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年醫療人員母乳哺育增能計畫 

中區產後護理機構人員研習會 

一、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承辦單位：台灣母乳哺育聯合學會 

二、 研習時間：中華民國 106年 5 月 2日(星期二) 

三、 研習地點：維他露基金會簡報室、宴會廳 

         （臺中市北區雙十路一段 121號 1樓） 

四、 報名名額：100人 

五、 參加對象：產後護理機構醫護人員 

報名費:免費 

認證學分：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助產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六、 報名方式：https://goo.gl/ceuVXV 

七、 報名時間：106年 4月 17日起至額滿為止 

◎為響應環保，不提供紙杯，請自備餐具、茶杯或水壺，謝謝 

八、 課程內容： 

時間 主題 講師 

9:00~9:15 報到  

9:15~9:35 前測  

9:35~10:25 從不同氣質評估哺乳模式 

1.從氣質看依需求哺乳 

2.嬰兒生長評估 

蘇秦明 醫師 

10:25~11:15 哺乳期間乳房感染 

1.認識與泌乳相關的乳房感染 

2.泌乳期乳房感染之治療、照護與哺

乳支持 

蘇秦明 醫師 

11:15~11:25 休息  

11:25~12:15 促進親子同室及如何增加乳汁 蔡宜澖 護理總監 

12:15~13:00 午餐  

13:00~14:15 泌乳生理及哺乳技巧 劉羽嫣 個案管理師 

14:15~14:25 休息  

14:25~15:15 產後護理機構推動母乳哺育經驗分享 劉怡伶 護理長 

https://goo.gl/ceuVXV


15:15~16:30 產後護理機構護理人員對哺乳母親的

支持(包括對奶爸角色，提供指導資

源)和諮詢技巧 

1.產婦哺乳需要支持 

2.諮詢技巧的應用 

劉怡伶 護理長 

 

16:30~16:50 後測  

16:50~17:40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輔導 

1.教學回饋 

2.知識釐清 

(本場次僅由具母乳哺育種子講師資格

之人員參加) 

中區輔導團體 

 

 

講師介紹：(依演講順序)  

蘇秦明  上醫囝囡診所   兒科專科醫師 

        國民健康署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蔡宜澖  麗盛建設 產後護理中心籌備處 護理總監 

        國民健康署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劉羽嫣  台中榮民總醫院母嬰親善個案管理師 

        國民健康署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劉怡伶  禮悅產後護理之家負責人暨護理長 

        前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台中東區分院附設產後護理之家護理長 

 

 

 

 

 

 

 

 

 

 

 

 

 

  



106年醫療人員母乳哺育增能計畫 

北區產後護理機構人員研習會 

一、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承辦單位：台灣母乳哺育聯合學會 

協辦單位：新北市三重聯合醫院 

二、 研習時間：中華民國 106年 5 月 7日(星期日) 

三、 研習地點：新北市三重聯合醫院急重症大樓會議廳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 3號) 

四、 報名名額：145人 

五、 參加對象：產後護理機構醫護人員 

報名費:免費 

認證學分：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助產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六、 報名方式：https://goo.gl/ceuVXV 

七、 報名時間：106年 4月 17日起至額滿為止 

◎為響應環保，不提供紙杯，請自備餐具、茶杯或水壺，謝謝 

八、 課程內容： 

時間 主題 講師 

9:00~9:15 報到  

9:15~9:35 前測  

9:35~10:50 泌乳生理及哺乳技巧 林永麗 護理長 

10:50~11:40 產後護理機構推動母乳哺育經驗分享 陳麗曲 督導 

11:40~12:25 午餐  

12:25~13:15 促進親子同室及如何增加乳汁 林晶晶 督導 

13:15~13:25 休息  

13:25~14:15 從不同氣質評估哺乳模式 

1.從氣質看依需求哺乳 

2.嬰兒生長評估 

蘇秦明 醫師 

14:15~14:25 休息  

14:25~15:15 哺乳期間乳房感染 

1.認識與泌乳相關的乳房感染 

2.泌乳期乳房感染之治療、照護與哺

蘇秦明 醫師 

https://goo.gl/ceuVXV


乳支持 

15:15~16:30 產後護理機構護理人員對哺乳母親的

支持(包括對奶爸角色，提供指導資

源)和諮詢技巧 

1.產婦哺乳需要支持 

2.諮詢技巧的應用 

黃資裡 護理主任 

 

16:30~16:50 後測  

16:50~17:40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輔導 

1.教學回饋 

2.知識釐清 

(本場次僅由具母乳哺育種子講師資格

之人員參加) 

北區輔導團體 

 

 

講師介紹：(依演講順序)  

林永麗  英倫產後護理之家護理長 

        國民健康署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陳麗曲  薇閣產後護理之家督導 

        國民健康署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林晶晶  基隆長庚紀念醫院督導 

        國民健康署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蘇秦明  上醫囝囡診所   兒科專科醫師 

        國民健康署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黃資裡  悠之家產後護理之家 護理主任 

        國民健康署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106年醫療人員母乳哺育增能計畫 

南區產後護理機構人員研習會 

一、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承辦單位：台灣母乳哺育聯合學會 

協辦單位：台南郭綜合醫院 

二、 研習時間：中華民國 106年 5 月 16日(星期二) 

三、 研習地點：台南郭綜合醫院 B區 5樓榕華廳 

         (臺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二段 22號) 

四、 報名名額：60人 

五、 參加對象：產後護理機構醫護人員 

報名費:免費 

認證學分：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助產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六、 報名方式：https://goo.gl/ceuVXV 

七、 報名時間：106年 4月 17日起至額滿為止 

◎為響應環保，不提供紙杯，請自備餐具、茶杯或水壺，謝謝 

八、 課程內容： 

時間 主題 講師 

9:00~9:15 報到  

9:15~9:35 前測  

9:35~10:25 從不同氣質評估哺乳模式 

1.從氣質看依需求哺乳 

2.嬰兒生長評估 

蘇秦明 醫師 

10:25~11:15 哺乳期間乳房感染 

1.認識與泌乳相關的乳房感染 

2.泌乳期乳房感染之治療、照護與哺

乳支持 

蘇秦明 醫師 

11:15~11:25 休息  

11:25~12:15 產後護理機構推動母乳哺育經驗分享 曾雅莉 護理組長 

12:15~13:00 午餐  

13:00~14:15 泌乳生理及哺乳技巧 胡怡芬 衛教師 

14:15~14:25 休息  

https://goo.gl/ceuVXV


14:25~15:15 促進親子同室及如何增加乳汁 賴美玲 督導 

15:15~16:30 產後護理機構護理人員對哺乳母親的

支持(包括對奶爸角色，提供指導資

源)和諮詢技巧 

1.產婦哺乳需要支持 

2.諮詢技巧的應用 

孫嘉霙 護理長 

16:30~16:50 後測  

16:50~17:40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輔導 

1.教學回饋 

2.知識釐清 

(本場次僅由具母乳哺育種子講師資格

之人員參加) 

南區輔導團體 

 

講師介紹：(依演講順序)  

蘇秦明 上醫囝囡診所   兒科專科醫師 

       國民健康署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曾雅莉 戴德森醫療財團法人附設嘉基產後護理之家 小組長  

       國民健康署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胡怡芬 台南市立醫院 衛教師  

       國民健康署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賴美玲 奇美醫療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督導  

       國民健康署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孫嘉霙 郭綜合醫院附設產後護理之家護理長 

       國民健康署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