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籠罩於疫情日益嚴峻下的協會 
去年底爆發，最初稱為武漢肺炎的疾病，學術上稱為COVID-19，是一種新

興的疾病，由感染新冠肺炎病毒SARS-Cov-2而引起。這個疾病自今年年初起

迄今，已發展為全球性流行病，迄今已逼近180萬人確診，死亡人數也高達11

萬人以上，而且全球疫情還在日益惡化。 

 

回想年初協會開始評估與執行第一季年度大活動時，一直都是以會員與其

他參與者的健康安全為最高考量，因而採用最高防疫規格。結果除了年度會

員大會發生一件小插曲外，所有活動都順利安全的完成。2月22日的第22屆年

度會員大會的參與者在進入會場之前，就落實了旅遊與接觸史篩檢，通過這

個關卡後，還要戴口罩(協會有提供)、量額溫與手部消毒，會場座位的擺設

，更超前採用目前在推動的社交距離的概念(見圖)。在過程中，絕大多數的

會員都很配合，不過有一位會員誠實地告知有同住的家人，新進自日本旅遊

回來，雖然當時對參加旅遊團回台者，政府只是建議要進行自主健康管理，

但我還是告訴他不適合參加。 

 

這位會員一直堅持的說詞是他與剛回國的家人都沒有症狀，日本也只是一

級旅遊警示國家，怎麼可以剝奪他的權益。我堅持的則是，一方面他屬於具

有未確定被感染者的高危險群，另一方面雖然政府尚未有法規的公告，但為

了所有與會者的安全，協會必須採用最高等級的防疫規格。雙方你來我往、

互不相讓，甚至爭得面紅耳赤，我看到對面有警察局，就一起去請求解決，

還在局內打1922求助，也沒法解決。還好，我突然想到幾天前才認識一位扶

輪社社員的許律師，他建議由在場與會者共同表決。我們兩人都同意在會場

外，靜候會員們的抉擇。經過表決，絕大多數會員都認為不適合參加，遺憾

的是，他便要求退會。這次防疫的經驗，提供給每個人絕佳反思學習的機會

，尤其是台灣 的疫情防控得宜，普遍受到歐美各國讚揚，最主要的是政府非

常尊重醫療專業，政治領袖在背後支持，以及人人犧牲小我、成全社會安全

的精神。協會非常感謝許律師的提議，也將誠懇的再邀請這位會員入會。 

 

這一季，協會順利完成的大活動，有2月份的成長營以及22屆年會，會中

邀請閃亮亮舞蹈團演出，發表原本要到香港表演其中的二個舞作；此外，還

有台南市小英之友會到協會參訪。3月份與勞工局王局長共同完成2020紫色癲

癇日活動，並參加勞工局109年度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的第一季個案討論

會，案主是一位癲癇朋友。請參閱各活動的報導，有的還會在下一次季刊繼

續刊出，敬請給予回饋與指導。  

 

 



2/7~9 
翻轉人生 起步走 
癲癇青年成長營 

二月 

1/4~5  
丸市集、大成長城 
義賣活動 

2/22 
第22屆年會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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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0 

愛 無 紫 盡 

三月 

一月 

3/15 
社團法人台南市心智障礙關
懷協會宣導活動 

1/23 
109年米堤春節返鄉送溫
情—嘉義布袋感恩餐會 

3/18 
精油舒壓課程 

2/16 
台南市小英之友會參訪 

3/26 
紫色癲癇日 宣導活動 

1/13 
第八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
暨感恩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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癲癇大使周玉芬現場採訪 
王道平老師與舞蹈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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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起癲癇覺知的紫色癲癇日 

3月26日穿戴著紫色衣物， 
與社群朋友們分享癲癇知識 

卡希迪‧梅根  紫色癲癇日發起人 

「發起紫色癲癇日，是因為我認為自

己是唯一的癲癇患者。透過活動，我

想知道是否還有其它人與我相同。我

要他們了解，他們並不孤單，也希望

全世界的每個人都可以認識癲癇。」 



2017/3/26 
Purple Day®  
千紫百態 愛無紫盡
全台首度響應國際紫
色癲癇日公益活動，
宣誓推動台南成為癲
癇友善城市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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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26 
南台灣11家大型醫
院快閃活動 
同步舉行「紫色癲
癇日：癲癇教育宣
導」，提供大眾認
識癲癇醫療資源 

2019/3/27  
臺南市政府響應紫色癲
癇日 
黃偉哲市長帶領宣示，
共同推動台南市成為台
灣首座癲癇友善城市 



8 

2020/3/26   臺南市勞工局響應紫色癲癇日 
王鑫基局長帶領專業服務團隊認識癲癇、支持
癲癇朋友職業重建服務 



    為響應每年3月26日「國際紫色癲癇日」，臺南市政府勞工局特與台南市癲癇之

友協會共同舉辦癲癇教育宣導活動，期待藉此使大眾更加了解癲癇處置概念與疾病

認識，有利於勞資雙方的溝通與營造友善的職場環境，落實黃偉哲市長安心就業的

「希望家園」施政理念。 

  

