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院醫師臨床教師名單住院醫師臨床教師名單住院醫師臨床教師名單住院醫師臨床教師名單 輪訓科別輪訓科別輪訓科別輪訓科別 臨床教師臨床教師臨床教師臨床教師106097 王銘嶼 1994 一般外科 一般外科 陳耀森107114 李佩玲 2379 中醫部 中醫藥局 林玉茹107675 林婉容 2530 中醫部 中醫傷科 陳泰佑107676 林原禾 2531 中醫部 中醫部 蔡金川 林琬羚107996 周維貞 2562 中醫部 中醫針灸科 倪健航106804 陳奕霖 2207 內科部 MICU 邱建通/許棨逵107685 張哲維 2228 內科部 心臟內科 李統立 曾維功107561 吳聲庭 2475 內科部 感染科 賴重旭107678 曾秉軒 2533 內科部 新陳代謝科 高玉禧107997 吳旻修 2563 內科部 胸腔內科 陳鍾岳107343 陳加榮 2128 外科部 一般外科 蔡明憲107536 吳祐穎 2357 外科部 小兒外科 葉明倫 柯柏瑞108343 麥倖嘉 2662 外科部 一般外科 黃致錕 張博智107726 賴奕廷 2548 耳鼻喉科 耳鼻喉科 黃澤人107085 王義銘 2014 兒童醫學部 兒童醫學部 楊詠甯107344 張靖培 2129 兒童醫學部 兒童醫學部 吳建儀106570 劉賢冠 2155 兒童醫學部 兒童醫學部 蔡育承107083 何俊儀 2169 兒童醫學部 兒童醫學部 鄭詩橤107578 洪晟哲 2182 兒童醫學部 兒童醫學部 林庭逸107686 陳婉茹 2225 兒童醫學部 兒童醫學部 陳利旻107094 王筑瑩 2361 兒童醫學部 兒童醫學部 高毓佳108456 陳琮硯 2672 兒童醫學部 兒童醫學部 林永晟107673 蔡佳龍 2148 泌尿科 泌尿科 凌永耀107115 李彥羲 2380 泌尿科 泌尿科 陳忠賢108342 李日馳 2661 泌尿科 泌尿科 林嘉祥108452 呂政昕 2669 泌尿科 泌尿科 陳毓騏1999 吳振宇 106108 泌尿科 泌尿科 陳毓騏2015 郭威廷 106119 泌尿科 泌尿科 林嘉祥104973 林國軒 1743 急診醫學部 急診醫學部 蔡俊彬107044 詹宏彥 2082 急診醫學部 急診醫學部 陳天長106849 陳國進 2223 急診醫學部 急診醫學部 洪辰民107998 張懿中 2293 急診醫學部 急診醫學部 王瀚儀108450 蔡荏元 2364 急診醫學部 一般外科 游博欽 謝焜州106099 方律涵 1996 胃腸肝膽科 胃腸肝膽科 張吉仰106100 陳子皓 1997 胃腸肝膽科 胃腸肝膽科 張吉仰106592 陳溢松 2145 胃腸肝膽科 胃腸肝膽科 張吉仰108345 徐銘宏 2664 胃腸肝膽科 胃腸肝膽科 張吉仰106587 鄭暐霖 2172 家醫科 整形外科 施翔順107112 林怡君 2377 家醫科 急診醫學部 黃彥璋107116 賴宥錚 2381 家醫科 皮膚科 劉懿珊106557 黃俊穎 2137 核子醫學科 核子醫學科 陳輝墉107091 周詩瑾 2358 核子醫學科 核子醫學科 陳輝墉106556 陳彥文 2136 神經科 神經科 許世斌108449 謝孟倉 2667 神經科 神經科 許世斌106105 林昱成 2002 骨科部 骨科 于尚文106577 謝岱融 2162 骨科部 骨科 杜元坤108453 周學璞 2187 骨科部 急診醫學部 張家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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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醫師臨床教師名單住院醫師臨床教師名單住院醫師臨床教師名單住院醫師臨床教師名單 輪訓科別輪訓科別輪訓科別輪訓科別 臨床教師臨床教師臨床教師臨床教師104年12月104年12月104年12月104年12月姓名工號 科別醫師代碼107087 方啟榮 2355 骨科部 骨科 馬景侯107111 薛宇桓 2376 骨科部 骨科 顏政佑107347 王榮鼎 2403 骨科部 骨科 楊士階108457 鐘本聿 2673 骨科部 骨科 葉日熹106802 邱亮鈞 2205 婦產部 婦產部 張志仰108002 胡馨容 2567 婦產部 婦產部 洪韻翔106621 王偉宇 2180 眼科 眼科 鄭淵宇108451 李昱逵 2668 眼科 眼科 羅云婷107082 李峻豪 2029 麻醉部 麻醉部 陳威宏107118 陳怡婷 2157 麻醉部 麻醉部 陳威宏107680 周葳 2226 麻醉部 麻醉部 施又瑄107042 李靝宇 2297 麻醉部 麻醉部 陳威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