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第廿九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手冊 
 

 

 

 

 

 

 

 

 

 

 

 

 

 

 

 

 
 

大會地點：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第二國際會議廳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 8 號 

 大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一○年五月十日 

 



嘉義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第二十九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手冊目錄 
壹、第 29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議程 .................................. 1 

貳、一○九年度會務工作報告 ......................................... 2 

一、理事會報告 ................................................... 2 

(一)、理事長報告 ............................................... 2 

(二)、各委員會報告 ............................................. 2 

會員委員會 ............................................... 2 

學術委員會 ............................................... 3 

福利委員會 ............................................... 5 

財務委員會 ............................................... 5 

二、監事會報告 ................................................... 6 

叁、第 29 屆第 1 次會員代表大會提案辦理情形討論 ...................... 7 

肆、第 29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提案討論 .............................. 8 

一、一○九年度決算表（附件一） .................................. 9 

二、一一○年度歲入歲出預算表（附件二） ......................... 11 

三、一一○年度工作計劃（附件三） ............................... 12 

伍、第 29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名單 ..................................... 13 

附錄 

一、本會章程 .................................................. 21 

二、會員代表簡則 ............................................... 24 

三、第二十九屆理監事名單、各會務委員會 ......................... 25 

四、嘉義縣護理師護士公會一○九年度在職進修獎學金獲獎名單 ....... 26 

五、嘉義縣護理師護士公會一一○年度優良護理人員及資深人員表揚名單 ... 27 



嘉義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護師節慶祝大會暨第 29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議程表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10 日（星期一） 

時 間 內 容 主 持 人 

13:30-14:00 報到 會員委員會 

14:00-14:05 疫起鼓舞 縣長/衛生局同仁 

14:05-14:20 

主席致詞 
主管機關代表致詞 
貴賓致詞 

朱翠萍理事長 
 
 

14:20-14:30 
天使的奉獻～ COVID-19

防疫有功護理人員 
嘉義縣衛生局 

14:30-14:45 
台灣音樂藝術文化表演-
小提琴 

王建堂音樂家 

14:45-14:55 
天使的奉獻～頒發優良
護理人員 

朱翠萍理事長 

14:55-15:05 
天使的奉獻～頒發資深
護理人員 

朱翠萍理事長 

15:05-15:15 在職進修獎學金頒獎 朱翠萍理事長 

15:15-15:25 致贈感謝狀 朱翠萍理事長 

15:25-15:35 巾幗出擊、喜慶獅鼓 巾幗震天擊樂團 

15:35-15:55 會務及年度工作報告 

理事會 
會員委員會林淑照主任委員 
學術委員會陳敏麗主任委員 
福利委員會廖慧燕主任委員 
財務委員會盧幸茹主任委員 
監事會 
鄭佩芬常務監事 

15:55-16:20 提案討論及臨時動議 朱翠萍理事長 

16:20 期待再相見 

主辦單位：嘉義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合辦單位：嘉義縣衛生局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 USR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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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一 0九年度會務工作報告 

一、理事會報告： 

（一）理事長報告     朱翠萍理事長 

歡迎大家參加一年一度會員代表大會，過去一年因應 COVID-19 疫情

感謝會員在艱辛時刻堅守岡位，醫療機構忙於各項防疫作業，有感會員對

防疫的辛勞與付出，讓各項作業得以順利進行。也感謝各位理監事及所有

會員在會務推動上的支持及熱心參與，使本會會務得以順利推展。期以縣

長的勇敢轉型創新嘉義做作為目標，讓公會會務更加進步。 

        長照政策發展是國家衛生政策重要發展之一，長照社區有賴有經驗護

理人員投入，期許公會能開發護理人力投入，如因家庭因素無法輪值夜班

或退休的護理人員皆可二度就業，從事社區長照護理業務，如長照 A 個

管師、案管師、C 據點主責人員及開辦居護所響應衛福部的居家倍增計

畫，在在都可讓離開急性醫療職場護理人員，投入長照領域持續發揮護理

專長，讓在地居民可以得到更好的服務，讓二度就業護理人員能在長照領

域發光發亮。 

          感謝大家熱情參與，預祝今日大會圓滿成功。 

 

 

 

（二）各委員會報告 

會員委員會：林淑照主任委員 

1.109 年 12 月 31 日止本會會員總人數 3,507 人，較去年同期 3,437 人比

較會員人數增加 70 人，成長率 2.04％。 

2.109 年 6 月 17 日假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五樓大講堂，辦

理第 29 屆第 1 次會員代表大會，出席會員代表 241 人（委託 58 人）；

並頒發在職獎學金碩士 8 人、大學 5 人。 

3.台灣護理學會舉辦國際護師節慶祝活動（109/8/11），本會提報 25 年資

深護理人員 29 人、30 年資深護理人員 12 人、35 年資深護理人員 2 人、

40 年資深護理人員 2 人接受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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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委員會：陳敏麗主任委員 

