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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9月 3日母乳哺育種子講師輔導團隊成果觀摩會 

報名簡章 
一、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二) 承辦單位:台灣母乳哺育聯合學會 

(三) 協辦單位:澄清綜合醫院中港院區 

二、 會議目的: 

(一) 藉由觀摩會可凝聚種子講師團隊合作力，分享各區輔導團隊支持與輔導推動成果。 

(二) 安排醫療院所與產後機構之母乳哺育種子講師進行對話，針對臨床實務之問題與困境，進

行面對面交流，以激勵及延續母嬰照護，進而提升母乳哺育服務品質。  

三、 參加對象:全國效期內之母乳種子講師、各縣市衛生局所母乳業務承辦相關人員，預計 120名。  

四、 會議主題: 

(一) 運用心智圖為工具分組討論哺乳婦女所遇之問題及改善。  

(二) 分享五項臨床母乳哺育技能查核表於臨床應用情形。 

(三)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在院所/機構內協助確診產婦哺乳經驗分享。  

(四) 衛生局與母乳哺育種子講師合作推動母乳哺育經驗分享。  

(五) 海報分享～各區講師討論會、媒合授課及受邀授課成果。 

五、 時間與地點:  

(一) 日期:111 年 09 月 03日(星期六) 09:30~17:00 

(二) 地點:澄清綜合醫院中港院區 17樓國際會議廳(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966號)  

六、 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若會議因故(如疫情)取消、地點異動或改期等情況，則另公布。  

(一)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scyDPodvqEiNP6Vd8 

(二) 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08 月 15 日 (一)中午 12:00  

(三) 錄取名單預計於 111 年 08 月 18 日公布於學會網站上  

七、 其他事項:  

(一) 課程費用:全程免費(經費由國民健康署菸品健康福利捐支應)，額滿為止。  

(二) 提供午餐:請學員報名時填妥葷或素食。為配合政府響應環保政策，請當天與會人員自備環

保杯，感謝配合。  

(三) 參與課程時，請遵守防疫規定。  

(四) 聯繫窗口郵件:breastfeedingcase@gmail.com 

八、 注意事項: 

(一) 認證學分: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助產人員繼續教育積分、臺灣兒科醫學會積分、台灣新

生兒科醫學會積分(申請中) 

(二) 需確實完成以下: 

1. 必須確實簽到、簽退及填寫滿意度。 

2. 於活動結束一週內完成一篇心得: 

(1) 今日我聽到?看到?令我難忘的感受?活動過程中我學到? 

(2) 未來我將如何應用所學?我可以怎麼做 

(3) 對未來觀摩會活動的建議(含方式及主題) 

3. 遲到、早退、代簽或中途離席者或未完成心得繳交，恕不給予繼續教育積分認證。 

 

https://forms.gle/scyDPodvqEiNP6V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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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觀摩會活動內容: 

時間 內容 主講者 主持人 

09:30~09:50 報到 

09:50~10:00 

長官致詞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台灣母乳哺育聯合學會 

 

楊文理 理事長 

 

楊文理 理事長 

10:00~10:50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在院所/機構內協助確診產婦

哺乳經驗分享 
林晶晶 督導 楊文理 理事長

 

10:50~11:50 
五項臨床母乳哺育技能查核表臨床應用之分享

與討論 

王素秋 督導 

王怡文 護理長 

黃勤文 護理師 

王嘉慧 督導 

陳昭惠 醫師 

11:50~12:50 
午餐時間 

各區個案討論及讀書會成果海報分享 

 

李怡嬅 護理長 

李敏駿 主任 

賴美玲 副院長 

王淑芳 副教授 

 

12:50~13:10 
109年、110 年完訓母乳哺育種子講師、受訓

經驗及在機構內推動母乳哺育的經驗分享 

鄭曉玉 護理長 

魯承慧 護理師 

 

李敏駿 主任 

 

13:10~13:35 
衛生局與種子講師合作推動母乳哺育上的經驗

分享 
吳佳嫻 技佐 

 

賴美玲 副院長 

13:35~13:45 休息
 

13:45~14:10 

【運用心智圖進行醫療院所、產後機構人員與

衛生局承辦人員在推動母乳哺育的交流】 

1. 心智圖簡介 

孫嘉霙 執行長 林晶晶 督導 

14:10~15:10 

2. 對話時間~運用分組討論 

(1) 推動母乳哺育現況報告 

(2) 所遇到之困難或問題 

(3) 如何增加互相更多的溝通與反應 

(4) 如何有更持續性的支持與照護 

組別: 

