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單位
1 吳家輔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
2 張定軒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
3 廖玉琪 馬偕醫院
4 湯珍珍 輔大醫院
5 周書玄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
6 張嘉雄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7 呂宛靜 北榮
8 劉星彤 光田
9 林良宜 和信醫院
10 陳韻如 淡水馬偕醫院藥局
11 藍晶玉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醫院大甲院區
12 許家禎 北榮
13 周千瀅 北榮
14 黃瑩瑀 北榮
15 何沁沁 北榮
16 趙凡琇 北榮
17 盧孟穗 北榮
18 周亭君 北榮
19 王怡凱 北榮
20 林子超 北榮
21 陳寬軒 北榮
22 張齡方 北榮
23 胡晉嘉 北榮
24 陳慶鴻 北榮
25 王苾如 北榮
26 王斯郁 北榮
27 楊明洲 北榮
28 楊子涵 北榮
29 房逸雲 北榮
30 黃亭瑜 陽明大學
31 林佩津 高榮
32 洪碧蓮 高雄榮總
33 何紀嫺 佳生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34 陳宥如 國泰醫院
35 曾素卿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36 龍怡文 台北馬偕醫院藥劑部
37 彭姿蓉 台北慈濟醫院
38 吳安然 台北慈濟醫院藥學部
39 江柏宏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藥劑科
40 簡瑋萱 振興醫院藥學部
41 賴韋婷 振興醫院
42 潘彥霖 振興醫院
43 李宜芸 萬芳醫院
44 鄭桂如 萬芳醫院藥劑部
45 吳婷婷 萬芳醫院
46 郭雅惠 振興醫院
47 廖玲梅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48 常宏傳 振興醫院
49 紀兆寧 振興醫院



50 楊雨哲 康寧醫院
51 林怡伶 待業
52 游佳玲 林口長庚醫院
53 陳琦華 林口長庚醫院藥劑科
54 尤若綺 長庚醫院
55 林昱妏 台灣大學
56 王婷儀 台灣大學
57 林子鈺 長庚醫院
58 李瑋玲 桃園長庚
59 黃千惠 成功大學藥劑部
60 張家雯 桃園長庚
61 張凱程 林口長庚醫院
62 朱相衡 新國民醫院
63 廖珮斐 台北慈濟醫院
64 林冠伶 臺北慈濟醫院
65 蔡旻瑾 台北慈濟醫院
66 羅平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67 陳佩君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68 徐幸愉 陽明大學
69 王平宇 台北慈濟醫院藥學部
70 李雅涵 萬芳醫院
71 劉庭瑋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72 賴妘薇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73 彭鳳宜 花蓮慈濟醫院
74 鐘文英 羅東博愛醫院
75 李蜜 北榮
76 林珈宇 和信醫院
77 劉惠琪 台北慈濟醫院
78 呂宛真 馬偕藥劑部
79 王世遠 馬偕醫院
80 呂建宏 馬偕醫院
81 陳奕志 羅東聖母醫院
82 鄭鳳惠 奇美醫院
83 林宗坤 陽明大學
84 傅鈺翔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85 陳宇照 馬偕紀念醫院
86 劉鳳樟 為恭紀念醫院
87 陳慧珊 馬偕醫院藥劑部
88 劉佳美 張虔熙小兒科
89 王采蘋 馬偕醫院
90 王明業 北榮
91 湯松陵 三軍總醫院
92 蔡惠雲 為恭紀念醫院
93 黃雅筠 新店耕莘醫院
94 秦亞惠 三總
95 溫學琴 馬偕醫院
96 楊季儒 NTUH
97 陳曉 和信醫院
98 焦鈺茹 三軍總醫院
99 林珈伶 馬偕醫院
100 王昕仁 衛福部桃園醫院
101 莊粢甯 耕莘醫院



102 簡銘彣 振興醫院
103 黃姵瑀 振興醫院
104 葉馨智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105 孫尚志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106 丁鈺龍 花蓮慈濟醫院藥學部
107 王國正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108 張景智 陽明大學
109 馮文暄 壢新醫院
110 陳美鈴 振興醫院
111 林南元 和信醫院
112 何振珮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藥學部
113 施心筑 高醫
114 許郁笙 高醫附設醫院藥劑部
115 黃煒婷 高醫藥學所
116 楊為真 藥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