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會沿革簡介-創立過程 

 

南投縣醫療在過去比較偏僻封閉，醫療資源屬於缺乏的縣市之一，民國 64 年 3 月縣府轄

內的縣立南投醫院護理室主任王修冬女士，收到一份南投縣政府社會局的公文，責成應協

助縣內護士公會的成立。  

  

當年台灣省只剩下 4 個縣市尚未成立護士公會，因此當時的省公會理事長王燕女士透過各

種管道，洽請當時南投縣政府衛生局第五課廖笑課長，能夠協助南投縣護理師護士公會的

成立。  

  

 在省公會、縣衛生局輔導及有志前輩需求動機及壓力雙管齊下，廖課長及王主任開始籌組

公會。2 位前輩追憶陳述草創初期，為了要湊足籌備委員會的 7 人，歷經艱辛路程，極為

不易，二位主管就所服務的縣衛生局及縣立南投醫院的同仁中物色到有意願的人選，獲得

他們的點頭，同意出任籌備委員，人選既有了眉目，選在 64 年 12 月 2 日這個黃道吉日，

正式成立了南投縣護理師護士公會，由廖笑女士為首任理事長，會址暫設於南投縣政府衛

生局，申請加入台灣省護理師護士公會，成為省公會一員。  

  

籌備委員會的成員，對公會的業務都沒有經驗，猶如瞎子摸象般，七手八腳訂了一堆粗略

的章程，歷經多次修改並與社會局不斷的連繫接洽，終於完成了公會的創會章程，回首來

時路，三十餘年來，好多位公會的產婆前輩，退休的退休調職的調職，一些仍留在公會服

務，使得今日公會更加成長茁壯，如今我們有個固定的家，享受公會的照顧，後輩會員應

感念前輩犧牲奉獻，辛勤耕耘，前人種樹，後輩享受乘涼的好處。 



  

   

公會初成，會員僅 20 人全為衛生局及南投醫院的同仁，當時會員對公會功能的認識並不

是很清楚，加入公會又要繳會費．因而質疑自己加入公會之必要性，大部分對加入公會都

感到興趣缺缺，會員經費及人手皆少，會務發展困難重重，截至 68 年底，會員人數只有

139 位。  

  

到了 72 年由於政府積極推動政策，對公會會員成長有了極佳的轉機，會員人數已超過

300 人，勞保局在 72 年時，規定其「特約醫院必需配有與床數定額比例的護士數，且聘

用護理人員，應加入公會並辦理執業執照」，基於此，會員有了一定的來源，本會開始有

較好的發展空間，到了 75 年，縣衛生局完成了執業登錄的政策，至此確立了護理人員加

入公會的完整模式，直至 82 年護理人員法的全面實施，護理人員執業需加入公會。配合

業務擴展，會員人數的增加是一大喜訊。  

  

本會在歷屆前輩理事長領導及理、監事們之協力經營管理之下，公會之會務穩定成長，目

前已有固定之公會會館及公會網站，會員人數目前將近 2 千人。  

  

我們願以無私的奉獻，無盡的關懷，提供無我的服務，讓我們的會員感受到能以在南投在

台灣做護士是一種驕傲的選擇。 

 

 

 



成立宗旨 

本會以團結南投縣護理人員，增進護理知能，共謀護理事業發展，力行社會服務，增進護

理人員福利為宗旨。 

任務 

1.護理事業之研究發展發項。 

2.護理業務之輔導與革新事項。 

3.護理人員共同權益之維護增進事項。 

4.研究護理界各種問題，擬具意見提供有關機關參辦。 

5.護理業務糾紛之調處事項。 

6.協助政府推行法令及建議與革新事項。 

7.協助維護國民健康與社會福利事項。 

8.接受機關、團體或護理人員對護理業務之委託或諮詢事項。 

9.促進會員組織之健全及發展事項。 

10.促進護理或其他醫事團體之聯繫合作事項。 

對專業之自我期許 

未來公會期盼繼續得到各理監事的幫助與會員們的配合與支持，希望在未來加強會員聯繫

與服務，特別是加強「社區公共衛生護理」、「臨床護理」與「學校護理」等三大領域人

員的向心力，使原本就環環相扣的三者更加緊密，促進彼此間的共識與凝聚力，共同守護

南投縣民的健康。 

  