全年共辦理 24 場次 1,885 人次參加，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分別為：專

業 118.9 分、品質 5.4 分。 

相關研習資料如下： 

109 年辦理學術研習會資料表 

項次 日期 研習會名稱 參訓人數 協辦機構 活動地點 學分 

1 1/31 
嘉義縣 109 年度學校護

理人員繼續教育研習會 
124 人 

嘉義縣學校護

理人員協會 
人力發展所餐廳 

專業 5.4 分

品質 5.4 分 

2 6/9 
2020 年個案報告撰寫暨

實務訓練研習會 
100 人 

嘉義長庚紀念

醫院 

長庚醫院第二國

際會議廳 
專業 9.6 分 

3 6/30 2020 年實證護理研習會 43 人 
嘉義長庚紀念

醫院 

長庚醫院 B1 階

梯教室 
專業 3.6 分 

4 7/14 
2020 年個案報告撰寫實

務訓練研習會 
66 人 

嘉義長庚紀念

醫院 

長庚醫院 B1 階

梯教室 
專業 6 分 

5 7/16 
嘉義縣 109 年度學校護

理人員繼續教育研習會 
121 人 

嘉義縣學校護

理人員協會 
人力發展所餐廳 - 

6 7/17 
嘉義縣 109 年度學校護

理人員繼續教育研習會 
132 人 

嘉義縣學校護

理人員協會 
人力發展所餐廳 專業 10.8 分 

7 7/23 外傷照護研習會 78 人 大林慈濟醫院 
慈濟醫院大愛樓

第一會議室 
專業 4 分 

8 7/24 實證護理工作坊 46 人 大林慈濟醫院 
慈濟醫院大愛樓

第一會議室 
專業 4 分    

9 7/31 實證護理工作坊 48 人 大林慈濟醫院 
慈濟醫院大愛樓

第一會議室 
專業 4 分 

10 8/7 
嘉義縣 109 年度學校護

理人員繼續教育研習會 
118 人 

嘉義縣學校護

理人員協會 
人力發展所餐廳 專業 10.5 分 

11 8/14 實證護理工作坊 53 人 大林慈濟醫院 
慈濟醫院大愛樓

第一會議室 
專業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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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辦理學術研習會資料表 

項次 日期 研習會名稱 參訓人數 協辦機構 活動地點 學分 

12 8/21 
2020 年護理人員專業形

象與服務禮儀研習會 
77 人 

嘉義長庚紀念

醫院 

長庚醫院 B1 階

梯教室 
專業 3.6 分 

13 8/28 
2020 年正念復原力一日

工作坊 
74 人 

嘉義長庚紀念

醫院 

長庚醫院第二國

際會議廳 
專業 8.4 分 

14 9/2 109 年母乳哺育研習會 203 人 大林慈濟醫院 慈濟醫院大愛樓
第一會議室 專業 4 分 

15 9/17 實證護理課程 I 45 人 
嘉義長庚紀念

醫院 

長庚醫院 B1 階

梯教室 
專業 4.5 分 

16 9/24 實證護理課程 II 40 人 
嘉義長庚紀念

醫院 

長庚醫院第五會

議室 
專業 4.5 分    

17 10/20 
壓力損傷暨脆弱性皮膚

照護工作坊 
68 人 

衛生福利部朴

子醫院 

朴子醫院前棟三

樓會議室 
專業 3.2 分 

18 10/23 
創新桌遊應用於教學之

研習會 
76 人 長庚科技大學 

長庚科技大學同

儕創意互動教室 
專業 6.6 分 

19 11/13 

2020 年芳療之旅-芳香

按摩療法與自我紓壓研

習會 

50 人 
嘉義長庚紀念

醫院 

長庚醫院第二國

際會議廳 
- 

20 11/19 
高齡照護研習會-胃腸

保健 
94 人 大林慈濟醫院 

慈濟醫院大愛樓

第一會議室 
專業 7.2 分 

21 11/20 外傷照護研習會 115 人 大林慈濟醫院 
慈濟醫院大愛樓

第一會議室 
專業 4 分 

22 11/24 
2020 年護理研究進階

訓練課程 
37 人 

嘉義長庚紀念

醫院 

長庚醫院第三會

議室 
專業 7 分 

23 12/10 吞嚥困難者照護研習會 36 人 
臺中榮民總醫

院灣橋分院 

灣橋分院 6 樓會

議室 
- 

24 12/21 
急性後期照護研習會工

作坊 
41 人 

衛生福利部朴

子醫院 

朴子醫院前棟三

樓會議室 
專業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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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委員會：廖慧燕主任委員 

1.109 年會員自強活動因 COVID-19 疫情關係取消辦理。 

2.109 年 8 月 29 日會員代表（9 人）參加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

聯合會會員代表大會。 

 

