方針及宣導的事項等內容除學術內容外增刊內容如下： 

PET/MR介紹一頁、癌症介紹一頁、學術花絮一頁、活動花絮一頁、特約廠商一頁、福利義務

一頁(如獎助學金名額、申請日期，舉辦活動的場次，公會協助辦理的事項及必須親自辦理

的事項等宣導)。 

(4)公共關係委員會 

明年度相關自強活動行程時間，待下次理監事會議討論。 

(5)權益促進暨法規委員會 

1.本會特約商店新增宜蘭八甲休閒漁場，未來希望與基隆市與雲林縣醫事放射師公會..等結

合，一同為會員謀福利。 

2.上次常務理監事有提案會員婚慶祝賀與喪葬補助辦法，最後決議撤案，因本會團保補助已優



2 

於各公會喪葬補助辦法。 

(6)國際事務委員會 

韓方 2019 年四月來訪國際組工作分配與計畫： 

• 韓方目前第一天下午到達，有歡迎會以及下午茶時間。 
• 第二天開會，中午統一便當用餐，晚宴地點暫定陶園，遊覽車接送。 
• 第三天旅遊時間，待確認兩天一夜或一日遊。 
• 第四天下午返韓，飯店早餐供應，中午用餐待討論餐廳地點。 

十四、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人：楊邦宏 理事長

案  由： 呂理事坤木請辭案(附件五，第 8頁)，提請討論。 

說  明： 

一、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四十四條（辭職之決議准許） 
人民團體之理事長、常務理事、常務監事或理事、監事之辭職應以書面提出，
並分別經由理事會或監事會之決議，准其辭職，並於會員（會員代表）大會舉
行時提出報告。 
理事長、常務理事、常務監事、理事，監事辭職後，不得在原任期內再行當選
同一職務，經辭職之理事、監事，不得退為候補理事、候補監事；候補理事、
候補監事以書面放棄遞補者，不得保留其候補身分。 

二、本案業經 7-4 常務理監事會決議通過，因訪韓行程與會務推展克不容緩，請會
務處依照候補理事規定預先辦理，並請候補理事出席下一次理監事會。 

三、候補一蘇茂源放棄候補(如附件五，第 8頁)，故由候補二李正輝理事遞補。 
決  議： 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人：會務處

案  由： 本會 108 年度行事曆(附件六，第 9頁)，提請討論 

說  明： 本案業經 7-4 常務理監事會決議通過，並提至下次理監事會議討論。 

決  議： 通過。 

 

提案三 提案人：楊邦宏 理事長

案  由： 台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手機軟體 APP 應用程式開發案，提請討論建置。 

說  明： 

一、目前公會通訊公佈都需要寄送到每個會員身上，未來希望無紙化，公會以醫院
公文通知。 

二、台北市醫事放射師公會手機軟體 APP 應用程式開發需求表 
1.公播系統：公會所有活動訊息均可以通知(繼續教育、自強活動、優惠活動、

上課提醒等)，達到無紙化，減少每次活動通知郵資費用的浪費。 
2.會員報到系統:舉凡繼續教育活動、自強活動等簽到退系統的建立。 
3.會員學分查詢系統服務:會員可以透過此軟體查詢目前繼續教育學分多少，以

及輻射防護學分等。 
4.會員報名系統：繼續教育、自強活動之報名等。 
5.繼續教育活動即時互動系統：建立與 ZOOM 雲端視訊會議系統，舉凡未來會員
無法參加的實體課程上課時，可以在雲端上課，測驗後拿到學分。 

6.滿意度會饋系統建立:各個活動的回饋意見，對於公會建議事項等 
7.內建萬年曆功能、天氣、計算機等等生活小功能。 

三、本案業經 7-4 常務理監事會決議提至下次理監事會議討論。 
決  議： 同意未來目標要製作北市公會 APP 手機軟體，成立專案小組討論相關需求功能及費

用後再提理監事會議討論。（理事應到：25 人，實到：22 人，表決 17 票） 
 

提案四 提案人：財務委員會

案  由： 本會 108 年度預算表(附件七，第 10 頁)，提請討論。 



3 

說  明： 本案業經 7-4 常務理監事會決議通過，並提至下次理監事會議討論。 

決  議： 通過。 

 

提案五 提案人：會務處

案  由： 本會 108 年度會員代表紀念品品項、價錢、數量，提請討論。 

說  明： 

本案業經 7-4 常務理監事會決議通過： 
1.品項參考：禮券(全聯、7-11、郵政)、環保收納袋、活瓷杯(如會後有想法請提至

會務處)。 
2.價錢：新台幣 800 元整。 
3.數量：200 個(含會員代表、理監事、貴賓)。 

決  議： 1.品項：禮券。（理監事應到：32 人，實到：27 人，表決 14 票同意通過禮券，11
票同意禮品） 

2.價錢：新台幣 800 元整。 
3.數量：200 個(含會員代表、理監事、貴賓)。 

 

提案六 提案人：會務處

案  由： 建請延續已簽約特約廠商的相關合約及持續開發特約廠商之家數以增進會員福利，
並完成公會特約廠商識別證件製作，提請討論。 

說  明： 本案經由權益主委建議： 
方案一：以執業執照代替識別證件。 
方案二：製作 icash 客製化識別證$150/張*1500 張=$225,000(不含郵寄費) 
方案三：自己護貝簡易版$50/張*1500 張=$75,000(不含郵寄費) 

