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稱謂 職業類別 電子郵件

AlanMiao 先生 m6***30@gmail.com

alice li 女士/小姐 其他 sa****ren@gmail.com

Amanda 女士/小姐 am***a@gmail.com

Amylu 女士/小姐 自由業 bb***my@hotmail.com

CHING YI KUO 女士/小姐 Counselor kc*****330@gmail.com

Irenelee 女士/小姐 家管 ir*****2547@gmail.com

Jamie Qiu 女士/小姐 學生 10****wa@gmail.com

JENG YU YO 先生 tt****22@yahoo.com.tw

Jonny Chou 先生 居服員 on****168@gmail.com

Julie Yang 女士/小姐 ju*****ng57@gmail.com

June Liu 女士/小姐 照顧服務員 ca*****sky@gmail.com

Kunde Lin 先生 其他 fi*****000@gmail.com

LiaoTsaiChun 女士/小姐 金融人員 ts******.liao@gmail.com

Lihjane Chen 女士/小姐 公 ii***ha@gmail.com

Ooi lay choo 女士/小姐 Housewife la****okl@gmail.com

Tracy 女士/小姐 志工 tt***ng@yahoo.com

TsaiMeiling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su*****pau@yahoo.com

Tsan 女士/小姐 家管 ts***g@gmail.com

Zoe 女士／小姐 商 zo******g0927@me.com

丁O華 女士/小姐 志工 hy***96@gmail.com

丁O蓉 女士/小姐 社工 di****ong@gmail.com

丁O云 女士/小姐 志工 m***9@hotmail.com

于O梅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b1***yu@gmail.com

尹O婕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ta******0712@gmail.com

尹O芸 女士/小姐 護理師 yb****910@yahoo.com.tw

尹O蘭 女士/小姐 志工 al******0801@gmail.com

尹O茹 女士/小姐 照服員 a0*****8381@gmail.com

方O怡 女士／小姐 護理人員 ha******7112@yahoo.com.tw

方O雅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ky***g@ms28.hinet.net

毛O如 女士/小姐 護理師 xj*****imo@yahoo.com.tw

王O協 先生 ma******6wang@gmail.com

王O雯 女士／小姐 其代 me****8@gmail.com

王O木 先生 照服員 jr****ma@gmail.com

王O宏 先生 長照相關人員 yu*****oan@gmail.com

王O嫺 女士/小姐 社工師 cz****10@gmail.com

王O惠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a3***33@gmail.com

王O寧 女士/小姐 志工.醫療人員 st*****0820@gmail.com

王O意 女士／小姐 護理師 co*****096@icloud.com

王O燕 女士/小姐 志工 ch****28@gmail.com

王O引 女士/小姐 居家護理師 mi******234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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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O文 女士/小姐 wu***14@gmail.com