    南市勞工局每季辦理1次個案研討會，討論身心障礙者就業相關議題，今年首季

主題即在勞工局王鑫基局長與台南市癲癇之友協會理事長蔡景仁醫師帶領下舉辦癲

癇教育宣導，以響應「國際紫色癲癇日」。其來由為2009年，由當時年僅10歲的加

拿大女孩卡希迪‧梅根(Cassidy Megan)發起 (Purple Day®)，希望每年3月26日這

一天，大家都穿著紫色衣物，支持癲癇朋友。至今全世界每年有超過100多個國家，

舉辦各類相關活動，共同倡導與響應，使社會大眾對癲癇有正確的認知，並告訴癲

癇朋友：「你並不孤單！」。 

  

    勞工局長王鑫基表示首次個案研討會著重在如何增進專業人員對於癲癇疾病的

認識與處置概念，如何给與雇主端正確的衛教，並建立友善職場環境等。職業重建

是一項提供身心障礙者踏入職場或重返職場的專業服務，身心障礙者在找工作或在

職場中經常面臨一些挑戰，勞工局職業重建窗口計畫設有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藉

由各項職業重建服務，提供生涯諮詢、職業訓練或職前準備、工作媒合、職務再設

計、職場上相關支持以及心理諮商等資源連結，如本市身心障礙民眾有就業需求，

可至本局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窗口洽詢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聯絡電話：民治市政

中心2991111轉6290、6293；永華市政中心電話2991111轉8530、8020。 

  

(發稿單位及連絡人:臺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促進科王琇柔:06-6320310*6287) 

響應國際紫色癲癇日 
南市勞工局偕癲癇之友協會宣導癲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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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加入協會的時候，其實很緊張，畢竟我不是相關科系畢業的，很怕

拖累了協會的其他夥伴，但大家的熱情與親切融化了我不安的心，非常有耐性

的教導我以利快速熟悉協會大小事務。不知不覺中，我來到協會也要2個月了，

這段時間過的很充實，也參與協會的會員大會，發現到其實癲癇朋友都相當可

愛，而且閃亮亮舞蹈團的表演真的非常精彩，全場歡聲雷動的掌聲令人難忘，

很期待再次看到他們的表演。 

  

    最後，藉機宣傳一下，協會的FB和IG最近都有頻繁的更新，很多的活動資

訊都會在上面，希望各位朋友們可以多來看看，並留言分享一下，感謝感謝。 

湘怡 

的影響，看著他們在社群媒體上分享的點點滴滴，或親口敘述生活經驗，

雖然多少都有些抱怨，但卻覺得他們活的很充實，而我也很嚮往那樣的感

覺，再加上我爸每個星期都會去市區幫困苦的孩子們輔導課業，即使上班

一整天有些疲憊了，還是堅持去幫孩子們補習，他說雖然有時會覺得很累

與辛苦，但他覺得幫助別人是一件很快樂的事，也因為如此，讓我想要嘗

試這方面的工作。 

  

    各位朋友你們好，我是新進的行政助理— 

黃湘怡，台中人，畢業於東海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協會是我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一定有人好奇，

怎麼一個讀財金的會跨入這個沒什麼關聯的領域

來，我想應該是受到身邊從事社會工作相關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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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說，我認為是對我未來有幫助，但我

沒有完全把自己當作參與人員來參加，而是

一半以工作人員的心情。一方面是比較容易

對活動安排做建議與評估，另一方面是我擔

心我一直待在這個團體哩，因過於安逸而漸

漸在社會上喪失競爭(這是我最擔心的事) 

講師專業、課程內容豐富。如有下次可再邀

請~GOOD 

感謝、感謝、再感謝。辛苦了(早上起床散步

好煎熬) 

很驚喜，希望還有機會參與、認識Ben老師。

聽Ben老師的故事，讓我覺得自己是幸福的。 

讓我第一次這樣認識新朋友，雖短短的三天

但是過得很快樂 

開心、快樂、隱隱的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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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會致力營造信任自在、安全愉快、無正解又挑戰的環境，活動課程

露出極具意義，普遍對人有幫助的概念，使人容易、願意把概念填入自己

特色後，去思考自己如何面對、接受或者改變，那些不是太簡單又十分關

鍵的事情。從與陌生隊友的個人資訊的揭露交換，開始尋找共同點，有顯

性隱性的共通點，從對談中認識彼此，建立彼此的信任默契，創造許多可

以信任的夥伴；合唱歌詞會不小心接觸內心的營歌，一起跳雙人舞!跳錯

時總是笑得最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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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慶 

