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執業單位
單位(當選名額/

應選名額

01 53 簡文仁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國泰(1/2)

02 390 柴惠敏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大(1/6)

03 388 簡盟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大(2/6)

04 3 林居正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大(3/6)

05 104 陳昭瑩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大(4/6)

06 930 陳星宇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大(5/6)

07 13 陳佩珊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兒童醫

院
臺大兒醫(1/1)

08 518 林芳郁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大(6/6)

09 243 許書旋 臺北榮民總醫院 北榮(1/6)

10 197 劉姸羚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

院
新光(1/4)

11 1641 何偉強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國泰(2/2)

12 91 邵以鈞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

院
新光(2/4)

13 2499 歐育志 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馬偕(1/2)

14 155 蔡春梅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

院
新光(3/4)

15 148 王乾勇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

北醫學大學辦理
萬芳(1/3)

16 126 呂怡慧 臺北榮民總醫院 北榮(2/6)

17 545 黎桂珍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三總(1/2)

18 1235 周玟玲 臺北榮民總醫院 北榮(3/6)

19 1915 張育綺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

院
新光(4/4)

20 697 劉宏章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三總(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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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會員代表 當選名單 第一選區(醫學中心及其附屬單位)



序號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執業單位
單位(當選名額/

應選名額

21 682 張世昌 臺北榮民總醫院 北榮(4/6)

22 146 張婷方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

北醫學大學辦理
萬芳(2/3)

23 143 張伸睿 臺北榮民總醫院 北榮(5/6)

候補01 385 陸哲駒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大

候補02 500 潘冠碩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大

候補03 568 徐瑋勵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大

候補04 222 李松青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大

候補05 1054 楊柏毅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大

候補06 982 陳孟謙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國泰

候補07 274 蔡世瑩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國泰

候補08 431 劉苑玟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大

候補09 1310 黃昱豪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

院
新光

候補10 1910 姜雯心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

院
新光

候補10 1091 陳佳慧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三總

候補12 1843 張立農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

北醫學大學辦理
萬芳

候補13 5 黃文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大

候補13 8 林慧芬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大

候補13 129 潘懿玲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兒童醫

院
臺大兒醫

候補13 101 蕭淑芳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大

第八屆會員代表 當選名單 第一選區(醫學中心及其附屬單位)



序號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執業單位
單位(當選名額/

應選名額

01 228 徐瑞隆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振興(1/5)

02 804 陳怡巧 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 宏恩(1/3)

03 439 洪千婷 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 宏恩(2/3)

04 1121 陳虹頻 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 宏恩(3/3)

05 611 馮信宗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聯醫(1/6)

06 189 李君碩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聯醫(2/6)

07 89 廖清彬
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

中心醫院
和信(1/1)

08 583 陳恒潤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委託臺北榮民總

醫院經營
關渡(1/2)

09 1940 李旻璋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聯醫(3/6)

10 2177 黃政溶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聯醫(4/6)

11 1237 張德彥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聯醫(5/6)

12 1024 曾信源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振興(2/5)

13 154 林銀秋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聯醫(6/6)

14 997 黃安華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振興(3/5)

15 1818 簡恩榮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振興(4/5)

16 1871 黃佳琪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北醫(1/3)

17 1594 辛明家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北醫(2/3)

18 2128 陳依婷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北醫(3/3)

19 2007 胥妤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臺北分院 中國(1/2)

20 913 鍾詩偉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

醫院
臺安(1/2)

21 1245 林宜靜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

醫院
臺安(2/2)

第八屆會員代表 當選名單 第二選區(區域醫院與地區醫院)



序號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執業單位
單位(當選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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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551 鄭明偉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北護分

院
北護(1/2)

23 552 林菁霞 連江縣立醫院 連江(1/1)

24 598 陳美珠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北護分

院
北護(2/2)

25 1357 黃鈺軒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臺北分院 中國(2/2)

26 297 盧榮輝 西園醫院 西園(1/1)

27 1691 陳玲崴 中心診所醫療財團法人中心綜合醫院 中心(1/1)

28 1361 曾俊智 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 宏恩

29 371 陳淑英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聯醫

候補01 182 陳俊傑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聯醫

候補02 1183 廖敏淳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

醫院
臺安

第八屆會員代表 當選名單 第二選區(區域醫院與地區醫院)



序號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執業單位
單位(當選名額/

應選名額

1 1405 蘇信昌 暐淩居家物理治療所 暐淩(1/1)

2 892 陳淵琪 誠星物理治療所 誠星(1/1)

3 664 黃博靖 安健維康物理治療所 安健維康(1/1)

4 580 林佑青 好物理治療所 好(1/1)

5 951 朱俊榮 陽明大安物理治療所 陽明大安(1/1)

6 955 戴孟瑋 陽明物理治療所 陽明(1/1)

7 54 謝欣洲 畢士大物理治療所 畢士大(1/1)

8 619 曾致傑 哈佛物理治療所 哈佛(1/1)

9 2463 吳宗哲 鉑適物理治療所 鉑適(1/1)

10 1197 韓曉君 內湖物理治療所 內湖(1/1)

候補01 1844 李信志 暐淩居家物理治療所 暐淩

候補02 557 陳雅玲 安健維康物理治療所 安健維康

候補03 1377 施柔安 暐淩居家物理治療所 暐淩

候補04 684 陳孝賢 安健維康物理治療所 安健維康

候補05 669 潘明德 大德物理治療所 大德

第八屆會員代表 當選名單 第三選區(物理治療所)



