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員動態

入會 2020年11月底會員總數52,650人

公會別 姓  名 學      歷 執 業 院 所 科    別 姓  名 學      歷 執 業 院 所 科    別
台北市 朱昱彰 長庚大學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一般科 陳俊光 高雄醫學大學 淨妍醫美診所 一般科

張婉芬 台大醫學院 劉達昌眼科診所 麻醉科 謝東穎 高雄醫學大學 依心唯美整形外科診所 整形外科

連昭明 台北醫學院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內科 謝政興 台大醫學院 謝政興泌尿科診所 泌尿科

陳盈穎 輔仁大學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放射線診斷 黃柏文 中國醫藥大學 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內科

譚慶鼎 中山醫學院 台大醫院 耳鼻喉科 陳元昕 中山醫學大學 聯合醫院大安門診部 一般科

郭嘉駿 台北醫學大學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放射線腫瘤 郭展維 長庚大學 艾菲爾全方位健康診所 一般科

謝承翰 台北醫學大學 伯仁診所 一般科 蔡宜廷 慈濟大學 凡登整形外科診所 麻醉科

呂佳儒 台大醫學院 于賓診所 一般科 廖翊宏 長庚大學 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家庭醫學科

邱瓊儀 慈濟大學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眼科

高雄市 張丞賢 高雄醫學院 高醫大附設中和醫院 眼科 沈群超 中國醫藥學院 九大聯合診所 內科

賴健民 國防醫學院 國軍高雄醫院民診處 外科 吳季錡 高雄醫學大學 高醫大附設中和醫院 一般科

鍾允涵 高雄醫學大學 博田國際醫院 家庭醫學科 廖筱蓁 慈濟大學 杏心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李建廷 高雄醫學院 健仁醫院 家庭醫學科

新北市 丁柏翔 輔仁大學 張振榕診所 內科 洪　睿 高雄醫學大學 安庚內科診所 (聯診 ) 內科

王宗倫 台大醫學院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家庭醫學科 厙殿棟 國防醫專 泓康診所 一般科

林杏青 台大醫學院 原力復健科診所 復健科 王景順 台北醫學大學 鄭仲欽皮膚科診所 皮膚科

廖忠義 國防醫學院 豐榮醫院 內科 曾怡菱 國防醫學院 悅滿意復健專科診所 復健科

黃建雄 長庚大學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急診醫學科 胡育誠 輔仁大學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神經科

基隆市 王登輝 國防醫學院 三總基隆民診處 外科 張嘉林 國防醫學院 平安診所 一般科

桃園市 鄭如茜 長庚大學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一般科 李志鴻 長庚大學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神經科

張懷仁 國防醫學院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神經科 陳嫻蓁 中山醫學大學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一般科

沈中直 長庚大學 長慎醫院 內科 許尊堯 輔仁大學 聯新國際醫院 外科

徐立宸 高雄醫學大學 敦仁診所 家庭醫學科 黃國權 國防醫學院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精神科

劉家翔 中國醫藥大學 台北榮總桃園分院 外科

新竹市 楊景旭 國立陽明大學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科

新竹縣 郭秉洋 國立陽明大學 台北榮民醫院新竹分院 小兒科 張鈺姍 成大醫學院 財團法人仁慈醫院 精神科

苗栗縣 徐仁國 中國醫藥學院 大千綜合醫院 麻醉科

臺中市 彭書彥 中國醫藥大學 中山醫大附設醫院 眼科 陳迺芸 中國醫藥大學 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 家庭醫學科

蔡昀蓁 中國醫藥大學 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 家庭醫學科 吳婉卉 高雄醫學大學 嬌點美學診所 外科

黃一文 陽明醫學院 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 婦產科 蕭昌泓 台北醫學大學 澄清醫院中港分院 小兒科

王湘甄 波蘭醫科大學 澄清醫院中港分院 內科 何宜軒 長庚大學 中國醫大附設醫院 解剖病理科

沈宜成 高雄醫學大學 中國附醫台中東區分院 內科 洪正喬 輔仁大學 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 內科

張家華 中國醫藥大學 中國醫大附設醫院 內科 黃韋鈞 中國醫藥大學 中國醫大附設醫院 一般科

周奇霈 台大醫學院 台中榮民總醫院 外科 胡哲瑜 中國醫藥大學 中國醫大附設醫院 一般科

臺中市大臺中 鄭　琿 台大醫學院 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精神科 張庭維 中國醫藥大學 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放射線診斷

