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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與祝福

國際TSC會議北京行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小兒神經科  蔡政道醫師

TSCi(TSC international)會議今
年首度選擇在美國及歐洲以外的北京
舉辦，開會日期在2014年10月10日
(五)~10月14日(一)，前三天為學術型
演講，10月14日為TSCi各國代表的會
議。因為我在10日早上醫院還有看診，
一直到下午才從桃園機場出發，到北京
當地已是凌晨12點。感覺北京當地冷冷
的，到了飯店( North garden hotel，北
方佳苑飯店)睡了6~7小時就醒過來，開
會地點就在北京協和醫院及中國醫學研
究所旁邊，這兩個單位就好像醫院及醫
學院的附屬醫院、研究單位。

第一天在新的會議廳開會，但我
到達是第二天早上已經換到古色古香的
會議廳，也許是張宏斌教授想讓與會者
感受這中國古色古香的氣氛，北京建築
物落差極大；這間古色古香的會議廳旁

就是極現代大樓。從會議廳進去有｢遭
遇罕見病-生命中不完美的缺口｣活動標
語，為這次會議點睛；旁邊的雕像是美
國的石油大亨洛克斐勒，寫著北京協和
醫院是由其捐助成立。

本來沒有預定旅遊行程，可是到達
北京之後，覺得沒有四處走走很可惜，
於是趁中午休息時間透透氣。開會的
地方就在王府井大道，靠近長安街，這
條路就是天安門前面那條，往前走就是
紫禁城、天安門等，我嘗試往紫禁城方
向走，但是人潮太多走不過去，走了很
久發現天安門前面有管制，於是只好回
頭；路上看到雙節公車，原來就是臺中
的BRT bus。附近隨意走進一個胡同，
發現庭院深深，很多私人住宅在整修，
路旁擺設王爺格格的雕像供遊客拍照，
感受北京這幾百年文化古城的氛圍。

下午回到開會地方，開會的主題主
要是TSC-LAM研究會議，但是內容還
是包羅萬象，包括從基礎醫學、臨床研
究、TSC研究歷史到用藥治療等等，同

▲蔡政道醫師TSCi國際會議北京行。

1



會病友則分享其使用新藥的原因，以及
使用藥物後的情形。

在探討醫病關係時，大家陸續提出
自身就醫時實際所發生的問題，彼此感
同身受，一同探討解決方式，並以三個
情境作演練：

活動中大家認真聽講，熱烈討論，
並在歡笑中結束，希望大家此行能滿載
而歸～

『遇見TSC大師』

本次活動邀請Dr. Kingswood(英國

TSC腎臟專科醫師)演講，並有即時翻譯

人員為大家翻譯，不止是醫師一方、單

向的為大家講解，參與的家屬們也提出問

題，得以做即時性、雙向的溝通。

時也遇到許多在TSC研究上的學者，其
中有一位講者(Maureen McGargill, 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 提
到rapamycin (斥消靈)在mTOR這個路
徑可能會抑制流感病毒感染，這個議題
大家覺得有趣，不同一般的觀點大家會
認為斥消靈會抑制免疫力；這也是主辦
人邀請他來介紹mTOR路徑的原因。

這次主要是來看看TSCi的會議內
容，結果是大開眼界；另外一個身分
也是代表TTSC參與TSCi會議，這次除
TSC Alliance(美國)外；另有加拿大、
法、德、瑞典、葡萄牙、西班牙、以色
列、紐西蘭、南非、義大利代表。在
TSCi遇到不同國家代表是一件有趣的
事。會議一開始主持人希望各國介紹去
年狀況，如何介紹TTSC我也沒頭緒，
後來突然靈機一動，說我們去年做了一
部電影有關罕病，包括TSC。這已引
起大家的興趣，Katie (TSC Alliance)問
我可否給大家一片。之後南非的Loren 
Leclezio介紹TAND checklist (TSC合併
精神疾病檢核表)。另外決議明年TSCi預
定在英國倫敦舉行會合併學術型會議。

