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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全國糖尿病友團體會長聯合年會＿參加團體名單 

縣市別 團體 姓名 餐 車次 配寢 
台北市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林恆菁 葷-10 台北 A 車 5209 

台北市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曾怡樺  素-15 台北 A 車 5209 

金門縣-金沙鎮 金門縣金沙鎮衛生所 翁雪蓉 輔導員 葷-1 台北 A 車 6112 

金門縣-金湖鎮 
行政院衛生署金門醫院 

DM 同學會 
楊依雯 輔導員 葷-1 台北 A 車 6112 

台北市-中正區 北部 T1DM 賴信如 葷-14 交通自理 6107 

台北市-中正區 北部 T1DM 李俊賢 葷-11 交通自理 6107 

台北市-中山區 
馬偕醫院糖尿病中心 

甜蜜聯誼會 
徐文宗 會長 葷-1 台北 A 車 2103 

台北市-中山區 
馬偕醫院糖尿病中心 

甜蜜聯誼會 
鍾耿雄 幹部 葷-2 台北 A 車 2103 

台北市-中山區 
馬偕醫院糖尿病中心 

甜蜜聯誼會 
吳博仁 幹部 葷-1 台北 A 車 2103 

台北市-中山區 
馬偕醫院糖尿病中心 

甜蜜聯誼會 
許愛惠 幹部 葷-1 台北 A 車 2105 

台北市-中山區 
馬偕醫院糖尿病中心 

甜蜜聯誼會 
許愛珠 幹部 葷-1 台北 A 車 2105 

台北市-中山區 
馬偕醫院糖尿病中心 

甜蜜聯誼會 
許春枝 幹部 葷-1 台北 A 車 2105 

台北市-中山區 
馬偕醫院糖尿病中心 

甜蜜聯誼會 
鍾黃凉 幹部 葷-2 台北 A 車 2105 

台北市-中山區 
馬偕醫院糖尿病中心 

甜蜜聯誼會 
楊明華 幹部 葷-2 台北 A 車 2106 

台北市-中山區 
馬偕醫院糖尿病中心 

甜蜜聯誼會 
彭瑞花 幹部 葷-2 台北 A 車 2106 

台北市-松山區 
台北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錫口甜心園 
劉瑞貞 幹部 葷-2 台北 A 車 2107 

台北市-松山區 
台北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錫口甜心園 
邱益芬 幹部 葷-2 台北 A 車 2107 

台北市-松山區 
台北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錫口甜心園 
葉淑慧 幹部 葷-2 台北 A 車 2107 

台北市-松山區 
台北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錫口甜心園 
李麗雪 幹部 葷-2 台北 A 車 2107 

台北市-松山區 台北長庚醫院＿DM 聯誼會 黃碧玉 輔導員 葷-14 交通自理 3101 

台北市-松山區 台北長庚醫院＿DM 聯誼會 黃桂蘭 輔導員 葷-14 交通自理 3101 

台北市-松山區 台北長庚醫院＿DM 聯誼會 吳雅慧 輔導員 葷-14 交通自理 3101 

台北市-松山區 台北長庚醫院＿DM 聯誼會 曾婉庭 輔導員 葷-14 交通自理 3101 

台北市-大安區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糖尿病俱樂部 
邱雲森 會長 葷-2 台北 A 車 3102 

台北市-大安區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糖尿病俱樂部 
張碧雲 幹部 葷-2 台北 A 車 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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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大安區 
台北市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 

