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111年度各單位資深護理人員推薦名單 
單位名稱 107 年度 108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111 年度 

慈濟醫院 

李依蓉 曾沙倫 才菁瑤    

曾雅雪 江青純 徐淑華    

尤麗菁 林青怡 許淳雅   

陳映君 劉玲利 蕭毓錚   

李淑惠 陳禕瑋 黃柏浚   

洪慈婉 吳亞汝 王立薇 

張惠晴 

15-黃素珍(17)張瑞珊(15)張文

芬(15)簡羚容(15)潘迎藍

(15)余佳倫(15) 

   郭楊卿(15)彭淑敏(17)王鐸

蓉(19)林玉君(15) 

林曉君(15)陳怡汝(16)王楨

惠(18) 

20-劉明俐(21)蔡麗萍(20)詹袈

腕(20)劉佳萍(20)林月霞

(20) 

25-曾貴萍(27)邱舒芬(26) 

30-方淑華(32) 

15-潘玉秋(15)黃淑娟(15) 

   鄭文子(15)林雅慧(15)      

   許淑玲(15)李惠蘭(15) 

   賴美君(15)林孟樺(15)     

   李珍妮(15)戴佳惠(16) 

   吳郁梅(16)王信文(16) 

20-林宜靜(20)吳小英(20) 

   林玲玉(20)陳純純(24)      

   蘇芬蘭(21)方玉瑤(21) 

   蔡小滿(21)潘鎮鈺(21)     

   張素雯(22)劉淳吟(22) 

   沈昱靜(22)李彥錚(22) 

   尤心妤(22)李芝緯(24) 

25-張美玲(25) 葉秀真(29)    

   許惠真(26)康葭蓁(26)      

   蕭湘亮(25)  

15-蔡瑩琦(16)賴淑芬(15)  

   莊碧霞(16)徐千惠(19) 

   蘇慧如(19)郭美芬(15) 

   李依甄(15)張雅雯(15) 

   蕭淑允(15)張菀茹(15) 

   湯淑華(15)游雅婷(15) 

   林容瑜(16)陳玟君(16) 

   張靜雯(16)賴筱凡(16) 

   邱怡陵(17)張貴芬(19) 

   王郁雅(18)  

20-謝樹蘭(22)陳惠蘭(21)  

   吳麗月(20)林英惠(21) 

   張素華(21)陳陶霈瑜(22) 

   黃小英(22)陳玫君(22) 

   曾于恬(23)吳雅萍(22) 

   許雅茹(24)蔡鈺屏(24)  

25-劉玉桃(25)曾寶慧(28) 

   張聖如(25)張晴美(26) 

   陳玟潓(26)徐金鳳(27) 

   方雅玲(27)葉惠玲(27) 

   楊采環(28)黃如鈴(28) 

   陸家宜(28)李惠珍(28) 

   陳素華(28)詹秀儀(26) 

   杜小鳳(25) 

30-俞惠敏(30)向雅玲(30) 

   朝秋慧(31)張書香(31) 

   王淑芳(30) 

15-曾雅君(16)阮雅偵(15) 

   侯惠娟(17)孟聲穎(16) 

   李美貞(15)劉銘文(15) 

   游亞歆(19)劉莞玲(16) 

   林昭君(15)何文慈(19) 

   張惠英(16)游婉茹(15) 

   黃萓蓁(15)李怡燕(15) 

   楊曜蓮(15)蔡佩容(15) 

   王宜芬(16)曾梅促(18) 

   葉宜青(18)李宜君(15) 

   張嫦娟(16) 

20-賴至妍(22)林郁雯(22) 

   賴佩秀(24)胡薰丹(23) 

   游雅慧(20)黃麗華(22) 

   蔡雅雯(22)葉巧慧(21) 

   顏杏芬(20)松桂英(22) 

   楊世芳(21)鄭心宜(21) 

25-張偉芬(25)林淑緩(26) 

   黃麗華(28)夏秋鳳(28) 

   李熹銀(29)劉莉莉(25) 

   陳素華(29)蔡秋娥(27) 

   陳幸姬(25) 

30-宋美惠(30)姜雲偵(33) 

   許家芝(33) 

    

   

