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東華大學 
108學年度「輻射安全防護」教育訓練 

日期：108年10月26日(六) 

時間：9:00~12:00 

地點：理工學院二館第一講堂 

講師:蔡長書老師 

主辦單位:總務處環保組 



 學歷 
 1.國立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理學博士(1996) 
 2.國立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碩士直升(1991) 
 3.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理學士(1983) 
   
 經歷 
 1.慈濟護理專科學校放射技術科科主任、輻射防護委員會執行秘書 
 2.慈濟技術學院放射技術系主任、輻射防護委員會執行秘書、 
 放射醫學科學研究所所長所長、教務長 
 3.慈濟科技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系主任/放射醫學科學研究所所長 
 4.慈濟大學、花蓮教育大學、中台科技大學兼任副教授 
 5.考選部高考三級、特考典試委員 
 6.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員命題委員 
   
 三、專業證照 
   
 (一)國際專業證照或測驗合格 
 1.實證文獻回顧國際認證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Review Training Program；CSR-0001, CSR-0002) 
 By The JOANNA BRIGGS INSTITUTE( 2014) 
 2.國際專科放射師專業(The 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Board for Special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IABSRT)測驗合格—放射線管理師 
 (Radiation Safety Manager, RSM )( October 2015)，Certification No. 104-RS-001. 
 3.國際專科放射師專業(The 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Board for Special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IABSRT)測驗合格—核子醫學專科技師 
 (Special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 of Nuclear Medicine, NM, October 2015)， 
 Certification No. 104-RS-001. 

講師蔡長書老師基本資料 

(二)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輻射防護專業人員認可執照 
1.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類 輻專中字第252號 
2.非密封放射性物質類 輻專初字第1451號 
3.密封放射性物質類 輻專初字第1628號 
4.高級輻防員 輻高專字第53號 
  
(三)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操作執
照 
1.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初級）非醫人字第7265號 
2.非密封放射性物質（中級）非醫人字第6596號 
3.鋼筋建材輻射偵檢人員 鋼偵訓字第8572號 
  
(四)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師(輻專師字第00479號) 
  
(五)基本救命術合格證書 (Certificate of  Basic Life Support Training) 
   證書證號：BLS 0160026 

  
  
  



課程紀錄 



課程文宣(海報) 



。國立柬華大學跨域自主學習活動簽到表
108學年度 「 輻射安全防護」教育訓練

活動時間：2019/10/26 09:00 - 2019/10/26 12:00 

系所／單位 學號／帳號 姓名 簽到 簽退

人文社會科學學「完臺灣文化學系 黃莉雯 萱助更 羞均夏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歷史學系 許冠伸

共同教育委員會大一不分系學士
廖健翔

班

花師教育學院教育行政與管理學
張兢文 ）只＼文 3k丑；系

-～ 

琵慷
凸

－

花師教育學F完教育行政與伶理學
許廷愷 ｀＼亞吒系

花師教育學F完教育行政與管理學
陳姑欣

系

花師教育學院教育與潛能開發學
王 捷 1iA ，祛；系

花師教育學院教育與潛能開發學
原兆鈞 庫d\（釒0 庶� l'釒0系

原住民民族學院民族社會工作學
李祥瑋 主縴苴 才音菩士學位學程

原住民民族學院民族社會工作學
林良彥

士學位學程

原住民民族學院民族語言與傳播
侯靖儀 尿婦份 及計 1k坞

--,-
示么

原住民民族學F完民族語言與傳播
梁詠婷 屋卫羞 豕鈈君墨干示么

原住民民族學F完族群關係與文化

靡5《
， 

周巧蓉 刊 v`早么子示

理工學皖化學系 柳又云 讠｀＼戶 启仁伝
理工學院生命科學系 白慧婕 屯 I 菰 只［豬丶

理工學院生命科學系 吳仲凱

理工學院生命科學系 吳禹璿 訌氐 鈕而
理工學院生命科學系 李 劾 呤 主咔
理工學皖生命科學系 陳楷捷 汛桴逹 申竺／主
理工學院生命科學系 黃焜郁 璽問玉 酊筐v