大安糖氏家族 
林錦城 幹部 葷-3 台北 A 車 2102 

台北市-大安區 
台北市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 

大安糖氏家族 
許連生 幹部 葷-3 台北 A 車 2102 

台北市-士林區 
台北市士林區健康服務中心 

甜蜜家族 
陳黃淑純 幹部 葷-3 台北 A 車 3103 

台北市-士林區 
台北市士林區健康服務中心 

甜蜜家族 
白素滿 幹部 葷-3 台北 A 車 3103 

台北市-士林區 
台北市士林區健康服務中心 

甜蜜家族 
薛珍 幹部 葷-3 台北 A 車 3103 

台北市-士林區 
台北市士林區健康服務中心 

甜蜜家族 
鍾美雲 幹部 葷-3 台北 A 車 3103 

台北市-北投區 
台北市北投區健康服務中心 

北投唭哩岸甜蜜俱樂部 
吳麗滿 會長 葷-3 台北 A 車 3105 

台北市-北投區 
台北市北投區健康服務中心 

北投唭哩岸甜蜜俱樂部 
徐彩雲 幹部 葷-3 台北 A 車 3105 

台北市-北投區 
台北市北投區健康服務中心 

北投唭哩岸甜蜜俱樂部 
陳惠玲 幹部 葷-3 台北 A 車 3105 

台北市-北投區 
台北市北投區健康服務中心 

北投唭哩岸甜蜜俱樂部 
鄭美貞 幹部 葷-3 台北 A 車 3105 

台北市-內湖區 
台北市內湖區健康服務中心 

湖心家族 
呂怡慧 會長 葷-1 台北 A 車 3106 

台北市-內湖區 
台北市內湖區健康服務中心 

湖心家族 
李昌成 幹部 葷-1 台北 A 車 3102 

台北市-內湖區 
台北市內湖區健康服務中心 

湖心家族 
許靜怡 幹部 葷-1 台北 A 車 3106 

新北市-板橋區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院區 

糖醫支持團體 
劉文欽 會長 葷-4 台北 A 車 3102 

新北市-板橋區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院區 

糖醫支持團體 
林梅卿 幹部 素-15 台北 A 車 3106 

新北市-板橋區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院區 

糖醫支持團體 
曾麗霞 幹部 葷-4 台北 A 車 3106 

新北市-板橋區 
陳敏玲內科診所 

跳跳糖俱樂部 
王張梅香 幹部 葷-4 台北 A 車 3107 

新北市-板橋區 
陳敏玲內科診所 

跳跳糖俱樂部 
王雅婷 幹部 葷-4 台北 A 車 3107 

新北市-板橋區 
陳敏玲內科診所 

跳跳糖俱樂部 
黃方月雲 幹部 葷-4 台北 A 車 3107 

新北市-板橋區 
陳敏玲內科診所 

跳跳糖俱樂部 
王藖樺 幹部 葷-4 台北 A 車 3107 

新北市-新店區 全國糖協 潘綢 幹部 葷-5 台北 A 車 2101 

新北市-三重區 全國糖協 謝豐聰 副理事長 葷-4 台北 A 車 3203 

新北市-三重區 全國糖協 李肅容 理事 葷-5 台北 A 車 2101 

屏東縣-萬丹鄉 屏東縣萬丹鄉甜蜜蜜病友會 許廣進會長 葷-8 台北 A 車 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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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黃馨儀 葷-10 台北 B 車 5209 

台北市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徐曼瑩 葷-10 台北 B 車 5209 

台北市-大安區 全國糖協 陳惠津 常務監事 素-15 台北 B 車 2101 

新北市-汐止區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糖友俱樂部 
彭志忠 會長 葷-4 台北 B 車 1108 

新北市-汐止區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糖友俱樂部 
彭吳春秀 幹部 葷-4 台北 B 車 1108 

新北市-新店區 
新店區衛生所 

甜心園俱樂部 
陳淑珠 幹部 葷-5 台北 B 車 3108 

新北市-新店區 
新店區衛生所 

甜心園俱樂部 
朱台芳 幹部 葷-5 台北 B 車 3108 

新北市-新店區 
新店區衛生所 

甜心園俱樂部 
李麗雲 幹部 葷-5 台北 B 車 3108 

新北市-新店區 
新店區衛生所 

甜心園俱樂部 
陳春子 幹部 葷-5 台北 B 車 3108 

新北巿-新莊區 
行政院衛生署台北醫院 

署北健康俱樂部 
陳阿梅 幹部 葷-5 台北 B 車 3109 

新北巿-新莊區 
行政院衛生署台北醫院 

署北健康俱樂部 
林和蓉 幹部 葷-5 台北 B 車 3109 

台北市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黃馨儀 志工 葷-10 台北 B 車 5209 

台北市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徐曼瑩 志工 葷-10 台北 B 車 5209 

台北市-大安區 全國糖協 陳惠津 常務監事 素-15 
台北 B 車 

2101 
交通自理 

新北市-汐止區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糖友俱樂部 
彭志忠 會長 葷-4 台北 B 車 1108 

