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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齊步走

▲常悟法師及師兄師姐們透過六味酸辣湯與麵食販售來愛心助罕病。▲淨光常悟法師邀請罕病病友家庭同樂。

持，見到每一位努力不懈並與疾病對抗的罕病

學子，更是讓他們感動不已。常悟法師常常跟

弟子開示：生命的本質不在於長短，更重要的

是如何使其精彩、使其豐富，罕病病友雖然被

疾病所囚困住，但強韌的心智則令人值得效法

與學習。

2019年接連兩次的世貿素食展，淨光協

會也積極參與其中，一方面藉由茶道與佛學與

民眾結緣；其次，也透過六味酸辣湯與麵食販

售來愛心助罕病，12月20至23日於世貿一館

舉辦的台北素食展，淨光協會再度參與擺攤，

常悟法師受主辦單位之邀，於開幕當日為整個

活動現場灑淨祈福，儀式肅穆莊嚴，也讓現場

的商家感受到心靈的平靜。12月21日（六）

上午，常悟法師再度邀請罕病小朋友們一同品

嘗由淨光協會師兄姐們精心製作的六味酸辣

湯，本會陳莉茵創辦人及陳冠如執行長更是親

自到場給予最大的感謝，攤位上人潮絡繹不

絕，不難發現，六味酸辣湯的魅力無窮，既暖

胃又暖心，讓整個活動充滿熱情與愛心公益。

自2008年以來，每年盛逢蓋天古佛聖誕

慶典，常悟法師都會邀請罕病病友家庭同樂，

如今邁入第12個年頭，法師帶領弟子們一起關

懷、支持罕病家庭，長年來累計已超過500萬

元的善款，造福許多罕見疾病家庭。法師長年

護持佛法、供佛齋僧活動，於佛教法業多所貢

獻，今年更是發心皈入僧團，深值讚嘆。

當年，法師是因為一位小腦萎縮症的弟

子，讓法師開始接觸罕見疾病，並深感應該讓

更多人關懷這群弱勢族群，開始號召弟子們，

藉由舉辦活動給予最直接的鼓勵與支持。每年

的中秋佳節，常悟法師總是念茲在茲，心繫著

罕病小朋友們，將大家視為家人般熱情地招待

我們相聚同樂度佳節，無論是事前準備、與當

日的陪伴，清楚可見師兄師姐們的用心盡力，

趁著月圓人團圓之時，常悟法師以活動拉近大

眾與罕病家庭間的距離，不難看出他的智慧與

用心之處。

除此之外，常悟法師更是親力親為參與基

金會的活動，尤其每年的獎助學金活動現場，

總是能見法師、師兄師姐們的身影，現身支

文/活動公關組

常悟法師助罕病　淨光暖胃更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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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齊步走

