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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姓 名 金 額 日 期 姓 名 金 額

105/04/07 許〇勝 30000  105/04/15 住華科技 251
105/04/18 謝〇逸 1200 105/04/20 陳〇軒 256
105/04/22 吳〇鑑 500 105/04/22 蘇〇玉 1000
105/04/22 丁〇祐 200 105/04/27 林〇瑱 500
105/04/27 黃〇媛 700 105/04/29 鄭〇惠 8938
105/04/29 鄭〇惠 10000 105/04/30 林〇敏 5000
105/05/03 程〇泉 100 105/05/03 程〇玲 100
105/05/03 程薛〇花 100 105/05/04 方〇程 5000
105/05/04 陳〇娟 800 105/05/04 陳〇佑 500
105/05/10 陳〇秀 800 105/05/10 陳〇義 5000
105/05/10 陳傅〇巧 5000 105/05/11 林〇娟 150
105/05/11 林〇芬 150 105/05/17 楊〇清 1400
105/05/19 李〇桂 200 105/05/20 柯〇傑 200
105/05/20 陳〇月 1000 105/05/20 吳〇鑑 500
105/05/20 丁〇祐 200 105/05/20 蘇〇玉 1000
105/05/20 陳〇竹 1000 105/05/25 廖〇忠 500
105/05/25 黃〇玲 500 105/05/26 謝〇揚 3200
105/05/29 吳〇導 2000 105/05/31 林〇瑱 500
105/05/31 吳〇和 3000 105/05/31 林〇曼 1000
105/05/31 陳〇佑 500 105/06/06 黃〇育 500
105/06/13 劉陳〇美 1000 105/06/13 許〇太 200
105/06/13 林〇曼 500 105/06/16 南園街50嵐 60
105/06/17 程薛〇花 100 105/06/17 邱〇夙 1500
105/06/17 程〇泉 100 105/06/17 程〇玲 100
105/06/20 黃〇容 300 105/06/20 陳〇軒 202
105/06/20 黃〇玲 250 105/06/20 廖〇忠 250
105/06/22 蔡〇德 100 105/06/22 蔡〇輝 100
105/06/22 陳〇凱 2000 105/06/27 林〇瑱 500
105/06/29 黃〇敏 20000 105/06/30 陳〇佑 500
105/06/30 周〇樂 2000 105/06/30 丁〇祐 200
105/06/30 蘇〇玉 1000 105/06/30 許〇太 150
105/06/30 黃〇斌 30000 105/06/30 楊〇榮 400 
105/06/30 洪〇清 400 105/07/13 黃〇玲 500
105/07/13 廖〇忠 500 105/07/13 開立實業社 2000
105/07/20 陳〇仁 1100 105/07/22 丁〇祐 200
105/07/22 蘇〇玉 1000

愛心捐款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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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捐物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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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品 名 數量 姓 名 品 名 數量

陳○鐘 摸彩品 91張 南園街 50嵐 發票 85張

蔡○賢 摸彩品 16份 王定宇立委服務處 摸彩品 2份

黃○智 摸彩品 1份 蔡○仁 摸彩品 1份

陳○璟 腳踏車 1台 蘇○嫻 衛生紙 1箱

鄭○惠 摸彩品 4份 謝○陽 發票 126張

翁○文 30公斤裝白米 10包 南園街 50嵐 發票 170張

蔡○仁 華為手機 1支 法成文教基金會 液晶投影機+銀幕 1組

李○恆 雅米手機 1支 許○勝 YMCA園遊券 40張

吳○鑑 統一發票 24張 王○宏 愛心公益園遊券 10張

廖○清 愛心公益園遊券 10張 金生投資(股)公司 愛心公益園遊券 60張

王○廷 愛心公益園遊券 2張 環宇國際教育基金
會-汪○珠 感恩園園遊券 20張

陳○秀 吊飾娃娃 24個 陳○愈 針織女裝上衣 9件

蔣揚基金會 端午活動肉粽 40顆 洲晟實業(股)公司 端午活動肉粽 40顆

邀請共同響應「電子發票e點通」
愛心條碼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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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將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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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癲癇之友協會理事長

蔡景仁醫師
榮獲第四屆星雲教育獎
「典範教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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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好

