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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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屆：朱家成理事長、楊玲玲常務監事、楊式興秘書長 

第五屆：蕭秀鳳理事長、楊玲玲常務理事、張新傑常務理事、周蘭娣常務理事、劉金蓉常務理事、 

柏斯琪常務理事、曾靜菀常務理事、蕭惟珍理事、譚美珠理事、鄭瑞駿理事、謝佩伶理事 

羅    琪理事、蘇千玲理事、羅春蘭理事、張佑任理事、鐘安琪理事、陳春籐理事、黃梓齊理事、

蔡玉琴理事、洪淑雲理事、洪惠苓理事 

楊式興常務監事、楊美琴監事、劉秀容監事、蕭琬云監事、方瑱珮監事、鄭愛琴監事、 

許端容監事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12月 27日 

發文字號：呼全字第 1071227-3號 

速        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附件將以電子檔形式以 E-MAIL寄至全體理監事之電子信箱，不再以紙本寄送） 

附件一：第五屆理、監事當選及候補名單 

附件二：第五屆第一次理事會、第五屆第一次監事會簽到單 

 

主        旨：函請備查本會第五屆第一次理事會、第五屆第一次監事會會議記錄。 

說        明： 

檢送本會第五屆第一次理事會、第五屆第一次監事會會議記錄及相關附件乙份，請備查。 

 

正        本：內政部、全體理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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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五屆第一次理事會、第五屆第一次監事會會議記錄 
紀錄編號：呼全記字第 1071227-3 號 

時    間：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14：00 

地    點：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醫學大樓一樓第二會議室 

出席人員： 

第四屆：朱家成理事長、楊玲玲常務監事、楊式興秘書長 

第五屆：蕭秀鳳理事長、柏斯琪常務理事、曾靜菀常務理事、劉金蓉常務理事、楊玲玲常務理事、

周蘭娣常務理事、張新傑常務理事、蕭惟珍理事、譚美珠理事、鄭瑞駿理事、謝佩伶理事 

羅    琪理事、蘇千玲理事、羅春蘭理事、張佑任理事、鐘安琪理事、陳春籐理事、黃梓齊理事、

蔡玉琴理事、洪淑雲理事、洪惠苓理事 

楊式興常務監事、楊美琴監事、劉秀容監事、蕭琬云監事、方瑱珮監事、鄭愛琴監事、 

許端容監事 

主    席：第四屆：朱家成理事長 

記    錄：洪麗茵秘書 

 

壹、 會議開始：14：15 

應到理事：21人，應到監事：7 位。 

理事到達：21位，監事到達：7 位，全數到齊，會議正式開始 

主席報告：因第五屆當選之理事、監事皆已在場，為促進第五屆之理監事會之會務進行與交接，

宣布舉行第五屆第一次理事會及第五屆第一次監事會，選出第五屆理事長、常務理事、常務監事。 

 

貳、會務報告：無 

參、各委員會報告：無 

肆、提案討論： 

項次 案由及說明 決議 執行者 

1 確認第五屆理事當選名單 

 

正式當選名單如附件一 

由北區至南區排列 
秘書處 

2 第五屆常務理事選舉 

(依章程第 十七 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

事七人，由理事於理事會時，以無記

名連記法互選之。) 

常務理事當選名單（依得票數）：  

柏斯琪：18票 

蕭秀鳳：17票 

張新傑：16票 

周蘭娣：13票 

劉金蓉：11票 

曾靜菀：11票 

楊玲玲：10票 

秘書處 

3 第五屆常務監事選舉 常務監事當選名單：楊式興 秘書處 

4 第五屆理事長選舉  理事長當選名單：蕭秀鳳 秘書處 

5 第五屆財務委員會指派 財務長：羅琪理事 秘書處 



 

裝 

訂 

伍、臨時動議： 

項次 案由及說明 提案者 決議 執行者 完成期限 

1 

第四、五屆會務

交接時間及地點

討論 

蕭秀鳳 

理事長 

（1）時間：107年 01月 17日 (四)12：00 

（2）地點：林口長庚醫院 醫學大樓二樓 

討論室 

（3）出席者： 

第四屆：朱家成理事長、楊玲玲常務監事、

陳大勝財務理事、楊式興秘書長 

第五屆：蕭秀鳳理事長、楊式興常務監事、

羅  琪財務理事、林蕙鈴秘書長 

秘書處 107.01.17 

 

陸、監事會報告：略 

     

柒、散會（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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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第五屆理、監事當選及候補名單 

職稱 姓名 備註  職稱 姓名 備註 

理事長 蕭秀鳳 桃園市保障理事 常務監事 楊式興 新北市保障監事 

常務理事 楊玲玲  監事 楊美琴 台北市保障監事 

常務理事 張新傑 宜蘭縣保障理事 監事 劉秀容 桃園市保障監事 

常務理事 周蘭娣  監事 蕭琬云 台中市保障監事 

常務理事 劉金蓉 台中市保障理事 監事 方瑱珮  

常務理事 柏斯琪 彰化縣保障理事 監事 鄭愛琴 台南市保障監事 

常務理事 曾靜菀 高雄市保障理事 監事 許端容 高雄市保障監事 

理事 蕭惟珍 台北市保障理事 候補監事 1 林惠釧  

理事 譚美珠  候補監事 2 蘇尚志  

理事 鄭瑞駿     

理事 謝佩伶     

理事 羅    琪 新北市保障理事    

理事 蘇千玲     

理事 羅春蘭 花蓮市保障理事    

理事 張佑任     

理事 鐘安琪 嘉義縣保障理事    

理事 陳春籐 嘉義市保障理事    

理事 黃梓齊 台南市保障理事    

理事 蔡玉琴     

理事 洪淑雲     

理事 洪惠苓     

候補理事 1 彭逸豪     

候補理事 2 黃文玲     

候補理事 3 鄭淑娟     

候補理事 4 周卉羚     

候補理事 5 林柏諺     

候補理事 6 張佳琪      

依章程第 十六 條 本會置理事二十一人，組織理事會，監事七人，組織監事會，另置候補理

事七人，候補監事兩人，由會員代表於會員代表大會以無記名連記法選舉之。理事依所屬公會

訂定保障名額，台北市 1名、新北市 1名、 桃園市 1名台中市 1名、台南市 1名、高雄市 1

名、其他縣(市)公會各一名。監事依所屬公會訂定保障名額，台北市 1名、新北市 1名、桃園

市 1名 台中市 1名、台南市 1名、高雄市 1名，但每一公會至多 2名。理、監事之當選以得

票多寡依序排列，同時當選理、監事之候選人當場擇一當選，保障名額比照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