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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三組 李品慧 新樓醫院 家醫科 吳聲麟 高雄長庚醫院 家醫科 陳靜宜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三組 蔡懷德 新樓醫院 家醫科 林建仁 童綜合醫院 家醫科 楊舜清
國軍花蓮總醫院 家醫科 周正修 新樓醫院 家醫科 劉孟杰 台北馬偕醫院 健檢中心 胡光濬
台安醫院 家醫科 翁珮瑄 新樓醫院 家醫科 周兼禛 台北馬偕醫院 健檢中心 黃健新
市立醫院忠孝院區 家醫科 許良豪 新樓醫院 家醫科 周柏嶔 淡水馬偕醫院 健檢中心 詹欣隆

市立醫院忠孝院區 家醫科 侯君潁 新樓醫院 家醫科 邱鈺鏵 郭綜合醫院 家醫科 楊倫欣
市立醫院忠孝院區家醫科 蔡正修 國泰醫院  家醫科 黃俊榮 郭綜合醫院 家醫科 廖健男

市立醫院忠孝院區 家醫科 莊迺傑 國泰醫院  家醫科 葉慧君 成大附設醫院 家醫科 王如雪

署立台中醫院 家醫科 陳禹超 為恭醫院 家醫科 林健良 林口長庚醫院 家醫科 張可臻

署立台中醫院 家醫科 蕭伊伶 為恭醫院 家醫科 張恩本 林口長庚醫院 家醫科 莊海華

大里仁愛醫院 家醫科 尤鴻儒 壢新醫院 家醫科 康曉妍 林口長庚醫院 家醫科 曾郁惠

大里仁愛醫院 家醫科 蘇文利 壢新醫院 家醫科 林家正 林口長庚醫院 家醫科 林蔚玲

署立豐原醫院 家醫科 曾建元 壢新醫院 家醫科 范碧娟 林口長庚醫院 家醫科 劉潔玲

署立豐原醫院 家醫科 江宜蓁 壢新醫院 家醫科 李俊賢 署立桃園醫院 家醫科 楊家燊

署立豐原醫院 家醫科 魏宏印 基隆長庚醫院 家醫科 林慶華 署立桃園醫院 羅欽憲

桃園榮民醫院 家醫科 杜俊毅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家醫科 李奕德 署立桃園醫院 家醫科 張弘緯

桃園榮民醫院 家醫科 游翁斌 奇美醫院  家醫科 蘇世斌 署立桃園醫院 家醫科 藍江博

桃園榮民醫院 小兒科 張峰瑜 奇美醫院 柳營分院預防醫學科 陳家成 慈濟醫院大林分院家醫科 王晟懿

桃園榮民醫院 婦產科 詹新 署立新竹醫院 家醫科 黃慧瑜 慈濟醫院大林分院家醫科 蔡恩霖

桃園榮民醫院 外科 顧毓忠 署立新竹醫院 家醫科 賴芸蜂 耕莘醫院 家醫科 廖俊凱

台南市立醫院 家醫科 黃文河 署立彰化醫院 家醫科 陳佩蘭 耕莘醫院 家醫科 蕭聖琦

台南市立醫院 家醫科 吳坤陵 署立彰化醫院 家醫科 文薜帷 國軍左營醫院 預防醫學科 陳建州

台南市立醫院 家醫科 潘致遠 市立醫院仁愛院區 家醫科 王善民 樂生療養院  家醫科 陳品豪

台南市立醫院 家醫科 李政隆 市立醫院仁愛院區 家醫科 簡義紋

台南市立醫院 家醫科 賴俊宏 市立醫院仁愛院區 家醫科 高韓中

台南市立醫院 家醫科 鍾政澤 市立醫院仁愛院區 家醫科 林君曄 

門諾醫院  家醫科 伍希文   市立醫院仁愛院區 家醫科 盛業瑄

門諾醫院  家醫科 羅小玲 市立醫院中興院區 家醫科 林冠含

中國醫藥附設醫院家醫科林彥廷 市立醫院中興院區 家醫科 陳揚卿

聖保祿醫院 風濕免疫科 藍旻暉 嘉義基督教醫院 家醫科 王琦瑩

聖保祿醫院 家醫科 林怡君 高醫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保健科楊孟儒

聖保祿醫院 家醫科 刁惠恩 高醫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保健科 羅崇庭

聖保祿醫院 婦產科 張卓才 敏盛醫院綜合醫院 家醫科 林合彥

義大醫院 家醫科 盧易呈 敏盛醫院綜合醫院 家醫科 鄭碹葉

義大醫院 家醫科 王柏欣 敏盛醫院綜合醫院 家醫科 趙啟淵

市立醫院和平院區 家醫 卓岱慶 羅東聖母醫院 家醫科 江憲一

國軍松山總醫院 小兒科 邱耀寬 羅東聖母醫院 家醫科 簡再興

國軍松山總醫院 家醫科 洪淵庭 羅東博愛醫院 家醫科 許博文

國軍松山總醫院 家醫科 蔡哲楷 羅東博愛醫院 家醫科 徐國祐

國軍松山總醫院 家醫科 王瑞揚 高雄長庚醫院 家醫科 張倡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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