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姓名 職稱 機構

1 林○洵 護理師 新北市八里區衛生所

2 林○香 公衛護士 新北市八里區衛生所

3 藍○柳 護理師 新北市三芝區衛生所

4 劉○霖 護理師 新北市三重區衛生所

5 蕭○昕 護理師 新北市三重區衛生所

6 林○渝 護理師 新北市三重區衛生所

7 黃○惠 護理長 新北市三峽區衛生所

8 許○慧 護士 新北市三峽區衛生所

9 莊○怡 護士 新北市三峽區衛生所

10 劉○婷 護士 新北市土城區衛生所

11 李○禎 護理師 新北市土城區衛生所

12 廖○如 護士 新北市中和區衛生所

13 高○菁 護理師 新北市中和區衛生所

14 方○玲 護理師 新北市中和區衛生所

15 鄧○紋 護理師 新北市五股區衛生所

16 丁○蓁 護理師 新北市五股區衛生所

17 蕭○萍 物理治療師 新北市平溪區衛生所

18 黃○如 護士 新北市平溪區衛生所

19 陳○廷 護士 新北市永和區衛生所

20 林○慧 護理師 新北市永和區衛生所

21 陳○鈞 護理師 新北市永和區衛生所

22 翁○如 護理師 新北市石門區衛生所

23 葉○菁 護理長 新北市石碇區衛生所

24 林○媚 護士 新北市石碇區衛生所

25 王○然 護士 新北市汐止區衛生所

26 鍾○華 護理師 新北市汐止區衛生所

27 李○璇 護理師 新北市汐止區衛生所

28 張○慈 護理師 新北市坪林區衛生所

29 劉○琳 放射師 新北市坪林區衛生所

30 吳○仁 物理治療師 新北市坪林區衛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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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吳○姍 護理長 新北市板橋區衛生所

32 楊○華 護理師 新北市板橋區衛生所

33 顏○珊 護理師 新北市板橋區衛生所

34 張○宸 約僱護士 新北市林口區衛生所

35 洪○書 護理長 新北市林口區衛生所

36 葉○嬋 約聘護理師 新北市林口區衛生所

37 陳○琪 醫事放射師 新北市金山區衛生所

38 王○如 護理師 新北市金山區衛生所

39 曾○倫 護理師 新北市泰山區衛生所

40 黃○萍 護理師 新北市泰山區衛生所

41 黃○萍 護理師 新北市泰山區衛生所

42 陳○滿 護理師 新北市泰山區衛生所

43 張○芳 護理師 新北市烏來區衛生所

44 田○燕 護理師 新北市烏來區衛生所

45 李○嘉 物理治療師 新北市貢寮區衛生所

46 曾○嫺 護理師 新北市貢寮區衛生所

47 葉○婷 護士 新北市貢寮區衛生所

48 陳○瑜 契約護士 新北市淡水區衛生所

49 黃○鈴 護理長 新北市淡水區衛生所

50 林○婷 護士 新北市淡水區衛生所

51 曾○毓 醫事放射師 新北市深坑區衛生所

52 湯○溶 護士 新北市深坑區衛生所

53 鄭○丹 護士 新北市新店區衛生所

54 黃○媛 護理師 新北市新店區衛生所

55 江○琳 護士 新北市新店區衛生所

56 陳○琳 護士 新北市新莊區衛生所

57 曾○庭 護理師 新北市新莊區衛生所

58 蔡○娟 護理長 新北市新莊區衛生所

59 林○欣 物理治療師 新北市瑞芳區衛生所

60 張○儀 醫檢師 新北市瑞芳區衛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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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溫○香 護理長 新北市瑞芳區衛生所

62 吳○娟 護理師兼護理長 新北市萬里區衛生所

63 杜○潔 護理師 新北市萬里區衛生所

64 李○家 護士 新北市樹林區衛生所

65 吳○潔 護理師 新北市樹林區衛生所

66 錢○蕾 醫事檢驗師 新北市雙溪區衛生所

67 林○賢 物理治療師 新北市雙溪區衛生所

68 廖○雲 護士 新北市蘆洲區衛生所

69 何○麗 護理師 新北市蘆洲區衛生所

70 林○婷 護士 新北市鶯歌區衛生所

71 陳○琳 護士 新北市鶯歌區衛生所

72 林○誼 企劃員 新北市土城國民運動中心

73 蕭○安 業務副理 新北市土城國民運動中心

74 顏○信 主任 新北市三重國民運動中心

75 許○誠 體適能組長 新北市中和國民運動中心

76 陳○宇 健身教練 新北市永和國民運動中心

77 黃○智 體適能教練 新北市永和國民運動中心

78 姜○錦 管理部經理 新北市蘆洲國民運動中心

79 羅○ 業務部副理 新北市蘆洲國民運動中心

80 莊○萱 職能治療師 新北市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中心

81 何○揚 職能治療師 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82 郭○婷 職能治療師 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83 楊○瑄 職能治療師 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84 蕭○偉 職能治療師 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85 林○弘 評估訪視人員 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86 黃○ 職能治療師 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87 吳○如 職能治療師 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88 李○丞 委員 新北市體育事務委會員