      關懷與支持

TSC種子訓練營

種子訓練營活動主要目的，為使病友
妥善運用醫療資源及增進醫病關係，除了
知識的講授，也關心心理層面上的需求。

一開始理事長講述TSC疾病在臺灣
的現況，介紹疾病統計圖表，表示TSC
在臺灣逐年備受重視，醫療體系更加認
識此疾病。接下來由蔡政道醫師、陳昭
姿主任及尹寸欣社工師講授。蔡政道醫
師介紹什麼是TSC、如何對付及如何面
對TSC，強調因有新治療方式的發現，
症狀會逐漸改善，不需過度恐慌及認為
無望。陳昭姿主任介紹藥品如何納入健
保、健保给付品項收載原則等健保有關
資訊。尹寸欣社工師講授何為溝通的本
質、如何有效的溝通、知情同意的原則
及其他提升醫病關係的溝通技巧。而協

▲TSC種子訓練營大合照。

情境一
新診斷的

病友

無法接受、不願面對、責怪自

己、排斥後續醫療。

情境二
開始治療

的病友

醫師開給我健保申請的藥物，

但我對藥物使用還是十分有疑

慮：醫師排了一些檢查，需要

都做嗎？

情境三

參加臨床

試驗或使

用新藥

什麼是臨床試驗、有什麼風

險、是不是白老鼠、對我有什

麼幫助、該問什麼問題？

▲遇見TSC大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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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照顧經驗來讓大家更清楚要如何去

觀察家人，才能更清楚他們的需求進而

妥善照顧。

接著，邀請參與家庭提出自己遇到

的狀況及經驗，給予支持及分享，讓大家

可以在風光明媚的戶外，不只學習到抒壓

的技巧，也能更清楚的瞭解如何運用。

9月13日南區家庭一日遊

出遊當天天氣晴朗，大夥首先前往

第一站「臺南四草」，搭乘遊艇晀望濕

地生態；並至大眾廟和隔壁的抹香鯨陳

列館參訪。在古色古香的龍門客棧用完

當地特色餐點後，出發到「黑面琵鷺生

態展示館」，藉由播放黑面琵鷺及溼地

保育的相關影片，來說明黑面琵鷺的生

態習性，讓參觀者了解保育的重要性。

充電後，前往距今已有180多年的

「井仔腳瓦盤鹽田」，這是北門第一座

鹽田，也是現存歷史最古老的瓦盤鹽田

遺址。在解說員生動導覽之下，我們更

清楚了解其歷史與科技的變遷；結束後

▲北區抒壓講座。

活動開始請理事長開場致詞，並介

紹Dr. Kingswood的經歷、研究領域。Dr. 
Kingswood提到其踏入結節硬化症的疾病

研究領域的動機，說明因為他本身女兒

也是結節硬化症患者，較能夠和病友家

屬們有相近的立場，並且也分享其接觸

患者治療的相關情形與經驗。英國醫生

所說明的內容包括結節性硬化症國外研

究報告、相關藥物的運作原理、解釋藥

物之所以有效的原因、新藥癌服妥相關

研究報告、藥效及相關副作用及藥物使

用的適當劑量為何等等。而事前已經將

參與者所提出的問題翻譯成英文，請英

國醫生解答，在現場也有家屬及病友提

出問題，並請翻譯人員作雙方翻譯。

在講說及提問互動後，活動便告一

段落了，參與者與家屬們開始享用精緻

點心，並且和其他參與者交流互動，彼

此分享活動心得、聯誼交流，期待醫療

體系的結合與合作能夠帶給病友們更多

的協助。

TSC家庭支持活動-抒壓聯誼活動

早上在北投捷運站集合，前往北

投貴子坑活動地點舉辦TSC家庭支持活

動，讓病友家庭在戶外進行抒壓暨聯誼

活動。

到達時看到臺北市101大樓的風

景，讓人感受到臺北市郊的清靜悠閒，

有的家庭去泡溫泉，其它則先泡茶聯

誼。

中午用過餐點後，邀請謝淑玲老師

幫與會家庭針對家屬提供抒壓的方法，

因為家庭長期會面對孩子生病或其它

就學人際上的問題，照顧者極需要喘息

的機會。淑玲老師傳授自身學習華德福

教育及人智學的觀點，透過生活上的正

常作息及自我調整，可以減少不適的情

形，例如:可以泡精油抒緩孩子的緊張

情形、不易入睡則使用薰衣草精油，期

能提升個人的免疫能力，也分享自己孩
▲南區家庭一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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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夥攜家帶眷下鹽田體驗傳統曬鹽、挑