與隊友激發創意合作拼樂高，第一次拚獅子，象徵團隊的合作，叫Lio，

第二次我們拚出來的潛水艇老師笑的不行，因為太偷懶!討論策略贏得關

卡與合作創紀錄，我們重複詢問規則，一步步釋放原來的限制，加上最後

一點提示，從10秒變0.54秒突破極限!與遊客聊美食，邀請合照，用很棒

的遊湖派對，來犒賞挑戰之後的辛苦，這三天過得非常高興啊!忍不住想

謝謝，那個願意辛苦點來參加成長營的自己，還好我有來!!也要謝謝癲癇

這位朋友，才有機會認識到這麼多朋友，有這麼多精彩的際遇。 

  



    謝謝特色信念方法都使人高興與之融入的黃聰濱老師與王翊涵老師，與我

們聊聊人生需要的不是英雄，是夥伴，想要怎麼樣的夥伴，與自己是否合適，

擴展心胸接受與夥伴的不一樣，面對那不一樣之後的各種情緒，嘗試改變思維，

鼓勵學習並累積經驗，期許下次能與夥伴有不一樣的發展或合作。學習好像盔

甲，以前拳拳到肉，所以叫痛激烈，穿上盔甲後比較不痛，各種刺激迎來也比

較能保持清醒。學習也像寶劍，難以打敗的難題似乎反轉變得較好處理。只是

想要什麼樣的盔甲跟寶劍，只有自己能打磨，而且總是需要些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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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Eric理事夫婦與船長一家，讓我體驗第一次盡情享受豪華包艇遊湖，

太盡情還引出自己情緒釋放是否適當的思考。謝謝暨南大學林展瑋老師與勇

猛黝黑的學生們，大大安撫我怕落水的緊張，嘗試第一次輕艇雙人划船，在

潭中隨風任水寧靜自在，專業安全做得好，即便患有癲癇也能嘗試很多挑戰。

謝謝秀娟姐、秀榮姐、阿脩姐、洪大哥，還有社工孟珈、于俽，擔負責任很

累又要一直展現著愉快氣氛。謝謝台新銀行與各界。謝謝蔡景仁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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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活文化事業執行長  
黃聰濱Ben 

    這是一場陪伴癲癇青年的旅程，不能說沒有相處經驗，但感受從未這麼深刻過。 

因「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的緣故，牽起了我跟台南市癲癇之友協會的緣分，有感於

理事長眼神中透露的堅定理念與對於服務癲癇朋友的願景，加上身邊朋友也有同樣的困擾

，因此接受邀約，共同打造一場期待種子發芽的學習成長「2020翻轉人生起步走 癲癇青

年成長營」；也許我們期待可以讓參加營隊的夥伴獲得成長，但心裡知道，這次旅程也豐

富了我自己。 

 

    活動初始，我一起參與了一場輕艇的體驗，由暨南大學的林展瑋老師帶著校隊同學協

助。當我們划著輕艇，聽著老師的介紹、倘佯在日月潭上，臉上感受到微風拂過的輕柔、

手裡觸摸到湖水清澈的微涼；那一剎那，我真的感受到因為疫情總有些悶的心情，完全被

釋放打開，心中彷彿石頭落地、如釋重負。在接下來執行的室內活動中，這種釋放的心情

也出現在每個人的臉上，漾出的笑容與接納的包容，都在這幾天的行程中展現。 

 

    室內活動首先帶領大家體驗「人際九宮格」的活動，為了沒有層級的藩籬，我們打破

建制，學員、工作人員、執行講師均在互相認識的對象裡；不是簽個名假裝認識，而是真

切的互相了解，姓名、小名、興趣、專長還有隱性共同點，比如星座、血型或崇拜的人；

也許是心情打開了，每個人的互動熱絡超乎我過往經驗的預期！ 

 

    接著蔡理事長的分享，帶著大家共同思考人際關係的重點，讓參與學員可以好好的思

考，並上台講出自己的思維，從一開始被點名的結結巴巴，到後來的主動舉手上台、有系

統的分享，「成長」是這麼明顯的變化。而「信任」則是核心價值，謝謝每個參與的人願

意相信協會，敏感時期仍願意實際行動相挺，放到人際關係不也是最重要的元素嗎？ 

晚上的營歌教唱與雙人舞教學，似乎觸

動了心中非常柔軟的一塊地方。營歌

「明天你好」訴說了我們癲癇朋友可能

有的心情；歌詞中「長大以後 我只能奔

跑 我多害怕 在黑暗中奔跑 明天你好 

含著淚微笑 越美好 越害怕得到」，觸

摸到許多人的心裡不願意面對的一面；

但「明天你好 聲音多渺小 卻提醒我 勇

敢是什麼」，卻又讓我們知道，生活一

樣要過，只是我們的選擇是害怕失去還

是勇敢得到！我心中有這個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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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中的室內課程從樂高展開，不管男女老少進活動場地時看到樂高，都激起了童

稚之心，主動拼湊出各種天馬行空的想像圖騰，彼此的互動更為熱切。用樂高描述自己

在團隊中的定位時，發現大家多數認為自己是不起眼但重要的小螺絲釘，但我以過往的

經驗中，發現這次參與學員的熱心待人、才華洋溢，不管在哪個團隊的未來中，都很容

易獲得重視與發揮，我真心的這麼認為！ 

 