89 曾○庭 股長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90 閻○君 技士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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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謝○倫 物理治療師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92 劉○佳 護理師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93 詹○玫 護理師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94 張○珊 護理長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95 陳○瑄 個案管理師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96 梁○穎 職能治療師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97 林○頴 護理師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98 農○嵐 物理治療師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99 李○臻 物理治療師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100 林○倫 醫療技術員 亞東紀念醫院

101 陳○芳 醫療技術員 亞東紀念醫院

102 賴○伶 醫療技術員 亞東紀念醫院

103 陳○伶 物理治療師 亞東紀念醫院

104 戴○琳 職能治療師 亞東紀念醫院

105 江○玲 技術長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106 莊○如 護理師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107 金○芬 健康管理師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108 蔡○軒 組長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109 曾○涵 衛教師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110 魏○雲 醫療技術人員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111 林○嬋 職能治療師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安康分院

112 沈○廷 管理師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113 劉○怡 職能治療師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114 吳○慧 社區護理師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115 張○湘 護理師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116 張○菁 護理師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

117 曾○欣 物理治療師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118 梁○蓉 物理治療師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119 姚○敏 護理師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120 文○芬 護理師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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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高○憶 物理治療師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122 張○瑋 物理治療師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金山分院

123 夏○婷 職能治療師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

124 邱○霞 職能治療師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

125 蔡○元 物理治療師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126 高○為 物理治療師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127 沈○真 護理師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128 蔡○雯 護理師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129 林○晴 物理治療師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130 王○宇 物理治療師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131 陳○瑩 護理師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132 蔡○諭 事務員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133 許○瑋 職能治療師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134 曾○鈴 職能治療師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135 王○宏 職能治療師 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136 許○如 護理師 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137 田○禎 管理師 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138 蘇○雅 物理治療師 板新醫院

139 陳○豪 物理治療師 板新醫院

140 邢○儀 護理長 板新醫院

141 黃○晨 物理治療師 廣川醫院

142 林○慧 督導長 三軍總醫院

143 陳○茹 物理治療師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144 陳○英 物理治療師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145 王○博 職能治療師 台安醫院

146 林○壕 職能治療師 私立台安醫院

147 蘇○姜 運動防護師 長庚醫院

148 劉○瑋 職能治療師 宏昇診所

149 廖○閔 職能治療師 輔大診所

150 李○騏 物理治療師 輔大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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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郭○辰 職能治療師 德美診所

152 蔡○蓮 護士 鄭骨科耳鼻喉科

153 丁○仁 物理治療師 鄭骨科耳鼻喉科

154 李○芳 技術部主任 家豐診所

155 鄭○翔 職能治療師 紹善診所

156 許○婕 物理治療生 恩典復健科診所

157 黃○ 職能治療師 元康精神護理之家

158 陳○婉 護理師 衡安護理之家

159 呂○達 副秘書長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160 江○勳 教練 仁人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161 張○謙 教練 仁人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162 林○安 教練 芮宜健康學堂

163 涂○榮 CEO 芮宜健康學堂

164 侯○次 教育訓練經理 芮宜健康學堂

165 王○宜 BD Manager 芮宜健康學堂

166 王○寧 運動管理師 揚生慈善基金會

167 許○淳 健康管理師 揚生慈善基金會

168 林○緯 主任 揚生慈善基金會

169 洪○明 健康管理師 揚生慈善基金會

170 許○婷 經理 菲特邦健康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71 邱○豪 執行長 菲特邦健康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72 黃○信 博士後研究員 長庚大學

173 蔡○樺 博士後研究員 長庚大學

174 郭○圻 教師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175 蔡○華 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176 王○賢 專任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77 陳○蓉 教授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78 陳○ 兼任講師 國立體育大學

179 蔡○雀 副教授兼主任 國立體育大學

180 陳○華 助理教授 國立體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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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宋○儀 助理教授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182 方○欣 助理教授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183 林○利 副教授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184 方○隆 兼任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

185 蘇○文 講師 中國文化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