重新帶領協會後，才深深發現協會工作夥伴真

不容易!除了每天要處理接踵而來的會務行政工作、

電話諮詢與病友關懷之外，每年總要盡心盡力的規

劃許多學習課程、體育活動與年度旅遊，為的是讓

會員的學習和休閒娛樂更廣泛有趣。既然活動的規

劃與設計，都是專為會員打造的，我們當然很期待

會員們踴躍的參與和回饋，這樣協會才能燃起熱情，

讓參與各項課程及活動變得更有意義。

本次季刊，特請社工雅婷再次為課程打廣告，讓大家了解目前正在執

行的課程；小宜能夠在第一次初診時，就爽快答應我的邀稿，分享她的患

病與求醫經歷，實在非常感謝。請大家多多給予迴響與支持，為她點起黑

暗中的一盞燈；謝鎮陽醫師則寫了一篇探討「拖延症」的文章，閱讀後，

有助大家檢視自己除了日常生活之外，在面對身體不適或有病痛時，是否

也有拖延症的傾向。由於癲癇發作的現象非常多樣化，而且只有持續幾秒

鐘到數分鐘，突然出現又迅速消失，雖然覺得奇怪，但是卻不十分在意，

往往因此耽誤了就醫的時間。小宜的故事不就是最好的寫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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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時序進入盛夏季節，我們當然也要加入滅暑

行列。協會五月底在無障礙之家，正式開始販賣冰品了，

這個活動的主要目的應不在賺錢，而是提供會員學習與

磨練人際關係的場域，以助未來更有信心交友、求職與

展現自己的能力。歡迎你加入販賣的義工行列，或者呼

朋引伴過來捧捧場，並給予販賣的會員寶貴經驗及指導。



本年度嘔心瀝血規劃之
澎湃課程

本年度嘔心瀝血規劃之
澎湃課程

協會社工 顏雅婷

協會今年又準備了各式各樣的課程，你準備好要參加了嗎？

在每一年的年底，工作人員總是絞盡腦汁的一想再想，明年度要辦理什麼樣

的課程？我們的會員朋友需要的是什麼樣的課程，可以讓大家做好職場準備、可

以讓大家找到自己的興趣、可以讓大家交友更廣闊？！

協會是屬於會員們的家，是一個可以讓大家分享彼此生活歷程及心情的場所，

我們也希望藉由各項活動，帶給會員們更多元的學習與成長。

4月份起，一連串的課程即將開跑。

第一棒開跑的是：蔡清根老師所帶領的繪畫班，從民國91年起，走過13個年

頭，無論風雨都無阻，總是到協會義務教大家水彩繪畫，這十幾年來，我們的繪

畫班更是繪畫比賽的常勝軍，在103年，蔡清根老師更與會員們舉辦水彩聯展，

更是獲得好評。蔡老師對繪畫的堅持與對會員們的用心，絕對值得你們一起加入。

第二棒開跑的是：成大生理所黃阿敏老師帶領的瑜珈課程，黃老師有十分豐

富的瑜珈教學經驗，她帶領學員在專業場地上課，課程裡主要包括知識瑜珈與行

動瑜珈兩大部分，老師用深入淺出的方式，讓學員了解何謂瑜珈、為何要練瑜珈、

瑜珈與呼吸，是非常優質的身心靈課程。

接下來陸續開跑的是：本月份開始上課的網際網路應用課程，由網頁設計師

－洪君豪老師來為我們上課。大家可別小看了網際網路課程，在這資訊發達的時

代，網路科技帶領著我們走向時代的尖端，若您與電腦還是不熟悉，那你可落伍

囉！趕快來和我們一起上課吧！

心動了嗎？！或者你心中還有其他課程選項？若你有特別喜

歡的課程想與大家分享，很歡迎提供給協會，我們將作為課程編

排的選項之一唷！

等什麼？趕緊來!可別讓嘔心瀝血規劃之澎湃課程等無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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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醫師您好，很開心您提供這樣的方式，分享我的心情與病況，更慶幸能

成為您的病人，能讓我們一起為共同目標-治療我的病情而努力著。

我在單親家庭長大，一個哥哥，重心大多在工作上；一個姐姐，不住家。

我從小在媽媽的期盼下長大，國中畢業後，媽媽就希望我讀護理，媽媽身體不好，

已經洗腎九年，我跟媽媽個性很像，所以我們感情特別好，是一對很ㄍㄧㄥ的母

女。媽媽一直是我的慰藉、壓力源、也是個責任，所以我一直想為家中分擔經濟。

去年七、八月我在護理之家暑期打工，九月開學後，就維持周一到周四在林

口長庚讀書，週五到周日就回到台南的護理之家兼職。寒假期間，媽媽因為不明

原因造成消化道出血住院，我當時在醫院、護理之家和家裡三頭忙，但住院八天，

還是沒找到出血點。我在想，是不是我把自己逼得太緊，搞得自己身心狀況出現

問題?