決  議： 以執業執照代替識別證件。（理事應到：25 人，實到：22 人，表決 21 票同意通過），
並請發文給全聯會統一全國特約商店，並製作全國會員識別證件。 

 

提案七 提案人：杜俊元 常務理事

案  由： 提請討論聘請專任法務諮詢律師事務所(附件八，第 11 頁至第 14 頁)。 

說  明： 本案業經 7-4 常務理監事會決議提至下次理監事會議討論。 

決  議： 通過。（理事應到：25 人，實到：22 人，表決 17 票同意通過） 

  

提案八 提案人：會務處

案  由： 7-3 理監事會同意製作夏天 POLO 衫和冬天夾克(附件九，第 15 頁至第 19 頁)，樣式
及報價提請討論。 

說  明： 本案業經 7-4 常務理監事會決議通過如附件。 
決  議： 通過如附件。 

 

提案九 提案人：編輯委員會

案  由： 修正雜誌刊登版面定價，提請討論。 

說  明： 因舊有的價格偏高，希望能修正價格將更能吸引廠商刊登以增加公會收入。 
版位 印色版面 尺寸 價格(修改前) 價格(修改後)

封面裡 
黑白 

菊十六開滿版 
30,000 10,000 

彩色 35,000 15,000 

封底裡 
黑白 

菊十六開滿版 
30,000 10,000 

彩色 35,000 15,000 

封底 
黑白 

菊十六開滿版 
40,000 20,000 

彩色 45,000 25,000 

內文 
黑白 

菊十六開滿版 
25,000 5,000 

彩色 30,000 8,000 
 

決  議： 通過。（理事應到：25 人，實到：22 人，表決 17 票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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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臨時動議 

臨時動議一 提案人：劉致康 常務理事

案  由： 2019 年四月韓方來訪旅遊地點(附件十，第 16 頁至第 19 頁)，提請討論。 

說  明： 目前選項有:日月潭兩天一夜、日月潭當天來回以及石門水庫/薑母島一日遊。 

決  議： 通過兩天一夜，行程報價待確認。 

十六、散會：下午 9時 
 

(附件一 )第七屆歷次會議決議事項及主席指示事項分辦情形  

列管 

案號 
案由及說明 提案人 

決議 

（含執行困難、原因或預定完成日期） 

處理

等級

建議 

事項 

107082

2002 

107 年度下半年自強活時

間、地點、行程，提請討

論。 

黃素貞 常

務理事 

7-3 理監事會決議： 

一、時間：107 年 10 月 14 日(星期日) （理事

應到：25 人，實到：18 人，表決 13 票同意通過）。 

二、地點：大鉛筆工廠+梅花湖一日遊（理事

應到：25 人，實到：18 人，表決 13 票同意通過）。 

三、人數：上限 200 名。 

四、費用：會員自付$100(會員預繳報報名費全

額$1,350，當天退費$1,250) 

E 

 

107082

2003 

本會歲末尾牙乙案，提請

討論。 

黃素貞 常

務理事 

7-3 理監事會決議： 

一、同意辦理歲末尾牙活動（理事應到：25 人，

實到：18 人，表決 14 票同意通過）。 

二、時間：107 年 12 月 15 日晚上（理事應到：

25 人，實到：18 人，表決 15 票同意通過）。 

三、地點：海霸王餐廳(中山店) （理、監事應

到：32 人，實到：23 人，表決 21 票同意通過）。 

其餘細節請相關委員籌劃。 

E 

 

107082

2004 

為使本會出席活動時理

監事服裝能一致性，是否

製作西裝外套一件或背

心、夾克，提請討論。 

會務處 

7-3 理監事會決議：同意製作夏天 POLO 衫和冬

天夾克。 
B 

 

107082

2005 

提請同意修正本公會「理

監事赴韓參與首爾特別

市放射線士會年會輪值

辦法」，第四條。 

劉致康 常

務理事 

7-3 理監事會決議：通過，修正如附件。（理事

應到：25 人，實到：18 人，表決 18 票同意通過）。 
E 

 

107082

2006 

提請同意修正本公會「會

員代表公會出席首爾_國

際會議論文發表遴選辦

法」，第五條之註二。 

劉致康 常

務理事 

7-3 理監事會決議：通過，修正如附件。（理事

應到：25 人，實到：18 人，表決 18 票同意通過）。 
E 

 

107082

2007 

本會財產編號 26 數位相

機已壞並已達報廢年限

(8 年)，提請報廢。 

會務處 

7-3 理監事會決議：通過。 

E 

 

107082

2008 

請落實理監事赴韓參與

首爾特別市放射線士會

年會輪值辦法第二條。 

劉致康 常

務理事 

7-3 理監事會決議：通過。 

E 

 

  A、依案執行：請註明完成日期或執行起始日期及執行週期。 

B、正依案執行：請註明預定完成日期。 

C、計劃執行：請註明計劃辦理年度或完成評估期限。 

D、無法執行：請說明無法執行之具體理由。 

E、依案執行：自行列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