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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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O慈 H223×××660 新竹市 江婦產科診所附設產後護理之家

3 鄭O卉 S223×××560 新竹市 國泰竹教產後護理之家

4 賴O嬌 K221×××300 苗栗縣 禾雅產後護理之家

5 陳O淳 K221×××794 苗栗縣 禾雅產後護理之家

6 廖O雯 L221×××409 苗栗縣 蓁愛產後護理之家

7 羅O惠 K222×××352 臺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台中東區分院產後護理之家

8 黃O玲 Q221×××318 臺中市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附設大里仁愛產後護理之家

9 邱O儀 K222×××548 臺中市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附設大里仁愛產後護理之家

10 曾O雯 M222×××338 臺中市 必樂芙產後護理之家

11 彭O瑜 M221×××204 臺中市 伊夏蓓爾產后護理之家

12 李O菀 B221×××157 臺中市 安馨產後護理之家

13 黃O玲 F224×××750 臺中市 沁美產後護理之家

14 劉O昀 N223×××439 臺中市 沁美產後護理之家

15 黃O瑩 J221×××754 臺中市 典昀產後護理之家

16 蔣O慧 M222×××398 臺中市 典昀產後護理之家

17 劉O伶 N223×××946 臺中市 幸福月產後護理之家

18 黃O淑 K220×××002 臺中市 幸福城堡產後護理之家台中館

19 趙O雲 L221×××550 臺中市 幸福城堡產後護理之家台中館

20 馬O如 F225×××659 臺中市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附設林新產後護理之家

21 陳O娜 L220×××285 臺中市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附設林新產後護理之家

22 賴O伶 L222×××742 臺中市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附設烏日林新產後護理之家

23 鄭O方 E224×××715 臺中市 欣悅產後護理之家

24 趙O涵 R222×××933 臺中市 帝寶產後護理之家

25 陳O蓉 N223×××325 臺中市 敦南真愛台中館產後護理之家

26 陳O宇 N224×××116 臺中市 順風產後護理之家

27 林O珠 L202×××438 臺中市 臺中市衛生局產後護理機構訪查輔導委員

28 劉O嫣 K220×××504 臺中市 臺中榮總附設產後護理之家

29 劉O玲 L220×××300 臺中市 臺安醫院附設產後護理之家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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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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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邱O儀 L220×××741 臺中市 臻之月產後護理之家

33 曾O芳 L223×××333 臺中市 優悅產後護理之家

34 陳O儀 Q223×××210 臺中市 優悅產後護理之家

35 賴O慧 P223×××552 臺中市 優質產後護理之家

36 林O真 L222×××639 臺中市 環球台中產後護理之家

37 林O梨 N220×××454 臺中市 禮悅產後護理之家

38 張O婷 K222×××850 臺中市 禮悅產後護理之家

39 許O美 M220×××689 臺中市 藍田悅產後護理之家

40 張O雯 L223×××249 臺中市 藴荷芳產後護理之家

41 鄭O如 B221×××154 臺中市 麗馨產後護理之家

42 陳O吟 E222×××282 臺中市 麗馨產後護理之家

43 張O琳 R224×××491 彰化縣 元昕產後護理之家

44 蕭O吟 Q223×××854 彰化縣 元昕產後護理之家

45 程O婷 P222×××499 彰化縣 天馨產後護理之家

46 賴O妤 N224×××017 彰化縣 天馨產後護理之家

47 陳O珊 L223×××095 彰化縣 秀傳產後護理之家

48 林O茵 P222×××775 彰化縣 喜悅產後護理之家

111年產後護理機構母乳哺育觀摩會-中區場次-錄取名單
課程日期：111年6月10日(五)；場地：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敬義樓1樓會議廳。

若有課程取消或改期等情況，則另行通知。

為保留各家產後護理機構皆能參與，每家錄取2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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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產後護理機構母乳哺育觀摩會-中區場次-錄取名單
課程日期：111年6月10日(五)；場地：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敬義樓1樓會議廳。

若有課程取消或改期等情況，則另行通知。

為保留各家產後護理機構皆能參與，每家錄取2名，其錄取名單如下(依縣市及機構名排列)：

49 陳O諠 K220×××735 彰化縣 喜悅產後護理之家二館

50 劉O婷 N223×××624 彰化縣 彰化市南西北區衛生所

51 尤O如 N220×××975 彰化縣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附設華仁愛產後護理之家

52 陳O穎 I200×××492 嘉義市 嘉安產後護理之家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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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黃O森 P220×××596 雲林縣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附設若瑟產後護理之家

55 許O杏 P221×××761 雲林縣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附設若瑟產後護理之家

56 江O銖 P220×××118 雲林縣 雲林縣衛生局

57 鄭O怡 D222×××803 臺南市 咪寶產後護理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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