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
廉斯氏症候群（WS）的致病原因為第七號染

色體長臂上的17個基因（7q-11.23）缺失所造

成。主要為自然發生的突變，機率約兩萬分之一，

其復發率小於1%；極少數來自父母的顯性遺傳，復

發率高達50%。

WS病人表現的特徵包括：（1）臉部特別的外

觀；（2）心臟血管病變；（3）輕度運動智能發展

的遲緩（59-97%）。

WS的診斷以Elastin基因作FISH，可確定90%的

病例。

對父母及醫療團隊來說，最大的迷思為他們特

佳的語言能力、過度友善的個性及音樂才華。這方

面的研究不算多，我們綜合各文獻，對WS的音樂才

華做些整理。

1  首先由腦部構造／生理來看：

(1) WS腦部皮層的迴轉整體增加，其中

以右腦的頂葉、枕葉，左腦的額葉特

別明顯。（2002 Schmitt, 17例）

(2) 功能性磁振造影顯示，不同於對照組

在上顳葉及中顳葉的處置；WS病人

在右腦杏仁核，廣泛的皮層及下皮

層構造，包括腦幹在處理音樂及噪音

上出現明顯的活化，可見WS相較於

常人有不同的神經功能結構。（2003 

Levitin）

2 音樂學習行為上發現：

(1) 對音樂的喜愛很早出現、程度高、

學習樂器的比率高，表現也不錯；

且音樂可減少WS病人焦慮和恐懼的情緒表現。

（2005 Dykens，2005 Levitin） 

(2) 與常人相較，在音樂的表現及參與幾乎相同；而

且他們對音樂的整體及局部出現的差異察覺度同

樣好，而常人則在局部差異的察覺較不準確。可

能與病人其他學習上，重視細節有關聯。（2005 

Deruelle，2004 Levitin）但細分各項能力時（14

例，12歲WS與同齡對照組比較），WS對音階、

節律及情感表現的解讀上較差，WS在音樂的表

現上與常人相似。（2001 Hopyan）

(3) 與唐氏症（DS）、小胖威利症候群（PWS）相

比：WS較早出現對音樂的愛好，喜愛音樂的程

度與DS相同，皆遠高於PWS；WS對音樂的情緒

反應較強；音樂對他們的影響持續較長；對音

樂理論的學習WS優於DS、PWS而與常人相近。

（2004 Levitin）

威廉斯氏症候群病人的音樂能力研究
威廉斯氏症候群兒童天生充滿了音樂細胞。本會與台中榮總遺傳諮詢中心在7月中於東海大學附設小學開辦

三天兩夜的音樂夏令營，邀請音樂老師對該症病童的音樂鑑別、演奏與吟唱等能力進行了解，藉此活動提供

家長與教育者對孩子能力的衡量。這一期的「罕病新視界」，台中榮總兒童醫學部徐山靜醫師更深入為家長

解析該症病童超優的音樂天賦，以加強對其行為能力之認知與瞭解。

文◆徐山靜醫師（台中榮總兒童醫學部）

5威廉斯氏症候群兒童與生俱來特佳的語言能力、過度友善的個性及音樂才華，

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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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音樂學習的介入：

