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員編號 姓名 服務機構
02503 楊淳淳 台北慈濟醫院

會員編號 姓名 服務機構 02040 詹鵑綺 新店慈濟醫院
01226 王敦仁 淡水馬偕醫院 03688 劉君豪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07040 王鈺婷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05474 劉清標 亞東紀念醫院
04261 吳美華 淡水馬偕醫院 07837 蔡尹泰 衛福部雙和醫院
06414 李怡璇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02867 蔡育慧 亞東紀念醫院

04931 李家宏 淡水馬偕醫院 05603 戴智君 衛福部雙和醫院

05274 邱玉英 馬偕紀念醫院淡水院區 00230 謝文祥 衛福部雙和醫院
02459 洪忠志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02124 徐偉中 新泰綜合醫院
06687 徐嘉伶 新泰綜合醫院 會員編號 姓名 服務機構
03291 高佳穎 淡水馬偕醫院 05460 王耀儀 羅東博愛醫院
09596 陳世偉 馬偕紀念醫院淡水院區 08668 吳東桓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04797 陳婉萍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00273 李元明 宜蘭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04035 陳嗣民 台灣優品醫事檢驗所 06199 李淑佩 羅東博愛醫院
07535 黃嵩發 淡水馬偕醫院 00360 杜琦超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00997 楊美娥 淡水馬偕醫院 09292 林秀如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01307 廖皓宏 衛福部樂生療養院 09245 林宜君 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05802 潘瀅如 淡水馬偕醫院 01147 姚美蘭 台東馬偕醫院
06261 蔡明芬 淡水馬偕醫院 03603 紀文英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09040 蔡雨岑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04467 徐毓鍵 衛福部花蓮醫院
07996 謝芷霖 衛福部樂生療養院 07514 張育維 羅東博愛醫院

08343 張祖耀 羅東博愛醫院

05604 許文騰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會員編號 姓名 服務機構 09380 許永欣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00002 王文華 新店耕莘醫院 04963 陳伊琳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06955 王聖評 永和耕莘醫院 08392 陳宜倫 花蓮門諾醫院
06733 朱芳業 亞東紀念醫院 03402 陳怡欣 羅東博愛醫院
00844 朱益民 耕莘醫院 04774 楊文瑩 羅東博愛醫院
02854 何鎔莉 亞東紀念醫院 00536 趙少文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02874 吳宗盈 亞東紀念醫院 07771 劉嘉興 台東馬偕醫院
05470 呂守正 雙和醫院 02342 蔡淑芬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05154 李依蓁 亞東紀念醫院 04597 鄭明輝 羅東博愛醫院
06734 李俊輝 永和耕莘醫院 A9749 蕭佩珊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09275 李姿瑩 雙和醫院
02687 李泰誠 亞東紀念醫院
02865 李淑貞 亞東紀念醫院 會員編號 姓名 服務機構
02860 林怡芳 衛福部雙和醫院 06937 王慈瑜 敏盛綜合醫院
07919 張宜錦 仁愛醫院 08961 江蘭萍 天成醫院
07635 張家菱 亞東紀念醫院 07172 利佳蓉 中壢天晟醫院
06063 張雅雯 新店慈濟醫院 00786 吳明訓 敏盛綜合醫院
09706 許玉芬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07530 呂藍欣 敏盛綜合醫院
06953 連蔓榛 永和耕莘醫院 07849 李淑如 楊梅天成醫院
01495 陳筠臻 新隆醫事檢驗所 06725 沈郁菁 楊梅天成醫院
05901 陳銘樹 亞東技術學院 02752 林慶元 天晟醫院
00143 陳豐佳 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09951 邵雅秀 天晟醫院
02861 湯惠斐 亞東紀念醫院 02149 胡依君 敏盛綜合醫院

