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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受文者：內政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年 01月 07日 

發文字號：呼全字第 01040107-1號 

速    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三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

記錄乙份。 

主        旨：函請同意備查本會於第三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記錄。 

說    明： 

一、檢送第三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記錄，函請同意備查。 

二、此會議記錄將公告在全聯會網站：www.rtsroc.org.tw 

三、會員代表大會之會議記錄將公告在全聯會網站，不再另行寄送紙本。

請各位會員代表上網閱覽。 

正        本：內政部、全體會員代表  

副        本：各地區公會、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秘書處 

 

 

 

 

 

 

 

 

立案字號 內授中社字第 0950017958號 

成立日期 中華民國 95年 12月 03日 

會      址 333桃園縣龜山鄉復興街 5號 2樓呼吸治療科 

聯  絡  人 洪麗茵 

聯絡電話 (03)3971541或(03)3281200轉 2644 

傳     真 (03)3972937 

電子信箱 rtsroc@gmail.com 

網 址 www.rtsro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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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三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記錄 

紀錄編號：呼全記字第 1040107號 

時       間：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1：00 

地       點：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第二國際會議廳 

出席人員：124名（應到：會員代表 201名；實到：93名；委託：31名） 

司    儀：王彩鶴理事  

主        席：朱家成理事長      

記    錄：洪麗茵秘書 

會議開始：11：05出席已超過半數。 

 

各地區公會理事長上台致詞： 

新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藍弘慧理事長、台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謝慧觀理事長 

桃園縣呼吸治療師公會卓秀英理事長、宜蘭縣呼吸治療師公會廖淑惠理事長 

台中市呼吸治療師公會彭逸豪理事長、彰化縣呼吸治療師公會紀淑華理事長 

嘉義縣呼吸治療師公會陳韻如理事長、嘉義市呼吸治療師公會陳春藤理事長 

台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鄭愛琴理事長、高雄市呼吸治療師公會曾靜菀理事長 

 

表揚優良呼吸治療師：6名，大會手冊 P.19 

蕭秀鳳(桃園縣)、許重梅(新北市)、楊玲玲(台北市) 

劉金蓉(台中市)、紀淑華(彰化縣)、廖淑惠(宜蘭縣) 

 

表揚資深呼吸治療師(服務滿 20年)：12名，大會手冊 P.20 

華小芳資深呼吸治療師、張純婉資深呼吸治療師、李淑鈴資深呼吸治療師 

陳惠娟資深呼吸治療師、林鳳卿資深呼吸治療師、紀淑華資深呼吸治療師 

沈伯真資深呼吸治療師、黃梓齊資深呼吸治療師、陳貞吟資深呼吸治療師 

黃如鶯資深呼吸治療師、謝嫦娥資深呼吸治療師、陳寶貝資深呼吸治療師 

 

海報展頒獎：共計 32篇得獎，大會手冊 P.162 

＊第一名（第一作者：劉麗萍） 

篇名：異常事件－運用根本原因分析增進外接式一氧化氮運用於呼吸器管路之安全性 

＊第二名（第一作者：黃卓禕） 

篇名：運用品管圈手法－降低呼吸器之吐氣閥更換率 

＊第三名（第一作者：王玉鳳） 

篇名：某教學醫院加護病房之生物氣膠濃度 

佳作（第一作者：張秋霞） 

篇名：心臟手術後亞洲身體質量指數的肥胖矛盾：動脈氧合在機械通氣時間 

佳作（第一作者：林碧華） 

篇名：預測神經外科加護病房患者呼吸器使用期間 

入圍 1（第一作者：謝熏珈） 

篇名：運用翻轉教學提昇人文素養教育的成效 

入圍 2（第一作者：柯夙玶） 

篇名：提升呼吸治療師投入 PGY教學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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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圍 3（第一作者：潘韻茹） 

