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到編號 姓名 服務機關/學校

1 王秀惠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小
2 王姍芳 文興高中

3 王芳庭 六合國小

4 王俐潔 高雄市楠梓國小

5 王美方 建興國中
6 王彩娥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7 王慧娟 台南市復興國民中學
8 王麗虹 文和實驗小學

9 甘燕萍 台南市歸仁區文化國小

10 朱裕芬 保西國小
11 何美滿 協進國小附設幼兒園

12 吳亞芳 台南市北區立人國小
13 吳佳璘 台南巿東區博愛國小

14 吳貞諺 臺南市佳里區延平國小

15 吳書賢 嘉義縣東石鄉下楫國小
16 吳敏華 台南市北區文元國小
17 吳靜賢 臺南市永康區三村國小

18 呂敏如 嘉南藥理大學

19 李秀屏 台南市大內國中
20 李秀春 嘉義高商
21 李宛叡 國立台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22 李宜芳 中州科技大學
23 李宜樺 台南市五甲國民小學
24 李幸容 臺南市佳里區塭內國民小學
25 李秋玲 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
26 李家甄 長榮大學
27 李純菁 台南市長安國小
28 李偉禎 仁德區大甲國小
29 李麗娜 臺南市永康區三村國民小學
30 李麗敏 國立臺南啟智學校
31 杜孟雯 安佃國小

109年學校行政人員實用癲癇知識研習會 -台南
時間：109年8月19日（三）

地點： 成大醫學院  一樓  第三講堂
（台南市勝利路1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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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嘉藜 善化國中
33 谷筱媛 南投縣力行國小
34 周怡吟 永康國小
35 周恩霈 花蓮縣秀林鄉秀林國民小學
36 周麗娟 台南市德高國小
37 林妙芬 臺南市將軍國小
38 林亞屏 高雄市立那瑪夏民生國小
39 林淑貞 台南二中
40 林淑惠 赤山國小
41 林雅惠 南大附中
42 林靜宜 臺南市立復興國中
43 玫容謝 臺南市安南區鎮海國小
44 邱英娟 台南市協進國小
45 長卉榛 長榮大學
46 柯雅婷 德光中學
47 柳貝樺 西螺農工
48 段蓉蓉 新民國小
49 洪君萍 永福國小
50 洪杏芳 安慶國小
51 洪菁穗 西門實驗小學
52 胡美雲 台南市東區勝利國小
53 宮郁庭 屏東縣恆春鎮恆春國小
54 徐郁雯 國立中正大學
55 袁仲英 新化區正新國小
56 高瑞吟 台南市青山國小
57 張玉玫 仁愛國小
58 張玉樺 台南市南區龍崗國小
59 張至欽 屏東縣僑勇國小
60 張素珠 崑山國小
61 張琇斐 南臺科技大學
62 張暄諭 月津國小
63 張簡采玲民權國小
64 許育榛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65 許柔暖 臺南市鹽水區竹埔國小
66 許素綾 屏東縣恆春國小

67 許菊雅 成功商水

68 許瑞純 西港區港東國小
69 許嘉真 台南市南區新興國中
70 許瀞方 台南市安平國小
71 連素鳳 楠西國中
72 郭淑靜 中山國中
73 郭喜淑 高雄市湖內區三侯國小



74 郭惠如 台南市安南區土城國小
75 郭詩伶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76 郭錦蓉 國立曾文農工
77 陳玉梅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78 陳佳琳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79 陳奇泰 台南市賢北國小
80 陳怡婷 南華大學
81 陳玟吟 臺南市東區大同國小
82 陳品秀 東方
83 陳姿廷 國立台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84 陳彥伃 台南市立六甲國中
85 陳美玲 花蓮縣立秀林國中
86 陳貞蓉 台南市永康復興國小

87 陳書昀 崑山科技大學

88 陳淑玲 台南市安平國小
89 陳菱萱 南英商工職業學校
90 陳毓婷 臺南市將軍區鯤鯓國小
91 陳夢婷 台南市北區文元國小
92 曾佩真 臺南市北門區雙春國小
93 曾怡珺 嘉義縣立嘉新國民中學
94 馮如馚 台南市立下營國中
95 黃千芳 安南區海東國小
96 黃千真 台南市私立昭明國中
97 黃小萍 彰化藝術高中
98 黃君名 臺南市大港國小
99 黃秀惠 永康國小

100 黃怡甄 台中市立東新國中
101 黃淑如 國立新化高工
102 黃菊雲 國立新化高工
103 黃雅君 台南市安南區海東國小
104 黃雅燕 嘉義縣水上萬能工商
105 黃瓊慧 台南市裕文國小
106 楊雅惠 長榮中學
107 楊麗玲 長榮大學
108 葉亞姿 茶山國小
109 葉富惠 口埤實驗小學
110 葉蓁甄 南市佳里區通興國小
111 董慧卿 東區崇明國小
112 詹令后 嘉義縣興中國小
113 廖倩儀 護理人員
114 劉建廷 嘉義縣阿里山鄉十字國小
115 劉美吟 台南市立菁寮國中



116 歐陽秋燕台南市青草國小
117 蔡佩君 沄水國小
118 蔡和純 台南市鹽行國中籌備處
119 蔡錞宜 嘉義縣布袋鎮新岑國民小學
120 鄭秀姿 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
121 鄭雅玲 南投縣名間鄉中山國小
122 鄭楣潔 文和實驗小學
123 鄭祺雯 台南市中山國中
124 鄭綉菁 國立新營高中
125 鄭靜儀 陽明國小
126 鄭麗姬 成功國小
127 蕭秀香 國立後壁高中
128 蕭斐文 屏東縣僑勇國小
129 謝文惠 台南市東光國小

130 謝秀媛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國小

131 謝佳倫 果毅國小
132 謝淑琴 台南市立永仁高中
133 鍾宜芬 屏東縣僑勇國小
134 鍾蕙如 山美國小
135 嚴家翎 嘉義縣同仁國小
136 蘇乙秦 高苑科技大學
137 蘇志翰 台南市立安順國中
138 蘇映儒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國小
139 蘇秋燁 德興國小
140 蘇韋靜 博正兒童發展中心
141 蘇雅玲 南臺科技大學



時  間 題  目 主 講 人

13：00 - 13：30（30） 報到

台灣癲癇醫學會 理事長

謝良博 醫師

成大醫院 癲癇科

黃欽威 醫師

14：40 - 15：00（20） 休息

成大醫院 小兒科

余文豪 醫師

台灣癲癇醫學會 理事長

謝良博 醫師

16：00 - 16：20（20） 綜合討論 全體醫師

地點：成大醫學院  一樓  第三講堂（台南市勝利路138號）

理事長致詞

認識癲癇

13：30 - 13：40（10）

13：40 - 14：40（60）

15：00 - 15：30（30） 癲癇發作時之處置與治療

癲癇之社會觀15：30 - 16：00（30）

時間：109年8月19日（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