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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市 58 1 振興醫療財團法人振興醫院婦產部 方月吟
專科護理師/

助產師
109年12月31日

2 博仁綜合醫院 毛心潔 主任 110年12月31日
3 臺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王怡文 督導 110年12月31日
4 國泰醫療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護理部 王淑珍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5 基督復臨安息日會醫療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王麗玲 護理師 109年12月31日
6 國泰台北會館產後護理之家 王瓊琦 主任 109年12月31日
7 基督復臨安息日會醫療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包軒慈 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8
台灣基督長老教會馬偕醫療財團法人馬偕紀

念醫院護理部
古雪貞 督導 109年12月31日

9 愛兒麗產後護理之家 伍竹彥 顧問 110年12月31日
10 禾馨內湖婦幼診所 呂欣儒 物理治療師 110年12月31日
11 三軍總醫院護理部 呂美芬 副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12 台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護理部 李怡嬅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13 協和婦女醫院附設產後護理之家 李金堂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14 大葉產後護理之家 李映婕 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15 新光醫療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念醫院護理 李昭暉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16 中山醫療社團法人中山醫院護理部 李瑞芝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17 臺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李慧椿 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18 國泰醫療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小兒科 沈仲敏 主任 109年12月31日

19
臺北市立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北醫學大

學辦理
周寶鈺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20 英倫市民大道館産後護理之家 林永麗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21 台北榮民總醫院護理部 林玉蘭 副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22 愛兒家產後護理之家 林衣陵 督導 110年12月31日
23 振興醫療財團法人振興醫院嬰兒室 林秀真 副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24 新光醫療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念醫院小兒 林姃慧 小兒科主任 109年12月31日

25
基督復臨安息日會醫療財團法人臺安醫院護

理部
邱慕蓉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26 中山醫療社團法人中山醫院護理部 范玉如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27 三軍總醫院護理部 孫良雯 退休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28 禾馨婦幼診所 孫嘉蓉 護理人員 109年12月31日
29 康寧醫院小兒科 翁少萍 主治醫師 109年12月31日
30 台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護理部 高佑欣 專科護理師 109年12月31日
31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護理助產及婦女健康 高美玲 教授 110年12月31日
32 台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護理部 高梨媖 護理師 109年12月31日
33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護理科 高淑容 副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34 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 張皓媛 助理教授 110年12月31日
35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台北長庚紀念醫院 張韶純 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36 台北市信義區健康服務中心健康促進組 許惠湄 退休護理師 109年12月31日
37 健寶兒產後護理之家 許華容 護理師 110年12月31日

38
台灣基督長老教會馬偕醫療財團法人馬偕紀

念醫院
許碧鳳 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39 國立台北護理健康大學護理助產及婦女健康 郭素珍 兼任教授 110年12月31日
40 財團法人康寧醫院門診部 陳怡錚 護理師 109年12月31日

109-110年效期內母乳哺育種子講師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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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臺北市立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北醫學大

學辦理
陳雅婷 護理師 109年12月31日

42 華悅產後護理之家 陳雅萍 護理師 110年12月31日
43 御兒軒產後護理之家 陳綵蕎 主任 110年12月31日
44 薇閣產後護理之家 陳麗曲 督導 110年12月31日
45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 和平婦幼院區 曾淨如 護理師 110年12月31日
46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台北長庚紀念醫院 程劭文 主治醫師 110年12月31日
47 國泰醫療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童麗錡 護理小組長 110年12月31日
48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仁愛院區護理科 黃鶯滿 護理督導長 109年12月31日
49 青年診所 楊靖瑩 主治醫師 109年12月31日
50 許世賓婦產科醫療 葉淑芬 督導 109年12月31日
51 藍田產後護理之家 劉珮伶 護理顧問 109年12月31日
52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潘婉琳 助理教授 110年12月31日
53 御兒軒產後護理之家 鄭芸樺 負責人 109年12月31日
54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附設仁愛產後護理之家 盧鈺婷 護理師 110年12月31日

55
新光醫療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念醫院教學

研究部小兒科
穆淑琪

主任/主治醫

師
109年12月31日

56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仁愛院區護理科 賴寶純
護理師兼護

理長
109年12月31日

57
台灣基督長老教會馬偕醫療財團法人馬偕紀

念醫院
戴蕙蓮 退休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58 國立台灣大學附設醫院婦產部 顏乙媛 護理師 109年12月31日
新北市 28 59 木生婦產科診所 王又萱 衛教師 110年12月31日

60 淡水馬偕紀念醫院 王淑鈴 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61 惠心婦幼診所護理部 王嘉慧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62 三民菡生產後護理之家 宋靜宜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63 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台北慈濟醫院護理部 李孟蓉 督導 109年12月31日
64 衛生福利部雙和醫院護理部 周亞璉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65 新北巿立土城醫院 林晶晶 護理督導 110年12月31日

