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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歐美國家於罕見疾病上偏重孤兒藥研發及醫療跨國合作，台灣罕見疾病

基金會由病友家庭的需求出發，20年來，於社會關懷、政策推動、健保給付、預防

保健、安養就學、病友關懷及自我成長等逐一鋪展，致力作為一個「以病人為核心」

的民間組織。2000年，推動政府通過的「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不僅是全世界

第 5個通過的國家，還是第 1個併有防治及獎勵藥物研發與病友補助的罕病法。陸

續促成罕病納入《全民健康保險法》重大傷病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的身心

障礙保障範圍、爭取健保專案專款給付，督促政府肩負起照顧罕病身障者的法定角

色。

基金會自 2000年推動「二代新生兒篩檢先導計畫」，以新生兒的一滴血篩檢近

30種疾病作為罕病防治的第一道防線。2003年開始投入原住民新生兒篩檢補助，16

年來戮力為「原住民族群」及「經濟弱勢戶」的下一代健康把關，截至 2018年，共

補助 187,650人次的原住民和低收入戶新生兒接受篩檢。也因此於 2017年獲行政院

原住民委員會頒發象徵對原住民有具體貢獻事蹟的最高榮譽─「原曙獎」之肯定。

而政府對於新生兒篩檢的補助項目，在基金會的推動下，從原本的 5項，於 2006年

增為 11項，再於 2019年增為 21項，更加保障新生兒的健康。

除了間接服務之議題倡導外，基金會看到罕病家庭因為基因傳承而苦，於是

進一步為病友及家屬規劃一系列服務方案。至今，共服務 257種罕見疾病，直接服

務 7,278 位病友，再加上透過間接服務及補助其他病友團體而觸及之病友，已超過

15,000個家庭。20年期間，根據病友家庭的需求，不斷規劃與調整相關的服務方案，

內容包含經濟補助、管灌營養品提供、心理衛生服務、全方位課程、表演工作坊、

微型保險以及遺傳諮詢、營養諮詢、社會福利諮詢、醫療服務等。

針對高風險家庭的個案，除給予經濟上的支持和家庭關懷，並提供照顧資源，

幫助他們度過難關。除了針對病友家庭外，亦設置電話諮詢服務，解答一般社會大

眾對於罕見疾病的相關疑慮。此外，我們與台灣弱勢病患權益促進會合作，提供處

於醫療弱勢的病友情緒支持、關懷慰問、資源連結與諮詢及經濟補助等協助。

為培養罕病服務人力及提升第一線服務人員的專業知能，基金會亦辦理多元的

研習課程，促使各領域專業人員自我成長，維持服務品質。提供罕病服務的相關專

業人員，進行相關研習課程，對象包括大專院校在校學生、社工人員、復健專業人員、

校園護理師、長期照護人員、心理諮商人員、學校教師等，期以促使罕病專業服務

模式更加精進。

20 年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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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高社會大眾對於罕見疾病的認識，基金會積極以各式宣傳媒介，增加「罕

見疾病」的能見度，包括以書籍、平面廣告、電視節目、廣播、實體及線上影片等

方式積極推廣出去。並邀請社會名人、演藝人員、足球運動員及棒球選手等擔任公

益大使，邀集更多民眾一同關懷罕病家庭。並且培訓病友、家長一起走入校園、企業、

公共廣場進行演講、分享，讓更多人看見。此外，基金會亦不定期在官網、官方臉

書粉絲團、Line生活圈更新相關資訊，包括文宣品出版、活動紀錄等。多年來基金

會已經與外部單位合作出版 4本書籍，自行出版罕病系列叢書 24本、繪本 2套（24

冊）、罕病照護手冊 22本；會訊（季刊）發行 80期，發行總數量約 86萬 4千份；

電子報共發行 137期（現已停刊）；系列單張共製作 137種；影音系列光碟 20種；

年度會務及成果報告 4本；參與製作電台廣播 248集（角落欣世界）、電視專題 71

集（真情台灣及華視新聞雜誌專題）、微電影 1部。也因為這些年不斷地努力，基

金會於 2018年獲得教育部社會教育貢獻獎肯定。

為強化國內罕見疾病學術研究水準，同時鼓勵國內博碩士生從事罕見疾病相關

研究，基金會設立「罕見疾病相關研究委託管理辦法」及「罕見疾病博碩士論文獎

助辦法」。截至 2019年，共計委託 42項研究計畫，累積補助款項為 1,827萬元；

獎助 122位博碩士生論文，累積獎助 485萬元，期以改善病友的生活品質與醫學及

人文學術發展。

二十年來各類型的國際交流工作從未間斷過，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和病友團體接

軌，希望透過彼此經驗分享及互相砥礪加速彼此服務累積，提升世界罕見疾病醫療

照護品質及人權關懷。而基金會耕耘罕見疾病領域多年，為台灣罕見疾病政策、宣

導、醫療、團體育成和病家關懷照顧上累積豐富成果，因此國外罕病相關團體也接

連來台與本會進行參訪交流，基金會交流的足跡已遍佈五大洲 24個國家或地區，期

待藉由這些互相學習與成長，能為罕病病友帶來更好的權益保障、更優質的專業服

務，並讓遙不可及的醫療之路可以漸露曙光。

新竹關西「福利家園」是罕見疾病基金會成立後第二個十年的重點計畫，其目

的是建立一個讓病友家庭療癒身心靈的活動場域，結合生產、休閒、復健、心理諮

商、技藝陶冶、喘息服務、家庭活動、社會教育等功能，量身打造一個放鬆、紓壓、

充電的園地。歷經 2015年桂花樹移植、2016年「五百桂花．五百貴人認養計畫」，

預計於 2020年動土興建，期待利用兩年的時間興建完成，成為極具特色的身心障礙

福利服務中心，繼續為罕病家庭努力。

在基金會 20年的努力下，台灣罕病工作的成就世界有目共睹，基金會更在今年

獲得衛生福利部頒發的罕病防治工作貢獻獎。未來，罕見疾病基金會所有董事會成

員暨工作人員，將持續致力於罕見疾病家庭服務，規劃以病友為中心的服務方案，

歡迎有意願關懷罕見疾病的愛心夥伴加入我們，您的關懷與幫助，將是支持罕見疾

病家庭永不放棄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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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verview of  the 
Past Twenty Years

An Overview of  the 
Past Twenty Years

Different from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which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orphan drugs and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in medical care for 

rare diseases, TFRD (Taiwan Foundation for Rare Disorders) contributes in the 

fields of policy lobbying, disease prevention and patient care for rare disease 

families for the past 20 years. We are dedicated to becoming a patient-centric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and fulfilling the needs of rare disease patients’ 

family. In 2000, TFRD supervises and urges the passing of the legislation of “Rare 

Disease Prevention and Orphan Drug Act”, which made Taiwan the fifth country 

in the world with relevant rare disease laws. The Act is also the first law that covers 

subsidies for rare disorders prevention, cure,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rare disease. Furthermore, TFRD continuously facilitates laws that categorize rare 

disorders as a disability. We also urge the government to include rare diseases 

into the NHI coverage as one of the catastrophic illnesses, allowing rare disease 

patients receive special payment coverage for orphan drugs. Moreover, we are in 

favor of government taking its legal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as the guardian of rare 

diseases patients.

To advocate the concept of disease prevention, TFRD launches “Expanded 

Newborn Screening Pilot Project” in 2000. The new testing technology can screen 

nearly 30 kinds of rare diseases by using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which takes 

only few drops of blood from a newborn baby’s heel to test. Later in 2003, TFRD 

further devotes the subsidies program for indigenous newborns screening. Over 

the past 16 years, TFRD has acted as a gatekeeper for their health. Until now, TFRD 

subsidies 187,650 aboriginal and low-income newborn babies for the testing fee. 

Therefore, TFRD is awarded “Yuen-Shu Award” by the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2017, which represents the special contribution to indigenous people. 

Under the impetus of TFRD, the government's subsidy program for newborn 

screening has increased from 5 to 11 in 2016, and then increased to 21 this year, 

which leads to a better protection of the health of newbo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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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to policy lobbying, TFRD sees that rare disease families are 

suffering from genetic inheritance, so we further plan a series of services for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So far, our direct services have supported 257 kinds 

of rare diseases with 7,278 patients. If the indirect services and subsidies to other 

patient groups are included, the number of rare disease families that we have 

supported is more than 15,000. Over the past 20 years, TFRD has continued to 

plan and adjust related service plans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the family of 

patients. Our direct services are divided into Service Programs and Personalized 

Services. The former includes economic benefits, tube feeding dietary supplement,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omprehensive courses, performing workshop and 

micro insurance. The latter includes genetic counseling, nutrition counseling, social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relative medical services.

TFRD also helps high-risk families to get through difficult times with 

continuous support and care and sets up a consultation hot line which allows 

general public to call for advices for rare diseases questions. In addition, in 

cooperating with Taiwan Organization for Disadvantaged Patients, we provide 

mental support, resources referral and counseling to patients who are medically 

disadvantaged. 

