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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獎項 姓名 疾病名稱 

1 傑出才藝 陳○樺 CHARGE 症候群 

2 傑出才藝 高○豪 成骨不全症 

3 傑出才藝 吳○嫣 軟骨發育不全症 

4 傑出才藝 楊○晏 普瑞德威利症候群 

5 傑出才藝 黃○雅 色素失調症 

6 傑出才藝 劉○朣 鎖骨顱骨發育異常 

7 傑出才藝 林○瑩 鳥胺酸氨甲醯基轉移酶缺乏症 

8 傑出才藝 古○祐 軟骨發育不全症 

9 傑出才藝 陳○瑄 高甲硫胺酸血症 

10 傑出才藝 劉○瑜 甲基丙二酸血症 

11 傑出才藝 曾○庭 Crouzon 氏症候群 

12 傑出才藝 黃○純 結節性硬化症 

13 傑出才藝 李○軒 肝醣儲積症第二型（龐貝氏症） 

14 傑出才藝 吳○俞 Crouzon 氏症候群 

15 傑出才藝 吳○穎 Lesch-Nyhan 氏症候群 

16 傑出才藝 陳○郁 肝醣儲積症第二型（龐貝氏症） 

17 傑出才藝 陳○穎 軟骨發育不全症 

18 傑出才藝 林○辰 DiGeorge 症候群 

19 傑出才藝 潘○芸 多發性硬化症 / 泛視神經脊髓炎 

20 傑出才藝 陳○如 多發性硬化症 / 泛視神經脊髓炎 

21 傑出才藝 楊○謙 裘馨氏肌肉失養症 

22 傑出才藝 鄭○雅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23 傑出才藝 鄭○韓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24 傑出才藝 唐○勛 遺傳性表皮分解性水皰症 

25 傑出才藝 姜○ 軟骨發育不全症 

26 傑出才藝 陳○涵 威廉斯氏症 

27 傑出才藝 林○蓉 CHARGE 症候群 

28 傑出才藝 蔡○琳 軟骨發育不全症 

29 傑出才藝 李○萱 其他型肌肉萎縮症 

30 傑出才藝 嚴○瑜 特發性或遺傳性肺動脈高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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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傑出才藝 嚴○慈 特發性或遺傳性肺動脈高壓 

32 傑出才藝 江○臻 粒線體缺陷 

33 傑出才藝 黃○瑄 威廉斯氏症 

34 傑出才藝 陳○楷 DiGeorge 症候群 

35 傑出才藝 陳○璇 肝醣儲積症 

36 傑出才藝 劉○綾 Prader-Willi 氏症候群 

37 傑出才藝 江○豪 結節性硬化症 

38 傑出才藝 楊○融 裘馨氏肌肉失養症 

39 傑出才藝 陳○翰 阿拉吉歐症候群 

40 傑出才藝 簡○毅 神經元蠟樣脂褐質儲積症 

41 傑出才藝 徐○鈞 遺傳性表皮分解性水皰症 

42 傑出才藝 梁○翔 DiGeorge 症候群 

43 傑出才藝 邱○淳 DiGeorge 症候群 

44 傑出才藝 溫○怡 多發性硬化症 / 泛視神經脊髓炎 

45 傑出才藝 林○君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46 傑出才藝 楊○閔 先天性肌失養症 

47 傑出才藝 符○丰 成骨不全症 

48 傑出才藝 符○ 成骨不全症 

49 傑出才藝 杜○庭 肌肉強直症 

50 傑出才藝 劉○廷 粒線體缺陷 

51 傑出才藝 顧○寧 遺傳性痙攣性下身麻痺 

52 傑出才藝 簡○玲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53 傑出才藝 陳○榛 性聯遺傳型低磷酸鹽佝僂症 

54 傑出才藝 楊○凡 Beckwith Wiedemann 氏症候群 

55 傑出才藝 陳○庭 肝醣儲積症 

56 傑出才藝 羅○溱 肝醣儲積症 

57 傑出才藝 于○蕎 脊髓小腦退化性動作協調障礙 

58 傑出才藝 梁○ 軟骨發育不全症 

59 傑出才藝 鄭○希 Kabuki 症候群 

60 傑出才藝 葉○豪 X 脆折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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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傑出才藝 劉○諺 貝克型肌肉失養症 

62 傑出才藝 陳○邑 DiGeorge 症候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