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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

召集人
洪焜隆副院長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69號14樓

02-85128888轉21070

02-85128927(秘書室)

邱南昌醫師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社會事業基金會馬偕紀念醫院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92號 02-25433535

何啟生醫師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社會事業基金會馬偕紀念醫院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92號 02-25433535轉2367

黃佳雲醫師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社會事業基金會馬偕紀念醫院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92號 02-25433535

許書菁醫師 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280號 02-27082121轉3572

王麗君醫師 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280號 02-27082121

范碧娟醫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8號 02-23123456

翁妏謹醫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8號 02-23123456轉71618

朱彥儒醫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8號 02-23123456

李旺祚醫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8號 02-23123456

張開屏醫師 臺北榮民總醫院兒童醫學部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201號 02-28757576

許庭榕醫師 臺北榮民總醫院兒童醫學部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201號 02-28757128

林為聖醫師 臺北榮民總醫院兒童醫學部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201號 02-28757576

李宜燕醫師 臺北榮民總醫院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201號 02-28712121

謝孟穎醫師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99號 02-27135211轉3427

蔡明蘭醫師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2號 02-27372181

張  璽醫師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2號 02-27372181

蕭柳青醫師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2號 02-27372181

曾兆麟醫師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424號 02-27718151

張敬文醫師 中山醫療社團法人中山醫院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112巷11號02-27081166

胡智棻醫師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325號 02-87923311轉12341

陳錫洲醫師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325號 02-87923311轉13353

杜戎玨醫師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台北市南港區同德路87號 02-27861288轉8565

黃哲聖醫師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10號4樓 02-27093600

吳常琄醫師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婦幼院區 台北市福州街12號 02-23916471轉1965

陳佩琪醫師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婦幼院區 台北市福州街12號 02-23916471

黃正憲醫師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台北市士林區雨聲街105號 02-28353456

簡穎瑄醫師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台北市鄭州路145號 02-25523234

林明益醫師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台北市士林區文昌路95號 02-28332211

賴映璇醫師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11號 02-29307930

王傳育醫師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02-22490088

周正哲醫師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02-22490088轉2951

郭雲鼎醫師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02-22490088

周彥廷醫師 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醫院永和分院 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80號 02-29286060

陳培濤醫師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02-22193391

林宏琪醫師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399號 02-26723456轉6957

許宸睿醫師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399號 02-26723456轉6957

梁昭鉉醫師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21號 02-89667000

楊明道醫師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21號 02-89667000

蔡文心醫師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北慈濟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89號 02-66289779

王緒斌醫師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北慈濟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89號 02-66289779轉5703

林宜潔醫師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45號 02-28094661

基隆市

專家
江玲美醫師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222號 02-24313131轉6322

林光麟醫師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桃園市龜山區公西村復興街5號 03-3281200

胡美華醫師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桃園市龜山區公西村復興街5號 03-3281200轉8223

林建志醫師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桃園市龜山區公西村復興街5號 03-3281200

洪伯誠醫師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桃園市龜山區公西村復興街5號 03-3281200轉8200

王薏珊醫師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桃園市龜山區公西村復興街5號 03-3281200

周怡君醫師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桃園市龜山區公西村復興街5號 03-3281200

劉正超醫師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1492號 03-3699721轉3508

張寶玲醫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新竹市經國路一段442巷25號 03-5326151轉2701

張兆良醫師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新竹市中華路二段678號 03-5278999轉8081

李松澤醫師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690號 03-6119595

新竹縣

專家
廖宏才醫師 劉信志診所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一路242號1樓 03-5586518

中區

召集人
遲景上副院長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台中市梧棲區台灣大道八段699號 04-26581919轉4116

范洪春醫師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台中市梧棲區台灣大道八段699號 04-26581919

周宜卿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04-22052121轉4641

張鈺孜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04-22052121轉4641

蔡長海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04-22052121轉6031

林聖興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04-22052121轉4638

李秀芬醫師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中榮民總醫院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4段1650號 04-23592525

李英齊醫師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04-24739595

李宜准醫師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中慈濟醫院 台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88號 04-36060666

江國樑醫師 光田綜合醫院沙鹿總院 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117號 04-26625111轉2333

黃婉愉醫師 光田綜合醫院沙鹿總院 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117號 04-26625111

張明裕醫師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化市南校街135號 04-7238595

張通銘醫師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化市南校街135號 04-7238595

黃意評醫師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化市南校街135號 04-7238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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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專家

新竹市

專家

彰化市

專家

新北市

專家

台中市

專家

台北市

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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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心妤醫師 埔里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 南投縣埔里鎮鐵山路1號 049-2912151

趙文崇醫師 埔里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 南投縣埔里鎮鐵山路1號 049-2912151

南區

召集人
鐘育志校長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100號5樓

07-3121101

轉2101-2103

雲林縣

專家
徐文英醫師 偉哲內兒科診所 雲林縣虎尾鎮仁愛路67號 05-6323409

嘉義市

專家
趙崇男醫師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嘉義市忠孝路539號 05-2765041轉8745

王聖凱醫師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嘉義縣大林鎮民生路2號 05-2648000

楊韻璇醫師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6號 05-3621000轉2536

周  琪醫師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06-2812811

賴明琪醫師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06-2812811

杜伊芳醫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台南市北區勝利路138號 06-2353535轉4185

陳俐文醫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台南市北區勝利路138號 06-2353535轉5289

余文豪醫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台南市北區勝利路138號 06-2353535

吳博銘醫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台南市北區勝利路138號 06-2353535

林龍昌醫師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100號 07-3121101轉6509

梁文貞醫師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100號 07-3121101轉6509

洪碧蓮醫師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123號 07-7317123

張瑛玿醫師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123號 07-7317123轉8864

徐美欣醫師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123號 07-7317123

高毓佳醫師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高雄市燕巢區義大路1號 07-6150011

陳珠瑾醫師 高雄榮民總醫院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386號 07-3422121轉5007

黃仕儒醫師 高雄榮民總醫院 高雄市左營區榮總路8巷22號1樓 07-3468203

蔡金燕醫師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162號 07-3351121

涂舫軒醫師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482號
07-8036783

轉3057、3114

屏東縣

專家
黃漢傑醫師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路60號 08-7368686

宜蘭縣

專家
段必純醫師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83號
03-9543131

花蓮縣

專家
賴佩君醫師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三段707號 03-8561825

台東市

專家
張芙曼醫師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台東縣台東市長沙街303巷1號 089-310150

嘉義縣

專家

高雄市

專家

南投縣

專家

台南市

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