徐　健 國防醫學院 清海醫院 精神科 楊峻昌 中山醫學院 烏日澄清醫院 內科

江柏林 中山醫學大學 清海醫院 精神科 蕭靜旻 成大醫學院 群享診所 復健科

郭紋欽 中國醫藥大學 法人大甲李綜合醫院 家庭醫學科

彰化縣 曾宇平 中國醫藥大學 彰化基督教醫院 內科 劉怡君 中山醫學大學 彰化基督教兒童醫院 精神科

南投縣 石祥中 高雄醫學大學 台中榮民醫院埔里分院 外科

嘉義市 戴士豪 中山醫學大學 台中榮民醫院嘉義分院 內科 張明偉 國防醫學院 嘉義基督教醫院 一般科

何沛文 國防醫學院 祐健診所 家庭醫學科

嘉義縣 陸虹亦 台北醫學大學 田金佩皮膚科診所 皮膚科

台南市 謝孟倫 中國醫藥大學 成大附設醫院 內科 戴辰芳 成大醫學院 成大附設醫院 一般科

周詩瑾 高雄醫學大學 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核子醫學科 李宛蓁 中國醫藥大學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一般科

彭恆憲 中國醫藥大學 愛爾麗診所 家庭醫學科

高雄縣 吳正禮 高雄醫學院 佳愛診所 一般科 陳藝汝 中山醫學大學 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解剖病理科

曾韋程 國防醫學院 國軍高雄總院岡山分院 內科 吳政庭 高雄醫學大學 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內科

林明媚 高雄醫學大學 康誠診所 小兒科 洪佳翎 國立陽明大學 義大癌治療醫院 復健科

李治學 波蘭醫科大學 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小兒科 邱子軒 高雄醫學院 潔揚診所 一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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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動態

退會

公會別 姓  名 學      歷 執 業 院 所 科    別 姓  名 學      歷 執 業 院 所 科    別
高雄縣 林巧芸 高雄醫學大學 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放射線診斷 曾子凡 高雄醫學大學 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一般科

胡伊婷 國立陽明大學 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家庭醫學科 吳晉昕 高雄醫學大學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一般科

屏東縣 王世昌 高雄醫學大學 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放射線腫瘤

花蓮縣 李俊德 國防醫學院 國軍花蓮總院民診處 泌尿科

金門縣 黃珮榕 台北醫學大學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復健科 游順帆 國立陽明大學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神經科

　 李偉慈 中國醫藥大學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婦產科 　 　 　 　

公會別 姓  名 學      歷 執 業 院 所 科    別 姓  名 學      歷 執 業 院 所 科    別
台北市 李俊德 國防醫學院 三總松山分院民診處 泌尿科 何宜軒 長庚大學 台北榮民總醫院 解剖病理科

廖忠義 國防醫學院 景美醫院 胸腔內科 胡育誠 輔仁大學 台北榮民總醫院 神經科

林杏青 台大醫學院 適康復健科診所 復健科 應堃煇 國防醫學院 泰安醫院 內科

李慧蘭 中國醫藥學院 上品小兒科診所 小兒科 柯芳圓 陽明醫學院 黃蓉聯合診所 小兒科

莫嘉敏 台北醫學大學 平安身心精神科診所 精神科 林予澤 國立陽明大學 台北榮民總醫院 精神科

汪　揚 國立陽明大學 停業 一般科 侯景城 國防醫學院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診處 麻醉科

吳政寬 國立陽明大學 停業 一般科 陳育瑩 中山醫學院 大師美學診所 皮膚科

余敏君 中國醫藥大學 國泰綜合醫院 一般科 陳文良 台北醫學院 停業 骨科

梁濮生 中國醫藥學院 停業 一般科 唐友文 國防醫學院 元和雅整形外科診所 整形外科

李承儒 輔仁大學 耐斯診所 一般科 梁博欽 中山醫學院 台大醫院 影像醫學科

高雄市 吳孟璇 成大醫學院 高醫大附設中和醫院 外科 江均生 高雄醫學院 靜和醫院 精神科

林明媚 高雄醫學大學 陳志宇診所 小兒科 吳政庭 高雄醫學大學 高醫大附設中和醫院 外科

彭恆憲 中國醫藥大學 愛爾麗診所 一般科 梁景祥 中國醫藥學院 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小兒科

