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臺灣醫院整合醫學醫學會

會員名單

會員編號 姓名 服務機關
0001 方基存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002 余忠仁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0003 吳義勇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0004 洪冠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新竹分院

0005 許惠恒 臺中榮民總醫院

0006 盛望徽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0007 方冠傑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0008 王永志 三軍總醫院

0009 王旭輝 亞東紀念醫院

0010 王俊隆 臺中榮民總醫院

0011 王崇任 亞東紀念醫院

0012 江宗達 三軍總醫院

0013 吳一恆 聯新國際醫院

0014 吳逸騹 國軍花蓮總醫院

0015 巫炳峰 臺北榮民總醫院

0016 李吉泰 亞東紀念醫院

0017 李昂澤 臺中榮民總醫院

0018 汪靖勛 三軍總醫院

0019 林世昌 國泰綜合醫院

0020 林育任 三軍總醫院

0021 林宗豪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022 林宛姿 臺中榮民總醫院

0023 林盈光 聯新國際醫院

0024 林高章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0025 林偉弘 國泰綜合醫院

0026 林得美 聯新國際醫院

0027 林惠紋 亞東紀念醫院

0028 林裕峯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0029 施長慶 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0030 洪志聖 國泰綜合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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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洪俊銘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0032 胡豪夫 聯新國際醫院

0033 倪敏翔 國泰綜合醫院

0034 翁林睿 聯新國際醫院

0035 張芳綺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0036 張煥禎 聯新國際醫院

0037 曹彥博 臺北榮民總醫院

0038 許博順 三軍總醫院

0039 許甯傑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0040 郭泓毅 國泰綜合醫院

0041 郭漢岳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新竹分院

0042 陳怡君 聯新國際醫院

0043 陳抱宇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0044 陳保中 三軍總醫院

0045 陳信佑 國泰綜合醫院

0046 陳彥霖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0047 陳煥昇 聯新國際醫院

0048 傅彬貴 臺中榮民總醫院

0049 曾家琳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0050 曾智偉 臺中榮民總醫院

0051 黃于珊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新竹分院

0052 黃忠智 聯新國際醫院

0053 黃俊達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0054 黃昱彰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055 黃鼎鈞 國泰綜合醫院

0056 楊士豪 臺北榮民總醫院

0057 楊志尊 聯新國際醫院

0058 楊佳鈴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0059 楊為舜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新竹分院

0060 葉昶宏 高雄榮民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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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趙家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北護分院

0062 劉守璿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063 劉佳穎 亞東紀念醫院

0064 蔡宏斌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0065 蔡易婷 臺中榮民總醫院

0066 蔡炘儒 臺中榮民總醫院

0067 樹金忠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0068 賴重佑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0069 謝國洲 聯新國際醫院

0070 鍾牧圻 臺中榮民總醫院

0071 邊建榮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新竹分院

0072 羅力瑋 臺北榮民總醫院

0073 鄒居霖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0074 許智偉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0075 張珽詠 臺北榮民總醫院

0076 張釗慎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0077 林孟熲 國軍臺中總醫院

0078 蕭輝哲 敏盛綜合醫院

0079 徐萬夫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0080 顏介立 桃園長庚醫院

0081 林仲甫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082 黃琛瑋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0083 詹于慧 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0084 蔡宣致 國軍臺中總醫院

0085 陳世彬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0086 蔡淑怡 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0087 黃信凱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0088 張純誠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0089 吳孟杰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0090 劉聰勳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第 3 頁



社團法人臺灣醫院整合醫學醫學會

會員名單

會員編號 姓名 服務機關
0091 林德福 大千綜合醫院

0092 張立建 國軍臺中總醫院

0093 楊睿璿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新竹分院

0094 陳威廷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0095 廖健富 台北慈濟醫院

0096 陳楷文 國軍花蓮總醫院

0097 蘇志偉 國軍花蓮總醫院

0098 李育庭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0099 柯皓文 桃園長庚醫院

0100 陳滄淇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0101 劉斯逸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0102 高望榮 高雄榮民總醫院

