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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神經放射線醫學會 
【第九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民國一百零九年八月一日(星期六)18：00 

會議地點：台南南紡購物中心錦霞樓(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一段 368號 2樓) 

主 持 人 : 理  事  長  羅兆寶 

出    席 : 理      事  張豐基  林偉哲  黃浩輝  李國維  陳震宇  鄧木火  崔祐堃  蔡元雄 

           監      事  賴炳宏  郭冠宏  呂岳勳  陳雅芳  李崇維 

           秘  書  長  吳智君 

           副 祕書 長  陳文賢  吳德昌  陳書庭 

           秘      書  許芷維 

請    假 : 理      事  郭萬祐  賴彥君  陳啟昌  凌憬峯  廖漢文  吳樹鏗 

           副 祕書 長  李喬華  陳良韋 

 

一、 會議開始。 
 

二、 理事長致詞。 
 

三、 報告上次理監事會議決議事項及處理： 

1. 修改國際會議補助申請辦法，新申請辦法請見(附件一)，今年度尚未有人提出申請。 

2. 放射線醫學會專科醫師甄審神經醫學部份將委託神放學會幫忙審核考題，審核委員 

  名單如下:杜振豐醫師、陳家媛醫師、陳雅芳醫師、林彥亨醫師、吳嘉紘醫師，會訂 

  定共同時間集體審核以確保考題不會外流。 

3. 申請入會會員名單:姜信匡醫師、陳艦斌醫師、林煜邦醫師、陳嘉泓醫師、林德保醫

師、翁紹軒醫師、張晴雯醫師、李逸剛醫師、王彧宸醫師、陳蓉宣醫師、李禹立醫

師、陳智偉醫師、陳悅生醫師、姜苾凌醫師。(共 14位)。決議:已通過。 

4. 申請入會準會員名單:陳淑儀醫師(共 1位)。決議:已通過。 

5. 申請介入性神經血管內治療認證名單:陳儒廷醫師、李知訓醫師(共 2 位)。決議:已

通過。 

6. 申請急性缺血性中風之動脈取栓認證名單:李柏青醫師、林鼎鈞醫師、顧逸康醫師、

王劭中醫師、蔡昇達醫師(共 5位)。決議:林鼎鈞醫師尚須補件，其餘皆已通過。 

7. 今年預定舉辦活動事項: 

（1） 預定 09/13於台北榮總舉辦 109年度專科醫師甄審，由台北榮總張豐基常務理事聯

絡規劃。 

（2） 預定 09/19於南港展覽館和放射線醫學會合辦 2020年年會，由林口長庚黃浩輝理

事聯絡規劃(附件二)。 

（3） 預定 10/26-27於台北醫學大學和台北醫學大學合辦先進國際智慧醫療暨影像高峰

會，由北醫附醫陳震宇理事聯絡規劃(附件三)。 

（4） 預定 11/07-08於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舉辦第二屆神經放射線醫學會進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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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由台北榮總羅兆寶理事長及吳智君秘書長聯絡規劃。 

（5） 預定 11/21-22於台大梅峰山地農場舉辦 2020冬季學術研討會，由台北榮總張豐基

常務理事聯絡規劃(附件四)。 

（6） 預定 11/29於國防醫學院參與腦中風學會 109年會，由台北榮總羅兆寶理事長聯絡

規劃(附件五)。 

   
四、 提案討論: 

提 案  1:針對待業中醫師想要申請專長認證者，是否由學會代為發出公文函給訓練醫 

         院報備。 

提 案 人:秘書處。 

說    明:如(附件六)。 

決   議:原則上通過，但需確認待業中醫師目前確實無任職於任何醫療院所者，且接 

         受訓練時需有兩位指導醫師簽名認證，若經查驗後有任何不實之處，將取消 

         受訓及認證資格。 

 
五、 臨時動議。 
 
六、 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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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華民國神經放射線醫學會國際會議補助申請辦法 

一、申請資格及補助內容: 

1. 申請人須為本會會員，以沒有任何其他補助來源者為優先，每人每年度以申請一次為限。 

2. 不論口頭報告或投稿壁報皆可，每篇論文可以兩人申請為上限，包含論文報告者及通訊作者，每

篇論文補助金額為兩萬元整。 

3. 加入會員前兩年，若文章投稿國際會議未被接受者(檢附證明)，而當年曾經於放射線醫學會及神

經放射線醫學會年會做論文報告者(檢附證明)，亦可提出申請，每篇論文補助金額為一萬元整。 

4. 須以單據正本核銷，核銷項目限為機票費、住宿費或註冊費，機票費收據需打上學會抬頭: 中華

民國神經放射線醫學會及統編: 92023640。 

 

二、補助會議: 

1. 出國參加如ASNR、AOCNR、AAFITN、ESNR、WFITN等與神經放射相關之國際會議並符合申請資格者

即可申請補助。 

2. 每年度補助預算上限約為40萬，分上下年度各20萬，由秘書處及常務理事審查核定，並於每次理

監事會議中報告申請通過名單。 

3. 補助以年輕醫師為優先，每半年統計一次，若當年度預算未使用完畢，可擴大補助當年度申請的

其他醫師。 

 