理工學院光電工程學系 郭軒廷 \「軒泣 ＼啊啊這
理工學院光電工程學系 劉德華 f 広圭 』 1 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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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柬華大學跨域自主學習活動簽到表
108 學年度 「 輻射安全防護」教育訓練

活動時間： 2019/10/26 09:00 - 2019/10/26 12:00 

系所／單位 學號／帳號 姓名 簽到 簽退

理工學「完光電工程學系 蔡妤橋 出利2 蘑盼霞
理工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王晶瑩

王 t讜， £"£e 邲·� 

理工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全恒毅 主哂幻 全 1過韜、一妥'、_

理工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何奕賢 仟霆 仃茫《
理工學F完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李宥德 乜也 咽碌

， 理工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李睿翔 虐扆巨 主鸞耘
理工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林晉毅 ＃滘藐 料羨
理工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姚暮淇

糾 1弔
...

湛 姸
士rf｀ 唄

理工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柳建宇 棺甕『 靠身擘
理工學院材杜科學與工程學系 洪譽琭」 羨爲痕 菜彰L
理工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徐字威 k言瘓 吟江戶
理工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翁垮涵 有詞；L 俵，f ；L 
理工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張祐誠 几祝翼 5［如炆
理工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許育新 肛向囍 阡向＼］
理工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許智鈞 許緒釣 言钅驾釸

理工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許維浩

理工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郭已溱 訐6本 罰2遠
，， 

理工學浣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彭芳儀 鬪齿蠢 吖2霫
理工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黃琪忠 圭司忠 是讚広
理工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揚育瑄 梠頴》 詡如主
理工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詹詠鈞 亢這勺 眉孕籙
理工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潘健晟 潘1忠晟 瑒 1U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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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柬華大學跨域自主學習活動簽到表
108學年度 「 輻射安全防護」教育訓練

活動時間：2019/10/26 09:00 - 2019/10/26 12:00 

系所／單位 學號／帳號 姓名 簽到 簽退

理工學F完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鍾 誠 料／ 尺 口訂

理工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閼兆廷 齶況庄 ＇訌員雯、＇

理工學院資訊工程學系 謝 霆 即宣 鬪1雹
理工學院電機工程學系 王致懿

理工學院電機工程學系 劉培宇 兄」且了 囝t差了
理工學院電機工程學系 蘇 恒 孑穌＼＼色
管理學「完企業管理學系 張庭愷 帜曰 的馴＼［
管理學皖財務全融學系 朱 謙 『7］、 三囹fl, 

， 

」 管理學院財務金融學系 盧奕安 翟空 盧控
管理學院資訊管理學系 陳均愷 胄閂門 閂十？蛀
管理學院資訊管理學系 賴俊佑 ·庄月唇％ 磊夏鷂

環境學F完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呂學威
，， a ＾ 

環境學院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張世杰 乙學'v 窰鴴／
總務處環境保護維 許智翔 令｀6r

L 竺］屆
理工學院光電系 蔡昕秧 莖ok磲 ，十兔+ 0琫屯

理工學F完材料系 林伯俞 灼繡 加6諂
理工學院材料系 許廷毓 許麩乓

」

k\...; 詹泛認
理工學院材料系 林昇岑 杯悶嘉 才末焊差
總務處環境係護維 許健興

， .... 
理工學院院長 郭永綱 行左 c戶：印

L / d 、 l ` 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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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柬華大學跨域自主學習活動簽到表
108學年度 「 輻射安全防護」教育訓練

活動時間： 2019/10/26 09:00 - 2019/10/26 12:00 

系所／單位 學號／帳號 姓名 簽到 4f巴工

理工學院物理系 徐若堯 性荳 俘芷 「

＇ ， 7v 

理工學院物理系 徐維燦 榦丑島 影廌，
理工學院物理系 黃瑞渝

岔立蕊 塩逞歪
理工學院物理系 許淮原 言 5 瓦丶 管］幻户

1寸UR0勺＾＂＇
m心心rm&｀`bIc 陌心化～心严rm UmD日V<` ('C n� ^V'A(Mnn 

. . `-，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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