玉里慈濟醫院 
林靜雯 郭雅萍  詹淑惠  

陳蕙萍 倪春玲  張秀琴   
 

15-歐欣怡(16)周文斌(16) 

   林雪鳳(16)施佩菁(16) 

 25-王明雄(25)15- 

基督教門諾醫院 

 

胡淑琴 葉思瑀 蘇柔如  

陳淑惠 胡淑美 邱鳳嬌  

林曉梅 劉士碧 林憶菁  

吳芷羚 伍玉琴 方秋婷  

金雪珍 劉美珠 戴玉琴  

林少蓓 賴春櫻 陳淑珍  

葉美琳 胡婷婷 洪寒梅  

陳靜儀 曾美玲 黃小燕  

15-田芳純(16) 

20-韋淑玲(24)陳鳳梅(22) 

   陳淑茹(21)林麗君(21) 

   謝巧平(21)邱麗嬪(21) 

   許惠梅(21)張惠雁(21) 

   邱玉美(21)李萱妮(21) 

25-劉玉涵(25) 

35-曾鈴琪(36) 

15-廖雅婷(16)郭品妤(16) 

   陳家惠(15)邱子容(15)      

   許家蓉(15)朝淑卿(15) 

   張麗君(15)董維芳(15)       

   王鈴華(16)柯慧玲(15) 

   卓惠苓(15)胡洆郡(15)        

   吳宜純(16)  

20-巴奈．汝嫟(24)彭惠娟

15-曾靜怡(16)陳筱君(16) 

   林雯馨(15)李孟娟(15) 

   林心蓓(15)陳淑蘭(16) 

   陳慧珊(15)  

20-張溶枝(20)黃詩穎(21) 

   王馨怡(21)吳敏慧(22) 

   王梅利(22)曾淑珍(21) 

   楊景萍(23)謝玉婷(20) 

15-吳憶君(15)邱湘如(15) 

   黃嘉鈴(15)林佳蓓(15) 

   胡真珍(15)許雅婷(15) 

   胡皓婷(15)王嘉嫺(15) 

   何明蕙(15)鄭淑蕙(15) 

15-石秀惠(15)林靖真(15) 

   葉玲瑄(15)許素敏(17) 

   韋宇筠(17) 



陳秋英 曾英花 王玉娟  

林芬瑛 謝巧安 黃珍秀  

鄭淑惠 黃淑婷 林汶蔚  

蕭玉婷 盧美玉 何淑萍  

王崇蓉 張敏慧 張惠珍  

郭玉雪 孫佩君 蘇雅慧 

劉淑麗 蔡鳳美 毛秀麗 

(22)   

   黃曼萍(21)曾淑琪(20) 

   潘玉蘋(20)蔡梅蘭(20) 

   朱玉秋(22)吳郁芃(21)  

25-凌春惠(28)  

30-林明珠(30)羅雪莉(34) 

35-劉惠蓮(35) 

   李思潔(22)  

25-賴月玲(27)張瑞麟(27)  

30-李麗惠(31) 

20-林品昀(20)江筱蕙(20) 

   林淑如(21)宋書儀(21) 

   王嘉茹(21)呂佳錚(21) 

   姜麗萱(22)侯束靜(22) 

   黃惠美(22)莊嘉麗(22) 

   李巧伶(22)陳慧貞(23) 

30-江美伶(34) 

35-鄭金鳳(38) 

門諾醫院壽豐分院 

林宜羚 邱佩寧 黃玉華  

曹家禎 曾于庭 艾惠珍  

王秀卿 古惠珍   

 
20-曾雯婷(20) 

25-賴莉卉(25) 

15-池湘苔(17)江曉玟(16) 

20-王美莉(20) 

15-戴小芳(15)林宜靜(15) 

衛生福利部 

花蓮醫院 

余靜宜 謝美貞 賴孟筵  

李春嬌 黃季瑾  陳淑貞  

黃文怡 楊莉華  張湘玲  

熊雲怡 潘玫嫃  楊靜娟  

楊佩珮 黃錦雲  張秀絹  

黃秀郡 郭淑慈  郭琇玲  

陳貴琴 林品婕 

15-張素慧(15)陳怡妃(15)楊湘

琳(15)葉瑞楓(15)黃資晏

(17)吳秀美(16) 

曾齡緯(15)吳佩芬(16) 

