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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工作報告 

 

時間   項目 

111/01/01  各類所得稅結報(1/1~1/31) 

111/01/01   做年度收支表(110/01/01~110/12/31)  

111/01/12   (中區月會) 主辦: 台中榮民總醫院 地點: 台中榮民總醫院-核醫科 

111/01/15   (南區月會) 主辦: 成大醫院 地點: 成大醫院核醫科會議室 

111/01/22   召開第九屆第 13次理事、第 10次監事會議 

111/01/26    111 年度第 1 次修正核子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認定合格名單、資格效期及訓練 

             容量申請 

111/03/08   (雲嘉區月會) 主辦:嘉義基督教醫院 地點: 嘉義基督教醫院 B棟 9樓第一會議室 

111/03/19   (北區月會) 主辦: 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地點: 台北長庚紀念醫院中醫門診暨早療 

中心 B1會議室 

111/03/26   (南區月會) 主辦: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地點: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核子醫學部 

111/04/13   (中區月會) 主辦:台中榮民總醫院 地點:台中榮民總醫院-核醫科 

111/04/16   Precision medicine and progress in advanced DTC management 

111/04/23   召開第九屆第 14 次理事、第 11 次監事會議 

111/05/01   機關團體結算申報(5/1~5/31) 

111/05/10   (雲嘉區月會) 主辦: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地點: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B1 核醫科討論室 

111/05/14   (北區月會) 主辦:羅東博愛醫院 地點: 羅東博愛醫院住院大樓視聽室 

111/05/18   (中區月會) 主辦: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地點: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核醫科會議室 

111/05/21   (南區月會) 主辦: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地點: 採 Google Meet 線上視訊會議 

111/06/09   111 年度第 2次修正核子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認定合格名單、資格效期及訓練 

            容量申請 

111/06/17   (中區月會) 主辦:中山醫大附設醫院 地點:中山醫大附設醫院核醫科 

111/06/17   公告:中華民國核醫學學會 111 年核子醫學科專科醫師甄審簡章 

111/06/18   2022 年台灣核醫心臟神經國際研討會暨北區月會 

111/06/30   111 年度專科醫師訓練計劃認定計畫勞務採購議價 

111/07/09   召開第九屆第 15 次理事、第 12 次監事會議 

111/07/13   (中區月會) 主辦:童綜合醫院 地點:童綜合醫院核醫科 

111/07/16   110 年容額-住院醫師名單登入醫事師管理系統並行文衛福部 

111/07/28   111 年各醫院容額數登入醫事師管理系統 

111/08/01   第一年住院醫師考試公告 

111/08/13   核醫藥物實務線上會議 

111/08/17   (中區月會) 主辦:台中榮民總醫院 地點:台中榮總核醫科 

111/08/20-8/28  2022 核子醫學基礎科技及新藥發展教育進修與人才培育 

111/09/03   18F-Florbetaben (FBB) 類澱粉蛋白正子造影學術研討會暨影像工作坊  



111/09/13   (雲嘉區月會) 主辦:聖馬爾定醫院 地點:聖馬爾定核醫科 

111/09/17   (北區月會) 主辦:台北馬偕醫院 地點:台北馬偕核醫科 

111/09/17   (南區月會) 主辦:高雄榮民總醫院 地點:高雄榮民總醫院核醫科 

111/09/30   年中收支表(111/9/30)(會員大會手冊) 

111/10/01   (北區月會) 主辦:台大醫院 地點:台大醫院癌醫中心 

111/10/12   (中區月會) 主辦: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地點: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核醫科會議室

111/10/15   (北區月會) 主辦:雙和醫院 地點:雙和醫院核醫科 

111/10/15   專科醫師甄試筆試 地點:台大醫院 2樓核醫部會議室 

111/10/29   專科醫師甄試口試 地點: 三軍總醫院醫療大樓 B1 臨床技能訓練及測驗中心 OSCE 

111/11/01   111 年度「核子醫學專科醫師甄審」初審合格名冊登錄、函文衛福部審查並核發專科 

            醫師證書 

111/11/12   第一年住院醫師考試(含 110 年未參加考試者) 

111/11/25   2022 年會會員大會會議記錄、第十屆理監事改選結果、修章對照表、工作報告、工作 

            計畫、預算表函文內政部 

111/11/30   專科醫師訓練計劃結案報告送交衛福部、繳納 407 營業稅(11/30 前)函文衛福部 

111/12/05   規劃 112 年度核子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認定事宜 

111/12/13   (雲嘉區月會) 主辦:雲林台大 地點:雲林台大核醫科  

111/12/14   (中區核醫月會) 主辦:彰化基督教醫院 地點:彰化基督教醫院核醫科 

111/12/17   (北區月會) 主辦:台北慈濟醫院 地點:台北慈濟核醫科 

111/12/17   (南區月會) 主辦:永康奇美醫院 地點:永康奇美核醫科 

  

