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課地點 No. 姓名 服務機構 職稱

中區 1 王O怡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專案管理師

中區 2 江O陵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護理師

中區 3 江O琴 光田綜合醫院 副護理長

中區 4 江O銖 雲林縣政府衛生局 公共衛生護士

中區 5 江O樺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個案管理師

中區 6 吳O津 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 護理長

中區 7 吳O玲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個案管理師

中區 8 吳O玲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護理長

中區 9 吳O雲 成大醫院 副護理長

中區 10 李O萍 中國附醫 主治醫師

中區 11 李O駿 台中慈濟醫院 兒科主任

中區 12 林O伶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護理長

中區 13 林O芬 吳昆哲婦產小兒科醫院 行政副院長

中區 14 林O玲 台南新樓醫院 護理師

中區 15 林O珍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護理長

中區 16 林O珠 台中榮總 護理師

中區 17 林O涵 天主教聖馬爾定產後護理之家 督導

中區 18 林O涵 安安婦兒科診所 護理師

中區 19 林O惠 高雄榮民總醫院 護理長

中區 20 洪O琦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衛教師

中區 21 洪O蓉 昀昉物理治療所 院長

中區 22 胡O芬 台南市立醫院 衛教師

中區 23 孫O霙 白袍旅人兒科診所 護理師

中區 24 徐O冰 台中慈濟醫院 個管師

中區 25 徐O美 奇美醫院 督導

中區 26 張O卿 國軍台中總醫院 護理師

中區 27 梁O菱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副護理長

中區 28 許O玲 慧馨孕產婦資訊中心 衛教護理師

中區 29 許O瓊 四季台安 護理長

中區 30 陳O妦 澄清綜合醫院 護理長

中區 31 陳O花 禮悅產後護理之家 護理師

中區 32 陳O貞 亞大醫院 婦產個管師

中區 33 陳O惠 嘉義基督教醫院 督導

中區 34 陳O鳳 台中慈濟醫院 護理長

中區 35 陳O霖 林新醫院 衛教師

中區 36 彭O珍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督導

中區 37 曾O儀 成大醫院 個管師

中區 38 黃O文 康乃心婦產科診所 護理長

中區 39 黃O珍 沐綿產後護理之家 護理師

中區 40 黃O喬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附設產後護理之家 副總監

110年母乳哺育種子講師培訓計畫
110年10月20日母乳哺育種子講師輔導團隊成果觀摩會_兩區學員上課名單(依姓氏排列)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合辦單位：台灣母乳哺育聯合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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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 41 黃O媛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護理師

中區 42 黃O森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附設若瑟產後護理之家 護理長

中區 43 黃O瑛 社團法人台灣母乳協會 理事長

中區 44 楊O芬 新竹臺大分院 護理長

中區 45 董O玉 臺安醫院 護理師
中區 46 董O華 大林慈濟醫院 個案管理師

中區 47 廖O宜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技佐

中區 48 劉O嫣 臺中榮總附設產後護理之家 負責人

中區 49 盤O馨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衛生稽查員

中區 50 魯O慧 貝詩特產後護理之家 衛教師

中區 51 盧O瑩 澎湖縣政府衛生局 辦事員

中區 52 蕭O惠 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聖功醫院 督導

中區 53 賴O玲 大安婦幼醫院 護理行政副院長

中區 54 謝O君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技士

中區 55 韓O茹 林口長庚 護理師

中區 56 顏O玲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股長

中區 57 蘇O婷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股長

中區 58 蘇O榆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護理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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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 1 王O卿 苗栗縣政府衛生局保健科 技士

北區 2 王O凱 台北教育大學 講師

北區 3 伍O彥 時尚產後護理之家 執行長

北區 4 江O菱 東元財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 護理人員

北區 5 吳O芳 新竹縣政府衛生局 約僱人員

北區 6 呂O芬 三軍總醫院 副護理長

北區 7 李O暉 新光醫院 護理長

北區 8 李O蓉 佛教慈濟醫療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副主任

北區 9 李O嬅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護理長

北區 10 林O玲 東元綜合醫院 護理長

北區 11 林O慧 新光醫院小兒科 主任

北區 12 邱O雯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督導

北區 13 邱O潔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護理師

北區 14 胡O玲 藍田產後護理之家 護理師

北區 15 孫O蓉 禾馨婦產科 護理師

北區 16 張O媛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 副教授

北區 17 張O琪 東元綜合醫院 護理師

北區 18 張O嫣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衛生企劃師

北區 19 張O慧 晶英產後護理之家 執行長

北區 20 許O容 藍田士林產後護理之家 護理師

北區 21 許O敏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感染管制護理師

北區 22 郭O珍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助產及婦女健康系 兼任教授

北區 23 陳O香 宋俊宏婦幼醫院 護理師

北區 24 陳O琳 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 護理長

北區 25 陳O琴 璽悅產後護理之家 督導長

北區 26 陳O萍 衛福部桃園醫院 助產師

北區 27 陳O蕎 臺北市協和祐德高中 護理師兼健護教師

北區 28 馮O莉 產後護理機構 衛教師

北區 29 楊O理 台灣母乳哺育聯合學會 理事長

北區 30 楊O蓉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護理師

北區 31 趙O吟 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約僱人員

北區 32 劉O伶 台北市藍田產後護理之家 護理顧問

北區 33 盧O妃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護理師

北區 34 韓O儒 后愛產後護理之家 衛教師

北區 35 蘇O嫻 祈新婦產科 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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