20-王淑貞(20)洪淑媖(21)洪淑

媖 (21)何妙芬 (21)楊郁涵

(23)呂佩雯(23) 

   高貞玲(21)李曉嵐(21)楊佩

珮(22)劉駒驤(23) 

   周黃芳軍(23) 

25-邱憶雯(25)梁豫娟(27)胡美

琴(28) 

30-仲美花(33)林柔炘(33)林碧

秋(33)簡劍霞(33) 

35-李淑桂(35) 

15-何歆琳(19)吳安妮(17) 

   伍文玲(19)李秀玉(15)  

20-劉向曼(21)蔡月娟(21) 

   林婉怡(22)連玉璽(21)  

   楊妤安(20)  

25-張淑芳(29)潘淑玫(28) 

   張翠華(28)  

30-張慧螢(31)  

 

15-張雅雯(15)謝惠萍(15) 

   李秋貴(16)高曉雲(15) 

   潘美妘(15)曾郁晴(15) 

   曾敏婷(15)胡婉玲(15) 

   洪妙玲(19)  

20-潘金花(22)林佩珊(21)  

25-朱雅莉(28)章文珍(28) 

   翁麗伶(26)  

30-洪綉鶴(32)楊元梅(33) 

   許芳惠(33)林桂芳(30)  

35-郭淑芬(36)  

15-沈秀金(18)李懿慈(15) 

   陳意文(15)葉翌青(15) 

   張小蘭(15)羅淑美(15) 

    

20-鍾采樺(21)楊莉茱(21) 

   張美琳(21)陳寶珠(21) 

   蔡淑萍(20) 

 

25-温淑美(28)謝偉華(26) 

   潘美燕(28)趙曉琪(28) 

   莊雅粟(27)郭穎軒(26) 

 

 

國軍花蓮總醫院 

李雅雯 楊雅芬  蔡玉真  

謝貴美 林秀金  卓美玲 

15-盧雅玲(15)溫雅蘭(15)趙美

芳(15)徐雅筠(19)高悅陵

(17)陳秋蘭(16) 

20-宗麗英(20)許紜蓁(20)余世

惠(20)朱莉娟(23)柯采均

(20)李蓉瑛(21) 

   劉瓊參(21)張淑婷(23)游韻

璇(24) 

25-何莉莉(29)陳秀鳳(26)陳淑

娟(25)許泗美(27)方美琪

(26) 

30-洪惠珍(31) 

35-黃婕詒(38) 

15-莊淨雅(17)陳佩君(18) 

   林寶鑫(15)許彩鳳(16)      

   彭貴美(15)吳許枚(15) 

   黃少鴻(15)張玉珍(18)     

   楊麗招(18)李佩芬(17) 

   張心怡(16)林淑珍(15) 

   王財屏(15)莊亞甄(15) 

20-曹心怡(22)林佩欣(21) 

   蕭雅慧(24)林慧婷(22)      

   潘黃韋陵(21)劉惠敏(20)  

25-林宮羽(26)余美娟(25)  

15-邱靖蕓(15)涂瑋玲(15) 

   陳柏陵(16)林思親(15) 

   馬文雯(15)林惠玲(15) 

   劉惠珍(15)許鳳屏(17) 

   郭雅媛(19)  

30-張素菁(30)  

15-李宥嫻(15)侯志遠(15) 

   江美蓮(15)王奕鈞(15) 

   陳志誠(15)莊  璿(15) 

   楊宗翰(15)許美惠(15) 

   施秀芬(17) 

20-盧奕卉(20)鄭雅琴(20) 

   林慧姍(20) 

25-常睿芬(25) 

臺北榮民總醫院 曾銀鳳 劉淑敏  林淑貞  15-葉韋廷(15)宋姿影(19)吳映 15-李孟茹(15)吳艷芝(18)  15-鄭依依(15)王慧君(15) 15-陳麗碧(15) 



玉里分院 劉倬安 莊梅桂  陳黎瑄   

王曉雲 王愛寧 

嫺(18)陳月嬌(16)唐詩榮

(18)馬玉梅(16) 

   莊宜頻(17)陳曼頎(16)劉翊

歆(15) 

20-潘羿岑(22)潘羿臻(22) 

20-鍾美虹(21)  

35-周桂芬(35)  