In order to cultivate talents and enhance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rare 

diseases, TFRD provides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s for the frontline staff to 

upgrade themselves and maintain service quality. In addition, we also provide 

courses for relevant professionals who may provide rare services, including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workers, physical therapist, campus nurses, long-term care staff, 

counselors, school teachers, etc. By doing so, we hope that the service model can 

be more pro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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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romote public awareness of rare diseases, TFRD actively promotes 

the visibility of “rare diseases” with various media, including publications, 

advertisements, TV programs, radio, and online videos. We also invite public 

figures, celebrities, football players and baseball players to become charity 

ambassadors, and call on people to care more about rare disease families. 

In addition, we encourage patients and their parents to appear on campus, 

corporations and public spaces, so that more people can see them and can 

understand them more. Furthermore, TFRD updates relevant information on the 

official website, official Facebook fan page, and Line from time to time, including 

the publication of marketing materials and the records of activities. TRFD has 

published 4 books with external partners as well as 24 books on rare disease series, 

2 picture book series with 24 books, 22 care brochures, 80 quarterly magazines with 

a total circulation of 864,000 subscribers, 137 issues of e-newsletters, 137 kind of 

leaflets; 20 CDs/DVDs, 4 annual reports. TFRD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production 

of 248 episodes of radio, 71 episodes of TV programs, and 1 microfilm. Because of 

these efforts, TRFD received the “Social Education Contribution Award”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2018.

To enhance the incentive for rare disease research, TFRD offers the research 

grants and scholarships to the experts, scholars and medical professionals in 

Taiwan. Until 2019, we issued 42 projects for NT$18.27 million and 122 scholarships 

for NT$4.85 million. Those researches yield rich harvest, especially in the 

improvement of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and medical development. 

TFRD also proactively connects with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 and patient 

organizations in the hopes of fostering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collaboration and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medical care and human rights care for rare diseases in 

the world. TFRC has been working hard for rare diseases for many years, and bore 

fruit in the area of policy and advocacy of rare disease, medical care and caring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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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ients in Taiwan. Therefore, the foreign organizations which are related to 

rare diseases continue to visit Taiwan. The information exchange between TFRD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has been spread across 24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5 

continents. We hope that through sharing experience, we can protect the rights of 

patients, create more benefits, provide better services for them and bring a ray of 

hope for rare diseases.

Hsinchu Kansai Welfare Home is another key project of TFRD’s 2nd decade 

establishment. The project aims to create a place where patients feel comfortable 

to attend various activities, such as farming, leisure, rehabilitation,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skills cultivation, respite care service, family activities and social 

education. Following the transplantation of Osmanthus tree project at the end of 

2015, and the donation campaign “500 Osmanthus trees, 500 benefactors” in 

2016, TFRD commissions the architecture firm to design our Welfare Home. It is 

expected to start construction in 2020. After two years of constructions, hopefully 

Hsinchu Kansai Welfare Home will become a characteristic welfare service center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continue to provide assistance to rare disease 

families.

Through TFRD’s hard work in the past 20 years, the achievements of 

improving the situation of rare diseases in Taiwan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The founder and co-founder both won the “Rare Hero Award”, and TFRD also 

received the “Rare Disease Prevention Contribution Award” from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this year. In the future, all board members and staff of the TFRD 

will continue to offer patient-centric services and programs to rare disease families. 

We invite the general public to be the volunteers or donors of TFRD. With your 

help and support, rare disease families will never give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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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初心　用愛前行

二十年前，台灣社會對於罕見疾病之公共議題仍處於相對誤解忽視的年

代，因為深刻感受罕病病患的生存及醫療困境，同時體認到立法保障權益與

建立制度付諸執行的重要性，在創辦人陳莉茵與共同創辦人曾敏傑的堅持及

努力下，結合醫界與媒體的力量，台灣於 2000 年通過「罕見疾病防治及藥

物法」，成為全球第五個立法保障罕病者用藥和生存權的國家，隔年推動修

法將罕見疾病列為身障法範疇，並成功爭取納入全民健保重大傷病之列；在

幾任董事長以及所有董監事的齊心領導下，基金會從無到有，一路以罕病服

務為志業，持續推動醫療人權的倡導、病患權益的爭取、罕病防治的推廣及

政策制度的落實與改革等各方面協力並進，持續默默耕耘而運籌前瞻，迄今

照護了國內超過一萬五千多個罕見疾病家庭。  

自接棒擔任董事長以來，基金會服務一直強調病友全人化的關懷服務，

使病友在就學、就醫、就養、就業各方面獲得應有的尊重與關懷，並實質提

供其身心靈各方面完整的照護。明年我們在新竹縣關西鎮規劃籌設已久的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即將動土開工，未來將提供病友及病家復健、諮

商、技藝陶冶、喘息與獨立生活訓練等服務，我們將一步步建立理想的病友

庇護家園，持續懷抱感恩、結合眾志與善心，務實發展多元創新服務，鼓勵

病友們走出病苦的低潮與束縛，陪伴病家能更堅強地面對生活上的艱難處

境，用自由的心勇於開創獨特的人生之路。

實踐初心　用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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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轉眼，罕見疾病基金會已滿 20 歲了。當年遠赴人類遺傳學殿堂的美

國學習，深思體認「醫學治得了生理，更重要的心理卻不能單靠醫療解決，

我總問還有什麼能多提供給罕病孩子的 ? 這些年的堅定信念是能力所及就去

做，不能及的就找志同道合夥伴一起努力。」回首一路走來，全心投入遺傳

疾病的照護與研究，更以身為罕見疾病基金會的創會董事之一感到十分榮

幸，衷心感佩這麼多同仁、志工與各方貴人，不計名利貢獻所長，認同並參

與基金會自創辦以來的各項事工，因為這樣的大愛與基金會的存在，讓病友

活出不一樣的人生，非常欣慰這份價值與使命一如初心。期許二十年來獻身

志業終不悔的罕病基金會，在未來更具挑戰性的艱難環境中能堅持到底，繼

續扶持病友開發病友需求、落實服務全面到位，同時強力推動籌設福利家園

立案，站穩腳步開創嶄新的局面，以寒梅卓絕的精神，發揮絕地綻放的公益

力量。

再次感謝多年來所有持續幫助及督促基金會的朋友，希望能永遠抱持著

熱情陪伴我們一路向前行，繼續給我們支持、鼓勵和指導！

罕見疾病基金會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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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台灣二十年的罕見奇蹟見證台灣二十年的罕見奇蹟
生活總是讓我們遍體鱗傷，
但到後來，
那些受傷的地方一定會變成我們最強壯的地方。      ∼海明威

記得基金會的第一場音樂會，是 1999 年在大安森林公園露天舉辦，那

天下著好大的雨⋯；而從大安森林公園，走到今年在國際會議中心近三千人

參加的音樂會，整整 20 年了，真的好不容易。這一路走來，有社會善心人

士的堅定支持、更有工作同仁和志工們的全力以赴，讓我們在荊棘中耕耘出

一處絕地花園。

1999 年，懷著為弱勢病友爭取生存的決心，我們將身為罕病孩子父母

的一顆心，延伸為成就公益的助人志業，在嚴峻困頓的環境中籌募基金，在

形影相吊之中苦思出路，終能在多數人未諳罕病的困境中，慢慢走出一條自

己的道路，成立了罕見疾病基金會，並持續推動至今。

多年來，基金會從社會立法與政策倡議開始，在 2000 年初，即已陸續

推動建置台灣的罕病法制架構，在 2017 年甚至獲得聯合國的邀請，規劃在

紐約聯合國總部與各國代表分享台灣經驗，雖因政治因素最終未能與會，但

台灣在罕病的國家照護模式上，也已經成為世界的一項典範。

因為服務愈深，愈能見到病友及病家的需求，也從間接服務推展到直接

服務，而逐漸發展出各式各樣的服務方案。除了單純提供病友與家庭各項補

助，亦提供遺傳及營養諮詢、心理支持、喘息服務等；而為病友們拉起互助

支持的陣線，也協力育成各類病友組織；而為提供社會支持與藝術療癒，也

開辦了繪畫班、合唱團、病友旅遊、校園宣導等。鼓勵病友們走出藩籬、融

入社會、激勵他人。

目前我們合計服務了 257 種罕見病類的家庭，並且以多元管道進行社會

教育宣導，為罕病病友打造友善的社會環境。而在多年努力中，基金會也獲

得「國家公益獎」、「醫療奉獻獎」、「法鼓山關懷生命大願獎」、「原曙獎」、

以及「社會教育貢獻獎」等等殊榮。

紀伯倫說：「不要因為走得太遠，忘了我們為什麼出發」；身為罕病孩

子父母的我們，始終牢記基金會是為了服務病友而存在。在基金會成立十周

年之時，我們勾勒出下一個十年的願景，並且投入「罕見疾病福利家園」的

規劃，期望作為身心療癒、技藝陶冶、社會教育的場所。歷經十年來的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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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地、整地、變更地目、及設計等種種程序，終於在今年即將發包施作，預