最有意義且難能可貴的一篇文章是Sally Reis

等人2003年發表他們對16位WS病人連續2年，每

年以10天住宿型夏令營給予開發式教育活動的成

果報告。

營前評估方面，研究者對WS過去的音樂參

與及表現用問卷、自錄影片與電話訪談（1.5至2

小時）方式收集資料。營會期間再作現場觀察、

樂器測驗、面談、及上課錄影。所有資料彙整

後，由包含18位成員的音樂老師（4位教授、12

位研究生、1位護士及1位行政員）每日執行小班

教學（5至6位學生）或個別教學，唯有合唱為全

體參與。課程有合唱、一般音樂、各種樂器、聲

樂、創意動作、利用加強音樂來增加分數及教學

能力（數學每日2節各40分，每週上課5天）。另

外有戶外教學、戲劇課及社交節目。

結果：

1   共10位父母認為他們的子女很有才華，結果有

5位有高度技巧，他們來自父母非常投入的家

庭；5位父母頗為實際，認為子女只是較一般人

稍好。

2  10位曾學過樂器，11位參加過合唱團。

3  對數學，他們自認能力差，且討厭數學。

4  其他發現：他們具同理心、關懷、仁慈的性

格，熱情而喜歡學習，及喜歡彼此生活在一

起。3位較內向，其餘非常外向、友善。7位為

聽覺學習型，6位為視覺學習型，餘3位為混合

型。他們頗能適應常規活動中所做少許的生活

技巧的改變，及學習經驗的改變。對WS診斷也

在營會結束時較為自在。

討論與建議：

1. 參與者在音樂技能及數學上均有進步。但個人

差異頗大，各別化的評估有需要。

2. 教育者不應注意他們的弱勢／缺點，而應正向

強化他們的優點、興趣及愛好。

3. WS常自我設限，2／3的患者做事缺乏彈性，此

固執也表現在音樂上，但在我們的強化課程中

他們有正面的改變，或許與本研究的特殊教學

策略有關。

4. 建設實際應用：(1) 學理的學習可融入才能強化

教育中；(2) 父母參與很重要；(3) 對學障孩子

做完整的評估；(4) 不對這些特殊孩子作制式

的計劃，根據興趣、學習方式和喜好而規劃學

習，較有幫助；(5) 個人差異大，應避免成見；

(6) 會員在營會中的快樂，增進了他們對音樂及

數學的學習，也找到了歸屬感。

我們的總結，WS有特殊的音樂反應和興趣，若

能利用此優勢給予才能啟發式的教學法，配合

個別化的教育規劃，將達成最佳的全人教育成

果。

5專家藉由音樂活動了解威廉斯氏症候群兒童與音樂相關的鑑

別、演奏與吟唱等能力。

  

專家藉由音樂活動了解威廉斯氏症候群兒童與音樂相關的鑑 5小朋友們對音樂有一種說不出的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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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大專院校系列簡介（二）
本會繼前期介紹3所無障礙設施教完善的大專院校之後，

本期針對中、南部地區介紹3所的大學現況，以提供罕病身障學子更多就學的選擇。

文◆ 江明玫（本會研究企劃組前專員）

南華大學	用心加創新

靜
宜大學是一所以成為「最為學生著想的大

學」為目標的天主教大學，。除了注重無障

礙的校園空間外，在學生輔導方面更是用心。

學校歷史悠久，原址位於台中市區，民國76年

才搬遷到現址沙鹿，主要建築初設計時並未完整考

量無障礙設施，加上校區位於山坡地，就環境而言

似乎不利身心障礙學生活動。幸而校方相當重視無

障礙空間，將其視為校園環境的一部分，因此不需

另立特別預算才能改善，而是在每年維修計畫中均

編列增添或改善無障礙設施，且列為優先事項。

值得一提的是，靜宜大學並不將身心障礙學生

視為＂特別的＂，而是與所謂一般學生相同，因此

位
於嘉義縣的南華大學，成立於1996年，是所

相當年輕的學校，以重建人文精神為目標，

也相當重視身心障礙學生的就學權益，更獲教育部

評選為95年度大專院校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辦理

情形績優學校。

南華大學於2001年成立資源教室，共設有2處。

資源教室空間寬敞、設備充實，適時提供身心障礙

學生服務。另外校方特別針對身心障礙學生需求，

用心設計了許多貼心裝置，例如在各資源教室及宿

舍設置「呼叫警示鈴」、「視覺提示系統」（緊急

狀況閃燈）、訪客鈴及求助鈕，有效協助聽、視障

學生接收與反應外界訊息。

另外，大部分教室都設有點字門牌（如圖），

將教室門牌字體放大同時輔以點字功能，置於方便

視障學生辨識的視野範圍。即使在預算不足情形

下，仍堅持以手工方式製成大部份的點字門牌，如

此用心及創新的做法也獲得學生肯定。

在無障礙空間方面，除了早期舊大樓的階梯教

室外，90%以上校園皆已達成通行無障礙的目標。

值得一提的是，南華大學在建設無障礙校園時秉持

的理念並非僅以身心障礙學生為服務對象。國際上

對於身心障礙的界定，已不再將其區隔為單一族

群，而認為障礙是一種狀態，是每個人都可能面臨

到的狀態。每個人都可能受傷，都會老化，因此每

個人都可能需要無障礙設施。正是有這樣的認知，

所以南華在打造無障礙校園方面更是積極。

校方也鼓勵身心障礙學生參與校內各項活動，

讓學生在過程中發現潛能、肯定自我同時培養適

應社會的能力。希望身心障礙學生能在友善與安

全的校園環境中快樂學習。相關訊息可洽詢南華

大學學生輔導中心資源教室：http://mail.nhu.edu.

tw/~staffair/new-web/b--sstudent/html/member.html)

靜宜大學	同中求異靜宜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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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來，教育單位對於無障礙校園的重視與日