林可麗 高雄醫學大學 高醫大附設中和醫院 神經科 蕭存雯 高雄醫學大學 杏生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林政達 國立陽明大學 高雄榮民總醫院 整形外科 張志仰 中國醫藥學院 生安婦產小兒科醫院 婦產科

陳俊光 高雄醫學大學 淨妍醫美診所 一般科 張鼎育 慈濟大學 高雄榮民總醫院 內科

鍾詩楓 高雄醫學院 長清診所 內科

新北市 張婉芬 台大醫學院 板橋中興醫院 麻醉科 張嘉林 國防醫學院 日安診所 家庭醫學科

劉津秀 台北醫學院 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內科 洪馳傑 高雄醫學大學 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一般科

張邦彥 成大醫學院 停業 精神科 謝東穎 高雄醫學大學 立新美學診所 一般科

黃國權 國防醫學院 翔宇診所 精神科 謝政興 台大醫學院 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泌尿科

蔡宜廷 慈濟大學 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麻醉科 張巨成 台北醫學大學 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 外科

蔡振流 緬甸醫學院 亞東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科 趙吟梅 國立陽明大學 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麻醉科

宜蘭縣 郭嘉駿 台北醫學大學 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院 放射線腫瘤 吳家尚 高雄醫學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核子醫學科

王柏雄 長庚大學 王家泰診所 小兒科 張展瑋 中國醫藥大學 羅東博愛醫院 耳鼻喉科

基隆市 郭惟格 台北醫學大學 長庚紀念醫院基隆分院 內科 楊承翰 慈濟大學 長庚紀念醫院基隆分院 解剖病理科

覃康定 台北醫學院 醫療財團台灣礦工醫院 急診醫學科 宋毓培 多明尼加大學 停業 內科

桃園市 陳政瑜 中山醫學大學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內科 盧業球 緬甸醫學院 聖保祿醫院 放射線科

廖子堯 輔仁大學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職業醫學科 洪　睿 高雄醫學大學 鑫庚內科診所 (聯診 ) 內科

陳盈穎 輔仁大學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放射線診斷 羅勝浩 台北醫學大學 合群骨科診所 骨科

黃建雄 長庚大學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科 簡維弘 中山醫學大學 停業 外科

于丞亞 長庚大學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內科 徐軒毅 中山醫學大學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外科

新竹縣 譚慶鼎 中山醫學院 臺大醫院新竹生醫園區 耳鼻喉科

臺中市 吳茲睿 陽明醫學院 台中榮民總醫院 內科 賴韻如 長庚大學 澄清醫院中港分院 解剖病理科

陳藝汝 中山醫學大學 台中榮民總醫院 解剖病理科 陳俊欽 台北醫學院 澄清醫院中港分院 內科

呂佳儒 台大醫學院 愛爾麗診所 外科 潘慧本 台北醫學院 正德醫院 放射線診斷

葉語晴 國立陽明大學 停業 一般科 黃昱程 波蘭醫科大學 林新醫療社團林新醫院 急診醫學科

周家妤 台北醫學大學 台中榮民總醫院 一般科 林政佑 中山醫學大學 台中榮民總醫院 小兒科

蘇耿儀 國立陽明大學 台中榮民總醫院 麻醉科 吳珈潤 台北醫學大學 台中榮民總醫院 內科

林錦林 中國醫藥學院 萬軍醫治診所 一般科 李祐君 國立陽明大學 台中榮民總醫院 小兒科

張茂森 高雄醫學院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婦產科 張洛嘉 國防醫學院 台中榮民總醫院 小兒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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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動態

變更

公會別 姓  名 學      歷 執 業 院 所 科    別 姓  名 學      歷 執 業 院 所 科    別
臺中市 吳彥樺 國立陽明大學 台中榮民總醫院 一般科 紀柏亦 國立陽明大學 台中榮民總醫院 一般科

程心怡 中國醫藥大學 中國醫大附設醫院 放射線腫瘤 李霽軒 國立陽明大學 台中榮民總醫院 一般科

洪誠澤 中國醫藥大學 中國醫大附設醫院 神經外科

臺中市大臺中 蔡妮熹 中國醫藥大學 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一般科 謝翰廷 中國醫藥大學 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內科

