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名序號 報考場次 報考人姓名 執業機構 執業類別1 第1場(09:20-10:40) 蔡丰嘒 惠恩診所 醫師2 第1場(09:20-10:40) 黃啟銘 惠恩診所 醫師3 第1場(09:20-10:40) 王玗青 無 護理師(士)4 第1場(09:20-10:40) 蘇心慈 安立診所 護理師(士)5 第1場(09:20-10:40) 張寬頡 安濟診所 醫師6 第1場(09:20-10:40) 鄭永青 慈德聯合診所 醫師7 第1場(09:20-10:40) 莊明璟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藥師(藥劑生)8 第1場(09:20-10:40) 林小敏 宏生診所 護理師(士)9 第1場(09:20-10:40) 楊淳宇 祐生診所 護理師(士)10 第1場(09:20-10:40) 陳盟方 蘆洲成功耳鼻喉科診所 醫師11 第1場(09:20-10:40) 林依蓓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營養師12 第1場(09:20-10:40) 鄧淑姬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護理師(士)13 第1場(09:20-10:40) 林建宇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 醫師14 第1場(09:20-10:40) 李秋妹 亞東紀念醫院 護理師(士)15 第1場(09:20-10:40) 陳怡文 益民醫院 營養師16 第1場(09:20-10:40) 鄭盟儒 衛福部臺北醫院 醫師17 第1場(09:20-10:40) 陳冠樺 台大醫院 醫師18 第1場(09:20-10:40) 李修銓 亞東紀念醫院 醫師19 第1場(09:20-10:40) 邱昱偉 亞東紀念醫院 醫師20 第1場(09:20-10:40) 葉衍廷 亞東紀念醫院 醫師21 第2場(10:50-12:10) 曾炳憲 亞東紀念醫院 醫師22 第2場(10:50-12:10) 沈靜怡 臺北市士林區健康服務中心 營養師23 第2場(10:50-12:10) 蔡淑娟 新北市中和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24 第2場(10:50-12:10) 莊賢良 樂生療養院 醫師25 第2場(10:50-12:10) 黃春桃 定安診所 護理師(士)26 第2場(10:50-12:10) 賴聖穎 德河聯合診所 護理師(士)27 第2場(10:50-12:10) 洪麗婷 新北市八里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28 第2場(10:50-12:10) 李順隆 安濟診所 醫師29 第2場(10:50-12:10) 王姍雅 安濟診所 護理師(士)30 第2場(10:50-12:10) 林亭儀 汐止國泰醫院 藥師(藥劑生)31 第2場(10:50-12:10) 姜美蓮 博智診所 護理師(士)32 第2場(10:50-12:10) 林武甫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醫師33 第2場(10:50-12:10) 張芠姿 新北市中和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34 第2場(10:50-12:10) 何虹兒 博智診所 醫師35 第2場(10:50-12:10) 吳怡香 北大診所 護理師(士)36 第2場(10:50-12:10) 陳伊凡 博民診所 護理師(士)37 第2場(10:50-12:10) 楊惟鈞 愛林鑫北診所 醫師38 第2場(10:50-12:10) 余依靜 基隆長庚醫院 醫師39 第2場(10:50-12:10) 吳曉芳 永和耕莘醫院 護理師(士)40 第2場(10:50-12:10) 郭蔭庭 亞東紀念醫院 醫師41 第3場(13:50-15:10) 徐若婷 新北市石門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42 第3場(13:50-15:10) 林婉渝 新北市三重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43 第3場(13:50-15:10) 陳妍君 新北市永和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44 第3場(13:50-15:10) 彭慧萍 新北市永和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45 第3場(13:50-15:10) 黃春萍 新北市永和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46 第3場(13:50-15:10) 陳翠莉 新北市永和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47 第3場(13:50-15:10) 林昀嬃 樂生療養院 醫師48 第3場(13:50-15:10) 賴威廷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醫師49 第3場(13:50-15:10) 吳孟穎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護理師(士)50 第3場(13:50-15:10) 謝孟芸 保順聯合診所 醫師51 第3場(13:50-15:10) 王宗聖 尚安診所 醫師52 第3場(13:50-15:10) 高鑀瑄 陳森豊診所 醫師53 第3場(13:50-15:10) 曹為霖 維霖內科診所 醫師54 第3場(13:50-15:10) 黃宥瑄 安立診所 護理師(士)55 第3場(13:50-15:10) 黃靜怡 新北市平溪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56 第3場(13:50-15:10) 蔡卓城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 醫師57 第3場(13:50-15:10) 鍾宜臻 博昇藥局 藥師(藥劑生)58 第3場(13:50-15:10) 林致君 林漢邦診所 護理師(士)59 第3場(13:50-15:10) 張綈曼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護理師(士)

108年4月24日新北市糖尿病共照網認證第2梯次電腦考試報考審核通過名單



報名序號 報考場次 報考人姓名 執業機構 執業類別108年4月24日新北市糖尿病共照網認證第2梯次電腦考試報考審核通過名單60 第3場(13:50-15:10) 謝佳蓁 馥齡診所 護理師(士)61 第3場(13:50-15:10) 王玄如 安禾診所 護理師(士)62 第3場(13:50-15:10) 陳光宏 蘆洲成功耳鼻喉科診所 醫師63 第3場(13:50-15:10) 王南凱 正和診所 醫師64 第3場(13:50-15:10) 羅毓華 新北市新店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65 第3場(13:50-15:10) 羅筆婷 新北市萬里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66 第3場(13:50-15:10) 杜宗明 亞東紀念醫院 醫師67 第3場(13:50-15:10) 廖文嘉 立安診所 醫師68 第3場(13:50-15:10) 許永政 王嘉興診所 醫師69 第3場(13:50-15:10) 蔡信義 博昇藥局 藥師(藥劑生)70 第4場(15:20-16:40) 范恩嬿 謝安慈診所 護理師(士)71 第4場(15:20-16:40) 劉子瑋 護康診所 醫師72 第4場(15:20-16:40) 林彥佑 新北市新莊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73 第4場(15:20-16:40) 王政皓 新北市新莊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74 第4場(15:20-16:40) 邱筱鈞 新北市鶯歌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75 第4場(15:20-16:40) 江昇達 三軍總醫院 醫師76 第4場(15:20-16:40) 潘德和 葉洪小兒科診所 醫師77 第4場(15:20-16:40) 李偉鈴 新北市五股區衛生所 營養師78 第4場(15:20-16:40) 賴馨儀 新北市林口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79 第4場(15:20-16:40) 簡瑞伶 臺北市北投區健康服務中心 護理師(士)80 第4場(15:20-16:40) 林彥廷 臺北市北投區健康服務中心 護理師(士)81 第4場(15:20-16:40) 傅懌絜 新北市林口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82 第4場(15:20-16:40) 郝璟嘉 新北市八里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83 第4場(15:20-16:40) 吳芃彧 癌症關懷基金會 營養師84 第4場(15:20-16:40) 杜蕙君 新北市萬里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85 第4場(15:20-16:40) 陳麗鳳 和信診所 護理師(士)86 第4場(15:20-16:40) 劉競明 林口長庚醫院 醫師87 第4場(15:20-16:40) 劉美宜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護理師(士)88 第4場(15:20-16:40) 秦子昌 仁康診所 醫師89 第4場(15:20-16:40) 張基業 亞東紀念醫院 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