俱增，許多學校也開始關注身心障礙學生在

校活動與學習遭遇的困難。有的學校偏重校園無障

礙空間的建置，有的學校則重視輔導機制的建立，

而獲得教育部頒發無障礙校園環境績優獎的樹德科

技大學則兩者兼之，對身心障礙學生的協助可以說

是全方位。

在無障礙設施環境上，樹德科大不僅獲得績優

獎項的認可，更獲教育部建議提供其他學校參考。

校方表示，一個無障礙的校園環境也許無法增進校

園整體美觀，但卻可以讓校內身心障礙師生在最少

限制的環境中快樂學習。

樹德科大不僅在教學環境上注重無障礙設施，

在學生生活及休閒區域也用心考量與設計，並且徵

詢身心障礙師生，以實際需求作規劃。在學生宿舍

方面，更是依個別化需求建置，並安排一般生協

助。由於部分教室高低差達四層樓，為了方便身障

學生通行，校方特別設置了三座戶外無障礙設施升

降機。這對身障學生而言，上下樓梯不再造成困擾。

除了行無礙外，在學習工具上，學校也提供肢

體障礙學生專用的影印機、製圖桌；視障學生專用

的大螢幕、擴視機；聽障學生專用的FM調頻系統及

各類輔助設備。

學校諮商與生涯發展中心附設資源教室，也就

是「向日葵家族」，負責協助身心障礙生在校的生

活與學習。在輔導機制上，除了各項就業與升學輔

導，學校也相當注重身心障礙學生的休閒生活，時

常舉辦自強活動、娛樂活動。另外不僅重視身心障

礙學生的心理輔導，也教導一般生對身心障礙正確

觀念的建立。

一個對身心障礙學生友善的校園，不僅要「行

無礙」，更需「心有愛」，樹德科技大學努力讓無

障礙校園充滿愛，相信身心障礙學生都能感受到這

份用心。相關資訊可洽詢樹德科技大學諮商與生涯

發展中心http://www.sao.stu.edu.tw/諮商中心/index.

html)。

希望身心障礙學生在學習上能融入一般學生。然而

在＂同＂中也注意到＂異＂的部份，重視學生個別

差異，就不同的需求給予適切的協助。這從身心障

礙學生輔導工作計畫上可見一般：靜宜大學於85年

成立「資源教室」，由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中心負

責統籌規劃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工作（又名「蕙心輔

導工作計畫」）。提供課業輔導、生活輔導以及心

理輔導，並協調相關資源系統共同建立輔導網絡。

在身心障礙新生入學前的暑假，學校會召開

「身心障礙新生暨家長座談會」，事前針對家長期

待與學生需求做基本評估，設計解決方案，包括學

生上課動線，盡量讓身障學生能無障礙的行進，同

時先行了解學校環境及可利用資源，以利開學後生

活適應。選課完成後也會針對每位身障學生再做評

估，如舊建築的教室門檻過高則設計活動小斜板，

或與課務組協商是否更換教室。在課業學習上，除

了加強課業輔導外，校方更聘請工讀生協助上課錄

音、製作筆記、校對、報讀及掃描資料等。

所有軟硬體設計都在於協助身心障礙同學順

利適應學校生活。然而，除了學校及其他同學的協

助外，靜宜大學更著重讓學生認識自己的能力，肯

定自我的價值，並以此培養獨立的精神。包括學習

如何評估自己需求，如何獨立或在最少協助下達成

目標。身心障礙學生應能在校感受到貼心的關懷

更能學習到自立的能力。罕病學子如有興趣報考

就讀，相關資訊可向靜宜大學學生事務處諮商輔

導中心洽詢：http://www.stu.pu.edu.tw/osa/subjet2.

