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華 民 國 高 壓 暨 海 底 醫 學 會
ASSOCIATION OF HYPERBARIC AND UNDERSEA MEDICINE,R.O.C.

有效醫師會員 346 人
牛○琪 黃○郁 傅○虎 林○任 龔○玉 游○慶 陳○宏 李○美 陳○裕 陳○龍 曾○寒 胡○銘 陳○翰 王○壽
王○弘 李○昇 陳○恩 蔡○衛 王○宇 陳○澤 邱○偉 吳○欽 牟○竹 鐘○超 詹○翰 陳○挺 高○靈 王○輝
吳○白 詹○聖 李○恆 鄭○明 林○隆 陳○豪 吳○峻 黃○恩 邱○樑 吳○義 林○村 蘇○華 侯○泰 林○德
吳○昌 康○皇 廖○治 鄭○洲 蔡○超 朱○旭 魏○佑 武○安

潘○

謝○倫 丁○穎 田○毅 林○城 葉○凱

李○青 萬○榮 吳○毅 黃○捷 李○奇 謝○洲 鍾○嶂 郭○華 溫○諭 陳○璋 吳○豪 陳○宇 蘇○輝 余○致
李○光 陳○原 夏○椿 覃○士 張○維 劉○東 陳○溫 蕭○晉 鄭○德 吳○翰 沈○成 陳○懋 蔡○喻 鍾○碩
李○民 王○和 黃○怡 王○興 蔡○中 張○人 周○正 洪○遠 陳○宜 高○華 劉○生 陳○谷 郭○宗 黃○旭
李○傑 林○賦 謝○豐 鄭○福 石○彬 陳○宏 王○甫 葉○淳 黃○正 高○國 廖○瑩 鄭○建 羅○郁 余○安
林○彥 張○澎 柯○國 謝○樸 葉○德 邱○弘 吳○傑 洪○源 蔡○諺 王○財 李○倫 陳○安 李○辰 黃○晴
林○榮 孫○伯 張○國 黃○鴻 巫○誠 陳○基 余○光 林○生 陳○榮 應○漢 葉○材 林○家 吳○獻 林○達
郭○泰 袁○仁 陶○偉 李○欣 許○仁 巫○文 李○勇 葉○中 何○芬 張○山 沈○勛 許○勇 江○宜 曾○閔
郭○宏 康○盟 毛○鵬 林○民 白○和 張○傑 劉○亨 廖○志 陳○明 羅○彬 黃○誠 吳○擎 葉○熹 蔡○霖
陳○州 傅○輝 黎○中 劉○忠 李○霖 郭○隆 林○超 孫○文 陳○志 張○宗 羅○山 張○宗 陳○安 姚○光
陳○漢 吳○權 呂○哲 陳○維 吳○衡 陳○勻 陳○峻 林○祥 薛○君 謝○宇 嚴○之 黃○哲 謝○全 羅○智
黃○賢 歐○○如 楊○賢 楊○強 羅○基 徐○琳 李○行 陳○旻 吳○廷 郭○良 莊○凱 林○瑋 周○茂 朱○羣
蕭○樺 虞○堯 林○宗 黃○寓 彭○狄 鄺○雁

劉○

張○岳 沈○浩 彭○澤 王○政 林○哲 吳○融 林○堂

簡○賢 王○明 黃○帥 潘○誠 林○輝 張○程 顧○敏 王○傑 李○翔 陳○音 李○忠 陳○潔 陳○翰 劉○希
翁○能 程○兒 黃○揚 楊○銘 陳○暄 陳○達 蔡○平 蕭○慧 蕭○聰 沈○群 王○為 何○生 李○泰 潘○宏
蔣○聰 何○櫻 張○幸 洪○穗 王○道 余○宏 宋○豪 呂○元 徐○菘 陳○彥 劉○倪 何○儀 江○翰 張○雅
鄭○昌 陳○丹 劉○毅 何○毅 張○亞 蘇○鈞 林○遠 陳○傑 温○政 林○甫 張○君 陳○廷 吳○漢 林○宏
劉○揚 傅○生 賴○良 應○煇 蔡○聖 林○蓉 蔡○翰 陳○志 郭○麟 李○勳 陳○全 左○珍 林○丞 曹○堯
葉○廷 張○中 郭○達 蔡○廷 沈○霖 唐○恩 陳○銘 林○皓 陳○仲 蔡○宗 顏○璁 鄭○文 林○華
林○祥 杭○文 許○修 趙○祖 傅○萍 鄭○楨 沈○弘 傅○貴 余○瑋 林○宣

朱○

郭○蘭 賴○光

喻○甯 連○杰 張○翰 蔣○夆 賴○淙 蔡○智 王○正 吳○慰 張○輔 蔡○斌 曾○世 張○竹 陳○中
黃○崙 吳○宏 黃○欽 陳○穎 吳○文 楊○儒 彭○衎 曾○恩 周○美 蔡○智 楊○毅 陳○榮 陳○錚

中 華 民 國 高 壓 暨 海 底 醫 學 會
ASSOCIATION OF HYPERBARIC AND UNDERSEA MEDICINE,R.O.C.

