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台北市-會員代表名單及理監事參選名單

NO 地區 投票縣市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服務機構 職務別 理事參選 監事參選

1 北市 台北市 000017 王*弘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 醫師 *

2 北市 台北市 000066 李*儀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醫師

3 北市 台北市 000070 李*權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 醫師 *

4 北市 台北市 000089 汪*靜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護理師 *

5 北市 台北市 000128 邱*杏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護理師 *

6 北市 台北市 000178 張*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護理師 *

7 北市 台北市 000212 許*惠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 營養師 *

8 北市 台北市 000333 廖*芬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 營養師

9 北市 台北市 000363 蔡*澤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 醫師

10 北市 台北市 000376 鄭*寶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營養師

11 北市 台北市 000410 簡*男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 醫師 *

12 北市 台北市 000418 蘇*悅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 營養師 *

13 北市 台北市 000451 張*珍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 護理師 *

14 北市 台北市 000452 彭*鈺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營養師 *

15 北市 台北市 000572 陳*羽 三軍總醫院 護理師 *

16 北市 台北市 000657 楊*戀 臺北榮民總醫院 營養師 *

17 北市 台北市 000668 曾*郁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醫師 *

18 北市 台北市 000775 蘇*華 醫療財團法人好心肝 護理師 *

19 北市 台北市 000872 羅*美 臺北榮民總醫院 護理師

20 北市 台北市 001078 林*瓊 三軍總醫院 護理師

21 北市 台北市 001358 陳*栩 臺北榮民總醫院 醫師

22 北市 台北市 001396 郭*松 臺北榮民總醫院 醫師 *

23 北市 台北市 001435 謝*勳 三軍總醫院 醫師

24 北市 台北市 002905 楊*洲 臺北榮民總醫院 藥師

25 北市 台北市 003181 馬*明 西園醫療社團法人西 醫師

26 北市 台北市 003395 朱*琳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 護理師

27 北市 台北市 003416 陳*君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營養師

28 北市 台北市 003472 洪*樸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 營養師

29 北市 台北市 003648 劉*芬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 護理師

30 北市 台北市 003727 祁*琪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 營養師

32 北市 台北市 004262 劉*臻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 醫師

33 北市 台北市 006460 財*玲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 護理師

34 北市 台北市 006467 黃*芬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護理師

35 北市 台北市 006665 張*珠 臺北榮民總醫院 護理師

36 北市 台北市 007385 林*羽 臺北榮民總醫院 醫師 *

37 北市 台北市 007611 李*興 三軍總醫院 醫師

38 北市 台北市 008427 林*杏 臺北榮民總醫院 護理師

39 北市 台北市 009648 黃*人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 醫師

40 北市 台北市 010145 林*美 臺北榮民總醫院 護理師 *

41 北市 台北市 010339 呂*華 三軍總醫院 醫師 *

42 北市 台北市 010591 丁*信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 醫師

43 北市 台北市 010668 焦*茹 三軍總醫院 藥師

44 北市 台北市 010669 李*禎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 護理師

45 北市 台北市 011069 黃*宏 黃正宏診所 醫師

46 北市 台北市 011228 林*君 榮陽安心診所 醫師 *

47 北市 台北市 011229 黃*璋 臺北榮民總醫院 醫師

48 北市 台北市 013393 莊*旻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 醫師

49 北市 台北市 013798 楊*玲 無 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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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北市 台北市 014302 林*銘 三軍總醫院 醫師

51 北市 台北市 014447 李*衛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醫師

52 北市 台北市 014772 歐*寧 三軍總醫院 營養師

53 北市 台北市 015266 柳*文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營養師

54 北市 台北市 016680 劉*軒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 醫師

55 北市 台北市 017397 胡*民 臺北榮民總醫院 醫師 *

14 6



3//10 北區-各縣市會員代表及理監事名單

NO 地區 投票縣市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服務機構 職務別 理事參選 監事參選

