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機構訪視.日期 訪視地區 原配點 折扣配點 核定折扣金額

1 視光科 陳淑惠 講師

小林眼鏡中壢站前店/109.05.08

寶島中壢中正路店/109.05.08

典亮睛品館/109.05.08

雙眼明診所/109.09.22

小林眼鏡中壢站前店/109.09.22

(等8次)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8____ 100 74 7,359

2 視光科 張銘湄 講師

為恭醫院/109.09.11

慈濟醫院/109.09.11

部桃醫院/109.09.15

聖保祿醫院/109.09.15

北榮桃園醫院/109.09.15

(等9次)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8____

台中以南及宜蘭花東地區___1___

100 74 7,359

3 視光科 李昭鴻 助理教授

寶島莊敬路店/109.05.06

寶島興隆路店/109.05.13

三軍總醫院/109.05.14

得恩堂新店北新路店/109.05.20

寶島南昌路店/109.06.03

(等21次)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往次數___14___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6____

台中以南及宜蘭花東地區___1___

290 213 21,341

4 視光科 楊惠菁 講師

得恩堂桃園南平店/109.05.12

鑫桃眼科診所/109.05.12

興安眼科診所/109.05.12

衛福部桃園醫院/109.05.14

百事特眼鏡中山店/109.05.14

(等12次)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12____ 120 88 8,831

5 視光科 楊立健 講師

林口長庚醫院/109.05.22

光與視眼鏡行/109.05.22

小林三峽北大店/109.05.29

寶島大溪慈湖路店/109.06.05

寶島大溪慈湖路店/109.09.29

(等8次)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往次數___1___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7____
85 63 6,255

6 視光科 劉姿伶 講師

得恩堂楊梅便/109.10.20

怡仁綜合醫院/109.10.22

聯新國際醫院/109.10.22

視維眼鏡/109.10.23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4____ 40 29 2,944

7 視光科 方維翎 助理教授

鏡匠眼鏡樹林店/109.05.22

小林新莊民安店/109.05.22

寶島蘆竹奉化店/109.06.24

鑫明眼科診所/109.06.24

西園醫院/109.10.06

(等10次)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往次數___8___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2____
140 103 10,303

8 視光科 林倩汝 講師

里安眼科診所/109.05.29

國軍804桃園總醫院/109.06.04

小林中壢龍岡店/109.06.05

明漾眼鏡行/109.06.05

明漾眼鏡行/109.09.23

(等8次)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8____ 80 59 5,887

9 視光科 王炳勳 講師

采麟眼鏡/109.06.03

小林竹東店/109.06.10

小林竹科店/109.06.11

湖口眼鏡/109.06.12

采麟眼鏡竹東店/109.06.12

(等10次)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往次數___3___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7____
115 85 8,463

10 視光科 林恩頡 講師

台北聯合醫院陽明院區/109.06.10

富視驗光所/109.06.20

得恩堂士林天母西路店/109.06.23

台北聯合醫院仁愛院區/109.06.24

台北聯合醫院陽明院區/109.09.24

(等9次)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往次數___9___ 135 99 9,935

11 視光科 吳函芳 助理教授

小林蘆洲長榮店/109.05.19

亞東紀念醫院/109.05.19

寶島板橋新埔店/109.05.19

小林板橋新埔店/109.09.29

寶島板橋新埔店/109.09.29

(等9次)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往次數___9___ 135 99 9,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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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視光科 陳偉新 講師

馬偕醫院/109.06.11

國泰醫院/109.06.11

台大醫院/109.06.18

國泰醫院/109.09.23

台大醫院/109.09.24

(等7次)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7___ 70 52 5,151

13 視光科 魏珮芝 助理教授 福華飯店(石門)/109.07.16

福華飯店(石門)/109.08.01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2__ 20 15 1,472

14 口衛科 涂筱培 助理教授

台北慈濟醫院/109.05.07

國院醫學院三軍院區/109.05.08

恩主公醫院/109.06.19

台北慈濟醫院/109.06.24

東群牙醫診所/109.06.19

(等11次)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往次數___11___ 165 121 12,142

