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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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25日 

發文字號：呼全字第 0104122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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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屆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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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記錄。 

說    明： 

一、檢送第四屆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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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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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四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記錄 

紀錄編號：呼全記字第 1041213號 

時    間：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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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名（應到：會員代表 206名；實到：148名；委託：40名） 

司    儀：劉若廷呼吸治療師 

主    席：朱家成理事長               

記    錄：洪麗茵秘書 

會議開始：11：15出席已超過半數。 

主席致詞：朱家成理事長 

1. 本屆任期中，和台灣呼吸治療學會共同成功爭取到呼吸治療師列入衛生福利部長期照護專業

人力培訓計畫中的一員。 

2. 本屆重要任務為培訓實證醫學種子訓練營，並且在 104年 10 月 17日在輔仁大學舉行競賽，

大會中將頒獎給前三名及做成果分享。我們藉由實證醫學的推動，直接或間接地去影響呼吸

治療師的臨床、教學及研究，都能符合相當的規範。 

3. 第三屆已拜會衛生福利部醫事司相關官員，提出爭取人力訴求，並一再行文告知立場及困境，

但收到回應仍不盡理想，呼吸治療之人力現於醫院仍相當血汗，尚請第四屆持續推動以及爭

取。 

 

海報展頒獎：共計 28篇得獎 

 

感謝贊助廠商： 

1. 台灣悅廷和有限公司 

2. 台灣德爾鉻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3. 亞東工業氣體股份有限公司 

4. 杏華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5. 紐西蘭商費雪派克醫療器材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6. 彩新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7. 崇仁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8. 博兆股份有限公司 

9. 愷得醫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維新醫療儀器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11. 德業聚股份有限公司 

12. 實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 麒正貿易有限公司 

 

全聯會祕書處工作報告：如大會手冊第 15頁 

提案討論： 

1.案  由：修改章程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五條、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大會手冊第 7頁） 

提案者：理事會 

說  明：本案業經第三屆第十一次理監事聯席會審議通過。 

決  議：全數無異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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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  由：修改本會章程：第十六條、第十七條、二十一條（大會手冊第 8頁） 

提案者：理事會 

說  明：按照第三屆第十三次理監事會決議：第四屆之名額維持理事：21人，監事：7人，是

否增額由第四屆新任理監事再行討論修改。 

決  議：全數無異議通過 

3.案  由：修改呼吸治療倫理規範（大會手冊第 11 頁） 

提案者：理事會 

說  明：本案業經第三屆第十三次理監事聯席會審議通過。 

決  議：全數無異議通過 

4.案  由：通過 104年度工作報告（大會手冊第 15頁） 

提案者：理事會 

說  明：審查全聯會 104年度工作報告。 

決  議：全數無異議通過 

5.案  由：通過 105年度工作計畫(大會手冊第 19頁) 

提案者：理事會 

說  明：本案業經第三屆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審議通過 

決  議：全數無異議通過 

6.案  由：通過 105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案（大會手冊第 20頁） 

提案者：全數無異議通過 

說  明：本案業經第三屆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審議通過 

決  議：全數無異議通過 

7.案  由：通過 103年度經費收支決算案（大會手冊第 21頁） 

提案者：理事會 

       說  明：本案業經第三屆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審議通過 

決  議：全數無異議通過  

8.案  由：通過 103年度資產負債表（大會手冊第 22頁） 

提案者：理事會 

       說  明：本案業經第三屆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審議通過 

決  議：全數無異議通過 

9.案  由：通過 103年度現金出納表（大會手冊第 23頁） 

提案者：理事會 

說  明：本案業經第三屆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審議通過 

決  議：全數無異議通過 

10.案  由：通過 103 年度基金收支表（大會手冊第 24頁） 

提案者：理事會 

說  明：本案業經第三屆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審議通過 

決  議：全數無異議通過 

11.案  由：通過 103 年度財產清冊（大會手冊第 25頁） 

提案者：理事會 

說  明：本案業經第三屆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審議通過 

決  議：全數無異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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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第四屆第一次理事會、監事會時間地點宣導 

1. 時間：  12  月  13  日，下午 2:00 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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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屆理監事選舉：依據本會章程第十六條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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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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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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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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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選舉：（應選 21名，備取 5名） 

領取選票：188張  有效票數：188票    

理事當選名單：  

保障理事：（各縣市公會各 1名，共 11 名） 

所屬公會 名字 票數 

台北市 謝慧觀 127 票 

新北市 藍弘慧 58票 

宜蘭縣 張新傑 84票 

花蓮市 羅春蘭 22票 

桃園市 卓秀英 116 票 

台中市 朱家成 101 票 

彰化縣 柏斯琪 97票 

嘉義縣 方瑱珮 76票 

嘉義市 陳春藤 28票 

台南市 鄭愛琴 77票 

高雄市 許端容 105 票 

 

理事： 

陳大勝：101票 洪淑雲：100 票 杜美蓮：96票 黃靜芝：68票 

汪性寧：62票 黃文玲：54 票 譚美珠：53票 蘇千玲：49票 

謝佩伶：47票 彭逸豪：47 票   

 

 

候補理事名單： 

候補理事一：洪惠苓 92票 候補理事二：毛蕙心 86票 候補理事三：曾靜菀 77 票 

候補理事四：鄭瑞駿 59票 候補理事五：簡明儀 44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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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選舉：（應選 7人，備取 2人） 

    領取選票：188張；有效票數：188張        

監事當選名單： 

    保障監事： 

所屬公會 名字 票數 

台北市 楊玲玲 115 票 

新北市 羅琪 66票 

台中市 王彩鶴 58票 

台南市 黃梓齊 30票 

高雄市 蔡玉琴 93票 

 

    監事：蕭惟珍 106 票；張佑任 99票 

     

    候補監事名單：鄭淑娟 58票；周卉羚：52票 

 

            

臨時動議：無 

主席結論：請當選之第四屆理監事，於下午 2:00在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醫學大樓

一樓第二會議室舉行第四屆第一次理事會、監事會。 

散    會：12：00 

主席結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