1 北區 基隆市 009775 王*薇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 護理師

2 北區 基隆市 00684 黃*晶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 醫師

3 北區 新北市 001701 謝*慈 中和班廷 謝安慈診 醫師

4 北區 新北市 017412 黃*菲 中和班廷 謝安慈診 營養師

5 北區 新北市 000663 夏*霖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 醫師

6 北區 新北市 001399 蘇*傑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 醫師

7 北區 新北市 008708 柯*虹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 護理師

8 北區 新北市 000222 郭*勝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 營養師 *

9 北區 新北市 018482 許*春 永和博新小兒科家庭 醫師

10 北區 新北市 018545 楊*貞 永和博新小兒科家庭 護理師

11 北區 新北市 020734 潘*英 永和博新小兒科家庭 護理師

12 北區 新北市 004693 王*珉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 護理師

13 北區 新北市 009109 陳*玲 陳敏玲內科診所 醫師 *

14 北區 新北市 009806 蔡*萍 陳敏玲內科診所 護理師

15 北區 新北市 015301 葉*真 陳敏玲內科診所 護理師

16 北區 新北市 016364 賴*官 陳敏玲內科診所 營養師

17 北區 新北市 019731 張*傑 凱程診所 醫師

18 北區 新北市 011160 羅*一 隆安診所 醫師

19 北區 新北市 019806 張*媚 隆安診所 護理師

20 北區 新北市 000042 余*涓 廣益診所 護理師

21 北區 新北市 012781 吳*德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 藥師 *

22 北區 新北市 000191 莊*玟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營養師

23 北區 新北市 009154 吳*擇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醫師 *

24 北區 新北市 001535 洪*蓮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 護理師

25 北區 新北市 001555 陳*芬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 醫師

26 北區 新北市 002636 洪*鈺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 護理師

27 北區 新北市 007420 江*影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 醫師

28 北區 新北市 004116 金*雲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營養師

29 北區 新竹市 000385 蕭*純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 醫師

30 北區 新竹市 007479 謝*文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 護理師

31 北區 新竹市 008513 林*瑄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 營養師

32 北區 新竹市 000355 歐*鍾美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營養師

33 北區 新竹市 011860 林*君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營養師

34 北區 新竹縣 000025 鄭*儀 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團 醫師

35 北區 新竹縣 015314 吳*寶 東元綜合醫院 護理師

36 北區 新竹縣 006992 劉*雲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營養師

37 北區 苗栗縣 011025 羅*榕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 護理師 *

38 北區 苗栗縣 004266 張*仙 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護理師

39 北區 苗栗縣 010251 彭*渂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營養師

40 北區 桃園市 000137 施*涵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 護理師 *

41 北區 桃園市 000195 莊*鍠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 醫師

42 北區 桃園市 000295 黃*蘭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 護理師

43 北區 桃園市 000317 楊*美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 護理師 *

44 北區 桃園市 000662 劉*炫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 醫師

45 北區 桃園市 000713 羅*松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 醫師 *

46 北區 桃園市 003900 胡*君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 護理師

47 北區 桃園市 005419 孫*月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 護理師

48 北區 桃園市 006920 易*娟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 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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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北區 桃園市 010154 林*鴻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 醫師 *

50 北區 桃園市 014008 張*華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 營養師

51 北區 桃園市 019744 蔡*昇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 醫師 *

52 北區 桃園市 000897 雲*姿 桃園市同心醫療活力 營養師

53 北區 桃園市 000682 陳*文 桃園光文診所 醫師 *

54 北區 桃園市 016610 張*鵬 張輝鵬診所 醫師

55 北區 桃園市 016611 楊*君 張輝鵬診所 護理師

56 北區 桃園市 001574 梁*美 敏盛綜合醫院 護理師

57 北區 桃園市 011203 郭*岑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護理師

58 北區 桃園市 000827 李*麟 聯新國際醫院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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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地區 投票縣市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服務機構 職務別 理事參選 監事參選

