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外實習指導老師聯絡方式 
姓名         林雅蘋 主任 

聯絡電話     03-8241813 

電子信箱     Rose66@mch.org.tw 

姓名         胡淑琴 助理主任 

聯絡電話     03-8241813 

電子信箱     chyn@mch.org.tw 

姓名         鄭秀華 助理主任 

聯絡電話     03-8241813 

電子信箱     resptherapy@mch.org.tw 

姓名         呂基燕 督導 

聯絡電話     03-8561825#2264 

電子信箱     jy_lu@tzuchi.com.tw 

姓名         方淑華 督導 

聯絡電話     03-8561825#2288 

電子信箱     Fang_SH@tzuchi.com.tw 

姓名         許美玉 傷口護理師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myshu.h2276@msa.hinet.net 

姓名         鄭麗娟 SICU 護理長 

聯絡電話     03-8561825#6321 

電子信箱     LcChuan@tzuchi.com.tw 

姓名         李惠珍 督導 

聯絡電話     03-8561825#2080 

電子信箱     jean60@tzuchi.com.tw 

姓名         林宜靜 RCC 護理長 

聯絡電話     03-8561825#3442 

電子信箱    Misstree9289050@yahoo.com.tw 

姓名         葉惠玲 專科護理師 

聯絡電話     03-8561825#6733 

電子信箱     yehhuiling@yahoo.com.tw 

姓名         向雅玲 專科護理師 

聯絡電話     03-8541415 

電子信箱     hsiang0903@tzuchi.com.tw 

姓名         王長禱 門診護理長 

聯絡電話     038-561825#3158 

電子信箱     Wangchangtao@yahoo.com.tw 

姓名         黃君后 資深護理師 

聯絡電話     038-561825#3528 

電子信箱     Hou0401@gmail.com 

姓名         梁挋 副主任 

聯絡電話     02-66289779#8604 

電子信箱     janeli@tzuchi.com.tw 

姓名         劉怡婷 督導 

聯絡電話     02-66289779#1950 

電子信箱     yi-tingliu@tzuchi.com.tw 

姓名         蔡碧雀 督導 

聯絡電話     02-66289779#8603 

電子信箱     Pc_Tsai@tzuchi.com.tw 

姓名         徐美華 督導 

聯絡電話     02-66289779 

電子信箱     xd304191@tzuchi.com.tw 

姓名         蘇秋萍 督導 

聯絡電話     02-66289779 

電子信箱     su10930864@yahoo.com.tw 

姓名         楊慧貞 督導 

聯絡電話     04-36060666#3357 

電子信箱     huichen@tzuchi.com.tw 

姓名         古菊梅 督導 

聯絡電話     04-36060666#3603 

電子信箱     tc210200@tzuchi.com.tw 



校外實習指導老師聯絡方式 
姓名         張玉芳 督導 

聯絡電話     04-36060666#3359 

電子信箱     tc1372002@tzuchi.com.tw 

姓名         廖玉貞 護理師 

聯絡電話     04-23592525#3188 

電子信箱     ycliao@vghtc.gov.tw 

姓名         劉淑芳 護理長 

聯絡電話     04-23592525#6062 

電子信箱     Lsf57520@ms16.hinet.net 

姓名         廖慧燕 副主任 

聯絡電話     05-2648000#5397 

電子信箱     hyliao@tzuchi.com.tw 

姓名         程培鈺 督導 

聯絡電話     05-2648000#5400 

電子信箱     Pei_yuh@tzuchi.com.tw 

姓名         林興隆 督導 

聯絡電話     05-2648000#5390 

電子信箱     P120001@tzuchi.com.tw 

姓名         黃雪莉 主任 

聯絡電話     05-2648000 

電子信箱     hlhuang@tzuchi.com.tw 

姓名         莊慧瑛 督導 

聯絡電話     05-2648000#5394 

電子信箱     hychuang@tzuchi.com.tw 

姓名         邱子瑄 資深護理師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apple9108@gmail.com 

姓名         曾寶慧 專科護理師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Bonne.tseng@msa.hinet.net 

姓名         廖如文 副主任 

聯絡電話     (02)66289779#8604 

電子信箱     ruwen@tzuchi.com.tw 

姓名         沈芳吉 督導 

聯絡電話     03-8561825#2081 

電子信箱     crystal@tzuchi.com.tw 

姓名         林靜薇 護理長 

聯絡電話     02-28757162 

電子信箱     lincw@vghtpe.gov.tw 

姓名         施雅玲 護理長 

聯絡電話     02-2249-0088 

電子信箱     08201@s.tmu.deu.tw 

姓名         鍾惠君 副主任 

聯絡電話     03-8561825#2263 

電子信箱     hc_chung@tzuchi.com.tw 

姓名         曾雅雪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ya0910@tzuchi.com.tw 

姓名         林雅萍 

聯絡電話     03-8561825#12262 

電子信箱     yungping_lin@tzuchi.com.tw 

姓名         廖金蓮 護理長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chinlien.liao@gmail.com 

姓名         謝家柔 

聯絡電話     038886141#6103 

電子信箱     Zoy0613@yahoo.com.tw 

姓名         陳姵心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Peggy04060728@gmail.com 



校外實習指導老師聯絡方式 
姓名         莊淑婷 副院長 

聯絡電話     04-36060666 

電子信箱     shuting@tzuchi.com.tw 

姓名         陳鳳茹 

聯絡電話     03-8561825#13378 

電子信箱     nursling71@gmail.com 

姓名         李芝緯 

聯絡電話     03-8561825#2151 

電子信箱     chihsmail@gmail.com 

姓名         徐筱茹 

聯絡電話     03-8561825#2808 

電子信箱     shiaurushiu@gmail.com 

姓名         蘇筱雯 

聯絡電話     03-8664600#2200 

電子信箱     suwen@mch.org.tw 

姓名         林佩珊 

聯絡電話     03-8358141#5500 

電子信箱     phioes7777@gmail.com 

姓名         蘇玉珍 

聯絡電話     02-22490088#8621 

電子信箱     13448@s.tmu.edu.tw 

姓名         林秀蓉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mountain115@gmail.com 

姓名         王秀美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w_bear2000@yahoo.com.tw 

姓名         蔡淑蘭 個案管理師 

聯絡電話     05-2648000#5591 

電子信箱     df260695@tzuchi.com.tw 

姓名         周美淑 個管師 

聯絡電話     05-264800 

電子信箱     df359328@tzuchi.com.tw 

姓名         江欣虹 

聯絡電話     05-2648000#5409 

電子信箱     df463919@tzuchi.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