    用樂高打造出兩艘諾亞方舟，共同完成職場航海王的航程是上午課程的重頭戲。每

個小組輪流擲骰操作兩艘方舟，走完以撲克牌排出來的路線，並取得分數。我們再共同

思考：紅色的加分牌代表什麼？黑色的負分牌代表什麼？逆轉牌又是什麼？為何是紅色

1~9、黑色1~9、逆轉牌、黑色9~1的路徑？兩顆棋子又代表什麼？一連串的思考，讓學

員可以體會，原來人生都是不斷的解決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越高，價值就越高；而如

何選擇，則是人生的必考題，這也是我一直期待可以讓大家感同身受的思維。 

 

    下午騎單車闖關，讓大家可以騎單車在日月潭湖畔，從熱鬧的水社碼頭，騎過風光

明媚、楊柳垂陰的水岸潭邊，歷經造型美麗的向山遊客中心，到這次的終點站月牙灣畔

，折返後挑戰闖關難題，如找遊客合照、拍出指定動作照等。有限的時間中大家盡力的

表現，沒有因闖關而抱怨，甚至覺得意猶未盡；這種熱情活力，我過往帶過的團隊或公

司經驗中，也相當罕見，真的要為我們參訓學員鼓掌喝采！ 

 

    第二天的重頭戲，在騎完單車後出現。在理事Eric的安排下，我們上了日月潭唯一

一艘可以在船上烹飪的遊艇，搭乘遊艇到船艇遊湖路線不會經過的秘境，飄在湖上，享

受了開心且豐盛的遊艇烤肉趴！美麗的風景讓我們拼命的留影，美味的烤肉使我們滿足

的享用；喧囂繁鬧彷彿不存在了，只有我們的歡笑流淌在湖上、只有大家的倩影映照在

湖邊，心，完全沉醉；好期待時間停止走動，讓一切停留在這一刻。 

 

    人生處處是抉擇，我們錯失了一條路，卻得到更不一樣的風景：理性中不應該如期

舉行的營隊，因感性選擇而獲得更好的待遇；感性中害怕的水上體驗，因理性的執行而

放開心靈；理性中只是完成認識的活動任務，因感性的熱情而快速深入的熟悉；感性裡

觸摸到令人難過的歌詞意境，因理性的思考讓我們更勇敢的面對人生。 

 

人生，不就是一道道的選擇題，選擇及解決發生的問題、並收穫伴隨的成長與風景。 

美麗的回憶留在日月潭湖畔，人生讓我們相互扶持走下去。明天，你好，我們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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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介紹癲癇協會與拈花惹草作業所 

理事長介紹協會理念與 
台南成為癲癇友善城市目標 

觀賞癲癇急救動畫片：癲富友情 

理事長致歡迎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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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5 舞蹈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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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合照與捐贈儀式 

洪大哥教導小英之友會成員DIY多肉盆栽 

小英之友會捐贈物資給作業所 

理事長與小英之友會成員合照 



    還記得2019年時，看到台新銀行又開始提案，工作人員都在苦惱明年希望帶

給會員什麼活動與課程，很多時候計畫趕不上變化，就像遇到香港反送中事件，

結果無法如期交流表演，但相信舞蹈團的大家經過一年訓練，彼此的身心靈都有

所成長，或許途中有笑有淚、有衝突磨合，更多時候是大家的相互關心與勉勵，

協會提供機會給大家學習成長，從種子冒芽開出漂亮的花，如何發揮展現都憑個

人造化與團隊力量，但在過程裡每一點一滴都是經驗與回憶，人際、課程、自我

反思都是養分，有形無形都在影響一個人的生活與態度，練習的辛酸苦楚與表演

的驚艷動人，都是人生中難得的體驗。 

 

    今年的第一個活動以第三屆成長營拉開序幕，這次有很多創新活動，像是暨

大船艇課，由專業的林展瑋老師和許多船艇助教協助大家完成體驗課程，騎腳踏

車的過程雖然累但也是很健康的活動，原本有許多小關卡，但因為時間安排的關

係，只讓學員們跟遊客交流互動，訓練他們的溝通與膽量，在常務理事陳俊榮的

大力幫忙下到金鑽號享用美味的餐點，在船上大家不僅有美食盛宴，也在歡樂溫

馨的氛圍下大合唱營歌「明天你好」，除了活動精彩外，也邀請了強大的師資蔡

景仁理事長、黃聰濱老師、王翊涵副教授帶領學員關於人際、溝通、團隊合作學

習、職場等課程，運用樂高、卡牌等不同元素顛覆大家對於課程古板的迷思，讓

學員能在樂趣中學習、探索與思考，提供寓教於樂的學習環境。 

 