新北市-汐止區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糖友俱樂部 
彭吳春秀 幹部 葷-4 台北 B 車 1108 

新北市-新店區 
新店區衛生所 

甜心園俱樂部 
陳淑珠 幹部 葷-5 台北 B 車 3108 

新北市-新店區 
新店區衛生所 

甜心園俱樂部 
朱台芳 幹部 葷-5 台北 B 車 3108 

新北市-新店區 
新店區衛生所 

甜心園俱樂部 
李麗雲 幹部 葷-5 台北 B 車 3108 

新北市-新店區 
新店區衛生所 

甜心園俱樂部 
陳春子 幹部 葷-5 台北 B 車 3108 

新北巿-新莊區 
行政院衛生署台北醫院 

署北健康俱樂部 
陳阿梅 幹部 葷-5 台北 B 車 3109 

新北巿-新莊區 
行政院衛生署台北醫院 

署北健康俱樂部 
林和蓉 幹部 葷-5 台北 B 車 3109 

新北巿-新莊區 
行政院衛生署台北醫院 

署北健康俱樂部 
林貝臻 幹部  素-15 台北 B 車 3109 

新北巿-新莊區 
行政院衛生署台北醫院 

署北健康俱樂部 
蔡佩瑛 幹部 葷-5 台北 B 車 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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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八里區 全國糖協 陳宇昌 理事 葷-6 台北 B 車 2102 

新竹市 新竹國泰醫院＿糖糖俱樂部 劉丁嘉 葷-15 台北 B 車 2102 

新竹縣 新竹縣政府衛生局 黃雅苓 輔導員 葷 交通自理 無 

竹北市 全國糖協 黃鄭秀月 理事 葷-6 台北 B 車 2101 

新竹縣-新埔鎮 
新竹縣新埔鎮衛生所 

甜心樂活俱樂部 
何森森 輔導員 葷 交通自理 無 

台中市-中區 台中市糖尿病關懷協會 黃鏡儒 輔導員 葷 交通自理 無 

台中市-西屯區 
台中榮民總醫院 

穩糖俱樂部 
林景文 會長 葷-6 台北 B 車 5103 

台中市-西屯區 
台中榮民總醫院 

穩糖俱樂部 
邱埦期 幹部 葷-6 台北 B 車 5103 

台中市-西屯區 
台中榮民總醫院 

穩糖俱樂部 
李和家 葷-6 台北 B 車 5103 

台中市-西屯區 
台中榮民總醫院 

穩糖俱樂部 
楊李彩玉 幹部  葷-6 台北 B 車 5103 

台中市-西屯區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甜甜圈俱樂部 
洪炎煌 幹部 葷-7 台北 B 車 2103 

台中市-西屯區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甜甜圈俱樂部 
洪林鑾英 幹部 葷-7 台北 B 車 6111 

台中市-霧峰區 
台中市霧峰區衛生所 

口福俱樂部 
陳張幼 會長 葷-6 台北 B 車 5105 

台中市-霧峰區 
台中市霧峰區衛生所 

口福俱樂部 
馮嬌玲 幹部 葷-6 台北 B 車 5105 

台中市-霧峰區 
台中市霧峰區衛生所 

口福俱樂部 
張仕德 幹部 葷-6 台北 B 車 3102 

雲林縣-北港鎮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甜心家族 
黃莉娟 輔導員 葷-7 台北 B 車 5107 

雲林縣-北港鎮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甜心家族 
傅瓊慧 輔導員 葷-7 台北 B 車 5107 

雲林縣-北港鎮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甜心家族 
陳燦堂 幹部 葷-7 台北 B 車 5106 