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第八屆會員代表名單（共408名）依姓氏筆劃排列

第一選區（共20名）

第二選區（共30名）

第三選區（共23名）

第四選區（共23名）



會員編號 姓名 服務機構 會員編號 姓名 服務機構
09606 徐少偉 中壢天晟醫院 01729 余文發 大千綜合醫院
01339 徐杏枝 天成醫院 02760 吳紹枝 苗栗大千醫院
06113 徐金雲 敏盛綜合醫院 00091 汪安明 竹北東元醫院
09608 張宇葳 中壢天晟醫院 03418 周鴻誠 台灣大學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10130 許軒寶 敏盛綜合醫院 04917 林志信 新竹捐血中心
02162 陳致霖 桃園敏盛醫院 05259 林瑞貞 為恭紀念醫院
05994 陳雅芳 敏盛綜合醫院 05871 邱鵬洲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08161 陳筱鈺 中壢天晟醫院 03813 胡耀峰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02821 游輝川 桃園敏盛醫院 07954 秦斐玲 新竹捐血中心
06729 黃駿揚 中壢天晟醫院 05755 張章裕 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08847 溫祐德 敏盛綜合醫院 02116 陳建志 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00788 簡妙娥 敏盛綜合醫院 07346 湯永城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06813 顏琇萍 敏盛綜合醫院 05793 黃巾恬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00191 楊志滿 台大醫院新竹分院
01546 葉沂瑄 湖口仁慈醫院

會員編號 姓名 服務機構 09475 劉浩毓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05118 王美嘉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1001 蔡德龍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02013 王碧娥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1452 古伯文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0009 吳竹蘭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會員編號 姓名 服務機構
05910 林宏澤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0370 王立忠 臺中榮民總醫院
02168 林佳霓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2424 田霓 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
05571 林啟瑞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6744 吳孟達 台中捐血中心
01680 施信如 長庚大學 02824 李貞瑩 台中榮民總醫院
09084 張仕政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7579 林建佑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05570 張永達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1843 林彩秀 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
02801 張志光 桃園長庚醫院 03373 林進福 臺中榮民總醫院
01284 張璧月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0103 張白娟 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
00045 曹國倩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1879 張綺芠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00653 郭安靜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5443 陳孟莉 臺中榮民總醫院
04650 陳定平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8660 楊欽堯 澄清醫院中港分院
07678 彭健庭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0161 劉素卿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05300 彭淑玉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0387 蔡秋聲 台中榮民總醫院
00654 甯孝真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0913 盧秀琴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04645 黃雅卿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9449 蕭瓊子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01756 黃瓊瑰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0087 楊翾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6776 葛茂成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會員編號 姓名 服務機構
00511 趙崇義 長庚大學 00003 王啟屏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06674 劉翠萍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8425 朱蕙純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02019 鄧芳蜜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0398 李名世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00088 鄭清慧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2640 邱慧玲 中山醫學大學
01700 盧章智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6697 謝明昌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00301 賴南彰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5510 魏妙如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09229 闕宗熙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會員編號 姓名 服務機構
會員編號 姓名 服務機構 03021 方式釧 惠泰檢驗所

01673 何慧嫺 大千綜合醫院 01489 王金城 三福檢驗所

第六選區（共18名）

第七選區（共15名）

第八選區（共6名）

第五選區（共29名）

第九選區（共18名）



會員編號 姓名 服務機構 會員編號 姓名 服務機構
01697 王秋惠 童綜合醫院 01415 林銘福 嘉義基督教醫院
07986 吳國星 梧棲區衛生所 03208 施嘉鑫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06981 李松峰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02981 胡美黛 天主教若瑟醫院
01622 阮基先 光田醫事檢驗所 01639 高智雄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00949 初從蔚 國軍台中總醫院 06052 許琳偵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01326 林賜福 林檢驗所 02931 陳瓊如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02423 紀良諺 忠華醫事檢驗所 04379 葉千僖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00947 徐文通 國軍台中總醫院 00455 潘琳琳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03061 許宏彰 清泉綜合醫院 02974 鄭麗慈 天主教若瑟醫院
03279 陳怡靜 衛福部南投醫院 02633 賴美珠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07377 陳桔根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08319 謝月貞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00954 游美惠 沙鹿光田綜合醫院 06558 謝建洋 大林慈濟醫院
01380 黃坤福 康德醫事檢驗所 07598 簡秀娟 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08032 黃碧標 童綜合醫院 04621 嚴雯馨 聖馬爾定醫院
00603 解光輝 光田綜合醫院 00961 龔品珍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04974 簡如慧 慈濟台中分院

會員編號 姓名 服務機構
會員編號 姓名 服務機構 00525 王淑貞 台南市立醫院

01664 宋洽興 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05034 吳佩芬 成大醫院
03939 洪偉洲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06017 吳坤益 慶和醫事檢驗所

