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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捐款芳名錄
日 期 姓 名 金 額 日 期 姓 名 金 額

2016/7/19 楊O民 10000 2016/8/29 林O瑱 500
2016/7/20 陳O軒 288 2016/8/29 陳O佑 500
2016/7/21 程O泉 100 2016/8/30 丁O祐 1000
2016/7/21 程O玲 100 2016/9/3 程洪泉 100
2016/7/21 程薛O花 100 2016/9/3 程雪玲 100
2016/8/3 郭O彩 2000 2016/9/3 程薛O花 100
2016/8/6 何O立 1000 2016/9/5 楊O媖 3000
2016/8/6 程O泉 100 2016/9/7 吳O鑑 500
2016/8/6 程O玲 100 2016/9/7 蘇O玉 1000
2016/8/6 程薛O花 100 2016/9/7 丁O祐 200

2016/8/10 方O程 2000 2016/9/7 蔡O仁 2000

2016/8/10 新竹仰德高中
輔導處 2000 2016/9/20 林O曼 1000

2016/8/10 廖O忠 500 2016/9/20 林O潔 30000
2016/8/10 黃O玲 500 2016/9/20 陳O軒 254
2016/8/10 何O立 200 2016/9/21 紅瑞興業(股)公司 10000
2016/8/15 劉O成 1200 2016/9/21 黃O玲 500
2016/8/20 陳O軒 67 2016/9/21 廖O忠 500
2016/8/23 徐O玉 50000 2016/9/23 林O男 2000

2016/8/29 林O曼 1500 2016/9/26 富得鋁材有限公
司 2000

2016/8/29 吳O敏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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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捐物芳名錄
姓 名 品 名 數量 姓 名 品 名 數量

吳O鑑 105年7-8月統一發票 25張 許O太 Hello kitty 手機配件 一套

邀請您共同響應「電子發票e點通」

完成捐贈電子發票

店家掃描愛心條碼

結帳前出示愛心條碼

請將右側台南癲癇愛心碼剪下

**本次清單依據出刊前所收到之明細表列，若您尚未收到捐款收據，請務必來函索取，如有
缺漏，也請隨時指正。協會感謝您的支持。

愛心條碼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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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7月2日『西藥盃』臺南市

身心障礙者保齡球比賽癲癇組

個人及團體組所有獲獎者

鄭淑惠監事

榮獲國立成功大學第14屆(104學年度)

通識課程生命科學與健康領域

優良教師獎



各位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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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颱風特別多，造成許多地區大小不一的災害，

希望大家都平安的渡過風雨。

這一期季刊的內容，感謝陳滄山醫師特別將台灣癲

癇醫學會的癲癇日誌APP介紹給大家，歡迎善用現代科

技，讓規則服藥融入日常生活習慣當中；時序進入深秋，

台灣當季盛產的柚子香甜多汁，想必是許多人的最愛，除了一飽口福，編輯

小組轉載了柚子與慢性藥品的相關報導，除了讓大家了解同時享用水果與服

用藥品之間可能的交互作用，結果可能降低藥效，或引起藥物過量而出現副

作用，更可讓大家檢驗自己服用的藥物，與吃柚子或葡萄柚是否有禁忌；本

季同樣邀請病友提供經驗分享，故事情節對許多病友來說一定不陌生，藉由

病友的親身分享，提醒家屬、朋友們，當身邊有人癲癇發作時，除了驚恐，

需要更理性的按步就班、仔細觀察，提供協助，好讓醫療從業人員能夠做更

適切的判斷。

最後，衷心邀請正在閱讀季刊的你加入協會。協會的服務隨時都在，同

時也需要你的加油、鼓勵與支持；一通電話、一聲問候，甚至順路轉個彎，

到協會坐坐、聊聊。如果有時間，更歡迎到協會協助會務、擔任義工或一同

出席各類活動，讓協會與大家共同成長。

請和我們站在一起，與癲癇朋友們一同大步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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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樓醫院 陳滄山醫師

