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大千醫院 王迎紫 合格 合格 合格
2 大千醫院 劉勳樺 合格 合格 合格
3 大千醫院 羅伊婷 合格 合格 合格
4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林霏儀 合格 合格 合格
5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戴嘉玲 合格 合格 合格
6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江佩珊 合格 合格 合格
7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曾亮芸 合格 合格 合格
8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蔡尚芳 合格 合格 合格
9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詹淑惠 合格 合格 合格
10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黃昱程 合格 合格 合格
11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陳厚文 合格 合格 合格
12 台大雲林分院 王淑俞 合格 合格 合格
13 國軍台中總醫院 徐兆奎 合格 合格 合格
14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彭雅芳 合格 合格 合格
15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陳依琪 合格 合格 合格
16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周貞蓉 合格 合格 合格
17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陳妍汎 合格 合格 合格
18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張詠琪 合格 合格 合格
19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賴麗嫆 合格 合格 合格
20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陳鈴文 合格 合格 合格
21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郭書顯 合格 合格 合格
22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蘇郁暉 合格 合格 合格
23 台大斗六分院 陳玥礽 合格 合格 合格
24 台大雲林分院 李伊苹 合格 合格 合格
25 佑民醫院 林筱軒 合格 合格 合格
26 佑民醫院 張雅惠 合格 合格 合格
27 佑民醫院 馮詩芩 合格 合格 合格
28 佑民醫院 張育齡 合格 合格 合格
29 慈濟醫院大林分院 黃彥晴 合格 合格 合格
30 署立南投醫院 鄭貴丹 合格 合格 合格
31 署立南投醫院 劉婉琪 合格 合格 合格
32 署立豐原醫院 高儷芹 合格 合格 合格
33 署立豐原醫院 林淑盈 合格 合格 合格
34 署立豐原醫院 陳依婷 合格 合格 合格
35 署立豐原醫院 孫以珊 合格 合格 合格
36 署立豐原醫院 謝淑君 合格 合格 合格
37 林新醫院 黃玉玲 合格 合格 合格
38 林新醫院 鄧韻汝 合格 合格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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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林新醫院 游淳惠 合格 合格 合格
40 林新醫院 俞依伶 合格 合格 合格
41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里分院 古慧芬 合格 合格 合格
42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里分院 甘佩珺 合格 合格 合格
43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里分院 林敏慈 合格 合格 合格
44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里分院 林宜貞 合格 合格 合格
45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里分院 卓秀美 合格 合格 合格
46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里分院 袁宜卿 合格 合格 合格
47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里分院 劉淑芳 合格 合格 合格
48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里分院 林薇婷 合格 合格 合格
49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里分院 蔡麗雅 合格 合格 合格
50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里分院 陳貞如 合格 合格 合格
51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里分院 朱真如 合格 合格 合格
52 埔里基督教醫院 張涵茜 合格 合格 合格
53 埔里基督教醫院 黄品樺 合格 合格 合格
54 埔里基督教醫院 簡秋子 合格 合格 合格
55 埔里基督教醫院 王慧宜 合格 合格 合格

課程籌劃人：葉兆斌 主任

＊ 證書申請程序：

1.請於確認合格後，自行劃撥 200元至「社團法人台灣急診醫學會」

  (帳號如下申請表)

2.填寫證書申請表單。

3.劃撥後請將收據黏貼在證書申請表上，傳真至台灣急診醫學會，並去電確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_______________ 

   
( )     

      

  

        

E-mail       

    _________________ 

  

  

 

ETTC $200     ETTC $200   

ACLS $250 

APLS+PALS $200   APLS+PALS $200 

CPR $50   CPR $200   BLS $200 

________________  

ETTC     ____________ ($500/ 50 ( ) ) 

AILS     ____________ ( $480/ $600/ ) 

ECC handbook _________ ($950/ ) 

 _________ ( $450/ $650/ ) 

   

18603102 

(02-23704797) (02-23719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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