   蕭詒云(15)黃嘉盈(15) 

   朱珮緣(15)林秀明(16) 

   張夢軒(16)揭珍珠(17) 

   曾秀花(18)黃映婷(18)     

   謝馨儀(19)蔡瑞琪(19)  

20-劉曉萍(20)胡雪銘(20) 

   謝秀純(21)林坤良(21) 

   黃淑貞(22)林美珍(22) 

   曾慧文(22)許梅芳(22) 

   包曉翠(23)黃淑華(23) 

   謝魯全(23)楊滿李(23) 

   柳美雪(24)陳淑娟(24)  

25-黃秋敏(25)吳靜如(27) 

   盛嘉珮(27)  

30-李莉莉(30)  

   曾富勵(16) 

   朱國馨(15) 

   林郁芳(17) 

   馬文婕(15) 

   沈維德(17) 

   高秀霞(16) 

   邱佳慈(16) 

 

20-黃秀美(22) 

  

35-游惠玲(35) 

 

臺北榮民總醫院 

鳳林分院 

張聖莉 余秋燕  鄧明芬  

正建梅 

15-田美倫(15)鍾招陽(15) 

30-呂秀珠(30)連淑貞(30) 

15-劉佩玲(15)  

20-鍾佳芬(20)高凌霞(20)  

25-柯瓊斐(25)林玉娟(25)   

15-徐珮芬(17) 

25-蕭英桃(27) 

 

15-余宣侑(15)簡葦婷(15) 

   宗聖潔(15)    

20-施韋岑(20)陳武鳳(20) 

   黃欣宜(20)    

25-曹金花(25)魏秀珠(25) 

衛生福利部 

玉里醫院 

徐玉英 張淑兒  林嘉玫  

吳玉娟 宋懿珍 

15-呂佳珊(15)王凰錦(15)黃佩

琪(15)吳冠蓁(15)林貞吟

(15)謝家柔(15) 

20-高玉霞(22)戴艾潔(22)陳美

秀(22) 

25-潘紀叡(27) 

15-王玟方(15)陳凱婷(15) 

   楊少雲(15)艾美蓮(15)     

   談玉芬(15)林宛儒(15) 

20-王箖婕(21)吳月瑜(22) 

   吳明寶(22)張麗珠(22) 

   陳南玲(21)  

25-劉蕓鴒(27)  

15-賈興秀(15)高夢萍(16)  

20-陳文瑞(21)陳靚霓(21) 

   蔡惠蓉(21)周慧如(21)  

15-冉秀萍(17)黃靜怡(16) 

   張淑瑤(16)張貴婷(16) 

   吳麗慧(15)陳曉誼(15) 

   馬心慈(15)  

   姫望．西給(15) 

20-楊怡慧(21)陳靜美(21) 

   鍾廉英(21) 

花蓮縣衛生局、 

各鄉鎮衛生所 

賴慧櫻  白雅芳  張溢惠  

蔡瑜穎  黃琬珺  李晴桂

陳麗安  陳琦諺  鄭凱蓮

陸惠珍 

20-陳怡君(20)陳敏叔(22) 蘇

玫如(21)許嬿茹(20)    

   周傳慧(20)楊曉青(20) 

25-偕淑惠(28)陳志櫻(28) 杜

美珍(25)曾文惠(25) 

   黃瑪娜(25)時玲玲(25) 

30-林月寶(32) 

15-劉淑梅(15)游雁菱(15) 

   陳秀慧(15)洪珮玲(15)     

   黃婉儀(15)蕭郁瑄(15) 

   蔡枝芹(15)陳玉惠(15)       

   張惠婷(16)廖欣瑜(16) 

   謝佩倫(17)古雅君(17)           

   潘絮蓉(17)張淑美(18) 

   容婭姿阿星(18) 

   正建梅(18) 陳欣如(19) 

   廖珮瑜(19)吳佩芬(19) 

20-林淑儀(21)沈懿嬅(20) 

   李芳綾(24)王秀卿(20)     

   陳月嬌(23)王美娟(20) 

15-陳玉嫈(16)陳若尹(15) 

   黃瓊瑤(15)陳子圓(15) 

   彭惠敏(15)黃思嘉(15) 

   陳雅雲(15)王郁昀(15) 

