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成立於民國 57 年 4 月 27 日，前身為中華民國放射線技術學會，

由全國從事放射線技術工作的同仁們所組成，目前會員人數約 2,500 人。於民國 62 年

加入國際放射技師會總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Radiographers and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ISRRT)為會員國成員。 

本會成立宗旨為人才培育與學術研究發展，密集與國內外人士共同發揚醫事放射學之

研究及應用，以促進國內放射醫學發展與進步，提昇會員之專業學識技能與服務水準，

降低輻射劑量，以造福社會。 

Taiwan Society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TWSRT) was founded in 1968 by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in Taiwan, previously known as Association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of Republic of China (ARTROC). The society became the official 

member societie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Radiographers and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ISRRT) in 1973 and near 40 years. 

Our mission is to improve the knowledge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in clinical practice, 

provide resources and support they need to in patient care and reduce the dose as 

low as reasonable achievable. TWSRT accomplishes its mission by organizing 

conference annually, publishing research journals, providing educational materials 

and accreditation for continuing education, working with government and associated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and so on. The society now has approximately 2,500 

members. Its business office is located in Taipei,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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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章程 
 

民國 57 年 4 月 27 日訂定 

民國 76 年 12 月 13 日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民國 82 年 3 月 26 日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民國 84 年 3 月 19 日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民國 87 年 3 月 22 日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民國 89 年 3 月 12 日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民國 90 年 2 月 18 日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民國 93 年 3 月 28 日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民國 94 年 1 月 23 日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民國 95 年 1 月 15 日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民國 97 年 2 月 24 日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民國 98 年 2 月 22 日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民國 99 年 1 月 17 日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民國 104 年 3 月 29 日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民國 105 年 3 月 27 日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民國 106 年 3 月 26 日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以下簡稱本會）。 

        英文名Taiwan Society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TWSRT)。 

第二條：本會以聯絡國內外人士共同發揚醫事放射學之研究及應用與辦理醫事放射師(士)繼續教育，

以促進放射醫學之發展與進步，提昇會員之專業學識技能與服務水準，以造福社會為宗旨。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區，或經主管機關核准設於其他地區。 

第四條：本會得於各省市設分支會，其組織簡則另定之。 

 

第二章  任務 

第五條：本會之任務為： 

甲、提倡醫事放射學之研究。 

乙、調查國內外放射線學之發展，徵集有關圖書以供各學術團體之參考。 

丙、舉辦學術教育活動。 

丁、印發會誌及有關書刊。 

戊、獎助放射線學人才及辦理其著作有關事宜。 

 

第三章  會員 

第六條：本會會員分為甲.會員、乙.贊助會員、丙.名譽會員丁、學生會員。 

四種其入會資格為： 

甲、會員：領有醫事放射師(士)證書者或從事與醫事放射相關之業務者。 

乙、贊助會員：凡在經濟或其他方面對本會有實際贊助，或對醫事放射技術相關學術有興趣

者，卻不具會員入會資格之申請人或單位，得經理事會通過成為本會贊助會員，可享有

本會會員權益但不具選舉權、被選舉權及表決權。每年須經理事會通過成為本會贊助會

員。 

丙、名譽會員：凡對放射線醫學有特殊貢獻或加入本學會三十年者經理監事會通過聘請為名

譽會員，後者得免繳交常年會費。 

        丁、學生會員：凡在學之醫學放射相關科、系、組、所（不含在職進修及曾辦理過執業登記

者)由學校逐年統一辦理入會手續，學生會員資格為期一年。 

第七條：本會會員必須經過理監事會資格審查，如後發現偽造資格證明情事，隨時解除其會員資格。 

第八條：凡有違犯醫學道德及本會會章之會員，經理監事提請會員代表大會，分別予以警告或除名。 

第九條：本會各種會員分別享受下列之權利。 

        甲、會員享有： 

           1.參加本會年會及其他集會之權利。 

           2.參加本會所舉辦各種事業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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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會各種書刊訂閱優待之權利。 

