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名序號 報考審核通過名單 報考人姓名 執業機構 執業類別1 第1場(09:20-10:40) 戴秀芳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護理師(士)2 第1場(09:20-10:40) 何雲仙 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 護理師(士)3 第1場(09:20-10:40) 鄧淑姬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護理師(士)4 第1場(09:20-10:40) 陳佩如 新北市私立廣權老人養護中心 護理師(士)5 第1場(09:20-10:40) 甘禮維 弘一診所 醫師6 第1場(09:20-10:40) 李郁 輔大診所 護理師(士)7 第1場(09:20-10:40) 陳佳伶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護理師(士)8 第1場(09:20-10:40) 廖本智 亞東醫院 醫師9 第1場(09:20-10:40) 陳國慶 亞東醫院 醫師10 第1場(09:20-10:40) 蔡萬全 亞東醫院 醫師11 第1場(09:20-10:40) 林昌德 王林小兒科診所 護理師(士)12 第1場(09:20-10:40) 楊凱迪 亞東醫院 醫師13 第1場(09:20-10:40) 林小敏 宏生診所 護理師(士)14 第1場(09:20-10:40) 蔡淑娟 新北市中和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15 第1場(09:20-10:40) 蔡丰嘒 惠恩診所 醫師16 第1場(09:20-10:40) 黃啟銘 惠恩診所 醫師17 第1場(09:20-10:40) 洪麗婷 新北市八里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18 第1場(09:20-10:40) 何天民 亞東醫院 醫師19 第1場(09:20-10:40) 黃惠美 亞東醫院 護理師(士)20 第1場(09:20-10:40) 林秘生 衛生福利部台北醫院 醫師21 第1場(09:20-10:40) 黃佳麗 新北市永和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22 第1場(09:20-10:40) 莊友瑜 新北市蘆洲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23 第1場(09:20-10:40) 李建霖 亞東醫院 醫師24 第1場(09:20-10:40) 曾家柔 新北市中和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25 第1場(09:20-10:40) 李麗俐 台北慈濟醫院 藥師(藥劑生)26 第1場(09:20-10:40) 謝鳳蘭 信德診所 護理師(士)27 第1場(09:20-10:40) 張雅絜 建安診所 護理師(士)28 第1場(09:20-10:40) 杜蕙君 新北市萬里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29 第1場(09:20-10:40) 石偉雲 嘉齡診所 護理師(士)30 第1場(09:20-10:40) 高嘉蓮 蔡正平耳鼻喉科聯合診所 護理師(士)31 第2場(10:50-12:10) 何思瑩 亞東醫院 護理師(士)32 第2場(10:50-12:10) 康竣崴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藥師(藥劑生)33 第2場(10:50-12:10) 陳佩珊 中和班廷謝安慈診所 護理師(士)34 第2場(10:50-12:10) 丁大元 丁大元診所 醫師35 第2場(10:50-12:10) 謝宜晴 至祥診所 護理師(士)36 第2場(10:50-12:10) 何兆芬 何兆芬健康診所 醫師37 第2場(10:50-12:10) 郭蔭庭 亞東醫院 醫師38 第2場(10:50-12:10) 黃俐文 亞東醫院 醫師39 第2場(10:50-12:10) 吳宏旻 大川藥局 藥師(藥劑生)40 第2場(10:50-12:10) 王晨珉 板橋榮譽國民之家 護理師(士)41 第2場(10:50-12:10) 潘素珍 板橋榮家 護理師(士)42 第2場(10:50-12:10) 蘇思涵 台北慈濟醫院 護理師(士)43 第2場(10:50-12:10) 張妙而 信德診所 醫師44 第2場(10:50-12:10) 陳家榕 三峽敏家診所 護理師(士)45 第2場(10:50-12:10) 凃仲鍇 台北聖仁皮膚科診所/板橋信德診所（支援） 藥師(藥劑生)46 第2場(10:50-12:10) 翁資閔 亞東醫院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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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序號 報考審核通過名單 報考人姓名 執業機構 執業類別47 第2場(10:50-12:10) 葉俞君 亞東醫院 醫師48 第2場(10:50-12:10) 陳淑靜 國軍花蓮總醫院 護理師(士)49 第2場(10:50-12:10) 鄧承恩 中祥醫院 醫師50 第2場(10:50-12:10) 黃郁庭 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藥師(藥劑生)51 第2場(10:50-12:10) 張劭璿 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藥師(藥劑生)52 第2場(10:50-12:10) 馮彥霖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醫師53 第2場(10:50-12:10) 邱麗霞 北大診所 護理師(士)54 