鹽、收鹽的樂趣，鹽田還貼心的提供鹽

袋免費讓來賓攜回～最後一站來到「北

門遊客中心」，館內有豐富的媒體互動

區，小夥伴們玩的不亦樂乎，館外還有

藝術展牆及大量的造景藝術，讓大家留

下不少美麗倩影，最後活動在依依不捨

中結束。

天空之城一日遊感言

博媽

11月8日參加協會天空之城一日遊，

行程早上九點在臺中火車站集合，博盛

最喜歡坐遊覽車，告訴博盛待會要坐遊

覽車喔!他就笑嘻嘻，看他笑的連手都在

發抖樣子，我們做父母的也自然高興與

他同樂。

在旅途車程中由梁先生主持解說及

趣味問答，一路上輕鬆愉快，答對有獎

更是小朋友的最愛，熱絡之後接著會友

自我介紹彼此認識，讓我知道有些會友

的孩子已經很大年紀，活得好好地而且

病情看起來很輕微，要是不說她有病，跟

正常人一樣，真是很幸運的結節病患。

「天空之城」就隱身在靜謐的山林

中,到達天空之城一路欣賞花卉，遠眺

美景，感受歐洲古堡風味的建築，情不

自禁的拿起相機拍照,東拍拍西拍拍，深

怕沒有捕捉到美景風情，我們在發呆亭

裡享受美味餐點，同時盡情飽覽山城美

景，煩惱頓時拋出腦外。

在吃飯等餐閒聊時，同桌有位病友

說她想要結婚，生氣媽媽不准她交男朋

友，我們同桌的許媽媽兩姊妹幫忙分析

解說結婚可以，但是要注意一些事項~

「妳媽擔心妳會受苦才不准，不是要為

難妳。」我心想她已經很幸運了，還懂

得爭取自己的權利，父母也關心她的未

來，比起一些較嚴重的病友好太多了。

我家的博盛病情似乎比較重，不能

跟大家互動，也不敢正眼看人，總是躲

在媽媽背後，可是我知道博盛這病是可

以很長壽感到安慰，我就可以有很長的

時間教導他學習與人互動，先認識耶穌

禱告求助，希望有一天博盛會成長得很

快，跟我羨慕的輕患病友一樣的棒!

快樂的一天旅遊終將結束，回程

有些家長覺得能參加協會安排如此好的

活動很愉快很感激，回家後要面對正常

生活及孩子的病，我們雖然同是結節硬

化症病的家屬，有的很幸運，有的很辛

苦，無論如何心態上要樂觀，父母樂觀

會影響孩子的心情及孩子的個性，孩子

生病已經很痛苦了，就不要讓孩子感覺

到家庭的氣氛不愉快，有機會常出外旅

遊交朋友，放鬆心情，交換育兒新知也

是很大的收穫。

中區TSC家庭支持活動-天空之城一
日遊活動感言

余樂山

對於身心障礙的家庭成員而言，外

出活動一直是他們所熱切期盼的。受限

於輔助設施及周圍環境的不友善，類似

的機會並不多。此次活動感謝協會的安

排及贊助，讓病友及家屬能有更多分享

與交流。

郊遊活動當天，上車後，在有豐富

導遊經驗的梁爸帶領之下，一路上笑語

如珠，增添了許多行程上的樂趣，也拉

近了初識陌生的距離，好像就是個大家

▲中區TSC家庭支持活動-天空之城一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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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同遊，不知不覺就來到第一個目的地-
通霄鹽來館。通霄鹽來館屬公營機構的
轉型，在臺灣休閒旅遊中，佔有不可或
缺的地位，如臺糖、臺酒、臺鹽等，都
博得不少好評。這次的臺鹽廠區，不但
讓大眾了解日常必需品-鹽的生產製造過
程，也有時尚的DIY藝術，讓大家發揮創
意，並可觀摩專家的作品，真是收穫滿
滿。結束後，就前往活動的重頭戲 - 天
空之城遊園兼享用午餐。

