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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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華碩

文教基金會 

二手筆

電 
8台 

財團法人華碩文

教基金會 
二手電腦 8台 

104/05/30 蔡志賢 600 104/05/30 王素蓮 200 

104/05/30 吳清鑑 500 104/05/30 蘇家嫻 208 

104/06/01 程雪玲 100 104/06/01 程洪泉 100 

104/06/01 程薛春花 100 104/06/06 周意苹 3200 

104/06/06 陳慧璟 500 104/06/06 陳俊佑 500 

104/06/06 陳滄山 8000 104/06/06 黃美智 4800 

104/06/11 蔡景仁 4800 104/06/15 鄭淑惠 4800 

104/06/23 陳亭軒 274 104/06/25 吳清鑑 500 

104/06/25 莊智超 1000 104/06/25 丁浩祐 200 

104/06/30 黃毅斌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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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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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15：30 花草達人園藝課程 園藝植物常見蟲害 本會 

  日期 時間 名稱 內容 地點 

08月 15日(六) 09：00~11：30 「癲癇宣導種子講師暨志工

訓練課程 1」認識癲癇疾病 

認識癲癇之特

性及正確處置

方式 

本會 

14：00~16：30 「癲癇宣導種子講師暨志工

訓練課程 2」愛的關懷與陪伴 

同理心與助人

技巧訓練 

本會 

08月 22日(六) 13：30~16：30 70 起始--蔡景仁醫師的邀約 執業生涯回顧

與病友相見歡 

成大醫學院一

樓 第三講堂 

08月 29日(六) 09：00~11：30 「癲癇宣導種子講師暨志工

訓練課程 3」志工有你有我 

培訓成為一位

志工 

本會 

14：00~16：30 「癲癇宣導種子講師暨志工

訓練課程 4」搭起溝通的橋樑 

演講技巧口才

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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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氣與力量   翻轉人生 
親愛的大家：與癲癇相處的歲月裡，相信你們有酸甜苦辣之故事，更相信背後的勇氣及 

信念力量，因此想邀請您透過分享，將經歷化為一連串珍貴的文稿，最後 

                  讓我們一起 俯拾生活點滴經驗 分享生命精彩片段吧！ 

              活動時間 即日起至 104年 10月 30日截止。 

                                                                     徵文主題 我與癲癇共處的日子 

  參加對象  癲癇病友與家屬 

報名與繳件方式 

1.於 104 年 10 月 30 日中午前將電子檔及報名表 e-mail 至 ept@teatn.org.tw 

  或將文稿傳真至本會。 
 2.字數限制為 1000 字～2000 字。 

3.報名成功者將會收到本會電話及信件通知。 

     獎勵辦法  

            文稿經審查錄取者，會依文稿刊登字數，一律給與稿費每仟字 500元。 

 
 

蔡景仁醫師將於 105 年 2 月 1 日正式退休 

 邀請您一起分享蔡醫師成大醫院執業生涯回顧與病友相見歡 
時間：104 年 8 月 22 日(星期六) 下午 1:30~4:30 (全程備有點心) 

                                                      地點：成大醫學院一樓 第三講堂 

                                                                        (從住院大樓進入，走到底，當天沿路會有指標) 

                                                   報名方式(選擇其中一種方式)： 

                                                                                 1.可來電 06-2350253 至本會報名 

    2.掃描 QR code 線上填寫 

http://goo.gl/forms/f54y41RhgA 
對QR code操作有疑問 可聯絡 06-2353535-3574 助理黃秀娟 

~我們接受您的祝福 婉謝各類禮物~ 

協 會 活 動 本 會 徵 文 活 動 

6月份樂活瑜珈課程 

6月 10日方鵬程理事裕文國小癲癇宣導 

6月 6日保齡球比賽 6月 6日保齡球比賽 

6月 10日方鵬程理事裕文國小癲癇宣導 

6月份歡樂非洲鼓課程 

70 起始--蔡景仁醫師的邀約 

mailto:於104年10月30日中午前將電子檔及報名表e-mail至ept@teatn.org.tw
http://goo.gl/forms/f54y41Rhg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