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若有遺漏之單位或個人，在此至上歉意，並請來電告知以利下次補正。謝謝。 

 

 

 

      愛心捐物芳名錄(感謝您的支持)  

   

   

 
 
 
 

      愛心捐款芳名錄(感謝您的支持) 

   

 

 

 

 

 

 

 

 

 

 

   

 

 

 

 

 

 

 

姓 名 品  名 數量 姓 名 品  名 數量 

50嵐 發票 282張    

104/05/04 陳滄山 4800 104/05/04 程薛春花 100 

104/05/04 程洪泉 100 104/05/04 程雪玲 100 

104/05/04 林雪瑱 500 104/05/04 陳俊佑 500 

104/05/04 蘇有朱 500 104/05/04 蘇慧閔 500 

104/05/04 林幸容 500 104/05/07 無名氏 600 

104/05/08 莊智超 1000 104/05/08 丁浩祐 200 

104/05/08 陳春妃 1000 104/05/08 
台南市復興國小企

鵝班 1285 

104/05/13 廖正忠 500 104/05/13 黃怡玲 500 

104/05/13 田春生 14800 104/05/13 方鵬程 4800 

104/05/20 蔡清根 12800 104/05/20 郭慶洋 5000 

104/05/21 陳亭軒 303 104/05/27 南園街50嵐捐款箱 62 

104/05/28 莊智超 1000 104/05/28 丁浩祐 200 

日期 時間 名稱 內容 地點 

06月 03 日(三) 14：00~16：00 電腦課程-進階班 文書軟體應用 本會 

06月 06 日(六) 

 

08：00~14：00 西藥盃保齡球比賽 保齡球比賽 黃金保齡球館 

09：00~11：00 歡樂非洲鼓 鼓伴奏模式變化 成功大學光復校區 

14：30~16：30 樂活瑜珈 綜合練習(一) 本會 

06月 10 日(三) 14：00~16：00 電腦課程-進階班 圖片修圖應用 本會 

06月 13 日(六) 09：00~11：00 歡樂非洲鼓 獨奏技巧訓練 成功大學光復校區 

14：30~16：30 樂活瑜珈 綜合練習(二) 本會 

06月 20 日(六) 09：00~11：00 歡樂非洲鼓 節奏整合複習 成功大學光復校區 

06月 27 日(六) 09：00~11：00 歡樂非洲鼓 成果發表 成功大學光復校區 

14：30~16：30 樂活瑜珈 綜合練習(三) 本會 

  日期 時間 名稱 內容 地點 

07月 04日(六) 09：00~11：30 健康樂活趣-穴道按摩 人體筋脈學 本會 

14：30~16：30 花草達人園藝課程 播種的基本功夫 本會 

07月 11日(六) 09：00~11：30 健康樂活趣-穴道按摩 穴道指壓 本會 

14：30~16：30 花草達人園藝課程 園藝植物常見蟲害 本會 

歡迎來電

報名! 

Tainan Epilepsy Association 

社團法人台南市癲癇之友協會 

  Since 1998 

協 會 義 賣 商 品 ， 歡 迎 來 電 訂 購 ！ 

發 行 人：鄭淑惠 理事長 

編輯小組：龎惠芬 秘書、謝佩珊 社工員、顏雅婷 社工員、王嘉瑄 社工員     

會址：701-51 台南市東區裕農路 308 號 8 樓之 3   電話：（06）2350253   傳真：（06）2353235   

協會 E-mail：ept@teatn.org.tw    協會網址：www.teatn.org.tw      郵政劃撥：31376273 

Facebook：請搜尋關鍵字 f 台南癲癇        癲癇動畫片： YouTube 癲富友情 

拈花惹草園藝所地址：台南市歸仁區文化街三段 592 巷 33 號 電話：(06)2309185        

衛福部身心障礙機構團體網路採購平台 http://ptp.moi.gov.tw/store/ept87222/  

Yahoo!奇摩拍賣網 http://tw.user.bid.yahoo.com/tw/booth/epilepsy_tainan                    發行日期：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邀請共同響應「電子發票 e點通」 

--本會愛心條碼下載及電子發票捐贈方式及流程 

愛心條碼使用方式： 

 

 

http://tw.user.bid.yahoo.com/tw/booth/epilepsy_tainan


 

 