王O彤 女士/小姐 護理師 lu******rl39@gmail.com

王O敏 女士/小姐 居服 i*in@hyview.com

王O萍 女士/小姐 護理師 je******00811@gmail.com

王O蓁 女士/小姐 醫護人員 e2****885@yahoo.com.tw

王O華 女士／小姐 照顧服務員 qq***85@yahoo.com.tw

王O怡 女士/小姐 收費員 a2****134@yahoo.com.tw

王O惠 女士／小姐 居家護理師 a0*****0083@yahoo.com.tw

王O文 女士/小姐 國小圖書館志工 ni*****572@gmail.com

王O羚 女士/小姐 ly****677@gmail.com

王O硯 女士/小姐 居家護理師 a0*****6684@gmail.com

王O月 女士/小姐 志工 mo****028@yahoo.com.tw

王O雁 女士/小姐 資訊師 a0***06@gmail.com

王O涵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Ha*****1126@gmail.com

王O山 先生 藥師 9***0@cch.org.tw

王O文 女士/小姐 社工師 ra******22002@hotmail.com

王O程 女士/小姐 照顧服務員 ni*****ang7@gmail.com

王O玲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cn****069@gmail.com

王O華 女士/小姐 生命教育老師 fl*****051@gmail.com

王O辰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em*****ang1@gmail.com

王O雅 女士/小姐 志工 ke******60895@gmail.com

王O慧 女士／小姐 護理 ed*****3579@yahoo.com.tw

王O珊 女士/小姐 bo*****0947@gmail.com

王O綺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pi******1159@gmail.com

王O蕙 女士/小姐 社福工作人員 em*****ang@gmail.com

王O靜 女士/小姐 護理師 jj****712@gmail.com

王O玲 女士/小姐 li***88@gmail.com

王O真 女士/小姐 ha*****3400@yahoo.com.tw

王O萍 女士/小姐 護理師 t8***4a@gmail.com

王O珍 女士／小姐 沒有 to****10@gmail.com

王O貞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wa****64@gmail.com

王O慧 女士/小姐 家管 op***44@yahoo.com.tw

王O瓊 女士/小姐 專科護理師 ch*****ndy@yahoo.com.tw

王O之 女士/小姐 照服員 gi****21x@gmail.com

王O娟 女士/小姐 護理師 gi****54@yahoo.com.tw

王O琳 女士/小姐 社工 la******1224@gmail.com

王O蘭 女士/小姐 護理師 aa*****649@gmail.com

王O儀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ol*****202@yahoo.com.tw

王O 女士/小姐 社工員 jo****45@ms29.hinet.net

王O鈺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m0****616@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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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O潔 女士/小姐 pu******ng29@gmail.com

王O雅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yu*****574@gmail.com

王O芳 女士/小姐 an****ery@gmail.com

王O儀 女士/小姐 教師 t*77@nhjh.tp.edu.tw

王O斐 女士/小姐 照服員/居服員 yi****ang@yahoo.com

王O芝 女士/小姐 社會工作人員 ls***36@gmail.com

王O靜 女士/小姐 護理師 ab******06068@gmail.com

王O荃 先生 醫療人員 co*****an9@gmail.com

王O英 女士/小姐 志工 ho***ce@hospice.org.tw

王O涵 女士/小姐 護理師 ws***ny@gmail.com

王O燦 女士/小姐 安寧志工 ma*****2429@gmail.com

王O瑄 女士/小姐 藝術治療師 ir******g0907@gmail.com

王O晴 女士/小姐 社工系學生 su*****315@gmail.com

王O女 女士/小姐 志工 wa****nu@gmail.com

王O優 先生 志工 wt****001@gmail.com

王O芳 女士/小姐 ja*****357@gmail.com

王O葳 女士/小姐 護理師 wa*****610@gmail.com

王O彬 先生 工程師 je*****wang@premtek.com.tw

王O婷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as****ne@cgmh.org.tw

王O慈 女士/小姐 志工 ja*****wht@gmail.com

王O嫻 女士/小姐 社工 j0****ang@gmail.com

王O旋 女士/小姐 個案管理師 wi****006@gmail.com

王O婷 女士／小姐 照服員 ad****144@gmail.com

王O貴 女士/小姐 護理師 09****ei@gmail.com

王O羚 女士/小姐 安寧志工 n0*****6078@gmail.com

王O雅 女士/小姐 照服員 ca******e5877@gmail.com

王O臻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ef******yahoo.com.tw

王O璉 女士/小姐 志工 li*****110@yahoo.com.tw

仝O于 女士/小姐 志工 fe****a66@gmail.com

古O胡 女士/小姐 學生 mi*****104@gmail.com

古O芸 女士/小姐 學生 k3***27@gmail.com

古O青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su****g.ku@gmail.com

田O章 先生 志工 ti****216@gmail.com

田O芳 女士/小姐 護理師 sh****420@gmail.com

田O道 先生 社工 i*i@vhyl.gov.tw

田O敏 女士/小姐 ru******kimo@yahoo.com.tw

白O娟 女士／小姐 志工 wi*****888@gmail.com

白O雯 女士/小姐 行政 an******1569@yahoo.com.tw

白O萱 女士／小姐 社工師 09***19@kmhk.org.tw

白O慈 女士/小姐 護理師 87****1ab@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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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O清 女士/小姐 醫療 ch****115@yahoo.com.tw

