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年親善醫院哺乳實證與實務線上研習暨諮詢工作坊 報名簡章 

一、 日期與地點： 

1. 線上研習 I：2022/5/28(六) & 6/12(日) 13:10-17:00 線上學習及即時評量(5/28&6/12

講題一樣) 

2. 線上研習 II：2022/7/31(日)8:10-12:00 & 13:10-17:00 線上學習及即時評量 

(7/31 上午場與下午場講題一樣) 

3. 諮詢工作坊：2022/7/24(日) 08:30-16:45 案例哺乳史收集演練 

(地點: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活動中心 406 教室-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34 號) 

二、 參加對象： 

1. 線上研習以參與親善醫院及產後護理機構認證單位之新進人員優先；名額 300 人。 

    2. 諮詢工作坊以參與親善醫院及產後護理機構認證單位之年資滿 2 年以上同仁且完成任何

一場(5/28 或 6/12)線上研習 I 者，母乳種子講師優先綠取；每個機構限 1 人,共 80 人。 

三、 報名費用： 

  1. 線上研習(5/28、6/12、7/31 上午、7/31 下午)： 

     台灣母乳哺育聯合學會會員每場 600 元、非會員每場 1200 元。 

    2. 諮詢工作坊(7/24)：台灣母乳哺育聯合學會會員 1200 元、非會員 2400 元。（含講義及午餐） 

3. 匯款資訊：台北富邦（012）銀行興隆分行 

   (ps.若要備註請直接寫報名人姓名.請不要填寫研討會名稱,以免對不到帳) 

帳號：0043-1120-801-482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母乳哺育聯合學會 

四、 報名方式：採網路線上報名， https://reurl.cc/7D2nak  

 五、 注意事項： 

1、報名後若因故無法出席者，請務必主動告知學會。 

2、退費規則： 

a.繳交費用後，若臨時無法參加，恕不退費，但可接受一周前更換參加人員。 

b.當天未報到者視為棄權，恕不退費。 

3、為了您及地球的健康請自備環保杯、筷、水杯。 

4、請多利用學會網站查詢最新消息，課程若有異動將公告於網站上，不另行通知。 

5、本課程預計申請兒科醫學會、新生兒科醫學會、護理學會、助產學會積分及 CERPs 積分，歡迎

醫護、產護人員報名參與。 

 

 

https://reurl.cc/7D2nak


六、 線上研習會 I 課程表-5/28 與 6/12 課程一樣、7/31 上午場與下午常課程一樣 

 

 

5/28 & 6/12 課程主題 核心概念 講師 

13:10-13:30 線上簽到 請掃描 QR Code 於規定時間內完成簽到 

13:20-13:30 長官及貴賓致詞 理事長致詞 

13:30-15:00 

實證與實務：頭 1 天；頭 10 天；

頭 1 個月；頭 100 天奶量指導 

產後衛教迷思 

泌乳生成機轉精華 

泌乳生理學與實務應用 

王淑芳 博士 

 

15:00-15:10 休息一下；解放自由；深呼吸再出發法 

15:10-16:40 實證與實務：乳房痛&乳暈痛&乳

頭痛 

生理性脹奶 & 乳房腫脹 

乳腺管阻塞 & 反覆性塞奶 

副乳積乳 & 纖維瘤腫脹 

楊誠嘉 醫師 

16:40-17:00 QA 時間暨線上評量 請掃描 QR Code 於規定時間

內完成 

王淑芳 博士 

楊誠嘉 醫師 

7/31 上午場 課程主題 核心概念 講師 

08:10-08:30 線上簽到 請掃描 QR Code 於規定時間內完成簽到 

08:20-08:30 長官及貴賓致詞 理事長致詞 

08:30-10:00 心因性和生理性奶水不足的辨識與照護  毛心潔 醫師 

10:00-10:10 休息一下；解放自由；深呼吸再出發法 

10:10-11:40 是不能還是不為的嬰兒拒吃母奶的辨識

與照護 
 劉妍羚 物理治療師 

11:40-12:00 QA 時間暨線上評量 請掃描 QR Code 於規定

時間內完成 
 

7/31 下午場 課程主題 核心概念 講師 

13:10-13:30 線上簽到 請掃描 QR Code 於規定時間內完成簽到 

13:20-13:30 長官及貴賓致詞 理事長致詞 

13:30-15:00 心因性和生理性奶水不足的辨識與照護  毛心潔 醫師 

15:00-15:10 休息一下；解放自由；深呼吸再出發法 

15:10-16:40 是不能還是不為的嬰兒拒吃母奶的辨識

與照護 
 劉妍羚 物理治療師 

16:40-17:00 QA 時間暨線上評量 請掃描 QR Code 於規定

時間內完成 
 



七、 案例諮詢工作坊-7/24(星期日) 

講師簡介：（依講述順序） 

王淑芳博士：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副教授、台灣母乳哺育聯合學會常務理事、 

華人泌乳顧問協會榮譽理事長、國民健康署母乳種子講師 

楊誠嘉醫師：桃園聖保祿醫院婦產科主任暨醫療副院長、華人泌乳顧問協會常務理事 

、國民健康署母乳種子講師 

楊靖瑩醫師：青年診所主治醫師、台灣母乳哺育聯合學會常務理事 

毛心潔醫師：博仁醫院小兒科主任、台灣母乳哺育聯合學會理事、華人泌乳顧問協會理事長、 

國民健康署母乳種子講師 

7/24 課程主題 核心概念 講師 

08:30-08:50 報到   

08:50-09:00 長官及貴賓致詞 

09:00-10:00 收集哺乳史意義與方法 哺乳困境與疾病就醫的異同 

哺乳困境的相關影響因素 

收集哺乳史關鍵技巧 

楊靖瑩 醫師 

10:00-11:00 案例演練 & 討論 小組演練(4 人/組；3 組/區) 

案例 A 閱讀 5 分鐘 

收集哺乳史演練 10 分鐘 

歷程及建議小組討論 15 分鐘 

區長分享小組情境與叮嚀 5 分鐘 

王淑芳 博士 

毛心潔 醫師 

李敏駿 醫師 

楊誠嘉 醫師 

楊靖瑩 醫師 

11:00-11:15 
休息一下；解放自由；深呼吸再出發法 

11:15-12:15 諮詢技巧體驗 眼神傳心意；配對聽-說故事；我覺

得做人太難了 
王淑芳 博士 

12:15-13:15 午餐時間 

13:15-14:45 案例諮詢技巧演練 案例 A 合宜建議討論 30 分鐘 

小組演練諮詢技巧演練 30 分鐘 

各區長引導小組回饋 30 分鐘 

王淑芳 博士 

毛心潔 醫師 

李敏駿 醫師 

楊誠嘉 醫師 

楊靖瑩 醫師 

14:45-15:00 休息一下；解放自由；深呼吸再出發法 

15:00-16:15 案例諮詢技巧演練 案例 B&C 合宜建議討論 20 分鐘 

小組演練諮詢技巧演練 40 分鐘 

各區長引導小組回饋 15 分鐘 

王淑芳 博士 

毛心潔 醫師 

李敏駿 醫師 

楊誠嘉 醫師 

楊靖瑩 醫師 

16:15-16:45 課後持續計畫分享 記住的一句話 

可以在單位立刻進行的一件事 

學員全體 



李敏駿醫師：台中慈濟醫院小兒科主任、台灣母乳哺育聯合學會理事、國民健康署母乳種子講師 

劉妍羚物理治療師: 新光醫院復健科兒童物理治療組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