近來臺灣流行庭園景觀餐廳，在
這深山水庫邊，也蓋了一棟極具特色的
古堡，早已在網友的分享之下頗負盛
名。為了對應遊客飲食需求所開設的餐
廳，提供了多元化的餐點，且口味食材
的搭配上都獨具一格，讓人有驚豔且想
再來品嘗的慾望。在林木扶疏的清幽環
境中，看大家食指大動，相互分享的熱
情，一掃遠道而來辛苦跋涉的疑慮。飯
後的遊園參觀更可體驗山林花鳥之美，
兼做過度身體熱量攝取的平衡運動。之
後參訪也是很有特色的勝興車站與龍騰
斷橋，在懷舊風興盛的現在，古蹟紛紛
復活，因為年代並非太久遠，可以和目
前連結，但是又因風格迥異，讓人發思
古之幽情，便成為熱門的旅遊景點。遊
客在勝興車站能在平日被禁止的鐵道或
隧道任意走覽，也是很特別的體驗，當
然在目的地與停車之間的山路健行，也
順便鍛練了一下體能。

這真是一次非常美好的回憶，期待
下次的再聚。

生命的交織與流動

小小人兒早療vs.學前教育之路

珮緁媽咪

目前她已是小一新鮮生，這陣為了
銜接小學也傷透了腦筋，因校方和我們
對於她的學習方針都在摸索中，於是不
斷的嘗試與修改，終於找到適合她的方
式學習了。

這樣摸索的心情讓我想起當年剛開
始接觸早療及幼兒園的狀況，我家妹妹

約一歲二個月發病，雖很快達到控制,
但其心智上的發展卻是往後退了一些，
於是就在一歲九個月時就開始接觸早
療，而在這之前已先看過「心智科」做
過個項發展的評估，以做為排課的參考
依據。

雖是早晚上了滿滿的課，但是發
現課後「不斷的重複練習」更是來其重
要，但是，所謂的課程～從醫院教室移
到家中，可就沒那麼容易了，種種不同
的因素考驗著我們的耐心與智慧，還真
得持之以恆，才可換來每半年重新評估
進步的成果啊！

至於何時開始要上幼兒園，記得
那時發現妹妹有一段時間的成長似乎停
滯，尤其是我們最擔心的「語言」， 然
後也就因為想到了當年她哥哥用的方
法，於是和早療師們商討之下，也認同
此法可試試，就這樣進了幼兒園。

而這一路也是跌跌撞撞的，換了好
多所。剛開始如何選擇？到園所參觀要
如何說起？就讀中要如何與園方互動，
種種都得考慮，因為妹妹的發展及身心
狀況和一般孩子不同，而這當中會換了
園所，是因為我們對於她的成長有設定
一階一階的目標，因此在不讓他們造成
困擾之下，做了這樣的安排。畢竟每間
幼兒園都有其教學特色。

還好他沒有什麼換園所的適應問
題，就這樣時間一點一滴過去，如今每
天開心的期待上學去，且回到家總是充
滿著學習慾望和訴說著學校人事物，在
校除了課業，都能打理好自己的事，令
人欣慰呀！因此如今有這樣的表現，回
想以往～再辛苦也值得了。

做這樣的分享，不過乎是希望能
幫上有這樣年齡小孩的家庭，記得有位
醫生曾分享過，他說：在他的門診裡見
過許多小時侯學習有障礙，但長大或過
些時候就沒問題了等等，令人開心的例
子，因此只要我們不放棄孩子任何學習
機會,相信成長是看得見的，與大家共勉
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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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博愛職業技能訓
練中心，電話：(07)321-4033*269、
327、292，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三
路101號。

       近期活動

1. 北區：臺大醫院TSC整合門診
  時間：104年1/5、2/2、3/2、5/4、
        6/1、7/6、8/3、9/7、10/5、
        11/2、12/7。
        每月第一週星期一上午辦理，
        104年4月遇連假休診一次。
2. 南區：高雄長庚醫院TSC特別門診
  每月第一個星期三辦理，歡迎大家主
  動報名。

3.小瓢蟲音樂班：
　日期：103年12月7、14、21、28日(日)
              104年1月11、18、25日(日)
                        2月1、8、15日(日)
                       3月1、8、15、22、25日(日)
    時間：下午13:00-15:00
  師資：陳彥宏老師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合江街137號4樓
        中山區里民活動中心 松花一教室
  備註：1.活動如遇到老師有事或異動，
          均另行通知大家。
        2.歡迎大家隨時加入！
4.北區感恩聯誼餐會:
  時間：104年1月17日(六)下午13:00報到
  地點：臺北市基督教女青年會301會議室
      （臺北市青島西路7號3樓）
5.中區感恩聯誼餐會:
  時間：104年1月10日(六)上午11:00報到
  地點：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行政大樓
        10樓會議室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6.南區感恩聯誼餐會：
  暫訂時間:104年2月1日(日)
  地點：近期通知。

7.TSC中區繪畫班:
  時間：104年3月7日(六)、4月11日(六)、
        5月9日(六)下午13:00-17:00
  地點：臺中市愛心家園研習教室3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一段450號)
  師資：楊郁美 老師

       社福訊息

南區的夥伴們看過來看過來~

104年度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開始招生啦!