石O汝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an***cc@gmail.com

石O弘 先生 醫療人員 de****ar@gmail.com

石O婉 女士/小姐 老師 to****61@gmail.com

石O皙 女士/小姐 護理人員 an*****128@gmail.com

任O娟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fl******n0623@gmail.com

向O德 女士/小姐 cl*****306@gmail.com

朱O佑 先生 醫療人員 xi****307@gmail.com

朱O靜 女士/小姐 居服督導 71*****ini@gmail.com

朱O真 女士/小姐 退休醫療人員 cc***54@yahoo.com.tw

朱O德 女士／小姐 醫院工作人員 re****achu.7@gmail.com

朱O兒 女士/小姐 社工師 wa*****chee@gmail.com

朱O真 女士/小姐 照顧服務員 a0*****1309@gmail.com

朱O如 女士/小姐 社工員 hh*****460@gmail.com

江O德 先生 居家照顧服務員 re********5656@gmail.com

江O美 女士/小姐 社區工作者 am***81@ms63.hinet.net

江O華 女士／小姐 護理師 cy*********0912@gmail.com

江O俐 女士/小姐 靈性關懷師 ki*****iang@yahoo.com

江O璇 女士／小姐 護理師 c8****19@gmail.com

江O嫻 女士/小姐 護理師 ma******ng16@cgmh.org.tw

江O芳 女士/小姐 照顧服務員 mi********iang@hotmail.com

江O純 女士/小姐 護理師 at****in@gmail.com

江O莞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at****228@gms.tcu.edu.tw

江連OO子 女士/小姐 xi****39@gmail.com

江O雯 女士/小姐 助人者 we*****8641@gmail.com

江O清 女士/小姐 諮商心理師 t*81@mail.tlsh.tp.edu.tw

江O玲 女士/小姐 教會同工 ic*****0975@gmail.com

江O宜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e1****636@gmail.com

江O茹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1***7@km.eck.org.tw

何O瓶 女士/小姐 居服員 ja****her@msa.hinet.net

何O竣 先生 社工員 ik****043@gmail.com

何O珊 女士／小姐 研究助理 NH***KI@mohw.gov.tw

何O萱 女士/小姐 am***o@lapangu.com.tw

何O珊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re****951@yahoo.com.tw

何O貞 女士/小姐 市民 tz****004@gmail.com

何O莊 女士／小姐 關懷員 ma****rangvs@gmail.com

何O嬋 女士/小姐 社工 so*****928@gmail.com

何O儀 女士/小姐 社工員 my****213@gmail.com

何O免 女士/小姐 關懷師 so********0615@gmail.com

何O元 先生 傳道 0***0@ptc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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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O喬 女士/小姐 敎師退休人員/安寧病房志工 wc****96@gmail.com

