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10年度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及托嬰中心訪視輔導人員增能培訓 

錄取名單 
初階訓練課程 

【北區】 

北初 

11/15(一) 

 
  

 
北初 

11/22(一) 

   

劉○蔆 新竹市 郭○伶 台北市 劉○蔆 新竹市 陳○韻 台北市 

郭○綢 新竹市 劉○鳳 台北市 郭○綢 新竹市 陳○文 台北市 

孫○棉 新竹市 陳○韻 台北市 孫○棉 新竹市 李○如 台北市 

蔡○珍 新竹市 黃○芸 台北市 蔡○珍 新竹市 黃○媛 台北市 

陳○君 新竹市 陳○婷 台北市 陳○君 新竹市 劉○ 台北市 

林○盈 台中市 黃○絜 台北市 林○盈 台中市 陳○涵 台北市 

向○甯 台東縣 陳○文 台北市 向○甯 台東縣 林○萱 新北市 

陳○君 新竹市 邱○玟 台北市 陳○君 新竹市 江○栩 新北市 

陳○竹 苗栗縣 林○芸 台北市 賴○秀 新竹市 林○湘 台北市 

楊○馨 苗栗縣 簡○芊 台北市 陳○竹 苗栗縣 陳○蘭 台北市 

褚○ 苗栗縣 李○如 台北市 鄭○ 苗栗縣 陳○儀 台北市 

陳○伶 台東縣 黃○媛 台北市 林○姿 苗栗縣 謝○羽 基隆市 

謝○娟 新竹縣 劉○ 台北市 楊○惠 苗栗縣 吳○萍 基隆市 

張○茹 新竹縣 陳○涵 台北市 吳○宜 苗栗縣 彭○緣 桃園市 

謝○娟 新竹縣 莊○玲 台北市 楊○馨 苗栗縣 張○惠 花蓮縣 

許○庭 桃園市 林○萱 新北市 褚○ 苗栗縣 黃○惠 花蓮縣 

林○蓉 桃園市 江○栩 新北市 梁○云 新竹縣 范○貞 台北市 

林○琪 桃園市 李○玲 台北市 許○庭 桃園市 陳○伶 台東縣 

簡○妙 桃園市 劉○君 台北市 林○蓉 桃園市 李○欣 台北市 

林○鎂 台北市 曾○慈 台北市 林○琪 桃園市 王○婷 桃園市 

高○宜 台北市 陳○臻 台北市 吳○葒 桃園市 何○涵 新北市 

張○君 台北市 謝○羽 基隆市 莊○哲 澎湖縣   

林○慈 台北市 吳○萍 基隆市 林○鎂 台北市   

華○辰 新北市 黃○宜 高雄市 高○宜 台北市   

林○萱 台北市 彭○緣 桃園市 華○辰 新北市   

黃○婷 台北市 陳○納 台北市 張○玫 桃園市   

吳○寧 台北市 張○惠 花蓮縣 吳○寧 台北市   

范○貞 台北市 黃○惠 花蓮縣 劉○鳳 台北市   

李○欣 台北市 陳○儀 新北市   
  



何○蓉 新北市 柯○亭 台東縣   
  

 

【南區】 

南初 

11/5(五) 

   
南初

11/6(六) 

   

楊○紋 台南市 羅○瑩 台東縣 楊○紋 台南市   

黃○峻 台南市 黃○玲 台東縣 林○溱 台南市   

陳○佑 台南市 謝○雅 高雄市 林○儀 台南市   

林○溱 台南市 黃○峻 台南市 劉○婷 台南市   

洪○祺 台南市 池○真 嘉義市 吳○菁 台南市   

林○儀 台南市 李○瑄 新竹市 白○瑜 台南市   

劉○婷 台南市   董○鳳 台南市   

吳○菁 台南市   陳○潔 台南市   

廖○琁 雲林縣   王○晴 台南市   

白○瑜 台南市   許○彬 台南市   

柯○珮 雲林縣   吳○娟 台南市   

董○鳳 台南市   林○怡 台南市   

陳○潔 台南市   李○婷 台南市   

王○晴 台南市   張○玲 台南市   

許○彬 台南市   蔡○汶 台南市   

林○莉 台南市   李○欣 台南市   

林○怡 台南市   黃○華 台南市   

李○婷 台南市   蘇○婷 台南市   

張○玲 台南市   顏○怡 屏東縣   

廖○妏 台南市   何○瑄 台南市   

蔡○汶 台南市   羅○瑩 台東縣   

李○欣 台南市   黃○玲 台東縣   

黃○華 台南市   黃○峻 台南市   

蘇○婷 台南市       

顏○怡 屏東縣       

何○瑄 台南市       

楊○汶 台中市       

蘇○文 台中市       

 