篇名：降低內科病房非侵襲性正壓呼吸器之未妥善照顧率 

入圍 4（第一作者：李金玲） 

篇名：呼吸道多重抗藥性鮑氏不動桿菌（MDRAB）感染病人接受 Colistin氣霧吸入治療—成功

清除多重抗藥性鮑氏不動桿菌與否之影響因素探討 

入圍 5（第一作者：謝佩伶） 

篇名：人口學特性對職能展現之相關分析-以呼吸治療師為例 

入圍 6（第一作者：邱淑華） 

篇名：降低間歇正壓呼吸器(IPPB)設備異常率 

入圍 7（第一作者：張美雲） 

篇名：以電阻抗斷層攝影研究何種自主呼吸訓練能有效改善呼吸照護中心長期使用呼吸器病患

之肺部氣體分布 

入圍 8（第一作者：簡碧慧） 

篇名：如何減少氣切病人急性合併症的發生率 

入圍 9（第一作者：郭乃瑛） 

篇名：使用神經調控通氣輔助與傳統脫離方式在長期呼吸衰竭病人之臨床隨機實驗 

入圍 10（第一作者：杜瑟琴） 

篇名：增進肺部復原運動報到率 

入圍 11（第一作者：張心怡） 

篇名：降低加熱感溫線之毀損率 

入圍 12（第一作者：呂學哲） 

篇名：肝硬化合併腹水患者之呼吸照護經驗：使用 PEEP INview尋找     理想 PEEP 

入圍 13（第一作者：林溪泉） 

篇名：獨立型居護所 IDS4個案住院分析 

入圍 14（第一作者：葉素玉） 

篇名：使用戊二醛(Cidex)消毒儀器之評估與改善 

入圍 15（第一作者：丁曼如） 

篇名：提昇腦死判定程序效率 

入圍 16（第一作者：丁曼如） 

篇名：降低呼吸治療學生實習壓力之有效策略 

入圍 17（第一作者：張新傑） 

篇名：小兒高頻呼吸器及一氧化氮吸入應用於先天性橫膈膜疝氣病患的照護經驗   

入圍 18（第一作者：官穎禾） 

篇名：如何提升病患家屬對氣切接受度 

入圍 19（第一作者：周聖齡） 

篇名：吸入性一氧化氮治療成人肺動脈高壓患者的呼吸照護經驗 

入圍 20（第一作者：余偉鵑） 

篇名： 2000年至 2010年呼吸照護產業之變遷 

入圍 21（第一作者：張美雲） 

篇名：有機磷中毒導致急性呼吸衰竭之呼吸照護經驗 

入圍 22（第一作者：江曉玲） 

篇名：子宮內胎兒死亡產後大出血合併急性呼吸窘迫症之呼吸照護 

入圍 23（第一作者：陳依渟） 

篇名：降低加護病房急性呼吸衰竭病患之呼吸器使用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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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圍 24（第一作者：丁曼如） 

篇名：我咳嗽計畫降低小腸移植術後肺部合併症 

入圍 25（第一作者：袁再明） 

篇名：提昇 PGY學員學習成效及留任率 

入圍 26（第一作者：陳怡吟） 

篇名：以 e化系統提升動脈血氣體分析儀檢驗品質及管理效率 

 

頒發贊助廠商感謝狀： 

1. 博兆股份有限公司 

2. 聯杏股份有限公司 

3. 崇仁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4. 雅仕丹企業有限公司 

5. 德業聚股份有限公司 

6. 紐西蘭商費雪派克醫療器材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7. 杏華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8. 台灣德爾鉻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9. 台灣悅廷和有限公司 

10. 愷得醫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 台灣柯惠股份有限公司 

12. 彩新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全聯會秘書處工作報告：如大會手冊第 8頁 

 

提案討論： 

1. 案  由：通過 103年度工作報告（大會手冊第 8頁） 

提案者：理事會 

說  明：審查全聯會 103年度工作報告。 

決  議：全案無異議通過 

2. 案  由：通過 104年度工作計畫(大會手冊第 12頁) 

提案者：理事會 

說  明：通過 104年度工作計畫，本案業經第三屆第八次理事會議審議通過。 

決  議：全案無異議通過 

3. 案  由：通過 104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案（大會手冊第 13頁） 

提案者：理事會 

說  明：本案業經第三屆第八次理事會議審議通過。 

決  議：全案無異議通過 

4. 案  由：通過 102年度經費收支決算案（大會手冊第 14頁） 

提案者：理事會 

說  明：本案業經第三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審議通過。 

決  議：全案無異議通過  

5. 案  由：通過 102年度資產負債表（大會手冊第 15頁） 

提案者：理事會 

說  明：本案業經第三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審議通過。 

決  議：全案無異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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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案  由：通過 102年度現金出納表（大會手冊第 16頁） 

提案者：理事會 

說  明：本案業經第三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審議通過。 

決  議：全案無異議通過 

7. 案  由：通過 102年度基金收支表（大會手冊第 17頁） 

提案者：理事會 

說  明：本案業經第三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審議通過。 

決  議：全案無異議通過 

8. 案  由：通過 102年度財產清冊（大會手冊第 18頁） 

提案者：理事會 

說  明：本案業經第三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審議通過。 

決  議：全案無異議通過 

 

 

臨時動議：無 

 

散    會：1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