最近玩寶可夢抓寶遊戲已蔚為全球風潮，這都是拜智慧型手機無遠弗屆之功能所

賜。善用智慧型手機成千上萬的APP將可以幫助你解決很多生活及工作上的問題。

癲癇朋友時常要忙於管理癲癇，從記錄發作、辨識藥物、定時服用正確劑量的藥

物、到記住回診日等，一天有不少時間是被疾病羈絆住。如果你有這樣的困擾，不妨下

載手機上免費的癲癇管理APP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上述的這些應用軟體中文的很少，

絕大多數是英文的。它們有癲癇日誌的功能，也可輸入藥名和劑型劑量後就自動出現外

觀圖片、藥物的副作用、禁忌症等。也可設定一天服藥的時間提醒你定時服藥。

通常這些應用軟體都同時適用於iOS和Android兩大手機系統。有一種Android系

統適用的免費APP叫EpDetect，用來偵測病友們有無發作。它建置有訊號監測處理系

統，可以區別正常的動作和強直痙攣的發作。當癲癇大發作時，手機偵測到的訊號就傳

送到照護者的手機上，並透過GPS定位了解患者身處何處。如果發作地點離照護者太遠，

可連絡就近的醫療救援機構前往救助。

台灣癲癇醫學會為減少國人語言的隔閡，推出一個中文免費的APP名為「癲癇日

誌」。這軟體包含癲癇發作管理及藥物用法用量，可以依據醫師處方設定用藥頻率。

如果一天服用兩次，可設定第一次和第二次服藥的時間，再設定提醒方式協助病友按

時吃藥 (見附圖)。除此之外病友活動訊息、友好網站連結和衛教資訊也都結合在內，歡

迎癲癇朋友多加下載利用。

請直接搜尋「癲癇日誌」APP 或連結網址 https://goo.gl/NiOAln



立秋之後，進入到柚子的盛產季節，尤其當靠近月圓人團圓的中秋節，不少人

都會吃上幾顆柚子，增添佳節氣氛。你知道柚子對促進健康有哪些好處嗎？富含維

生素C和鈣質，比起檸檬、葡萄至少多了1倍的營養。不只果肉美味好吃又營養，柚

子皮更能拿來泡澡美容，除臭防蟲。

衛福部表示，每100克的柚子富含54.5毫克的維生素C；每100克的柚子富含

12毫克的鈣質。吃柚子可以幫助抗氧化、美容養顏、幫助皮膚傷口癒合，也能防止

色素沉澱，甚至兼顧到骨骼健康。只是柚子好處諸多，但其實這項水果也藏有不可

告人的秘密，吃錯恐會引發恐腹瀉、心絞痛、腦中風？以下五種人要特別注意。

一、服用抗凝血劑warfarin的患者吃了會中風？

健康資訊讚專屬藥師表示，曾遇過按時服用抗凝血劑的病患，因為吃了

藥又再吃柚子，產生藥物交互作用導致中風的案例。建議服用這類藥物期間不

要吃柚子，以免因「（口夫）喃香豆素（furanocoumarin）」讓藥物分解速

度慢，容易使血液中藥物濃度升高，產生副作用。

二、易腹瀉、胃食道逆流患者少吃

柚子雖然好處多多，但因為是寒性水果，如果體質偏寒、容易腹瀉的話，

不建議食用；再加上柚子會讓胃酸分泌更多，倘若是胃食道逆流患者則少吃為

妙。

三、服用降脂藥的患者吃了急性腎衰竭？

降血脂的藥物屬每日長效劑型，如果吃了柚子會出現交互作用，產生肌

肉痠痛、紅褐色尿液、橫紋肌溶解甚至出現急性腎衰竭。

四、服用安眠藥的患者吃了會加重嗜睡？

由於柚子會延長藥物的時間，如果有吃安眠藥再吃柚子，會出現眩暈和

嗜睡的症狀，對於工作需要長時間專注的司機、飛機機長，將造成不小的影響。

＋ =服毒？
編輯小組 整理

原載於2016年08月30日 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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柚子的秘密......