何O禎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vo****64@gmail.com

何O蘭 女士／小姐 社區服務社工師 su******9ho@yahoo.com.tw

何O芳 女士/小姐 關懷員 jh***2@mail.sph.org.tw

何O芳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ca****57@gmail.com

余O珊 女士／小姐 學生 ra****78@gmail.com

余O芝 女士/小姐 護理師 na*****20a@yahoo.com.tw

余O瑜 女士/小姐 社工 j***3@mail.tygh.gov.tw

余O芬 女士/小姐 照服員 ma****yu@gmail.com

吳O弘 先生 專輔教師 a0*****6095@gmail.com

吳O緯 先生 醫師 u8******@yahoo.com.tw

吳O綾 女士/小姐 a0*****2163@gmail.com

吳O眞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so*****ctor@outlook.com

吳O芳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fa****74@gmail.com

吳O美 女士/小姐 護理師 w***2@yahoo.com.tw

吳O怡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ay***wu@gmail.com

吳O勳 女士/小姐 護理師 a0*****1375@gmail.com

吳O霓 女士/小姐 護理師 pe*****101@gmail.com

吳O姝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jn***57@yahoo.com.tw

吳O霖 女士/小姐 社工師 d*ra@ecancer.org.tw

吳O璇 女士/小姐 醫師 sa******0731@gmail.com

吳O樺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se*****208@gmail.com

吳O娟 女士/小姐 護理人員 bl*****606@gmail.com

吳O恩 先生 其他 ha******7112@yahoo.com.tw

吳O潔 女士／小姐 學生 je****623@gmail.com

吳O儀 女士/小姐 ki******y512@gmail.com

吳O蘭 女士/小姐 退休 sa****owu@yahoo.com.tw

吳O蓁 女士/小姐 學生 li****619@gmail.com

吳O寬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se****22@gmail.com

吳O慧 女士/小姐 醫事人員 gi***wu@hotmail.com

吳O瑜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wu****yu@hotmail.com

吳O璇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vi*****982@gmail.com

吳O瑩 女士／小姐 護理 78***38@gmail.com

吳O娥 女士/小姐 民眾 m***9@hotmail.com

吳O華 女士／小姐 照服員 a7****6pp@yahoo.com.tw

吳O蘭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go******9003@gmail.com

吳O儀 女士/小姐 送行者 au*****3914@gmail.com

吳O 先生 医 ga*****8111@gmail.com

吳O鈞 先生 醫師 wu***ot@gmail.com

吳O萱 女士／小姐 護理師 po***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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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O碧 女士/小姐 高齡個管師 ba*****hywu@gmail.com

吳O甄 女士/小姐 醫務社工 em*****557@gmail.com

吳O君 女士/小姐 照服員 gr******s666@hotmail.com

吳O花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ce******galy@gmail.com

吳O媚 女士/小姐 計時人員 li******1014@gmail.com

吳O勤 女士/小姐 護理師 yi*****1802@yahoo.com.tw

吳O碧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cy****786@gmail.com

吳O鳳 女士／小姐 居督 92***3@gmail.com

吳陳O澐 女士/小姐 專職 tw*****014@gmail.com

吳O美 女士/小姐 護理師 1***0@ymuh.ym.edu.tw

吳O芳 女士/小姐 服務業 an*****1210@gmail.com

吳O慈 女士/小姐 諮商心理師 we***wu@gmail.com

吳O卿 女士/小姐 護理師 ca****24@gmail.com

吳O庭 女士/小姐 護理師 t2****037@gs.ncku.edu.tw

吳O俐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wj***11@yahoo.com.tw

吳O容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ec****501@gmail.com

呂O媚 女士／小姐 其他 ab********5.hinet.net

呂O鮮 女士/小姐 護理師 x2****2x@yahoo.com.tw

呂O穎 先生 醫療人員 ts******glu18@gmail.com

呂O佳 女士/小姐 社工員 jo****880@gmail.com

呂O蓁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fy****30@yahoo.com.tw

呂O蓁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mi****496@gmail.com

呂O玲 女士/小姐 長照服務人員 a0******6693@gmail.com

呂O慧 女士／小姐 志工 iv****68@gmail.com

呂O鳳 女士/小姐 個案管理師 t***3@tpech.gov.tw

呂O愉 女士/小姐 志工 lu****02@gmail.com

呂O瑋 先生 學生 iv******06125@gmail.com

呂O雅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ke******_222@hotmail.com

呂O琴 女士/小姐 照服員 ls****615@gmail.com

呂O琪 女士/小姐 居家照服員 hu*****912@gmail.com

呂O珊 女士/小姐 社工師 sa****020@gmail.com

呂O豐 先生 醫療人員 al****cf@hotmail.com

宋O嵐 女士/小姐 醫護 a0*****6628@gmail.com

宋O親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ic*****1987@gmail.com

我O娉 女士/小姐 退休人員 pi***21@gmail.com

李O香 女士/小姐 護理師 si***44@gmail.com

李O鈴 女士/小姐 志工 te*****lee2@hotmail.com

李O仁 先生 居家服務員 a4****69@hotmail.com

李O甯 女士/小姐 服務業 ch****664@gmail.com

李O清 先生 醫療人員 D***9@TPEC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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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O宜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pe********1751@gmail.com

