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請醫師姓名(個人申請
or 團體申請都需填寫醫

師姓名)
執業機構名稱

1 林O齡 國泰綜合醫院

2 林O德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3 羅O豪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4 陳O芬 亞東紀念醫院

5 黎O奇 黎俊奇診所

6 陳O玲 陳敏玲內科診所

7 歐O毅 成大醫院

8 王O耀 王欽耀診所

9 陳O揚 天成醫院

10 林O安 晨安診所

11 林O致 長治晨安診所

12 蘇O文 繁華晨安診所

13 楊O維 里港晨安診所

14 詹O彥 岡山安心俊鴻診所

15 蘇O正 安杏診所

16 曾O新 景新診所

17 林O涵 雲林基督教醫院

18 陳O麟 陳宏麟診所

19 蘇O暉 蘇晉暉診所

20 黃O成 黃建成診所

21 胡O林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

22 陳O穎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

23 許O娟 許瑞娟診所

24 李O心 洤華診所

25 杜O村 瑞東診所

26 黃O霖 門諾醫院

27 魏O慶 魏嘉慶家庭醫學科診所

28 許O堯 台大新竹分院新竹醫院

29 黃O奇 台大生醫醫院竹東院區



30 胡O瑋 真善美診所

31 蕭O岳 新正薪醫院

32 呂O升 呂振升內科診所

33 陳O瀅 三愛診所

34 蔡O澤 振興醫院

35 戴O光 阮綜合醫院

36 鄭O富 懷仁內科診所

37 李O勳 彰化縣線西鄉衛生所

38 王O蕙 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聖功醫院

39 江O田 瑞健診所

40 曾O雄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41 黃O敏 敏昌診所

42 呂O樑 大雅長安診所

43 張O鵬 張輝鵬診所

44 張O明 張道明診所

45 李O利 開蘭安心診所

46 陳O正 員林基督教醫院

47 周O凱 高雄長庚醫院

48 鄭O甄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49 李O俊 李洮俊診所

50 張O泓 洮俊診所

51 郭O添 員郭醫院

52 王O儀 彰化基督教醫院

53 張O琇 張寶文診所

54 于O主 宜蘭仁愛醫院（原蘭陽仁愛醫院）

55 蔡O修 國軍臺中總醫院中清分院

56 戴O賢 維賢診所

57 劉O川 川惠診所

58 陳O元 晶品診所

59 辛O杰 吉泰內科診所

60 陳O助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61 陳O 為好診所

62 陳O清 健維診所

63 陳O宏 忠聖診所

64 曾O達 曾良達診所

65 連O成 大林慈濟醫院

66 林O宏 新竹台大分院生醫醫院

67 蔡O卿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二林基督教醫院

68 徐O壕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69 林O民 安民家庭醫學科診所

70 黃O棋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71 周O怡 怡兒診所

72 呂O洲 鎮安診所

73 高O禧 義大醫 院

74 傅O珊 天主教花蓮教區醫療財團法人台東聖母醫院

75 陳O烈 陳嘉烈診所

76 林O宜 澄清綜合醫院1517011112

77 劉O炫 林口長庚醫院

78 李O儀 萬芳醫院

79 簡O琪 文德診所

80 陳O爵 陳世爵診所

81 陳O錕 博智診所

82 蔡O凱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83 馬O疆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84 林O鴻 桃園長庚醫院

85 楊O文 本堂澄清醫院

86 顏O容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高醫機營)

