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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七屆第五次理監事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108 年 3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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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席：楊理事長邦宏 

四、出席：理事 23 人、監事 7人 

五、列席：總幹事吳東信 

六、記錄：林靖瀅 

七、主席報告：楊理事長邦宏 

各位理監事大家晚安。謝謝大家忙錄於醫院之於還撥空前來參加會議，討論公會的會務事宜。

日前剛由韓國學術交流返臺，此次發表的會員皆有良好的表現(台風、英文發音…等)；也感

謝這次出團的理監事，每個環節盡力的協助幫忙。再者感謝前後任的國際主任委員努力的將

國際事務相關事宜拓展且有能見度。因今晚提案較多，故直接進行議題討論，謝謝。 

八、監事報告：黃常務監事瑞明 

理事長、各位理監事大家晚安。監事報告詳如監事會對理事會的建議事項，謝謝。 

九、主席指示事項辦理及歷次列管案件分辦情形(如附件一，第 8頁)。 

十、報告會務工作 

1.會員異動情形︰ 

108 年 2 月份︰入會人數 9人、退會人數 7人、歇業人數 1人。目前會員人數 1463 人 

(不含歇業 14 位；停業 21 位；停權 10 位）。 

2.收支決算：如附件二、三、四(第 9頁至第 11 頁)。 

3.收發函件： 

108.02.01-108.02.28 共收函 3件。 

108.02.01-108.02.28 共發函 1件。 

十一、監事會對理事會建議事項： 

1.「北市醫放」雜誌希望以後出刊前應備加留意內容的校對，避免再有相同的錯誤。 

2.投稿「北市醫放」雜誌之文稿格式應當落實符合本會規定。 

十二、各委員會報告 

(1) 財務委員會【資訊財產管理委員】 

理事長、總幹事、常務監事、各理監事，大家好。附件三至附件四；第 8頁至第 10

頁請大家看一下報表。再來 4月份是公會的大會，再請各組委員會能列出花費之項目， 

日月潭二日遊的部分屬旅行社報價，再請大家詳閱一下。 

(2) 學術委員會 

理事長、總幹事、各理監事，大家好。幾點任務報告： 

1. 4 月 21 日(日)大會的研討會相關，感謝各理監事的幫忙邀稿；故有達到預期的理想。

目前英文的口頭發表有 10 篇、中文的口頭發表有 15 篇、壁報發表有 12 篇。 

2. 於提案三要討論大會的時程表，等等再請大家討論。 

以上報告，謝謝大家。 

(3) 編輯委員會 

理事長、總幹事、常務監事、各理監事，大家好。在此先跟大家抱歉，雜誌相關會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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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作業流程方式。今年的雜誌投稿尚有 2篇正在審稿中，再請大家踴躍投稿，謝謝。 

(4) 公共關係委員會 

理事長、總幹事、常務監事、各理監事，晚安。以下幾點報告： 

1. 本次大會於 4月 20 日至 4月 23 日，公關組將會全力的配合(接機安排以及外賓參訪

旅遊行程)。 

2. 二日遊的部分除理事長有任務編組外，還有常務理監事及本次赴韓交流的理監事，

預計最多人數是 32 人。 

3. 提案十一要討論今年第一次的自強活動，再請高偉堯理事等等說明，謝謝。 

(5) 權益促進暨法規委員會 

代表權益組杜主任委員報告：本次成功的簽約了首都大飯店，感謝總幹事及會務處的

幫忙，謝謝。 

(6) 國際事務委員會 

大家好，國際這部分稍後將有一些事情跟大家報告。上週是本屆第一次赴韓交

流，可算是圓滿成功，此次發表的會員非常有優良的表現，期許能繼續保持。大

會的所有相關流程及事宜，提案內將會進行討論，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謝謝。 

十三、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會務處 

案  由：107 年度收支決算表、現金收支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折舊目錄表、基金收支表、

年度工作報告、108 年工作計劃表(第 12 頁至第 23 頁，附件五)，提請討論。 

說  明：本案業經本會第 7-4 常務理監事會議通過。 

決  議：通 過。 

 

提案二                                                             提案人：會務處 

案  由：第七屆會員代表名單(第 24 頁至第 27 頁，附件六)，提請確認。 

說  明：1.依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第 4條「人民團體應建立會員(會員代表)資料，隨時辦

理異動登記，並由理事會召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十五日前審定會員(會員代表)資

格，造具名冊，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檢附本會第七屆會員代表名單詳如(第 23 頁至

第 25 頁，附件六) 。 

2.依本會會員代表大會推選辦法第五條規定:會員代表出缺時，其缺額由候補會員代表遞

補，報理監事會議備查，其任期以補足當屆任期為限。 

3.往年如該院無候補會員名單時，其缺額由原屬醫院（所）補推選(行文至該院)，5人以

下單位，將候補訊息公告於網站上，如期限內無人登記遞補，將不遞補。 

4.本會會員代表選舉要點係屬內規，相關規範以理監事會議決議定義之。檢附截至 108

年 3 月 20 日止，本會第七屆會員代表退會或更換執業處名單如下表: 

