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屆（2020）參選理事名單

NO 地區 投票縣市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服務機構

1 中區 雲林縣 005003 王治元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2 中區 台中市 011081 王俊興 臺中榮民總醫院

3 中區 彰化縣 016814 王奕山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4 中區 彰化縣 000016 王惠芳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5 中區 彰化縣 004327 王舒儀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6 南區 台南市 009970 田凱仁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7 南區 高雄市 000117 朱志勳 高雄榮民總醫院

8 南區 台南市 018691 朱嘉生 朱嘉生診所

9 中區 彰化縣 013162 余宜叡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10 南區 屏東縣 015245 吳文焜 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

11 南區 台南市 004800 吳至行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12 北區 新北市 009154 吳忠擇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13 北區 新北市 012781 吳明德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迴龍院區)

14 東區 花蓮縣 000582 吳篤安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15 中區 台中市 002012 李奕德 臺中榮民總醫院

16 北市 台北市 000070 李淳權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17 中區 彰化縣 000083 杜思德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18 北市 台北市 000089 汪宜靜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19 中區 台中市 020536 林宜民 宜民診所

20 北市 台北市 011228 林怡君 榮陽安心診所

21 南區 高雄市 006919 林昆德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22 北市 台北市 007385 林亮羽 臺北榮民總醫院

23 中區 台中市 017054 林堅煌 貝麗藥局

24 北區 桃園市 010154 林嘉鴻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25 北市 台北市 010145 林寶美 臺北榮民總醫院

26 北市 台北市 000128 邱妃杏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辦理

27 中區 彰化縣 007866 邱汝慶 慶鴻診所

28 北區 桃園市 000137 施孟涵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29 南區 台南市 001002 柳素燕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30 南區 屏東縣 000152 徐慧君 李洮俊診所

31 離島 金門縣 008587 翁雪蓉 金門縣金沙鎮衛生所

32 北市 台北市 000451 張美珍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33 南區 高雄市 000796 許慧雅 高雄榮民總醫院

34 北區 新北市 000222 郭常勝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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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北市 台北市 001396 郭錦松 臺北榮民總醫院

36 北區 桃園市 000682 陳光文 桃園光文診所

37 中區 南投縣 004523 陳宏麟 陳宏麟診所

38 北區 新北市 009109 陳敏玲 陳敏玲內科診所

39 南區 高雄市 000641 陳榮福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40 北市 台北市 000452 彭惠鈺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41 北市 台北市 000668 曾芬郁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42 南區 屏東縣 002488 曾競鋒 曾競鋒診所

43 中區 台中市 010010 曾耀賢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44 中區 台中市 005407 楊宜瑱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45 中區 南投縣 019440 楊晉州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46 南區 台南市 000709 楊純宜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47 北市 台北市 000657 楊雀戀 臺北榮民總醫院

48 北區 桃園市 000317 楊惠美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49 中區 台中市 000326 葉桂梅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50 中區 台中市 000493 劉秀珍 臺中榮民總醫院

51 南區 台南市 005125 歐弘毅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52 北市 台北市 000363 蔡世澤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53 南區 台南市 000366 蔡明燕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54 北區 桃園市 019744 蔡松昇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55 南區 高雄市 018140 鄧統昌 新宏亞診所

56 南區 高雄市 000380 盧介祥 信義醫療財團法人高雄基督教醫院

57 南區 高雄市 000851 盧永川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58 中區 台中市 000591 謝明家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59 中區 台中市 021119 韓嘉郁 學田診所

60 北市 台北市 000410 簡銘男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61 北區 桃園市 000713 羅福松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62 北市 台北市 000418 蘇秀悅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63 北市 台北市 000775 蘇玲華 醫療財團法人好心肝基金會好心肝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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