15 口衛科 黃薇如 助理教授

維成牙醫診所/109.06.16

維佑牙醫診所/109.06.16

康喬口腔外科診所/109.06.17

維成牙醫診所/109.06.24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4____ 40 29 2,944

16 口衛科 李怡侞 講師

東元綜合醫院/109.08.14

龜山區衛生所/109.08.31

平鎮衛生所/109.09.03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3____ 30 22 2,208

17 口衛科 劉庭妤 講師

瑞安牙醫診所/109.05.06

瑞康牙醫診所/109.05.06

康潔牙醫診所/109.06.18

筑萱牙醫診所/109.06.18

九歌牙醫診所/109.06.23

(等9次)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9____ 90 66 6,623

18 長照科 洪麗玲 副教授

新康福護理之家/109.7.4

新康福護理之家/109.8.7

中華民國原住民長期照顧暨婦幼關懷協會

/109.8.4

中華民國原住民長期照顧暨婦幼關懷協會

109.8.17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往次數___2___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2____
50 37 3,680

19 長照科 古玉幸 講師
中敏護理之家/109.7.9

中敏護理之家/109.7.16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2____ 20 15 1,472

20 健管科 陳勝皇 副教授
綻放創意行銷有限公司 /109.09.13

綻放創意行銷有限公司/ 109.09.27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往次數___0___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2____

台中以南及宜蘭花東地區___0___

20 15 1,472

21 健管科 胡瑋庭 講教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 /109.08.13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1___ 10 7 736

22 健管科 林家妃 助理教授

百勝健康事業/109.7.21

新資生新資生藥業(大溪復興)/109.7.13

新資生資生大藥局(大溪康莊)/109.7.13

新資生內壢大藥局/109.7.14

百勝健康事業/109.7.14

(等7次)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7____ 70 52 5,151

23 健管科 陳志忠 助理教授

日本伊藤萬游泳學校新莊中正校

/109.09.18

日本伊藤萬游泳學校中壢車站後

/109.09.18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往次數___1___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1____
25 18 1,840

24 健管科 林芳珍 助理教授

增福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109.08.17

金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09.08.17

樂維有限公司 109.08.17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往次數___1___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2____
35 26 2,576

25 健管科 羅于靜 講師

渴望會館 109.10.06

桃桃園喜來登飯店 109.10.15

伊藤萬 109.10.22

新竹市 新竹國賓飯店 109.10.23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4____ 40 29 2,944

26 健管科 劉瑩芳 助理教授
平鎮國民運動中心 109.09.29

威尼斯溫泉露營地 109.10.6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2____ 20 15 1,472

27 健管科 白春榮 助理教授
富田農場 109.09.25

威尼溫泉會館 109.09.26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2____ 20 15 1,472

28 健管科 蕭智真 助理教授

新竹縣 內灣露營木屋 109.08.18

新竹縣 內灣露營木屋 109.09.06

桃園市 伊藤萬(大竹分校) 109.09.09

新竹縣 內灣露營木屋 109.10.13

桃園市 伊藤萬(大竹分校) 109.10.23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5____ 50 37 3,680



序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機構訪視.日期 訪視地區 原配點 折扣配點 核定折扣金額

29 醫保科 鄒尚勳 助理教授

嘉鏵生技醫藥/109.7.10

嘉鏵生技醫藥/109.7.31

中美製藥/109.7.8

中美製藥/109.8.28

全球藥局/109.7.15

(等12次)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往次數___4___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6____

台中以南及宜蘭花東地區___2___

160 118 11,774

30 醫保科 高駿彬 助理教授

丁丁連鎖藥局(楊梅)/109.7.13

丁丁連鎖藥局(竹北)/109.7.14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109.7.17

勝昌製藥/109.7.17

丁丁連鎖藥局(竹北)/109.7.31

(等9次)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9____ 90 66 6,623

31 醫保科 趙日彰 講師

丁丁連鎖藥妝店(南崁)/109.7.21

丁丁連鎖藥妝店(內壢)/109.7.21

丁丁連鎖藥妝店(市府)/109.7.30

丁丁連鎖藥妝店(新竹)/109.7.30

丁丁連鎖藥妝店(平鎮)/109.7.30

(等9次)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往次數___2__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7____
100 74 7,359

