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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午場09:30－11:30 林O蓉 藥師 1 中午場12:10－1400 葉O峰 醫師 1 下午場14:40－16:40 范O媛 護理人員

2 上午場09:30－11:30 蔡O琴 護理人員 2 2 下午場14:40－16:40 謝O紋 護理人員

3 上午場09:30－11:30 吳O仁 醫師 3 中午場12:10－1400 蔡O琳 護理人員 3 下午場14:40－16:40 黃O蓉 醫師

4 上午場09:30－11:30 林O蓁 護理人員 4 4 下午場14:40－16:40 金O福 醫師

5 上午場09:30－11:30 劉O慧 護理人員 5 中午場12:10－1400 周O辰 藥師 5 下午場14:40－16:40 黃O凝 醫師

6 上午場09:30－11:30 李O雯 護理人員 6 6 下午場14:40－16:40 屠O娟 護理人員

7 7 中午場12:10－1400 俞O玉 護理人員 7 下午場14:40－16:40 余O國 醫師

8 上午場09:30－11:30 王O琴 護理人員 8 8 下午場14:40－16:40 李O瑋 醫師

9 9 中午場12:10－1400 郭O辰 營養師 9 下午場14:40－16:40 陳O妘 護理人員

10 上午場09:30－11:30 陳O凡 醫師 10 10 下午場14:40－16:40 王O文 醫師

11 11 中午場12:10－1400 謝O書 醫師 11 下午場14:40－16:40 林O樺 護理人員

12 上午場09:30－11:30 張O珠 護理人員 12 12 下午場14:40－16:40 蕭O錡 護理人員

13 13 中午場12:10－1400 洪O惠 護理人員 13 下午場14:40－16:40 林O傑 醫師

14 上午場09:30－11:30 陳O榕 護理人員 14 14 下午場14:40－16:40 鄭O芸 醫師

15 15 中午場12:10－1400 張O溪 藥師 15 下午場14:40－16:40 潘O安 醫師

16 上午場09:30－11:30 王O妃 護理人員 16 16 下午場14:40－16:40 涂O萱 營養師

17 17 中午場12:10－1400 謝O容 醫師 17 下午場14:40－16:40 何O娟 護理人員

18 上午場09:30－11:30 徐O儀 護理人員 18 18 下午場14:40－16:40 謝O佳 營養師

19 19 19

20 20 20

21 上午場09:30－11:30 趙O淵 醫師 21 中午場12:10－1400 林O秀 護理人員 21 下午場14:40－16:40 郭O青 護理人員

22 22 22

23 上午場09:30－11:30 王O素 護理人員 23 中午場12:10－1400 任O昊 醫師 23 下午場14:40－16:40 柳O邁 醫師

24 24 24

25 上午場09:30－11:30 吳O儒 醫師 25 25 下午場14:40－16:40 黃O偉 醫師

26 26 26

27 上午場09:30－11:30 莊O馨 營養師 27 27 下午場14:40－16:40 林O雯 護理人員

28 28 28

29 29 29

30 上午場09:30－11:30 牟O萍 護理人員 30 30 下午場14:40－16:40 陳O丞 護理人員

31 31 31

32 上午場09:30－11:30 張O瑋 護理人員 32 32 下午場14:40－16:40 張O怡 營養師

33 33 33

34 上午場09:30－11:30 林O中 醫師 34 34 下午場14:40－16:40 吳O萱 醫師

35 35 35

36 上午場09:30－11:30 楊O菁 護理人員 36 36 下午場14:40－16:40 蔡O正 醫師

37 37 37

38 上午場09:30－11:30 林O融 醫師 38 38 下午場14:40－16:40 吳O航 醫師

39 39 39

40 上午場09:30－11:30 簡O芳 醫師 40 40 下午場14:40－16:40 陳O穎 護理人員

上午場09:30－11:30 中午場12:10－1400 下午場14:40－16: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