66 新北市立聯合醫院三重院區 林郁晴
專科護理師/

助產師
109年12月31日

67 樂寶兒婦幼診所 林燕芳 護理助產師 110年12月31日
68 國泰醫療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莊芬綺 退休督導 109年12月31日
69 新北市立聯合醫院感控小組 許慧敏 護理師 109年12月31日

70
行天宮醫療志業醫療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護

理部
陳沛瀅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71 曜生婦幼診所 陳玟錦 門診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72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陳珏如 專案講師 110年12月31日
73 宥宥產後護理之家 陳崇萱 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74 雙和醫院附設產後護理之家 陳燕菁 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75 愛麗生婦產科 陳韻帆 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76 永和悠之家產後護理之家 黃資裡 執行長 110年12月31日
77 亞東紀念醫院 楊詩蘋 代理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78 天主教耕莘醫療財團法人耕莘醫院護理部 楊碧枝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79 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台北慈濟醫院 廖金蓮 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80 惠生產後護理之家 蔡明郁 護理師 110年12月31日
81 慈心產後護理之家 蔡莉娟 執行長 109年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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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台灣基督長老教會馬偕醫療財團法人

馬偕紀念醫院護理部暨實證醫學中心
蔡榮美 副主任 109年12月31日

83 吳婦產科診所 戴碧盈 兒科醫師 110年12月31日
84 樂寶兒婦幼診所 薛惠珍 護理主任 109年12月31日
85 謝璧光小兒科診所 謝璧光 兒科醫師 110年12月31日
86 合泰婦產小兒聯合診所 蘇靜嫻 護理師 110年12月31日

桃園市 21 87 衛生福利部桃園醫院護理部 王淑姬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88 沙爾德聖保祿修女會醫療財團法人聖保祿醫 王靜如 個案管理師 110年12月31日
89 沙爾德聖保祿修女會醫療財團法人聖保祿醫 余琬儒 兒科醫師 109年12月31日

90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護理系 林素瑛
臨床實習指

導教師
109年12月31日

91 桃園惠生保安婦幼診所 邱筠潔 護理師 110年12月31日

92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桃園林口長庚紀念醫院婦

產科
柳素真 專科護理師 109年12月31日

93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桃園林口長庚紀念醫院 徐任甫 主治醫師 109年12月31日
94 聯新國際醫院 張詒舒 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95 衛生福利部桃園醫院護理部 陳如萍 助產師 109年12月31日
96 昕悅三館產後護理之家 陳美儀 負責人 110年12月31日
97 宋俊宏婦幼醫院 陳淑香 護理主任 110年12月31日

98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桃園林口長庚紀念醫院護

理部
程姮鳳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99 安媞產後護理之家 黃士娟 負責人 110年12月31日
100 宋俊宏婦幼醫院 黃秋榮 護理師 109年12月31日
101 衛生福利部桃園醫院 楊佩蓉 護理師 110年12月31日

102
沙爾德聖保祿修女會醫療財團法人聖保祿醫

院婦產科
楊誠嘉 主任 109年12月31日

103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桃園林口長庚紀念醫院護

理部
劉曉雲 副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104 國軍桃園總醫院護理部 盧曉貞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105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桃園林口長庚紀念醫院 韓丹茹 副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106 沙爾德聖保祿修女會醫療財團法人聖保祿醫 簡雅倫 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107 秉坤婦幼醫院 魏秀穎 護理主任 110年12月31日

新竹縣 5 108 東元醫療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 江翊菱 護理師 110年12月31日
109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 林凱玲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110 東元醫療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 張珮琪 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111 竹仁婦幼診所 曹健民 院長 109年12月31日
112 沁月產後護理之家 馮嘉莉 衛教師 110年12月31日

新竹市 8 113 國泰醫療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護理部 何渼樺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114
台灣基督長老教會新竹馬偕醫療財團法人

馬偕紀念醫院護理部
林育靜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115 寶來產後護理之家管理組 施惠玲 負責人 109年12月31日
116 國泰醫療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許鈺萩 督導 110年12月31日
117 國軍新竹地區醫院附設民眾服務診療處 陳美琳 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118 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黃百后 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119 國立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護理 楊宜芬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120 國泰醫療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護理部 賴宜萍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苗栗縣 1 121 禾雅產後護理之家 張如君 主任 110年12月31日
台中市 36 122 仁愛醫療財團法人大里仁愛醫院 王文中 主任 110年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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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臺中榮民總醫院 王素秋 護理督導長 109年12月31日
124 衛生福利部台中醫院婦產科 江冠樺 個案管理師 109年12月31日
125 光田醫療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大甲院區 江慧琴 副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126 順風產後護理之家 何昭霆 負責人 110年12月31日