1 中區 台中市 001075 黃*寧 中山醫學大學 醫師

2 中區 台中市 005407 楊*瑱 中山醫學大學 醫師 *

3 中區 台中市 013290 羅*晴 中山醫學大學 營養師

4 中區 台中市 014165 李*茹 中山醫學大學 護理師

5 中區 台中市 015458 賈*文 中山醫學大學 營養師

6 中區 台中市 000259 陳*興 中國醫藥大學 醫師

7 中區 台中市 000326 葉*梅 中國醫藥大學 護理師 *

8 中區 台中市 000591 謝*家 中國醫藥大學 醫師 *

9 中區 台中市 001035 林*誠 中國醫藥大學 營養師

10 中區 台中市 001380 陳*助 中國醫藥大學 醫師

11 中區 台中市 008995 張*琦 中國醫藥大學 護理師

12 中區 台中市 000579 謝*敏 台中榮民總醫 營養師

13 中區 台中市 012652 邱*耘 台灣人壽保險 護理師

14 中區 台中市 002941 范*玉珍 佛教慈濟醫療 護理師

15 中區 台中市 017054 林*煌 貝麗藥局 藥師 *

16 中區 台中市 020536 林*民 宜民診所 醫師 *

17 中區 台中市 000001 卞*娟 國軍臺中總醫 營養師

18 中區 台中市 002175 高* 臺中市大甲區 護理師

19 中區 台中市 006773 張*倫 臺中市政府衛 護理師

20 中區 台中市 000113 林*逸 臺中榮民總醫 醫師

21 中區 台中市 000210 許*恒 臺中榮民總醫 醫師 *

22 中區 台中市 000493 劉*珍 臺中榮民總醫 護理師

23 中區 台中市 000555 郎*芬 臺中榮民總醫 營養師

24 中區 台中市 002012 李*德 臺中榮民總醫 醫師 *

25 中區 台中市 005140 陳*菊 臺中榮民總醫 藥師

26 中區 台中市 007458 沈*靜 臺中榮民總醫 醫師

27 中區 台中市 011081 王*興 臺中榮民總醫 醫師 *

28 中區 台中市 014872 傅*保 臺中榮民總醫 醫師

29 中區 台中市 014934 蔡*婷 臺中榮民總醫 醫師 *

30 中區 台中市 000595 賴*蓮 澄清綜合醫院 營養師

31 中區 台中市 021119 韓*郁 學田診所 護理師 *

32 中區 台中市 010010 曾*賢 童綜合醫療社 醫師

33 中區 台中市 017197 龔*文 臺中市政府衛 護理師

34 中區 南投縣 001566 蘇*正 安杏診所 醫師

35 中區 南投縣 006954 石*艷 南投縣名間鄉 護理師

36 中區 南投縣 006934 呂*儒 南投縣集集鎮 護理師

37 中區 南投縣 017034 盧*鈴 南投縣集集鎮 藥師

38 中區 南投縣 003690 施*娟 陳宏麟診所 護理師

39 中區 南投縣 004523 陳*麟 陳宏麟診所 醫師 *

40 中區 南投縣 017444 曾*麗 陳宏麟診所 營養師

41 中區 南投縣 005187 鄭*妤 衛生福利部南 護理師

42 中區 南投縣 009738 鄭*彥 衛生福利部南 醫師

43 中區 南投縣 019440 楊*州 衛生福利部草 醫師 *

44 中區 雲林縣 001200 賴*宗 天主教若瑟醫 醫師

45 中區 雲林縣 006999 黃*助 長庚醫療財團 醫師

46 中區 雲林縣 004900 周*潔 國立成功大學 護理師



6//10 中區-各縣市會員代表名單及理監事參選名單

NO 地區 投票縣市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服務機構 職務別 理事參選 監事參選

47 中區 雲林縣 019311 陳*君 國立成功大學 護理師

48 中區 雲林縣 015325 梁*鈴 國立成功大學 醫師

49 中區 雲林縣 005003 王*元 國立臺灣大學 醫師 *

50 中區 雲林縣 005528 王*霜 雲林縣西螺鎮 護理師

51 中區 彰化縣 007146 郭*彩濃 員林郭醫院大 醫師

52 中區 彰化縣 006094 林*源 愛心診所 醫師

53 中區 彰化縣 003980 黃*軒 彰化基督教醫 護理師

54 中區 彰化縣 000252 陳*慧 彰化基督教醫 營養師

55 中區 彰化縣 011341 李*慈 彰化基督教醫 護理師

56 中區 彰化縣 000016 王*芳 彰化基督教醫 護理師 *

57 中區 彰化縣 000083 杜*德 彰化基督教醫 醫師 *

58 中區 彰化縣 000250 陳*櫻 彰化基督教醫 營養師

59 中區 彰化縣 000370 蔡*貞 彰化基督教醫 營養師

60 中區 彰化縣 000557 游*亭 彰化基督教醫 營養師

61 中區 彰化縣 001277 廖*湧 彰化基督教醫 醫師

62 中區 彰化縣 002383 許*人 彰化基督教醫 醫師

63 中區 彰化縣 003561 陳*雲 彰化基督教醫 護理師

64 中區 彰化縣 004327 王*儀 彰化基督教醫 醫師 *

65 中區 彰化縣 013162 余*叡 彰化基督教醫 醫師 *

66 中區 彰化縣 014753 許*嘉 彰化基督教醫 營養師

67 中區 彰化縣 016814 王*山 彰化基督教醫 藥師 *

68 中區 彰化縣 007866 邱*慶 慶鴻診所 醫師 *

69 中區 彰化縣 015615 邱*佳 衛生福利部彰 護理師

18 1



7//10 南區-各縣市會員代表名單及理監事參選名單

NO 地區 投票縣市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服務機構 職務別 理事參選 監事參選