五、高血壓患者吃了會猝死？

由於柚子可以幫助血壓下降，如果高血壓患者本身長期有在服用降壓藥，

再吃柚子或喝柚子汁，會造成血壓加速下降，媲美用藥過量，導致頭暈無力、

心慌、心絞痛，更有可能會因為心肌梗塞而猝死。

為了避免藥物交互作用發生，建議民眾可多留意藥袋或藥品說明書，藥害救濟

基金會表示，包括降血壓的鈣離子通道阻斷劑(amlodipine、felodipine）、statin

類降血脂藥的立普妥、美乏脂、素果(atrovastatin、lovastatin、simvastatin) 、抗

心律不整藥的臟得樂 (amiodarone)及免疫抑制劑的新體睦（cyclosporin）、降血

壓的脈優、普心寧、冠達悅、心舒平，部分安眠鎮靜劑煩寧、導眠靜、酣樂欣、克

煩、怡必隆與抗憂鬱/焦慮藥物等以及抗癲癲藥的癲通，要盡量避免吃藥同時食用柚

子，減少藥物交互作用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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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中時電子報
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



我的癲癇奇幻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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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聽覺異常
幾個月前一個下午，感覺聽見的聲音突然變得很怪，本來以為是耳內外壓力差

太多，所以刻意吞了好幾口口水，但情況沒有好轉，我跑去告訴媽媽。那時她站在

我面前說話，我卻覺得聲音是從遠方傳來，嘴型和聲音不同步的感覺有點可怕，幸

好一分鐘左右就恢復正常了。

第一次「抽搐性」發作
7/3晚上吃過飯，我和媽媽在客廳看電視，突然上次那種怪怪的感覺又來了。我

記得是和媽媽在說話，再清醒過來我好像正被扶上救護車，我以為是要上家裡的車。

被送到某醫院後，意識就蠻清楚的，也沒有其他不適，只覺得要一直打點滴很麻煩，

還得躺在病床被推去做所有檢查，我覺得是太大驚小怪了。住院兩天，我做過X光、

電腦斷層、核磁共振、腦波、抽血、尿液和糞便檢查，醫師說檢查結果都算正常，

若沒有不舒服就可以出院了，下周再來回診看報告。事後聽爸媽說，我當晚在客廳

跟他們說耳朵怪怪的之後，眼睛就突然睜大、臉部很出力、嘴巴歪向右邊、手腳用

力繃緊、手指用力彎曲但未握拳，嘴裡發出「喔喔喔」的聲音，爸爸趕緊扶著我，

大約五分鐘後就醒過來，但意識還是不太清楚，然後就被扶上救護車了。

7/11到醫院回診，醫師說有可能是癲癇，但有很多人只會發生一次，如果沒再

復發應該就沒事，只要正常生活不熬夜、不喝酒就可以了，醫師開給我的診斷證明

是寫「抽搐」，當下也沒問需不需要定期追蹤。

第二次「抽搐性」發作
8/8晚上，一開始是覺得外界聲音變遠，慢一拍才傳到耳朵（就是之前的怪怪

感），我趕快坐下來，跟姊姊、姊夫描述我的感受，姊姊叫我深呼吸，接著我就沒

印象了。再有記憶時，爸媽要帶我上樓休息，說我又發作了，其實我覺得沒怎麼樣，

因為我對發作時的自己沒有印象。

姊夫說我反應耳朵怪怪的並坐下來後，就眼睛直視著他，他以為我在看他所以

向我笑了一下，我卻沒有反應，姊夫以為我是在感受或調適身體，卻漸漸發現我的

眼神放空，突然頭顫動地轉向右邊、嘴巴向右抽動。同時姊姊觀察到我眼睛睜大，

手部繃緊，手指彎曲用力但沒有握拳，嘴巴發出「呃呃呃」的聲音，頻率由快到慢，

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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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跑過來抱住我，大約五分鐘左右就緩和了，整個人虛弱地趴在桌上休息。休息時