32 醫保科 彭翊榛 講師

大樹藥局/109.7.24

濟生生技股份有限公司/109.7.27

大樹藥局/109.7.23

大樹藥局/109.8.6

濟生生技股份有限公司/109.8.13

(等6次)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6____ 60 44 4,415

33 醫保科 謝君卿 講師

大樹藥局(新豐中興店)/109.7.16

大樹藥局(竹東朝陽店)/109.7.18

大樹藥局(竹北光明店)/109.7.20

大樹藥局(新竹西大店)/109.7.20

大樹藥局(新竹西大店)/109.8.2

(等8次)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8____ 80 59 5,887

34 醫保科 李玉芬 講師

丁丁連鎖藥妝店(桃園八德店)/109.7.10

丁丁連鎖藥妝店(桃園興豐店)/109.7.10

丁丁連鎖藥妝店(桃園中壢店)/109.7.10

丁丁連鎖藥妝店(新竹湖口店)/109.7.10

恩主公醫院(新北市)/109.7.14

(等10次)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往次數___2___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8____
110 81 8,095

35 醫保科 王智德 講師

天康藥局蘆竹店/109.7.6

新資生藥局龜山店/109.7.6

新資生藥局信義店/109.7.6

新資生藥局福州店/109.7.25

新資生藥局龜山店/109.7.25

(等11次)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11____ 110 81 8,095

36 幼保科 胡倩瑜 助理教授

孝愛幼兒園/109.08.06

工研幼兒園/109.08.07

陽光幼兒園/109.08.07

孝愛幼兒園/109.08.31

陽光幼兒園/109.09.03

(等9次)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_9___ 90 66 6,623

37 幼保科 郭靜宜 講師

牧人幼兒園/109.08.07

日光幼兒園/109.08.07

日光幼兒園/109.08.21

牧人幼兒園/109.09.01

牧人幼兒園/109.09.17

(等6次)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往次數_6_ 90 66 6,623

38 幼保科 江昱明 助理教授

漢洋幼兒園/109.08.06

愛兒群幼兒園/109.08.06

山雅幼兒園/109.08.07

漢洋幼兒園/109.08.27

愛兒群幼兒園/109.08.27

(等9次)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9______ 90 66 6,623

39 幼保科 許家彰 講師

千心幼兒園/109.08.06

芃芃森林幼兒園/109.08.07

千雅幼兒園/109.08.11

芃芃森林幼兒園/109.09.01

千心幼兒園/109.09.03

(等9次)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9______ 90 66 6,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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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幼保科 王淑娟 講師

格林國際幼兒園/109.08.11

瑞恩帝兒南竹園/109.08.14

立得幼兒園/109.08.14

格林國際幼兒園/109.09.11

瑞恩帝兒南竹園/109.09.10

(等9次)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9______ 90 66 6,623

41 幼保科 盧玉芬 講師

溫格爾幼兒園/109.08.14

溫格爾幼兒園/109.08.28

溫格爾幼兒園/109.09.22

嘉德琳幼兒園/109.08.13

嘉德琳幼兒園/109.08.27

(等9次)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9______ 90 66 6,623

42 幼保科 浮絲曼 助理教授

明子園幼兒園/109.08.06

綠蒂幼兒園/109.08.13

自強種子幼兒園/109.08.14

明子園幼兒園/109.08.24

綠蒂幼兒園/109.09.03

(等9次)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9______ 90 66 6,623

43 幼保科 臧瑩卓 講師

夏恩幼兒園/109.08.07

夏恩幼兒園/109.08.18

夏恩幼兒園/109.09.09

狄斯耐幼兒園/109.08.05

狄斯耐幼兒園/109.09.02

(等9次)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9_____ 90 66 6,623

44 幼保科 黃小玲 講師 國泰人壽/109.08.17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1____ 10 7 736

