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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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園街 50嵐 發票 154張 李志恆 郵票 集郵冊 一批 

日  期 姓  名 金 額 日  期 姓  名 金 額 

104/06/30 蘇家嫻 182 104/07/01 黃怡玲 500 

104/07/01 廖正忠 500 104/07/04 蔡志賢 500 

104/07/04 程雪玲 100 104/07/04 陳慧璟 300 

104/07/04 程薛春花 100 104/07/04 程洪泉 100 

104/07/08 陳俊佑 500 104/07/08 謝鎮陽 1440 

104/07/08 李悅寧 1000 104/07/08 林文凱 1000 

104/07/09 南園街 50嵐 100 104/07/11 王文宏 2000 

104/07/17 陳慧美 5900 104/07/17 蘇祈玉 400 

104/07/22 丁浩祐 200 104/07/22 吳清鑑 500 

104/07/22 莊智超 1000    
日期 時間 名稱 內容 地點 

08月 01 日(六) 
09：00~12：00 

癲癇朋友焦點團體 
走過心路歷程 

本會 
14：00~17：00 家庭照顧者的心聲 

08月 15 日(六) 

09：00~11：30 

培訓宣導種子講師 

認識癲癇疾病 

本會 
14：00~16：30 

愛的關懷與陪伴 

~同理心訓練~ 

08月 29 日(六) 
09：00~12：00 

培訓宣導種子講師 
志工培訓 

本會 
14：00~16：30 口才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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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雅婷 社工員、陳璽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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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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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月 份 活 動 訊 息～ 

社團法人台灣癲癇之友協會～第 20屆癲癇朋友繪畫比賽開跑囉～ 
1.比賽主題： 

料理就像人生，每個人都是自己生命的廚師，只要能用心款待自己的生命、珍惜一切的事物，那麼每個

人都將是料理達人、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美味人生。請以「癲癇與美食」為創作主題，並於報名表簡短說

明創作作品。 

2.分組徵選： 

(一) 癲癇朋友組：(1) 兒童組：15歲以下   (2) 成人組：16歲以上 

(二) 癲癇朋友家屬組：限癲癇朋友之直系與旁系血親家屬，請於報名表註記與病友關係。 

3.作品規格：四開圖畫紙（54×39公分），每人限參賽一幅作品。 

4.使用材料：表現素材不限，水彩、蠟筆、版畫、水墨、彩色筆、剪貼或綜合應用皆可。 

5.參賽作品請於 104年 9月 25日前拿至台南市癲癇之友協會（台南市東區裕農路 308號 8樓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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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11日幸福農莊園藝課程 

 

 

 

                                               

         

 

 

             

 

 

 

 

 

   

 

 

日期 時間 主題 課程內容 講師 

8/15 

9:00AM-11:30AM 認識癲癇疾病 
認識癲癇之特性 

及正確處置方式 

成大醫院-神經科 

蔡景仁 醫師 

14:00PM-16:30PM 愛的關懷與陪伴 
同理心與助人 

技巧訓練 

嘉南藥理大學 

學輔中心主任 

江承曉 老師 

8/29 

9:00AM-12:00PM 志工有你有我 培訓成為一位志工 

長榮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助理教授 

蘇文彬 老師 

14:00PM-16:30PM 搭起溝通的橋樑 演講技巧口才訓練 

台南市口才協會第 13屆 

會長-永康口才講師 

蔡堯銘 老師 

本次焦點團體工作坊的舉辦期盼透過癲癇病患與家屬的聚集力量，以優勢觀點的復原力能夠一

同面對社會對癲癇病患的刻版印象與歧視態度，同時能夠以集體力量規劃癲癇者的生涯規劃，不論

在就學、社交、就業與感情等各層面中有具體的方向與做法，使個人的問題透過團體聚集得以了解，

未來得以能夠透過社會政策之倡議與發聲讓身障者的聲音可以被大眾了解。 

團體活動帶領者:邱怡薇專科社工師（邱怡薇社工師事務所負責人）/協同主持人：顏雅婷社工員 

日期 時間 團體內容 

08/01(六) 

09:00AM--09:15AM 相見歡-彼此信任 

09:15AM--10:15AM 優勢觀點理論介紹 

10:15AM--12:00PM 主題一(走過心路歷程史) 

14:00PM--15:00PM 主題二(家庭照顧者的心聲) 

15:00PM--15:10PM 休息 

15:10PM--16:20PM 主題三(一路相伴展翅翱翔) 

16:20PM--17:00PM 綜合結論分享 

協 會 活 動 活 動 快 訊 

4月 8日-黃美智理事 

忠義國小癲癇宣導 

7月 8日成大實用癲癇研習會義賣 

7月 4日健康穴道課程 7月 11日健康穴道課程 

7月 8日成大實用癲癇研習會義賣 

7月 11日幸福農莊園藝課程 

癲癇者生涯發展與其影響生涯因素~~焦點團體工作坊~~ 

您願意成為癲癇權益倡導的分享者嗎？ 

台南市癲癇之友協會辦理此課程目的主要透過培訓癲癇朋友及其家屬 

為宣導癲癇種子講師後透過自身經驗分享成為權益倡導的分享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