1 南區 台南市 006970 王*玲 仁杏藥師藥局 營養師

2 南區 台南市 000423 鐘*如 台南市立醫院 護理師

3 南區 台南市 018691 朱*生 朱嘉生診所 醫師 *

4 南區 台南市 000093 周*文 周劍文診所 醫師

5 南區 台南市 000086 沈*琳 奇美醫療財團 護理師

6 南區 台南市 000709 楊*宜 奇美醫療財團 醫師 *

7 南區 台南市 001002 柳*燕 奇美醫療財團 護理師 *

8 南區 台南市 009970 田*仁 奇美醫療財團 醫師

9 南區 台南市 000366 蔡*燕 國立成功大學 護理師 *

10 南區 台南市 001236 吳*蓮 國立成功大學 營養師

11 南區 台南市 004787 楊*青 國立成功大學 醫師

12 南區 台南市 004800 吳*行 國立成功大學 醫師 *

13 南區 台南市 004870 鄭*雯 國立成功大學 護理師

14 南區 台南市 004892 詹*華 國立成功大學 護理師

15 南區 台南市 005125 歐*毅 國立成功大學 醫師 *

16 南區 台南市 007495 許*彣 國立成功大學 護理師

17 南區 台南市 010007 洪*彰 國立成功大學 醫師

18 南區 台南市 016549 林*翰 國立成功大學 醫師

19 南區 台南市 018265 鄭*比 國立成功大學 醫師

20 南區 台南市 017843 李*茹 國立成功大學 護理師

21 南區 台南市 004767 康*屏 康健診所 醫師

22 南區 台南市 004837 楊*梅 臺南市立安南 護理師

23 南區 屏東縣 000152 徐*君 李洮俊診所 護理師 *

24 南區 屏東縣 013154 林*璇 李洮俊診所 營養師

25 南區 屏東縣 001202 李*美 屏東縣東港鎮 護理師

26 南區 屏東縣 020534 張*汝 屏東縣恆春鎮 護理師

27 南區 屏東縣 002011 蔡*娥 屏東縣政府衛 營養師

28 南區 屏東縣 002488 曾*鋒 曾競鋒診所 醫師 *

29 南區 屏東縣 007098 江*文 衛生福利部屏 藥師

30 南區 屏東縣 000850 謝*蓉 寶建醫療社團 醫師

31 南區 屏東縣 015245 吳*焜 寶建醫療社團 藥師 *

32 南區 高雄市 020998 黃*茂 右昌聯合醫院 醫師 *

33 南區 高雄市 000114 林*琴 長庚醫療財團 護理師

34 南區 高雄市 000255 陳*娟 長庚醫療財團 護理師

35 南區 高雄市 000360 滕*鳳 長庚醫療財團 護理師

36 南區 高雄市 000641 陳*福 長庚醫療財團 醫師 *

37 南區 高雄市 000853 郭*俊 長庚醫療財團 醫師 *

38 南區 高雄市 003459 蘇*音 長庚醫療財團 護理師

39 南區 高雄市 006394 翁*紋 長庚醫療財團 醫師

40 南區 高雄市 009081 李*鳳 長庚醫療財團 營養師

41 南區 高雄市 011645 陳*美 長庚醫療財團 護理師

42 南區 高雄市 012221 林*慧 長庚醫療財團 護理師

43 南區 高雄市 013717 陳*如 長庚醫療財團 營養師

44 南區 高雄市 015698 蔡*欣 長庚醫療財團 營養師

45 南區 高雄市 014800 陳*霓 長庚醫療財團 營養師

46 南區 高雄市 015949 顏*均 長庚醫療財團 營養師

47 南區 高雄市 016221 梁*明 長庚醫療財團 營養師



8//10 南區-各縣市會員代表名單及理監事參選名單

NO 地區 投票縣市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服務機構 職務別 理事參選 監事參選