計於 2022年春天竣工立案。這個造夢計畫，正是基金會成立 20年的里程碑，

更是未來罕病病友的夢想園地。

二十歲，是個「轉大人」的年紀，基金會也從嗷嗷待哺的嬰兒，邁向成

長茁壯；這一路上幸有董事會的全力支持、團隊夥伴們的決心與行動，才能

不負社會各界的付託，也才能在病友的生命旅程中永續陪伴，一起展現台灣

社會的正面能量 ! 罕見疾病是人類生命傳承中的隨機風險，台灣政府與社會

對於罕病的關懷與協助，展現了文明富裕社會對於少數與弱勢者的正義，更

是一項台灣傲人的奇蹟，你我都已見證。

感謝您一路的支持，期待在下個二十年中，有您一起同行。

罕見疾病基金會創辦人

共同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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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涓滴，無以成江海」。時光荏苒，轉眼

罕病基金會二十歲了。回首當年基金會創辦人陳莉茵女士力邀，本著身為律

師的公義精神，也同理顧念「罕病病患的處境，是弱勢中的弱勢」一秉初衷，

接下創會董事長重任，進而參與基金會推動公益服務，二十餘年過去，這一

路上許多來自產業界、醫界、媒體等有志一同的好朋友以及同仁們積極投

入，一點一滴累積，步步踏實的耕耘，我一直認為「基金會一定要做事，為

病友及其家庭提供實質幫助，才有存在的意義」，細數基金會多年來的成長

與成果，一年比一年更加茁壯，事實上，也的確反映了國內罕病議題的發展

與軌跡，對社會具有重大正面影響力。

基金會從立法推動、倡議、改善體制做起，爭取醫療、社會福利等權益，

更逐漸發展出各式各樣的服務方案，鼓勵病友們走出疾病的禁錮局限，重新

面對生活；雖然規模不大，資源與人力有限，但充份發揮心手相連的熱誠，

透過各式活動與服務方案實質給予病友最真摯的關心與協助，培植病友團體

自立，號召並邀請與我們志同道合的團體共同為罕病弱勢努力發聲。基金會

更擁有一群熱情積極、無私奉獻的志工群，每項大大小小的活動都可以看見

他們忙碌穿梭的身影。此外，基金會歷屆的董事更是全心全意支持會務推動

順利，進一步造福社會上更多需要幫助的罕病家庭，我經常心中是充滿認同

與感動的，二十年來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與目標一致，多麼單純而難得。

欣見明年基金會在新竹縣關西鎮規劃籌設已久的「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

心」即將動土開工，未來將提供病友休閒、復健、心理諮商、技藝陶冶、喘

息服務、家庭活動、獨立生活訓練等服務，我們將結合各界的善心，一步步

建立病友心中的庇護家園，「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基金會未來的路還很長，

儘管向前行一步一腳印，積少成多，重視公信力、為罕病弱勢服務永續發展，

努力做到對社會、對國家、對世界有益的事情。值此歡慶時刻，期許懷抱企

圖心與夢想，歷久彌新而開創新局，我們繼續攜手期待基金會另一個二十年

的來臨！

永續責信　勇敢向前

罕見疾病基金會

創會董事長               

永續責信　勇敢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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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的萌芽從病患家長照顧自己的孩子開始，用熱情與希望的初心，

肩負社會的眼光與疑問，在當時還不認識罕見疾病的社會裡撐起一把傘，奮

力為全台罕見疾病病患們找尋一線生機。

這二十年來的軌跡，基金會逐步驗證台灣社會大眾的愛心和溫暖，每年

的小額捐款成為基金會運作的厚實基礎，民間的力量推動政府通過「罕見疾

病防治及藥物法」，罕見疾病病患納入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重大傷病卡

的適用對象，爭取罕病病患之全民健保總額保障，專款用於病患醫療費用不

致遭受排擠，逐步讓政府重視二代新生兒篩檢計畫並接手執行，以降低罕見

疾病的發生，讓新生兒的健康獲得保障。

除了重視政策議題倡導外，致力於直接服務，發展符合病家需求的服務

方案，包括遺傳諮詢網絡，協助病患瞭解疾病的遺傳風險；罕病到宅關懷團

隊為病友量身設計復健、營養等計畫；舉辦北、中、南表演工作坊課程及病

友暑期旅遊，與病友及家屬一同參與社會活動。

基金會落實在罕見疾病防治上的承諾，敦促社會大眾重視罕見疾病課

題。這些年頭積極建立「罕見疾病」的能見度，均仰賴社會各界賢達及善心

人士的幫助與關懷，因為有您的傾囊相助，促使基金會在這二十年的路途

中，完達諸多罕見的任務，包括罕見疾病親子同樂會、千人挺罕病愛心健走

公益活動等，感謝各界的支持與鼓勵，讓基金會運作日益茁壯。

未來仍秉持服務信念，為病友家庭打造有尊嚴、有品質的生活環境。下

個階段任務致力推動「罕見疾病福利中心」，打造一讓病友及家屬們安心活

動的環境。希望各界能繼續給予我們支持，讓我們有動力為病友們打造更美

好的未來！祝福罕見疾病基金會二十週年生日快樂，因為有你，罕見愛被看

見。

堅持二十　欣見罕病價值

罕見疾病基金會

第三、四屆董事長

堅持二十　欣見罕病價值





歷年大事紀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12月　於大安森林公
園舉辦第一場募款活
動

01月　推動「罕見疾
病防治及藥物法」三
讀通過，成為全球第 5
個罕病相關的法案

01月　建置「全國罕
見疾病永續服務網」，
啟動派駐遺傳諮詢員
於優生保健諮詢中心
計畫，並培訓國內遺
傳諮詢種子人員

08月　與天下文化共
同出版「絕地花園」
一書，以病友故事喚
起民眾重視罕病

11月　開始發行相關
出版品，迄今出版 106
種疾病單張、1套繪
本、21本照護手冊及
24本罕見疾病系列叢
書

12月　推動「二代新
生兒篩檢先導計畫」，
有效強化罕見疾病及
早發現及早治療

10月　推動「身心障
礙者保護法」修法，
將「罕見疾病」納入
保障範圍

11月　推動「罕見疾
病國際醫療合作代行
檢驗服務」，並成為
國內單一窗口，迄今
共補助 536萬元、626
人次受益

12月　舉辦跨中美日
韓等國之「罕見疾病
及孤兒藥國際學術研
討會」，促成國際交
流

09月　開設「罕見疾
病博碩士論文獎助」，
迄今已鼓勵國內學生
從事罕病相關論文研
究 114篇
11 月　 開 辦「 罕 見
疾病病友緊急醫療救
助」及「罕病病家生
活急難救助」，迄今
共補助 5,064人次，補
助金額超過 1.2億
11月　開辦「罕病病
友團體補助」，推動
病友團體育成，持續
支持 45個病友團體

歷年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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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　罕見疾病基金
會籌備處設立

04月　在馬偕醫院舉
辦第一場記者會，為
罹患高雪氏症的仁豪
籌募酵素治療藥費

06月　財團法人罕見
疾病基金會成立

09月　籌組「罕見疾
病防治及藥物法立法
小組」，啟動立法程
序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03月　首度推出罕見
疾病校園宣導計畫

03月　與台北榮民總
醫院營養部合作，首
推 5本《先天代謝異
常飲食手冊》

07月　首辦「罕病病
友暑期旅遊活動」，
至今辦理 29場 5,645
人次參與

10 月　與國民健康
局、公共電視共同製
作「絕地花園電視單
元劇」

01月　成立「罕病病
友表演工作坊－北區
天籟合唱團」，並於
2008年陸續成立中、
南區天籟合唱團

01月　委託臺大醫院
基因醫學部設立「罕
見遺傳疾病一點通」
網站，為最完整的華
文罕見遺傳疾病資料
庫

03月　開設「病友安
養照護補助」，正式
推動罕病病友安養照
護之相關服務

07月　成立南部辦事
處，使服務觸角得以
延伸至南部地區

07月　首辦「全省罕
病宣導列車」，至各
大醫院對醫事人員進
行宣導

09月　爭取政府公告
之罕病全數納入健保
重大傷病範圍，且永
久不需換卡 

11月　開設「罕見疾
病獎助學金」，並於
2004年開辦「頒獎典
禮」，至今已辦理 16
屆，共獎助 4,335人次 

12月　舉辦「罕見疾 
病藥物及防治法三週
年回顧與展望研討
會」

03月　開辦「罕見疾 
病醫療器材借用方
案」，以減輕病友居
家照護經濟負擔

04月　開辦「罕見種
子志工培訓」開始招
募志工

05月　成立「罕病病
友表演工作坊－心靈
繪畫班」，培育更多
藝術創作的優秀病友

06 月　 爭 取 自 2005
年起有「健保罕藥專
款」，以保障罕病患
者就醫權益

12月　辦理「優生保
健暨罕見疾病防治國
際學術研討會」 

12月　首次推出公益
廣告「人入篇」，積
極推動罕病大眾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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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08月　總會與呂旭立
紀念文教基金會，南辦
於 9月、中辦於 2008
年與張老師基金會合
作，開辦心理諮商服
務