▲中區天籟訪淡水金色水岸。▲創辦人陳莉茵女士（右）代表致贈感謝狀予君悅酒店。

喜悅之心情。

最後，身為罕病家屬的雯子老師協助伴

奏，分享道：患有威廉斯氏症的兒子，因語言

障礙，無法與外界溝通，但，只要一歌唱，就

能像一般孩子般愉悅，可以流暢的演奏或唱出

大量歌曲，身為母親，看到孩子因歌唱而展露

出滿足的笑容時，一種無法言喻的幸福感就會

浮現。短暫的分享亦道出罕病團員們的心情，

讓合唱團的成立更具意義性。基金會與台北

君悅酒店超過十年的公益合作，對於罕病團

體的用心關懷，讓罕病家庭感受到來自社會的

溫暖關懷。感謝一年一度的聖誕佳節，君悅酒

店點亮每個人心中的愛苗，期待讓這份愛得以

延續，讓愛永不止息。感謝君悅酒店長期的邀

約，提供了各區天籟合唱團演出的機會，讓病

友感受到濃厚的耶誕佳節氛圍，亦讓社會大眾

更加認識與接納罕見疾病。

隔日，基金會特別安排中部天籟成員悠

遊淡水，大家在知名碼頭欣賞風景，聽著海浪

拍打岸邊的聲音，心情格外放鬆，紛紛合影留

念。大家愜意漫步在老街上，品嚐在地特色美

食如淡水阿給、魚丸，成員讚不絕口，吃得津

津有味，大家帶著喜悅的笑容，滿載而歸。

12月24日（二）平安夜，君悅酒店第11

次邀請本會病友獻唱，首次由罕見中區天籟合

唱團擔綱演出，在君悅酒店用歌聲陪伴貴賓歡

度溫馨佳節。由本會創辦人陳莉茵女士代表開

場並致贈感謝狀，感謝君悅酒店長期的邀約，

讓病友家庭有機會外出參與社會活動，在歡樂

的節慶氛圍中，用音樂與大家交流、溫暖人

心，君悅酒店大廳亦擺放慈善樂捐箱，鼓勵民

眾一同幫助罕病。

中區天籟合唱團成員共有8種病類、19位

病友與家屬參與演出，以《送你這對翅膀》一

曲作為開場，充滿祝福涵義；緊接著以輕快的

《你很特別》鼓舞現場歡樂氛圍，傳遞出罕見

疾病病友雖因疾病讓身體有所受限，但心中仍

盼著自在翱翔，每個人都擁有優勢與才能，傳

達相互鼓勵之精神。

曲目間安排成骨不全症病友的分享，闡述

著無論是醫療、輔具、無障礙環境或是你的一

個笑容，都是幫助罕病病友繼續前進的動力，

引領大眾在感動之餘也能看見罕病家庭的需

求。配合耶誕佳節的氣氛，合唱團以三首耶誕

歌曲：《愛的真諦》、《平安夜》、《普世歡

騰．天使歌唱在高天》，以真誠的歌聲感動現

場嘉賓，讓君悅酒店的大廳充滿溫馨、歡樂與

中區天籟報佳音　君悅歡樂慶耶誕

文/李紫忻（中部辦事處活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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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松智扶輪社陳澤民創社社長（左）代表捐贈10萬元予本會。▲Legacy216學員暖心送愛至罕病家庭。

