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年醫療院所醫護人員母乳哺育研習會 

•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 承辦單位：台灣母乳哺育聯合學會 

• 協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台中慈濟醫院 

• 日期：南區-106 年 4 月 12 日(星期三)上午 08:00 至下午 17:30 

北區-106 年 6 月 3 日(星期六)上午 08:00 至下午 17:30 

中區-106 年 7 月 22 日(星期六)上午 08:00 至下午 17:30 

• 課程目的：藉由課程的實施，使照護母嬰的工作人員可以認識母乳哺育國際新知；在各主題

教學的歷程中，學習者能夠重新檢視在母乳哺餵照護的歷程中民眾常見母乳的

迷失，並能於釐清問題後，提供以實證為導向的訊息或技術以指導民眾對母乳

哺餵有正確的認知或提升其哺乳的技能。本課程亦將於各主題中融入同理心的

概念與運用技巧，使參與者能夠瞭解如何同理媽媽的感受並尊重其哺乳之願意。 

• 地點：南區-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啟川大樓 6 樓 第一講堂 

北區-新北市政府 5 樓 0507 大型會議室 

中區-台中慈濟醫院大愛樓 6 樓國際會議廳 

• 人數：南區-200 人 

北區-250 人 

中區-150 人 

• 參加對象：醫療院所醫療與醫事人員、母乳哺育指導員、母乳支持團體帶領人、輔導員。 

• 報名方式：https://goo.gl/RHLlu0 

• 認證學分：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助產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 課程表 

場次 時間 分鐘 主題 講師/負責人 

4 

月 

12 

日 

星 

期 

三 

南區 

08:00-08:30  報到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 

台灣母乳哺育聯合學

會 

08:30-08:50 20 前測 

08:50-09:00 10 致詞 

09:00-10:30 90 

從不同氣質評估哺乳模式 

1.認識嬰兒的氣質 

2.不同氣質嬰兒的餵食 

蘇秦明醫師 

10:30-10:40                  休息 

10:40-12:10 90 

常見哺乳狀況的諮詢與支持 

1.產婦哺乳需要支持 

2.諮詢技巧的應用 

孫嘉霙衛教師 

12:10-13:00                 午餐 

13:00-14:30 90 哺乳期間乳房感染 胡怡芬衛教師 



場次 時間 分鐘 主題 講師/負責人 

1.認識與泌乳相關的乳房感染 

2.泌乳期乳房感染之治療、照護與哺乳支

持 

14:30-14:40  休息  

14:40-15:40 60 

用藥與哺乳 

1.藥物對哺乳的影響 

2.哺乳期的用藥原則 

宋玉英醫師 

15:40-17:10 90 

母嬰的營養狀態與哺乳 

1.母嬰的營養狀態與哺乳的關係 

2.哺乳母嬰的營養計畫 

李政翰醫師 

17:10-17:30 20 後測  

17:30-  賦歸〜  

17:10-18:00 50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輔導 

1.教學回饋 

2.知識釐清 

(本場次僅由具母乳哺育種子講師資格之

人員參加) 

南區輔導團隊 

賴美玲 督導 

蘇秦明 醫師 

  胡怡芬 衛教師 

  林盈慧 副主任 

18:00  賦歸〜  

講師介紹：(依演講順序) 

蘇秦明 上醫囝囡診所   兒科專科醫師 

國民健康署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孫嘉霙 郭綜合醫院  產科衛教師  

國民健康署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胡怡芬 台南市立醫院健康管理中心衛教師 

國民健康署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宋玉英 小天使婦兒科診所 兒科專科醫師 

國民健康署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李政翰 彰化基督教兒童醫院 新生兒科 醫師 

國民健康署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林盈慧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護理部  副主任 

國民健康署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場次 時間 
分

鐘 
主題 講師/負責人 

 

 

 

 

 

 

 

 