09 月　 開 辦「 罕 見
疾病家庭生育關懷服
務」，至今共服務 673
人次，總補助金額約
700萬元
10月　大型偶劇「亮
亮奇遇記」深入校園
巡迴演出

04月　首辦「愛讓我
們站在這裡－罕見天
籟合唱團」感恩音樂
會

07月　開辦「罕病病
家悲傷輔導支持服務」
及「罕病電話問安關
懷服務」

03月　開設「罕見疾 
病臨床試驗計畫補
助」，促進國內罕病
藥物及治療發展

05月　本會公益廣告
「蔡依珊邀請您一同
關懷罕病」發表

09月　「說故事媽媽
校園宣導」正式啟動，
罕病宣導擴展至低年
級學童

09月　舉辦十周年感
恩音樂會，並首度使
用線上直播

09月　舉辦「彩繪十
年　愛不罕見」畫展

10月　舉辦「國家在
罕見疾病的角色與作
為」國際研討會

01月　廣播節目「角
落欣世界」開播，共
248集，並獲得第 42
屆廣播金鐘獎最佳社
會服務節目獎及主持
人獎

07月　政府公告增列
6項新生兒篩檢項目，
使達 11項。本會則持
續補助政府未照顧到
之原住民及經濟弱勢
家庭。歷年來本會共
補助 187,650 人次新
生兒，補助金額超過
3,465萬元

01月　成立中部辦事
處，提供中區在地化
病友服

04月　本會首部公益
廣告「孫燕姿邀請您
一同關懷罕病」發表

01月　開辦「先天性
代謝異常疾病低蛋白
食品抵用券補助方案」

02月　推動「罕見疾
病安養協力家庭試辦
方案」，最後此方案
雖暫告一段落，但已
成為福利家園方案之
先驅計畫

07月　暑期旅遊活動
創下全國無障礙旅遊
最高人次 300人

08月　推動「國內罕
見疾病遺傳檢驗補助
方案」，至今共補助
3,134人次，補助金額
超過 1,800萬元，協助
1,037人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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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01月　本會獲內政部
委託代辦 3年「居家
身心障礙者維生設備
用電補助計畫」，並
自 2013年起回歸由電
業法內優惠

02月　與台大醫院合 
作，啟動「芳香族 L 
－胺基酸脫羧酵素
（AADC）治療先驅
計畫」

03月　發行「罕見疾
病簡易復健學習光碟」

03月　舉行「第一屆
海峽兩岸罕見疾病醫
療保障與政策交流會
議」

07月　北區首辦「太
鼓打擊課程」暑期才
藝班

05月　首辦休閒體驗
暨家屬喘息活動

07月　推出「罕見疾 
病病友微型保險補助
方案」，至今約有
3,597名病友納保

05月　與天下文化共
同出版《週末的那堂
課》新書，以表演工
作坊的病友故事，讓
世人認識藝術創作課
程對於病友的幫助

11月　本會公益 CF
「坪坪篇」、「哲維
篇」發表

12月　董事會正式通
過並啟動「罕見疾病
福利家園」專案 

07月　首辦「罕見疾
病心靈寫作坊」、「採
集、書寫、編輯營」

08 月　與年代 Much
台合作製播「真情台
灣—看見罕見生命
力」電視專題，至
2015年共製作 42集

11月　本會公益 CF
「益群篇」、「世良
篇」發表 

08月　與天下文化共
同出版《不落跑老爸》
新書，透過十個罕病
兒爸爸堅毅臂膀所扛
下的重責，鼓舞世人
勇敢面對生命橫逆

11月　與黑糖媒體創
意有限公司合作發行
「一首搖滾上月球」
罕病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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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09月　開辦「愛與希
望」寫作班

12月　推動「罕見疾
病防治及藥物法」第
四次修法三讀通過，
使病友照顧更加健全
完整

09月　與愛樂電台合
作製播《螢火蟲故事
島》廣播劇共 24集

11月　本會公益 CF
「搬開成見，接納罕
病」張鈞甯公益 CF首
播

10月　出版首張病友
創作音樂 CD「愛。音
樂」

11月　召開本會「聯
合國非政府組織罕見
疾病委員會」演講受
阻說明記者會

09月　「罕病病友無
障礙計程車乘車補助
試辦方案」開辦

12月　首部罕病微電
影《愛．點名－不罕
見的生命》正式推出

01月　辦理關西罕見
疾病福利服務中心環
境影響說明會

06月　與華視新聞雜
誌合作製播「看見罕
見生命力」，至 2018
年共完成 25個專題製
作

06月　首辦「罕病親
子同樂會」，800名以
上罕病病友及家屬共
襄盛舉

02 月　總統府藝廊
展出罕見心靈繪畫班
「猴年新喜、猿滿如
意」畫展

02月　完成福利家園
地目變更並發起「500
桂花 500貴人」愛心
勸募計畫

05月　首辦「罕病心
理諮商年度研習會」

08月　開辦罕爸型男
大主廚活動

09月　首次辦理大專
生罕見疾病醫學研習
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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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2019年

03月　辦理首屆「兩
岸罕病病友團體交
流」

06月　於台北國際會
議中心舉辦「聲命共
同體LOVE WITHLIFE 
罕見二十」暖心音樂
會

09月　與聯合報共同
出版《絕地綠光》新
書，紀錄本會二十年
的努力歷程與病友們
的轉變

10月　首次舉行「為
愛啟程．讓愛發光」
千人愛心健走公益活
動

12月　罕見小勇士隊
參與「第一屆 LLB挑
戰者盃身障兒童公益
棒球賽」 

10月　舉辦「翻轉罕
見人生－罕病 20年回
顧與展望」國際研討
會

10月　與聯合報健康
事業部、願景工程影
像組合作，製作《翻
轉罕見人生》紀錄片

10月　舉辦「生生相
惜，生生不息」20周
年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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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歷年特殊榮譽獲獎
2001年 12月

2002年 05月

2004年 02月

2004年 08月

2005年 01月

榮獲衛生署頒發協助申請罕見疾病藥品有功之「傑出貢獻獎」

榮獲第六屆 2002年傑出公關獎
之「最佳公共服務獎」

「原住民二代新生兒篩檢」公益廣告入圍「愛 關
懷 服務」第一屆全國社會福利傳播獎雜誌類

本會陳莉茵常務董事榮獲第七屆「大愛
獎」殊榮

本會校園宣導影帶及照護手冊分別榮獲
國民健康局優良衛生教材「優等獎」及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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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03月

2004年 04月

本會陳垣崇董事長榮獲衛生署「第三屆罕見疾病藥物供應製造及
研究發展獎勵」之「特殊貢獻獎」殊榮

本會林炫沛董事榮任國際普雷德威利症候群 
（International Prader-Willi Syndrome Organisation）亞洲區理事



2006年 02月

2006年 07月

2006年 08月

2006年 10月

2007年 11月

2008年 11月

本會陳垣崇董事長以醣類代謝疾病及藥
物不良反應基因研究，獲得「第一屆永
信李天德醫藥科技獎」卓越醫藥科技獎

本會曾敏傑副董事長榮獲衛生署第五屆罕見疾病
藥物供應製造及研究發展獎之「個人服務貢獻獎」

本會榮獲衛生署 2006年優良衛生教育徵選單張類
「優等」、手冊類「佳作」及海報類「優等」殊
榮

本會榮獲「第六屆國家公益獎」殊榮

「角落欣世界」榮獲第 42屆廣
播金鐘獎「社會服務節目獎」
及「社會服務節目主持人獎」
雙重殊榮肯定

「角落欣世界」節目及主持人雙雙再次
獲得第 43屆廣播金鐘獎入圍肯定，其中
主持人楊玉欣更是再次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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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12月

2010年 08月

2010年 09月

2010年 09月

2013年 12月

2014年 09月

本會網站榮獲 2008網際營活獎殊榮

本會曾敏傑副董事長榮獲衛生署第五屆
罕見疾病藥物供應製造及研究發展獎之
「個人服務貢獻獎」

本會創辦人陳莉茵女士榮獲法鼓山頒發
之「2010關懷生命獎─個人智慧獎」
殊榮

本會榮獲第 20屆醫療奉獻獎殊榮

本會連續三次榮獲衛生財團法人評核特
優獎

本會榮獲法鼓山「2014法鼓山
關懷生命大願獎」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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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09月

2017年 11月

2018年 12月

2019年 05月
 10月

2019年 10月

本會宣導品榮獲衛生福利部「2014優良
健康讀物推介獎」殊榮

本會曾敏傑董事長榮獲衛生福利部「104年衛生福利專業獎章」殊榮

本會榮獲原住民族委員會第 13
屆原曙獎非原住民有功團體獎

本會榮獲教育部第 44屆教育部
社會教育貢獻獎

本會陳莉茵創辦人與曾敏傑共同創辦人
雙雙榮獲世界罕病聯盟頒發「罕病英雄
獎」

本會榮獲衛生福利部「罕見疾病防治工
作貢獻獎」

2015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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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0月

2019年 10月

2019年 10月

2019年 12月

本會林炫沛董事長榮獲第 29屆「醫療奉
獻獎」

本會陳垣崇董事榮獲第 10屆「總統科學
獎」

本會蔡輔仁常務董事榮獲醫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第 72屆「臺灣醫療典範獎」

本會曾敏傑共同創辦人榮獲教育部第 45
屆「教育部社會教育貢獻獎」



1999 年 6 月，
台灣的醫療社會在寧靜中出現新思維，
罕病家庭因為基因的舞動而受苦，
承擔人類生命傳承必然的機率風險，成為小於萬分之一的罕見。

家有罕病兒的陳莉茵女士、曾敏傑先生率先站出來講話，
「我們不可能照顧孩子一輩子，但是制度可以」。
他們的決意，凝聚了病家的力量，深刻撼動社會各界。

成立組織的想法拋出不過數百日，
許多來自四面八方的小額捐款支持湧入，
媒體更是全程幫忙，
提高罕病議題能見度，
積極為罕見疾病家庭找到制度化的出路，
基金會募集各界的資源與人力，
實踐台灣的人道關懷，
讓罕見不再視而不見。