45 幼保科 劉勝權 助理教授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109.07.15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109.07.22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109.07.28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3____ 30 22 2,208

46 國商科 曹昌廉 講師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109.07.15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109.07.22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109.07.28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109.08.26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4____ 40 29 2,944

47 國商科 鄭美娟 助理教授

展招國際(南港展覽1館)/109.07.13

南山人壽/109.07.14

展招國際(南港展覽1館)/109.08.18

南山人壽/109.08.31

國泰人壽/109.08.31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往次數___2___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3____
60 44 4,415

48 通識中心 邱天欣 講師
榮民醫院桃園分院/109.08.14

桃園療養院/109.08.20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2___ 20 15 1,472

49 通識中心 陳武鋼 講師 當代興國牙醫/109.06.18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1____ 10 7 736

50 美容科 游琁安 講師

曼都錦貴髮廊(桃園)/109.07.01

曼都髮型(桃園-中豐店)/109.07.02

曼都髮型(桃園-中豐店)/109.07.03

雅文美容材料行(桃園)/109.07.06

男女剪染美甲彩繪(桃園)/109.07.07

(等22次)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22____ 220 162 16,190

51 美容科 王凱平 助理教授

佳騏有限公司(台北)/109.07.31

水木目工作室(新北)/109.07.31

詩威特(桃園)/109.08.03

由朵美學館(新北)/109.08.04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往次數___3___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1____
55 40 4,047

52 美容科 駱麗香 講師

咖朵婚紗工作室(桃園)109.07.05

江森攝影(桃園)109.07.21

森森美髮(桃園)/109.07.23

寶娜髮型(桃園)109.07.23

井澤科技(桃園)/109.07.23

(等11次)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11____ 110 81 8,095

53 美容科 陳冠吟 講師

原創美學髮藝(雙北)/109.07.11

尚旺國際髮型店(桃園)/109.07.13

創意時尚國際髮型店(桃園)/109.07.13

髮樣工作室(雙北)/109.07.14

新女人企業有限公司(桃園)/109.07.16

(等18次)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往次數__4__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14___
200 147 14,718



序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機構訪視.日期 訪視地區 原配點 折扣配點 核定折扣金額

54 美容科 張碩芳 講師

涵茜美髮店(桃園)/109.07.18

涵茜美髮店(桃園)/109.08.16

云汝企業社(桃園)/109.07.18

云汝企業社(桃園)/109.08.18

翊妍美容點(桃園)/109.07.25

(等17次)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17___ 170 125 12,510

55 美容科 黃燕圻 講師

玖壹髮型公司(新竹)/109.07.13

窈窕佳人-倪采有限公司(新竹)/109.07.13

窈窕佳人-科大店(新竹)109.07.13

斯朵利專業美髮(新竹)/109.07.13

貝玲美容院(新竹)/109.07.14

(等26次)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26___ 260 191 19,133

56 護理科 邱宣蓉 講師

新竹國軍醫院/109.7.17

金色時代護理之家/109.8.6

金色時代護理之家/109.9.4

耕莘醫院-安康/109.10.30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往次數___1__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3___ 45 33 3,312

57 護理科 李端容 講師 桃園榮民醫院/109.10.7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1____ 10 7 736

58 護理科 黃雅妮 助理教授

桃園國軍醫院/109.7.30

衛福部台北醫院/109.7.31

聯新醫院/109.8.4

衛福部桃園醫院//109.8.4

聖保祿醫院/109.8.7

(等6次)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往次數__1___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5___
65 48 4,783

59 護理科 陳瑪娜 講師

萬芳醫院/109.10.28

聯新醫院/109.10.28

桃園國軍醫院/109.10.28

衛福部桃園醫院/109.10.30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往次數___1__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3___
45 33 3,312

60 護理科 李柳圜 講師

新北市聯合醫院/109.10.6

北榮桃園分院/109.10.12

聖保祿醫院/109.10.12

聯新醫院/109.10.12

天晟醫院/109.10.12

(等7次)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往次數___2__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5___
80 59 5,887