04204 翁千惠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09610 吳承穎 成大醫院

07429 張淑萍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00826 吳福明 南海醫事檢驗所
01948 張瑜芬 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01118 李文琮 台南市郭綜合醫院
03946 張慧如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01241 林岸 台南市立醫院
05338 郭志敏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05390 郭坤雄 成大醫院
05410 陳安琪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07309 陳宏謨 成大醫院
05405 陳淑麗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09394 陳怡文 成大醫院
02365 曾慧玲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05033 陳容卿 安南醫院
02732 游雅言 衛福部彰化醫院 05379 趙珮岑 衛福部台南醫院
08538 黃研玟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09397 蔡岱君 成大醫院
06486 黃靖懿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05395 蔡瑋倫 成大醫院
00110 楊玉英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04757 蔡燿隆 台南新樓醫院
09982 楊佩玉 秀傳紀念醫院 05515 鄭光雄 成大醫院
06218 葉瑞忠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00929 謝淑珠 成功大學醫學院
09786 蔡易昌 衛福部彰化醫院
05961 謝玉芬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會員編號 姓名 服務機構
01294 王傑田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會員編號 姓名 服務機構 09218 沈惠娟 奇美醫院
05606 王秀梅 大林慈濟醫院 01583 周修音 奇美醫院
01737 甘孟育 慈濟醫院大林分院 01654 奚明德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06369 何文育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01592 陳姿伶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07890 吳泓岳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01594 楊于萱 奇美醫院
06793 吳蕙君 慈濟醫院大林分院 07314 詹坤振 奇美醫院
02928 李沄諠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01590 鄭博文 奇美醫院

06792 李奇聰 慈濟醫院大林分院

06314 周佳德
00577 林彥棻 嘉義基督教醫院 會員編號 姓名 服務機構

第十四選區（共23名）

第十三選區（共8名）

第十選區（共18名）

第十一選區（共24名）

第十二選區（共17名）



會員編號 姓名 服務機構 會員編號 姓名 服務機構
07492 王上彰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02531 羅婌萓 屏東基督教醫院
03114 江建華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04434 蘇承瑜 高雄長庚醫院
09968 李永鴻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01786 蘇琬雯 屏東基督教醫院
09615 李榆涵 高雄捐血中心

00391 林椿欽 高雄榮民總醫院

02920 金一如 高雄榮民總醫院 會員編號 姓名 服務機構
05870 姜泰安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00232 王親民 亞杏醫事檢驗所
01097 洪啟民 高雄捐血中心 00598 利琇美 三軍總醫院
01463 張喬棠 阮綜合醫院 09431 李雅玲 亞杏醫事檢驗所

00659 陳季芬 高市阮綜合醫院 03726 林宛貞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07491 陳幸鈴 高雄榮民總醫院 07869 林真如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02204 陳柏志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02404 徐淑惠 台安醫院
08048 陳惠茹 聯興醫事檢驗所 05268 徐淑萍 三軍總醫院
02571 曾陽明 高雄榮民總醫院 02075 秦珍婷 三軍總醫院
05565 黃智斌 慈惠診所 00041 張來發 瀚揚有限公司
06318 楊恕奇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00044 張錦標 三軍總醫院
06461 楊淵傑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05175 陳清梅 三軍總醫院
04160 楊慈玲 阮綜合醫院 02060 彭成立 三軍總醫院
08709 鄔嘉文 高雄捐血中心 08852 曾則叡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07462 蔡聖健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07329 湯勝輝 三軍總醫院
09723 盧啟德 高雄捐血中心 05465 黃志成 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
09219 賴信亨 顏威裕醫院 01938 劉譚美 三軍總醫院
00507 竇慧琴 高雄榮民總醫院 05660 潘品靜 三軍總醫院

04864 蔡賢林 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
09589 蕭睿章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會員編號 姓名 服務機構 06206 謝珊珊 三軍總醫院
02126 尤慧玲 高雄長庚醫院 01613 簡鳳如 台安醫院
09434 吳幸綿 義大醫院 09918 龔秋華 亞杏醫事檢驗所
00452 李佳縉 高雄長庚醫院
01780 幸良蘭 屏東基督教醫院
06010 林尊湄 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會員編號 姓名 服務機構
05558 林綉芳 義大醫院 09430 王方妤 台北榮民總醫院
02573 侯克明 高雄長庚醫院 09413 王晏莉 台北榮民總醫院
07265 張右姍 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04525 白舜仲 台北捐血中心
06009 許欽豪 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03526 吳易企 台北榮民總醫院
04437 郭淑芳 高雄長庚醫院 10009 吳秉純 台北捐血中心
02565 郭嘉玲 屏東基督教醫院 07894 呂旭峰 北投振興醫院