        乙、贊助會員及名譽會員享有： 

           1.參加本會年會之權利。 

           2.本會刊物贈閱之權利。 

第 十  條：本會會員應履行下列之義務： 

甲、遵守本會章程及執行本會決議案。 

乙、繳納常年會費。 

丙、擔任本會指派之任務。 

第十 一 條：本會會員當年度尚未繳交常年會費者，將暫停其會員權利，當繳清當年度常年會

費後，將自動回復其會員權利。 

第十 二 條：本會會員未於當年 12 月 31 日前繳交常年會費者，將於次年度理監事會議提請註

銷其會員資格。 

第十 三 條：本會會員代表需於任期內每年完成繳交常年會費。前年度未繳交者經提報理事會議決取

消會員代表資格，缺額由原選區之候補會員代表遞補之。 

第四章  組織及會議 

第十 四 條：本會以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在會員代表大會閉幕期間由理事會代行其職權，

會員代表之遴選方式另訂之。 

第十 五 條：本會設理事二十七人，候補理事七人，監事七人，候補監事一人，由會員代表大會選舉

之。 

第十 六 條：本會之理事會互選七人為常務理事，再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票選一人為理事長，理事長

為本會法定代理人，統籌本會各項會務，並為召開各項會議之當然主席，理事長因故缺

席時得由理事長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 

第十 七 條：理事長之任期最長為兩屆，其對學會有卓越之貢獻事蹟者，卸任後經理監事會及會員代

表大會提案討論通過者，即聘為本會之名譽理事長，享有終身免繳交常年會費之權利。 

第十 八 條：本會之監事會由監事互選一人當常務監事。 

第十 九 條：理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採會員自由登記參選或由理事會推薦。 

第二 十 條：本會理監事均為義務職。 

第二十一條：本會理監事之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二十二條：本會理監事如有下列各項之一者，應予解任： 

         甲、因不得已事故經會員代表大會議決准其辭職。 

         乙、曠廢職務經會員代表大會議決令其退職者。 

         丙、職務上違反法令或其他重大不當行為經會員代表大會議決令其退職者。 

第二十三條：本會設秘書長乙人，副秘書長、秘書若干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聘任之，並報

主管機關備查，但秘書長之解聘應先報主管機關核備，前項工作不得由選任之理監事擔

任。 

第二十四條：本會理監事如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候補理監事依次遞補。 

第二十五條：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其組織簡則另訂之。 

第二十六條：本會每年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一次，各種臨時會議視需要而召開之。 

第二十七條：本會理監事每三個月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臨時召集之。理監事會議出席率一年不得連

續請假 3 次，超過者，視同辭職，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序遞補。 

 

第五章 經費 

第二十八條：本會經理事會議決得聘請顧問若干名以備諮詢，其聘期與該屆理 事任期相同。 

第二十九條：本會經費以下列各項為來源： 

甲、會員入會費新臺幣 1,000 元整，學生會員得免收入會費。 

乙、會員常年會費新臺幣 1,200 元整，學生會員常年會費減半。 

丙、補助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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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雜誌、會訊之廣告費。 

戊、會員捐助。 

己、基金及其孳息。 

庚、舉辦學術教育參加費，會員酌收工本費，非會員得加收一倍之費用。 

辛、其他收入。 

第三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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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歸屬自治團體或政府所有。 

第三十一條：本會各辦事細則另訂之。 

第三十二條：本會章程如未盡事宜得提會員代表大會議決修正之，呈內政部備案。 

 

第六章 獎懲條例 

第三十三條：凡本會理監事及其直系親屬婚喪喜慶，本會一律以理事長暨全體會員名義致贈花圈、花

籃乙對或輓聯乙幅，新台幣 1,000 元以內之禮品或禮金。 

第三十四條：凡本會會員本人身故一律以理事長暨全體理監事名義致贈新台幣 1,200 元以內之禮金或

花籃或花圈。 

第三十五條：本會會員在學術上之論著或研究報告，於國內有貢獻者，經本會學術組評審合格，將予

以獎狀褒揚、獎金鼓勵或延聘出席學術發表會。 

第三十六條：本會會員在學術上之論著或研究報告，於國際上有巨大之貢獻者，本會得予以獎狀褒揚、

獎金贊助或推薦於國際會議發表。 

備註：以上之獎金經本會理監事會議議決通過，每年暫訂為新臺幣 20,000 元，酌情配

發各受獎人或負有特定任務出席國際會議者。 

第三十七條：本會會員或各界人士在精神、財物及會務上對本會有貢獻者，本會得視時節頒發獎狀、

獎章以茲慰勉及感謝。 

第三十八條：本會章程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呈請內政部核准備案後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