友善單位齊力　溫暖罕病心

松智扶輪創社誌慶　感恩有你 

台北市松智扶輪社創社社長陳澤民董事

長，長年贊助本會推動各項病友服務工作，總

能在基金會諸多活動中看到他的身影，可謂是

長期的罕見之友。他在醫藥本業積極協助病

友藥物取得外，更曾擔任松仁扶輪社社長、

3520地區第二分區助理總監及3522地區秘書

長等重要職務，推動罕病公益活動不遺餘力。

台北市松智扶輪社於2月27日（五）舉行

創社授證典禮，現場近250位嘉賓前來祝賀。

台北市松智扶輪社秉持「透過結合具有服務精

神之各種事業及專門職務人士，以世界性之聯

誼，增進國際間之瞭解、親善與和平，並增廣

相識為拓展服務之機會」的宗旨，傳承母社松

仁社「真誠待人、善心服務、美好人生」的理

念，追求「優質美學、家庭樂趣、連結世界、

職業交流及行善服務」的理想與抱負。

典禮當天，本會陳莉茵創辦人與陳冠如執

行長受邀出席，代表本會受贈10萬元的愛心善

款，此筆捐款將全數投入用於今年「世界罕見

疾病日」相關系列活動，邀請更多罕病家庭走

出戶外，喘息交流。

Legacy216聖誕感恩　暖心罕病

聖誕節前夕，Legacy216（LEGACY台北

中心里程第216屆）的23名學員，看見罕病

家庭的需要，選在12月15日（日）舉辦聖誕

感恩餐會，招待105位罕病病友及家屬至大直

典華享用餐點，與31個罕病家庭歡度佳節。

Legacy216的學員們發揮創意與執行力，為讓

病友感受聖誕氛圍，特別裝扮成聖誕老人，親

切的與病友互動，享受這難得的歡樂時光。

席間除了精彩的表演外，還邀請到美國職

棒大聯盟的球星胡智為作為佳賓，他親切地與

所有病友一一合影，成為一個驚喜的插曲。罕

病病友魏益群特別用歌聲表達對Legacy216誠

摯的感謝。Legacy216表示，用最單純的心，

回到公益服務的初衷，延續歷屆LEGACY的願

景，將罕見疾病議題繼續擴散，讓更多人知

道，每一個生命都值得珍惜、重要且平等。

病友家長婉瑜媽媽，分享照顧罕病兒的

壓力，但一家人一同面對，又得到社會大眾的

關懷，就更有力量面對明天挑戰。透過這場餐

會，感受到Legacy216學員們的關愛，就像冬

日裡的暖陽，照耀所有病家的心。

文/李勝雄（活動公關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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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科技志工們與罕病家庭一同探索天文奧秘。▲罕病家庭體驗友善客庄小旅行。

思想科技邀病友探索宇宙奧秘

12月28日（日）思想科技為罕病病友特

別安排台北天文科教館一日體驗，一同一窺星

星的秘密。提供雲端服務的思想科技，因在網

路上看到罕病20周年的紀錄片後，同仁們深受

感動，精心策劃這次活動，共有34位病友與家

屬參加，思想科技的同仁們更擔任每組病家的

隨行志工，陪伴病友家庭。

在宇宙劇場中，解說員運用星座，說明

各天體恆星的位置與亮度，如何辨別不同的星

座。部分行動不便的病友，在思想志工的協助

下，搭上宇宙探險車，透過影片及燈光特效，

讓病友們穿梭外太空，看見壯麗的景觀。思想

科技特別安排同仁擔任病家的陪伴員，希望讓

同仁們認識病友的疾病及生活，一日下來，看

見病友們的笑容，同仁們都覺得非常值得。

一日豐富的行程，深具娛樂性與知識性，

臨別之際，思想科技的夥伴，特別準備了小禮

物要贈予病友們，讓病友家庭相當感動，志工

們也說：「很開心讓我們有機會為社會貢獻，

為世界帶來一些些的溫暖。期待未來可以再跟

罕見疾病基金會合辦更多有趣的活動。」

浪漫台三線　友善客庄小旅行

繼2017、2018年台中友善農村小旅行，

2019年末，众社會企業林崇偉老師再次邀

約，於12月14日（六）與罕見小勇士的球員

及家屬們品味北埔一日友善客庄小旅行，感受

溪邊的幽靜與大自然的芬多精，認識有關獅頭

山的人文生態。

在众社會企業與客家委員會的安排下，來

到「北埔公有零售市場」享用在地小吃，體驗

氣球爺爺帶來的趣味汽球遊戲，及製作大福與

擂茶活動。大家跟著解說員一同欣賞古老街道

與建築，猶如上了一堂藝術歷史的洗禮。

众社會企業以「用智慧與科技來圓滿愛」

為願景，發展跨領域的無障礙資訊科技，推動

高齡、身障者等和家屬的社會參與。以智慧行

動載具和雲端運算服務，開發出全世界第一套

「身障人士專用的友善環境調查工具與雲端管

理服務平台」。與身心障礙者共同研發設計

APP，增進各領域服務業者的友善服務。感謝

客家委員會贊助及众社會企業夥伴們的規劃，

讓罕見疾病家庭體驗新竹北埔風光，享受一個

無礙的友善小旅行。

众社企、思想科技　戶外體驗趣

文/李云、李勝雄（活動公關組專員、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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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慈愛心志工團與罕病家庭同遊健康活力農場。▲跨病類病友聯誼活動，同遊石門水庫。