第一次驚覺我有癲癇，是在今年3月30日第一次大發作時，當時剛要起床，

被媽媽發現我手腳都在抽搐，到某大醫院就診，醫師當時並沒有開藥。第二次大

發作是4月17日，也是剛起床時發生的，再求診時，醫師才開立處方，直到4月

26日開始服藥。

現在回想起來，我在五、六年前就曾經有過一種特殊的感覺：先出現陌生感，

再有似曾相似感，而後有一股感覺從腹部及胸部間湧上來，這也讓我感到恐慌。

媽媽則觀察到我發作時會先瞇眼睛、臉揪起、頭往下方偏左，之後恍神不知道自

己在做什麼，也不知道他人在說什麼，過了2~3分鐘，人家問我記不記得剛剛在

做什麼、說什麼?我都不知道。幾個月前，自己讀到護理的精神科，我以為自己

是自我感覺喪失，就到精神科診所求醫，醫師給我的診斷是「恐慌性癲癇」，當

時我還不能接受這種感覺喪失怎麼會是癲癇？醫生開的藥我都沒吃。

我的「病」與「醫」
小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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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四月初開始的實習，恰巧就安排在就診醫院，卻因為遇到服用癲癇

藥物後的副作用與發生上述特殊感覺的發作，讓我實習狀況不順利，導致與單

位發生了一些誤會與不愉快。有一次我要回護理單位拿東西，當我又身處在那

個環境，和接觸到學姊時，情緒急遽緊繃，造成當天情緒失控，實習老師因此

覺得我不適合在該醫院實習，這也是我換到成大醫院治療的原因。

在校時，我並不會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症狀上，但六月份畢業後，沒了同

學的歡樂陪伴，具有特殊感覺的小發作卻越來越頻繁，每天都精神緊繃，特別

是不舒服的念頭一出現，大多就接著會不舒服起來，這種感受真不好受，但我

告訴自己，這只是個小放電，深呼吸一下，幾秒鐘就會渡過了，多想想快樂的

事，讓自己有正面能量，我相信正面能量依然能讓發作頻率減少。

罹患癲癇後，我才真正相信心情、心理會影響到生理狀況，這才讓我明瞭

身心是互相影響的。平時的生活以及與人相處都不要太壓抑自己，想要活出自

己，就要先快樂開心，真正活出自己的意義，才能有健康的身心。

謝謝小宜這麼真實的分享自己患病歷程。對於個人、職場、家庭與身體產

生的所有問題，小宜都以責任感與毅力，勇敢的承擔起來。

小宜雖然是醫護人員，但面對疾病，也和其他病友一樣，要承受各種身心

上的挫折及調適，所幸小宜願意踏出解決問題的第一步，而且認同醫師與病友

「一起以治療病情而努力」為共同目標。

這個生命故事有許多面向值得病友、家屬及社會一般大眾重視與討論。如

果您對這個故事有共鳴，或希望給小宜支持與鼓勵，請您利用協會提供的所有

溝通管道，寫下您的迴響、鼓勵或心得交換，我們會在下一期季刊為您刊登。

請放棄壓抑與沉默，病友們需要的是對醫師勇敢的說出心裡話，並透過經

驗分享，相互了解，共同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讓我們一起從聽見您的聲音開始吧。

蔡景仁醫師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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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不好的 ?

你是否常常被人家講”拖拖拉拉”? 或凡事都得要等到”最後關頭”，才願意動

手開始做? 小心，你可能也得到”拖延症”了。

“拖延症”是我們現代人很常見的一種文明病，它是由以下三種要素所構成：

拖拉：你明知道這件事得做，但你就是”拖著不做”。

焦慮： 在”拖著不做”的同時，自己心中會有強烈的焦慮。

罪惡感： 事情一天一天拖著，沒有完成，心中產生罪惡感。

拖拉、焦慮、罪惡感，這三者都有，就構成了”拖延症”這個”病症”的診斷；”

拖延症”需要跟其他症狀，例如: ”懶惰”，做鑑別診斷: 懶惰的人一樣不做事情，會拖

拉，但是懶惰的人並不會有任何焦慮或罪惡感。

“拖延症”的盛行率非常高，幾乎所有生活在這個時代的現代人，都或多或少犯過”

拖延症”； 而”拖延症”最好發在處於工作年齡的成人，男人、女人都有相同的機會

被影響，；至於”拖延症”的危險因子，則包括”從事創造性工作的人”。

新樓醫院 謝鎮陽醫師

為什麼會有”拖延症”，茲說明其病態生理機轉如下：

1. “當下價值”遠大於”未來價值”: 在過去幾百萬年來，透

過不斷的物競天擇，逐漸從猴子演化成我們的老祖宗原始

人這般的大腦與身體結構；但是從原始人進入文明，不過

數千年，其實我們的大腦等生理構造，尚未能夠來得及去

適應變化迅速的人類社會。

舉例來說: 為什麼肥胖也是現代人的文明病? 因為原

始人的食物來源不穩定，常常有一頓沒一頓的，所以一逮

到機會吃了東西，人類的身體就會快速地把吸收的養分轉

換成脂肪。但進到現代社會，每天三餐飽足變成很容易，

雖然營養過剩，但我們的身體沒來得及進化，以為世界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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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幾千年前一樣，所以仍舊傻傻地把每天吃進去的能量轉化成脂肪，這樣子現代人