有冒冷汗的情況，姊姊用擰乾的溼毛巾為我擦拭手和臉；爸爸拿電解水加舒跑給我喝；

媽媽詢問我要不要喝水及還會不會不舒服，但那時的我都沒有明確的回應，呈現很虛

弱的樣子。姊姊說我手摸著頭的側邊說很痠，爸媽問我要不要上樓躺著休息，我說好，

就上樓休息了。

蔡景仁醫師回饋
吳小姐最初感受到的聽覺異常，其實就是一種輕微的癲癇發作。7月3日很幸運

的剛好有家人在身邊，並提供了詳細的發作過程，由於表現令人驚嚇，而且又不醒人

事，在情急之下，家屬決定緊急送醫。

在門診時，醫師有必要向家屬及病友衛教有關癲癇發作的緊急處置方式與後續處

理，例如吳小姐7月3日的發作，幾分鐘後就自然清醒，這樣的發作只需就地休息，不

用呼叫救護車，但事後要盡快到神經科門診求診。至於發作後意識尚未完全清醒時，

不宜讓病友喝水或服藥，以免造成嗆傷或其他意外。

吳小姐詳細的描述了異常感覺及其經過，以及家屬對於發作時的觀察，包括發作

時間的估算以及當時肢體、表情、眼神的表現，對醫療人員來說都是無比重要的資訊，

吳小姐及其家屬在這方面都做了很好的示範。

醫療小常識
1. 凡是有任何一種突發性的感覺異常，每次持續數秒到數分，然後就完全消失，只

要第二次再發生，就應該尋求癲癇專家或神經科醫師的診療。

2. 如果遇到有人發作，見證者有機會，且時間來得及，不妨利用手邊的錄影器材，

錄下發作過程，一直到對方完全清醒。錄影過程中，不妨間斷、反覆地呼叫病友

的姓名，以評估對方的意識狀態。

找找看，以下的腦波圖，哪裡不正常?



「零極限」靈感源自於一年碰撞的育兒過程中，餵母奶、擠母奶、洗奶瓶、洗衣物、

做副食品、幫寶寶洗澡、哄寶寶睡覺外加好好的打理自己，看似簡單但當你要擠母奶

同時寶寶想要你哄睡而哭泣以及廚房的副食品需要你馬上去處理，好不容易事情都整

頓完畢，踏出房門一地的骯髒衣物與滿出來的奶瓶等著你清洗，終於體會「心情沒有

最崩潰，只有更崩潰」的道理。

這種甜蜜的負擔只要找到了平衡，就沒有所謂的觸碰極限了，相對的助人者工作

也是一樣的道理，然而依然在累積工作經驗的我，面對這浩瀚無邊的「社工學問」，

等於不斷觸碰我的極限，我不確定什麼時候能「零極限」，但我已經遇見屬於自己的

那一份工作價值了。

最後想問問親朋好友們，遇見「價值」了嗎？然後「零極限」了嗎？如果還沒有

沒關係，你還有許多人生經驗去看見自己，如果已經有了那恭喜你，你找到人生的意

義，最後哈囉，癲癇之友協會，我真的回來啦！

謝佩珊 社工員

哈囉，癲癇之友協會，我又回來啦！

這一次重新回來協會服務我發現少部分會員還知道我，

而大部分的會員已經忘記我，除了癲癇這個疾病帶給會員

們有記憶力退化的問題之外，也攸關於我在他們心中，我

扮演著哪種角色，所以還是希望自己對會員的服務能更精

進些。
當了全職兼新手媽媽近一年，以這角度來看待社會工

作人員這份工作，覺得自己又重新賦予社工全新的真理-

答案公布：以第六條腦波紀錄來看，每一個尖銳的圖形(圓點處)就是一個不正常的
小放電波，10秒鐘內就記錄到這麼多。這個放電也同時會波及上下各條的腦波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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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主題

10/14 (週五) 【園藝入門】認識園藝、多肉植物組合盆栽製作

10/21(週五) 【植物生長】園藝作物栽培介質、仙人掌組合盆栽

10/28(週五) 【園藝手作】觀葉植物組合盆栽製作

心花朵朵開園藝課程

透過植物，療癒人心，促進身心健康，活動並開放給對園藝治療有興趣的社

區民眾參與，促使社區民眾對癲癇有正確的認識。
1.對象：癲癇病友、家屬及對園藝治療有興趣的社區民眾，皆可報名參加

2.地點：拈花惹草園藝作業所 (歸仁區文化街三段592巷33號)