農村田野樂　自然療身心

理慈國際科技法律事務所長期積極參與社

會公益。李宗德律師是本會第一屆董事長，協

助推動「罕見疾病防制及藥物法」之立法，事

務所多位律師義務擔任本會的法律顧問，協助

病友的專業性法律及本會議題倡導時之諮詢。

理慈愛心志工團自2017年起連續3年與

本會共同舉辦罕病家庭喘息活動，12月7日

（六）於桃園新屋健康活力農場舉辦，共20位

理慈志工，17個病類、25位病家參與。農場

體驗天然植物染布創作、鄉村焢窯活動、餵養

小動物，讓許多從未焢窯的病友們大開眼界。

下午的搗麻糬競賽，將熱呼呼的糯米放入

臼中，輪流體驗，搗好的麻糬外層裹上甜香的

花生糖粉後一起享用。現場還體驗踩高蹺、打

陀螺、滾鐵圈等古玩，小孩們覺得新奇不已，

大人們則是重溫兒時樂趣。運動完後，一同享

用美味的土窯料理。感謝理慈國際科技法律事

務所持續贊助罕病家庭一日喘息活動，愛心志

工們的陪伴，讓病友及家屬感受滿滿的溫暖，

濃厚的人情味，創造了最美的回憶。

一同點亮罕病生命色彩

11月23日（六）結合科懋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辦理跨病類病友聯誼活動，邀請紫