6 

月 

3 

日 

星 

期 

六 

北區 

08:00-08:30  報到 新北市政府衛生

局、 

台灣母乳哺育聯

合學會 

08:30-08:50 20 前測 

08:50-09:00 10 致詞 

09:00-10:00 60 

用藥與哺乳 

1.藥物對哺乳的影響 

2.哺乳期的用藥原則 

陳倩儀 醫師 

10:00-10:10                  休息 

10:10-11:40 90 

哺乳期間乳房感染 

1.認識與泌乳相關的乳房感染 

2.泌乳期乳房感染之治療、照護與哺乳支持 

楊誠嘉 醫師 

11:40-12:30                 午餐 

12:30-14:00 90 

從不同氣質評估哺乳模式 

1.認識嬰兒的氣質 

2.不同氣質嬰兒的餵食 

蘇秦明 醫師 

14:00-14:10  休息  

14:10-15:40 90 

母嬰的營養狀態與哺乳 

1.母嬰的營養狀態與哺乳的關係 

2.哺乳母嬰的營養計畫 

李政翰 醫師 

15:40-17:10 90 

常見哺乳狀況的諮詢與支持 

1.產婦哺乳需要支持 

2.諮詢技巧的應用 

郭素珍教授 

17:10-17:30 20 後測  

17:30-  賦歸  

17:10-18:00 50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輔導 

1.教學回饋 

2.知識釐清 

(本場次僅由具母乳哺育種子講師資格之人

員參加) 

北區輔導團隊 

林晶晶督導 

楊靖瑩醫師 

張桂玲泌乳顧問 

李怡嬅護理長 

黃資裡執行長 

18:00  賦歸〜  

講師介紹：(依演講順序) 

陳倩儀 臺大醫院兒童醫院 新生兒科 醫師、母嬰親善醫療院所認證委員 

楊誠嘉 桃園聖保祿醫院 婦產科 醫師 

國民健康署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蘇秦明 上醫囝囡診所 兒科專科醫師 

國民健康署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李政翰 彰化基督教兒童醫院 新生兒科 醫師 

國民健康署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郭素珍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兼任教授 

國民健康署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場次 時間 分鐘 主題 講師/負責人 

7 

月 

22 

日 

星 

期 

六 

中區 

08:00-08:30  報到 台中慈濟醫院、 

台灣母乳哺育聯合

學會 

08:30-08:50 20 前測 

08:50-09:00 10 致詞 

09:00-10:30 90 

生產與哺乳 

1.生產照護與哺餵方式的相關性 

2.支持母親哺餵母乳的待產與生產支

持 

郭素珍教授 

10:30-10:40                  休息 

10:40-12:10 90 

母嬰的營養狀態與哺乳 

1.母嬰的營養狀態與哺乳的關係 

2.哺乳母嬰的營養計畫 

李政翰醫師 

12:10-13:00                 午餐 

13:00-14:30 90 

從不同氣質評估哺乳模式 

1.認識嬰兒的氣質 

2.不同氣質嬰兒的餵食 

蘇秦明 醫師 

14:30-14:40  休息  

14:40-15:40 60 

用藥與哺乳 

1.藥物對哺乳的影響 

2.哺乳期的用藥原則 

王儷燕醫師 

15:40-17:10 90 

哺乳期間乳房感染 

1.認識與泌乳相關的乳房感染 

2.泌乳期乳房感染之治療、照護與哺乳

支持 

沈貞俐醫師 

17:10-17:30 20 後測  

17:30-  賦歸〜  

17:10-18:00 50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輔導 

1.教學回饋 

2.知識釐清 

(本場次僅由具母乳哺育種子講師資格

之人員參加) 

北區/南區輔導團隊 

李敏駿醫師 

18:00  賦歸〜  

講師介紹：(依演講順序) 

郭素珍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兼任教授 

        國民健康署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李政翰  彰化基督教兒童醫院 新生兒科 醫師 

        國民健康署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蘇秦明  上醫囝囡診所 兒科專科醫師 



 國民健康署 母乳哺育種子講師 

王儷燕  建智耳鼻喉科診所 兒科主治醫師 

沈貞俐  俐兒所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