127 衛生福利部豐原醫院 吳嘉玲
護理師暨助

產師
110年12月31日

128 臺安醫院（台中市） 李仁慧 護理師 110年12月31日
129 光田醫療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李香嫺 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130 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小兒科 李敏駿 主任 109年12月31日
131 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護理部 沈玉娟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132 仁欣診所 沈貞俐 醫師 109年12月31日
133 臺中榮民總醫院傳統醫學科 周書慧 主治醫師 109年12月31日
134 光田醫療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護理部 林麗珠 副主任 109年12月31日
135 昀昉物理治療所 洪秀蓉 院長 109年12月31日
136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婦產部 洪靜琦 衛教師 110年12月31日
137 台中慈濟醫院 徐慧冰 個案管理師 110年12月31日
138 國軍台中總醫院婦產科 張麗卿 護理師 109年12月31日
139 光田醫療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護理部 梁慧婷 督導 109年12月31日
140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護理部 莊錦娥 督導 110年12月31日
141 臺中榮民總醫院兒童醫學中心 許雅淇 主治醫師 109年12月31日
142 慧馨孕產婦諮詢中心 許嘉玲 衛教師 109年12月31日
143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陳子涵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144 林新醫療社團法人林新醫院護理部 陳冠霖 衛教師 109年12月31日
145 臺中榮民總醫院 陳昭惠 科主任 110年12月31日
146 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陳美鳳 副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147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婦產部 陳雅貞 衛教師 109年12月31日
148 仁愛醫療財團法人大里仁愛醫院 彭文珍 督導 110年12月31日

149 中山醫學大學 曾英珍
實習指導教

師
110年12月31日

150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黃淑媛 副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151 臺安醫院（台中市） 董如玉 護理師 109年12月31日
152 光田醫療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護理部 廖秀春 護理師 109年12月31日
153 臺中榮民總醫院護理部 劉羽嫣 護理師 109年12月31日
154 麗寶集圖健康醫療部 蔡宜澖 護理總監 109年12月31日
155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賴秀雯 護理師 110年12月31日
156 童綜合醫療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護理部 謝淑清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157 童綜合醫療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蘇家榆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彰化縣 9 158
彰化基督教醫療財團法人二林基督教醫院護

理部
康美玉 主任 110年12月31日

159
彰化基督教醫院財團法人員林基督教醫院護

理部
蕭淑娟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160 彰基醫療合作醫院漢銘醫院護理部 朱淑媛 護理部主任 109年12月31日

161
彰化基督教醫療財團法人醫院 華仁愛產後護

理之家
吳儼涵 副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162 彰化基督教醫療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兒童醫 李心慈 督導長 109年12月31日
163 彰化基督教醫療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兒童醫 李政翰 主治醫師 109年12月31日
164 彰化基督教醫療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陳翠玲 護理師 110年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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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彰化基督教醫療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護

理部
劉瑩娟 護理師 109年12月31日

166 彰化基督教醫療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魏婉華 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南投縣 3 167 埔基醫療財團法人埔里基督教醫院護理部 卓如玉 衛教師 109年12月31日

168 彰化基督教醫療財團法人南投基督教醫院 廖小芬 護理師 109年12月31日
169 竹山秀傳醫院婦兒科 顧佩珊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雲林縣 2 170 安安婦兒科診所 林雅涵 護理師 110年12月31日

171
天主教若瑟醫療財團法人附設若瑟產後護理

之家
黃資森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嘉義縣 4 172 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大林慈濟醫院護理部 沈金華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173 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大林慈濟醫院婦產科 莊啟柔 主治醫師 109年12月31日
174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附設嘉義長庚產後護理之 陳淑涓 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175 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大林慈濟醫院 董又華 個案管理師 110年12月31日

嘉義市 7 176 戴德森醫療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蔡紋悠 護理師 109年12月31日
177 戴德森醫療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林秀珍 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178
天主教中華聖母修女會醫療財團法人天主教

聖馬爾定產後護理之家
林寀涵 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179 戴德森醫療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陳碧惠 督導 110年12月31日
180 嘉義市愛護寶專業產後照服暨哺乳諮詢坊 曾雅莉 護理師 109年12月31日
181 嘉康居家護理所 劉妍汎 護理師 109年12月31日
182 戴德森醫療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謝玉惠 護理師 110年12月31日

台南市 19 183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吳秀雲 副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184 幸悅產後護理之家 吳明純 護理師 110年12月31日
185 小天使婦兒診所 宋玉英 兒科醫師 110年12月31日

186
台灣基督長老教會新樓醫療財團法人台南新

樓醫院婦產科
林美邑 主治醫師 109年12月31日

187 國泰台南產後護理之家 洪治萍 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188
台南市立醫院（委託秀傳醫療社團法人經

