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訓練地點：成功大學附設醫院

訓練時間：104.3.15

號次 姓名 服務機構全名 號次 姓名 服務機構全名

1 王世杰 奇美醫院柳營分院家庭醫學科 64 陳志偉 彰化基督教醫院家庭醫學科

2 王建楠 奇美醫院家庭醫學科(永康院區) 65 陳孟侃 臺大醫院新竹分院社區及家庭醫學部

3 王柏欣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家庭醫學科 66 陳泓毓 成大醫院家庭醫學部PGY

4 王恒弘 台南市立醫院家庭醫學科 67 陳泓裕 成大醫院家庭醫學部

5 王培銘 高雄長庚醫院家庭醫學科 68 陳亮宇 成大醫院家庭醫學部

6 王喻生 彰化基督教醫院內科 69 陳姿樺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家庭醫學科

7 朱家良 奇美醫院柳營分院家庭醫學科 70 陳建州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家庭醫學科

8 江至祥 彰化基督教醫院家庭醫學科 71 陳春元 郭綜合醫院外科

9 江瑞錦 高雄長庚醫院家庭醫學科 72 陳英貞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家庭醫學科

10 吳心誠 台南新樓醫院職業醫學科 73 陳朝棟 高雄長庚醫院家庭醫學科

11 吳坤陵 台南市立醫院家庭醫學科 74 陳琬青 彰化基督教醫院健康中心

12 吳宗穎 大甲李綜合醫院家庭醫學科 75 陳暉明 高雄長庚醫院家庭醫學科

13 吳長原 阮綜合醫院家庭醫學科 76 陳鼎達 嘉義基督教醫院家庭醫學科

14 吳美鳳 彰化基督教醫院家庭醫學科 77 陳筱琪 連江縣立醫院、內科

15 吳偉涵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家庭醫學科 78 陳靜宜 高雄長庚醫院家庭醫學科

16 吳景義 羅東博愛醫院職業醫學科 79 湯先秦 嘉義基督教醫院家庭醫學科

17 吳雅婷 台中慈濟醫院家庭醫學科 80 湯夢彬 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家庭醫學科

18 吳騂 高雄義大醫院家庭醫學科 81 黃力偉 屏東東港安泰醫院家醫科

19 呂昀珊 臺大醫院家庭醫學部 82 黃文河 台南市立醫院家庭醫學科

20 宋易庭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家庭醫學科 83 黃志芳 高雄長庚醫院家庭醫學科

21 李旬千 阮綜合醫院家庭醫學科 84 黃偉城 高雄長庚醫院家庭醫學科

22 李亞恬 高雄旗山院家醫科 85 黃瑞琦 阮綜合醫院家庭醫學科

23 李佳虹 嘉義基督教醫院家庭醫學科 86 黃鈺棻 阮綜合醫院家庭醫學科

24 李政隆 台南市立醫院家庭醫學科 87 黃薰瑩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家庭醫學科

25 李柏延 高醫附設中和醫院眼科 88 塗是雋 大里仁愛醫院家庭醫學科

26 李智勇 台南市立醫院家庭醫學科 89 楊鈺雯 彰化基督教醫院 家庭醫學科

27 李福春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家庭醫學科 90 溫增光 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家庭醫學科

28 李璧伊 奇美醫院家庭醫學科(永康院區) 91 葉亭均 嘉義基督教醫院家庭醫學科

29 沈政廷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家庭醫學科 92 葉俊濬 嘉義基督教醫院家庭醫學科

30 沈錳碩 壢新醫院家庭醫學科 93 葉景峰 柳營奇美醫院家庭醫學科

31 辛乃逸 成大醫院家庭醫學部 94 葉維中 林口長庚醫院家庭醫學科

32 周水蓮 大里仁愛醫院家庭醫學科 95 趙尹鍵 秀傳紀念醫院家庭醫學科

33 周新潭 安泰醫院家醫科 96 劉文信 嘉義基督教醫院家庭醫學科

34 林友菁 義大醫院家庭醫學科 97 劉文德 柳營奇美醫院家庭醫學科

104年度外國人健檢醫師漢生病篩選診斷訓練課程合格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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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林文欽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家庭醫學科 98 劉盈銘 台南新樓醫院家庭醫學科

36 林合彥 敏盛綜合醫院  重症醫學科 99 歐玲君 屏東東港安泰醫院家醫科

37 林呈璟 高醫附設中和醫院家醫科 100 蔡佳純 彰化基督教醫院家庭醫學科

38 林季緯 義大醫院家庭醫學科 101 蔡易瑾 彰化基督教醫院家庭醫學科

39 林昭里 安泰醫院家醫科 102 蔡博智 大里仁愛醫院家庭醫學科

40 林昱志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家庭醫學科 103 蔡魯 童綜合醫院家醫科

41 林健良 屏東基督教醫院職業醫學科 104 鄭可 羅東聖母醫院家庭醫學科

42 林新凱 嘉義基督教醫院家庭醫學科 105 鄭如君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職業醫學科

43 林靖佩 奇美醫院柳營分院家庭醫學科 106 鄭翔如 成大醫院家庭醫學部

44 林獻忠 屏東基督教醫院家庭醫學科 107 盧易呈 義大醫院家庭醫學科

45 邱麗榕 柳營奇美醫院家庭醫學科 108 盧慶祥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胸腔內科

46 姚騰傑 阮綜合醫院家庭醫學科 109 蕭為駿 秀傳紀念醫院家庭醫學科

47 施泰銓 高醫附設中和醫院家醫科 110 蕭暄蓉 成大醫院家庭醫學部PGY

48 洪尚平 財團法人門諾醫院家庭醫學科 111 賴和賢 臺大醫院新竹分院家庭醫學部

49 洪忠毅 臺大醫院家庭醫學部 112 賴芳宇 二林基督教醫院家庭醫學科

50 洪珮慈 財團法人若瑟醫院家庭醫學科 113 賴芸蜂 臺大醫院新竹分院社區及家庭醫學部

51 紀鈞齡 台南新樓醫院家庭醫學科 114 駱聰成 高雄長庚醫院家庭醫學科

52 孫宏禹 彰化基督教醫院家庭醫學科 115 戴世澤 財團法人聖保祿醫院心臟內科

53 翁怡莘 嘉義基督教醫院家庭醫學科 116 謝偉倫 屏東基督教醫院家庭醫學科

54 高群展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家庭醫學科 117 鍾芳瑜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55 張文彬 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新陳代謝科 118 鍾碧菁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家庭醫學科

56 張世龍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病理科 119 顏秉辰 台南新樓醫院家庭醫學科

57 張炳勛 臺大醫院家庭醫學部 120 蘇莉婷 秀傳紀念醫院家庭醫學科

58 張勝捷 阮綜合醫院家庭醫學科 121 蘇斐琳 成大醫院家庭醫學部

59 莊政達 臺南市南區衛生所(家醫科) 122 蘇慶豐 屏東基督教醫院家庭醫學科

60 許俊賢 新店耕莘醫院家庭醫學科 說明:

61 許博文 羅東博愛醫院家庭醫學科

62 郭冠廷 成大醫院家庭醫學部PGY

63 郭建宏 童綜合醫院家醫科

 主辦單位:成大醫院 皮膚部

1.全程參加課程訓練並參與測驗合格人員共122名

2.測驗合格人員名單依姓氏筆畫排列

3.其中號次62郭冠廷,66陳泓毓,110蕭暄蓉現職均為

成大醫院P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