   黃美芳(18) 陳屏儒(15) 

   吳諭穎(15)陳曼頎(18) 

   蘇秀平(15)王之瑜(15) 

20-胡翠玫(20)唐嘉勵(21) 

   楊杏茹(21)賴曉怡(21)  

25-許苑却(25)林倩雯(27) 

   蕭昭香(26)  

30-劉淑貞(30) 

15-林筱鈞(16)孫子雅(15) 

   林莉雯(17)張紅梅(15) 

   陳彥伶(15)高  瑩(15) 

   曾羽婕(16) 

20-陳秀如(20)潘雅立(20) 

   姜雅娥(21) 

    

25-黃秀茹(27)藍周惠(25) 

   梁雅芬(26)黃淑珍(27) 

  

 



   鍾玉仙(20)劉淑容(20)      

   江莉婷(24)高秋利(21)  

25-詹瑞慧(25)唐慧芬(25) 

   江秀菊(26)王琬資(26)     

   陸秀英(26)朱熙萍(28) 

   溫臻嫺(25)彭小玲(27)     

   薛豫蓮(27)許秀琴(26)  

30-李秀玲(30)楊安娜(31) 

   魏翠華(31)  

校護協進會 
游淑貞 黃厚慈 張筱

玟黎秀麗 

15-高俐敏(15)周佳惠(16) 

20-范郁璀(20)吳小文(20)謝宜

蓁(23)江淑娟(24) 

25-簡麗暖(28)吳淑蕙(28)官文

慧(28)林妙善(28)林貞岑

(29) 

30-王麗娟(31)卓美榮(33) 

20-吳昭靜(24)  

25-郭麗華(27)林金鳳(27) 

   邱智敏(28)張玉霓(29)      

   賴春美(25)鄭媚尹(25) 

   曾瓊慧(29)  

30-余馨庭(34)  

35-陳麗英(36)石淑芬(36)  

15-林盈君(15)黃瑋婷(15) 

   蔡思莉(15)魏辰鍹(15) 

   陳羿樺(17)高欣怡(15) 

   江幗元(16)高孟儀(17) 

   林文惠(18)曾惠芳(18) 

   林瑞綺(19)劉琦文(15)   

20-張逸萍(20)彭貴鈴(20) 

   王惠貞(21)  

25-徐秋蓮(25)楊惠貞(27) 

   許嘉晏(25)      

30-潘美惠(33)郭聖蓮(34) 

   陳映蓉(32) 陳錦娟(34)  

   端木森(30) 

35-陳惠瓊(35)張淑芳(38) 

  余馨庭(35)陳美玲(37) 

40-林寶珠(40) 

15-郭秀香(18)謝芷羚(18) 

   林淑萍(18)古曉萍(17) 

   黃素淳(17)李佩瑜(16) 

   詹坤穎(16)林佩君(15) 

   張嘉芬(15)沈瑤佩(15) 

   劉滋妤(15) 

30-吳小文(30)葉淑芳(32) 

  楊秀冠(31)林惠秋(31) 

李艷秋(30) 林淑芬(30) 

35-謝秀美(35) 

 

花蓮榮譽國民之家 
許家娥 楊鎔禎  劉麗香  

魏玉華 

15-黃筠庭(15) 

30-陶士瑛(33) 
30-傅鳳如(30)  

15-張桂菁(19) 

20-陳雯玲(20)董逸秋(22) 

25-陶明華(26) 

衛生福利部 

東區老人之家 

  20-黃巧婷(24)   

35-莊綉美(39)高美鳳(39)  

20-蔡倩伶(20)  

門諾基金會 龔子茵  毛儀君 35-余秀碧(39) 15-潘玉茹(19) 15-胡慧萍(15)  

慈濟大學 謝馨嬅  楊素珍   30-陸秀芳(31)江錦玲(30)  

慈濟科技大學院 

  15-邱襟靜(16)  

20-許莉玲(23)洪郁晴*(22)   

30-吳曼阡(32)  

20-楊嬿(24) 
30-林淑芬(32)紀麗梅(30) 

   廖素絨(30) 

花蓮捐血站 蔡惠如 20-陳慧玲(21) 20-曲瓊惠(21) 20-黃愛玲(20) 25-楊富櫻(25) 