質症、原發性肺動脈高壓、成骨不全症等共計

14種病類，39位病友及家屬一同遠離城市喧

囂，進行石門水庫之旅。

科懋的愛心志工夥伴們早一步在遊客中心

等待，與罕病家庭漫步石門大橋，導覽人員介

紹：「石門水庫是台灣第一座多功能水庫，具

有灌溉、給水、發電、防洪等功能…」站在壩

頂上可俯瞰後池堰及龍潭等地區，隨後一同搭

船遊湖，船家沿途幽默的解說，讓整趟船程充

滿歡笑聲。

下午來到郭元益糕餅博物館，進行有趣的

鳳梨酥DIY，大夥除按照師傅的方式製作外，

各自也發揮創意製作獨具個人特色的鳳梨酥；

等待烘烤的時間，聆聽導覽人員說明台灣糕餅

文化的演進。另外，科懋公司志工群們也準備

了伴手禮，讓病家們滿載而歸，小病友們直呼

下次還要參加，感謝科懋公司愛心夥伴們，陪

伴罕病家庭度過精彩週末。

文/謝佳君、徐妍妮（醫療服務組組長、活動公關組專員）

企業齊力助罕病　帶領病家走出去



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  會訊2020. 0324

愛心齊步走

▲台北士林扶輪社辦理「罕病家庭長期照護者」表揚大會，關懷罕病家庭。▲勤業眾信結合其他租戶發起愛心義賣，支持罕病等公益團體。

士林扶輪冬日送暖

台北士林扶輪社長期關懷士林、天母、

北投等區的弱勢家庭，連續4年舉辦「罕病家

庭長期照護者」表揚大會，傳遞扶輪的愛與

溫暖。12月26日（四）於國賓飯店辦理2019

年度職業服務「罕病家庭長期照護者」表揚大

會，共10名照顧者獲獎。Kenny社長表示：扶

輪社多年來關心這群照顧者，希望給予他們

支持；地區總監DG Stephen也勉勵大家，延續

「扶輪連結世界」主題，播撒更多的愛心；職

業服務主委Maick Su提到，當看完他們的故事

後，內心充滿更多的愛與感激。

本會陳冠如執行長代表出席，受表揚家庭

多是單親家長，為罕病兒女付出心力。今年有

別以往，奚先生（外胚層增生不良症）及周女

士（軟骨發育不全症）本身雖為病友，仍積極

照護年邁父母與教養子女，創造正向的人生態

度。卓飛症候群家長李媽媽，因病童的藥尚未

獲健保給付，致力為病友奔走、籌組協會，令

社友們感佩不已。扶輪社今年提供每戶2萬元

慰問金及郭元益餅盒，感謝台北士林扶輪社，

成為罕病家庭最溫暖的力量。

勤業眾信聚愛心　

12月9日（一）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攜手臺北南山廣場租戶－南山人壽保險、常

在國際法律事務所、電通安吉斯集團、臺灣愛

普生科技於臺北南山廣場舉辦「2019勤業眾

信．愛心義賣捐贈暨聖誕樹點燈儀式」。由北

區罕見天籟合唱團－美少女團帶來平安夜等數

首膾炙人口的歌曲齊報佳音，帶來耶誕氣氛。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郭政弘董事

長表示：受到全球經濟影響，都市與偏鄉教育

資源差距愈來愈大，發起愛心義賣會至今已有

15年，首度邀請臺北南山廣場的租戶們加入，

累積小愛變大愛，發送愛心予需要的團體。賴

冠仲總裁提到，勤業眾信的共同價值觀之一為

Take care of each other關懷互助，希望散播正

面影響力，點亮各個需要關懷的角落。

本會創辦人陳莉茵女士代表出席，感謝勤

業眾信等愛心單位的支持，基金會將持續照顧

全臺的罕病家庭。勤業眾信發揮「小綠點．大

力量」愛心義賣會募得175萬元善款，其中30

萬元善款捐贈予本會，希望彼此關懷、共享平

安喜樂，共創更好的未來環境。

企業齊扶助　集小愛化大愛

文/徐妍妮、黃欣玲（活動公關組專員、病患服務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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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天籟合唱團溫暖獻唱。▲侯仁偉老師（左）率領三團薩克斯風重奏團愛心助罕病。

站起來隨著音樂擺動和鼓掌，曲目間亦安排成

骨不全症病友現身分享，病友說道：無論是醫

療、輔具、無障礙環境或是你的一個笑容，都

是鼓勵罕病病友繼續前進的動力。音樂會場外

亦安排中區五位病家聯合擺攤，諸如手工包、

陶藝品、烘焙餅乾、多肉植物植栽、畫作周邊

商品等琳瑯滿目，探訪人潮絡繹不絕，民眾發

揮愛心，以行動支持「罕見職人自立生活推廣

計畫」。

侯仁偉老師率領三團薩克斯風重奏團，首

度以售票方式演出，共募得15萬元善款，將全

數捐作罕見中區天籟合唱團訓練之用，當日現

場亦募集到49,817元，病家擺攤也有43,370元

收入的好成績。感謝各位音樂人的專業協助，

提供病友站上舞台的機會，重拾信心，期以音

樂交流，助病家們跨越疾病的藩籬，看見生命

的美好，再次感謝最帥氣的侯仁偉老師與重奏

團成員的鼎力支持。

中部地區頗富盛名的薩克斯風老師侯仁

偉，2017年在中區天籟合唱團成果發表會上

與罕病結緣，侯老師看見基金會運用音樂力

量，帶領罕病家庭邁出步伐、獲得自信，深獲

感動的他決定帶領其指導的薩克斯風重奏團舉

辦售票音樂會，並於基金會20歲生日的時刻，

進行慈善募款，讓大家在欣賞美好樂曲的同

時，也能捐助作公益。

12月22日（日）音樂會於台中教育大學

寶成廳演出，參與的樂團有：火箭貓重奏團、

台中建經重奏團、爵響重奏團等，曲目以流行

音樂為主，另安排卡通主題曲、傳唱的民歌和

琅琅上口的民謠，是一場老少咸宜、豐富多元

的薩克斯風音樂饗宴。

中區天籟合唱團21位病友及家屬也登台

獻唱，大家合唱《明天會更好》、《我的未來

不是夢》，兩首深具鼓勵意涵的曲目，傳遞出

罕病病友雖因疾病致使身體受限，但仍朝著心

中的藍圖努力邁進，分享他們的勇氣和堅毅

精神。現場觀眾因感受激昂的動人氛圍，紛紛

文/李紫忻（中部辦事處活動專員）

薩音傳情　溫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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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齊步走