姓名 前醫療院所 狀態 備註 

邱柏崴 博仁醫院 更換執業處，無候補名單(無退會) 行文至該醫院

游絢文 北投健康管理醫院 離職已退會，無候補名單(已退會) 行文至該醫院

張寶枝 歇業(5人以下單位,並他單位共同選舉) 無候補名單，(已退會) 公告網站一週

決  議：通過，如說明段並會員代表名冊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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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人：會務處 

案  由：本會第七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暨 2019 國際學術研討會時程表(附件七、第 28 頁)，提

請討論。 

說  明：如案由。 

決  議：通過。 
 

提案四                                                                提案人：會務處 

案  由：第七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工作人員分配表及陪訪出席一覽表(第 29 頁至第 30 頁，附件

八)，提請討論。 

說  明：如案由。 

決  議：通過，內容如附件。 
 

提案五                                                                 提案人：會務處 

案  由：本會補助會員報名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ICBHI)2019 年「生物醫學和健康資訊國際

研討會」報名費(第 31 頁至第 32 頁，附件九)，提請討論。 

說  明：一、本次註冊價格：新台幣 4,500 元整，本會補助：新台幣 2,250 元整 

二、申請此補助發表者，必須以本會名義 

三、需出具參加證明或發表之相關文件 

四、本次申請人員：蔣筱玲、陳孟琪 

五、本案業經本會第 7-4 常務理監事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理事應到：25 人，實到：23 人，表決 21 票同意通過）。 
 

提案六                                                                提案人：會務處 

案  由： 106 學年度會員子女獎助學金申請(如下表)，提請審核。 

說  明：一、主旨：台北市放射師公會（以下簡稱為本會）為輔導本會會員，獎勵其子女申請獎

學金之辦法。 

二、獎勵種類：本會會員及其配偶直系子女就讀於國中、高中（職）或大專院校。其前學

年度上下學期成績總平均均八十分以上，以成績排序，擇優錄取。 

◎每學年頒發乙次，大專院校、高中（職）、國中生等各 5名。 

◎大專院校生新台幣 1,500 元，高中（職）新台幣 1,000 元，國中生新台幣 500 元及

獎狀一張（或獎品一份）。 

三、準備文件： 

◎申請表一份。 

◎成績單一份（影印本應補蓋學校章）。 

◎學生證影本一份。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一份或戶口名簿影本一份。 

◎五專一、二、三年級視為高中組，四、五年級為大專組。 

◎優等：90 分以上至 100 分者  甲等：80 分以上，未滿 90 分者 

四、本案業經本會第 7-4 常務理監事會議通過。 

國中組：計 4 名，頒發新台幣 500 元及獎狀一張。(總名額：5名) 

編號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子女姓名 就讀學校 學期總成績 操行成績 請領次數 檢附成績單 

1 0643 張家鴻 張凱勛 麗山國中 
上：甲×5 優×4 
下：甲×6 優×3 

無 第 1次 106 學年度第上下學期

2 0483 謝金宏 謝采臻 明湖國中 
上：91.1 
下：90.83 

無 第 1 次 106 學年度第上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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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483 謝金宏 謝采璇 明湖國中 
上：90.14 
下：88.39 

無 第 1 次 106 學年度第上下學期

4 0305 陳霆霖 陳宥任 東山國中 
上：甲×10 優×5
下：甲×11 優×3

無 第 1次 106 學年度第上下學期

大學組：計 5 名，頒發新台幣 1,500 元。(總名額：5名) 

編號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子女姓名 就讀學校 學期總成績 操行成績 請領次數 檢附成績單 

