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姓名 服務機關/學校

1 王安瑜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2 王祖興 中山醫學大學
3 王專專 台中市大雅區文雅國小

4 王曼郁 清水區建國國小

5 王莉晶 追分國小

6 王琳虹 北辰國小
7 王萱霓 漳興國小

8 王麗霞 豐南國中
9 古孟萍 南投縣合作國民小學

10 朱純慧 南投縣豐丘國民小學
11 江沛錞 臺中市立善水國民中小學
12 江芝菡 嘉義高工

13 江湘寧 苗栗縣泰安鄉梅園國小
14 何承蓁 臺中市大里非營利幼兒園
15 余秋鳳 南投市平和國小
16 余雅茹 北斗家商
17 吳佳榕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18 吳依珊 國立嘉義高商
19 李小玉 石角國小
20 李心潔 台中市私立嶺東中學
21 李佩軒 苗栗縣山腳國小
22 李依盈 育仁小學
23 李宗熹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24 李信枝 炎峰國小
25 李映慧 苗栗縣山腳國小
26 李倩吟 苗栗縣銅鑼國小
27 李逸成 臺中市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
28 李雅雯 台中市神岡區岸裡國小
29 周惠貞 大元國小
30 林文怡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31 林佩蓉 南投市光榮國小

109年學校行政人員實用癲癇知識研習會 -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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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澄清醫院 中港院區 17樓會議廳
（台中市西屯區中港路三段118號）

注意事項 :

1.請憑報到編號至會場辦理報到手續.

2.會場冷氣較強 請攜帶薄外套.

3.因疫情會場內請戴口罩
4.會場內請勿飲食



32 林佩璇 台中市立啟明學校
33 林佳君 南投國小
34 林幸儒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35 林怡欣 臺中市西屯區泰安國小
36 林東明 台中市安和國中
37 林欣儀 嘉義市蘭潭國小
38 林柳吟 南投市嘉和國小
39 林娉婷 中山醫學大學 

40 林素月 台中市立沙鹿高工
41 林素穗 南投縣信義鄉桐林國小
42 林國益 台中市立啟聰學校
43 林梅菁 潭子區新興國小
44 林淑雰 南投縣信義國中
45 林嫦如 僑光科技大學
46 邱素華 興安國小
47 金凱雯 南投縣立羅娜國小
48 施姵芸 台中市沙鹿高工
49 柯秀姍 宜欣國小
50 柯姿羽 彰師附工進修部
51 段儀心 無
52 洪妙鈴 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53 洪沂琳 明道中學
54 洪琇琪 雲林縣台興國小
55 洪聖雯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56 洪慧如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57 洪璽閔 彰化縣花壇鄉僑愛國小
58 禹薇 苗栗縣立建功國小
59 孫東彥 臺中高工
60 徐顥庭 新竹市私立曙光小學
61 症秀芬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62 康麗麗 漢口國中
63 張千惠 豐原高商
64 張月好 紅葉國小
65 張玉絹 南投縣郡坑國小
66 張向婷 南投縣立中興國中
67 張如雯 臺中市立東華國民中學
68 張秀慧 中興大學
69 張育娟 彰化縣立和群國中
70 張美智 魚池台安診所
71 張淑珊 霧峰國小
72 張淳惠 台中市清水區三田國民小學
73 張逸琳 台中市立啟聰學校



74 張毓琪 龍井國小
75 張廖瑩雅 大明國小
76 張謦宇 潭子國中
77 張麗卿 台中市台中特殊教育學校
78 梁玉瑾 東新國中
79 梁鈴玉 台中市龍井國中
80 莊芷伶 台中市立啟聰學校
81 許沛晴 台中市立豐東國中
82 許美惠 苗栗縣蕉埔國小
83 許蕓芳 臺中市立啟聰學校
84 許譯文 南投縣大成國中
85 連素貞 臺中市立台中啟聰學校
86 郭虹佑 僑榮國小
87 陳安琪 大道國中
88 陳杏芬 南投縣中寮國中
89 陳秀珍 南投縣立爽文國中
90 陳育美 南投縣中寮國小
91 陳佩儒 臺中市南區樹義國小
92 陳佳琦 光榮國中
93 陳佳慧 彰化花壇國小
94 陳孟華 臺中市神岡區圳堵國小
95 陳芬藝 台中啟聰
96 陳春梅 國立草屯商工
97 陳美珠 嘉義市崇文國小
98 陳桂玲 南投縣清水國小
99 陳珮筠 台中市立啓聰學校
100 陳培如 家管
101 陳菊 新光國中
102 陳瑋玲 台中市梧棲區中港國小
103 陳鈺環 臺中市大雅國小
104 陳靜誼 草屯國小
105 曾玉婷 頭家國小
106 曾秀華 苗栗縣立苑裡高中
107 曾育君 苗栗縣立苑裡高中
108 曾依亭 富功國小
109 曾施梅 大里國小
110 曾國彰 台中巿立啟聰學校
111 黃子容 光田醫院
112 黃子晏 仁馨樂活園區
113 黃小萍 彰化藝術高中
114 黃小蓉 國立彰化溪湖高中
115 黃泳甯 南投中興國中