48 南區 高雄市 017603 蔡*仁 長庚醫療財團 醫師

49 南區 高雄市 000380 盧*祥 信義醫療財團 醫師 *

50 南區 高雄市 000508 胡*惠 財團法人私立 營養師 *

51 南區 高雄市 000531 辛*璋 財團法人私立 醫師 *

52 南區 高雄市 000658 蕭*容 財團法人私立 醫師 *

53 南區 高雄市 001423 曾*瑋 財團法人私立 護理師

54 南區 高雄市 001528 林*珠 財團法人私立 護理師

55 南區 高雄市 002377 梁*鈴 財團法人私立 護理師

56 南區 高雄市 002782 蘇*萍 財團法人私立 護理師

57 南區 高雄市 011060 李*月 財團法人私立 醫師 *

58 南區 高雄市 000510 吳*盈 高雄市立大同 營養師

59 南區 高雄市 004587 張*菁 高雄市立大同 護理師

60 南區 高雄市 002273 謝*琪 高雄市立聯合 營養師 *

61 南區 高雄市 000012 鄭*芬 高雄榮民總醫 護理師

62 南區 高雄市 000117 朱*勳 高雄榮民總醫 醫師 *

63 南區 高雄市 000796 許*雅 高雄榮民總醫 營養師 *

64 南區 高雄市 002310 郭*君 高雄榮民總醫 護理師

65 南區 高雄市 014234 莊*琦 高雄榮民總醫 醫師

66 南區 高雄市 018140 鄧*昌 新宏亞診所 醫師 *

67 南區 高雄市 019629 洪*傑 義大醫療財團 醫師 *

68 南區 高雄市 000851 盧*川 義大醫療財團 醫師 *

69 南區 高雄市 005126 林*貞 義大醫療財團 護理師

70 南區 嘉義市 000920 張*仁 戴德森醫療財 醫師 *

71 南區 嘉義市 001094 游*宜 戴德森醫療財 醫師

72 南區 嘉義市 001405 沈*芬 戴德森醫療財 護理師

73 南區 嘉義市 002415 黃*雪 戴德森醫療財 護理師

74 南區 嘉義市 012200 陳*鈴 戴德森醫療財 護理師

75 南區 嘉義縣 001971 黃*茹 佛教慈濟醫療 護理師

76 南區 嘉義縣 007446 陳*汎 佛教慈濟醫療 醫師

77 南區 嘉義縣 000644 何* 長庚醫療財團 醫師

78 南區 嘉義縣 005609 葉*芸 長庚醫療財團 護理師

16 8



9//10 東區-會員代表名單及理監事參選名單

NO 地區 投票縣市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服務機構 職務別 理事參選 監事參選

1 東區 台東縣 000906 黃*秋 台東馬偕紀醫院 護理師

2 東區 台東縣 011041 吳*燕 台東馬偕紀醫院 醫師

3 東區 台東縣 006523 黃*揚 東基醫療財法人台東 醫師

4 東區 宜蘭縣 012128 林*宏 國立陽明大附設醫院 醫師

5 東區 宜蘭縣 006469 陳*文 陳煥文內科所 醫師

6 東區 宜蘭縣 007837 劉*菁 游能俊診所 護理師

7 東區 宜蘭縣 000458 李*利 開蘭安心診所 營養師

8 東區 宜蘭縣 003489 陳*瑞 開蘭安心診所 醫師

9 東區 宜蘭縣 012106 劉*慈 開蘭安心診所 醫師

10 東區 花蓮縣 000582 吳*安 佛教慈濟醫財團法人 醫師 *

11 東區 花蓮縣 003185 王*萱 佛教慈濟醫財團法人 護理師

12 東區 花蓮縣 005368 羅*徽 佛教慈濟醫財團法人 醫師

13 東區 花蓮縣 021004 楊*雲 花蓮吉安康診所 醫師

14 東區 花蓮縣 001081 溫*美 衛生福利部蓮醫院 護理師

1 0



10//10 離島-各縣市會員代表名單及理監事參選

NO 地區 投票縣市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服務機構 職務別 理事參選 監事參選

1 離島 金門縣 008587 翁*蓉 金門縣金沙鎮衛生所 護理師 *

2 離島 金門縣 018928 李*威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醫師

3 離島 連江縣 003982 謝*福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醫師

4 離島 澎湖縣 017566 黃*崙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醫師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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