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職務別 區域 投票縣市

1 000001 卞秀娟 營養師 中區 台中市

2 000355 歐陽鍾美 營養師 北區 新竹市

3 000385 蕭雅純 醫師 北區 新竹市

4 007479 謝嘉文 護理師 北區 新竹市

5 011860 林曉君 營養師 北區 新竹市

6 000012 鄭淑芬 護理師 南區 高雄市

7 000016 王惠芳 護理師 中區 彰化縣

8 000017 王朝弘 醫師 北市 台北市

9 000066 李亭儀 醫師 北市 台北市

10 000070 李淳權 醫師 北市 台北市

11 000083 杜思德 醫師 中區 彰化縣

12 000086 沈家琳 護理師 南區 台南市

13 000089 汪宜靜 護理師 北市 台北市

14 000113 林時逸 醫師 中區 台中市

15 000114 林紋琴 護理師 南區 高雄市

16 000117 朱志勳 醫師 南區 高雄市

17 000128 邱妃杏 護理師 北市 台北市

18 000137 施孟涵 護理師 北區 桃園市

19 000152 徐慧君 護理師 南區 屏東縣

20 000191 莊世玟 營養師 北區 新北市

21 000195 莊峻鍠 醫師 北區 桃園市

22 000210 許惠恒 醫師 中區 台中市

23 000250 陳美櫻 營養師 中區 彰化縣

24 000252 陳紋慧 營養師 中區 彰化縣

25 000255 陳淑娟 護理師 南區 高雄市

26 000259 陳榮興 醫師 中區 台中市

27 000295 黃桂蘭 護理師 北區 桃園市

28 000326 葉桂梅 護理師 中區 台中市

29 000360 滕玉鳳 護理師 南區 高雄市

30 000366 蔡明燕 護理師 南區 台南市

31 000370 蔡玲貞 營養師 中區 彰化縣

32 000410 簡銘男 醫師 北市 台北市

33 000423 鐘惠如 護理師 南區 台南市

34 000451 張美珍 護理師 北市 台北市

35 000458 李秀利 營養師 東區 宜蘭縣

36 000493 劉秀珍 護理師 中區 台中市

37 000555 郎惠芬 營養師 中區 台中市

38 000557 游欣亭 營養師 中區 彰化縣

39 000572 陳思羽 護理師 北市 台北市

40 000579 謝惠敏 營養師 中區 台中市

41 000582 吳篤安 醫師 東區 花蓮縣

42 000591 謝明家 醫師 中區 台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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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000595 賴金蓮 營養師 中區 台中市

44 000641 陳榮福 醫師 南區 高雄市

45 000644 何正 醫師 南區 嘉義縣

46 000658 蕭璧容 醫師 南區 高雄市

47 000662 劉鳳炫 醫師 北區 桃園市

48 000682 陳光文 醫師 北區 桃園市

49 000684 黃雪晶 醫師 北區 基隆市

50 000796 許慧雅 營養師 南區 高雄市

51 000827 李麒麟 醫師 北區 桃園市

52 000850 謝靜蓉 醫師 南區 屏東縣

53 000851 盧永川 醫師 南區 高雄市

54 000906 黃月秋 護理師 東區 台東縣

55 000920 張智仁 醫師 南區 嘉義市

56 001002 柳素燕 護理師 南區 台南市

57 001035 林國誠 營養師 中區 台中市

58 001075 黃建寧 醫師 中區 台中市

59 001078 林素瓊 護理師 北市 台北市

60 001094 游慧宜 醫師 南區 嘉義市

61 001200 賴良宗 醫師 中區 雲林縣

62 001202 李櫻美 護理師 南區 屏東縣

63 001277 廖培湧 醫師 中區 彰化縣

64 001380 陳清助 醫師 中區 台中市

65 001396 郭錦松 醫師 北市 台北市

66 001399 蘇景傑 醫師 北區 新北市

67 001405 沈淑芬 護理師 南區 嘉義市

68 001423 曾錦瑋 護理師 南區 高雄市

69 001435 謝昌勳 醫師 北市 台北市

70 001528 林秀珠 護理師 南區 高雄市

71 001535 洪碧蓮 護理師 北區 新北市

72 001555 陳華芬 醫師 北區 新北市

73 001574 梁秀美 護理師 北區 桃園市

74 001701 謝安慈 醫師 北區 新北市

75 001971 黃蕙茹 護理師 南區 嘉義縣

76 002011 蔡瑞娥 營養師 南區 屏東縣

77 002012 李奕德 醫師 中區 台中市

78 002175 高瑜 護理師 中區 台中市

79 002310 郭秦君 護理師 南區 高雄市

80 002377 梁綉鈴 護理師 南區 高雄市

81 002383 許上人 醫師 中區 彰化縣

82 002415 黃雅雪 護理師 南區 嘉義市

83 002488 曾競鋒 醫師 南區 屏東縣

84 002636 洪鈴鈺 護理師 北區 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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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002782 蘇淑萍 護理師 南區 高雄市