有效一般會員 369 人
孟○華 賀○雯 施○滿 楊○蘭 姚○苹 陳○媛 吳○慧 王○慧 許○秀 陳○馨 許○恬 吳○伸 陳○軒 黃○茵 翁○邗
林○一 吳○萍 王○真 曾○錡 林○燕 劉○朱 范○雯 黃○玫 李○菁 林○玲 陳○惠 方○芳 李○敏 許○瑛 劉○欣
金○華 柯○惠 李○英 張○明 陳○卿 石○惠 賴○蘭 許○梅 鄭○慧 戴○婷 包○雯 陳○松 高○鈴 林○茹 鄭○薐
馬○心 毛○月 梁○真 鄭○鈴 李○家 藍○凌 蔡○樺 楊○珍 歐○如 陳○菁 沈○呈 陳○娟 丁○芬 蔡○婕 高○屏
簡○芳 王○美 林○汝 雷○瑋 陳○杏 彭○慧 王○雯 宋○珊 郭○玲 陳○麗 張○萍 黃○娟 張○蓉

張○

張○芸

劉○平 張○雪 陳○欣 貝○儀 朱○靜 黃○華 洪○馥 戴○雲 簡○萍 潘○蓁 陳○潔 陳○婷 包○娟 林○羽 施○廷
廖○慧 廖○華 楊○群 洪○珊 陳○菁 藍○軒 陳○芹 方○宜 萬○芳 林○梅 馬○穎 王○嵐 蔡○薇 張○琦 林○怡
鄭○駿 張○錦 李○珠 謝○元 丁○平 張○芬 陳○純 陳○雄 陳○霖 賴○君 林○靜 謝○琪 陳○原 陳○哲 邱○芬
孫○娟 曾○瑜 陳○茹 沈○玲 葉○芳 陳○盈 曾○玲 劉○昭 曾○彤 鄭○方 郭○妏 黃○晴 柯○倩 尹○順 彭○婷
顏○瑜 劉○慈 李○雲 黃○晴 許○伶 梁○珍 王○芝 陳○伶 陳○妙 曾○敏 林○如 張○如 張○琪 程○英 曾○嬪
陳○燕 吳○宜 鄭○婷 蔡○慧 林○妙 黃○璇 徐○霞 廖○秋 陳○宜 古○央 陳○妤 張○華 邱○雯 戴○育 張○甄
鄭○玲 謝○雲 林○如 張○鋒 吳○真 陳○秀 郭○琴 李○真 黃○龍 陳○妏 陳○榛 古○穎 翁○媛 李○淑 賴○廷
蔡○育 林○慧 邱○慧 劉○銓 鄭○娟 張○靖 李○慧 李○琇 黃○德 張○婷 郭○梅 江○維 丁○漪 陳○喬 莊○惠
吳○如 陳○亞 蔡○滿 戴○芳 陳○卿 何○玲 陳○蓁 洪○珊 張○文 何○鳳 馮○琪 陳○鳳 林○芳 陳○存 謝○雅
蕭○云 潘○富 蘇○玲 徐○君 張○禎 林○敏 孫○琳 張○瑜 劉○吟 林○燕 陳○珊 林○翎 周○瑱 陳○瑀 施○雲
韓○緯 林○慧 吳○苓 徐○芳 謝○美 李○蓁 陳○玫 林○貞 劉○宜 林○盈 許○亞 李○芳 周○嵐 張○湄 馮○惠
翁○棋 簡○惠 劉○伈 林○秀 蔡○仁 林○雅 羅○琴 吳○慧 陶○潔 黃○芬 林○玄 江○秀 林○諺 柯○霖 謝○峮
陳○佑 楊○琦 林○汝 何○臻 張○仁 周○菊 鄭○穎 李○宜 楊○婷 余○伶 柯○真 邱○貞 王○方 游○茹 端○○彣
郭○惠 吳○媛 陳○秀 陳○鈴 張○頎 李○玲 廖○伶 康○琪 侯○遠 陳○莉 吳○存 陳○穎 陳○芹 張○玲 周○薇
楊○秀 潘○真 許○茹 李○慧 歐○雅 林○女 蘇○蓉 郭○萍 賴○萍 周○華 鄭○華 陳○嫥 池○倩 林○硯
郭○霞 曾○婷 曹○屏 李○慧 許○霞 夏○秋 翁○莉 林○慧 陳○純 賴○菲 陳○美 孫○蕙 施○霞 張○銘
黃○雯 黃○娟 林○兌 李○文 戴○芳 韋○如 蔡○娟 陳○芳 楊○玲 李○怡 劉○玉 卓○萍 吳○筠 林○玲
黃○娸 羅○真 賴○玲 王○芳 陳○禎 劉○妤 梁○雯 歐○蘭 蔡○惠 林○萱 陳○宜 林○鉉 廖○甄 歐○婷
魏○珍 葉○芳 曾○娟 許○男 陳○彬 黃○卉 張○琪 潘○偉 黃○玲 邱○茹 侯○臻 陳○卿 潘○婷 李○君
林○津 曾○玲 陳○君 吳○敏 朱○珍 廖○慧 吳○慈 廖○秝 黃○怡 蔡○葵 侯○燕 劉○融 周○惠 謝○妤

中 華 民 國 高 壓 暨 海 底 醫 學 會
ASSOCIATION OF HYPERBARIC AND UNDERSEA MEDICINE,R.O.C.

有效學生會員2 人
張○鈴
陳○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