61 護理科 吳雪菁 助理教授

晉安長照機構/109.7.5

晉安長照機構/109.8.1

台北慈濟醫院/109.8.4

衛福部台北醫院/109.8.4

敏盛醫院/109.8.12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往次數___4__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1___
70 52 5,151

62 護理科 李淑惠 講師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109.9.11

聖保祿醫院/109.9.11

新竹國泰醫院/109.9.15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3___ 30 22 2,208

63 護理科 宋品畇 講師 新北市耕莘醫院/109.10.30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往次數___1__ 15 11 1,104

64 護理科 王淑真 講師

東元醫院/109.7.24

仁慈醫院/109.7.24

聯新醫院/109.7.28

天晟醫院/109.7.28

惠心婦幼診所/109.9.3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往次數__1___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4___
55 40 4,047

65 護理科 趙明玲 助理教授

龍祥護理之家/109.7.11

龍祥護理之家/109.7.19

龍祥護理之家/109.7.26

龍祥護理之家/109.8.22

龍祥護理之家/109.7.13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5___ 50 37 3,680

66 護理科 彭立民 助理教授

懷寧護理之家/109.7.22

懷寧護理之家/109.8.28

國泰醫院-新竹分院/109.10.5

國軍桃園總醫院/109.10.5

林口長庚醫院/109.10.8

(等11次)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往次數___1__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10___
115 85 8,463

67 護理科 顏惠芷 講師

聖保祿醫院/109.9.11

衛福部桃園醫院/109.9.11

國泰醫院新竹分院/109.9.16

龍潭國軍醫院//109.9.17

台大醫院新竹分院/109.9.18

(等6次)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6___ 60 44 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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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護理科 翁菁鄉 助理教授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109.9.15

中壢天晟醫院/109.9.15

聯新國際醫院/109.9.15

怡仁醫院/109.9.15

台北慈醫院/109.9.16

(等13次)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往次數___3__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9___

台中以南及宜蘭花東地區___1___

155 114 11,406

69 護理科 李育勤 講師

台中慈濟醫院/109.10.6

為恭醫院/109.10.6

新竹國泰醫院/109.10.6

衛福部桃園醫院/109.10.7

聖保祿醫院/109.10.7

(等12次)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往次數___3___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8____

台中以南及宜蘭花東地區___1___

140 103 10,303

70 護理科 李淑玲 講師
秉坤婦幼醫院/109.8.18

東元醫院/109.8.21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2____ 20 15 1,472

71 護理科 陳映如 講師
國軍桃園總醫院/109.7.20

聯新醫院/109.7.21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2____ 20 15 1,472

72 護理科 林淑貞 講師

林口長庚醫院/109.8.25

北榮桃園醫院/109.8.27

聖保祿醫院/109.8.27

國軍桃園總醫院/109.8.28

聯新醫院/109.8.28

(等6次)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6____ 60 44 4,415

73 護理科 孫立華 講師

桃園國軍醫院/109.9.29

桃園國軍醫院/109.9.30

聯新醫院/109.10.6

部立桃園醫院/109.10.7

台大新竹分院/109.10.8

(等12次)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往次數___2___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8___

台中以南及宜蘭花東地區__2__

150 110 11,039

74 護理科 趙麗敏 講師

台中慈濟醫院/109.10.6

為恭醫院/109.10.6

國泰醫院新竹分院/109.10.6

馬偕醫院新竹分院/109.10.8

台大新竹分院/109.10.8

(等8次)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往次數___2___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5___

台中以南及宜蘭花東地區___1___

100 74 7,359

75 護理科 張兆香 講師

衛福部桃園醫院/109.8.3

臺大醫院新竹分院/109.8.4

國泰醫院新竹分院/109.8.4

馬偕醫院新竹分院/109.8.4

國軍804醫院/109.8.5

(等12次)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往次數___1___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9___

台中以南及宜蘭花東地區___2__

140 103 10,303

6,155 4,529 452,950合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