3.人數：15位

4.活動需繳交900元材料費 (成品可帶回)

5.前10位報名者，免收材料費900元 (成品不可帶回)

對象：癲癇病友及家屬，皆可免費報名參加

地點：台南市癲癇之友協會

時間：每週三上午09:30-11:30

師資：蔡清根老師 (忠義國小退休老師 ，專研水彩繪畫)

幸福生活繪~水彩真好玩

課 程 資 訊課 程 資 訊

祝妳好孕，讓愛延續--癲癇醫療講座
對象：癲癇朋友、家屬及對此議題有興趣的社區居民，皆可免費報名參加

地點：台南市癲癇之友協會

人數：30位

時間 活動主題 講者

11/06 (週日) 我可以懷孕嗎？ 蔡景仁醫師

11/12 (週六) 慢性病用藥指南 蔡景仁醫師

11/19 (週六) 大腦的奇幻世界 陳滄山醫師



2016-09-10 理事長蔡景仁獲頒「2016
第四屆星雲教育獎」，並代表大專組致詞

2016-07月~08月網際網路應用課程

2016-09-21 蔡青芬老師團督

中秋佳節烤肉活動

台南市消防局防災教育館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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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01 
夏日工作坊尬愛晒市集開幕式





年刊徵文年刊徵文

年會日期 105年12月17日(週六)

徵稿日期 即日起至105年11月15日止

徵文主題 我的__ __輕旅行

參加對象 癲癇朋友、家屬，以及關心癲癇的朋友們

主辦單位 社團法人台南市癲癇之友協會

連絡電話 (06)2350253；傳真(06)2353235

字數限制 1000～2000字

繳件方式
方法1 將文章電子檔e-mail至 ept@teatn.org.tw

主旨：我的輕旅行文章投稿

方法2 將文章手稿以傳真或郵寄到本會 (南市東區裕農路308號8樓之3)

獎勵辦法 致贈協會精美繪畫吸水杯墊一只
備 註 文稿一經採用，本會將協助文章潤筆

旅行是什麼?
一雙球鞋、一只背包或一片迷人的風景?

旅行其實很簡單
許自己一個期待與目標
然後 打開家門 跨出去
你的專屬旅行就開始了

今年 邀請你來分享旅行中的心得與感動
我的__ __輕旅行

目的地是社區、是職涯、是台灣、是世界
更可以是人生 和更多無限的可能

讓我們看見彼此旅途中的故事與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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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

我是台南市東區勝利國小特教

學生助理人員，參加105年7月23

日教師助理員與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研習。

今日的講題是癲癇的認識與照

顧，講師是台南市癲癇之友協會理

事長蔡景仁教授。

理事長授課方式很創新，一開

始先問學員背景，然後讓學員提出

心中對癲癇的認知及疑問，接著再

進入講題，用專業角度解說，讓所

有學員提出的問題得到解決，進而

對癲癇的認識與照顧更加清楚了解。

在這次的研習當中，我受益良

多，不只教授上課方式的互動，更

讓我清楚知道正確得癲癇發作時處

理方式及照顧。重要的是要把自己

所知道的知識傳送給周遭的人，讓

更多的人了解癲癇而不排擠，進而

接納他們。

愛 的 迴 響



好 站 分 享

今年6月1日開始，賴其萬教授

帶領一群擁有共同理想的各界夥伴，

在民報電子報成立「醫病平台」專

欄，每星期登出兩篇文章：星期三

刊載由醫界人士投稿的文章；星期

六刊登非醫界人士(病人、家屬、社

會大眾)的文章，希望讓醫病雙方了

解彼此的想法，也看到自己的盲點，

並使台灣醫病雙方透過互相了解，

重建彼此的尊重與信任。

歡迎大家上網閱讀「醫病平台」

專欄，更歡迎您將您的醫病故事投

稿，讓更多人受惠。

民報「醫病平台」專欄
http://goo.gl/noj9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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