86 002941 范姜玉珍 護理師 中區 台中市

87 003181 馬世明 醫師 北市 台北市

88 003185 王懿萱 護理師 東區 花蓮縣

89 003395 朱嘉琳 護理師 北市 台北市

90 003489 陳柏瑞 醫師 東區 宜蘭縣

91 003561 陳巧雲 護理師 中區 彰化縣

92 003648 劉聿芬 護理師 北市 台北市

93 003690 施玲娟 護理師 中區 南投縣

94 003727 祁安琪 營養師 北市 台北市

95 003900 胡孟君 護理師 北區 桃園市

96 003980 黃于軒 護理師 中區 彰化縣

97 003982 謝春福 醫師 離島 連江縣

98 004116 金美雲 營養師 北區 新北市

99 004262 劉松臻 醫師 北市 台北市

100 004266 張蕊仙 護理師 北區 苗栗縣

101 004327 王舒儀 醫師 中區 彰化縣

102 004523 陳宏麟 醫師 中區 南投縣

103 004787 楊宜青 醫師 南區 台南市

104 004870 鄭巧雯 護理師 南區 台南市

105 004892 詹紹華 護理師 南區 台南市

106 004900 周采潔 護理師 中區 雲林縣

107 005003 王治元 醫師 中區 雲林縣

108 005125 歐弘毅 醫師 南區 台南市

109 005126 林怡貞 護理師 南區 高雄市

110 005140 陳秀菊 藥師 中區 台中市

111 005187 鄭卉妤 護理師 中區 南投縣

112 005368 羅慶徽 醫師 東區 花蓮縣

113 005407 楊宜瑱 醫師 中區 台中市

114 005419 孫秋月 護理師 北區 桃園市

115 005609 葉曉芸 護理師 南區 嘉義縣

116 006394 翁紹紋 醫師 南區 高雄市

117 006460 財秀玲 護理師 北市 台北市

118 006469 陳煥文 醫師 東區 宜蘭縣

119 006523 黃信揚 醫師 東區 台東縣

120 006773 張淑倫 護理師 中區 台中市

121 006970 王端玲 營養師 南區 台南市

122 006992 劉巧雲 營養師 北區 新竹縣

123 007420 江珠影 醫師 北區 新北市

124 007446 陳品汎 醫師 南區 嘉義縣

125 007458 沈宜靜 醫師 中區 台中市

126 007495 許綺彣 護理師 南區 台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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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007611 李建興 醫師 北市 台北市

128 007837 劉苑菁 護理師 東區 宜蘭縣

129 008427 林春杏 護理師 北市 台北市

130 008708 柯妏虹 護理師 北區 新北市

131 008995 張琬琦 護理師 中區 台中市

132 009081 李仁鳳 營養師 南區 高雄市

133 009109 陳敏玲 醫師 北區 新北市

134 009154 吳忠擇 醫師 北區 新北市

135 009738 鄭勇彥 醫師 中區 南投縣

136 009775 王萸薇 護理師 北區 基隆市

137 009806 蔡雅萍 護理師 北區 新北市

138 009970 田凱仁 醫師 南區 台南市

139 010007 洪晧彰 醫師 南區 台南市

140 010010 曾耀賢 醫師 中區 台中市

141 010145 林寶美 護理師 北市 台北市

142 010154 林嘉鴻 醫師 北區 桃園市

143 010251 彭雅渂 營養師 北區 苗栗縣

144 010339 呂介華 醫師 北市 台北市

145 010591 丁瑋信 醫師 北市 台北市

146 010668 焦鈺茹 藥師 北市 台北市

147 010669 李珮禎 護理師 北市 台北市

148 011025 羅筱榕 護理師 北區 苗栗縣

149 011060 李美月 醫師 南區 高雄市

150 011079 陳瑩憓 護理師 中區 雲林縣

151 011081 王俊興 醫師 中區 台中市

152 011160 羅文一 醫師 北區 新北市

153 011341 李晏慈 護理師 中區 彰化縣

154 013154 林佳璇 營養師 南區 屏東縣

155 013162 余宜叡 醫師 中區 彰化縣

156 013290 羅詩晴 營養師 中區 台中市

157 013393 莊世旻 醫師 北市 台北市

158 013449 陳芃如 醫師 中區 彰化縣

159 014165 李靜茹 護理師 中區 台中市

160 014234 莊琬琦 醫師 南區 高雄市

161 014753 許純嘉 營養師 中區 彰化縣

162 014772 歐蘊寧 營養師 北市 台北市

163 014872 傅家保 醫師 中區 台中市

164 014934 蔡易婷 醫師 中區 台中市

165 015245 吳文焜 藥師 南區 屏東縣

166 015301 葉羽真 護理師 北區 新北市

167 015314 吳文寶 護理師 北區 新竹縣

168 015325 梁怡鈴 醫師 中區 雲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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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015458 賈婷文 營養師 中區 台中市

170 015919 徐瑋壕 醫師 南區 高雄市

171 016549 林景翰 醫師 南區 台南市

172 016610 張輝鵬 醫師 北區 桃園市

173 016611 楊麗君 護理師 北區 桃園市

174 016680 劉智軒 醫師 北市 台北市

175 016814 王奕山 藥師 中區 彰化縣

176 017197 龔美文 護理師 中區 台中市

177 017412 黃筱菲 營養師 北區 新北市

178 017444 曾兆麗 營養師 中區 南投縣

179 017566 黃嘉崙 醫師 離島 澎湖縣

180 017603 蔡嘉仁 醫師 南區 高雄市

181 017843 李婉茹 護理師 南區 台南市

182 018482 許惠春 醫師 北區 新北市

183 018928 李漢威 醫師 離島 金門縣

184 019170 溫緯倫 醫師 南區 高雄市

185 019731 張凱傑 醫師 北區 新北市

186 019806 張淑媚 護理師 北區 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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