1 0311 麥良銘 麥馨元 
台北醫學 

大學 

上：87.67 
下：88.56 

無 第 2 次 106 學年度第上下學期

2 0292 陳淑敏 駱辰嘉 長庚大學 
上：87.37 
下：85.79 

上：87 

下：85 
第 1 次 106 學年度第上下學期

3 0245 許秀鳳 黎萱 世新大學 
上：93 
下：86.8 

上：甲 

下：甲 
第 2次 106 學年度第上下學期

4 0217 張武明 張育誠 
國立臺北 

科技大學 

上：83.7 
下：85.1 

上：83 

下：87 
第 1 次 106 學年度第上下學期

5 0217 張武明 張育維 
國立中央 

大學 

上：87.76 
下：80.64 

上：85 

下：86 
第 1 次 106 學年度第上下學期

決  議：通過。 
 

提案七                                                                 提案人：會務處 

案  由：106 學年會員在職進修獎助學金申請（如下表），提請審核。 

說  明：一、主旨：本會為鼓勵會員在職進修，且需參與本身工作(職務)性質相關之碩士、博士

班之在職進修者，給予適度獎助學金之獎勵，特訂定此辦法。 

二、獎勵種類： 

1.碩士班之在職進修者，給予獎助學金叁仟元整(入會滿三年)，並刊登於會刊表揚以茲獎

勵；每年限額八人，2次為限。 

2.博士班之在職進修者，給予獎助學金伍仟元整(入會滿三年)，並刊登於會刊大會表揚以

茲獎勵；每年限額四人，3次為限。 

◎該年度需已繳會費。 

◎該年度（上下學期）學科成績平均均分數八十分以上，予以申請。 

◎入會年間該會員之素行未損及本會之聲譽。 

◎A+：積分 4.3(分數區間 90-100)  A：積分 4.0(分數區間 85-89)  A-：積分 

3.7(分數區間 80-84) 

三、準備文件： 

1.該年度需已繳會費。 

2.該年度（上下學期）學科成績平均分數八十分以上，予以申請。 

3.入會年間該會員之素行未損及本會之聲譽。 

4.申請獎學金者，需符合上述規定，以書面通訊申請。 

5.申請獎學金者，需備學生証明、成績單及在職證明資料予以審核。 

四、本案業經本會第 7-4 常務理監事會議通過。 

碩士班：計 2 名，頒發新台幣 3,000 元。(總名額：8名) 

編號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就讀學校 學期總成績 請領次數 檢附成績單 

1 2010 洪鵬翔 臺北醫學大學 
上：85.58 

下：87.50 
第 1 次 106 學年度第上下學期 

2 0267 陳至豪 國立陽明大學 
上：87.2 

下：88.8 
第 1 次 106 學年度第上下學期 

決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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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八                                                               提案人：會務處 

案  由：107 年會員國際會議及發表論文申請，提請審核。 

說  明：一、主旨：為鼓勵優秀會員代表本會參與國際性放射科學會議或交流活動以及提升本國

放射師參與國際性放射科學之學術研討，發表優質論文，給予肯定與佩服，訂定輔助

辦法以茲獎勵。 

二、獎勵種類：國際學術論文發表之獎勵，得可申請獎勵金新臺幣伍千元(每年限額五名)。 

三、申請辦法： 

1.出國前應先書面申請註 (未事前申請者無效)。 

2.凡申請該項之獎助(勵)金，則必須以本會及服務單位名義參加。 

3.申請時需出具會員資料、參加證明或發表論文之相關文件。 

4.國際學術論文發表每年限額五名，如申請名額已滿，審核先後順序為：國際性雜誌論文 

(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口頭論文報告、壁報發表；且該年度每人以申請一次為限。 

5.茲領獎助(勵)金者，得於會員代表大會發表論文或心得報告。 

四、本案業經本會第 7-4 常務理監事會議通過。 

發表論文：計 5名，頒發新台幣 5,000 元。(總名額：5 名) 

編號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服務單位 請領次數 參加國家及地點 起迄日期 

1 1336 湯韻璇 新光醫院 1 德國 柏林 107/06/20~107/06/23 

2 2813 姜振豪 臺北榮民總醫院 1 韓國 首爾 107/10/25~107/10/28 

3 0499 魏文祺 臺北榮民總醫院 1 德國 杜賽道夫 107/10/13~107/10/17 

4 0186 范源洪 臺北榮民總醫院 1 印尼 峇厘島 107/10/18~107/10/20 

5 0629 張秀寧 臺北榮民總醫院 1 韓國 首爾 107/10/26~107/10/28 

決  議：通過。  
 
提案九                                                                 提案人：會務處 

案  由：107 年度傑出/資深醫事放射師(士)推薦申請，提請審核。 

說  明：一、主旨：獎勵本會會員，以提昇醫事放射師專業形象、樹立會員之楷模。 

二、獎勵方式：獎牌乙面。 

三、資深醫事放射師(士)申請辦法： 

1.截至每年12月31日止限於(台北市)服務年資滿30、35、40、45年(含)之資深放射師(士)。 

2.被提名者需為在職身份。 

3.資深放射師(士)之提名由各醫院、醫事放射所提報，不限名額，凡符合提名資格

者皆可接受表揚；當年退休者得由本公會代為提名。 

四、本案業經本會第 7-4 常務理監事會議通過。 

傑出/資深醫事放射師(士)：計 2名，頒發獎牌乙面 

編號 會員編號 
會員 

姓名 
服務單位 請領次數 請領年資 職稱 服務時間 

1 0227 張欽永 三軍總醫院 1 40 醫事放射師 68 年 7 月起迄今

2 0154 林新禧 三軍總醫院 1 40 醫事放射師 65 年 9 月起迄今

決  議：通過。 
 
提案十                                                               提案人：會務處 

案  由：2018 年台韓國際學術研討會優秀論文得獎名單（附件十，第33頁），提請討論。 

說  明：一、主旨：為鼓勵會員參與本會舉辦之國際會議發表論文，經由評審評分後後榮獲外文

組前三名、中文組及壁報組各前二名者，給予適度獎勵金之獎勵，特訂定此辦法。 

二、獎勵方式：榮獲外文組前三名者；給予第一名獎勵金伍仟元整及獎狀、第二名四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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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及獎狀、第三名三仟元整及獎狀。中文組及壁報組各前二名者；給予第一名獎