不就會容易變胖嗎? 同理，在史前時代，原始人活一天是一天，打獵、採集到食物，

就能夠存活，不必想到未來；但到了文明社會，產生大量的協作與契約，很多工作

在短期內是不容易看到成果，工作的價值是在於”未來”的成果，而不是”現在”；

人一但眼下沒有看到立即的成果或變化，自然就不會那麼積極努力，於是產生”拖

延症”。這同時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拖延症”好發在那些從事”創造性”，而非”

機械性”工作的人們。

2. 現代社會的運作方式，更加重”拖延症”: 人類開始現代化與工業化，不過是近200

年的事情，跟200年前的世界相比，現代社會的運作方式更加複雜，從起頭的目的

到所需的手段，其距離變得更遠；此外，現代人很多工作是被強加的，不發自內心

自願去做的；最後，現代人透過電視或網路等媒體，被這個社會強加了許多的觀念，

讓我們腦子裡有許多何謂”正確”的想像，很多目的都是”想像出來的”。例如:

別人都說男人應該要有馬甲線，所以我就糊塗地買了一本教男人如何能夠有馬甲線

的健身書籍，但書買回去了根本不會看，搞不好連封套都沒拆，只擺在架上；以上

都是現代社會增加人們罹患”拖延症”風險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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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延症要怎麼治療呢? 美國史丹福大學的約翰‧佩里教授，曾對如何治療”拖

延症”有深入的研究，還因此得到”搞笑諾貝爾獎”的殊榮；他提出的一帖藥方是”

結構性拖延法”，就是坦誠自身的不理性，無法克服拖延症；當我們手上同時有好

多件事情未完成，我們老是想拖延，那我們就用做其他也是需要做的事情，來”拖

延”當下我想要拖延的事情；例如: 佩里教授老是欠出版社稿件，一直想拖延交不

出來，在拖延的過程中，他就跑到史丹福大學的學生宿舍找一些學生聊天，那種深

度的訪談，結果後來佩里變成史丹福大學一位很出名且受歡迎的教授，這就把”拖

延症”本身，轉化成另一件有意義有產出的工作。

以上內容，主要改編自中國羅振宇先生，他製作的”羅輯思維”系列節目，其

中的一段視頻，希望對各位”現代人”有用處，有興趣知道更多的人，歡迎造訪下

列連結，繼續觀賞”大家都有拖延症”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k2NDI0NDg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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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加入為會員時應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團體
會員應推派代表一人，以行使會員權利。會員採按年登記制。
1. 個人會員：凡居住台南市行政區域內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有行為

能力者。
2. 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社會機關團體。
3. 榮譽會員：凡對本會有特殊貢獻者或贊同本會宗旨之癲癇病友。
4. 贊助會員：凡贊同本會工作之團體或設籍台南市之外，贊同本會宗旨年滿

二十歲，有行為能力之個人。

1. 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享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員
為一權。

2. 榮譽會員及贊助會員享有發言權及參加本會各項活動之權，無表決權、選
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

※入會費為會員入會時應一次繳納，年費為每年年會時或於當年度繳納。

※會員資格依據「協會組織章程第七條」。

※若領有政府單位社會局核發的低收入戶證明者，會費及年費得減半酌收。

會 員 種 類 入 會 費 年 費

個人會員
(台南市)癲癇病友、家屬 200元 300元

(台南市)社會人士 200元 600元

贊助會員
(台南市以外)癲癇病友、家屬 200元 300元

(台南市以外)社會人士 200元 600元

團 體 會 員 1,000元 3,000元

永 久 會 員 一次繳清20,000元

會費

會員權利

申請入會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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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品預購單(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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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 刊 邀 稿
今年4月份起，協會會訊已改成

季刊形式與大家見面，刊物內容朝

向活潑多元，歡迎大家踴躍投稿，

不限形式，更歡迎您針對季刊內容，

給予迴響，我們將另闢讀者迴響單

元，予以刊登，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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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生活繪~水彩真好玩
開課日期：4月份開始
時間：每週三上午 09:30-11:30
師資：蔡清根老師
簡歷：忠義國小退休老師

專研水彩繪畫十多年

網際網路應用課程
開課日期：7月份－8月份
時間：每週三下午15:00~17:00
師資：洪君豪老師
簡歷：網頁設計工程師

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們一同來參加！
請來電向協會登記報名，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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