李O芬 女士/小姐 護理師 le****en@gmail.com

李O芳 女士/小姐 護理師 ph******4729@icloud.com

李O華 女士／小姐 護理師，居家服務員 sn*****ee01@gmail.com

李O蓉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ji****.li@msa.hinet.net

李O蓉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jr****27@yahoo.com.tw

李O霖 女士/小姐 學生 va*********0322@gmail.com

李O倢 女士/小姐 j4***11@yahoo.com.tw

李O怡 女士/小姐 醫事人員 im***hs@gmail.com

李O樺 女士/小姐 病房照服員 rq****829@gmail.com

李O芯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lu****71@gmail.com

李O恬 女士/小姐 su*****e96@gmail.com

李O臻 女士/小姐 護理師 hr***3@msn.com

李O屏 女士／小姐 家管 De****e4588@gmail.com

李O君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fi****14@gmail.com

李O璉 女士/小姐 護理師 na****lie@gmail.com

李O靜 女士/小姐 mi*****r99@gmail.com

李O菁 女士/小姐 專科護理師 qq*****emon@yahoo.com.tw

李O慧 女士/小姐 藥師 we********0412@gmail.com

李O如 女士／小姐 護理師 li****542@gmail.com

李O年 先生 醫療人員 fn****911@gmail.com

李O萱 女士/小姐 護理人員 a2****20@gmail.com

李O樺 女士/小姐 社工 4***5@cch.org.tw

李O采 女士/小姐 退休族 je******1223@gmail.com

李O誼 女士/小姐 社工師 mo****027@gmail.com

李O菊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cl********0830@gmail.com

李O諭 女士/小姐 照顧服務員 s1****013@cjc.edu.tw

李O甄 女士/小姐 護理人員 li******3333@gmail.com

李O儀 女士/小姐 教師 b0*****2320@gmail.com

李O儀 女士/小姐 靈性關懷師 yo******0417@gmail.com

李O瑩 女士/小姐 護理師 ta*****362@yahoo.com.tw

李O宇 女士/小姐 居服督導 ro****an@gmail.com

李O芳 女士／小姐 志工 s1****133@stu.edu.tw

李O蓮 女士/小姐 ka****741@gmail.com

李OO一 女士/小姐 志工 pk*****614@gmail.com

李O珠 女士/小姐 照服員 su*****867@gmail.com

李O良 先生 靈性關懷人員 xl******jrof9@gmail.com

李O芬 女士/小姐 志工 sh******e0412@gmail.com

李O芳 女士/小姐 社工 ta*****436@gmail.com.tw

李O珍 女士/小姐 照服員 ch*****lee@gmail.com



姓名 稱謂 職業類別 電子郵件

2021 安寧線上聊心室：黃曉峰Ｘ朱為民　與您面對面～安寧醫師拆解醫病溝通的藝術

10月12日至11月05日  報名查詢表

姓氏筆畫   1劃  ～  8劃

李O貞 女士/小姐 護理師 em*****3206@gmail.com

李O娟 女士/小姐 志工 li****688@yahoo.com.tw

李O真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10***li@yahoo.com.tw

李O琳 女士/小姐 居服員 a0*****8292@gmail.com

李O慧 女士/小姐 居家安寧護理師 B***8@tpech.gov.tw

李O豪 先生 商務人士 s8*****2004@gmail.com

李陳O琴 女士／小姐 䕶理人員 li****731@gmail.com

李O娟 女士/小姐 hu****718@yahoo.com.tw

李O緹 女士/小姐 居家照顧員 qw****288@gmail.com

李O婷 女士/小姐 家庭照顧者 jr*****leyi@gmail.com

李O婷 女士/小姐 照顧者家屬 op***01@gmail.com

李O雯 女士/小姐 護理師 av***14@gmail.com

李O珍 女士/小姐 hu*****e25@yahoo.com.tw

李葉O玲 女士/小姐 志工/醫療人員 a0*****9266@gmail.com

李O玉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pi*****y32@gmail.com

李O鳳 女士/小姐 安寧共照師 en***9@gmail.com

李O華 女士/小姐 志工 sh*****4112@gmail.com

李O宜 女士/小姐 社工 le******2005@yahoo.com.tw

李O芬 女士/小姐 照顧服務員 a0*****0973@gmail.com

李O容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cy*****352@gmail.com

李O蘭 女士/小姐 志工 li****955@gmail.com

李O瑩 其他 dr*****002@gmail.com

李O瓊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le********iung@gmail.com

李O宜 女士/小姐 護理人員 le******01018@gmail.com