一、訓練目標：為培訓具有就業意
願及能力之身心障礙者，助其學習一技
之長，輔導就業，自力更生。

二、訓練對象：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或證明，年滿15歲以上，參訓報到日須
為失業者身分且具備生活自理能力，並
經甄試評估具備擬參加訓練職類之就業
潛能者。

※考量各職類班職業訓練屬就業
導向、公平參訓原則與政府訓練資源有
限，曾在各(含本中心)職訓機構參加職
業訓練者，二年內對於相同之班次，不
得重複報名。

※二年內以參訓一次為原則，如二
年內重複參加不同班次身心障礙職業訓
練者，均應先經職業重建窗口評估，並
以銜接進階專業職類班為原則。報名者
可由職業重建服務窗口轉介報名。各位
有興趣想多加了解的夥伴們歡迎致電洽
詢唷~

班別
招生

人數
總時數 報名期間 訓練期間

證

照

職

類

班

工程製圖及

電子書應用班
15

1321

103/12/01~

103/12/31

104/03/02~

104/11/30

美工設計實務班 14

創意皮件

商品設計班
12

創意服飾製作及

修改班
14

客服行銷及

辦公行政養成班
15

電腦維修與

網路應用班 
14

非

證

照

職

類

班

環境清潔班

第一

梯次

10

656
104/03/02~

104/07/16
廚工助理班 10

洗車美容班 10

環境清潔班

第二

梯次

10

659
104/05/01~

104/06/22

104/07/17~

104/11/30
廚工助理班 11

洗車美容班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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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務訊息