黃建文 菲律賓醫學院 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一般科

彰化縣 胡家豪 國防醫學院 彰化基督教醫院 麻醉科 吳志豪 台大醫學院 彰化基督教醫院 急診醫學科

鄭　琿 台大醫學院 彰化基督教兒童醫院 精神科 陳翔俊 慈濟大學 彰化基督教醫院 一般科

雲林縣 邱子軒 高雄醫學院 俊賢診所 一般科 李芃逸 成大醫學院 中國醫大北港醫院 放射線腫瘤

林宏嵩 台北醫學院 元吉診所 外科

嘉義市 許啟森 高雄醫學院 戴昌隆皮膚科診所 皮膚科 翁鵬翔 高雄醫學大學 王國哲診所 家庭醫學科

蕭坤楠 中國醫藥學院 嘉義基督教醫院 內科 李政道 中山醫學大學 嘉義基督教醫院 一般科

嘉義縣 鄭又慈 中山醫學大學 嘉義長庚醫院 婦產科 周詩瑾 高雄醫學大學 慈濟醫院大林分院 核子醫學科

台南市 陳迺芸 中國醫藥大學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一般科 廖筱蓁 慈濟大學 杏新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許尊堯 輔仁大學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外科 吳之芾 國防醫學院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麻醉科

蕭昌泓 台北醫學大學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小兒科 吳政嫻 中國醫藥大學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一般科

王世昌 高雄醫學大學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線腫瘤 余婉儀 中國醫藥大學 台南市立安南醫院 婦產科

江柏林 中山醫學大學 停業 精神科 林鳳榮 高雄醫學院 聖林診所 家庭醫學科

高雄縣 王　聆 波蘭醫科大學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外科 黃健晏 中山醫學大學 正宏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陳揚明 國立陽明大學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神經科 鍾紀培 高雄醫學院 聖光診所 神經科

黃馨葦 台北醫學大學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皮膚科 林順興 中山醫專 停業 家庭醫學科

林振瑞 高雄醫學大學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內科 陳怡婷 高雄醫學大學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小兒科

張簡誌方 成大醫學院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麻醉科

屏東縣 陳聖忠 高雄醫學院 社團法人安和醫院 婦產科 嚴和驤 國立陽明大學 高雄榮總醫屏東分院 放射線科

黃冠霖 台大醫學院 醫療社團法人枋寮醫院 泌尿科 于法平 國防醫學院 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 耳鼻喉科

澎湖縣 謝枚芳 國立陽明大學 三總澎湖分院民診處 放射線診斷 陳旭輝 台北醫學院 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 婦產科

張懷仁 國防醫學院 三總澎湖分院民診處 神經科

花蓮縣 龍年發 台北醫學院 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婦產科 　 　 　 　

公會別 姓  名 學      歷 執 業 院 所 科    別 姓  名 學      歷 執 業 院 所 科    別
台北市 劉俊廷 國防醫學院 三總松山分院民診處 陳明德 台北醫學院 神經外科

鄭立廷 國防醫學院 國軍台北門診中心 內科 陳依凡 台北醫學大學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整形外科

江伯倫 台大醫學院 小兒科 廖斌志 成大醫學院 台大附設癌醫中心醫院

陳淑靜 台大醫學院 內科 李佩璇 中山醫學大學 內湖國泰診所

陳培哲 台大醫學院 內科 吳和宣 台北醫學大學 瑞成診所

高嘉宏 台大醫學院 內科 盧怡君 台北醫學大學 三玉品恆復健科診所

石賢彥 台北醫學院 櫟安診所 季匡華 陽明醫學院 放射線腫瘤

周佩琪 台北醫學院 愛文診所 (愛文聯診 ) 羅偉業 中國醫藥學院 放射線診斷

仇思源 台北醫學院 愛文婦產科診所 (聯診 蔡裕豐 台大醫學院 放射線診斷

鄭光婷 台北醫學大學 耐斯診所 蔡明成 高雄醫學院 神經外科

趙英明 台大醫學院 杏保醫網信誠診所 陳慶霖 台北醫學院 神經外科

張瀞方 輔仁大學 市立聯合醫院林森院區 陳宏恩 高雄醫學院 泌尿科

劉惠綺 台大醫學院 和眾綜合診所 一般科 仇光宇 中國醫藥學院 泌尿科

張允正 中山醫學院 木生婦幼診所 張志華 台北醫學院 急診醫學科

陳琦翰 國立陽明大學 仁友皮膚科診所 連楚明 中國醫藥學院 急診醫學科

張凱翔 國防醫學院 三總松山分院民診處 莊光達 高雄醫學院 泌尿科

林晏君 中國醫藥學院 大師美學診所 陳良光 台大醫學院 放射線診斷

李林深 台北醫學院 采醫漾麗診所 盧大年 中山醫學院 放射線診斷

陳冠仰 高雄醫學院 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彭惠玲 台大醫學院 放射線診斷

蕭喻中 台大醫學院 內科 吳金珠 台大醫學院 放射線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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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動態