營）健康管理中心
胡怡芬 衛教師 110年12月31日

189 郭綜合醫院附設產後護理之家 孫嘉霙 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190 高雄岡山新惠生婦產科診所 孫韻惠 衛教師 109年12月31日
191 奇美醫療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徐富美 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192 奇美醫療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梁玲菱 副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193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陳娟涓 個案管理師 110年12月31日
194 社團法人台灣母乳協會 黃秀瑛 理事長 109年12月31日
195 康乃心婦產科診所 黃勤文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196 奇美醫療財團法人柳營奇美醫院護理部 楊淑蕙 護理師 109年12月31日

197
台南市立醫院(委託秀傳醫療社團法人經營)護
理部

蔡佩芸 衛教師 109年12月31日

198 奇美醫療財團法人柳營奇美醫院 鄭憶雯 副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199 大安婦幼醫院護理部 賴美玲 主任 109年12月31日
200 衛生福利部台南醫院護理部 戴珮姍 護理師 109年12月31日
201 奇美醫療財團法人柳營奇美醫院婦產科 闕貝如 醫師 109年12月31日

高雄市 22 202 樹人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羅兆真 助理教授 110年12月31日
203 樹人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巫曉玲 講師 110年12月31日
204 阮綜合醫療社團法人阮綜合醫院 王紋玉 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205 高市立聯合醫院 任佩珍 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206 義大醫療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吳孟玲 個案管理師 110年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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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高雄市立小港醫院(委託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吳淑惠 護理師 110年12月31日
208 安田婦產科診所 李依涵 護理師 109年12月31日
209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 辛幼玫 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210 高雄榮民總醫院 林久惠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211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護理部 林玉華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212 吳昆哲婦產小兒科醫院 林秀芬 護理主任 109年12月31日

213
天主教聖功醫療財團法人聖功醫院附設聖功

產後護理之家
林紋華 負責人 109年12月31日

214 高雄市立小港醫院 侯惠足 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215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附設高雄產後護理之家 許靖雯 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216 四季台安醫院 許麗瓊 護理師 109年12月31日

217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小兒部新生

兒科
陳秀玲 主治醫師 109年12月31日

218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 富慧雲 護理師 110年12月31日
219 樂生婦幼醫院 湯宜純 護理主任 109年12月31日
220 博愛蕙馨醫院附設產後護理之家 黃識頻 護理師 109年12月31日
221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念醫院 鄭雪玉 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222 天主教聖功醫療財團法人聖功醫院護理部 蕭素惠 督導 109年12月31日
223 高雄市柏仁同醫院 謝思怡 護理師 109年12月31日

屏東縣 6 224 恩生助產所 吳惠娟 助產師 109年12月31日
225 屏基醫療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護理部 林靜宜 副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226 屏東衛生局企劃科 柯樂博玳 衛教師 110年12月31日
227 寶建醫療社團法人寶建醫院 李恩慈 護理師 110年12月31日
228 上醫囝囡診所 陳琬宜 護理師 110年12月31日
229 上醫囝囡診所 蘇秦明 兒科醫師 110年12月31日

宜蘭縣 7 230 醫療財團法人羅許基金會羅東博愛醫院護理 何春玉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231 醫療財團法人羅許基金會羅東博愛醫院 吳淑娟 主治醫師 110年12月31日
232 國立陽明大學附設醫院產科 李詩敏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233 天主教靈醫會醫療財團法人羅東聖母醫院 林怡伶 護理師 110年12月31日
234 醫療財團法人羅許基金會羅東博愛醫院護理 蔡宜芬 副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235 天主教靈醫會醫療財團法人羅東聖母醫院 賴佳穎 護理師 110年12月31日
236 國立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吳怡旻 護理長 110年12月31日

花蓮縣 6 237 佛教醫療財團法人花蓮慈濟醫院 王淑芳 助產師 110年12月31日
238 佛教醫療財團法人花蓮慈濟醫院 林嘉慧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239
臺灣基督教門諾會醫療財團法人門諾醫院護

理部
胡淑琴 督導 109年12月31日

240 花蓮縣新城鄉衛生所 張育婷 護理師 109年12月31日

241
臺灣基督教門諾會醫療財團法人附設門諾產

後護理之家
黃小燕 負責人 109年12月31日

242 臺灣基督教門諾會醫療財團法人門諾醫院 楊立君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台東縣 2 243
台灣基督長老教會馬偕醫療財團法人台東馬

偕紀念醫院護理部
盧姿妃 護理師 110年12月31日

244 東基醫療財團法人台東基督教醫院 賴玉菁 護理長 109年12月31日
金門縣 1 245 衛生福利部金門醫院 林秋萍 護理師 110年12月31日
澎湖縣 1 246 澎湖縣白沙鄉衛生所 李宛純 護理師 109年12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