▲年菜送暖愛心計畫，讓病友家庭享用一頓豐盛的團圓飯。▲高偉科技公司獻愛心，病友阿賢（中）現身表達感謝之意。

年菜送暖愛心計畫

過年圍爐吃團圓飯是台灣家庭的重要日

子，然而，少數罕病家庭卻可能沒有足夠的家

庭支持或資源可支出。有鑑於此，中部辦事處

首度邀集社會企業加入認購年菜助罕病的行

列，讓罕病家庭今年圍爐可以很不一樣。

「謝謝你們，今年有豐盛的年夜飯，全家

過一個好年。食物非常好吃！孩子們很高興。

蝦子好大隻喔！感恩，謝謝！」肌肉萎縮症的

家屬興奮地說。「謝謝捐贈者的愛心，讓我們

過年加了幾道豐富的菜色，祝福您新年快樂、

平安喜樂！」黏多醣症家庭感恩地說。

這項年菜送暖愛心計畫，起源來自長期擔

任本會中部辦事處的攝影志工陳坤茂先生，他

主動引薦社會企業，捐贈易鼎活蝦年菜組合，

讓5個罕病家庭享用這份溫暖，包括：褆福紙

業股份有限公司何佳龍副總經理捐贈2份、陸

銓紙器有限公司、奧迪VAG C+S Family及上邑

實業有限公司各1份。感謝大家的拋磚引玉，

讓一份年菜不僅是食物，也溫暖了一個家庭的

心，社會大眾的行動支持，讓我們能承載更多

能量服務罕病家庭！

高偉科技義賣獻愛

高偉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2019年

末舉辦義賣活動，同仁們踴躍響應並於2020

年1月14日（二）至中部辦事處將義賣所得

75,000元捐贈予本會。

貝克氏肌肉萎縮症的阿賢，駛著輪椅由

個人助理陪同前來，他分享患病的心路歷程：

從小飽受異樣眼光，遭同儕霸凌導致自卑，幾

年前媽媽過世的打擊，讓獨居的他一度陷入人

生低潮。之後，透過信仰、個人助理、居家服

務、朋友及社會福利的幫助，逐漸走出陰霾，

然而政府的資源實在有限，幸好有基金會補助

其他生活所需，減輕他許多負擔。諸如個人助

理、無障礙計程車或休閒體驗活動等，對行動

不便的身障者而言，都是自立生活的要件。

阿賢的分享，讓高偉科技的同仁感受到病

友的勇氣與努力，也認識更多罕病家庭需求，

無論在物資捐贈、Line pay小額捐款、就業擺

攤、喘息活動合作、病友才藝展覽、合唱團交

流等方式，都可以幫助罕病病友建立自信、自

立生活。高偉科技義賣所得，將全數用於罕病

病友全方位照護計畫，保障病友日常生活。

愛的宅急便　企業做伙來

文/李紫忻（中部辦事處活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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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家參觀重返王貞治 榮光の軌跡展覽。 ▲孩子們收到新春圓夢計畫禮物都笑開懷。