 
 
 
 
 
 

 

 

 

 

 

 



112 年度工作計畫 
 

一月   各類所得稅申報(1/1~1/31) 

        112 年度專科醫師訓練計畫認定工作計畫招標書及經費報價表報衛福部 

        112 年度核子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認定事宜公告 

        醫師繼續教育積分審查登錄 

二月   進行會員繳費狀況及資格普查 

        醫師繼續教育積分審查登錄    

三月    核子醫學暨分子影像學雜誌第 36卷第一期出刊  

籌備 2023 年神經、心臟學術研討會 

醫師繼續教育積分審查登錄  

四月  接受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認定書面申請  

     核子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計畫認定條文修改提報 RRC 五分組會議 

醫師繼續教育積分審查登錄  

五月  機關團體結算申報 (5/1~5/31) 

112 年度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認定書面審查(初審)  

舉辦 2023 年神經、心臟學術研討會 

112 年專科醫師證書展延公告 

醫師繼續教育積分審查登錄  

六月  核子醫學暨分子影像學雜誌第 36 卷第二期出刊 

     籌備 2023 核醫年會 

年會論文投稿公告 

        112 年度住院醫師考試公告 

     112 年度專科醫師甄審簡章函文衛福部  

     112 年度專科醫師訓練計畫認定計畫議價 

醫師繼續教育積分審查登錄  

七月  111 年住院醫師名單登錄醫事司管理系統、函文衛福部 

112 年度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認定書面審查(複審) 

醫師繼續教育積分審查登錄  

八月  辦理 112 年專科醫師證書展延  

醫師繼續教育積分審查登錄  

九月  核子醫學暨分子影像學雜誌第 36 卷第三期出刊 

 醫師繼續教育積分審查登錄  

    召開 112年度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認定專家會議 

十月  辦理 112 年度專科醫師甄審作業，甄審成績函文衛福部 

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認定合格名單、認定結果函文衛福部 

醫師繼續教育積分審查登錄  

十一月  繳納 407 營業稅、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認定成果函文衛福部 

舉辦中華民國核醫學學會 2023 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辦理 112年度住院醫師考試  

醫師繼續教育積分審查登錄    

十二月  核子醫學暨分子影像學雜誌第 36 卷第四期出刊  

醫師繼續教育積分審查登錄 

規劃 113年度核子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認定事宜 

 
 

 

 

 

 

 

 

 

 

 

 

 

 

 

 

 

 

 

 

 

 

 

 

 

 



繼續教育積分 

北區                     會 議 名 稱 

111/01/12 111 年 1月中區核醫月會 

111/01/15 111 年 1月南區核醫月會 

111/01/15 2022(第七屆)中子捕獲治療研究學會年會暨第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111/03/08 111 年 3月雲嘉區核醫月會 

111/03/16 USP General Chapter <825> Impact on Nuclear Medicine Technology Practice and 

Radiation Protection Di 

111/03/19 2022 年 3月北區核醫月會 

111/03/26 2022 年 3月南區核醫月會 

111/04/13 2022 年 4月中區核醫月會 

111/04/16 Precision medicine and progress in advanced DTC management 

111/04/19 111 年度輻傷緊急醫療應變教育訓練課程 

111/04/20 和信 Radiation safety and medical issues of Lutathera 

111/05/10 2022 年 5月雲嘉核醫月會 

111/05/14 2022 年 5月北區核醫月會 

111/05/14 New Era of Neuroendocrine Tumor Management Lutathera Launch Symposium 

111/05/18 2022 年 5月中區核醫月會 

111/05/21 放射線醫學會_ASMRM 2022 

111/05/21 111 年 5月份南區核醫月會 

111/05/27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euro-Nuclear Medicine 神經核醫影像國際研討會 

111/05/28 台灣皮質醛酮症學會 111 年春季會暨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111/06/11 2022 年聯合會議—台灣神經內分泌腫瘤學會與中華民國核醫學學會 

111/06/12 2022 核醫藥物與分子影像發展應用研討會 0612 

111/06/17 111 年 6月份中區核醫月會 

111/06/18 2022 年台灣核醫心臟神經國際研討會 

111/07/13 111 年 7月份中區核醫月會 

111/07/16 核醫的精準治療：治療診斷學 

111/07/23 1 TAIWAN ADVANCED PROSTATE CANCER CONSENSUS CONFERENCE (APCCC) 

111/07/30 2 TAIWAN ADVANCED PROSTATE CANCER CONSENSUS CONFERENCE (APCCC) 