序號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執業單位
單位(當選名額/

應選名額

1 408 陳志明 永誠復健科診所 永誠(1/2)

2 835 胡家誠 永誠復健科診所 永誠(2/2)

3 415 宗志豪 杏誠復健科診所 杏誠(1/2)

4 19 朱美滿 歇業 歇業(1/6)

5 859 李建志 杏誠復健科診所 杏誠(2/2)

6 9 林訓正 安德復復健專科診所 安德復(1/2)

7 14 廖華芳 臺北市大同發展中心 大同發展(1/1)

8 1604 范政弘 博政骨科診所 博政(1/1)

9 109 蔡佩玲
尹書田醫療財團法人書田泌尿科眼科

診所
書田(1/1)

10 2332 賴冠帆 安德復民生復健專科診所 安德復民生(1/2)

11 2251 林妍汝 安德復民生復健專科診所 安德復民生(2/2)

12 1865 湯士萱 許醫師復健科診所 許醫師(1/1)

13 196 簡豪志 永恆美診所 永恆美(1/1)

14 1620 黃卉君 歇業 歇業(2/6)

15 1210 曾家偉 永安診所 永安(1/2)

16 1171 鄭融 松原復健診所 松原(1/1)

17 1982 邱顯傑 歇業 歇業(3/6)

18 2391 巫玠昕 永安診所 永安(2/2)

19 330 蔡佩瑜 宸安復健科診所 宸安(1/1)

20 1961 蔡昇翰 景亷復健科診所 景亷(1/1)

21 891 陳德生 全新大安診所 全新大安(1/1)

第八屆會員代表 當選名單 第四選區(其他醫療院所與機構)



序號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執業單位
單位(當選名額/

應選名額

22 2158 黃士僑 佳禾骨科診所 佳禾(1/1)

23 308 宋有礪
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臺

北市私立陽光重建中心
陽光(1/1)

24 824 陳英聰 家安復健科診所 家安(1/1)

25 2464 王勝偉 瀚群骨科診所 瀚群(1/1)

26 421 張高華 力康復健科診所 力康(1/1)

27 2394 董昱辰 歇業 歇業(4/6)

28 1572 張保惠 適群復健科診所 適群(1/1)

29 2271 郭仕政 佳德診所 佳德(1/1)

30 1412 張家豪 聖和骨外科診所 聖和(1/1)

31 832 林子逸 中華民國運動神經元疾病病友協會 漸凍(1/1)

32 1220 李振鴻
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台北市

鵬程啟能中心
鵬程啟能(1/1)

33 541 洪萬菘 台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文山特教(1/1)

34 2244 鄭宇劭 景文復健科診所 景文(1/1)

35 131 程德華 祐民聯合診所 祐民(1/1)

36 2317 簡若恩 歇業 歇業(5/6)

37 2190 許震宇 拉菲爾人本診所 拉菲爾(1/1)

38 2347 蔡侑庭 歇業 歇業(6/6)

39 1603 王元慶 惠森復健科診所 惠森(1/1)

40 344 李葳 台北巿立浩然敬老院 浩然(1/1)

41 1147 林玨赫 達仁診所 達仁(1/1)

42 1136 陳克華 霍普金斯診所 霍普金斯(1/1)

第八屆會員代表 當選名單 第四選區(其他醫療院所與機構)



序號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執業單位
單位(當選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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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336 羅昌智 天母品恆復健科診所 天母恆品(1/1)

44 1927 張詠晶 潔生診所 潔生(1/1)

45 1949 王泓仁 合康復健科診所 合康(1/1)

46 823 劉靜宜 興隆診所 興隆(1/1)

47 2176 楊善壹 康禾中醫診所 康禾(1/1)

48 2390 黃志生 仁瀚骨科診所 仁瀚(1/1)

49 1826 廖浚智 春寧護理之家 春寧護理(1/1)

50 310 陳暄丰 向安婦產外科診所 向安(1/1)

51 2379 王沛鈞 日康復健科診所 日康(1/1)

52 1819 張修齊
財團法人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台

北市博愛發展中心
第一(1/1)

53 1342 許穎昌 永誠復健科診所 永誠

54 663 劉毓修 永誠復健科診所 永誠

55 1298 黃裕倫 杏誠復健科診所 杏誠

56 1019 姚鳳音 杏誠復健科診所 杏誠

57 41 陳昭慧 博政骨科診所 博政

58 1640 何靖雯 安德復民生復健專科診所 安德復民生

59 1436 李宜蓁 永安診所 永安

候補01 2299 陳登為 永恆美診所 永恆美

候補02 1009 黃陽輝
尹書田醫療財團法人書田泌尿科眼科

診所
書田

候補03 503 王美純
尹書田醫療財團法人書田泌尿科眼科

診所
書田

候補04 2215 劉世堯
尹書田醫療財團法人書田泌尿科眼科

診所
書田

第八屆會員代表 當選名單 第四選區(其他醫療院所與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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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當選名額/

應選名額

候補04 1450 謝育鳴
尹書田醫療財團法人書田泌尿科眼科

診所
書田

候補06 2345 焦啓倫 歇業 歇業

候補07 1845 陳欣逸 力康復健科診所 力康

第八屆會員代表 當選名單 第四選區(其他醫療院所與機構)

備註：本名單為理事會確認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