停業

公會別 姓  名 學      歷 執 業 院 所 科    別 姓  名 學      歷 執 業 院 所 科    別
台北市 陳奕宏 國防醫學院 外科

高雄市 陳乃銘 德國醫學院 陳志宇診所 家庭醫學科 周紹庭 國防醫學院 愛仁醫院

賴昕隄 陽明醫學院 博田國際醫院 林子傑 高雄醫學大學 高醫大附設中和醫院

李香瑩 高雄醫學大學 市立大同醫院 林盟喬 台北醫學院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外科

新北市 左安安 緬甸醫學院 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林杏青 台大醫學院 卓新復健科診所

蕭秋勇 中山醫學院 益安診所 吳采菱 菲律賓醫學院 膚麗康診所

陳秉彥 國防醫學院 清福醫院 內科 莊凱喬 高雄醫學大學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卓彥廷 中國醫藥大學 卓新復健科診所 葉睿儒 高雄醫學大學 葉睿儒診所

桃園市 鄧允武 中國醫藥學院 懷寧醫院 李卓學 台北醫學大學 永樂耳鼻喉科診所

林致平 台北醫學院 聖保祿醫院 郭菀婷 台北醫學院 日康診所 小兒科

黃信凱 中山醫學大學 天成醫療法人天晟醫院 劉利貞 長庚大學 瑞安眼科診所 (聯診 )
鄭家祺 長庚大學 聯心診所 陳哲安 中山醫學大學 居善醫院

江宏基 國防醫學院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臺中市 陳禹超 中國醫藥學院 勝美醫院 內科 高定憲 國防醫學院 台中榮民總醫院

陳文侯 中國醫藥學院 正德醫院 黃惠玲 中國醫藥學院 采醫馥麗診所

張鈺孜 中國醫藥學院 中國附醫兒童醫院 林任家 中山醫學院 中山醫大附設中興分院 外科

黃士銘 中山醫學大學 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林子鈞 中國醫藥大學 臻美皮膚科診所

邱仕德 國防醫學院 名傑骨科診所 骨科 倪昇白 高雄醫學大學 東京小野診所

王振偉 中國醫藥學院 幼安診所

臺中市大臺中 龐維伍 國防醫學院 法人大甲李綜合醫院 張明群 高雄醫學院 台中市北區衛生所

蘇瑋傑 中國醫藥大學 內科

彰化縣 溫仁和 中山醫學院 彰化基督教醫院 吳家慶 國立陽明大學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李柏賢 中山醫學大學 彰化鹿港基督教醫院 張信雄 台北醫學大學 彰化基督教醫院

蔡佩蓉 輔仁大學 彰化鹿港基督教醫院 陳威佑 中山醫學大學 彰化基督教醫院

台南市 林寶民 國防醫學院 杏安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林劭潔 成大醫學院 馨汝診所

楊惠蘚 成大醫學院 台南市立安南醫院 家庭醫學科 李華玉 中國醫藥學院 沅林內科診所 內科

王宿鴻 成大醫學院 內科

高雄縣 賴漢明 中山醫學院 高雄市立鳳山醫院 張育維 長庚大學 高雄市立鳳山醫院

楊世正 高雄醫學大學 高雄市立鳳山醫院 羅燕如 中國醫藥大學 李文豪皮膚科診所 皮膚科

蔡嘉仁 高雄醫學大學 高雄市立鳳山醫院 周柏嶔 中國醫藥大學 上承診所

詹宜嘉 高雄醫學大學 高雄市立鳳山醫院 謝式修 高雄醫學院 謝式修愛璽診所

凌永耀 高雄醫學大學 建佑醫院

屏東縣 郭仲義 陽明醫學院 一般科 李　明 緬甸醫學院 外科

花蓮縣 王傑熙 慈濟大學 花蓮縣萬榮鄉衛生所 　 　 　 　 　

公會別 姓   名 學      歷 姓   名 學      歷 姓   名 學      歷
台北市 陳昱宏 長庚大學 盧清佑 國立陽明大學 黃彥瑋 台北醫學大學