第一組:醫療院所種子講師 

第二組:產後護理機構種子講師 

第三組:其它組 

各組在臨床實務之問題與現象，依心智圖思考

力，寫及劃下；後續再進行問題之對策方案。完

成後進行各組報告。 

 林晶晶 督導 

15:10~15:20 休息
 

15:20~16:30 

3. 報告及討論-共識時間~對話與回饋交流 

(1) 在推動母乳哺育上的執行現況 

(2) 對協助婦女哺乳上，如何避免不必要問題 

(3) 相關的建設性建議 

 

 

林晶晶 督導 

 

16:30~ 填寫滿意度、散會 郭素珍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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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簡介: 

楊文理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前策略長 母嬰親善醫療院所認證委員 

林晶晶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護理督導 國民健康署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陳昭惠 臺中榮民總醫院兼任主治醫師 國民健康署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王素秋 臺中榮民總醫院督導 國民健康署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王怡文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護理長 國民健康署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黃勤文 台南市大安婦幼醫院 護理師 國民健康署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王嘉慧 新北市惠心產後護理機構督導 國民健康署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李怡嬅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 護理部產後病房護理長 國民健康署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李敏駿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中慈濟醫院 兒科主任 國民健康署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賴美玲 台南市大安婦幼醫院 護理副院長 國民健康署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王淑芳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 副教授 國民健康署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鄭曉玉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護理長 國民健康署種子講師        

魯承慧 貝詩特產後護理機構 護理師 國民健康署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吳佳嫻 臺南市衛生局 國民健康科 技佐 

孫嘉霙 璽樂產後護理機構 執行長 國民健康署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郭素珍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助產及婦女健康系 兼任教授 國民健康署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4/4 

 

十、 交通和停車資訊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17樓國際會議廳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966 號 

Google地圖:https://goo.gl/maps/jSE7pENNWQnQtB856 

【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1.台中高鐵免費接駁車 

路線:高鐵台中站↔黎明新村↔朝馬↔裕元酒店↔澄清醫院↔東海大學。 

發車時刻:高鐵台中站 07:35--23:40 約 15至 30分鐘一班車。 

東海大學站 05:45--22:00 約 15至 30分鐘一班車。 

➢ 轉乘資訊請連結高鐵 www.thsrc.com.tw/ 

2.台鐵台中火車站:搭乘市區公車， 乘車時間約 40分鐘 

➢ 轉乘資訊: 

台中客運:60號、88 號、106號、146號、147 號 

仁友客運:38號、48 號 

統聯客運:83號、73 號 

豐原客運:6352號、6353號、6354 號 

巨業客運:大甲~通霄、梧棲七~清水 

3.經中港院區之公車 

300、301、302、303、304、305、306、307、308、323、324、325、326、356、658、

161、75、69、67、63、60、49、48、28 

4.清泉崗機場 

路線機場→中清路往沙鹿→由沙鹿交流道上第二高速公路南下→下龍井交流道往台中市

方向→臺灣大道四段與福康路口。 

【自行開車交通指南】 

1. 1號國道 (中山高速公路) 

南下:下中港交流道，往沙鹿方向，臺灣大道四段與福康路口(約 5分鐘)。 

北上:下中港交流道，往沙鹿方向，臺灣大道四段與福康路口(約 5分鐘)。 

2. 3 號國道(第二高速公路) 

南下:下龍井交流道，往台中市方向，臺灣大道四段與福康路口(約 10 分鐘)。 

北上:下龍井交流道，往台中市方向，臺灣大道四段與福康路口(約 10 分鐘)。 

3. 中彰快速道路 

南下:下西屯路匝道，右轉西屯路往中科方向，西屯路與福康路口左轉約 200公尺。 

北上:下福科路匝道，走高架路內側至福科路左轉福科路往中科方向，福科路與福康路口

左轉約 100 公尺 

 

https://goo.gl/maps/jSE7pENNWQnQtB856
http://www.thsrc.com.tw/tw/Article/ArticleContent/c2a8fd9d-ced6-43b1-9297-9eab4127b5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