第2場(10:50-12:10) 邱詩芸 東勢福倫藥局 藥師(藥劑生)55 第3場(13:50-15:10) 張綈曼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護理師(士)56 第3場(13:50-15:10) 謝玉珍 廣川醫院 護理師(士)57 第3場(13:50-15:10) 王玉芬 麗暘診所 護理師(士)58 第3場(13:50-15:10) 莊文博 亞東醫院 醫師59 第3場(13:50-15:10) 莊宗達 亞東醫院 醫師60 第3場(13:50-15:10) 劉桑杏 禾馨民權婦幼診所 護理師(士)61 第3場(13:50-15:10) 林姿吟 至祥診所 護理師(士)62 第3場(13:50-15:10) 馮智滿 溪崑藥局 藥師(藥劑生)63 第3場(13:50-15:10) 鄭語皓 祥恩診所 醫師64 第3場(13:50-15:10) 古佩容 王曜庭診所 護理師(士)65 第3場(13:50-15:10) 王曜庭 王曜庭診所 醫師66 第3場(13:50-15:10) 林晉賢 亞東醫院 醫師67 第3場(13:50-15:10) 陳郁心 博美皮膚科診所 護理師(士)68 第3場(13:50-15:10) 徐愷翔 亞東醫院 醫師69 第3場(13:50-15:10) 陳雅萍 新北市五股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70 第3場(13:50-15:10) 曾博郁 亞東醫院 醫師71 第3場(13:50-15:10) 黃靜怡 新北市平溪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72 第3場(13:50-15:10) 盧俊仲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 醫師73 第3場(13:50-15:10) 蔡欣儀 板橋榮譽國民之家 護理師(士)74 第3場(13:50-15:10) 石安汝 板橋榮家 護理師(士)75 第3場(13:50-15:10) 黃碩彥 後埔永江診所 醫師76 第3場(13:50-15:10) 曾秀蜂 台北信安診所 護理師(士)77 第3場(13:50-15:10) 吳泓彥 亞東醫院 醫師78 第3場(13:50-15:10) 黃雅妮 信德診所 護理師(士)79 第3場(13:50-15:10) 蔡承諺 信德診所 醫師80 第3場(13:50-15:10) 王宗聖 尚安診所 醫師81 第3場(13:50-15:10) 鄭仕程 鄭仕程診所 醫師82 第3場(13:50-15:10) 黃宥瑄 安立診所 護理師(士)83 第3場(13:50-15:10) 羅于姍 中祥醫院 營養師84 第4場(15:20-16:40) 阮淑蘭 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 護理師(士)85 第4場(15:20-16:40) 林溰葶 新北市土城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86 第4場(15:20-16:40) 方家彗 新北市土城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87 第4場(15:20-16:40) 陳彥而 臺北市士林區健康服務中心 護理師(士)88 第4場(15:20-16:40) 吳彦雯 亞東醫院 醫師89 第4場(15:20-16:40) 許榮城 亞東醫院 醫師90 第4場(15:20-16:40) 林姵辰 新北市汐止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91 第4場(15:20-16:40) 陳育鈴 新北市汐止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92 第4場(15:20-16:40) 王盈婷 新北市汐止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93 第4場(15:20-16:40) 柯欣榮 亞東醫院 醫師94 第4場(15:20-16:40) 陳運淇 亞東醫院 醫師95 第4場(15:20-16:40) 黃欣儀 陳榮泰小兒科診所 護理師(士)



報名序號 報考審核通過名單 報考人姓名 執業機構 執業類別96 第4場(15:20-16:40) 徐世平 亞東醫院 醫師97 第4場(15:20-16:40) 潘思宇 亞東醫院 醫師98 第4場(15:20-16:40) 薛凱䔉 新北市鶯歌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99 第4場(15:20-16:40) 邱筱鈞 新北市鶯歌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100 第4場(15:20-16:40) 彭渝森 亞東醫院 醫師101 第4場(15:20-16:40) 白玫芬 亞東醫院 醫師102 第4場(15:20-16:40) 秦子昌 仁康診所 醫師103 第4場(15:20-16:40) 王麗月 新店耕莘醫院 醫師104 第4場(15:20-16:40) 黃明智 人人診所 醫師105 第4場(15:20-16:40) 王嘉興 王嘉興診所 醫師106 第4場(15:20-16:40) 王澤榮 澤生診所 醫師107 第4場(15:20-16:40) 李偉鈴 新北市板橋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108 第4場(15:20-16:40) 黃威詔 麗暘診所 醫師109 第4場(15:20-16:40) 鄧愛珠 祥和診所 護理師(士)110 第4場(15:20-16:40) 林依亭 祥和診所 醫師111 第4場(15:20-16:40) 黃梅雲 怡和醫院 護理師(士)112 第4場(15:20-16:40) 李明昶 新北市永和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113 第4場(15:20-16:40) 林味鈴 新北市永和區衛生所 護理師(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