    我在暨大讀了4年，但這次帶營隊舊地重遊是很不同的體驗，過程中時刻擔

心各個活動的時間延遲，或是主持時大家的反應不好，會不會覺得課程無趣等，

可是參與的學員都很棒，很樂於分享自己的心情與感想，能給對方很不錯的回饋

，需要彼此合作時也都配合得很好，讓我知道這個團體是很有動力在前進的，工

作人員也都極少介入團體，就是希望學員們能透過自身力量影響他人與改善自己

的不足，雖然只有短短的3天營隊活動，但在當中看到了每個人的特長和無窮潛

力，相信大家不管在何處都會是其中最閃亮的星。 

于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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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的這時候，我不會也從沒跳過舞，可是呢現在~在去年7/27新營南瀛堂父親節，

10/19悠然綠園，12/21的南門教會耶誕節，到今年02/22癲癇協會年會上，我和夥伴們得

到了許多掌聲，許多的笑容與不同以往的經驗。 

 

    參與舞團的初期，我認為這是平凡生活的調劑，改變已經太習慣了的景色。可是當

我了解到，協會只委託一位老師，卻來了四位老師；當我看著老師示範的舞蹈影片，每

次都透露一種情緒：很快樂，卻也十分認真。我也想要用這樣的心情做著身邊的事情。 

 

    急著想做到的後果我受傷了，我忘記跟我的身體溝通，它用這樣的方式告訴我，循

序漸進地鍛鍊才是最快到達目標的方式。整個訓練過程結束了，香港無法成行，藉機整

理身體的同時，觀看了四場舞蹈展，去感受更多後再想想，再看看老師的舞蹈影片，自

己用什麼樣的心情與動作，能表達的更好。 

 
    2月22號光武里活動中心音控室內十點，十五分鐘

後就要上台，與夥伴反覆確認動作順序，很多人開始

站著走來走去；突然門外有人開門進來!是道平老師與

庭聿老師!!大家一陣高興阿~老師幫大家注意妝容，讓

大家能更精神美麗的展現，政億問老師現在心情很緊

張怎麼辦?老師不改語氣表情：深呼吸，那我與政億試

著相對面低頭閉眼深呼吸看看。 

    剛剛自己也在深呼吸，怎麼就達不到現在的平靜感?

那一刻我覺得，我是真的很信任老師跟夥伴!從前一晚

幸芳老師與大家下班後開始彩排，之後隔天一早七點照

看彼此上妝髮服飾，再到音控室等待，過程許多問題

(膠帶定位，沒剪刀用指甲刀剪，化妝用哪支筆畫什麼

顏色，衣服放線改大，找別針固定，舞台要台上還台下，

會滑怎辦...)，都在短短時間內藉由老師與夥伴們之間

的幫忙而順利完成!演出時也是，彼此都有表現很好的

地方，這是一種很棒的信任感建立與聯結，也是我在這

舞團得到很棒的回饋!! 

昭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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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昱程 

 

剛拿起筆，心情就變得五味雜陳，無法形容，腦袋迸出了好多的事情，

從一開始到現在的每一幕都出現在我的腦海裡。 

 

回想起剛發作的那一年，我才小學四年級，剛拿起水杯，就突然發作，

杯子直接掉落到地板，玻璃碎了一地，之後只要喝水就會發作。那時家裡

處於緊張狀態，爸爸愛賭博常常不在家，於是全家大大小小的事都由老媽

一肩扛起，起初老媽並沒有發現我的不對勁，直到我打破了第15、16個杯

子，她才發覺，隨後馬上帶我去醫院做檢查，一開始的幾間醫院都檢查不

出原因，一直說沒問題，直到在高雄的長庚醫院才檢查出是癲癇，雖然檢

查出結果是件好事，但卻帶給我家人無法形容的難過與震撼，因為癲癇藥

需要長期吃藥治療，而且會帶來許多身體上的不方便和傷害，那時的我還

年幼，不明白癲癇是什麼，現在大一點才了解，但有時還真的無法接受身

體的不方便與發作所受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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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我是個活潑聰明的孩子，教過我的老師都說我是個人才，只要好

好培養，前途無可限量，但發病後一切都不一樣了，最辛苦最難過的就

是我媽，嘴上說接受、要勇敢面對，但我知道她心裡還是很難過，甚至

自責、無法接受，畢竟沒有媽媽能接受自己的小孩得這種病。媽常說為

什麼我活潑、聰明、又帥、身材又好，老天怎麼讓我得這種病?又說如果

我是壞小孩就認了，可是我不是。發作時的那種痛苦與難受，非一般人

所能體會，像是常打翻飯菜、摔車、跌倒、被熱湯燙到、運動時發作，

等等，都是常有的事，加上童年時發作被排斥、不受歡迎，還有只要有

鐵馬、機車的活動，我都不能參與，可以說是沒什麼童年可言，還好我

有一個對我很好的哥哥，了解我的痛處，在他有空的時候就會帶我去吃

我愛吃的、看電影、陪我打我最愛的撞球，讓我有動力走過這許許多多

被病痛折磨的痛苦，不然我可能會發瘋。 

 

