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姓名 服務機構

1 方薇青 林口長庚醫院

2 王又亮 成大醫院

3 王仁昌 台中榮民總醫院

4 王如雪 成大醫院

5 王秀芳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

6 王姿允 成大醫院

7 王律凱 彰化基督教醫院

8 王家麒 三軍總醫院

9 王啟忠 台灣基督教門諾會醫院

10 王祥安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11 王發財 光田綜合醫院

12 王稟荃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13 田佳平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14 江文崇 員林基督教醫院

15 池珮綺 麻豆新樓醫院

16 何鴻泰 資生堂醫院

17 余柏翰 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

18 吳至行 成大醫院

19 吳和益 成大醫院

20 吳承羲 彰化縣竹塘鄉衛生所

21 吳俊鋒 郭綜合醫院

22 吳倢瑩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23 吳晉祥 成大醫院

24 吳啟誠 敏盛綜合醫院

25 吳蔓君 台中慈濟醫院

26 呂政偉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27 呂紹宇 阮綜合醫院

28 李士丹 台中榮總埔里分院

29 李安婷 嘉義基督教醫院

30 李育慶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31 李坤鴻 彰化基督教醫院

32 李宜軒 台中慈濟醫院

33 李明昕 奇美醫院

34 李明修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35 杜楚林 寶建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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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沈容宇 彰化基督教醫院

37 沈維真 成大醫院

38 周佑聰 成大醫院

39 周佳佩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40 周杰穎 成大醫院

41 周珍如 台中仁愛醫院

42 周復清 台南市安南區衛生所

43 周順安 安泰醫院

44 易學明 高雄榮民總醫院台南分院

45 林文欽 昕安內科診所

46 林怡貝 彰化基督教醫院

47 林秉生 成大醫院

48 林信雄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49 林英欽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50 林益卿 彰化基督教醫院

51 林義傑 活力診所

52 姚易秀 阮綜合醫院

53 施秉献 安泰醫院

54 柯俊宏 佳里奇美醫院

55 柯德鑫 埔里基督教醫院

56 洪健智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57 孫宗正 童綜合醫院

58 翁茂中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59 翁珮瑄 台安醫院

60 康意敏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61 張尹凡 成大醫院

62 張世強 嘉義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63 張可欣 彰化基督教醫院

64 張弘正 禾康耳鼻喉科診所

65 張志銘 埔里基督教醫院

66 張秦松 成大醫院

67 張軒睿 彰化基督教醫院

68 張敬仁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69 張銘峰 新樓醫院

70 張譯仁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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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梁進和 郭綜合醫院

72 莊立奇 麻豆新樓醫院

73 莊雅軒 林口長庚醫院

74 莊詩慧 童綜合醫院

75 許俊賢 新店耕莘醫院

76 許煌明 大甲李綜合醫院

77 許瀞文 奇美醫院

78 連子賢 成大醫院

79 郭育宏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80 郭峰昇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81 郭嘉昇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82 陳安州 郭綜合醫院

83 陳聿昕 寶建醫院

84 陳志誠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85 陳志銜 台中榮民總醫院

86 陳則叡 柳營奇美醫院

87 陳宣恩 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分院

88 陳思文 童綜合醫院

89 陳思豪 奇美醫院

90 陳柏璋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91 陳郁涵 奇美醫院

92 陳泰成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93 陳國東 台南市立醫院

94 陳國寶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95 陳逸娟 林口長庚醫院

96 陳毓隆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97 彭洸萍 童綜合醫院

98 曾淨琦 高雄榮民總醫院台南分院

99 曾毓璿 大里仁愛醫院

100 湯振靑 奇美醫院

101 黃年富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102 黃致達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103 黃珮茹 彰化基督教醫院

104 黃素雲 童綜合醫院

105 黃彗倫 彰化基督教醫院

第 3 頁，共 5 頁



序號 姓名 服務機構

訓練時間：105年3月13日

105年外國人健檢醫師漢生病篩選診斷訓練課程合格名單

訓練地點：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106 黃琨祥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107 黃裕哲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108 黃繼賢 義大醫院

109 黃耀仙 成大醫院

110 楊秉鈞 彰化基督教醫院

111 楊啓超 啓安婦產科家庭醫學科診所

112 楊惠芳 三軍總醫院

113 楊靜玟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114 葉士佳 嘉義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115 廖芳陞 新樓醫院

116 廖健男 郭綜合醫院

117 熊　明 嘉鎂診所

118 趙基安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119 劉建翔 成大醫院

120 劉彥伶 成大醫院

121 劉政宗 王日榮耳鼻喉科診所

122 劉家昌 彰化基督教醫院

123 劉晟昊 台中慈濟醫院

124 劉臻 阮綜合醫院

125 潘柏霖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126 蔡依紋 林口長庚醫院

127 蔡瑞仁 天主教湖口仁慈醫院

128 蔡濬莉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院區

129 鄭光皓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130 鄭雅綺 嘉義基督教醫院

131 鄭暐霖 義大醫院

132 鄭碹葉 敏盛綜合醫院

133 盧中允 成大醫院

134 賴世偉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135 賴宥錚 義大醫院

136 賴韋安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137 戴英修 台北榮民總醫院

138 謝志松 埔里基督教醫院

139 謝依儒 奇美醫院

140 謝宜軒 彰化基督教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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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謝明達 義大醫院

142 謝湘宜 阮綜合醫院

143 鍾明成 彰化基督教醫院

144 簡繁勝 十全外科婦產科診所

145 顏　寧 柳營奇美醫院

146 顏簡美珠 義大醫院

147 魏士傑 大新醫院

148 魏玉亭 成大醫院

149 羅貽豪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150 蘇意晴 新店耕莘醫院

151 蘇靖妤 彰化基督教醫院

152 蘇禕禎 台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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