愛。從罕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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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成立初期即積極從「病患家庭」、「病友團體」、「醫療諮詢」、

「政策立法」、「學術研究」、「國際交流」等不同面向各自發展，試圖建

立一完整的罕病病患權益保障網絡，並成功推動「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

立法，讓台灣成為全世界第五個立法的國家。目前更持續落實病友在地化服

務、全人關懷、全方位照護計畫、國際交流合作及罕見疾病防治研究等工作。

2019 年，基金會正式邁入第二十個年頭。想起草創初期，基金會除提

供病友服務與補助外，一方面著手擬制罕病病友制度化福利服務之建立，

同步推動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全民健保醫療給付與總額保障等為訴求目

標，使病友們享有基本的人權與尊重。

今日，本會逐步強化病友全人化的關懷服務，使病友在就學、就醫、就

養、就業各方面獲得應有的尊重與關懷。透過多元化全方位的服務方案，豐

富病友家庭的體驗活動，提供其身心靈各方面完整的全人照護，以獲得快樂

的人生。

一路上默默耕耘，透過病家齊力自轉互助與支持，亦帶動社會大眾重新

省思醫療制度。罕見疾病基金會之成立，不僅成為病友們遮風避雨的家，更

為台灣社會制度，寫出新的一章。基金會持續與病友家庭並肩作戰，共同為

這萬分之一的遺傳機率而努力。

◎宗旨目標
罕見疾病基金會為協助罹患罕見疾病患者獲得妥善醫療與復健資源，取

得孤兒藥品與特殊營養品，推動保障罕見疾病醫療相關權益法案與政策，以

及促進罕見疾病醫學與研究水準，極力促成罕見疾病病患就醫、就學、就業

及就養等全方面的需求滿足。

基金會為強化病友權益，以敦請政府制定相關政策、加強罕病大眾宣

導、促進醫療院所合作、協助罕病遺傳專科醫生、育成罕病病友團體、提升

罕病研究水準、關懷訪視病友及家屬、促成罕病國際聯絡等面向多方努力。

◎組織架構
1999 年，本會於台北成立總會，2005、2007 年陸續成立南部與中部辦

事處，藉以服務更多在地的罕病家庭。目前全會工作人員共 46 位，分為醫

療服務組、病患服務組、活動公關組、研究企劃組、財會組、人事組、總務

組、福利家園專案辦公室及中、南部辦事處共十個部門。會內工作人員皆具

備相關專業背景，包括遺傳醫學、醫療管理、護理、社會福利、社會工作以

及大眾傳播等科系，透過多元且專業精實的團隊，提供兼具關懷與人性化的

病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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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架構圖

1

2

3

1  基金會成立大會。

2  基金會籌備會記者會。

3  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立法籌備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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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內容
基金會創立初期，以各地醫學中心為據點，培訓專業的遺傳諮詢員，提

供與就醫的患者面對面洽談、就醫諮詢，解答病人及家屬對於遺傳、飲食代

謝、營養攝取等問題。隨著社會變遷，本會服務日漸多元延伸，以保障罕病

病友權益為主要核心精神，發展出更健全的服務分工。

一、  醫療服務組遺傳諮詢員扮演藥物諮詢、檢體外送及疾病諮詢等角色；營

養師提供先天性代謝異常的病友飲食諮詢；到宅團隊則幫助不方便出門

的病患進行復健指導，分擔照護責任。

二、  病患服務組社工師進行訪視與資源連結；心理衛生專員，陪伴病友面對

患病後之困境，發展出家庭支持性服務網絡，健全其家庭功能，維持生

活品質。

三、  研究企劃組則著重於分析會內服務經驗，並進行服務創新探索，製作出

版相關宣導的媒介；並進行罕病倡議以及國際經驗交流。

四、  活動公關組主責本會的善款勸募及公益行銷，連結外部資源與媒合，建

立與社會大眾的宣傳橋梁，積極拓展罕病能見度。

五、  至於會內庶務與外界捐款機制的管理責信，並定期對捐款者揭露財務狀

況，則是行政管理處的主要角色。

六、  中、南部辦事處的成立則在於落實在地化服務，進行當地資源連結整

合，讓病友服務深化並提升可近性

七、  福利服務中心則致力於建立一個讓病友家庭療癒身心靈的福利家園，結

合生產、休閒、復健、心理諮商、技藝陶冶、喘息服務、家庭活動、社

會教育等功能，量身打造為病友家庭放鬆、紓壓、充電的園地。

◎服務發展歷程
二十年來，基金會服務從醫院發跡，逐步轉變服務內容與型態，並從病

友家庭角度設身處地，依照病友年齡層、疾病特色、心理需求等，規劃適合

病家參與的體驗活動與服務方案，包括病友旅遊、到宅復健指導、營養教室

等，更提供舒適安全的環境，讓病友更積極參與社會生活，建立自信勇於面

對自我。

基金會持續落實病友在地化服務、全人關懷、全方位照護計畫、國際交

流合作及罕病防治研究等工作。秉持捍衛罕病病友權益的初衷，持續訴求讓

病友有尊嚴、有品質的生活環境。將推動多功能的「罕見疾病福利家園」，

讓病友可在更友善的環境中從事多元活動。持續結合國內外專業人才資源，

匯集各界之力，一同為病友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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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成立初期，在資源有限情況下，無法以逐一個案服

務方式，將所有的罕見疾病家庭納入羽翼下保護，因此，希望

透過社會立法、議題倡導，以最穩固、有效益的模式，建立屬

於罕見疾病病友的制度政策，用政府及社會資源來保障罕病病

友們的基本權益。

基金會的社會立法及議題倡導，均是以「病友需求或困境」

為核心，引發公共政策議題，有策略地運用輿論或遊說等途徑，

型塑社會對罕見疾病相關議題的重視，爭取政府資源與政策的

制訂，讓罕病家庭相關權益能獲得一致且全面性之保障，而非

僅被動式倚賴政府或企業一次性救助。

權益從立法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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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因此，「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立法推動、爭取健保給付孤兒藥

品、「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修訂、全民健保重大傷病卡爭取及健保總

額預算的專款專用；另外，長期照顧服務法、病人自主權利法等也都

是基金會關注的議題。倡議過程雖然艱辛漫長，但逐步獲得政府具體

回應，朝向更健全的制度邁進。

罕見疾病基金會成立邁入二十年，著重專業性、學術性、政策性、

教育性與國際性的多元發展。一旦病患權益受到影響，本會立即站在

第一線大聲疾呼，在任何攸關病友權益的會議場合爭取發言，甚至是

主動召開記者會，企盼為這群弱勢暢言發聲，促請政府保障罕病病友

權益。這一路的披荊斬棘，我們希望以非營利組織的公益精神改變社

會對罕見疾病的刻板印象，學習友善接納弱勢群體。

基金會秉持著「我們不可能照顧孩子一輩子，但制度可以」的信

念，階段性的推動醫療人權，致力於病患權益爭取及政策改革建言，

由逐步累積的服務經驗裡，探究病友真實需求、傾聽病友的聲音，並

與病友團體進行對話，輔以實際個案及相關統計數據，以具體的訴求

和專業論述進行政策遊說，讓罕病病患的生存權益，不因「罕見」而

不被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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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
1999.06.07 行政院衛生署召開《罕見疾病藥物法草案》說明會
1999.07.08 基金會第 1屆第 3次董事會決議籌組 9人「罕見疾病立法小組」
1999.11.02 罕見疾病基金會版之《罕見疾病法草案》正式出爐
1999.11.11 委員提案第 2711號由江綺雯等 34位立委草擬之《罕見疾病法草案》提出表決
1999.11.17 委員提案第 2716號由余政道等 34位立委草擬之《罕見疾病法草案》提出表決
1999.12.04 行政院版之《罕見疾病藥物法草案》送立法院審議
1999.12.22 三案合一更名為《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草案
2000.01.14 立法院第 4屆第 2會期第 17次會議正式三讀通過《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
2000.02.09 總統明令公布《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全文 37條；並自公布日起 6個月施行
2000.08.09 衛生署公告「罕見疾病盛行率標準」為年盛行率萬分之一以下

第一次修法
2002.01.31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召開修法會議，並提送審議委員會進行審議
2002.03.30 委員提案第 3876號由余政道等 31位委員針對《第 33條修正草案》提出表決
2002.05.22 委員提案第 4223號由賴清德等 46位委員提案《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出表決
2003.11.19 政府提案第 9464號，行政院函請立法審議《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2004.12.24 《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三讀通過，修正條文第 1,3,5,7-

11,13,15,19,25,32,34,36條，第 12條及第 37條刪除

第二次修法
2010.02 本會主動研擬《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送請相關委員及官員參考