當然最辛苦的是我的媽媽，一開始為了保護我，一直沒有讓我看健保

門診，從一開始的一個月一千到最後承受不了的一個月五千，因為五千

也無法有效的穩定病情，加上這個費用對單親家庭來說，是一筆大開銷

，最後在醫生的介紹下，找到了蔡醫師，接受了蔡醫師的治療，使我的

病情穩定了許多，真的非常感謝蔡醫師，謝謝他十多年來的照顧與治療

，我知道我不是個好的患者，且我的狀況有太多的變化，但蔡醫師對我

從來沒有放棄過，真的是非常謝謝他。 

 

我或許沒資格說什麼，但我還是想要跟許多正在跟癲癇對抗的病友說

，不要放棄治療，也不要覺得自己有殘缺，不要在意別人的眼光，別人

是不了解才會排斥或害怕你，自己活得開心才是最重要的，生活總是要

過，懂得去找能讓自己快樂放鬆的事，像我一天14顆藥，摔過無數次，

我還是一樣快樂的生活，希望大家都能加油且快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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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一算，至2019年4月為止，認識你將近20年，早已習慣了與你一起參加協會舉
辦的各項活動，旅遊、比賽、課程、義賣、年會，你像固定班底一樣的出現，不用
費力邀請、不用威脅利誘，就是知道你會來。你總是帥帥的出現在我們面前，會活
潑、開心的炒熱氣氛、會主動關心同行的伙伴，愛搞笑、愛撒嬌、禮貌周到。 

 
有一回在蔡醫師的門診，診間外面有人急急敲門呼救說，候診室有病友大發作

，我衝出去準備急救處置，發現你倒在地上，用力的抽搐著，心裡突然多了一份壓
力，是因為太熟悉而有了情感的牽絆嗎?護著你猛然撞地的頭，擦掉伴著血水的口
水，陪著。完全清醒後，你充滿歉意的說：「不好意思，給你們惹麻煩!」這是你
經常掛在嘴邊的話，歉疚的語調、暖暖話語，現在想來還清晰可辨。 

 
自從協會以串珠為義賣品開始，你經常會買串珠當禮物贈送給親朋好友，知道

有義賣活動也一定到場幫忙吆喝，最常聽到你介紹說：「來來來最漂亮的串珠趕快
來買喔..，在義賣現場常邀請路過行人，來來來捧場我們協會的串珠喔，窩們串珠
是向蓋水耶，也會跟工作人員介紹這是我阿舅、阿伯...我們是熊麻吉ㄟ。」希望
他們藉由你的推銷多替協會賺摳摳，一直到園藝作業所義賣，最愛掛在嘴邊一句話
：「我是所長，要以身作則」，以推銷植物和組合盆栽為己任。 

 
你愛唱歌，喜歡唱葉啟田的歌、楊培安的大海、張雨生的我的未來不是夢，協

會開始辦理歌唱班，去KTV唱歌時總喜歡拉著洪大哥，兩人一起學唱新歌比飆高音
，尤其愛唱葉啟田的歌，參加幾次歌唱比賽，好聽的歌聲為自己和協會得到前面名
次。作業所活動，到KTV時必點一首「阿爸請你原諒我」，想是藉由歌聲傳達思念
爸爸的心情，每每在唱完我們會以掌聲大聲帶過那一剎那的憂傷。每年生日快到時
，總會提醒大哥生日時間，因為兩人時間相近，所以大哥會買生日蛋糕兩人一起慶
生，你愛搞笑，有你在場，作業所氣氛時常被你炒熱。 

 

寫給俊育 
 

黃秀娟/楊秀榮 
 

在協會這些年，結識的麻吉好友，凡協會舉辦的各項活動拔河、槌球、保齡球比
賽，你都熱衷支持協會並提醒會員報名參賽，對於協會每年舉辦的旅遊，更是最喜愛
參加的活動之一，因為可以跟好友一起在遊覽車上唱歌聊近況，到各地旅遊你也會貼
心記得帶名產和家人分享，此點點滴滴因你的離去帶給大家不捨和無限的懷念。 

 
4月19日上午，你過馬路時被汽車迎頭撞上，緊急送到成大醫院急診。病床上，你

閉著雙眼，臉龐依舊清秀，沒有特別嚴重的擦傷，但顱內大量出血中，醫師做了最壞
的叮囑，姊姊們討論後，決定忍痛放手，不再讓你受苦。12月，姊姊們用你的名字，
把一筆肇事者損害賠償款捐給協會，作為旅遊特別基金，遺愛人間。 

 
因為疾病，我們相遇；因為意外，我們道別，短短41年的歲月裡，你有大半時間

與疾病搏鬥著，長眠，也許是遠離病痛的另類禮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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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癲癇醫學會 

第十八屆「人間有情-關懷癲癇」徵文比賽 

一、宗    旨： 
    本學會鑑於癲癇朋友在成長及就學過程中飽受歧視和誤解，希望藉由徵文比
賽，宣導癲癇實用知識，幫他們在教育及工作方面獲得更多的關注與尊重，感受
到人間有溫暖，處處有溫情。 