李O月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f2****359@gmail.com

李O芳 女士/小姐 志工 ab******9923@gmail.com

李O珍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le****831@gmail.com

杜O靜 女士/小姐 國北護長照系學生 li******1234@gmail.com

杜O惠 女士/小姐 照服員 tu****ui@gmail.com

杜O林 先生 醫療人員 to****lam@gmail.com

汪O玲 女士/小姐 護理師 wh*****219@gmail.com

沈O亨 女士／小姐 其他 je****03@gmail.com

沈O萍 女士/小姐 志工 cp****12@gmail.com

沈O君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un*****7540@gmail.com

沈O佳 女士/小姐 商 ca******1004@gmail.com

沈O儀 女士/小姐 教 bo****t4@gmail.com

沈O志 先生 社工 ji******5139@gmail.com

沈O楠 女士/小姐 學生 si****oy@gmail.com

沈O妏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d4****133@gmail.com

沈O琪 女士/小姐 護理師 aa******051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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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O嬿 女士／小姐 志工 3M****n@gmail.com

沈O娟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ad****en@gmail.com

辛O台 先生 退休 hs***t@hotmail.com

阮O芳 女士/小姐 護理 mo*****16g@gmail.com

卓O玲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s1***99@yahoo.com.tw

卓O妍 女士／小姐 照護員 zh******uo11@gmail.com

卓O伶 女士/小姐 護理師 jo******1509@gmail.com

卓O樺 女士/小姐 護理人員 ja******0420@yahoo.com.tw

卓O玲 女士/小姐 護理師 a0*****9722@gmail.com

卓O英 女士／小姐 照服員 a0*****3167@gmail.com

卓O嬿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ru***0@hotmail.com

卓O惠 女士／小姐 照服員 R2*****583@yahoo.com.tw

周O青 女士/小姐 醫院看護 cw******chou@gmail.com

周O蕊 女士/小姐 社工督導 we*****chou@gmail.com

周O真 女士/小姐 ch****r39@gmail.com

周O和 先生 志工 ch****25@gmail.com

周O儀 女士/小姐 社工 gn*****624@gmail.com

周O嫻 女士/小姐 護理師 ba****g93@yahoo.com.tw

周O均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cs****15@hotmail.com

周O江 女士/小姐 護理師 da****306@yahoo.com.tw

周O宇 先生 志工 ji******1120@gmail.com

周O婷 女士／小姐 護理師 pa*****118@gmail.com

周O昇 先生 金融保險業務員 se******0314@gmail.com

周O女 女士/小姐 志工 me*****hou@gmail.com

周O佐 先生 志工 je******ou888@yahoo.com.tw

周O菲 女士/小姐 照服員 ju*****hou@yahoo.com.tw

周O欣 女士/小姐 照服員 sw***8@gmail.com

周O臻 女士／小姐 照顧服務員 56****na@gmail.com

周O 女士/小姐 志工 p0*****8116@gmail.com

周O櫻 女士/小姐 sa*****3620@gmail.com

周O梅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a0*****5512@gmail.com

官O珍 女士/小姐 安寧志工 ku*****gjen@gmail.com

屈O蘭 女士/小姐 家屬+照服人員 sh*********u0218@gmail.com

岳O妤 女士/小姐 照服員 so******43587@gmail.com

岳O妤 女士/小姐 居家護理師 sa******3kimo@gmail.com

房O雲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a0*****0205@gmail.com

林O宸 女士/小姐 照服員 ju***51@yahoo.com.tw

林O貴 先生 志工 ni********l.tw@gmail.com

林O傑 先生 ta******itri@gmail.com

林O九 先生 學生 ti*****299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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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O婷 女士/小姐 志工 er******kimo@gmail.com

