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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慈濟醫院 

姓名:鍾惠君 副主任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 2263 

電子信箱:hc_chung@tzuchi.com.tw 

姓名:王淑貞 副主任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 12082 

電子信箱:wangsc@tzuchi.com.tw 

姓名:葉秀真 副主任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 12263 

電子信箱:jeny22@tzuchi.com.tw 

姓名:呂基燕 副主任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 2264 

電子信箱:jy_lu@tzuchi.com.tw 

姓名:方淑華 督導 

聯絡電話: 03-8561825轉 2288 

電子信箱: Fang_SH@tzuchi.com.tw 

姓名:林雅萍 督導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 12262 

電子信箱:yungping_lin@tzuchi.com.tw 

姓名:李彥錚 督導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 16731 

電子信箱:yenjen@tzuchi.com.tw 

姓名:鄭雅君 督導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 2779 

電子信箱:eva680210@tzuchi.com.tw 

姓名:王琬詳 督導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 12083 

電子信箱:wan_hsiang@tzuchi.com.tw 

姓名:陳幸姬 督導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 12264 

電子信箱:Hc_Chen@tzuchi.com.tw 

姓名:李惠珍 護理長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 2080 

電子信箱: jean60@tzuchi.com.tw 

姓名:張幸齡 護理長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 12058 

電子信箱:Q220158@tzuchi.com.tw 

姓名: 蘇芬蘭 護理長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 13679 

電子信箱:fenlan27@gmail.com 

姓名: 曾雅雪 護理長 

聯絡電話: 03-8561825轉 12258 

電子信箱: ya0910@tzuchi.com.tw 

姓名:許美玉 傷口護理師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 10880 

電子信箱: myshu.h2276@msa.hinet.net 

姓名:施芊卉 專科護理師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護理部) 

電子信箱:100321104@gms.tcu.edu.tw 

姓名:李采薇 護理師 

聯絡電話: 03-8561825轉(護理部) 

電子信箱:ndpgmr@yahoo.com.tw 

姓名:陳鳳茹 護理師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 13378 

電子信箱:nursling71@gmail.com 

姓名: 葉惠玲 專科護理師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 10890 

電子信箱:yehhuiling@yahoo.com.tw 

姓名:向雅玲 護理師 

聯絡電話:03-8561825 

電子信箱:Hsiang0930@tzuchi.com.tw 

姓名:陳文香 副護理長 

電話:03-8561825轉 13527 
電子信箱:wenxiang0805@gmail.com 

 

門諾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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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督導 

聯絡電話: 03-8241814 

電子信箱: chyn@mc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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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諾醫院壽豐分院 

姓名: 蘇筱雯 主任 

聯絡電話: 03-8664600轉 2200 

電子信箱: suwen@mch.org.tw 

 

姓名:曾雯婷 督導 

聯絡電話:03-8664600轉 2222 

電子信箱:paicu0814@mch.org.tw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姓名:熊雲怡 護理長 

聯絡電話:03-8358141轉 2520 

電子信箱:hyy0307@yahoo.com.tw 

 

姓名: 林珮珊 護理師 

聯絡電話:03-8358141轉 5500 

電子信箱:pslin@email.hwln.mohw.gov.tw 

 

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 

姓名:廖素絨 主任 

聯絡電話:03-8886141 

電子信箱:t3701735@yahoo.com.tw 

 

姓名:林秀蓉 護理師 

聯絡電話:03-8886500轉 221 

電子信箱:mountain115@gmail.com 

台北慈濟醫院 

姓名:廖如文 副主任 

聯絡電話:02-66289779轉 8604 

電子信箱:ruwen@tzuchi.com.tw 

姓名:蔡碧雀 督導 

聯絡電話:02-66289779轉 8603 

電子信箱: Pc_Tsai@tzuchi.com.tw 

姓名:劉怡婷 督導 

聯絡電話:02-66289779轉 1950 

電子信箱:yi-tingliu@tzuchi.com.tw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姓名:王秀蓉 督導 

聯絡電話:02-22490088轉 8604 

電子信箱:12049@s.tmu.edu.tw 

姓名: 吳嘉莉 代理護理長 

聯絡電話:02-22490088轉 77400 

電子信箱: 12239@s.tmu.edu.tw 

臺北榮民總醫院 

姓名:林靜薇 護理長 

聯絡電話: 02-28757162 

電子信箱: lincw@vghtpe.gov.tw 

 

臺安醫院 

姓名:邱慕蓉 護理長 

聯絡電話:02-27718151轉 2551 

電子信箱:irene12201216@yahoo.com.tw 

姓名:余茹敏 護理長 

聯絡電話:02-27718151轉 6600 

電子信箱:121103@tahsda.org.tw 

姓名:李良怡 護理長 

聯絡電話:02-27718151轉 2530 

電子信箱:liangyi@tahsda.org.tw 

姓名:袁玉萍 護理長 

聯絡電話:02-27718151轉 2927 

電子信箱:153030@tahsda.org.tw 

姓名:葉淑敏 護理長 

聯絡電話:02-27718151轉 2597 

電子信箱:137565@tahsd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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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姓名:傅美瓊 主任 

聯絡電話:02-26482121轉 2000 

電子信箱:love_fu@cgh.org.tw 

姓名:邱靖雯 督導 

聯絡電話:02-26482121轉 2010 

電子信箱:irene0723@cgh.org.tw 

姓名:林雅慧 督導 

聯絡電話:02-26482121轉 2010 

電子信箱: 23937@cgh.org.tw 

 

台中慈濟醫院 

姓名:莊淑婷 副院長 

聯絡電話:04-36060666轉 3689 

電子信箱:shuting@tzuchi.com.tw 

姓名:王美惠 督導 

聯絡電話:04-36060666轉 3883 

電子信箱:wmh4851@tzuchi.com.tw 

姓名:邱毓慧 護理長 

聯絡電話:04-36060666轉(護理部) 

電子信箱:grace660117@gmail.com 

姓名:陳姵心 專科護理師 

聯絡電話:04-36060666轉 3689 

電子信箱: Peggy04060728@gmail.com 

大林慈濟醫院 

姓名:陳佳蓉 主任 

聯絡電話:05-2648000轉 5401 

電子信箱:hlhuang@tzuchi.com.tw 

姓名:廖慧燕 副主任 

聯絡電話:05-2648000轉 5397 

電子信箱:hyliao@tzuchi.com.tw 

姓名:鄭麗娟 督導 

聯絡電話:05-2648000轉(護理部) 

電子信箱:LcChuan@tzuchi.com.tw 

姓名:莊慧瑛 督導 

聯絡電話:05-2648000轉 5394 

電子信箱:hychuang@tzuchi.com.tw 

姓名:程培鈺 督導 

聯絡電話:05-26480005轉 5400 

電子信箱:Pei_yuh@tzuchi.com.tw 

姓名:張玉芳 督導 

聯絡電話:05-2648000轉(護理部) 

電子信箱:tc1372002@tzuchi.com.tw 

姓名:林興隆 督導 

聯絡電話:05-2648000轉 5390 

電子信箱:P120001@tzuchi.com.tw 

姓名:江欣虹 督導 

聯絡電話:05-2648000轉 5403 

電子信箱:df463919@tzuchi.com.tw 

姓名:蔡淑蘭 個案管理師 

聯絡電話:05-2648000轉 5591 

電子信箱:shulan65@yahoo.com.tw 

姓名:廖永澄 護理師 

聯絡電話:05-2648000轉 5460 

電子信箱:dm143712@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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