  



進階訓練 

【北區】 

北進 

11/8(一) 

   
北進 

11/19(五) 

   

劉○蔆 新竹市 何○慧 台北市 劉○蔆 新竹市 陳○棻 新北市 

郭○綢 新竹市 溫○貴 台北市 江○臻 新竹市 陳○慧 新北市 

孫○棉 新竹市 楊○瑄 台北市 郭○綢 新竹市 謝○瑤 桃園市 

蔡○珍 新竹市 陳○琳 台北市 劉○蓮 花蓮縣 張○鴻 花蓮縣 

黃○婷 新北市 郭○均 台北市 洪○紋 台北市 林○宜 台北市 

張○鴻 花蓮縣 古○萍 台北市 林○盈 台中市 白○瑜 台南市 

蔡○屏 新北市 賴○蓉 台北市 陳○如 台北市 陳○瑜 台北市 

林○盈 台中市 陳○婷 台北市 吳○婷 新竹市 許○佩 新北市 

黃○箴 台北市 黃○絜 台北市 江○涵 花蓮縣 陳○璇 台北市 

游○親 台北市 劉○蓮 花蓮縣 簡○琳 台北市 洪○容 台北市 

毛○滿 基隆市 洪○紋 台北市 鄭○婕 台北市 何○慧 台北市 

黃○娟 基隆市 簡○芊 台北市 邱○惠 新竹縣 溫○貴 台北市 

賴○秀 新竹市 林○璇 台北市 劉○婷 新竹縣 楊○瑄 台北市 

林○蓉 桃園市 江○涵 花蓮縣 姜○玲 新竹縣 陳○琳 台北市 

康○婷 桃園市 黃○芸 台北市 莊○心 新竹縣 黃○絜 台北市 

林○琪 桃園市 鄭○婕 台北市 陳○妮 新竹縣 郭○均 台北市 

簡○妙 桃園市 陳○如 台北市 陳○惠 新竹縣 蔡○屏 新北市 

黃○英 台北市 鍾○莀 桃園市 鄒○玲 新竹縣 毛○滿 基隆市 

高○菁 台北市 范○萍 桃園市 張○鳳 宜蘭縣 黃○娟 基隆市 

胡○娟 台北市 沈○琳 雲林縣 林○如 宜蘭縣 鍾○莀 桃園市 

吳○婷 台北市 黃○誼 台北市 賴○君 宜蘭縣 范○萍 桃園市 

黃○玲 新北市 許○蓮 台北市 趙○茵 宜蘭縣 許○蓮 台北市 

吳○欣 新北市 簡○君 桃園市 林○蓉 桃園市   

陳○棻 新北市 李○欣 台北市 康○婷 桃園市   

陳○慧 新北市   林○琪 桃園市   

陳○璇 台北市   林○彤 桃園市   

謝○惠 台北市   呂○雯 桃園市   

林○宜 台北市   黃○英 台北市   

許○佩 新北市   高○菁 台北市   

張○玫 桃園市   胡○娟 台北市   

蔡○珮 台北市   吳○婷 台北市   

楊○伃 台北市   黃○玲 新北市   

王○雰 台北市   吳○欣 新北市   



督導訓練 

北督 

11/13(六) 

   
北督

11/19(五) 

   