                                               標題：抗癲癇藥物簡介與使用通則 

林口長庚神經內科系癲癇科主治醫師   李志鴻 

    各種型態癲癇的用藥原則也不同：醫師會搭配不同作用機轉的抗癲癇藥以治療癲癇。癲癇主要

可分作部分型癲癇與廣泛性癲癇兩大類，部分型癲癇的首選藥物包括癲通、癲能停、除癲達、優

閒；而廣泛型癲癇的首選藥物則以帝拔癲、樂命達、妥泰為主。 

    治療癲癇需全面考量、因人而異：有些抗癲癇藥有較強的鎮靜效果，如苯巴比妥、癲能停、

鎮靜劑、妥泰。優閒則可能會出現情緒控制障礙、脾氣暴躁等現象。體重方面，帝拔癲會使體重

增加；體質相關的副作用如帝拔癲容易落髮；癲能停會增加青春痘或使面容變粗糙；還有帝拔癲

與樂命達可能引起顫抖症。因此，臨床醫師治療患者時，前述抗癲癇藥的特性也是考量要點之一。

例如脾氣暴躁或有憂鬱傾向的病人，帝拔癲、癲通以及樂命達都兼具情緒穩定的效果；選擇帝拔

癲或妥泰可以同時預防偏頭痛；在婦女方面就更複雜些，服用大部分的抗癲癇藥會增加身體性荷

爾蒙的代謝，而懷孕後，由於肝臟、腎臟的代謝能力增加以及體內的水分增加，又常會導致抗癲

癇藥濃度下降。最重要的，在懷孕期間服用帝拔癲會大幅增加致畸胎率（接近 10%），因此育齡婦

女的癲癇症除非只有帝拔癲能控制，否則盡量避免使用。 

    癲癇用藥需考量與其它用藥的交互作用：癲癇藥物與其他藥物的交互作用相當複雜，常常造

成臨床醫師給藥上的困擾，尤其可見於併用多科藥物的老年病人。大部分癲癇藥物由肝臟代謝，

像苯巴比妥、癲能停、癲通、除癲達、樂命達、妥泰等會增加肝臟代謝酵素的能力，而降低其他

抗癲癇藥的血中濃度；相反的，帝拔癲會抑制肝臟代謝酵素的能力，而造成其他抗癲癇藥物濃度

上升，增加藥物中毒的危險。同樣的，抗癲癇藥物與精神病藥物、抗憂鬱藥物、一些止痛藥與抗

生素、抗心律不整藥物、麻醉藥等也會引起程度不等的交互作用。最明顯的例子是同時使用癲能

停與抗凝血藥物可邁丁的病人，起初癲能停會和血液中白蛋白結合，造成血中可邁丁的濃度上升；

接下來癲能停因為增進肝臟酵素的功能，又會使可邁丁其血中濃度下降，導致藥物濃度不穩定。

另外幾種抗癲癇藥主要是由腎臟代謝，如鎮頑癲、妥泰、優閒、赦癲易。妥泰比較特殊，它會自

動在肝臟或腎臟間依不同身體狀況改變代謝比例。肝臟不好的病人，例如肝炎甚至肝硬化患者，

可以選擇這幾類由腎臟代謝的抗癲癇藥，而腎功能不全的病人使用抗癲癇藥時有時要減量，或在

洗腎後補足其劑量。 

  結論：近年來由於抗癲癇藥的的快速發展，給予臨床醫師更多選擇，卻也增加了給藥的複雜

度。醫師不只是針對癲癇型態用藥就好，還必須通盤考慮每位患者的狀況，特別是某些特殊族群。

病人要將自己的過去病史清楚的告知醫師，並且完整提供目前服用的藥物，才能使臨床醫師做出

最正確的判斷，讓癲癇藥物達到最佳的效果。 
引用: 104年 05月 26日轉載自<長庚醫訊>第 32卷第 11期 

 

       

       

協 會 活 動 你 我 不 可 不 知 衛 教 資 訊 

5月份幸福生活繪~水彩真好玩課程 

5月 18日陳滄山理事菁寮國中癲癇宣導 

5月 6日方鵬程理事安慶國小癲癇宣導 5月 13日田春生理事佳里國小癲癇宣導 

5月 13日黃欽威理事鹽水國小癲癇宣導 

5月份歡樂非洲鼓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