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www.cyclotron.org.tw                    e-mail: tsmc.cgumirs@yahoo.com.tw 

 

TEL:  (886)3-2118800 ext. 5398, FAX: (886)3-2115563 
C/O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Chang Gung University 

NO. 259, WEN-HWA 1
st
  ROAD, KWEI-SHAN, TAOYUAN 33302, TAIWAN  

33302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259號 長庚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轉 

2017臺灣醫用迴旋加速器學會年會暨第四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調製法規協和研究暨品質輔導相關訓練第二次教育訓練暨討論會 

 

一、日期：106年10月14日（星期六）11:00-16:30 

二、地點：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獸醫三館 B01國際會議廳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 

三、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臺灣醫用迴旋加速器學會 

四、申請學分：核醫醫師、醫事放射師、藥師、輻防、輻安、迴旋加速器運轉人員學分 

五、報名費用：免費（不限會員與非會員皆可報名，僅會員有學分） 

六、報名方式：(1) 線上報名（https://goo.gl/forms/fFcmGFHvtYgYHiN43）  

                            (2) 印出報名表填寫後傳真或 e-mail 至電子信箱 

七、報名截止日：即日起至106年9月20日止 (僅經報名參加者有提供午餐便當) 

八、連絡方式： 

         連 絡 人：陳芓安 小姐 

         電    話：03-2118800 轉 5398 

         傳    真：03-2115563 

         電子信箱：tsmc.cgumirs@yahoo.com.tw 

         連絡方式：33302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259號 長庚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轉 

https://goo.gl/forms/fFcmGFHvtYgYHiN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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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臺灣醫用迴旋加速器學會年會暨第四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調製法規協和研究暨品質輔導相關訓練第二次教育訓練暨討論會 

節目表 

 
地點：國立台灣大學獸醫學系三館 B01國際會議廳 

日期：106年10月14日(星期六) 

時間：11:00-16:30 
 

時間 內容 

10：30-11：00 報到 

11：00-11：10 理事長致詞 

11：10-11：50 
洪家瑤：Regulatory updates on USA PET CGMP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11：50-13：00 午餐 (理監事聯席會議) 

13：00-13：40 會員大會 

13：40-14：20 黃文盛：正子神經發炎影像研究與可能應用 

14：20-15：00 林昆儒：Molecular imaging update in neurodegeneration diseases  

15：00-15：20 Coffee break 

15：20-16：00 曾敬仁：68
Ga-PSMA PET scan, is the role too important to ignore?  

16：00-16：30 正子藥物調製作業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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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製法規協和研究暨品質輔導相關訓練第二次教育訓練暨討論會 

報 名 表 

姓名 服務單位 學會會員 教育積分類別 便當 

  
□是 

□否 

□核醫醫師    □醫事放射師 

□藥師      □輻防積分 

□輻安積分  □迴旋加速器運轉人員 

□葷食 

□素食 

  
□是 

□否 

□核醫醫師    □醫事放射師 

□藥師      □輻防積分 

□輻安積分  □迴旋加速器運轉人員 

□葷食 

□素食 

  
□是 

□否 

□核醫醫師    □醫事放射師 

□藥師      □輻防積分 

□輻安積分  □迴旋加速器運轉人員 

□葷食 

□素食 

  
□是 

□否 

□核醫醫師    □醫事放射師 

□藥師      □輻防積分 

□輻安積分  □迴旋加速器運轉人員 

□葷食 

□素食 

  
□是 

□否 

□核醫醫師    □醫事放射師 

□藥師      □輻防積分 

□輻安積分  □迴旋加速器運轉人員 

□葷食 

□素食 

  
□是 

□否 

□核醫醫師    □醫事放射師 

□藥師      □輻防積分 

□輻安積分  □迴旋加速器運轉人員 

□葷食 

□素食 

  
□是 

□否 

□核醫醫師    □醫事放射師 

□藥師      □輻防積分 

□輻安積分  □迴旋加速器運轉人員 

□葷食 

□素食 

 ※ 學會會員於參加研討會後將給予相關學分積分，非會員將不給予相關學分積分。 

       ※ 請於106/9/20前傳真或 e-mail 至電子信箱 

               連絡人：陳芓安 小姐 

               電話：（03）2118800 轉 5398         傳真：（03）2115563 

               電子信箱：tsmc.cgumirs@yahoo.com.tw 

mailto:tsmc.cgumirs@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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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校區地圖 

 

 

 

 

 

 

 

 

 

 

 

 

 

 

 

 

 

 

 

 

 

 

 

 

 

 

 
 

交通方式： 

捷運： 1. 公館站 2 號出口，由舟山路直走抵達獸醫三館。 

 2. 公館站 3 號出口直走到新生南路正門，從正門進入沿著椰林大道直走，到小椰林道    

     左轉，到水杉道右轉，直走抵達獸醫三館。 

             3. 科技大樓站，經由復興南路校門口進入。 

汽車：詳見國立臺灣大學地圖與交通資訊 https://www.ntu.edu.tw/about/ma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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