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服 務 單 位 姓名 編號 服 務 單 位 姓名

1 馬偕紀念醫院(台北院區) 黃俊達 46 國軍桃園總醫院 陳勃仲

2 馬偕紀念醫院(淡水院區) 詹欣隆 47 國軍桃園總醫院 余陳瑋

3 馬偕紀念醫院(淡水院區) 白宗平 48 國軍桃園總醫院 張永宗

4 雙和醫院 陳羽璇 49 國軍桃園總醫院 林敬堂

5 雙和醫院 葉睿儒 50 國軍桃園總醫院 陳睿俊

6 雙和醫院 林智文 51 國軍桃園總醫院 江昇達

7 基隆長庚醫院 賴詩涵 52 聖保祿醫院 戴世澤

8 基隆長庚醫院 陳勇志 53 聖保祿醫院 王如民

9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李雨蒨 54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李政剛

10 林口長庚家庭醫學科 陳志豪 55 台大醫院新竹分院 郭振楠

11 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黃喬煜 56 台大醫院新竹分院 包育菁

12 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張瑋庭 57 台大醫院新竹分院 劉敏芝

13 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謝蔡豪 58 台大醫院新竹分院 蔡瑞元

14 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黃若寧 59 為恭紀念醫院 溫增光

15 羅東聖母醫院 王家明 60 為恭紀念醫院 湯夢彬

16 羅東聖母醫院 鄧勝華 61 為恭紀念醫院 王正忠

17 羅東聖母醫院 高業展 62 為恭紀念醫院 孫曉光

18 羅東聖母醫院 吳建林 63 台大醫院新竹分院 林特暐

19 羅東聖母醫院 黃士原 64 台大醫院新竹分院 龔晏平

20 羅東聖母醫院 吳承翰 65 天晟醫院 林劭華

21 羅東聖母醫院 蔡龍居 66 台北榮民總院桃園分院 劉乃瑄

22 羅東聖母醫院 楊熾勳 67 台北榮民總院桃園分院 趙化全

23 羅東聖母醫院 顏鴻州 68 台北榮民總院桃園分院 張士臣

24 基隆醫院 蕭永薰 69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莊佳慧

25 長庚醫院 莊海華 70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吳偉

26 疾病管制署 吳怡君 71 台大雲林分院 葉忻瑜

27 市立聯合忠孝院區 吳柏陞 72 台中慈濟醫院 郭勁甫

28 市立聯合中興院區 孫文榮 73 秀傳紀念醫院 孫嘉成

29 市立聯合忠孝院區 蔣佩穎 74 彰化秀傳醫院  曾銘脩 

30 市立聯合忠孝院區 林多偉 75 童綜合醫院 吳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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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市立聯合忠孝院區 楊秉鈞 76 臺灣大學-雲林分院 黃建勳

32 天主教耕莘醫院 吳祐新 77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鍾宜璇

33 天主教耕莘醫院 林君翰 78 中榮 陳文珊

34 天主教耕莘醫院 呂輝卿 79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曾常新

35 天主教耕莘醫院 郭峰華 80 義大醫院 黃如薏

36 天主教耕莘醫院 江珮甄 81 高醫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潘若卉

37 台大醫院 曹玉婷 82 台南市立醫院 楊大威

38 台安醫院 張茵畬 83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邱恩碩

39 台安醫院 林欣穎 84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陳可維

40 光田醫院 王雅煌 85 衛福部台東醫院成功分院 蔡孟璇

41 亞東紀念醫院 蘇明章 86 門諾醫院 黃煒霖

42 亞東紀念醫院 施培文 87 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 張瑋婷

43 市立聯合忠孝院區 許良豪 88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薛雅元

44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高慶雲 89 連江縣立醫院 張慧馨

45 桃園醫院 施子健 90 連江縣立醫院 陳筱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