 

 

財務委員會：盧幸茹主任委員 

1.審查 109 年 1 月至 12 月之收支情形。 

2.審查 109 年度各項預算執行情形，向理監事會提報。 

3.審查 109 年度收入、支出決算書及資產負債表。 

收入：3,983,279 元 

支出：3,750,629 元 

餘絀：232,650 元 

公會資產：8,592,039 元 

4.審查 110 年度各委員會工作計畫及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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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第 29 屆第 1 次會員代表大會提案執行進度追蹤： 

一.提案人：本會理事會 

案  由：請審議 108 年度歲入歲出收支決算表。 

執行情形：1.本會 108 年收支決算表，經大會審議通過後，於 109 年 9 月 16

日嘉縣護會朱字第 109028、109029號函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2.嘉義縣社會局 110年 2 月 18 日府授社人團字第 1100032036 號

函回復同意備查。 

 

 
二.提案人：本會理事會 

案  由：請審議 109 年度歲入歲出收支預算表。 

執行情形：1.109年度歲入歲出收支預算表，經大會審議通過後，於 109 年 9

月 16日嘉縣護會朱字第 109028、109029 號函報請主管機關核
備。 

2.嘉義縣社會局 110年 2 月 18 日府授社人團字第 1100032036 號

函回復同意備查。 

 

 
三.提案人：本會理事會 

案  由：請審議本會 109 年度工作進度計劃表。 

執行情形：1.109 工作計劃表，經大會審議通過後，於 109 年 9 月 16日嘉縣
護會朱字第 109028、109029 號函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2.嘉義縣社會局 110年 2 月 18 日府授社人團字第 1100032036 號

函回復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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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第 29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提案討論： 

一.提案人：本會理事會 

案  由：請審議 109 年度歲入歲出收支決算表。 

說  明：本會 109 年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詳如手冊第 9-10 頁），業經

110 年 1 月 14 日本會第 29 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討論通過，提請

大會審議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決  議： 
 

 

 

二.提案人：本會理事會 

案  由：請審議 110 年度歲入歲出收支預算表。 

說  明：110 年度歲入歲出收支預算表（詳如手冊第 11 頁），業經 110 年 1

月 14 日本會第 29 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討論通過，提請大會審議

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決  議： 
 

 

 

三.提案人：本會理事會 

案  由：請審議本會 110 年度工作計劃進度表。 

說  明：110 年度工作計劃表（詳如手冊第 12 頁），業經 110 年 1 月 14 日本

會第 29 屆第 3 次經理監事聯席會討論通過，提請大會討論通過後，

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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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二十九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會員代表名單 

會員號 服務機構 姓名 會員號 服務機構 姓名 

5198 番路鄉衛生所 林柳眉 5508 大埔國中小 盧禹安 

357 梅山鄉衛生所 簡嘉慧 539 大崙國小 徐素貞 

1923 竹崎鄉衛生所 王婕倫 542 水上國小 官慧美 

65 阿里山鄉衛生所 高秋琴 5184 永慶高中 陳玉娟 

3877 中埔鄉衛生所 楊惠珺 5917 安東國小 黃靜文 

339 水上鄉衛生所 凃玫聲 4767 下楫國小 吳書賢 

368 鹿草鄉衛生所 陳巧琍 6817 三江國小 黃敏珈 

4990 太保市衛生所 林怡伶 4868 六嘉國中 陳雅芳 

7950 朴子市衛生所 吳權蓁 531 安和國小 楊敕萍 

6161 東石鄉衛生所 洪嘉妤 2031 月眉國小 劉美雅 

6202 六腳鄉衛生所 黃美馨 3727 三興國小 劉佳玫 

3061 新港鄉衛生所 許佩菁 4558 秀林國小 黃美毓 

3869 民雄鄉衛生所 黃綉娟 5887 大吉國中 王薰慧 

274 大林鎮衛生所 王聖棻 2792 大林國小 許挪玲 

3128 溪口鄉衛生所 郭翠芬 3304 三和國小 吳佳霖 

470 義竹鄉衛生所 曾慧貞 466 義竹國小 林淑芬 

6280 民和國小 姚皓瑜 587 南興國小 施杏蓉 

5509 大南國小 楊婷雅 3621 和順國小 黃玉華 

975 頂六國小 黃淑卿 2815 
崇仁醫護管理
專科學校 張倩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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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號 服務機構 姓名 會員號 服務機構 姓名 