116 黃玫萍 苗栗縣新開國小
117 黃美雅 台中市立啟聰學校
118 黃香慈 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119 黃清雅 北辰國小
120 黃靖茹 臺中科技大學
121 黃靖雅 宜禾診所
122 楊宜蓁 新北市雙溪國小
123 楊怡庭 中臺科技大學
124 楊哲賓 烏日區喀哩國小
125 楊雅欣 台中市 豐南國中
126 楊鈺嬿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27 葉采艷 通霄國中
128 葉淑錦 國立中興大學
129 詹玉芸 嘉義市林森國小
130 詹淑琇 力行國小
131 詹惠雯 台中巿立啟聰學校
132 詹曉青 苗栗縣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33 鄒玉佩 南投縣水里國小
134 鄒秀梅 台臺中市立鹿寮國中
135 廖于嘉 后綜高中
136 廖辰蓁 台中市大里區健民國小
137 廖姿菁 永樂國小
138 廖秋怡 瑞竹國中
139 趙吟容 梧棲國中
140 趙淑敏 社口國小
141 趙嘉茵 台中啟聰學校
142 劉千鳳 南投縣炎峰國小
143 劉宇青 台中市仁美國小
144 劉俐如 台中市和平區白冷國民小學
145 劉朔如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小    

146 劉懿慈 台中市立啟聰學校
147 潘亭妤 台中市立豐原高商
148 蔡巧薇 僑光科技大學
149 蔡惠駒 永順國小
150 蔡慧琪 台中市后里區七星國小
151 蔣怡芬 常春藤高中
152 蔣慧珠 中山國中
153 鄭仁斌 南投縣中寮鄉永康國小
154 鄭玉琴 台中市立順天國民中學
155 鄭素娟 彰化縣和東國小
156 鄭箏亮 無
157 盧秀蓉 嘉義市崇文國小



158 蕭允婷 鎮西國小
159 蕭妙如 南投縣南投市康壽國小
160 蕭棋嘉 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161 賴宜嫻 台中啟聰學校
162 賴姿君 臺中市烏日區旭光國民小學
163 賴惠珍 台中市立啟聰學校
164 賴筱琳 彤鳥社會企業有限公司
165 戴瓊如 臺中市潭子區潭子國小
166 繆帛足 苗栗縣立烏眉國民中學
167 謝文昀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68 謝宜蓁 國立永靖高工進修部
169 謝桂蓮 台東市東海國小
170 謝啓彬 苗栗農工
171 謝婷娟 彰化田尾國中
172 謝惠珍 無
173 謝嘉甄 苗栗縣城中國小
174 謝碧芬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175 鍾孟真 台中市立啟聰學校
176 鍾易儒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77 簡玉婷 台中市立霧峰國小
178 藍昭欐 三和國小
179 藍靖文 南投縣爽文國小
180 魏之琳 旭光高中
181 魏萍 台中市立豐東國中
182 蘇秀娟 南投國小
183 鐘惠珊 國姓鄉南港國小
184 顧庭安 忠山國小



時間：109年8月5日（三） 

地點： 澄清醫院 中港院區 17樓會議廳（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966號）

時  間 題  目 主 講 人

13：00 - 13：30（30）

台灣癲癇醫學會 理事長

謝良博 醫師

台中榮總 神經醫學部

董欣 醫師

14：40 - 15：00（20） 休息

光田醫院 小兒神經科

江國樑 醫師

彰化基督教醫院 兒童神經科

張明裕 醫師

16：00 - 16：20（20） 綜合討論 全體醫師

癲癇之社會觀

13：40 - 14：40（60）

15：30 - 16：00（30）

13：30 - 13：40（10）

15：00 - 15：30（30） 癲癇發作時之處置與治療

報到

認識癲癇

理事長致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