勵金伍仟元整，第二名四仟元整。 

三、本案業經本會第 7-4 常務理監事會議通過。 

四、名單如下：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人：公共關係委員會 

案  由：本年度第一次自強活動日期、報價、內容，提請討論。 

說  明：一、(A 方案爬山活動/保險$30＋禮卷或現金$500＋摸彩$200，共$730 元) 

09:00 在劍潭捷運站集合簽到 

09:10 步行至登山口 

09:15～11:00 步行至老地方觀景平台 

11：00 請理事長致詞並且合照團體照且於老地方進行摸獎及發放禮卷或現金 500 元 

12：00 活動圓滿完成解散下山 

13：30 回到劍潭站準備回溫暖的家 

 

二、(B 方案爬山活動/保險$30＋摸彩$200＋用餐$770，共$1,000 元) 

08:00 在劍潭捷運站集合簽到 

08:10 步行至登山口 

08:15～10:00 步行至老地方觀景平台 

10：00 請理事長致詞並且合照團體照且於老地方進行摸獎（發放禮卷改成用中餐） 

11：00 活動圓滿完成解散下山 

12：30 回到劍潭站附近的台南海鮮餐廳進行用餐(每桌$7,000＋10％) 

 

三、(雨天備案/保險$30＋一個人保齡球3局每局$90+租鞋$30＋一個人禮券或者現金$500

共$830，圓山保齡球館) 

四、活動日期訂於 108 年 6 月 23 日(星期日)或 108 年 6 月 30 日(星期日)。 

五、活動日期及方案皆為二選一。 
 

決  議：延議，待此活動細節及其他條件規劃完整後再於下次會期討論。 

十四、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                                                     提案人：公共關係委員會 

案  由：108 年度自強活動，提請討論。 

說  明：一、電影欣賞。 

二、日期依電影檔期決定(可於 6月或 7月) 

決  議：通過（理事應到：25 人，實到：23 人，表決 18 票同意通過）。 

 

 

外文組 姓名 分數 中文組 姓名 分數 壁報組 姓名 分數 

第一名 蘇茂源 97.5 第一名 林裕祥 86 第一名 謝祥威 91.5 

第二名 許敦韋 94.5 第二名 羅怡菁 85.5 第二名 李元皓 90.8 

第三名 黃筱琪 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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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二                                                        提案人：李正輝理事 

案  由：建請增加本會「參加國際會議及發表論文之經費輔助辦法」補助名額，提請討論。 

說  明： 

參加國際會議及發表論文之經費輔助辦法 

原辦法條文 修正辦法條文 說明 

三、獎勵種類： 

2.海外國際學術論文發表 
之獎勵，得可申請獎勵
金新臺幣五千元(每年
限額五名) 

三、獎勵種類： 

2.海外國際學術論文發表
之獎勵，得可申請獎勵
金新臺幣五千元(每年
限額十名) 

107 年度本會會員申請出國發
表論文補貼人數已達每年五人
之上限，說明此一補助措施確
實可達到鼓勵會員精進專業能
力之目的，為進一步鼓勵更多
優秀會員出國發表，建議 
提高補助名額 

本辦法由財務委員會編入預
算，報請理監事會通過後實施 

本辦法由財務委員會編入預
算，報請理監事會通過後實施

同參加國際會議及發表論文之
經費輔助辦法 

決  議：延議，請國際組於下次會期時提出此辦法的修正內容後(如：名額、獎勵金額、口頭/ 

壁報是否分開獎勵…等)，再行討論（理事應到：25人，實到：23人，表決19票同意通過）。 
 

臨時動議三                                                        提案人：王文姬理事 

案  由：本會之歷年結餘款(基金)應如何妥善規劃運用，提請討論。 

說  明：如案由。 

決  議：共識以購置會館為前提，完成社團法人登記及相關說帖並宣達給會員購買會館的優點 

然後成立購置會管委員會（理事應到：25人，實到：23人，表決19票同意通過）。第七屆

購置會館委員會名單楊邦宏理事長、黃瑞明常務監事、陳素秋主任委員(財務委員會)、

杜俊元主任委員(權益促進委員會)、吳東信總幹事。 

 

十五、主席指示事項 

十六、散會：21 點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