05140 郭繼霜 衛福部屏東醫院 01075 李俊昌 北投振興醫院
07480 陳喬琳 屏東基督教醫院 04824 角志宏 台北捐血中心
05199 陳詩怡 屏東基督教醫院 A0281 林純娟 台北榮民總醫院
06802 傅姿樺 高雄長庚醫院 09940 林國英 台北榮民總醫院
01791 黃雅芳 屏東基督教醫院 08567 花鵬翔 台北捐血中心
05494 黃雅玲 義大醫院 07385 洪英聖 台北捐血中心
07648 黃獻立 高雄長庚醫院 09461 陳依妘 台北榮民總醫院
06140 趙采鈴 高雄長庚醫院 03447 陳瀅如 台北榮民總醫院
00458 蔡佳容 高雄長庚醫院 03564 曾文琴 台北榮民總醫院
02491 鄭雅文 義大癌治療醫院 06256 楊志信 台北捐血中心
00454 簡春治 高雄長庚醫院 02498 廖年捷 北投振興醫院
04516 顏楓純 高雄長庚醫院 02501 劉嘉又 北投振興醫院

第十七選區（共20名）

第十五選區（共26名）

第十六選區（共22名）



會員編號 姓名 服務機構 會員編號 姓名 服務機構
07627 蔡慧思 台北榮民總醫院 09985 鄭進裕 台大醫院
05752 魏聖修 台北榮民總醫院 02882 簡慈儀 台大醫院

00136 鐘明義 台大醫院

會員編號 姓名 服務機構
03321 王安美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會員編號 姓名 服務機構
08345 李培文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00903 王淑慧 國泰綜合醫院
05726 汪曉閔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00906 王瑋 國泰綜合醫院
09189 周涵雯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00624 王榮濱 聯合醫事檢驗所
03065 林家蓉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02712 余芳蘭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
00582 林素美 新光醫院 07619 李承光 聯合醫事檢驗所
04305 林靜宜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02111 林友喬 國泰綜合醫院

08422 邱琬玲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08947 林浩瑋 國泰綜合醫院
03069 邱錦秋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01983 林瑜玲 國泰綜合醫院
02955 施勇綸 新光醫院 00172 施威祥 國泰綜合醫院
04744 柯虹如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03925 洪經勝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
03091 倪其堯 新光醫院 00884 紀姿妃 國泰綜合醫院
03075 張心馨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00893 徐鵬昇 國泰綜合醫院
08290 張富傑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00770 翁綺延 國泰綜合醫院
02043 陳瓊汝 新光醫院 01820 許雯純 國泰綜合醫院
03064 曾怡菁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00894 許慧文 國泰綜合醫院
06988 黃玉鳳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04195 陳明輝 聯合醫事檢驗所
08030 楊智淵 馬偕紀念醫院 00895 陳恩頌 國泰綜合醫院
04697 蔡坤洲 馬偕紀念醫院台北院區 00901 陳賢仁 國泰綜合醫院
09037 戴于涵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00173 黃美真 國泰綜合醫院

01148 楊世正 聯合醫事檢驗所
00983 楊佩芳 國泰綜合醫院

會員編號 姓名 服務機構 00897 楊茜淳 國泰綜合醫院
A0981 方偉宏 台大醫學院 06590 楊雅雲 國泰綜合醫院
00681 毛小薇 台大醫院 02062 閻海光 國泰綜合醫院
07801 朱蘇煜 台大醫院
01718 何淑媛 台大醫院
04611 李岱芬 台大醫院
03273 李雅芬 台大醫院
06672 沈似紋 台大醫院
03020 孟淑英 台大醫院

A0019 林亮音 台大醫學院
00022 胡忠怡 台大醫學院
01467 徐慧貞 台大醫院
00025 高全良 台大醫學院
02996 莊獻章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02572 許呈安 台大醫院
01773 楊雅倩 台大醫院
01674 葉慧英 台大醫院
04350 趙元章 台大醫院
03825 劉兆偉 台大醫院
06633 劉斐雲 台大醫院
02636 蔡佩芳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01633 衛品妃 台大醫院

第十九選區（共24名）

第二十選區（共24名）
第十八選區（共2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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