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到編號 姓名 服務機關/學校

1 方美善 博愛國小
2 方詠雯 國立高雄大學

3 方筱慧 屏東縣私立林邊文馨幼兒園

4 王千綺 文府國小

5 王怡芳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6 王姿絜 光武國小

7 王秋月 四維國小
8 王蔚書 國立嘉義高工

9 王麗玲 臺南市東區崇明國小

10 朱海文 育仁中學
11 朱貴香 八卦國小

12 江孝菁 屏東縣楓港國小
13 江翠梅 高雄市興田國小

14 何育婷 屏山國小

15 何育慧 台南市立永仁高中
16 余雪如 高雄市十全國小
17 吳佩玲 台南二中
18 吳佳郁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9 吳卿銣 高雄市援中國小
20 吳珮嘉 南安國小
21 吳淑鈴 鹽埕國中
22 呂淑貞 台東東大附小
23 李小萍 仁武高中
24 李宜倫 大榮中學
25 李政璋 博正兒童發展中心

26 李洨玫 鳳山國中

27 李偲亘 國立高雄大學
28 李惠君 四維國小
29 李湘婷 屏東縣恆春鎮僑勇國小
30 李慧娟 屏東縣立鶴聲國中
31 李麗玉 台東大學附小
32 李麗敏 國立臺南啟智學校
33 周怡君 高雄市立小港國中
34 周黃亦柔屏東縣鹽埔國小
35 林伶芷 國立中山大學
36 林沛華 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
37 林秀宸 高雄市彌陀區壽齡國小
38 林秀雯 溫友諒醫院

109年學校行政人員實用癲癇知識研習會 -高雄
時間：109年8月26日（三）

地點：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啟川大樓 六樓 第二講堂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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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林佩璇 高雄市明華國中
40 林怡伶 桃源國小
41 林金滿 沒有
42 林柔臻 陳志宇診所
43 林美珍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44 林香宜 高雄市立成功特殊教育學校
45 林珮沚 高雄市吉洋國小
46 林軒如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 高雄市鳳山伊甸早療中心
47 林廉珮 楠梓國中
48 林蓓雯 獅子國中
49 林鴻燕 仁武國小
50 邱素華 嘉義市興安國小
51 柯仁鳳 鳳甲國中
52 柯律言 高雄市立陽明國小

53 柯雅婷 台南市德光中學

54 洪嘉穗 高雄特殊教育學校
55 洪韻美 高雄市立桃源國民中學
56 洪藹玲 台北市立啟智學校
57 胡廉筠 高雄市六龜國小
58 凌佩瑜 台南市光榮國小
59 唐怡瑜 嘉大附小
60 唐俗惠 屏東市大同國小
61 夏佩杏 高雄市橋頭區興糖國小
62 徐貴珍 彌陀國中
63 翁靚芸 長榮大學
64 翁靜莊 高餐大附中
65 袁緣 文山高中
66 高碧弘 河濱國小
67 張玉玲 南化國中
68 張郁珮 三民兒童早期療育發展中心
69 張泰源 登信貿易
70 張淑貞 鳳山高中
71 張華軒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72 張雅芳 明道中學
73 張雯雯 大華國小
74 張鳳纓 高雄市正興國中
75 張簡威宣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76 張讓花 屏東縣羌園國小
77 梁瀞月 國立曾文農工
78 莊佳頤 灣內國小
79 莊蕙苹 高雄醫學大學
80 許秀芬 高雄市立楠梓國中
81 許佩琳 博正兒童發展中心
82 許欽禎 楠梓國中
83 許瀞分 高雄市楠梓國小
84 連敏伶 後勁國中
85 郭月巧 蚵寮國中
86 郭秀惠 高雄市內門區金竹國小
87 陳怡旬 博正兒童發展中心



88 陳怡儒 青年國中
89 陳亭安 無障礙之家兒童發展中心
90 陳姿伶 漢來飯店
91 陳彥彣 中洲國小
92 陳祉安 中山大學
93 陳秋花 桃源國小
94 陳美靜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國小
95 陳郁婷 燕巢國小
96 陳韋錂 博正兒童發展中心
97 陳珮玲 左營國中
98 陳淑瓊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99 陳慈惠 恆春國小
100 陳慧真 高醫
101 陳瓊蓉 小港國小
102 陳韻帆 楠梓國小
103 曾珠美 蚵寮國中
104 曾莉雯 臺南市關廟區五甲國小
105 黃怡蓉 高雄市新興高中
106 黃芝萍 左營國中
107 黃芳薇 台南市深坑國小
108 黃美涵 輔英科技大學 

109 黃婉婷 鳳山區忠孝國小
110 黃淑芬 龍目國小
111 黃渝楨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國小
112 黃鵬璆 高雄女中
113 楊佩紋 楠梓國小
114 楊智慧 興中國小
115 楊縈婷 高雄市立壽山國中
116 溫淑雯 屏東縣長興國小
117 溫凱婷 高雄市立高雄特殊教育學校

118 賈宛妮 劉永豐診所

119 廖芳儀 文聖國小

120 廖尉妤 屏東縣立獅子國中

121 廖雪芬 文府國小

122 廖凱君 加昌國小
123 劉士毅 高雄捷運公司
124 劉子綾 台南市南梓實驗小學
125 劉秀鳳 高雄市立高雄特殊教育學校
126 劉郁涵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127 劉筑怡 博正兒童發展中心
128 劉蓉兒 博正兒童發展中心
129 樊惠瑜 高雄市三民兒童早期療育發展中心
130 蔡秀玲 楠梓國小
131 蔡雅莉 獅湖國小
132 鄭秀如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國小
133 鄭雅玲 南投縣中山國小
134 蕭百利 高雄市民族國小

135 蕭秀香 後壁高中

136 薛涴尹 三民兒童早期療育發展中心



137 謝青芳 早療單位
138 謝素玉 明華國中
139 鍾心怡 鳳山高中
140 鍾鳳秋 苓洲國小
141 簡佩琪 高雄市新莊高中
142 魏婉菁 高雄市壽山國小
143 羅婕予 楠梓國小
144 蘇家慧 高醫
145 龔芸瑱 寶隆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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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長庚 小兒神經科

洪碧蓮 醫師

14：40 - 15：00（20） 休息

高雄榮總 小兒神經科

陳珠瑾 醫師

高醫附醫 小兒神經科

林龍昌 醫師

16：00 - 16：20（20） 綜合討論 全體醫師

時間：109年8月26日（三）

地點：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啟川大樓 六樓 第二講堂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100號）

理事長致詞13：30 - 13：40（10）

認識癲癇13：40 - 14：40（60）

癲癇發作時之處置與治療15：00 - 15：30（30）

癲癇之社會觀15：30 - 16：0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