2010.04.21 委員提案第 9682號由管碧玲等 28位委員針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出表決
2010.05.05 委員提案第 9738號由楊麗環等 16位委員針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出表決
2010.11.12 《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三讀通過，修正條文第 6、33條

第三次修法
2012.10.26 本會完成《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並送請楊玉欣委員參考
2014.04.18 委員提案第 16165號由楊玉欣等 38位委員針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出表決
2014.05.23 本會完成修法說帖及懶人包進行遊說
2014.05.28 立法院第 8屆第 5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31次全體委員會議決議，

要求衛福部於 1個月內提行政院修正版本
2014.12.10 行政院版本送入立法院一讀，並與 7位委員共 9個版本，於衛環委員會併案逐條

審查，逕付院會二 &三讀
2014.12.13 本會召開「罕病政策發展座談會」向罕病團體說明修法過程
2014.12.30 《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三讀通過，修正第 2∼ 4、8、10、

11、13、17、22、26、33條條文；增訂第 15-1、27-1、34-1條條文；並刪除第 5
條條文

2015.12.07 衛福部公告修正《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施行細則》
2016.03.02 衛福部公告新增《罕見疾病國際醫療合作補助辦法》
2016.06.06 衛福部公告新增《罕見疾病防治工作獎勵及補助辦法》
2016.09.02 衛福部公告新增《罕見疾病及罕見遺傳疾病缺陷照護服務辦法》
2017.09.08 衛福部公告修正《罕見疾病醫療補助辦法》，名稱並修正為《罕見疾病醫療照護

費用補助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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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緣起
在基金會成立之前，政府、醫界、媒體及民眾對罕見疾病幾乎

完全陌生。當時罕病家庭面臨包括：專業醫師與醫療資源的嚴重不

足、罕病相關學術研究乏人問津，再加上孤兒藥物取得困難、藥商

缺乏誘因不願引進，甚至全民健保無法提供藥物給付等困境。促使

本會深刻領悟一個民間的非營利組織並無法全面解決罕見疾病的所

有問題，因此必須透過公部門的介入，才能產生全面性、一致性與

持久性的成效，透過依法行政、依法編列預算的情況下，才能解決

上述的諸多困境，並讓罕見疾病藥物及防治等工作朝法治化邁進。

◎立法及修法過程
《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的立法成功，是因當時社會氛圍與

大家的同心協力，讓原本列為基金會長期工作目標的『社會立法』，

竟能在基金會成立七個月後（2000 年 1 月 14 日）順利三讀通過，

且在當年 8 月 9 日正式實施。《罕病法》是全球第五個罕見疾病相

關，且是第一個納入罕病防治概念的法案，此法的迅速通過，不僅

代表台灣社會的進步，也為台灣罕病病友人生開展新的篇章。從此

在《罕病法》的保障下，政府對於罕見疾病有了定義，也能在各種

衛生福利政策上對這一群弱勢族群有更具體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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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成熟穩定的法案，本應蒐集執法後所面臨的新問題，進行因應及調

整。2002 年初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主動召開《罕病法》修法會議，後續還有

立法院余政道、賴清德委員提出修正草案，最後於 2004 年 12 月 24 日完成

第一次修正。

鑒於《罕病法》實施多年仍有預算編列偏低、政府在罕病防治、篩檢及

研究方面主動性不足等問題，本會遂於 2010 年 2 月開始研擬部分條文修正

案，並在政府、立法部門及民間團體的多方支持下，於當年 11 月 12 日順利

通過三讀，並於當年 12 月 8 日公告修正。

2012 年，本會再次主動提出修法版本，在同是罕病病友的楊玉欣立法

委員的力促下，發起了《罕病法》立法以來幅度最大、最完整的一次修法行

動：共有 7 位立委加上行政院的 9 個版本送入立法院併案討論。從第一個版

本送院一讀至最後三讀通過，總共經歷了 3 年的時間。

◎法案內涵及修法重點
《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之立法，讓所謂的疾病及藥物有了明確的定

義，除提供罕病防治及藥物管理主要法律架構外，主管機關可依法來獎助辦

理罕病防治研究、病友教育、社會大眾教育等。有關病友醫療權益部分，包

括健保未能給付之醫療費用予以最高 80% 之補助、維持生命所需之特殊營

養食品則予以全額補助，及國際醫療合作、國際代行檢驗之部分補助等，為

罕病病友家庭帶來許多實質幫助。同時，《罕病法》亦讓未能取得許可證之

罕藥得以專案進口方式引進，保障罕病用藥查驗登記之藥物許可證可延長有

效期限至 10 年，積極鼓勵罕病藥物引進、製造及罕病個案通報。

歷經三次修法逐步彌補當初立法之不足，讓法案保障更加到位。2004

年修法將『維持生命所需之特殊營養食品』更明確納入協助範圍，簡化國際

醫療合作申請程序，提供病友更適切的醫療協助；2010 年修法內容重在強

化政府推動罕病防治及研究的積極角色，增列『病友居家維生醫療照護器

材』之補助，爭取部分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收入之挹注，提供罕病法業務推

動之額外財源。

2014 年修法，在強化政府罕病審議會專業程度、新增『病友及家屬的

心理支持、生育關懷服務』，針對『健保未能給付的支持性與緩和性照護』

給予適當協助，讓病友雖無法有效醫治，至少能緩和其疼痛及減輕照顧者負

擔。並期盼加速罕病藥物納入健保給付的審核流程，建立緊急供藥機制，縮

短病友用藥等待時間，避免發生用藥空窗期。因著此次修法，衛福部新增 3

個辦法並修正 2個子法，期待這樣的修訂，能更加周延照護罕病家庭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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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推動二十年成果
罕病法實施至今，截至 2019 年 12 月，政府公告罕見疾病種類共有 223

種；本會服務之病類則為 257 種。國內罹患罕病之人數，國民健康署 2019

年 12 月通報個案為 16,802 人，其中 2,761 人過世；公告之罕病藥品品項為

107 種，其中有 77 種治療 44 種罕見疾病；罕見疾病使用之特殊醫材 1 種；

營養品部分有 40 種。

而國民健康署也設置「罕見疾病特殊營養食品暨藥物物流中心」，儲備、

供應 40種罕病特殊營養食品及 11項緊急需用藥物，補助經費約 6千萬餘元；

成立「罕見疾病醫療補助專案辦公室」，辦理罕病「國內確認診斷檢驗費」、

「國際代行檢驗費」、「維持生命所需之居家醫療照護器材租賃費」、「代

謝性罕見疾病營養諮詢費」及「依健保法依法未能給付醫療費」等相關補助；

辦理「罕見疾病照護服務計畫」，委託醫學中心共同提供病友及家屬之有關

服務；並有全台共 14 家「遺傳諮詢中心」通過審查，期望能提供罕病病友

更完善的照護服務。

1

2

3

1 	 罕見疾病法草案立法院公聽會。

2 	 罕病法三週年研討會。

3 	 罕病法修法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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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1999 推動健保局給付罕見疾病相關醫療服務
2002.06 本會評估全民健保總額預算對罕病病患之影響，提出相關主張

2002.08 本會加入「民間推動全民健保改革聯盟」

2002.08 本會參與行政院二代健保規劃小組之「公民會議」，表達弱勢
團體建議

2002.09 本會促請公告罕見疾病全數納入健保重大傷病範圍

2002.09 本會參與研商健保新制對老人及身心障礙者之影響會議

2003.03 本會針對全民健保總額預算制度對罕病病患影響做評估研究　

2005.12 本會受邀為「健保改革諮詢委員會」委員，並參與二代健保修
法討論

2010.10 爭取罕病優先納入使用居家呼吸器之對象，拜會健保局

2014.06 我國史上第一張罕病醫材許可證「衛部罕醫器輸字第 000001
號」，為成骨不全症專用醫材－伸縮式髓內釘

2019.01 本會擔任全民健康保險會第 4屆委員

全民健康保險法（以下稱健保）自實施以來，強調以社會互助照顧
弱勢的精神，追求公平納保、平等就醫，本會曾期待健保能保障

所有罕病病友用藥之權益，然因資源分配有限，健保不足的部分仍須
由「罕病法」作為第二道防線。本會長期監督全民健保相關政策，捍
衛罕病病患用藥權益。

◎捍衛罕病病患就醫權益
罕病病患所需之醫療費用龐大，且多數無法痊癒，雖符合重大

傷病的定義：『特定不會有濫用醫療的顧慮，或是需要長期治療且

花費很大的疾病』，但早期還是有將近二、三成病患無法順利取得

重大傷病卡，常見病類未列入而以個別症狀申請多張的情形。再加

上需定期換卡，對病患造成諸多的不便及困擾。因此，本會與民間

組織合作倡議，透過各種管道爭取罕病病患全數納入重大傷病，終

於在 2002 年獲得回應，健保局公告：未來只要是政府公告的罕見

疾病將全數納入「重大傷病」，且永久不必換發，大大減輕龐大的

醫療負擔。

2010 年健保局針對「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範圍」部分規定

修正草案進行預告。其中，該草案要求新增列罕見疾病種類的患者，

除需為公告罕病外，還需符合罕病及藥物審議委員會訂定之重大傷

病核發條件後，才能申請重大傷病註記。此舉將讓長年需就醫看診

的罕病病患權益受損。本會即刻行文表達異議，獲得衛生署友善回

應，於後來的修正公告中已見草案刪除此項目。

◎罕病用藥專款專用
當初健保西醫總額制度的實施雖為試圖抑制日益成長的龐大醫

全
民
健
保
之
病
患
權
益
倡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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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費用，但由於缺乏有效監督及相關配套