三、申請期限:限申請當年度會議，申請期限為當年度12月31日止，逾期恕不受理。 

 

四、申請資料:(資料不全者恕不受理) 

1. 口頭報告論文或壁報論文之電子檔。 

2. 核銷費用之單據正本。 

3. 五百字數以上心得報告及兩張活動照片圖檔。 

4. E-mail至學會信箱: nrst@ms2.hinet.net，接受補助之心得報告將擇期刊登於學會會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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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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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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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中華民國神經放射線醫學會 2020冬季學術研討會 

各位尊敬的神放會員大家好: 

 

  雖然兇猛的病毒中斷我們籌備許久的季會 但神放會員的堅定信心豈是病毒所能摧折 大家的支持

就是我們最佳的免疫力 所以我們再接再厲籌辦未完的季會  秋冬的高山蘋果季正是我們不可多得交

流時節。因此我們特別安排這個結合季會與家族旅遊的學術活動 希望能讓大家重新凝聚在一起。 

  學會預計在 109/11/21-22(星期六-日, 中小學期中考後)於南投台大梅峰農場(在清境農場往合歡

山的路上; http://mf.ntu.edu.tw/meifeng/packages1.php?id=52 )舉辦兩天一夜的季會活動，農場

本身就有很完整的生態導覽，隔天也會安排到合歡山登一座百岳，是親子盡歡的行程。 

  承蒙羅理事長鼎力支持，所有會員及準會員僅需負擔梅峰農場住宿套裝費用及保險費，其餘餐飲.

交通接駁及門票等費用會另覓補助，而家屬及親友則僅酌收每人八百元的費用(以補助每位會員同一

個房間的人數為原則，五歲以下兒童免費)。因梅峰農場的住宿選擇有限(四人及七人房較多)，且規

定必須在住宿日前三個月才開放網路訂房，所以請各位會員於 109/08/15(星期五)前向學會報名及繳

費，我們將派專人幫忙搶訂。學會報名採先到先選(以學會收到報名表的順序)，額滿為止。也請熟識

的家庭可以儘量共用一房，既省錢也較方便，如果我們於八月無法成功訂房，將全額退費及另外安排

地點或更改活動方式。 

中華民國神經放射線醫學會 張豐基/秘書處 敬上 
四、行程及活動說明： 

第一天 11/21 (六) 

09:30-11:30 高鐵台中站(09:30集合，務必準時)-清境農場 2HR 

11:30-13:00 午餐 

13:00-14:00 驅車前往園區報到 

14:00-16:30 森林探索(16:00後進房) 

17:20-18:30 晚餐 

18:30-19:15 自然生態簡報及採果簡報 

19:15-20:00 夜間觀察(依天候狀況進行) 

20:00-21:30 冬季學術研討會 

第二天 11/22 (日) 

07:00-08:00 早安賞鳥 

08:00-09:00 早餐(半自助式需併桌，09:00收餐及退房) 

09:00-11:00 採蘋樂 

11:00-12:00 驅車前往合歡山 

12:00-13:30 午餐 

13:30-15:00 石門山步道(往返約 1HR) 

17:00-17:30 埔里酒廠買伴手禮吃點心 

17:30-18:30 賦歸至台中高鐵站 

http://mf.ntu.edu.tw/meifeng/packages1.php?id=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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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腦中風學會 109年會 NEURO議程 

時間：11/29(日)13:40-14:45 
地點：國防醫學院 (確切地點會再通知) 

Session：Neuroimaging - in acute stroke. 

主題： 分段時間： 題目： 主講人： 主持人： 

Neuroimaging – 

in acute stroke. 

1340-1400 

(20m) 

Update of intra-arterial 

thrombectomy of acute 

ischemic stroke. 

李喬華醫師 高鴻文醫師 

1400-1420 

(20m) 

AIS Mechanical Thrombectomy 

in Elderly-FEMH Experience. 
賴彥君醫師 羅兆寶理事長 

1420-1440 

(20m) 

Endovascular Treatment of 

Acute Ischemic Stroke due to 

Tandem Occlusion. 

嚴寶勝醫師 羅兆寶理事長 

1440-1445 

(5m)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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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中華民國神經放射線醫學會(函) 

            地    址：112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201號 台北榮總放射線部 轉 
            承 辦 人：許芷維 
            電    話：02-28712121#7357 
            電子信箱：nrst@ms2.hinet.net 

受 文 者：臺北榮民總醫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八月三日星期一 
發文字號：神放(109)字第 006號 

 
 
 

主旨： 貴院放射線部素執介入性神經血管內治療之牛耳且馳名國際，本會擬派會員李

達彬醫師赴 貴院接受介入性神經血管內治療之訓練，詳如說明，如蒙慧允，

懇請賜覆。 

說明： 

一、 本會擬派會員李達彬醫師赴 貴院接受介入性神經血管內治療之訓練。 

二、 受訓期間: 擬於中華民國 109年 8月 3日起至 111年 8月 3日止。 

 

 

 

正本：臺北榮民總醫院 

 

                                          中華民國神經放射線醫學會 

                                    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