雲林縣-北港鎮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甜心家族 
李御璇 輔導員 葷 交通自理 5107 

台南市-北區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健康 100 同學會 
陳武祝 會長 葷-7 台北 B 車 5106 

台南市-北區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健康 100 同學會 
宋淑貞 幹部 葷-7 台北 B 車 5105 

台南市-北區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健康 100 同學會 
楊美惠 幹部 葷-7 台北 B 車 5105 

高雄市-前金區 全國糖協 陳宇杉 常務理事 葷-7 台北 B 車 3203 

高雄市-仁武區 全國糖協 楊政成 常務理事 葷-8 台北 B 車 5108 

高雄市-仁武區 高雄市糖尿病關懷協會 蔡煥財 幹部 葷-8 台北 B 車 5108 

高雄市-仁武區 高雄市糖尿病關懷協會 劉文富 幹部 葷-8 台北 B 車 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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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仁武區 高雄市糖尿病關懷協會 吳福順 幹部 葷-8 台北 B 車 5108 

高雄市-仁武區 高雄市糖尿病關懷協會 盧邱久枝 幹部 葷-8 台北 B 車 6111 

高雄市-鳥松區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糖尿病友聯誼會 
林進豐 會長 葷-8 台北 B 車 5109 

屏東市 
李氏聯合診所 

李洮俊診所病友團體 
陳如山 會長 葷-8 台北 B 車 5109 

屏東市 
李氏聯合診所 

李洮俊診所病友團體 
王茂光 幹部 葷-8 台北 B 車 5109 

屏東市 
李氏聯合診所 

李洮俊診所病友團體 
張英妹 幹部 葷-8 台北 B 車 2106 

宜蘭縣-羅東鎮 羅東聖母醫院＿甜心家族 陳秋煌 會長 葷 交通自理 無 

宜蘭縣-羅東鎮 羅東聖母醫院＿甜心家族 賴素珠 幹部 葷 交通自理 無 

花蓮縣-新城鄉 
國軍花蓮總醫院 

805 甜蜜伙伴 
簡芝青 輔導員 葷 交通自理 無 

花蓮縣-新城鄉 
國軍花蓮總醫院 

805 甜蜜伙伴 
陳聖民 幹部 葷 交通自理 無 

台北市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潘靜怡 志工 葷-10 羅東專車 6112 

花蓮縣 花蓮縣私立四維高中 潘婕伶 志工 葷-10 羅東專車 6112 

花蓮縣-吉安鄉 
花蓮縣吉安鄉衛生所 

吉康俱樂部 
涂春華 幹部 葷-9 羅東專車 5106 

花蓮縣-吉安鄉 
花蓮縣吉安鄉衛生所 

吉康俱樂部 
古雙英 幹部 葷-9 羅東專車 5110 

花蓮縣-鳳林鎮 
花蓮縣鳳林鎮衛生所 

甜蜜家庭俱樂部 
鍾玉嬌 幹部 葷-9 羅東專車 5110 

花蓮縣-鳳林鎮 
花蓮縣鳳林鎮衛生所 

甜蜜家庭俱樂部 
徐蘭芳 幹部 葷-9 羅東專車 5110 

花蓮縣-鳳林鎮 
花蓮縣鳳林鎮衛生所 

甜蜜家庭俱樂部 
曾月娥 幹部 葷-9 羅東專車 5110 

花蓮縣-光復鄉 
花蓮縣光復鄉衛生所 

糖老鴨俱樂部 
陳楊雪津 會長 葷-9 羅東專車 6101 

花蓮縣-光復鄉 
花蓮縣光復鄉衛生所 

糖老鴨俱樂部 
章香瓊 幹部 葷-9 羅東專車 6101 

花蓮縣-光復鄉 
花蓮縣光復鄉衛生所 

糖老鴨俱樂部 
張金枝 幹部 葷-9 羅東專車 6101 

花蓮縣-光復鄉 
花蓮縣光復鄉衛生所 

糖老鴨俱樂部 
張金秀 幹部 葷-9 羅東專車 6101 

台東市 
天主教台東聖母醫院 

棒棒糖聯誼會 
賴健一 會長 葷-10 羅東專車 6102 

台東市 
天主教台東聖母醫院 

棒棒糖聯誼會 
林枝龍 幹部 葷-10 交通自理 6102 

台東市 
天主教台東聖母醫院 

棒棒糖聯誼會 
涂成功 幹部 葷-10 交通自理 6102 

台東市 天主教台東聖母醫院 陳桂美 幹部 葷-10 羅東專車 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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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棒糖聯誼會 

