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 姓名 身份證字號 縣市 服務機構

1 楊O婷 L224×××259 桃園市 青田悅產後護理之家

2 周O玲 K221×××260 新竹市 北澤國際產後護理之家

3 李O卿 M222×××069 新竹市 環球金采產後護理之家

4 汪O菱 J222×××578 新竹縣 安育產後護理之家

5 賴O絹 B221×××059 新竹縣 沁月產後護理之家竹北館

6 蔡O玲 K221×××961 新竹縣 迎馨產後護理之家

7 廖O雯 L221×××409 苗栗縣 蓁愛產後護理之家

8 黃O茹 L225×××299 臺中市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附設大里仁愛產後護理之家

9 林O珠 L202×××438 臺中市 台中市衛生局母乳業務承辦人員(計畫家訪員)

10 葉O玫 N225×××014 臺中市 必樂芙產後護理之家

11 林O庭 P223×××090 臺中市 沁美產後護理之家

12 劉O昀 N223×××439 臺中市 沁美產後護理之家

13 蔣O芸 N224×××084 臺中市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附設林新產後護理之家

14 謝O樺 R223×××725 臺中市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附設林新產後護理之家

15 陳O鈴 B221×××522 臺中市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附設林新產後護理之家

16 陳O禎 G220×××668 臺中市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附設烏日林新產後護理之家

17 張O文 E224×××339 臺中市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附設烏日林新產後護理之家

18 洪O燕 N220×××958 臺中市 欣悅產後護理之家

19 張O瑜 G222×××715 臺中市 欣悅產後護理之家

20 田O文 L220×××879 臺中市 欣賀產後護理之家

21 張O媛 A226×××726 臺中市 欣賀產後護理之家

22 黃O瑄 L224×××563 臺中市 敦南真愛台中館產後護理之家

23 林O慈 L225×××740 臺中市 敦南真愛台中館產後護理之家

24 賴O纁 M222×××142 臺中市 媽媽咪亞產後護理之家

25 林O玉 D222×××944 臺中市 媽媽咪亞產後護理之家

26 孫O珍 H220×××140 臺中市 媽媽咪亞產後護理之家

27 温O芳 B221×××217 臺中市 媽媽咪亞陽光館產後護理之家

28 侯O玲 P223×××507 臺中市 媽媽咪亞陽光館產後護理之家

29 吳O榛 X220×××971 臺中市 媽媽咪亞陽光館產後護理之家

30 劉O嫣 K220×××504 臺中市 臺中榮民總醫院附設產後護理之家

31 魏O祺 O200×××957 臺中市 臺中榮民總醫院附設產後護理之家

32 黃O喬 L221×××773 臺中市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附設產後護理之家

33 徐O霙 B222×××434 臺中市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附設產後護理之家

34 林O薇 I200×××499 臺中市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附設產後護理之家

35 張O文 S223×××123 臺中市 臻之月產後護理之家

36 洪O菁 N225×××550 臺中市 臻之月產後護理之家

37 洪O萍 N225×××596 臺中市 臻之月產後護理之家

38 韋O如 Q223×××129 臺中市 環球台中產後護理之家

39 陳O羽 L224×××889 臺中市 環球台中產後護理之家

40 徐O閔 L224×××432 臺中市 禮悅產後護理之家

41 陳O坪 N225×××774 臺中市 禮悅產後護理之家

42 賴O君 L223×××776 臺中市 藍田悅產後護理之家

43 鄭O如 B221×××154 臺中市 麗馨產後護理之家

44 陳O吟 E222×××282 臺中市 麗馨產後護理之家

45 陳O純 L223×××981 臺中市 麗馨產後護理之家

46 盧O婷 N225×××102 彰化縣 沁月產後護理之家

47 陳O珊 L223×××095 彰化縣 秀傳産後護理之家

48 陳O諠 K220×××735 彰化縣 喜悅產後護理之家二館

49 黃O慧 R220×××717 嘉義市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附設嘉基產後護理之家

50 陳O婷 P223×××282 嘉義市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附設嘉基產後護理之家

51 江O芬 Q220×××998 嘉義縣 米蘭產後護理之家

52 馮O伶 S222×××840 嘉義縣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附設大林慈濟產後護理之家

53 林O純 Q223×××150 嘉義縣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附設大林慈濟產後護理之家

54 江O銖 P220×××118 雲林縣 雲林縣衛生局

111年產後護理機構醫護人員母乳哺育教育訓練-中區場次
因受疫情影響，原訂5月14日(六)展延至6月20日(一)，課程時間為13:00-17:05 (報到時間12:45-13:00)

為保留各家產後護理機構皆能參與，每家錄取3名，3名以上將排至候補名單

其錄取名單如下(依縣市及機構名排列)：

1/2



No. 姓名 身份證字號 縣市 服務機構

111年產後護理機構醫護人員母乳哺育教育訓練-中區場次
因受疫情影響，原訂5月14日(六)展延至6月20日(一)，課程時間為13:00-17:05 (報到時間12:45-13:00)

為保留各家產後護理機構皆能參與，每家錄取3名，3名以上將排至候補名單

其錄取名單如下(依縣市及機構名排列)：

候補 陳O如 N225×××797 臺中市 媽媽咪亞產後護理之家

候補 詹O卉 M221×××573 臺中市 媽媽咪亞產後護理之家

候補 黃O慈 E225×××218 臺中市 媽媽咪亞產後護理之家

候補 黃O瑜 M221×××688 臺中市 媽媽咪亞產後護理之家

候補 蔡O雯 Q222×××127 臺中市 媽媽咪亞陽光館產後護理之家

候補 蔡O倫 L224×××496 臺中市 臻之月產後護理之家

候補 林O珠 P222×××184 臺中市 臻之月產後護理之家

候補 高O花 M221×××020 臺中市 臻之月產後護理之家

候補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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