二、比賽方式： 
（一）參加對象：社會人士及全國大專院校、高中、國中、國小之學生均可參加 
（二）題目：自訂 (以關懷癲癇相關題目為主) 
（三）甄選方式：由主辦單位邀請專家評選 
（四）截止日期及送件方式： 

1.即日起至109年11月11日(星期三) 
（郵寄以郵戳日期為憑，e-mail以 收到本會回覆信函為準） 

2.郵   寄：請將 ”報名表”貼於作品背面右下角，郵寄 
11217台北市石牌路2段201號，台灣癲癇醫學會收 
(請註明參加人間有情-關懷癲癇徵文比賽及組別) 
E-mail：請將”文章及報名表之電子檔”寄epil1990@ms36.hinet.net。 
(請註明參加人間有情-關懷癲癇徵文比賽及組別) 

3.作品得採個人或集體寄送 
（五）參賽分組：（共分八組） 

癲癇朋友組：�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 � 成人組（大專以上及社會人士） 
社會朋友組：�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 � 成人組（大專以上及社會人士） 

（六）評審結果公告：110年1月31日以前（暫訂），由主辦單位專函通知得獎者，得
獎名單並公布於本學會網站 

（七）頒獎日期將專函通知，配合本學會活動進行頒獎 

三、獎勵辦法： 
第一名/每組各取一名、獎金3,000元，獎狀乙面，作品集乙本。 
第二名/每組各取一名、獎金2,000元，獎狀乙面，作品集乙本。 
第三名/每組各取一名、獎金1,000元，獎狀乙面，作品集乙本。 
佳  作/每組各取三名、每名獎狀乙面，作品集乙本。 

注意事項： 
（一）凡參賽作品之版權，皆屬於台灣癲癇醫學會，該單位有權公開展覽及修改內容，印製成

各種社教資料之相關印刷成品，參賽作品一律不予退還。 
（二）參賽作品不得抄襲或模仿，若涉及抄襲、模仿之相關罰則，由送件者自行負責。 
（三）該組參賽作品未達給獎標準者，該獎項得縮減名額或從缺。 
（四）自第十六屆起，為鼓勵及增加社會大眾及病友之參與，各組第一、二、三名之得獎者以

三次為限(佳作不在此限)，若此後再次參賽且成績達前三名，則給予佳作獎勵。 

 第十八屆「人間有情-關懷癲癇」徵文比賽       報名表 

姓名 分組 □癲癇朋友組（就醫醫院：          ） □社會朋友組 

性別 年齡 組 別 □成人組  □高中組  □國中組  □國小組 

就讀學校 班級/科系 

聯絡地址 

身份證字號 
病史簡述＆相關資料
（癲癇朋友填寫） 

手機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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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資源 
Q： 我覺得我的權益有受損，有什麼資源可以幫幫我？ 
 
A： 身心障礙者於本市如有遭受身心障礙法定權益受損 
    情形時，可填寫申請書向社會局申請權益受損協調。 
    受理電話：06-2991111#1473 

資料來源：臺南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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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資源 
查詢網 

台南市社會局 
身心障礙者福利 

台南市社會局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台南市社會局 
社會救助 台南市社會局 

兒童少年福利 

台南市社會局 

台南市青年志工平台 

內政部 
公益資訊平台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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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01 / 01- 2020 / 03 / 31 

捐物個人/單位 

捐款個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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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定宇/花圈/1對 
洪玉鳳/摸彩品/1包 
林阳乙/茶具組/2組 
盧崑福/模彩品/3盒 
沈震東/卡式瓦斯爐/1台 
林燕祝/年會模彩品/2盒 
楊中成/年會模彩品/2份 
許至椿/純鈦鍺石手鍊/1條 
陳O珠/番茄/5袋 
林O章/餐劵/10張 
田O生/浴巾/18條 
李O維/摸彩禮盒/1盒 
 
 
 
 

楊O清/700 
陳O佑/500 
陳O遠/700 
程O玲/200 
李O儀/300 
林O標/700 
邱O家/100 
丁O恬/1000 
丁O佑/1000 
王O惠/1000 
柯O育/1400 
蔡O仁/1500 
蔡O玉/1500 
蔡亨鑫/1700 
林O瑱/1500 
吳O鑑/1500 
張O秋/1000 
周O樂/1000 
程薛O花/200 
李張O鑾/700 
吳李O梅/1200 
 
 
 
 
 
 
 
 
 
 
 
 

謝O逸/2000 
陳O州/2000 
蘇O玉/3000 
張O坤/3000 
黃O智/3000 
陳O凱/3000 
許O勝/5000 
吳O祥/6000 
許O帆/6000 
吳O脩/9800 
林O章/10000 
田O生/10000 
江O輝/15000 
黃O斌/30000 
台南蔡家虱目魚/1000 
臺南市小英之友會/30000 
颉登科技有限公司/10000 
欣葉便當快餐專賣店/5541 
高雄超越顛峰關懷協會/2000 
榮鑫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 
新竹市全真慈善功德協進會/20000 
 