林O祐 先生 志工 a0*****9178@gmail.com

林O昕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si****02@yahoo.com.tw

林O理 女士／小姐 服務業 su******45888@gmail.com

林O珍 女士/小姐 志工 li******14156@gmail.com

林O迦 先生 醫療人員 bm****87@gmail.com

林O優 女士／小姐 護理師 z0*****4903@gmail.com

林O蓉 女士/小姐 護理師 bu****u8@yahoo.com.tw

林O達 先生 社工員 hu*****ick@gmail.com

林O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na******1217@gmail.com

林O錞 女士/小姐 學生 c1****45@gmail.com

林O月 女士/小姐 護理師 sy****414@yahoo.com.tw

林O枝 女士／小姐 照顧服務員 li****uchih@gmail.com

林O屏 女士/小姐 護理師 sk*****4565@yahoo.com.tw

林O柳 女士/小姐 照服員 aa******5033@gmail.com

林O雯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le******2099@gmail.com

林O鳳 女士/小姐 保險業 a1****400@gmail.com

林O蓴 女士/小姐 據點承辦人 co****775@gmail.com

林O昕 女士/小姐 Musictherapist Sh******1023@gmail.com

林O玲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pa****105@gmail.com

林O真 女士/小姐 社工 a0*****1864@gmail.com

林O蘭 女士/小姐 安寧護理師 li****x99@gmail.com

林O玲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ho*****_5c@yahoo.com.tw

林O揚 先生 志工 p9****17@gmail.com

林O琪 女士/小姐 社工師 cc***01@mail.chimei.org.tw

林O瑩 女士/小姐 公 ap****295@gmail.com

林O縈 女士/小姐 學生 pa******1217@gmail.com

林O茹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ti****23@msn.com

林O潔 女士/小姐 學生 ln***99@gmail.com

林O穎 女士/小姐 醫師 ma*****mei@hotmail.com

林O君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ch*****1225@gmail.com

林O君 女士/小姐 照服員 ev****twn@yahoo.com.tw

林O君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pk*****614@gmail.com

林O吟 女士/小姐 行政 yi******1023@gmail.com

林O秀 女士/小姐 學生 lu********4380@gmail.com

林O雪 女士/小姐 志工 cs****68@yahoo.com.tw

林O萱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fr*****e115@gmail.com

林O孜 女士／小姐 老師 mz****222@gmail.com

林O徽 女士/小姐 一般民眾 am****701@gmail.com

林O卉 女士/小姐 文教志工 li*****hu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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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O蓁 女士/小姐 照顧服務員 ja****248@gmail.com

林O免 女士／小姐 志工 l*vs@hotmail.com.tw

林O利 女士／小姐 彰化中華院安寧志工 i3****8y@gmail.com

林O佑 先生 臨床心理師 60***8@mail.tygh.gov.tw

林O吟 女士/小姐 照服員 b0*****8302@gmail.com

林O惠 女士/小姐 志工 li*****2002@gmail.com

林O樺 女士/小姐 護理師 pi******12000@gmail.com

林O馥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li****182@yahoo.com.tw

林O敏 女士/小姐 護理師 ch*****nlin@hotmail.com

林O羽 女士/小姐 護理師 01****mie@gmail.com

林O伸 女士/小姐 社工 ar*****lin@parc.tw

林OO岑 女士/小姐 護理師 l5***9@gmail.com

林O媚 女士/小姐 護理師 as*****.lin@gmail.com

林O惠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hu****03@cgmh.org.tw

林O蓉 女士/小姐 教師 l***r@ms.mingdao.edu.tw

林O鳳 女士/小姐 老師 l***f@cc.ncue.edu.tw

林O瑩 女士/小姐 醫療 a0*****3039@gmail.com

林O蓮 女士/小姐 志工 yu*****428@gmail.com

林O均 女士/小姐 醫療 di******2100@gmail.com

林O姬 女士/小姐 護理教師 ct****ox2@gmail.com

林O慧 女士/小姐 護理師 pe*****219@hotmail.com

林O瑛 女士/小姐 照顧管理專員 yi*****n218@gmail.com

林O蓉 女士/小姐 護理師 lo****4tw@yahoo.com.tw

林O宏 先生 志工 li******0wewe@gmail.com

林O儀 女士/小姐 社工 A***6@tpech.gov.tw

林O妃 女士/小姐 照服員 fu*****629@gmail.com

林O渝 女士/小姐 志工 se*****.lin@gmail.com

林O如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ch****406@gmail.com

林O卿 先生 醫師 li****07@gmail.com

林O娥 女士/小姐 學生 su*****n51@gmail.com

林O勤 女士/小姐 志工 a0*****0573@gmail.com

林O翎 女士/小姐 安寧志工 mo*********ei101@gmail.com

林O英 女士/小姐 照服員 e0*****988@gmail.com

林O玲 女士/小姐 護理師 li******2751@gmail.com

林O雲 女士/小姐 居服員 a0*****4158@gmail.com

林O民 先生 志工 jh********0601@gmail.com

林O芬 女士/小姐 翻譯接案人員 jo****852@gmail.com

林O兒 女士/小姐 家管 Nu***8@gmail.com

林O美 女士/小姐 pc****ady@gmail.com

林O卿 女士/小姐 專科護理師 li****tw@ms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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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O菁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e1****07@gmail.com