機制，使得原本就是人數稀少、藥價高昂

及病症特殊的罕病病患遭受衝擊。在本會

與相關病友團體努力下，拜會健保相關的

政務官員，彙整提出病患權益受損案例，

訴求病患就醫需求，獲得政府善意回應，

於 2005 年起，在健保總額協定下保障罕病

用藥之專款，使病患權益不因西醫總額預

算分配而受損。

◎首張罕病醫材查驗登記許可證
成骨不全症病患因為天生容易骨折，

骨折後需由手術植入骨釘，隨著病童年齡

增長，每 3 ∼ 5 年必須置換骨釘，對病友

家庭經濟產生負擔，本會於 2011 年研討會

中得知有一種伸縮髓內釘「Fass ier-Duval  

Telescopic  IM System」可讓患者免於多次手術造成骨質傷害，2012 年 5

月該產品國外原製造商 PEGA 公司，委託科舉股份有限公司與本會、先天性

成骨發育不全症關懷協會會面，開啟申請台灣第一張罕病醫材的序幕。

由於食藥署與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審議委員會（簡稱審議會）皆是首次

審理罕病醫材案件，故從獲衛福部公告為適用罕病法之藥物品項至查驗證記

許可之審查，歷經漫長等待，終在 2014 年 6 月 10 日取得我國史上第一張罕

病醫材許可證，且受罕病法保障具 10 年的有效期。

◎補助居家醫療照護器材　保障病患生命權
對罕病病患來說，由於疾病特殊性，部分病患的呼吸功能會受到影響，

因此，「呼吸」對他們來說，是件得來不易的事，但相關輔助器材（如呼吸

器、氧氣製造機）更是所費不貲。

健保局 2000 年推出「全民健康保險呼吸器依賴患者整合性照護前瞻性

支付方式」試辦計畫，原本僅補助曾插管、氣切、使用鐵肺之病患，為了讓

更多病患獲得補助，本會及相關團體積極反映、爭取，2009 年遂將「肌萎

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俗稱漸凍人）列為補助對象之一；2011 年納入先

天性肌肉萎縮症患者。此外隨著罕病法子法「罕見疾病醫療補助辦法」修正

通過，未來罕見疾病不限病類皆可依此辦法申請居家醫療照顧器材，最高可

補助 80% 費用。

醫療補助辦法之修訂，不僅減輕罕病病患確診、檢驗及營養諮詢之經濟

年份 罕病實際藥費金額（億）

2005 5.12
2006 10.84
2007 11.12
2008 13.47
2009 15.15
2010 17.38
2011 20.77
2012 26.1
2013 30.4
2014 36.4
2015 41.4
2016 45.9
2017 53.6
2018 58.68

▲歷年罕病用藥專款專用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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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藉由補助居家醫療照護器材，強化保障病患生命權，影響甚鉅。

◎堅守二代健保修法底線　
2010 年為解決一代健保的財務壓力及諸多問題，政府遂提出『二代健

保』修法建議，其中以草案第 45 條最為相關，其核心在於醫療支出擴張情況

下，擬透過建立藥品「單一支付價」及「差額負擔」兩項制度來減少健保支

出。然而，此條文恐造成病患用藥選擇產生負面影響，在藥品費用面臨全額

自費的困境，本會與病友團體共同連署以表達立場，並於立法院召開公聽會，

明確表達捍衛弱勢病患用藥權益之決心。2011 年初，二代健保草案修法完

成，所幸第 45 條已不復見，表示未來民眾用藥選擇將回歸健保現行制度。

43

1 	 罕見疾病藥物管理與發展座談會。

2 	 伸縮髓內釘組（取自 PEGA 官網）。

3 	 罕病呼吸器依賴患者政策重大進展。

4 	 罕病醫療費用專款使用。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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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0 本會訴請增列公告罕見疾病為身心障礙類別

2007.06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更名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2007.12 本會參與公告修正「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輔助標準表」，罕病
可不受障別、等級限制，依實際需求申請

2012.07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新的鑑定及需求評估開始上路，而
鑑定標準中為罕病保留特殊鑑定條件

2014.10 本會參與討論「身心障礙無法減輕或恢復之基準」，溯自
2012年 7月 11日施行

2014.12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施行

2019.07 追蹤「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新的鑑定及需求評估全面上路

所謂的罕見疾病，意指罹患率極低、人數極少的疾病。其中大部份
為遺傳性疾病，只有部份為非遺傳或原因不明的疾病。罕病病友

常因疾病的特殊性，致使身體功能產生障礙或缺損，進而影響生活品
質，為了讓他們能順利融入社會生活，在就醫、就學、就養、就業等
方面，基金會積極參與各項法案起草或制度討論等會議，期以讓社會
大眾關心罕見疾病病友權益，認識罕見疾病。

早期，罕見疾病病友除了染色體異常及新陳代謝異常疾病外，

多半是以肢體障礙、重要器官失去功能、多重障礙等障礙類別、失

能狀況等，取得身心障礙者的相關福利。由於罕見疾病病類特殊且

複雜，在身份認定上除既有障別外，尚有許多模糊未明之處，造成

部分病友仍無法享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所提供之保障。

◎罕見疾病納入身心障礙類別
昔衛生署（現為衛生福利部）「罕

見疾病審議委員會」決議之公告罕見疾

病，其醫療專業已被認可，社政體系借

重此認定標準作為身障身份認定之標

的。再配合專業醫師根據個別患者的失

能程度，區分不同障礙等級。當時，基

金會積極投入罕見疾病身障者「正名」

運動，終獲政府具體回應，在 2001 年

10 月身保法第五次修正，將「經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認定，因罕見疾病而致身心

功能障礙者」納入身心障礙者範圍。此

舉將讓衛生署以外的社政、勞政及教育

部門，開始必須對罕病病友的權益進行

相關的規劃與制度設計。這也是基金會

在權益爭取上的一大突破。

罕
病
身
障
者
權
益
倡
導

罕見疾病病友納入身心障礙者
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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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輔助標準表
2001 年本會積極爭取將罕見疾病納入身心障礙類別，但「身心障礙輔

助器具補助標準表」卻遲遲未將「罕見疾病障礙類別」納入，導致罕病病友

在輔具補助上無法受惠。當時本會多次向內政部陳情及立委居中協調後，終

在 2007 年 12 月由內政部會同衛生署公告修正之「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補助

標準表」增列「罹患罕見疾病之身心障礙者，經醫師開具診斷證明書並註明

所需輔具項目，得不受本標準表障礙類別、等級之限制。但仍須符合該項輔

具項目之其它規定。」讓罕病病友的輔具權益得以獲得保障。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政策討論
攸關百萬身障者權益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於 2007 年 7 月正

式公佈，自公布後五年施行，因涉及「身心障礙者」鑑定與需求評估之變動

過大，其中有關 ICF 分類雖符合國際潮流且立意良好，但以 ICF 作為身障鑑

定及社會福利分配之依據，台灣還是首開世界之先。為免造成罕病身障權益

的重大衝擊，在 2007 ∼ 2012 年的緩衝及相關配套準備期間，本會積極參

與該法各項研究與討論會議，希望能在制度轉銜過程中，持續為罕病病友的

權益發聲。終於讓最後實施的「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中，在鑑定人員

資格條件、身體功能及構造鑑定表皆針對罕病患者的特殊性作出特別適用條

件；亦對 6 歲以下罕病兒童無法區分等級時給予重度保障。

21

43
1 	 罕病家庭復健推展課程。

2 	 病友透過輔具器材進行肌力訓練。

3 	 罕見疾病病友身心障礙證明換證說明會。

4 	 愛心團體捐贈罕病病友輔具、醫材等。



046

權益從立法開始

並於 2014、2015 期間，基金會曾針對罕病家庭舉辦北、中、南「罕見

疾病病友 ICF 身心障礙新制座談會」，以解答有換證疑慮的家庭，建議病友

身體狀況及障礙程度有改變者，再申請重新鑑定。原持有永久身心障礙手冊

的病友，則呼籲應於 2019 年 7 月 10 日前依梯次換發證明，以免損失自身權

益。

◎「身心障礙無法減輕或恢復之基準」空窗期
新制於 2012 年 7 月 11 日便已開始實施，但是「身心障礙無法減輕或恢

復之基準」卻遲至 2014 年 10 月 15 日方公告，雖然溯自 2012 年施行，但

這期間有符合基準者，卻很可能因為政府沒有注意到此空窗期之問題，而喪

失其應有之權益。本會在發現此法規漏洞後，於 2018 年 6 月去函衛福部要

求追溯補正，雖有獲得正面回應，但後續是否還有病友受影響，將持續評估。

◎其他身障議題權益參與
此外，諸如 2008 年 10 月實施的國民年金制度中有關「身心障礙年金的

給付標準」等個別身障權益之爭取；2015 年陸續參與「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約施行法」討論會議，與其他身障團體共同檢視台灣身心障礙者相關法規的