1.103年9月至11月服務統計一覽表

2.103年7-8月募發票報告

  感謝各界捐贈愛心發票，本期總共募
得596張(含愛心碼發票)，發票中獎金
額為600元。

 歡迎各界機關行號加入發票志工，另
外本會發票愛心碼為『0285』您來幫
我，也歡迎您來電索取愛心碼貼紙。

TEL：02-23318852
       瓢蟲繪廊

作者/石家樺  

個案服務 個案會談  服務78人/104次

整合門診
北區 126位/261診次

南區 20位/34診次

醫療講座
TSC種子營 19人/13戶

遇見TSC大師 26人/17戶

TSC家庭

支持活動

南區一日遊 27人/9戶

北區抒壓聯誼 18人/10戶

中區一日遊 40人/10戶

募款 看見希望園遊會 17人/7戶

103年1月至11月總服務人數合計257位

增加病友人數17位，減少病友人數1位。

      捐款芳名錄

103年9~11月份

Midas Chen 500 洪聿庭 2,000 無名氏 500 
王仁妤 3,000 紀雪盡 30,000 無名氏 500 

王晟翔 200 師慰馨 1,500 無名氏 110,000 
王秋燕 500 康家豪 600 無名氏 299,125 
王徐桃 12,000 張淑芬 50,000 蕭菊 10,000 
王舜文 3,000 張菊薰 500 鄭建榮 1,000 
王琴慧 200 張景倫 100 簡慧美 760 
王雲龍 3,600 張曉音 100 蘇美月 1,500 
江晏華 600 張志銘 1,000 蘇雅鈴 4,000 
吳明哲 200 張庭嘉 700 黃忠勇 500 
吳玲瑱 1,500 梁恆瑞 1,800 黃守傑 500 
吳順生 1,500 莊惠鈞 1,000 黃汶琪 200 
吳淑玲 1,800 許敏惠 100 黃彥琦 5,000 
呂重達 2,400 許景婷 3,000 黃彥慈 5,000 
呂俊逸 1,800 郭以敏 100 黃麗秋 500 
呂學儒 500 連慶隆 3,000 黃勤宏 200 
巫錦綿 500 傅禹綸 500 黃雲姿 1,000 
宋成菁 5,000 曾晟軒 200 楊愛如 2,000 
李炳煌 500 龍鳳英 100 楊智皓 1,950 
李念慈 300 陳永修 10,000 楊育豪 300 
李貞誼 350 陳乃維 100 詹淑妹 500 
李淑容 1,000 陳有春 100 廖銀來 2,000 
李惠璇 1,000 陳俊宇 300 廖燕玉 300 
李城雪花 1,000 陳宏哲 1,000 趙昭甯 260 
李韋廷 100 陳志穎 250 趙輝生 2,000 
李沛蓁 3,000 陳俊安 3,000 劉治民 100 
沈立威 100 陳冠伶 1,000 劉明憲 350 
沈春英 1,530 陳品佐 500 劉素瑜 1,000 
汪雲嘉 300 陳無名 100 劉道仁 1,000 
汪台成 150,000 陳慧瑜 100 蔡政道 11,130 
昌石麟 1,000 陳馨怡 2,000 蔡嘉文 5,000 
周碧瑜 1,000 陳靜慈 2,000 賴郁沁 500 
周國基 300 陳家慶 1,000 賴惠媛 2,500 
林妙霞 2,000 陳梅英 1,500 賴秀雲 2,000 
林麗美 300 無名氏 200 謝雅惠 100 
林子翔 5,000 無名氏 200 謝慧玉 500 
林豐章 10,000 無名氏 500 謝明樹 500 
林炳圻 1,500 無名氏 20,000 謝碧霞 500 
侯宜君 300 無名氏 100 顏陳孟麗 1,000 
邱紫菱 1,000 無名氏 600 魏志文 100 
姚林美 500 無名氏 400 
大自然綠化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小綠山幼兒園 3,000 
無名氏 70,000 
正宏愛心友誼會 13,000 
哇寶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500 
家綺興業廠 500 
泰菱有限公司 230 
盟將水電工程有限公司 3,000 
銓友科技(股)公司 1,000 
豐盈本草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 
新禾航電(股)公司 20,000 
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 50,000 
財團法人晶豪科技教育基金會 600,000 
耀豪國際生技公司 200 
劉亦修、張文馨 1,000 
黃炳堅、葉怡君 579 
姚台珍、李永清 1,400 
陳姿妘 闔家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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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愛化為行動
社團法人台灣結節硬化症協會捐款單社團法人台灣結節硬化症協會捐款單

郵局/信用卡 自動轉帳捐款 授權書

填表日期:

捐款人姓名

通訊地址

電       話

收據抬頭

發卡銀行:

銀行:台新國際商業銀行營業部(代碼 812)
帳號:2001-01-0000278-0

台北南陽郵局(代碼 700)
帳號:0001331-0461523

※採用銀行轉帳及ATM方式捐款者，敬請將匯款收據及捐款人資料傳真或來電話，
  以利本會開立收據並寄出，謝謝!

※新增捐款方式:
  本會新增銀行(ACH)及郵局定期捐款方式，歡迎大家與本會索取授權書表格，謝謝！

持卡人簽名: 信用卡有效期限:
西元           月/              年
(依卡片順序填寫)

授權碼(捐款人免填)

信用卡卡號:

收據寄送

捐款用途

E-mail

身份證字號

是否寄資料

捐款人編號:

□□□

□要□不要

□年寄□逐次寄送

□協會統籌運用□其它

□劃撥帳號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結節硬化症協會

帳號:19973583

□支票捐款

請註明「社團法人台灣結節硬化症協會」及禁

止背書轉讓支票，郵寄至本會，謝謝!

□銀行捐款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結節硬化症協會

信用卡別:  □ VISA    □ Master card    □ JCB    □聯合信用卡

□單筆捐款$                         元整              □每月捐款$                         元整

捐款日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生日

(O)            (H)            (行動)

□ 

信 

用 

卡 

捐 

款

□ 
其 
它 

捐 

款 

方 

式

本會會址:100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6號8樓之7 電話 02-23318852 傳真:02-23317781
感謝您的愛心捐款，本會開立之收據年度綜合所得稅抵稅之用!!
如果本表不夠使用或不夠填寫，請自行影印，感謝您!!

電子發票隨手捐"愛心碼0285"!
小小發票可以發揮您的愛心，幫助更多的TSC家庭，看到生命中的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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