博愛居安盧 

長期照顧中心 

  15-洪雅珍(15) 

35-胡慧芳(35) 

35-陳淑珍(37)  

花蓮疫病管制局 
  20-黃美芳(24) 

25-閻寶雲(25) 

  



30-李美珠(33) 

吉豐老人養護所 李素娟 鄭淑惠  黃品瑜 15-高梅春(16)王玉春(15)    

康榮居家護理所  20-黃惠雯(21)   15-李芩如(17) 

嘉光耳鼻喉科  15-洪珮娟(15)    

宏卿診所  15-葉瑞雄(17)    

全民老人養護中心 
  30-熊錦秀(30) 

35-蕭玉華(38) 

  

祥雲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35-陳春梅(35)  15-吳憶佩(17) 

紗絯居家護理所   15-吳安綺(18)   

劉玉權診所     15-梁瑋英(16) 

祥安養護中心     15-吳憶佩(17) 

卓溪鄉立幼兒園   15-潘佳屏(15)   

光復鄉立幼兒園   15-陳沁雅(19)   

中華紙漿公司   20-劉美杏(22)   

邱明秀助產所   40-邱明秀(40)  30-黃秀蓮(31) 

懷德診所   20-林中宜(23)   

國棟耳鼻喉專科診所    15-胡珍萍(18)  

交通部鐵路管理局 

花蓮機務段 

   20-賴正芬(21)  

珍幸福診所    15-黃小芝(18)  

德生牙醫診所     40-林麗娟(46) 

慈輝住宿長照機構     35-陳玉娟(39)25 

壽豐鄉立幼兒園     20-馬恬羚(20) 

法務部矯正署 

自強外役監獄 

   15-林棽玲(17)  

裕文診所    15-章嘉玲(16)  

 

 



     109～111年度各單位優良護理人員遴選名單 
單位名稱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慈濟醫院 

侯惠娟 蔡宜玎 羅已佳 余  晴 黃慈謙 

梁芳瑜 陳文香 卓雅婷 陳羿堯 蕭琦諭 

李美貞 李宜君 謝筱薇 楊曜蓮 簡意文  

湯佳蓉 蘇琬欣 田育如 耿淨安 林子婕  

洪慈婉 游雅婷 王信文 張婷伊 温凱玲  

劉婉菁 姜雲偵 

徐小惠/宋景歡/陳佳彣/蔡宛沄/蘇婷安 

賴怡璇/王憶珺/鄧淯勻/吳文靖/林懿璇 

溫思耘/黃瑀柔/郭  爵/游淑幀/王思涵 

李雪妍/鐘珮真/黃小英/陳玟君/林貞如 

郭俐雯/林慧貞/黃瓊儀/蕭雅齡/阮雅偵 

馬玉芳/徐翊瑄/蔡雅雯/王宜芬/葉惠玲 

陳冠婷/陳韋妮/廖上婷/潘宥騫 

沈芳吉/蕭珮/馬若華/陳鈺潔/隋冠宏/陳

淑琴/張淑萍/郝知欣/林怡瑄/賴櫟婷/張

妤凡/羅嬪嬪/石敏楓/簡曉婷/黃惠萍/田

祐慈/厲燕蓉/蔡佩珊/陳伃品/陳怡靜/范

君嘉/陳建皓/江青純/察芳瑜/王怡婷/王

惠君/鍾幸玲/羅珮妤/徐珮珊/賴盈惠/林

鈺茹/梅慶怡/馬賴婉君/劉依鑫/游雅婷/

陳亭妤/余蕾/賴美君/羅尹筑 

花蓮門諾醫院 汪秀英 高秀慧 劉君薇 白宇伶 李昀臻  

金美華 黃惠美 王曉涵 劉士碧 翁育禪 

李雅婷 王馨怡 姜麗萱 王惠慈 李芷芡  

彭惠娟 陳慧珍 

石秀惠/柯雅婷/廖淑慧/吳安琪/黃芷萱 

洪寒梅/歐陽柔/謝玉婷/王美慧/金聖晴 

陳怡雯/洪珮玲/林曉梅/葉思瑀/林雯馨 

萬承祖/許芙熏/郭品妤/呂惠琴 

邱玉美/盧美玉/張惠雁/李孟娟/涂能菁/

張愛玲/范淮臻/鄭素美/劉浩仁/吳欣柔/

劉菀渝/田秀珠/郭玉雪/楊茹軒/陳宜伶/

邱鄧伊珺/夏夢函/陳筱君/吳柏慧 

基督教門諾會醫院

壽豐分院 
江曉玟 韋雅婷 鍾佳玲/謝念慈 偕淳羽/陳楹珊/蔡惠琴 

衛生福利部 

花蓮醫院 

(含豐濱分院) 