87 林O威 庚新診所

88 曾O賓 義大癌治療醫院

89 顏O順 顏福順診所

90 蘇O棋 健仁醫院

91 楊O嘉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92 林O正 心安診所

93 邱O龍 新國民醫療社團法人新國民醫院

94 徐O娟 汐止國泰醫院

95 何O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96 黃O維 曾競鋒診所

97 顏O熊 新泰綜合醫院

98 黃O瓔 財團法人佛教慈寄醫院

99 陳O旺 元成診所

100 高O琳 福瑞診所

101 林O森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台中仁愛醫院

102 黃O宏 軍功診所

103 李O權 馬偕紀念醫院

104 楊O衡 心安診所

105 周O蓉 國軍桃園總醫院

106 盧O祥 信義醫療財團法人高雄基督教醫院

107 劉O正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內湖國泰診所

108 田O文 花蓮縣秀林鄉衛生所

109 方O晃 長欣診所

110 張O傑 凱程診所

111 蘇O傑 蘇景傑診所

112 林O明 恩主公醫院

113 賴O佑 賴宗佑內科診所

114 阮O慧 樂活診所

115 黃O 黃彬診所

116 林O煌 重仁診所

117 吳O君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118 林O明 惠川醫院

119 邱O斌 南恩診所

120 王O盛 臺中市大甲區衛生所

121 葉O嘉 大肚區衛生所

122 陳O如 台中市大雅區衛生所



123 胡O民 台北榮民總醫院

124 黃O研 新光醫院內分泌科糖尿病共照中心

125 李O錦 宏祐診所

126 吳O安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127 蕭O純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128 陳O昌 陳霆昌安糖診所

129 林O卿 安信診所

130 楊O瑱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131 林O修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132 歐O義 梓榮醫療社團法人弘大醫院

133 戴O賢 維賢診所(平鎮)

134 廖O理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135 阮O彰 長安醫院

136 廖O盟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137 陳O文 光文診所

138 曾O賢 童綜合醫院

139 侯O智 存德小兒家醫科

140 馬O雅 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141 鄭O文 李綜合醫院

142 許O誠 許紋誠診所

143 吳O仁 達俊診所

144 陳O林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145 謝O偉 謝立偉診所

146 陳O榆 文山診所

147 陳O砇 大鈞診所

148 蔡O翰 敏盛綜合醫院

149 陳O華 光鹽診所

150 楊O楓 祥明診所

151 林O鳳 國泰診所

152 張O仰 杏和醫院

153 張O睿 雲林縣西螺鎮衛生所



154 林O祥 立達診所

155 王O棻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156 陳O志 姜博文診所

157 陳O志 同心海華診所

158 吳O漢 大欣診所

159 張O俊 張英俊診所

160 陳O邦 台中市梧棲區衛生所

161 陳O諴 成美診所

162 吳O燕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163 楊O萍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164 簡O宏 簡瑜宏診所

165 張O達 彰化縣員林巿衛生所

166 羅O豪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

167 孫O正 東勢農會附設農民醫院

168 吳O鋒 郭綜合醫院

169 林O君 榮陽安心診所

170 張O暉 活力診所

171 鐘O樺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財團法人經營)

172 林O輝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173 黃O玶 游新診所

174 游O 游新診所/9月份將有一新院區

175 黃O瓔 台中慈濟醫院

176 何O翰 民安診所

177 辛O士 辛隆士家庭醫學科診所

178 郭O仁 聖馬爾定醫院

179 王O芳 羅東聖母醫院

180 鄭O儀 天主教湖口仁慈醫院

181 劉O吟 十仁診所

182 譚O錦 長慎醫院

183 葉O南 崇祐聯合診所

184 朱O勳 高雄榮民總醫院



185 呂O駒 明德醫院

186 張O欣 佳生小兒科診所

187 黃O富 龍興診所

188 莊O琦 高雄榮總

189 王O如 中壢長榮醫院

190 羅O一 隆安診所

191 吳O瓊 吳瑞瓊診所

192 楊O宜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193 梁O偉 大千綜合醫院

194 李O興 松山班廷建興診所

195 王O荃 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

196 葉O麟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197 謝O慈 中和班廷謝安慈診所

198 謝O俊 祥安診所

199 白O菁 白蕙菁診所

200 李O萱 台大北護分院

201 呂O嘉 祈安聯合診所

202 盧O芬 高雄市曾啟禎診所

203 羅O誠 新竹榮譽國民之家醫務室

204 廖O學 雙和醫院

205 曾O婷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沙鹿院區

206 朱O大 陽明醫院

207 陳O錞 康祐診所

208 紀O榕 彰化縣二林鎮衛生所

209 魏O圖 陽明醫院(支援報備育英診所)

210 李O陽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臺北分院

211 梁O志 梁宏志診所

212 呂O華 三軍總醫院

213 許O春 博新小兒科家庭醫學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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