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域

日期 2/19/2021 3/30/2021 4/16/2021 8/27/2021 10/22/2021 11/4/2021 1/19/2021 3/13/2021 9/11/2021 11/13/2021
星期 週五 週二 週五 週五 週五 週四 週二 週六 週六 週六

地點/No. 三軍總醫院 竹仁婦幼診所2樓
新北市新莊區建中

街72-1號6樓
惠心產後護理之家

新北市中和區捷運

路南方之星大樓3
樓

臺大護理系館3樓
階梯教室/視訊課

程

台中慈濟醫院感恩

十六樓人文空間

彰化基督教醫院福

懋大樓3樓F031會
議室

台中慈濟醫院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

院第二會議室

1 廖O蓮 伍O彥 林O芳 郭O珍 林O晴 陳O琴 林O伶 何O霆 陳O花 莊O娥
2 簡O倫 郭O珍 薛O珍 蔡O明 薛O珍 李O嬅 吳O玲 吳O涵 趙O吟 魏O華
3 王O如 張O琪 李O嬅 徐O甫 許O湄 廖O蓮 王O卿 李O慈 黃O珍 周O慧
4 王O琦 曹O民 陳O錦 柳O真 伍O彥 謝O光 林O珠 魏O華 林O涵 洪O蓉
5 邱O蓉 陳O琳 許O容 周O璉 李O暉 楊O瑜 王O秋 蕭O娟 陳O惠 陳O霖
6 薛O珍 施O玲 楊O瑩 耿O萱 鄭O樺 陳O華 江O樺 陳O玲 陳O鳳 陳O鳳
7 包O菲 黃O后 楊O蓉 王O鈴 張O媛 張O媛 趙O吟 王O卿 李O駿 陳O惠
8 張O姝 許O萩 陳O萱 周O宜 毛O潔 王O慧 O昭惠 黃O娟 許O淇 趙O吟
9 王O玲 馮O莉 李O樁 陳O蕎 李O堂 林O晶 陳O鳳 張O卿 王O卿 李O駿
10 楊O瑜 何O樺 宋O宜 楊O蘋 翁O萍 蔡O芬 洪O琦 陳O妦 劉O嫣 江O陵
11 鄭O樺 楊O芬 陳O芬 陳O萍 陳O曲 黃O媛 江O琴 謝O珊 黃O喬 黃O媛
12 林O瑛 江O菱 鄭O樺 李O敏 徐O冰 張O卿 趙O吟 張O卿 吳O津
13 李O堂 林O靜 彭O雯 李O暉 陳O錦 O碧惠 李O駿 伍O彥 林O珠
14 胡O玲 林O玲 林O晴 陳O蕎 徐O冰 陳O惠 徐O冰 王O卿
15 孫O蓉 蔡O美 蕭O娟 康O玉 林O伶 江O琴
16 呂O儒 廖O媛 馮O莉 吳O玲
17 許O容 張O媛 伍O彥
18 楊O瑩 呂O儒 王O萱
19 林O麗 王O慧 王O鈴
20 劉O伶 程O鳳 陳O鳳
21 伍O彥 孫O蓉 許O湄
22 王O慧 許O容 林O晴
23 許O湄 王O文 曾O珍
24 呂O芬 胡O玲
25 高O玲 毛O潔
26 邱O雯 張O姝
27 陳O琴 孫O雯
28 郭O珍 賴O萍
29 楊O嘉 陳O菁
30 張O慧 魏O穎
31 楊O瑜
32 李O婕
33 陳O錦
34 吳O旻
35 許O湄
36 楊O瑩
37 李O嬅

北區 中區

110年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_四區討論會參與學員名單

1/2



區域

日期 1/24/2021 3/14/2021 6/23/2021 8/22/2021 11/20/2021 3/12/2021 9/10/2021 11/24/2021
星期 週日 週日 週三 週日 週六 週五 週日 週三

地點/No.
屏東市公義街17號
徐天保師傅廚房

嘉義基督教醫院 視訊課程
生安婦產小兒科醫

院/六樓會議室
高醫

慈濟醫院三西病房

日光房
視訊課程 視訊課程

1 蘇O明 陳O惠 胡O芬 賴O玲 陳O玲 耿O萱 黃O燕 黃O燕
2 陳O宜 沈O華 鄭O玉 蘇O明 林O華 黃O秀 賴O穎 賴O穎
3 林O宜 曾O莉 周O宜 廖O珠 辛O玫 林O慧 王O芳 胡O琴
4 謝O怡 董O華 羅O真 辛O玫 賴O玲 王O芳 林O慧 王O芳
5 吳O娟 陳O涓 徐O美 林O華 黃O頻 耿O萱 耿O萱
6 吳O惠 林O涵 梁O菱 陳O玲 林O惠 陳O蓁 陳O蓁
7 侯O足 林O珍 黃O瑛 林O芬 孫O霙 何O玉 何O玉
8 賴O玲 郭O珍 謝O惠 謝O怡 林O芬 賴O菁 黃O秀
9 孫O霙 李O蓉 孫O霙 黃O頻 謝O怡 盧O妃 賴O菁
10 黃O文 蔡O悠 宋O英 許O雯 蘇O明 李O敏
11 楊O蕙 曾O儀 李O蓉 吳O玲 魯O慧
12 梁O菱 賴O玲 戴O姍 林O惠 鄭O雯
13 洪O萍 洪O萍 曾O莉 許O瓊 湯O純
14 吳O雲 孫O霙 董O華 任O珍
15 徐O美 黃O文 楊O蕙 王O玉
16 宋O英 楊O蕙 蕭O雯 李O涵
17 陳O涓 梁O菱 謝O怡
18 鄭O雯 魯O慧 陳O玲
19 董O華 吳O雲 陳O惠
20 郭O珍 盤O馨 蘇O明
21 吳O明 蘇O明 黃O文
22 謝O怡 洪O萍
23 吳O雲
24 巫O玲
25 蔡O芸
26 鄭O雯
27 賴O玲

南區 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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