111/08/11 the Tremendous Progess in Nuclear Medicine: from Diagnosis, Therapy to Theranostics 

111/08/17 111 年 8月份中區核醫月會 

111/08/20 2022 核子醫學基礎科技及新藥發展教育進修與人才培育 

111/08/27 台灣內分泌外科醫學會 2022 夏季會暨會員大會 

111/09/03 18F-Florbetaben (FBB) 類澱粉蛋白正子造影學術研討會暨影像工作坊 

111/09/13 111 年 9月份雲嘉核醫月會 



111/09/17 111 年 9月份南區核醫月會 

111/09/17 111 年 9月份北區核醫月會 

111/09/21 111 年 9月份中區核醫月會 

111/10/01 核醫精準治療與輻防教育課程暨北區月會 

111/10/05 What’s new you need to know in treating Hypertension 2022? 

111/10/12 2022 年 10 月中區核醫月會 

111/10/14 非密封放射性場所輻射安全與關鍵群組的輻射劑量評估 

111/10/15 2022/10/15 Taiwan Bone Academy(線上直播) 

111/10/20 放射藥物生產與調劑操作注意事項與放射藥物運送 

111/10/22 2022 年台灣心臟立體放射手術治療 頑固性心室心搏過速國際學術研討會 

111/10/22 2022 磁振正子影像國際研討會 

111/10/23 111 年度 臺灣醫用迴旋加速器學會繼續教育 

111/11/12 中華民國核醫學學會 2022 核醫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111/11/12 「2022 台灣醫學週―台灣聯合醫學會學術演講會」暨「臺灣醫學會第 115 屆總會學術演講會」 

111/11/22 十一月雲嘉地區核醫月會 

111/12/16 核醫泌尿學討論會 

111/12/21 和信_111 年 5月-12 月學術活動 

 
 
 
 
 
 
 



 



 



 



 
 

 



中華民國核醫學學會 -- 學會組織章程 

中華民國核醫學學會章程

民國 76 年 3 月 8 日創立  

民國 78 年 10 月 28 日修訂 

民國 81 年 11 月 22 日修訂 

民國 83 年 11 月 19 日修訂 

民國 89 年 11 月  4 日修訂 

民國 98 年 10 月 17 日修訂 

民國109年 11月 26 日修訂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中華民國核醫學學會，英文名稱為 The Society of Nuclear Medicin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第二條 

本會旨在團結我國核醫醫師、醫技專業人員及核醫科技從業人員，致力於核醫學之基礎研究與 臨床

應用之發展推動，希冀經由教育、研究與核醫執業水準之提升，以及國際 合作與學術交流之增進， 

達成造福國人，貢獻人類福祉之目的。 

第三條 

本會會址設於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所在地。 

第二章 任務 

第四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提倡核醫學有關之基礎與應用研究及獎助核醫學有關人才。 

二、舉行核醫學有關基礎與應用學術講習與會議以及有關之教育訓練與講習。

三、刊行會誌、會報及其他有關核醫學資料。 

四、辦理有關核醫學專科醫師、核醫學科技及醫技專業人員之甄審事宜。

五、聯繫海外核醫學有關機構與學術團體，促進國際合作與學術交流。 

六、收集及交換國內外核醫學資料，提供有關從業人員參考。 

七、進行其他達成本會宗旨之各類事項。 

第三章 會員 

第五條 

本會會員分為普通會員、準會員、名譽會員及贊助會員四種。

一、 普通會員： 

甲. 凡在國內外醫學院畢業，領有中華民國醫師證書，并從事核醫臨床工作 三年以上，經普通會員二

人之推荐，得請求入會，經理事會審查合格通 過，得為本會普通會員(醫師)。 

乙. 凡在國內外大專以上學校畢業，有三年以上核醫有關科技工作經驗，由普通會員 二人之推荐， 經

理事會審查合格通過，得為本會普通會員(科技工作者)。 

丙. 凡在國內外大專以上學校畢業，有三年以上核醫醫技相關工作經驗，由普通會員二人 之推荐， 



經理事會審查合格通過，得為本會普通會員(醫技工作者)。

二、名譽會員： 

凡對核醫學事業或學術有特殊貢獻者，得由理事會推荐，經會員大會通過，得為本會名譽會員。

三、贊助會員： 

凡贊同本會且予贊助之個人或團體，由理事二人介紹，經理事會通過，得為本會贊助會員。

四、準會員： 

末符一、甲，乙，丙規定三年資歷之核醫工作人員，得為本會準會員。

第六條 

會員之義務。 

一、普通會員有遵守本會會章及決議案，擔任本會所推派之任務及繳納會費之義務。

二、贊助會員有遵守會章，執行議案及繳納會費之義務。 

第七條 

會員之權利。 

一、普通會員具有發言、表決、選舉、被選舉及其他應享之權利，並可參加本 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