適切性。

二十年的身障議題倡議之路，基金會秉持守護罕病家庭權益，於醫療、

就學、長期照護等面向，持續關切各項議題的發展與進度，為罕病家庭權益

做好嚴格把關與發聲。

1

2

3

1 	 北區 ICF 換證說明會。

2 	 中區 ICF 換證說明會。

3 	 南區 ICF 換證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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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4 本會參與民間身心障礙組織，討論長期照顧議題

2009.11 本會透過立法委員與內政部、台電協商，成功爭取罕病患者
維生器材電費全面補助

2010.06 本會召集罕病家長組成「罕病特教小組」，研討罕病學童就
學問題

2010∼ 2012 本會承接內政部委託「居家身心障礙者維生設備用電補助計
畫」

2011.01 本會參與「家事勞工保障法草案」討論

2012∼ 2014 本會與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
系暨數位創意與行銷策略實驗室共同推動無障礙餐廳計畫、
無障礙生活計畫

2019.03 本會主動徵詢醫師、病友團體意見，召開專家會議，建請將
10種罕病納入「病人自主權利法」適用對象

多年來，基金會第一線接觸罕病病友，深刻體會病友的所需所想，
因此本會除了催生「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爭取罕病病友納

入「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外，積極參與攸關病友權益之相關議題。如
罕病學子所需的特教配套措施、維生器材的電費政策、長照服務推展、
聘僱外籍看護乃至病人自主權的倡議等，在相關會議均極力表達罕病
的需求，適時結合民意代表與相關團體共同發聲，以協助病友維持良
好的生活品質。

◎特殊教育議題
雖說每個人都有受教權，但過去有不少罕病孩子卻常被學校屏

除門外，幼稚園至大學時期，有部分罕病學子在校時光並不似一般

學童順利快樂。因此，特殊需求學生的甄選、鑑定、安置、課程、

教材、輔具、輔導以及行政支援服務等，皆是本會極度重視的切身

議題。

基金會與台灣弱勢病患權益促進會合作共同集結病友團體及家

長的力量，自組「罕病特教小組」，針對罕病學童面臨之特殊教育

問題進行討論，包括特殊教育法與相關管理辦法進行追蹤，另就個

別特殊狀況集思廣益。深入檢視特教助理員制度、特教生交通服務、

身障學生輔助器材支持服務、身障學生考試服務辦法修正草案、身

心障礙學生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等。進一步致函教育局，表達

未來能讓本會列席參與特殊教育相關辦法之修訂討論會議，協助罕

病身心障礙者表達意見。我們傾聽罕病學子遇到的困境，協助找出

對策，力求維護罕病學子的就學基本權。

◎罕病維生器材電費補助
試想 24 小時都需要呼吸器及氧氣製造機的患者，一個月光維

生用電就高達 368度（一般家庭夏季平均用電是 448度）；俗稱「泡

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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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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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龍」的遺傳性表皮分解性水皰症病友，全天需要冷氣調節體溫以避免傷口

惡化。根據本會統計，約有 30 餘種病類需長期使用醫療器材，包括全天運

轉的呼吸器、製氧機、抽痰機、血氧監測機等，其中超出 60％患者須同時使

用兩種以上的維生器材。因此，龐大的電費支出對病家們無疑是一種壓力。

2010 年透過管碧玲立委與內政部、台電協商，成功爭取肌肉萎縮症、

漸凍人、小腦萎縮症等罕病患者電費補助；盡速撰寫說帖，建請內政部研擬

「罕見疾病病患電費補助」相關措施，讓電費補助制度化，確保罕病患者生

存權益。另外，本會為減輕有用電需求之身障家庭經濟壓力，本會亦協助承

接內政部委託計畫，讓更多有用電需求之身心障礙者獲得妥善照顧。

◎無障礙餐廳、無障礙生活計畫
對於行動不便與身心障礙的朋友們來說，外出用餐存在著無數的障礙，

如出入口有階梯、未設置無障礙廁所等，更多位於二樓以上或地下樓層的餐

廳，只有樓梯可通達，讓身心障礙朋友們與行動不便者只能『望梯興嘆』，

無法隨心所欲選擇自己喜好的美味餐廳，因此放棄許多社會參與的機會。

為了讓身心障礙朋友們（包括罕病病友們）、與行動不便者，也可以

進到想去的餐廳用餐，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罕見疾病基金會共同規劃推

動，並由國立交通大學數位創意與行銷策略實驗室、教育部顧問室智慧生活

文化創意產業整合創新跨校教學聯盟以及國科會智慧生活科技區域整合中心

Eco-City 健康樂活城擔任專業技術團隊，共同合作「我愛無障礙餐廳」、

1

2

3
1 	 居家身心障礙者維生設備用電補助計畫說明會。

2 	 無障礙餐廳計畫開跑記者會。

3 	 無障礙餐廳，病友擔任訪視特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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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無障礙生活」推廣計畫，於 2012 年便陸續招募培訓身心障礙的朋友

作為特派員，其中有不少位為罕病病友，透過特派員們至餐廳的實地訪查與

紀錄，建置屬於身心障礙朋友們的無障礙餐廳、電影院、遊憩場所等資料，

並以多元的方式提供不同族群的朋友們友善無障礙環境資訊。

讓罕病病友參與和自己切身的議題活動，為環境的改善盡一份心力，陸

續推出「我愛無障礙餐廳指南手冊」、「友善台北好餐廳 APP」、「友善台

北好餐廳 500 家指南」等豐碩成果，鼓勵行動不便者與身障者可自在的外出

享受休閒生活，讓身心障礙者重拾應有的社會參與權，一同攜手改變城市，

創造歡笑滿盈的回憶。

◎聘僱外籍看護相關政策
重症罕病家庭的辛苦非一般人能想像，照顧重擔需要很多家人甚或外籍

看護來分擔，所以有關聘僱外籍看護的相關政策就顯得格外重要。2011 年

參與「家事勞工保障法草案」討論；2013 年參與「就業服務法及其子法修

正協調會議」，成功爭取重度身心障礙之罕見疾病免經巴氏量表評估即可逕

行向政府申請聘僱家庭看護工；2016 年召集病友及專家進行座談，討論外

籍看護無預警離開將影響病家未來申請，臨時申請喘息及臨托的困境，空窗

期聘僱台籍看護卻無法獲得補助等問題。針對病家急迫性問題，本會極力向

政府提出訴求以幫助病家度過難關，然，議題非一時半刻能解決者，我們持

續醞釀、蒐集個案，待未來適當時機，立即反映。

◎關注長期照顧議題
長期照顧服務法並非老人專利，適用對象包括所有身心障礙之失能者，

涉及部分罕病病友權益，長照規劃、長照保險等相關公聽會議，本會都積極

參與。曾於政策溝通說明會中提出罕病的長照需求與困境，如照護人員缺乏

對罕病的認識，居家照顧服務項目對罕病家庭仍顯不足，聘僱外籍看護工而

無法使用居家服務等，本會建議長照機構入住標準能打破年齡或障別，改以

生理指標為依據；安寧照護的對象以及緊急救援系統皆能將罕病患者納入。

長照新制施行以來，本會積極參與政府或民間團體召開之座談，參加身

心障礙聯盟長期照顧服務委員會，共同針對身心障礙者的長照特殊困境進行

討論。2017 年長照給付及支付基準的修正，本會針對照服員的進階訓練服

務加計方式向政府單位提出建言，見新修正內容公告與本會建議相仿，甚感

欣慰，未來亦會持續蒐集資訊，扮演病友與政府間溝通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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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從立法開始

◎共同推動首部『病人自主權利法』
人渴望善終，罕病病友亦不例外，前立法委員楊玉欣在任內力促通過

《病人自主權利法》就是一個善終的起點。該法為亞洲第一部病人自主權利

之專法，其精神為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本會深表贊同。本

法案自起草之時本會便高度關注，除表支持外，同時也提出許多建議和「憂

心」，無非是希望立法後能落實安詳善終之美意。

病主法第 14 條第 5 款條文，為重症患者開啟一扇明窗，然因適用病類

需逐一申請納入，因此本會於 2018 年便開始研擬、於 2019 年更徵詢相關

醫師及病友團體意見，召開專家會議，並參與衛福部醫事司辦理之三次討論

會議，終於在 2020 年元月 6 日病主法實施滿周年時，由衛生福利部公告，

將漸凍人、小腦萎縮症、遺傳性表皮分解性水皰症、原發性肺動脈高壓、裘

馨氏肌肉失養症、脊髓性肌肉萎縮症、肢帶型肌失養症、Nemal ine 線狀肌

肉病變、亨丁頓氏舞蹈症、囊狀纖維化症、多發性系統萎縮症等 11 項疾病

納入第 5 款之適用對象。至此，罕病病友終於邁出病人自主的第一步，逐步

實現病友為自己決定人生最後一哩路的願望。

2

1 	 病友團體參與病人自主法討論。

2 	 參加立法院用電公聽會。

3 	 身心障礙特殊教育問題公聽會。

1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