陳寶珠 梁豫娟 呂虹妤 潘美妘 張芮嘉 
呂佩姍/潘美燕/羅淑美/譚若曦/陳余甄 

潘玫媜 

黃培欣/李曉嵐/李懿慈/吳翠玲/陳意文/

高依婷 

國軍花蓮總醫院 
林慧婷 趙婉婷 彭貴美 趙美芳 林寶鑫  

潘黃韋陵 

蔡瑋文/曹心怡/翁想容/楊麗招/黃  羿 

涂杏如/周宜靜 

高文楊/曹鈺甯/全女花/陳秀鳳/陳秋蘭/

張容甄/許泗美 

臺北榮民總醫院玉

里分院 

陳薇如 黃羿華 張秀媛 謝秀純 江慧珍  

李嘉萱 金春蘭 吳佩怡 劉翊歆 

陳麗碧/林惠琪/孫嬿婷/莊梅桂/李孟茹 

王瑞娟/江美芳/楊玫燕/方慧茹/張鈺文 

黃蘭莉/陳儀倩/何娟/李存白/曾雅竹/周

美雲/謝魯全/揭珍珠/林秀玉/林美珍 

臺北榮民總醫院鳳

林分院 
王慧玲 曹金花 林玉芳/黃任婕 葛嘉苓/黃賢慧 

衛生福利部 

玉里醫院 
黃佩琪 陳靜美 曾美蓮 謝家柔 林秀蓉/陳秀珍/張詩涵/徐玉英 張卉妤/林育柔/許治琳/吳麗慧 

花蓮縣衛生局、 

各鄉鎮衛生所 

花蓮縣衛生局-余幸娥 李秀玲 張小萍  

             藍周惠 

吉安鄉衛生所-王琬資 

秀林鄉衛生所-陳雅雲 

光復鄉衛生所-劉淑容 

衛生局-劉淑貞 

秀林鄉-黃思嘉 

壽豐鄉-謝燕玲 

玉里鎮-鄧心旻 

豐濱鄉-詹佩瑜 

花蓮市衛生所-沈懿華 

花蓮縣衛生局-曾羨琦 

鳳林鎮衛生所-蕭名珊 

萬榮鄉衛生所-賴曉怡 

瑞穗鄉衛生所-潘絮蓉 



卓溪鄉衛生所-高秋利 

     校   護 

(花蓮校護協進會) 

瑞穗國小-黃素淳 

大禹國小-詹坤穎 

永豐國小-李艷秋 

萬榮國中-王慧英 

新城國中-林妙善 

明利國小-賴春美 

光華國小-彭貴鈴 

東華大學-王惠貞 

花蓮高工-謝宜蓁 

花蓮高中-鄭雅方 

鳳林國中-張淑芳 

吳江國小-鄭明龍 

秀林國中-陳美玲 

舞鶴國小-張秋子 

月眉國小-朱秋香 

西林國小-謝慧玲 

富里國小-林佩君 

明義國小-吳金燕 

東里國小-邱智敏 

花蓮榮譽國民之家 

許家娥 黃筠庭 魏玉華 

衛生福利部 

東區老人之家 
張慧敏    

花蓮捐血站 彭彥蓁 陳安純 黃愛玲 

門諾基金會 馬珮紜 馬玉娟 陳靜惠 

慈濟大學 江錦玲  謝美玲/馬玉琴  

慈濟科技大學  楊嬿 李姿瑩/林淑芬/紀麗梅 

嘉光耳鼻喉科診所 洪珮娟  黃惠瑜 

博愛居安廬 

長期照顧中心 

任素貞 
陳淑珍 胡慧芳 

黃港生婦產科診所    

安旭居家護理所    

東華大學 吳星穎   

鐵路局機務段  賴正芬  

長生老人長照中心  謝詩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