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服務機構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醫師證書字號

1 臺北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萬○平 A1245***** 醫字第049439號

2 馬偕紀念醫院 蔣○明 A1257***** 醫字第048502號

3 天主教耕莘醫療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朱○修 A1267***** 醫字第056512號

4 新光吳火獅紀念醫院 蘇○霈 A1282***** 醫字第052186號

5 林口長庚紀念醫院 葉○ A1283***** 醫字第056280號

6 天主教耕莘醫療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何○軒 A2259***** 醫字第058133號

7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中興院區 鄭○芸 A2264***** 醫字第059187號

8 亞東紀念醫院 余○芳 A2285***** 醫字第055480號

9 彰化基督教醫院 徐○ A2285***** 醫字第055481號

10 亞東紀念醫院 翁○閔 A2289***** 醫字第053730號

11 童綜合醫院梧棲院區 劉○略 B1225***** 醫字第057851號

12 衛生福利部樂生療養院 郭○翠 B2218***** 醫字第040642號

13 林口長庚紀念醫院 傅○瑩 B2220***** 醫字第053271號

14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沈○馨 B2221***** 醫字第058489號

15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廖○慧 B2224***** 醫字第058497號

16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王○儀 B2228***** 醫字第059278號

17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和平院區 張○寧 B2228***** 醫字第057310號

18 天主教耕莘醫療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余○文  E1028***** 醫字第018595號

19 臺北榮民總醫院玉里分院 陳○旻 E1220***** 醫字第035898號

20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忠孝院區 陳○銨 E1245***** 醫字第055967號

21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忠孝院區 羅○彤 E1245***** 醫字第056868號

22 門諾醫院 黃○龍 EC000***** 醫字第038040號

23 馬偕紀念醫院 張○辰 F1268***** 醫字第049249號

24 聯新國際醫院 林○生 F1270***** 醫字第054371號

25 馬偕紀念醫院 陳○儒 F1276***** 醫字第054383號

26 聯新國際醫院 王○蔚 F1281***** 醫字第055513號

27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曾○豪 F1284***** 醫字第058217號

28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陽明院區 洪○群 F1284***** 醫字第059288號

29 林口長庚紀念醫院 林○妤 F2268***** 醫字第056778號

30 聯新國際醫院 林○美 F2270***** 醫字第023035號

31 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呂○瀚 G1202***** 醫字第027411號

32 聯新國際醫院 尤○ G1219***** 醫字第059122號

33 林口長庚紀念醫院 陳○逵 G2214***** 醫字第050549號

34 天晟醫院 林○安 H1231***** 醫字第049477號

35 國立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曾○燕 H2225***** 醫字第049225號

36 敏盛綜合醫院 吳○誠 I1000***** 醫字第043150號

37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陽明院區 邱○鈞 I2001***** 醫字第057007號

38 柳營奇美醫院 張○哲 J1200***** 醫字第029921號

39 臺大醫院新竹分院 藍○倉 J1223***** 醫字第051097號

40 聯新國際醫院 王○效 L1244***** 醫字第056323號

41 馬偕紀念醫院 徐○玶 L2221***** 醫字第032807號

42 馬偕紀念醫院 周○慧 L2228***** 醫字第05218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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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忠孝院區 李○菀 L2237***** 醫字第056896號

44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仁愛院區 王○勻 L2240***** 醫字第057739號

45 林口長庚紀念醫院 林○安 L2244***** 醫字第057932號

46 桃園醫院 江○宜 N1229***** 醫字第034311號

47 彰化秀傳醫院 魏○宇 N1233***** 醫字第057841號

48 臺北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詹○彰 P1201***** 醫字第020753號

49 秀傳紀念醫院 張○誠 P1235***** 醫字第057490號

50 馬偕紀念醫院（臺北院區） 許○源 P1235***** 醫字第054376號

51 聯新國際醫院 陳○頵 Q2225***** 醫字第041066號

52 衛生福利部樂生療養院 葉○妤 R2232***** 醫字第039603號

53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仁愛院區 黃○萱 R2238***** 醫字第053898號

54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林○宏 S1236***** 醫字第047021號

55 花蓮慈濟醫院 胡○言 U1215***** 醫字第052998號

56 臺北榮民總醫院玉里分院 楊○德 X1203***** 醫字第042188號

57 聖保祿醫院 林○君 X2200***** 醫字第030419號

58 馬偕紀念醫院 林○俞 Z2000***** 醫字第054511號

59 臺北市立聯合醫陽明院區 陳○蓁 A2277***** 醫字第055445號

60 衛生福利部金門醫院 李○威 W1003***** 醫字第040148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