7939 
崇仁醫護管理
專科學校 翁佳欣 1455 榮總灣橋分院 蔡佩珊 

5127 長庚科技大學 陳敏麗 3244 榮總灣橋分院 楊月雲 

5915 長庚科技大學 劉淑如 3594 榮總灣橋分院 黃怡菁 

7067 長庚科技大學 鄭靜瑜 4456 榮總灣橋分院 王善茹 

7157 長庚科技大學 郭素娥 5487 榮總灣橋分院 魏淑華 

7912 長庚科技大學 高月梅 5847 榮總灣橋分院 李貞葵 

8443 長庚科技大學 林春只 7494 榮總灣橋分院 張慶榕 

102 衛福部朴子醫院 黃惠卿 8864 榮總灣橋分院 曾毓雯 

114 衛福部朴子醫院 許錦雲 10366 榮總灣橋分院 張蘭英 

119 衛福部朴子醫院 許育菁 10367 榮總灣橋分院 陳淑貞 

127 衛福部朴子醫院 張凱玲 11515 榮總灣橋分院 蔡茹伶 

167 衛福部朴子醫院 吳淑娟 94 林憲南外科診所 張麗玉 

621 衛福部朴子醫院 劉秀珍 178 顏診所 魏素娟 

1789 衛福部朴子醫院 李曉芳 222 東石鄉公所 蔡屬文 

2403 衛福部朴子醫院 張瑞齡 286 
建安庭園護理之

家 黃美華 

3201 衛福部朴子醫院 陳惠雲 414 
大恩精神護理
之家 楊珀齡 

5519 衛福部朴子醫院 魏淑伊 419 
大恩精神護理
之家 胡麗芳 

8309 衛福部朴子醫院 林淑照 606 
嘉義縣私立惜福老

人長期照護中心 蔡美月 

393 榮總灣橋分院 林佳靜 671 佳維居家護理所 侯惠敏 

1326 榮總灣橋分院 張豐璽 1126 
嘉義縣私立福興

護理之家 黃菁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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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號 服務機構 姓名 會員號 服務機構 姓名 

1656 佳霖護理之家 李麗英 1764 慈濟醫院 李菁萍 

3136 
私立慈護老人養

護中心 陳雅玲 1798 慈濟醫院 賴秀蓉 

4544 安聯診所 陳德華 1816 慈濟醫院 胡宇娟 

5316 腎泰診所 梁淑娟 1822 慈濟醫院 楊玉雲 

6271 
民生護理之家 

林靜莉 1830 慈濟醫院 郭仁哲 

6690 
簡內兒科診所 

陳美雲 1858 慈濟醫院 蔡淑娟 

9326 
嘉義縣樂健照顧

服務勞動合作社 吳淑碧 1947 慈濟醫院 蘇美英 

86 慈濟醫院 李荔芳 2000 慈濟醫院 江欣虹 

185 慈濟醫院 蔡慧美 2002 慈濟醫院 林惠美 

749 慈濟醫院 蔡惠茹 2007 慈濟醫院 莊慧瑛 

804 慈濟醫院 楊舒雯 2032 慈濟醫院 許美蓮 

872 慈濟醫院 黃烜智 2035 慈濟醫院 蘇秀倫 

1412 慈濟醫院 張金春 2036 慈濟醫院 許玉珍 

1696 慈濟醫院 程培鈺 2045 慈濟醫院 林惠美 

1699 慈濟醫院 黃淑燕 2068 慈濟醫院 蕭伊祐 

1734 慈濟醫院 劉佩琪 2078 慈濟醫院 郭如娟 

1743 慈濟醫院 平佩青 2097 慈濟醫院 賴蕙君 

1745 慈濟醫院 廖慧燕 2184 慈濟醫院 何玉雲 

1759 慈濟醫院 陳秀萍 2222 慈濟醫院 鄭佩芬 

1760 慈濟醫院 段婉玲 2224 慈濟醫院 林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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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號 服務機構 姓名 會員號 服務機構 姓名 

2263 慈濟醫院 吳昭瑢 4556 慈濟醫院 吳采奕 

2272 慈濟醫院 陳靜享 4709 慈濟醫院 劉盈君 

2278 慈濟醫院 劉季惠 4801 慈濟醫院 鄒雅如 

2414 慈濟醫院 呂欣茹 4835 慈濟醫院 鄒季蓉 

2447 慈濟醫院 沈金華 4840 慈濟醫院 廖盈謹 

2452 慈濟醫院 林興隆 4967 慈濟醫院 陳思穎 

2520 慈濟醫院 陳麗玉 5076 慈濟醫院 邱思晴 

3143 慈濟醫院 郭瑞敏 5204 慈濟醫院 廖璟綸 

3203 慈濟醫院 方雅淑 5262 慈濟醫院 蔡詠媛 

3338 慈濟醫院 莊怡玲 5291 慈濟醫院 巫佳燕 

3425 慈濟醫院 劉台娟 5297 慈濟醫院 林惠閔 

3490 慈濟醫院 洪阿淑 5499 慈濟醫院 劉蓉翠 

3644 慈濟醫院 馮瑞伶 5532 慈濟醫院 楊雅倫 

3652 慈濟醫院 曾芳玲 5556 慈濟醫院 黃宜伶 

3748 慈濟醫院 林妙秋 5560 慈濟醫院 葉凱伶 

3818 慈濟醫院 程裕藍 5769 慈濟醫院 阮薇庭 

4127 慈濟醫院 伍月華 5869 慈濟醫院 李孟修 

4149 慈濟醫院 林鴻珺 5873 慈濟醫院 蔡欣蓓 

4474 慈濟醫院 林純慧 6016 慈濟醫院 陳彥如 

4476 慈濟醫院 林詩淳 6029 慈濟醫院 黃婷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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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號 服務機構 姓名 會員號 服務機構 姓名 