公會組織架構 

組織與委員會職掌 

會員委員會成員： 

主委：葉麗月，副主委：黃耀輝。 

委員：林梅珠、蔡佳伶、賴寶珠、余麗華、林玉如、顏玉娟。 

教育委員會成員： 

主委：謝美美，副主委：林麗君。 

委員：林美珍、林佳莉、曹宗華、吳美雲、林育旨。 

會員委員會任務職掌： 

1、召開會員代表大會暨護士節慶祝大會 

2、出席全聯會大會、每年護士節慶祝大會 

3、觀摩考察 

4、宣導政令 

5、業務推展 

6、加強會籍管理 

7、表揚優良、資深護理人員 

8、社會活動。 

教育委員會任務職掌： 

1、定期宣導政府相關法令、政令。 

2、舉辦相關研討會。 

3、協助各單位辦理相關研討會。 

 

  



理監事成員 

職 稱  姓 名  服 務 機 關  

理事長 廖靜珠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 

常務理事 林麗君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常務理事 謝美美 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 

常務理事 黃耀輝 衛生褔利部草屯療養院 

常務理事 葉麗月 衛生褔利部南投醫院 

理事 林美珍 竹山秀傳醫院 

理事 林梅珠 衛生褔利部草屯療養院 

理事 林佳莉 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 

理事 蔡佳伶 竹山秀傳醫院 

理事 賴寶珠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 

理事 林育旨 過溪國小 

理事 曹宗華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 

理事 余麗華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理事 林玉如 文山國小 

理事 顏玉娟 南基醫院 

常務監事 蘇素匹 竹山秀傳醫院 



職 稱  姓 名  服 務 機 關  

監事 李世凱 衛生褔利部草屯療養院 

監事 吳美雲 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 

監事 林阿藝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監事 廖綠 衛生褔利部南投醫院 

候補理事 陳玉如 衛生褔利部南投醫院 

候補理事 林郁 東華醫院 

候補理事 江秀珍 迦南精神護理之家 

候補理事 詹琪文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 

 

  



委員會 

第 15 屆教育委員會 

職 稱  姓 名  服 務 機 關  

主任委員 謝美美 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 

副主任委員 林麗君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委員 林美珍 竹山秀傳醫院 

委員 林佳莉 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 

委員 林育旨 過溪國小 

委員 曹宗華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 

委員 吳美雲 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 

 

第 15 屆會員委員會 

主任委員 葉麗月 衛生褔利部南投醫院 

副主任委員 黃耀輝 衛生褔利部草屯療養院 

委員 林梅珠 衛生褔利部草屯療養院 

委員 蔡佳伶 竹山秀傳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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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賴寶珠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 

委員 余麗華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委員 林玉如 文山國小 

委員 顏玉娟 南基醫院 

 

  



本會聯絡資料 

電話：（049）2359850 

傳真：（049）2351095 

公會網址:http://www.nantou-nurses.org.tw 

電子郵件:nantou.nurses@msa.hinet.net 

公會地址: 54262 南投縣草屯鎮民生路 131 巷 8 號 

辦理會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上午 8:30 至 12:00；下午 13:00 至 17:30 例假日休息 

 

本會路線指引 

A：自行開車： 
南下（國道六號）：行駛國道六號 5Km 下東草屯交流道往草屯台 14 方向，中正路右

轉，經手工藝陳列館，遇中興路左轉，太平路左轉，於民生路左轉，在第一個巷子口右

轉至本公會。 

南下（中二高）：217Km 下草屯下交流道，往草屯埔里方向，遇博愛路右轉，經中正路

右轉，直行至太平路，到民生路左轉，遇第一個巷子口右轉至本公會。 

北上：224km 下南投下交流道，省府路右轉往中興新村方向，太平路左轉往草屯方向，

經過佑民醫院後遇民生路右轉，遇第一個巷子口右轉至本公會。 

http://www.nantou-nurses.org.tw/


中投快速道路：14.5Km 南下草屯出口下交流道，往草屯埔里方向，博愛路左轉，中正

路右轉，直行至太平路，到民生路左轉，遇第一個巷子口右轉至本公會。 

B：搭乘客運： 
南投客運（南投－埔里） 

豐原客運（豐原－南投）及（台中－中興新村－南投） 

彰化客運（彰化－省訓團－南投）及（彰化－南崗－南投） 

草屯方向於富林路口站下車後往南投市方向直走（約 10 分鐘路程），到民生路左轉，遇

第一個巷子口右轉至本公會。 

南投方向於帝爺廟站下車後往草屯方向直走（約 10 分鐘路程），到民生路右轉，遇第一

個巷子口右轉至本公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