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訓練地點：衛生福利部樂生療養院

訓練時間：104.10.2

序號 姓 名 序號 序號 姓 名 服務機構名稱

1 高湘涵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24 劉樹泉
天主教醫療財團法人耕莘醫

院

2 蘇天怡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25 陳仁傑 高雄國軍總醫院左營分院

3 劉亭佳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26 李淑英
戴德森醫療財團法人嘉義基

督教醫院

4 賴冠宇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27 吳建璋 童綜和財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5 洪瑞麟 馬偕紀念醫院 28 江憲一 國立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6 胡光濬 台北馬偕健檢中心 29 刁惠恩
沙爾德聖保祿修女會醫療財

團法人聖保祿醫院

7 郭仰哲 台北馬偕健檢中心 30 鄭文琦
沙爾德聖保祿修女會醫療財

團法人聖保祿醫院

8 黃偉新 台北馬偕家庭醫學科 31 張卓才
沙爾德聖保祿修女會醫療財

團法人聖保祿醫院

9 黃鈺涵 童綜合醫院 32 賴秀昀 臺大醫院新竹分院

10 李健源
新店耕莘醫院家庭醫學科住

院醫師
33 葉乃綸 臺大醫院新竹分院

11 周建章 羅東聖母醫院 34 王樹聲 臺大醫院新竹分院

12 宋禮安
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台中

慈濟醫院
35 黃奕瑜 基隆長庚紀念醫院

13 林  國 台北榮民總醫院玉里分院 36 陳運弘 基隆長庚紀念醫院

14 孫曉光 財團法人為恭醫院 37 錢凱平 基隆長庚紀念醫院

15 李之微 財團法人為恭醫院 38 張晏菱 天主教新店耕莘醫院

16 王正忠 財團法人為恭醫院 39 陳怡志 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 

17 張恩本 財團法人為恭醫院 40 蔡秉芸 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 

18 蔣碩亞 臺北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41 朱書漢 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 

19 游翁斌 臺北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42 洪家駿 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 

20 王韋筑 臺北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43 陳揚卿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中興院區

21 劉震龍 臺北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44 高偉適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中興院區

22 陳世哲 彰化秀傳紀念醫院 45 吳沛儒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和平院區

(婦幼區)

23 蕭聖琦
天主教醫療財團法人耕莘醫

院
46 韓桂暘

仁愛醫療財團法人大里仁愛

醫院

47 黃少敦 仁愛醫療財團法人仁愛醫院 75 韓子陽 耕莘醫院(新店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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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郭冠良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仁愛院區 74 張恩慈 林口長庚

49 馬欣婕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仁愛院區 76 周禮智 衛生福利部樂生療養院

50 吳盈慧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仁愛院 77 張志華 連江縣立醫院

51 蔡亮如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仁愛院區 78 魏士航 天主教耕莘醫院

52 林佳萱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陽明院區 79 羅燕如 義大醫院

53 廖偉捷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陽明院區 80 林均澄
桃園市桃園區天主教聖保祿

醫院

54 張孟捷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陽明院區 81 金霍歌 壢新醫院

55 劉顯達
衛生福利部雙和醫院(委託臺

北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82 黃暉雅 壢新醫院

56 趙啟淵 敏盛綜合醫院 83 蕭吟娜 壢新醫院

57 徐世洲 敏盛綜合醫院 84 陳韋思 壢新醫院

58 李鑒勳 郭綜合醫院 85 賴瑋伶 壢新醫院

59 林正文 宜蘭博愛醫院 86 游惟勝 壢新醫院

60 尤則雅 亞東紀念醫院 87 吳添如 壢新醫院

62 黃天佑 亞東紀念醫院 88 蕭建哲 壢新醫院

63 林盈利 彰化基督教醫院 89 林韋廷
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健康管

理中心

64 洪凌鈺 永和耕莘醫院 90 陳彥廷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65 許馨文 永和耕莘醫院 91 聶幼麟 臺北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66 吳知奕 永和耕莘醫院 92 劉近庸 衛生福利部樂生療養院

67 林晴筠 高雄市立小港醫院　 93 黃湘云 義大醫院

68 戴志融 衛生福利部屏東醫院 94 高睿晨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忠孝院區

69 蕭永薰 衛生福利部基隆醫院 95 陳瑞泉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忠孝院區

70 王靖雰 彰化秀傳紀念醫院 96 陳冠儒 台大醫院雲林分院

71 陳姿吟 台南市立醫院 97 莊美幸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忠孝院區

72 王美雯 林口長庚 98 林安民 國立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73 林彥安 林口長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