6249 慈濟醫院 黃詩婷 785 長庚醫院 李旦春 

6537 慈濟醫院 黃蘭貴 874 長庚醫院 鄭雅珍 

6653 慈濟醫院 洪郡憶 1629 長庚醫院 蔡佳秀 

6706 慈濟醫院 陳姮卉 1708 長庚醫院 戴琬玲 

6826 慈濟醫院 許玬云 2427 長庚醫院 王雅玫 

6927 慈濟醫院 楊鵑瑜 2475 長庚醫院 黃琪茵 

7821 慈濟醫院 鍾玫穎 2563 長庚醫院 朱翠萍 

7829 慈濟醫院 沈怡芳 2568 長庚醫院 鄭秀慧 

8514 慈濟醫院 任緯荃 2583 長庚醫院 林昭君 

8619 慈濟醫院 徐孝穎 2594 長庚醫院 邱麗櫻 

8634 慈濟醫院 陳慧如 2602 長庚醫院 呂佩珍 

9007 慈濟醫院 黃怡菱 2611 長庚醫院 陳淑青 

9052 慈濟醫院 謝孟吟 2612 長庚醫院 何豔紅 

9320 慈濟醫院 朱涵妮 2627 長庚醫院 謝家珍 

11617 慈濟醫院 陳佳蓉 2631 長庚醫院 陳雅惠 

11795 慈濟醫院 陳建任 2633 長庚醫院 李麗娜 

13015 慈濟醫院 林幸姿 2634 長庚醫院 陳秋月 

13121 慈濟醫院 鄭麗娟 2640 長庚醫院 廖恩淑 

13150 慈濟醫院 張玉芳 2642 長庚醫院 陳淑涓 

243 長庚醫院 黃惠娟 2649 長庚醫院 蕭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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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號 服務機構 姓名 會員號 服務機構 姓名 

2665 長庚醫院 盧幸茹 2875 長庚醫院 曾夢如 

2675 長庚醫院 呂秋霞 2884 長庚醫院 周沁美 

2682 長庚醫院 郭秋敏 2930 長庚醫院 李婉苓 

2691 長庚醫院 翁瑩智 2937 長庚醫院 蕭嘉琪 

2704 長庚醫院 葛慧珍 2954 長庚醫院 陳怡呈 

2713 長庚醫院 王媛嬿 2963 長庚醫院 郭秋雅 

2718 長庚醫院 王慧茹 2967 長庚醫院 劉琦玉 

2726 長庚醫院 陳瓊姿 2982 長庚醫院 陳淑真 

2733 長庚醫院 陳春呂 2986 長庚醫院 李麗娟 

2734 長庚醫院 麥嘉萍 3021 長庚醫院 丁玉佩 

2735 長庚醫院 陳芳儀 3031 長庚醫院 魏秀娟 

2741 長庚醫院 周蜜淳 3072 長庚醫院 陳姿廷 

2779 長庚醫院 楊春香 3089 長庚醫院 黃玉芳 

2800 長庚醫院 姚淑琴 3172 長庚醫院 謝宜燕 

2804 長庚醫院 游靜怡 3195 長庚醫院 黃惠玲 

2808 長庚醫院 郭佳薰 3215 長庚醫院 李慧娟 

2810 長庚醫院 林麗絲 3221 長庚醫院 葉曉芸 

2847 長庚醫院 顏愛倫 3285 長庚醫院 陳蕙如 

2867 長庚醫院 郭琇汶 3360 長庚醫院 何秀慧 

2868 長庚醫院 林嬿妮 3373 長庚醫院 沈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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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號 服務機構 姓名 會員號 服務機構 姓名 