傅○玲 新竹縣 沈○琳 雲林縣 劉○蔆 新竹市 鍾○廷 台北市 

林○姿 苗栗縣 陳○丰 新北市 郭○綢 新竹市 葉○馥 台北市 

黃○宜 彰化縣   廖○儒 新竹市 張○惠 花蓮縣 

陳○儀 桃園市   鍾○瑀 苗栗縣 吳○璇 桃園市 

康○婷 桃園市   周○娟 新竹縣 廖○筑 桃園市 

高○影 桃園市   林○鈴 新竹市 游○親 台北市 

莊○哲 澎湖縣   劉○昀 新竹縣 廖○婷 台中市 

李○欣 新北市   傅○玲 新竹縣 程○敏 台中市 

楊○真 桃園市   楊○惠 苗栗縣 林○綺 台中市 

黃○方 台北市   張○雯 新竹縣 林○璇 台中市 

余○雯 金門縣   陳○華 新竹市 陳○靜 桃園市 

白○瑜 台南市   何○葒 嘉義縣 陳○薇 台中市 

林○怡 台南市   張○琳 苗栗縣 林○潔 台北市 

蘇○玲 台北市   薛○云 高雄市 余○眞 基隆市 

林○綺 台中市   林○琪 宜蘭縣 涂○君 台北市 

張○鈺 南投縣   林○秀 宜蘭縣 張○珊 基隆市 

陳○薇 台中市   陳○儀 桃園市 蔡○屏 新北市 

陳○玉 南投縣   康○婷 桃園市 施○樺 新北市 

涂○君 台北市   侯○芹 澎湖縣 陳○丰 新北市 

李○綺 南投縣   林○茜 新北市   

廖○筑 桃園市   李○欣 新北市   

陳○良 台北市   楊○真 桃園市   

林○韻 台北市   陳○吟 桃園市   

鍾○廷 台北市   黃○方 台北市   

鄭○文 花蓮縣   呂○謹 桃園市   

張○惠 花蓮縣   沈○琳 雲林縣   

張○珊 基隆市   林○慧 台南市   

王○雰 台北市   鄭○如 台北市   

黃○箴 台北市   江○蕙 台南市   

游○親 台北市   林○怡 台南市   

廖○婷 台中市   蘇○玲 台北市   

程○敏 台中市   陳○良 台北市   

余○眞 基隆市   杜○璿 台北市   

陳○靜 桃園市   林○韻 台北市   



托嬰中心訓練 

北嬰 

11/15(一) 

   
北嬰

11/22(一) 

   

宋○玲 新竹市 陳○楓 台南市 林○葶 新北市 陳○楓  台南市 

李○綸 新竹縣 孫○皓 台北市 黃○慧 新北市 孫○皓 台北市 

葉○偵 新竹市 陳○岐 台北市 劉○頌 新北市 陳○岐 台北市 

陳○蘭 新竹市 歐○○貞 台北市 陳○蘭 新竹市 歐○○貞 台北市 

鄭○菁 新竹市 楊○潔 台北市 鄭○菁 新竹市 楊○潔 台北市 

游○文 新北市 黃○芙 台北市 黃○硯 新竹市 黃○芙 台北市 

黃○玲 新竹縣 王○儷 台北市 黃○玲 新竹縣 王○儷 台北市 

邱○蓮 新北市 蘇○翎 台北市 王○蓉 宜蘭縣 蘇○翎 台北市 

張○方 宜蘭縣 邱○芬 南投縣 張○方 宜蘭縣 蔡○慧 新北市 

齊○蕙 宜蘭縣 黃○齡 澎湖縣 齊○蕙 宜蘭縣 邱○芬 南投縣 

陳○玲 宜蘭縣 曾○庭 台南市 洪○婷 新北市 黃○齡 澎湖縣 

花○瑜 宜蘭縣 黃○慧 新北市 邱○蓮 新北市 曾○庭 台南市 

周○翎 彰化縣 劉○頌 新北市 周○翎 彰化縣 田○綾 高雄市 

侯○芹 澎湖縣 翁○修 新北市 侯○芹 澎湖縣 林○薇 高雄市 

曾○英 彰化縣 蔡○慧 新北市 曾○英 彰化縣 吳○鈴 高雄市 

江○緹 彰化縣 林○葶 新北市 江○緹 彰化縣 翁○修 新北市 

邱○芸 彰化縣 萊○珠 桃園市 邱○芸 彰化縣 柯○宜 新北市 

林○瑩 彰化縣 許○湞 台北市 林○瑩 彰化縣 楊○華 高雄市 

陳○吟 彰化縣 江○紅 台東縣 陳○吟 彰化縣 萊○珠 桃園市 

曾○瑜 台中市 陽○恩 台東縣 曾○瑜 台中市 張○國 雲林縣 

江○靜 台中市   江○靜 台中市 林○君 新北市 

吳○茹 桃園市   吳○茹 桃園市 游○文 新北市 

劉○瑋 桃園市   劉○瑋 桃園市 許○湞 台北市 

何○淵 嘉義市   何○淵 嘉義市   

賴○媗 台中市   賴○媗 台中市   

王○微 台中市   王○微 台中市   

許○鈞 台中市   許○鈞 台中市   

張○珊 基隆市   張○珊 基隆市   

羅○熙 台中市   羅○熙 台中市   

王○文 台中市   王○文 台中市   

何○如 花蓮縣   何○如 花蓮縣   

陳○蓉 台北市   陳○蓉 台北市   

何○甄 台北市   何○甄 台北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