林O雯 女士/小姐 志工 ma***o@mail2000.com.tw

林O偉 先生 醫療人員 CW****16@gmail.com

林O雯 女士/小姐 護理師 sh********home@gmail.com

林O瑩 女士/小姐 社工 yi****123@gmail.com

林O 女士／小姐 其他 ki****nms0606@gmail.com

林O明 先生 醫療志工 dt****88@gmail.com

林O莉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b***2@tpech.gov.tw

林O惠 女士/小姐 醫療 ko*****0213@hotmail.com

林O姍 女士/小姐 志工 su***18@hotmail.com

林O恩 女士/小姐 教保員 f6***04@gmail.com

林O晴 女士/小姐 學習者 fi*****nlin@gmail.com

林O虔 女士/小姐 長照人員 sa****am@seed.net.tw

林O涵 女士/小姐 護理人員 ki*********adior@yahoo.com.tw

林O詩 女士/小姐 護理師 09********w116@gmail.com

林O玲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ke****zte@gmail.com

林O琪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ca****997@yahoo.com.tw

林O惠 女士／小姐 志工其他 99***7@gmail.com

林O蘋 女士／小姐 護理師 ed****11@ehah.org.tw

林O宜 女士/小姐 呼吸治療師 se*****981@gmail.com

林O綺 女士/小姐 社工 xu****017@gmail.com

林O璇 女士／小姐 護理師 mi****496@gmail.com

林O淳 女士/小姐 醫師 sp********h369@kimo.com

林O華 女士/小姐 思考教育 ca****ory@gmail.com

林O如 女士/小姐 志工 we*****ator@gmail.com

林O妍 女士/小姐 居服員 zo*****0933@gmail.com

林O嫻 女士／小姐 志工 dh****236@gmail.com

林O貞 女士／小姐 其他 hu*****1975@yahoo.com.tw

林O婷 女士/小姐 個管員 fr******2714@gmail.com

林O欣 女士/小姐 護理師 n9***64@gmail.com

林O馨 女士/小姐 護理師 ye*********0129@yahoo.com.tw

林O鈺 女士/小姐 社工 mi*****s668@gmail.com

林O珠 女士/小姐 社工 hu****111@gmail.com

林O怡 女士/小姐 醫師 lu******8.tw@gmail.com

林O芳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pg***24@yahoo.com.tw

林O麟 先生 A個管 xl****24@gmail.com

林O秀 女士／小姐 照顧服務員 aa******6929@gmail.com

林O玉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11******iting@gmail.com

林O珊 女士/小姐 金融保險業 be*****0810@gmail.com

邱O恬 女士/小姐 社工員 lo******98694@hondao.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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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O瑛 女士/小姐 志工 70***2@gmail.com

邱O禎 女士/小姐 護理師 b8****049@ntu.edu.tw

邱O照 女士/小姐 護理師 sh********home@gmail.com

邱O文 先生 臨床靈性關懷師 ma****tw@gmail.com

邱O婷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ti***c@yahoo.com.tw

邱O柳 女士/小姐 hl***16@gmail.com

邱O玉 女士/小姐 安寧居家護理師 yu****59@kimo.com

邱O詠 女士/小姐 ca*********1005@gmail.com

邱O惠 女士／小姐 其他 tz***18@gmail.com

邱O雅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ch*****5592@gmail.com

邱O漪 女士/小姐 護理師 cc***23@yahoo.com.tw

邱O宇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ju*****183@gmail.com

邱O音 女士/小姐 y***n@thu.edu.tw

邱O逸 先生 醫師 po****fnw@yahoo.com.tw

邵O萱 女士/小姐 社會人士 s5*****0489@gmail.com

邵O茵 女士/小姐 醫療人員 f4***23@yahoo.com.tw

金O英 女士/小姐 護理師 ko******1213@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