3408 長庚醫院 李佩靜 4753 長庚醫院 羅于晴 

3632 長庚醫院 陳育君 4940 長庚醫院 吳芷茹 

3667 長庚醫院 張儷穎 4989 長庚醫院 黃佳慧 

3685 長庚醫院 謝佩琪 5041 長庚醫院 吳美鈴 

3903 長庚醫院 葉昭君 5065 長庚醫院 蔡秀玉 

3916 長庚醫院 張惠玲 5167 長庚醫院 沈伶容 

3948 長庚醫院 陳莉貞 5272 長庚醫院 顏玉雯 

4012 長庚醫院 鐘英菊 5344 長庚醫院 蔡心培 

4024 長庚醫院 陳秀琍 5360 長庚醫院 張夢珊 

4029 長庚醫院 蔡玉萍 5365 長庚醫院 林雅玲 

4106 長庚醫院 蔡雅雯 5448 長庚醫院 陳美里 

4269 長庚醫院 林琬瑜 5672 長庚醫院 林芷萱 

4285 長庚醫院 林詠蓁 5687 長庚醫院 程琬珺 

4338 長庚醫院 林秀如 5692 長庚醫院  顏怡萍 

4433 長庚醫院 張雅玲 5805 長庚醫院 陳玲鈞 

4534 長庚醫院 歐陽明慧 6107 長庚醫院 林怡君 

4563 長庚醫院 林雪莉 6163 長庚醫院 侯雅毓 

4600 長庚醫院 陳玉英 6287 長庚醫院 黃美媖 

4702 長庚醫院 蔡孟芳 6455 長庚醫院 周雅雯 

4741 長庚醫院 翁淑媛 6520 長庚醫院 鄭文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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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號 服務機構 姓名 會員號 服務機構 姓名 

6624 長庚醫院 黃雅凰 8258 長庚醫院 陳艾美 

6677 長庚醫院 林尹惠 8285 長庚醫院 林妙芳 

6730 長庚醫院 陳瓊伃 8346 長庚醫院 許斐琪 

7057 長庚醫院 高梅蘭 8556 長庚醫院 胡越絢 

7211 長庚醫院 佘青蓉 8559 長庚醫院 方柔穎 

7332 長庚醫院 林秀蓉 8771 長庚醫院 呂居學 

7614 長庚醫院 黃玉雲 8942 長庚醫院 蔡依庭 

7744 長庚醫院 吳雅芳 9054 長庚醫院 黃晶儀 

7751 長庚醫院 王筱薇 9228 長庚醫院 翁于晴 

7760 長庚醫院 李靜芬 13008 長庚醫院 邱佩雯 

7883 長庚醫院 盧淑美 13726 長庚醫院 蔡柏如 

8088 長庚醫院 邱淑芬 13815 長庚醫院 葉貴麗 

8166 長庚醫院 黃莉雅    

8240 長庚醫院 楊佳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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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嘉義護理師護士公會章程 
                          89年（會員大會改成會員代表大會） 

94年 3月 10日第 24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 

102年 3月 15日第 26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 

104年 3月 20日第 27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 

105年 3月 18日第 27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章程依據人民團體法及其他有關法則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本會定名為嘉義縣護理師護士公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三條：本會以研究發展預防保健、護產技術，提高護理品質，增加公共福利為

宗旨。 

第四條：本會以嘉義縣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會址設於嘉義縣。 

    第二章：任務 

第五條：本會任務如下： 

        一、關於主管官署委辦事項。 

        二、關於會員執行業務之指導調查及統計事項。 

        三、關於增進國民健康及護產技術醫護學識指導事項。 

        四、關於社區護理、臨床護理及居家護理之研究改進事項。 

        五、辦理本章程第三條所揭示宗旨其他事項。 

    第三章  會員 

第六條：凡在本區域內領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發之護理師證書、護士證書，且

在本縣區域內執行護理業務者，應加入本會成為會員，但未執行護理業務

者可自由加入為會員。 

第七條：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雖具有前條資格者不得為本會會員。 

        一、犯罪經判決確定或在通緝中者。 

        二、曾服務公務而有貪污行為經判決確定或通緝中者。 

        三、褫奪公權、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者。。 

        四、無行為能力者。 

        五、嚴重妨害本會會譽及護理專業權益者。 

        六、現為外縣市護理師護士公會會員。 

第八條：會員入會時須填寫入會申請書，由理事會審查合格得加入為本會會員。 

第九條：會員如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會決議，

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 

第十條：會員非於本縣執業，應完成執業註銷，其會員權益行使至當年度止。 

第十一條：本會會員應享有下列之權利。 

          一、會員有發言權、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及罷免權，每一會員
為一權。 

          二、享有大會所舉辦各項事項事業之利益。  

          三、其他應享有之權利。 

第十二條：本會會員應有之義務： 

          一、遵照本會章程及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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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擔任本會所推定之職務或指派之任務。 