 
 
 

 
 
 

王O惠/全新果汁機/1台 
王O惠/中古果汁機/1台 
楊O對/1-2月發票/20張 
楊O對/3-4月發票/15張 
米堤大飯店/米堤米/30包 
台灣癲癇醫學會/快煮壺/1台 
台灣癲癇醫學會/虎牌電烤箱/1台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衣物/65件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發票/370張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衛生紙/5箱 
林俊憲、蔡筱葳/手提式電暖器/1台 
安夏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睡眠撲滿(舊機)/3台 
 
 
 



姓名 性別 ☐男   ☐女 
 

相 

片 

黏 

貼 

處 

出生年月 民國     年     月     日 婚姻狀況 ☐未婚  ☐已婚 

身份證字號 現職職稱 

緊急連絡人 姓名：                                     電話： 

聯絡電話 
住家：                                    手機： 

工作：                                     E-mail 

戶籍地址 
☐☐☐☐☐             縣           鄉鎮          村           街        巷 

      市           區市          里           路        段      弄       號      樓 

聯絡地址 

☐同上 

☐☐☐☐☐             縣           鄉鎮          村           街        巷 

      市           區市          里           路         段      弄       號      樓 

身分別 ☐癲癇朋友  ☐家屬  ☐社會大眾  ☐其他 與病友關係 

以下填寫病友狀況及資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電話：(    ) 

手機： 
興趣 

教育程度 
☐學前兒童  ☐幼稚園  ☐國小  ☐國(初)中  ☐高中(職) 

☐大學(大專)  ☐研究所或以上  ☐特殊教育  ☐不識字  ☐自修(識字) 

身心障礙 

 

 

 

 

類別 

☐肢體障礙                                ☐聽覺機能障礙              ☐平衡機能障礙 

☐聲音機能或語言機能障礙    ☐視覺機能障礙              ☐智能障礙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顏面損傷                      ☐植物人 

☐失智症                                    ☐自閉症                          ☐慢性精神病患 

☐多重障礙                                ☐頑性(難治症)癲癇症   ☐罕見疾病 

☐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之障礙 

第      類 (        ) 

身心障礙 

等級 
☐極重度     ☐重度       ☐中度      ☐輕度 

社團法人台南市癲癇之友協會入會申請書 
        會員證號碼填寫                                               日期：      年     月     日 

 

※本表僅供協會建檔之用，請盡量填寫清楚，謝謝！ 

認識協會來源：☐親友介紹 ☐醫院介紹 ☐廣播 ☐網路 ☐報章雜誌 ☐其它 



就醫狀況 

癲癇主要發作類型及發作症狀： 

就醫單位及門診醫師：醫院，醫師 

☐發病年齡？____________；民國___________年；☐不清楚或忘記了 

 

※以下由本會填寫 

會員類別 ☐個人會員   ☐贊助會員   ☐永久會員 

入會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 

1.請將入會申請書詳填。 

2.再將入會申請書、入會費、常年會費、一吋照片一張、身分證及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印本各

乙份，一併繳齊。 

3.※會員資格依據「協會組織章程第七條」                        入會費    年費 

A.個人會員：病友及家屬，設籍台南市---------------200元    300元 

B.個人會員：社會人士，設籍台南市------------------200元   600元 

C.贊助會員：病友及家屬，設籍台南市以外地區------200元   300元 

D.贊助會員：社會人士，設籍台南市以外地區--------200元   600元 

E.永久會員：不論身分別與戶籍，一次繳納會費20,000元 

4.入會費及年費請至協會繳納或利用郵政劃撥帳號，「社團法人台南市癲癇之友協會31376273」 

5.協會地址：701-51台南市東區裕農路308號8樓之3，電話：06-2350253，傳真：06-2353235 

6.E-mail：ept@teatn.org.tw 

---------------黏------------貼-----------處-------

----- 

---------黏-----貼-----處------------- 

 

請
將
身
分
證
影
印
本 

自
行
浮
貼
於
線
框
內 

將
身
障
手
冊
影
印
本 

自
行
浮
貼
於
線
框
內 



協會官網 

協會FB 

拈花惹草園藝
作業所FB 

癲富友情動畫片
(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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癲癇發作處理３口訣 

1.側躺 
移除週遭可能造成危

險的物品 

取下眼鏡、鬆開貼身

衣物 

協助患者側躺、拿軟

東西墊住頭部 

2.勿塞口 
勿塞任何物品到患者

嘴巴 

癲癇發作或剛發作完

畢，勿餵食患者任何

食物、水等 

勿強壓患者，可能會

傷及患者 

3.關懷 
守護患者，直到恢復

意識為止 

協助患者紀錄發作狀

況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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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將上面台南癲癇愛心碼剪下 

愛心條碼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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