重返王貞治　榮光の軌跡展覽

談到棒球，無人不曉王貞治先生名號，他

曾以「稻草人式打擊法」聞名全球，球員生涯

一共打出868支全壘打，世界職業棒球選手個

人最多全壘打及創新日本職棒記錄。

「王貞治展　榮光の軌跡」展覽，將福岡

巨蛋「王貞治博物館」原型移至台灣展出，讓

許多球迷可以重溫回憶，展覽分為三區，第一

區以照片、實物展示等方式，介紹王貞治的成

長歷程。從高中棒球名投，進入巨人隊，甚至

成為世界全壘打王，退休後執教和推廣棒球。

第二區展現他滿滿獎盃和球棒，記錄他球員生

涯的豐功偉業。第三區影片區，播放王貞治比

賽、訪談等寶貴影像，讓球迷們興奮不已。

2月22日（六）寶悍運動平台股份有限公

司邀請19位病家一同參觀，讓身體不便、卻又

愛好棒球的病友一飽眼福。導覽過程中，寶悍

特別邀請兄弟隊周思齊先生陪同，大家看見神

秘來賓時，驚喜若狂，爭相合照和簽名。小病

友興奮的說：「我的第一顆簽名球是周思齊！

今天再次看見本人，特別開心！」如此難得的

偶遇，讓大家開心地滿載而歸。

中山醫心理系  新春圓夢送溫情

中山醫學大學心理系顏同學眼看春節將

至，盼望罕病的孩子可以收到喜歡的禮物，

開心過新年。2019年底，他發起禮物募集活

動，號召校內同學響應認養病友圓夢禮物，讓

簡單的付出成為最佳的新年祝福。

2020年1月9日（四）中山醫學大學同學

們帶來了5份愛心禮物，每份皆是學生們的心

意。威廉斯氏症的小恩及狄喬治氏症的小恩分

別收到玩具小火車；卓飛氏症的小懿則收到上

學會用到的彩色蠟筆組；Treacher Collins氏症

的跳跳收到可以練習口語能力的繪本；威廉斯

氏症的小紅豆則是拿到精美的文具組。小小的

圓夢禮物，為年末新春之際帶來暖流，同學們

紛紛給予小病友們祝福與鼓勵，並期勉在學習

路上持續向前。

感謝中山醫學大學心理系顏同學的愛心號

召，推展富有教育意義的新春圓夢計畫，一方

面協助罕病的校園宣導，更結合公益活動，善

用自己的能力，幫助罕病兒童，著實可貴，十

分值得肯定。

文/李紫忻（中部辦事處活動專員）

向下紮根  溫情滿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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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理、高雄區域中心黃舜容顧問以及與會貴

賓。本會將善款全數用於病友各項服務，因為

你們的支持，愛，永不罕見！

高雄抗癌鬥士表揚會

「癌症」讓人聞之色變，一旦罹患癌症，

整個家庭都將面臨漫長的抗癌之路，如同罕病

病友面對一輩子的疾病跟隨，與之抗戰共存。

高雄市抗癌服務協會成立25年來，致力服

務癌友，期盼每個抗癌成功案例都能提供他人

正確的抗癌觀念與激勵，協助大家早日脫離病

魔，重拾生命的力量。抗癌服務協會張汝惠理

事曾受南區天籟合唱團梁華蓁老師邀請，前來

帶領團員們練唱，自此與罕病病友結下如朋友

般的情誼。

12月14日（六）高雄市抗癌服務協會於

高雄師範大學舉辦「抗癌鬥士表揚暨歲末聯歡

會」，南區天籟合唱團帶來5首歌曲，病友特

別帶來自創曲，希望與癌友們相互鼓勵。「讓

我們一起跳舞吧，只要手牽手就有熱量，溫暖

城市邊邊角角的冰寒，我們旋轉轉旋轉…」。

感謝高雄市抗癌服務協會邀請南區天籟合唱團

演出，讓團員們不再是受助者的角色，而是演

「我的媽媽告訴我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

力……」，舞台上傳來一首首動人旋律，原

來是罕見南區天籟合唱團美妙的天籟。適逢

年末，許多愛心企業邀約本會天籟合唱團為

尾牙、公益晚會等活動獻唱，不僅帶領社會

大眾關懷罕病，亦建立病友們演出的信心，

心中擁有無限溫暖。

一銀高屏區  歲末聯誼晚會

第一金融集團長期奉獻公益，於1999年

成立財團法人第一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積極

推廣教育公益及藝文活動，每年辦理音樂會時

亦會邀社福團體共襄盛舉。

12月11日（三）南區天籟合唱團受邀於

第一銀行高屏區歲末聯誼暨公益晚會演出，

帶來：小小的夢想、巧克力人生等5首動人曲

目。團員們藉由歌聲傳達正面力量，「人生就

像是一盒巧克力，你永遠也不知道下一顆的滋

味會是什麼」，如同我們永遠不知道下一刻會

發生什麼事，因此更要把握當下，活得精采又

有意義。台下聽眾們全神貫注，曲畢熱情掌聲

不斷，無疑是對病友最大的鼓勵。當日，第一

銀行捐贈本會2萬元整，感謝第一銀行鄭美玲

天籟之聲　罕見之愛

文/趙雅庭（南部辦事處活動專員）

▲罕病病友們藉由歌聲為高雄市癌友加油打氣。▲第一銀行邀請南區天籟合唱團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