          三、繳納會費（元月 31日前退休或離職後不再執業的會員，不收取常
年會費）。 

     第四章  組織及職權 

第十三條：本會設置理事 15人〈組理事會〉監事 5人，均由會員代表大會就會員

中用無記名連記法選任之，並得置候補理事 5人、候補監事 1人，遇

有缺額時依次補缺，而補缺期間以前任者任期為限。 

第十四條：當選理事監事及候補理事監事之名次，依得票多寡定之，票數相同者

以抽籤定之。 

第十五條：理事會置常務理事 5人，由理事以無記名連記法互選之，並由理事就

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 

第十六條：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並執行大會決議案。 

          二、執行法令及本章規定之任務。 

第十七條：常務理事之職權如下： 

          一、執行理事會決議案。 

          二、處理日常事務。 

第十八條：監事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案。 

          二、審查會務，業務及財務，並向會員代表大會提出審查結果報告。 

第十九條：本會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因處理職務有違背法令、營私舞弊或其他重大之不正當行為由會
員代表大會決議解除者。 

第二十條：本會理監事之任期三年，均為無給職，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

以一次為限。 

     第五章  會議 

第二十一條：本會以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本會會員代表大會分為定期

會議及臨時會議兩種，均由理事會召集之，定期會議每年一次，臨

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函請

召開時召集之。 

第二十二條：本會召集會員代表大會應於 30日前通知各會員代表，但因緊急事故

召集會議，經於開會會前一日送達通知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三條：本會會員代表大會開會時由理事長為主席，理事長因故不能執行，

時由常務理事代理之。 

第二十四條：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應有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

過半數或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下列事項之決議應有出席人數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變更。 

二、會員之處分。 

三、理監事之罷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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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算人之選任及關於清算事項之決議。 

第二十五條：本會理監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給召開臨時會議。 

第二十六條：理監事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數

或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七條：理事、監事應親自出席理監事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第六章  經費及會計 

第二十八條：本會經費分為入會費、經常費、臨時會費三種。 

﹝入會費﹞每會員入會時須繳納新台幣叁佰元。 

﹝經常會費﹞每會員每年定為新台幣壹仟元限於一月底及入會時繳

納全年份。 

第二十九條：會員退會時已繳會費及入會費概不退還。 

第三十條：本會費之預算及決算應於每年度終了二個月內編製報告表提經理事會

通過後，送監事會審核，並將審核結果一併提報會員代表大會，於三

月底前呈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三十一條：會計年度定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七章  附則 

第三十二條：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參酌有關法令辦理之。 

第三十三條：本章程經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呈請主管機關備案施行之，修改時

亦同。 

第三十四條：本會如有解散或撤銷時，賸餘財產應依法處理，不得以任何方式歸

屬個人或私人企業所有，應歸屬自治團體或政府所有。 

 
 

23



附錄二 

嘉義縣護理師護士公會選舉出席會員代表大會會員代表簡則 

89年 1月 11日第 22屆第 4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通過 

92年 3月 21日會第 23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表決通過 

第一條：本簡則依據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40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本會會員代表大會，具有行使本會章程所定會員大會之職權。 

第三條：本會會員代表大會會員代表（以下簡稱會員代表）之選舉按會員

分佈情形，將本縣行政區域分為四大單位分類如下： 

        1．會員滿十人以上之醫院、診所、護理機構 

        2．衛生局、所 

        3．學校教師、護士 

        4．會員未滿十人之機構、其他單位 

第四條：本會依第三條所列四大單位人數，以會員人數超過十人以上者選

出代表一人，餘數達五人以上者得加選一人，第三條第四點會員 

未滿十人之機構、其他單位依其會員人數總數選出，以會員數每

十人選出代表一人，餘數達五人以上者得加選一人。 

第五條：會員代表選舉由本會通知第三條所列四大單位分配之人數，由其

單位自行推選，產出之會員代表名冊送交本會。 

第六條：會員數增減十人以上得向本會報備增減會員代表數，會員代表出

缺人數則由四大單位自行遞補並報備本會。 

第七條：會員代表名單，本會加蓋圖記並刊登於會訊。 

第八條：會員代表以現有會員規定之、但年度常年會費未繳者，不得為選

舉人及被選舉人。 

第九條：會員代表選舉以無記名連記法選舉之，選舉結果得票數較多者為

當選，票數相同時以抽籤定之。 

第十條：選舉票部份或全部無效之認定，應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十

八條之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會員代表選舉結果，由本會通知各當選代表，並將當選會員代表

名冊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第十二條：會員代表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之。 

第十三條： 本會分單位選舉會員代表，日期及工作分配由本會理事會定之。 

第十四條：本簡則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本簡則提經本會理監事會議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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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嘉義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第二十九屆理監事、各會務委員會 

理事會 

理事長：朱翠萍 

常務理事：林淑照、陳敏麗、廖慧燕、盧幸茹 

理    事：林興隆、林麗絲、郭佳薰、陳玉英、陳秋月 

張蘭英、程培鈺、楊敕萍、歐陽明慧、謝佩琪 

 

 

監事會 

常務監事：鄭佩芬 

監    事：呂佩珍、徐素貞、黃惠玲、蕭雅君 

 

 

 

 

第二十九屆各會務委員會 

 