及請求在本會會務範圍內可能之協助。 

二、名譽會員除享有普通會員應享之權利外，免繳會費及免費收閱本會會誌。 

三、名譽會員、準會員及贊助會員無表決、選舉及被選舉權，但享有其他應享之權 利并參加本會所

舉辦之各項活動。 

第八條 

凡有違反本會章程行為者，得由理、監事會提請會員大會分別予以警告或除名；經 查明屬實者得先

予以處理，再提會員大會追認。 

第四章 組織與職權 

第九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力機關，在會員大會閉幕期間，由理事會代行其職權，大會職權如下： 

一、訂定會章。 

二、選舉理、監事。

三、討論會務。 

第十條 

本會理、監事會組成與選舉辦法如下： 

一、本會理事會設理事二十五人，監事會設監事七人，候補理事八人，候補監事二人， 均由會員大

會票選之。 

二、理事互選七人為常務理事，由全體理事票選常務理事一人為理事長，理事長提名 醫師、醫技及

科技常務理事各一名為副理事長，經理事會通過後任命，襄助會務。 

三、本會設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 

四、本會之理監事任期為四年，連選得連任之。 

五、常務理、監事出缺時，由理、監事互選遞補。理監事出缺時，由候補理、監事按 所得票數分別

依次遞補。 

六、理事長及副理事長任期為四年，不得連任。卸任之理事長得由本會聘為名譽理事長。

第十一條 

本會設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二人，由理事長提名，並視業務需要，由理事長提名 幹事二至三人， 

經理事會通過後聘任之。 



第十二條 

本會經理事會之決議，得設立各項委員會分掌會務，並報主管機關核備，其主任委員 及委員之人選， 由理事長

提名經理事會通過後聘任之。 

第十三條 

理事長綜理會務，負責執行大會或年會與理事會之決議，對外代表本會。

第十四條 

理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決議會務方針及重要事項。

二、執行大會或年會決議案。 

三、擬訂年度工作計劃及經費與決算。

四、審核會員入會與退會。 

五、其他有關事項。 

第十五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事會務之推行。 

二、審查預算、決算及監督本會財務。

三、調查並處理其他有關事項。 

第十六條 

本會理監事如有下列各款之一者應予解任： 

一、不得已事故經會員大會議決准其辭職者。

二、曠廢職務經會員大會議決令其退職者。 

三、職務上違反法令或其他不正當行為經會員大會議決令其退職者。

四、連續無故缺席二個會次者，視為自動辭職。 

第五章 會議 

第十七條 

會員大會或年會每年舉行一次，地點與時間由理事會決定；如遇特殊事故，經理事會之議決，得 延

期舉行或臨時召集之。 

第十八條 

常務理事會每月舉行一次，理事會每三個月舉行一次，但得酌情延期或召集 臨時會，由理事長決定

之，會議以出席過半數為法定人數。 

第十九條 

監事會每六個月召開一次，必要時得臨時召開。

第二十條 

理事長得為決定重要會務召集理監事聯席會議。 

第二十一條 

理事應出席理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不得委任出席。理事會議及監事會議得以視訊會議為

之，其理事、監事及各分委會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如涉及選舉、罷免事宜，不得採行

視訊會議。 

第二十二條 

視訊會議簽到方式，可資佐證出席人員出席即可，且仍應製作會議紀錄，並載明該次會議係以視訊方

式辦理及出席理、監事之姓名。 

第六章 經費 

第二十三條 

本會經費來源如下： 

一、普通會員及準會員入會費新台幣伍佰元，常年會費新台幣壹仟貳佰元。



二、贊助會員補助支持。 

三、本會得接受特別捐款，其用途由理、監事會決定之。 

 四、基金之利息。 

五、補助費及其他收人。 

第二十四條 

本會經費之存支，經由理事會交由祕書長與分掌會計及出納之幹事會同辦理。

第二十五條 

凡會員二年不繳常年會費者，即予停止權利，但經補繳後，得恢復之。

第二十六條 

凡會員連續三年不繳常年會費者，得經理事會提報會員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二十七條 

本會經費於會員大會召開前一個月，編製報告書，送請監事會審核後公佈。

第二十八條 

本會解散或撤銷時，所有剩餘財產應依法處理，不得以任何方式歸屬個人或私人企業所有，應 歸屬

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所有。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九條 

本會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經理、監事會之決議，提出修正意見，或經會員四分 之一以上簽署，提

出修正意見，提交會員大會，經與會人員二分之一以上通過決 議修正之。 

第三十條 

本會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呈請內政部核准備案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