縣市別 團體 姓名 餐 車次 配寢 

台東市 
天主教台東聖母醫院 

棒棒糖聯誼會 
盧裕美 幹部 葷-10 羅東專車 6111 

台東市 
天主教台東聖母醫院 

棒棒糖聯誼會 
許昭仁 幹部 葷-10 羅東專車 6102 

台東市 天主教台東聖母醫院 林瑞祥 輔導員 葷 羅東專車 無 

台東市 天主教台東聖母醫院 吳素禎 輔導員 葷 羅東專車 無 

台東市 天主教台東聖母醫院 吳思儒 輔導員 葷 羅東專車 無 

台東市 天主教台東聖母醫院 蘇宜君 輔導員 葷 羅東專車 無 

台東市 天主教台東聖母醫院 尤偉銘 輔導員 葷 羅東專車 無 

台東縣市 台東年輕糖尿病協會 
勒卡爾.夷丈. 

撤里朋岸 會長 
葷-11 羅東專車 5208 

台東縣市 台東年輕糖尿病協會 劉錦美 幹部 葷-12 羅東專車 3209 

台東縣市 台東年輕糖尿病協會 朱 震 葷-11 羅東專車 5208 

台東縣市 台東年輕糖尿病協會 朱珮辰 葷-12 羅東專車 3209 

台東縣市 台東年輕糖尿病協會 李秀琴 幹部 葷-12 羅東專車 3201 

台東縣市 台東年輕糖尿病協會 田秉軒 葷-11 羅東專車 5208 

台東縣市 台東年輕糖尿病協會 李雅玲 葷-12 羅東專車 3201 

台東縣市 台東年輕糖尿病協會 易淑玲 幹部 葷-12 羅東專車 3201 

台東縣市 台東年輕糖尿病協會 詹侑穎 葷-12 羅東專車 3201 

台北市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朱依敏 葷 
交通自理 

無 
羅東專車 

台東市 
天主教台東聖母醫院 

棒棒糖聯誼會 
葉木村 葷 羅東專車 3203 

台中市-太平區 中部 T1DM 黃舒暖 葷-13 專車 3209 

台中市-太平區 中部 T1DM 楊東霖 葷-11 專車 5207 

台中市-太平區 中部 T1DM 張嵩平 葷-11 專車 5207 

台中市-太平區 中部 T1DM 林永祥 葷-11 專車 5207 

台中市-大里區 中部 T1DM 蕭勝成 葷-13 專車 6108 

台中市-大里區 中部 T1DM 楊月桂 葷-13 專車 6108 

台中市-大里區 中部 T1DM 陳美鈴 葷-13 專車 3209 

台中市-大里區 中部 T1DM 林晉儀 葷-11 專車 5207 

台中市-石岡區 中部 T1DM 孫煥昌 素-15 專車 3202 

台中市-石岡區 中部 T1DM 張玉珠 素-15 專車 3202 

台中市-石岡區 中部 T1DM 孫世龍 素-15 專車 3202 

彰化縣-和美鎮 中部 T1DM 林宥穎 葷-13 專車 3207 

彰化縣-和美鎮 中部 T1DM 葉善桑 葷-13 專車 3208 

彰化縣-和美鎮 中部 T1DM 謝瑩縈 葷-13 專車 3208 

彰化縣-和美鎮 中部 T1DM 陳彥伶 葷-13 專車 3208 

彰化縣-和美鎮 中部 T1DM 黃意雯 葷-13 專車 3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