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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01 心臟學會 陳大隆 筆試 105037 胸腔學會 廖信閔 筆試 105073 重症學會 陳世民 筆試
105002 心臟學會 黃冠智 筆試 105038 胸腔學會 蘇柏嵐 筆試 105074 重症學會 劉恩慈 筆試
105003 心臟學會  謝慕揚 筆試 105039 胸腔學會 李威諄 筆試 105075 重症學會 藍旻瑋 筆試
105004 心臟學會 廖敏村 筆試 105040 胸腔學會 林錞語 筆試 105076 重症學會 楊琮富 筆試
105005 心臟學會 江國峰 筆試 105041 胸腔學會 王崇任 筆試 105077 重症學會 蕭奕翰 筆試
105006 心臟學會 莊正彥 筆試 105042 胸腔學會 李吉泰 筆試 105078 重症學會 王柏棠 筆試
105007 心臟學會 楊宗霖 筆試 105043 胸腔學會 王旭輝 筆試 105079 重症學會 柯宏彥 筆試
105008 心臟學會 廖峰慶 筆試 105044 胸腔學會 孟繁俊 筆試 105080 重症學會 黃月蘭 筆試
105009 心臟學會 段德敏 筆試 105045 胸腔學會 許智凱 筆試 105081 重症學會 方麗珠 筆試
105010 心臟學會 張珽詠 筆試 105046 胸腔學會 陳沛谷 筆試 105082 重症學會 黃蕾 筆試
105011 心臟學會 譚永超 筆試 105047 胸腔學會 黃煦晴 筆試 105083 重症學會 吳明根 口試
105012 心臟學會  蔡劭謙 筆試 105048 胸腔學會 王薏婷 筆試 105084 重症學會 呂靜月 口試
105013 心臟學會 何明昀 筆試 105049 胸腔學會 陳彥婷 筆試 105085 重症學會 曾柏榮 口試
105014 心臟學會 葉日凱 筆試 105050 胸腔學會 陳禮揚 筆試 105086 重症學會 陳煥威 口試
105015 心臟學會 李威杰 筆試 105051 胸腔學會 于鎧綸 筆試 105087 急加學會 陳建榮 筆試
105016 心臟學會 孟士瑋 筆試 105052 胸腔學會 方科智 筆試 105088 急加學會 高正國 筆試
105017 心臟學會 吳家棟 筆試 105053 胸腔學會 陳致宇 筆試 105089 急加學會 林明輝 口試
105018 心臟學會 王大榮 筆試 105054 胸腔學會 陳韋成 筆試 105090 急加學會 王治 口試
105019 心臟學會  林書毅 筆試 105055 胸腔學會 郭欣平 筆試 105091 外科學會 蔡鋒繼 筆試
105020 心臟學會 吳書豪 筆試 105056 胸腔學會 郭惟格 筆試 105092 外科學會 蘇哲民 筆試
105021 心臟學會 張育晟 筆試 105057 胸腔學會 張哲嘉 筆試 105093 外科學會 張得一 筆試
105022 心臟學會 王志偉 筆試 105058 胸腔學會 鄭景元 筆試 105094 外科學會 黃柏誠 筆試
105023 心臟學會 林彥廷 筆試 105059 胸腔學會 陳盈潔 筆試 105095 外科學會 洪志杰 筆試
105024 心臟學會 潘泓智 筆試 105060 胸腔學會 林倡葦 筆試 105096 外科學會 高佩玉 筆試
105025 心臟學會 李汶真 筆試 105061 胸腔學會 林炯佑 筆試 105097 外科學會 潘為元 筆試
105026 心臟學會 王耀章 筆試 105062 胸腔學會 吳宗翰 筆試 105098 外科學會 石富元 筆試
105027 心臟學會  鄧欣一 筆試 105063 胸腔學會 尹順盈 口試 105099 外科學會 莊榮芳 筆試
105028 心臟學會 洪明佑 口試 105064 胸腔學會 黃聖傑 口試 105100 外科學會 簡志穎 筆試
105029 胸腔學會 陳子平 筆試 105065 胸腔學會 郝政鴻 口試 105101 外科學會 鄭群鈺 筆試
105030 胸腔學會 葉子洪 筆試 105066 重症學會 黃文成 筆試 105102 外科學會 黃柏憲 筆試
105031 胸腔學會 王馨儀 筆試 105067 重症學會 龔珍珍 筆試 105103 外科學會 吳逾冬 筆試
105032 胸腔學會 王劭瑜 筆試 105068 重症學會 黃嘉宏 筆試 105104 外科學會 李修安 筆試
105033 胸腔學會 張凱惟 筆試 105069 重症學會 陳滄淇 筆試 105105 外科學會 溫志聰 口試
105034 胸腔學會 張育平 筆試 105070 重症學會 龔哲玄 筆試 105106 外科學會 蔡宗穎 口試
105035 胸腔學會 郭書宏 筆試 105071 重症學會 劉建廷 筆試 以下空白

105036 胸腔學會 鄭舒帆 筆試 105072 重症學會 謝宗達 筆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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