0103 高晨育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0104 謝明諭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0105 杜明晃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0106 鄭惟太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0107 林益卿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0108 王丕傑 博仁綜合醫院

0109 劉志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新竹分院

0110 吳沂達 臺中榮民總醫院

0111 羅融融 亞東紀念醫院

0112 陳柏勳 臺中榮民總醫院灣橋分院

0113 黃儀倢 臺中榮民總醫院

0114 曾祥洸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0115 蔡昇翰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0116 盧威達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0117 曾瑞成 高雄榮民總醫院

0118 陳爾倫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0119 李國新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0120 劉亮廷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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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1 邱奕瑞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0122 張芳維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0123 陳俊吉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0124 吳瑞欣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0125 羅章翰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0126 黃嘉崙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0127 王良財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0128 莊富凱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0129 葉育凱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0130 陳軍廷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0131 吳聲政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0132 陳文林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0133 鄭旭智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0134 蔡秀婷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0135 楊恒幸 高雄榮民總民醫院臺南分院

0136 王泰元 高雄榮民總民醫院臺南分院

0137 馮毓文 高雄榮民總民醫院臺南分院

0138 高銘海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0139 蔡俊彬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0140 黃崧溪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新竹分院

0141 謝孟亨 桃園長庚醫院

0142  楊展庚 桃園長庚醫院

0143 方燕楠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0144  丁施文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0145 郭泓頡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0146 李禎祥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0147 沈中直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0148 蔡承恩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0149 林炯佑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0150 章忠謨 國泰綜合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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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1 楊秉勳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0152 楊博任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0153 朱淯銘 國泰綜合醫院

0154 林玉怡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0155 高智泉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0156 廖偉志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0157 陳志銘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0158 鄭聖翰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0159 林國璽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0160 戴佩雯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0161 林冠宏 台北慈濟醫院

0162 陳亨翔 台北慈濟醫院

0163 陳建廷 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0164 林金鵬 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0165 龔律至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0166 林縵婷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0167 劉承昆 敏盛綜合醫院

0168 周威宇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169 張展源 國軍花蓮總醫院

0170 張重昱 臺北榮民總醫院

0171 劉至民 臺北榮民總醫院

0172 黃政斌 臺北榮民總醫院 新竹分院

0173 劉政傑 臺北榮民總醫院 新竹分院

0174 林峻宇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0175 王定宇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0176 林書永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0177 姜冠宇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0178 徐煥倫 聯新國際醫院

0179 陳建隆 聯新國際醫院

0180 張鵬浩 桃園長庚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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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1 李忠恕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182 沈世閔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183 陳冠宇 三軍總醫院

0184 賴學緯 三軍總醫院

0185 陳宣位 三軍總醫院

0186 陳建宏 高雄榮民總民醫院臺南分院

0187 陳進旺 高雄榮民總民醫院臺南分院

0188 傅志宣 亞東紀念醫院

0189 黃士銘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0190 黃聖瑋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0191 黃駿豐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0192 蕭凱宇 國軍臺中總醫院

0193 王定偉 國軍臺中總醫院

0194 廖丞晞 國軍臺中總醫院

0195 楊喻捷 國軍臺中總醫院

0196 江奕翰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0197 許育維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0198 葉大全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0199 張懷仁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0200 李瑞庭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0201 林大欽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0202 黃敍愷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0203 劉韋廷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0204 吳俊漢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0205 葉富強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0206 楊智仁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0207 王家麒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0208 楊昀峻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0209 蘇泓源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0210 黃建賢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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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1 黃元甫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0212 王孝為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0213 吳宗叡 國軍花蓮總醫院

0214 陳典佑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0215 翁志仁 敏盛綜合醫院

0216 陳垚生 高雄榮民總醫院

0217 林文仁 高雄榮民總醫院

0218 羅崇誠 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分院

0219 蘇輝明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0220 黃朝麟 敏盛綜合醫院

0221 洪國欽 敏盛綜合醫院

0222 周琰璉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0223 王宇平 臺北榮民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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