組別 主任委員 委員 監事 

會員委員會 林淑照 林麗絲、程培鈺、楊敕萍 蕭雅君 

財務委員會 盧幸茹 謝佩琪 呂佩珍 

學術委員會 陳敏麗 林興隆、陳秋月、郭佳薰 黃惠玲 

福利委員會 廖慧燕 陳玉英、張蘭英、歐陽明慧 徐素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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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嘉義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一 0九年度在職進修獎學金獲獎名單 

 

一、碩士 
 

姓名 服務單位 就讀學校 

趙秀玫 佳霖護理之家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

續教育系碩士班 

戴琬玲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

紀念醫院 

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碩

士班 

胡宇娟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

慈濟醫院 

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碩

士班 

張淨淇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

大學 

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碩

士班 

林秋妙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

慈濟醫院 

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碩

士班 

龔昱如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

紀念醫院 

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碩

士班 

涂伊鈴 六腳鄉衛生所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碩士

班 

陳星樺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

紀念醫院 

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碩

士班 
 
 

嘉義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一 0九年度在職進修獎學金獲獎名單 

 
二、學士 

 

姓名 服務單位 就讀學校 

張書寧 
財團法人嘉義縣私立開元殿

福松老人養護中心 
美和科技大學二技護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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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嘉義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110 年度優良護理人員表揚名單 
 

編號 姓名 單位 職稱 

1 余純芳 中埔鄉衛生所 護理師 

2 李雅莉 嘉義縣立慢性病防治所 護理師 

3 呂麗瑛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 護士 

4 曾毓雯 臺中榮民總醫院灣橋分院 護理師 

5 陳慧如 中埔鄉和興國民小學 護理師 

6 吳佳霖 大林鎮三和國民中學 護理師 

7 高月梅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副教授 

8 陳靜享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督導 

9 林詩淳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代理督導 

10 吳雅芳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護理長 

11 方敏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護理師 

12 邱薇倫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護理師 

13 陳美妏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護理師 

14 邱善筠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個案管理師 

15 吳季陵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衛教護理師 

16 鄒雅如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護理師 

17 黃晶儀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護理師 

18 許淑華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專科護理師 

19 林秀玉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護理師 

20 陳紀樺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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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110 年度優良護理人員表揚名單 
 

編號 姓名 單位 職稱 

21 林詩涵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護理師 

22 林潔甯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護理師 

23 胡玉鳳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護理師 

24 林金聲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護理師 

25 翁于晴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護理師 

26 林芷萱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護理師 

27 蔡依庭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護理師 

28 王梓瑩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護理師 

29 莊蕙萍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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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110 年度資深護理人員表揚名單(45 年) 

 

編號 姓名 單位 職稱 

1 張曙笙 宜恩居家護理所 護理師 

 
 
 

嘉義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110 年度資深護理人員表揚名單(35 年) 

 

編號 姓名 單位 職稱 

1 黃梅菊 嘉義縣義竹鄉衛生所 護理師兼主任 

2 黃琬惠 嘉義縣義竹鄉衛生所 護士 

3 林淑芬 義竹鄉義竹國民小學 護理師 

4 施杏蓉 義竹鄉南興國民小學 護理師 

5 黃惠玲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護理部副主任 

 

 

嘉義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110 年度資深護理人員表揚名單(30 年) 

 

編號 姓名 單位 職稱 

1 莊雅媊 嘉義縣阿里山鄉衛生所 護理師 

2 余純芳 嘉義縣中埔鄉衛生所 護理師 

3 曾慧真 嘉義縣義竹鄉衛生所 護理師 

4 張靜如 嘉義縣大林鎮大林國民中學 護理師 

5 陳美伶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肝病防治員 

6 王媛嬿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血液透析組長 

7 歐陽明慧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護理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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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110 年度資深護理人員表揚名單(25 年) 

 
 編號 姓名 單位 職稱 

1 武秀珍 嘉義縣阿里山鄉衛生所 護理師 

2 方梅珍 嘉義縣阿里山鄉衛生所 護理師 

3 許祐寧 嘉義縣中埔鄉衛生所 護理師 

4 陳菁霙 臺中榮民總醫院灣橋分院 護理師 

5 李岡璘 臺中榮民總醫院灣橋分院 護理師 

6 陳文芬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嘉義酒廠 護理師 

7 廖慧燕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護理部副主任 

8 林嘉凌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感染管制護理師 

9 洪睿妤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糖尿病個案管理

師 

10 謝采樺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技術員 

11 洪宜辰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技術員 

12 林伶蓁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心臟內科專業技

術師 

13 陳淑涓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附設產後護理之家 
護理長 

14 陳玉英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護理長 

15 林雪莉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專科護理師 

16 李冠欣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專科護理師 

17 孔季香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專科護理師 

18 黃玉梅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專科護理師 

19 郭琇汶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護理長 

20 李翠萍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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