翁光裕 中國醫藥學院 薛德曜 台大醫學院 林裕霖 台大醫學院

蔡昀達 中國醫藥大學 王鼎賢 國防醫學院 李柏陞 國立陽明大學

陳彥宇 國立陽明大學 賴美淑 台大醫學院

高雄市 徐貴勝 中國醫藥學院 張瑋珊 國防醫學院

新北市 王厚淵 台北醫學大學 吳紀萱 中山醫學大學 陳能瑾 台北醫學院

黃聖文 台北醫學大學 賴柏任 台北醫學大學 王浩全 台北醫學大學

林侑緯 國立陽明大學

基隆市 常厚發 考試及格 蔡建平 台北醫學院 譚晉丞 長庚大學

桃園市 陳以周 長庚大學 許根豪 長庚大學

臺中市 梁子豪 台北醫學院 陳武雄 中國醫藥學院 張瑞芳 中國醫藥學院

臺中市大臺中 白哲義 高雄醫學院 黃奎彰 菲律賓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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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動態

復業

逝世

公會別 姓   名 學      歷 姓   名 學      歷 姓   名 學      歷
彰化縣 廖繼璋 台大醫學院

嘉義市 施沛如 高雄醫學大學 林老生 台大醫學院

台南市 劉景信 國防醫學院 劉　平 中國醫藥大學 李德義 高雄醫學院

高雄縣 許仁鴻 國防醫學院

花蓮縣 林家富 中國醫藥學院 　 　 　 　

公會別 姓  名 學      歷 執 業 院 所 科    別 姓  名 學      歷 執 業 院 所 科    別
台北市 張耘嘉 台大醫學院 台北榮民總醫院 眼科 盧彥名 中山醫學大學 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家庭醫學科

黃中彥 台大醫學院 台大醫院 一般科 楊宗道 台北醫學大學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一般科

高雄市 林聰穎 高雄醫學院 市立大同醫院 外科 張瑋珊 國防醫學院 高雄榮民總醫院 婦產科

新北市 謝運芳 緬甸醫學院 亞東紀念醫院 內科 廖思賢 中山醫專 中正診所 一般科

黃世炘 長庚大學 亞東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科

桃園市 樊樂威 中國醫藥大學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泌尿科 盧漢庭 台大醫學院 立倫診所 復健科

耿祥庭 長庚大學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一般科

台南市 林鳳榮 高雄醫學院 聖林診所 家庭醫學科 虞煜群 國防醫學院 開元寺慈愛醫院 內科

公會別 姓   名 性別 年齡 學      歷 執 業 院 所 科     別
台北市 康世肇 男 48 國立陽明大學 台北榮民總醫院 家庭醫學科

黃博昭 男 81 台大醫學院 遠東聯合診所 內科

陳信孚 男 59 台大醫學院 台大醫院 婦產科

劉自嘉 男 75 國防醫學院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外科

高雄市 林峻卿 男 96 台大醫學院 停業 耳鼻喉科

新北市 陸希超 男 101 國防醫專 停業 外科

張寶麟 男 76 高雄醫學院 停業 一般科

陳文龍 男 79 台大醫學院 陳文龍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基隆市 楊　鈞 男 58 中國醫藥學院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內科

桃園市 杜衍甫 男 61 台北醫學院 杜衍甫診所 一般科

林琬鈞 女 44 中國醫藥學院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復健科

臺中市 劉榮東 男 66 國防醫學院 中山醫大附設中興分院 外科

徐劍耀 女 92 台大醫學院 中國醫大附設醫院 放射線科

李成忠 男 89 國防醫專 停業 一般科

張蘊綺 女 50 中國醫藥學院 育康復健科診所 復健科

夏劍鳴 男 88 考試及格 康寧皮泌科診所 皮膚科

臺中市大臺中 林漢輝 男 67 中山醫學院 厚德診所 家庭醫學科

台南市 郭炳成 男 43 高雄醫學大學 愛爾麗診所 一般科

花蓮縣 曾文賓 男 96 台大醫學院 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心臟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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