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師姓名 現職單位名稱 醫師姓名現職單位名稱

孔睦寰 羅東博愛醫院 林建中 秀傳紀念醫院

方姿喬 署立豐原醫院 林秋賢 高雄長庚醫院

毛愷民 署立台南醫院新化分院 林英哲 嘉義基督教醫院

王理剛 花蓮門諾會醫院 林英欽 台北萬芳醫院

王慈蜂 萬芳醫院 林純吉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王義福 郭綜合醫院 林菀茹 成大醫院

朱旭然 行政院衛生署新竹醫院 林楷程 高雄長庚醫院

朱來傳 南門醫院(恆春) 林源富 台中榮民總醫院

朱家緯 台大醫院 林嘉益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江文崇 彰化縣 員生醫院 林澤銘 澄清醫院

池珮綺 成大醫院 邱秋潭 民安診所

余宜叡 彰化基督教醫院 邱鈺雯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吳至行 成大醫院 洪孜幸 台大醫院

吳依玲 署立桃園醫院家庭醫學科 洪曼珊 台南市立醫院

吳妮民 成大醫院 夏明輝 嘉義長庚醫院

吳宗穎 亞東紀念醫院 孫子傑 斗六分院

吳明勳 台南市立醫院 孫永源 行政院衛生署新竹醫院

吳芳燦 署立澎湖醫院 柴卓武 衛生署苗栗醫院

吳俊鋒 郭綜合醫院 殷紹閔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吳冠達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翁康寧 台大醫院

吳彥葶 花蓮門諾會醫院 高群展 署立桃園醫院家庭醫學科

吳香錡 國軍左營總醫院 張乃文 郭綜合醫院

吳晉祥 成大醫院 張尹凡 成大醫院

吳煜隆 高雄阮綜合醫院 張世昌 全民診所醫師

吳維純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張君賢 署立台南醫院

吳蔓君 成大醫院 張秦松 成大醫院

吳輝雄 行政院衛生署苗栗醫院 張惠雯 彰化基督教醫院

吳蕙霓 嘉義基督教醫院 莊弘毅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李曉玉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莊立奇 成大醫院

李之微 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莊政達 嘉義長庚醫院

李松青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莊詩慧 童綜合醫院

李芷婷 成大醫院 許釗諭 澄清醫院

李崇豪 成大醫院 許鉉昂 高市立民生醫院

李慶榮 屏東縣內埔鄉衛生所 郭勁甫 成大醫院

李璧伊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郭振吏 阮綜合醫院

沈柏寬 台南市立醫院 郭振楠 行政院衛生署新竹醫院

林友菁 成大醫院 陳孟侃 行政院衛生署新竹醫院

林玉珮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陳宗林 署立新營醫院

林宏憶 高市立民生醫院 陳宗煒 台南市立醫院

林志遠 奇美醫院附設南科診所 陳金蘭 阮綜合醫院

林育正 行政院衛生署桃園醫院 陳俊達 台南縣新化鎮衛生所

林金龍 國軍桃園總醫院 陳冠勳 嘉義基督教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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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宏 台南市立醫院 蔡岡廷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陳思伊 高雄阮綜合醫院 蔡忠紘 成大醫院

陳柏臣 萬芳醫院 蔡明芳 聖馬爾定醫院

陳柏璋 衛生署基隆醫院 蔡悅琪 嘉義基督教醫院

陳英貞 衛生署台南醫院 蔡崇煌 澄清醫院中港分院

陳國寶 秀傳紀念醫院 蔡新陽 聖馬爾定醫院

陳暉明 高雄長庚醫院 蔡瑞元 行政院衛生署新竹醫院

陳瑋成 台南市立醫院 蔡頤 恩 嘉義聖馬爾定醫院

陳碧芳 阮綜合醫院 蕭勝元 高雄長庚醫院

陶國翔 大順醫院 蕭圓芬 高雄維格診所

彭洸萍 童綜合醫院 賴和賢 行政院衛生署新竹醫院

曾慧嘉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賴麗容 成大醫院

黃如薏  門諾醫院 謝文傑 行政院衛生署苗栗醫院

黃承祖 高雄小港臨海醫院 謝宗勳 聖馬爾定醫院

黃信恩 成大醫院 簡繁勝 衛生署基隆醫院

黃勇誠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顏簡美珠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黃南捷 國軍台中總醫院 蘇富雄 桃園榮民醫院

黃宣瑜 高雄長庚醫院 蘇發祿 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羅東聖母醫院

黃建文 彰化秀傳醫院 顧金樑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黃建勳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康世肇 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黃盈翔 成大醫院 江宗禧 高雄市佑康診所

黃素雲 童綜合醫院 吳岱穎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黃釧峰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劉英昌 朝陽診所

黃景烽 台南市立醫院 蔡佳珍 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黃琬君 張雅宜皮膚科診所 吳宗憲 中國醫大北港醫院

黃琬茹 成大醫院 蔡明道 童綜合醫院

黃嘉文 苑裡李綜合醫院 林妙珊 彭耳鼻喉科診所

黃曉音 中國附設醫院 楊鎮誠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黃獻樑 台大醫院及北海岸金山醫院 蔡旭明 馬遠成診所

黃繼賢 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劉銘清 恆春南門醫院

楊吉華 成大醫院 謝偉倫 聖功醫院

楊宜青 成大醫院 林曉薇 春日衛生所

楊逸精 大里仁愛醫院 簡凱偉 南基醫院

廖家勝 行政院衛生署苗栗醫院 黃建元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廖憲治 大里仁愛醫院 李幸憲 欣安診所

趙鎮民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王建楠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劉如芳 斗六分院 李治貴 埔里基督教醫院

劉家嘉 高市立民生醫院 廖芳陞 新樓醫院

劉曼莉 童綜合醫院 柯英杰 李龍駒診所

歐玲君 斗六分院 林家璽 林家璽診所

潘逸倫 童綜合醫院 邱泉濱 宏恩綜合醫院體檢組

蔣榮生 蔣婦產科診所 葉宏基 彰化基督教醫院

蔡孟儒 行政院衛生署桃園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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