jsp?sub=2&unit=6 

樹德科技大學	

最少限制的環境		更快樂的學習

   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  會訊  2007. 08   2�



5于美人 著　

　春光出版

「面對」，就不難
文◆ 洪瑜黛（本會研究企劃組組長）

5卡洛‧沙巴

達－惠倫	著

張老師文化	出版

悲
觀者難免認為：人生是一連串的折磨與苦難，要不怎麼失戀、落榜、離婚、失業、生

病、死亡……等讓人傷心難過的事件，幾乎在你我周遭中隨處可見？同樣的遭遇，在樂

觀者眼中，卻能化磨難為考驗，藉由這些痛苦悲傷的事件讓生命更圓滿，他們是怎麼做到的？

且讓「面對」一書中的故事慢慢告訴你。

曾晴是個3歲的小女孩，幾次到了鬼門關前又回來，她對生命的熱情，讓旁人學會堅持希

望；育宜就像個住在喜馬拉雅山上的缺氧女孩，雖然生命可能比一般人短暫，但她堅持以行動

完成生命的期待；一個家裡出現兩位小孩同時罹患罕病的巫家，仍能懷著尊重生命的態度，遠

赴非洲去關心他人的貧窮與肌餓，讓我們學到「在別人的需要上，忘記自己的苦難。」

同時遭受三種絕症折磨的子衿，臉上永遠都掛著微笑，因為她懂得謙卑，覺得能夠活著就

是一件快樂的事，如果再不笑，也許就來不及了；罹患無藥可醫的罕病，玉欣的樂觀卻也是無可救

藥的！她的強烈鬥志教會了我們：如果連死都不怕，又怎會沒有勇氣活下去？而將格局由處理家事

擴展成天下事的陳大姐，雖然家有病兒，卻不忘幫助同在黑暗中無助的人的迫切需要。她的成熟，

讓人暸解成就生命的喜悅。

如果你曾在生命困頓時找不到出口，就讓這本書中的故事，陪你尋回面對生命的勇氣。

是試煉，也是祝福！
「攀越魔術山」　罕見疾病的試煉與祝福
文◆ 廖錦惠（本會研究企劃組專員）

「一個很有智慧的老婦人曾告訴我：『如果妳生下有病的孩子，那是因為上帝知道妳有

能力撫養他。』」

―瑞典的瑪麗•海柏特，兒子雨果今年6歲，4歲時診斷出罹患FOP

如同某些罕見疾病，FOP也有拗口的病名、令人心碎的發病歷程，以及不明的發病原

因。全名是進行性骨化性肌炎，是一種極為罕見的遺傳疾病；最早的病例報導可追溯到西元

1692年。3百年來，文獻上有跡可尋的病例總數卻仍不超過千人，發生率約為2百萬分之一。

FOP會使肌肉與結締組織變成骨骼，慢慢形成第二幅骨架，而使得身體無法活動。

一看英文書名，原先以為是尋找魔術山的意思。其實finding也有發現、得到的含義。在作者的

魔術山上，有摯愛的丈夫和5位寶藏般的孩子，其中一位叫做文森的孩子，罹患了FOP。她的魔術山

裡有生命的挫折、也有失落，但更多時候是一位母親的堅強與鍥而不捨：有時是努力後發現關卡背

後，竟是上帝預留的禮物，有時候也會遇到用盡全力過後，才發現需要學習的是捨得。無論是否罹

患罕病，也許在生命的魔術山上，都有為我們量身訂造的關卡，闖過一道道試煉後，才能領受那

些如寶石般璀璨、如果實般鮮甜的生命禮物。（註：關於進行性骨化性肌炎更詳細的資料，請

參考本會出版的疾病單張，或上本會網站查詢http://www.tfrd.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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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公斤的生命」是肌肉萎縮症病友張恆鈞的媽媽（陳台秀女士）所記

錄兒子的成長手札，記錄著用熱情與勇氣書寫生命的罕病小鬥士與疾病對抗

的歷程，記錄著從絕望中成長的堅強母親陪伴孩子的心情點滴。

恆鈞4歲發病，被判定無法活過20歲，然而他多次戰勝死神，堅持即使忍

受各種疼痛挫折也要努力活下去，並且活得有尊嚴、活得很精采。一般人難

以想像，為了唸書這樣一個單純夢想，他必須忍受怎樣的病痛折磨！然而對

於知識的渴望，使他再艱難也要讀書，而且要做到最好。恆鈞從小到大在校

成績優異，即使因為疾病使體重掉到只有28公斤，也從不放棄學習，即使帶

著氧氣鋼瓶與抽痰機也要參加大學指考，並在未加分的情況下，考上國立高雄師大數

學系。疾病並沒有磨蝕恆鈞的意志，他把握生命的每一天，挑戰生命的極限。疾病也

沒有侵蝕恆鈞善良的心，多年來他將所得獎學金捐助給更需要幫助的人，更先後獲得

「總統教育獎」與「熱愛生命獎章」！

張媽媽為恆鈞記錄了一路走來的艱辛與喜悅，也記錄了長期照護者所面臨的社會

壓力與心靈成長。恆鈞發病初期，全家人的生活也有了改變，許多困擾與麻煩無止境

的襲來。任何一位平凡的母親，遭逢遽變都會驚慌、也會無助，但張媽媽在恆鈞的堅

強與努力中自我成長。因為恆鈞想活得精采，她開始學習如何居家照顧身體障礙的孩

子，開始跟冷漠的社會體制對抗，學會如何爭取應有的權益，懂得如何讓孩子快樂的

學習與成長；她沒有被擊倒，反而更堅強，也因此獲得高雄市政府頒發「自強媽媽」

獎章。

恆鈞發病至今，一家人從沒有自怨自艾甚或憤世嫉俗，而是積極樂觀、自我突

破，讀者從書裡感受不到怨天尤人的不滿情緒，只是充滿走過陰暗、迎向陽光的喜

悅。

張媽媽說：「我不是作家，寫不出華美的辭彙。」事實上，她用最樸實的文字撼

動了讀者的心，「我想要傳達的是，恆均所展現出來的生命能量及生活態度。對我們

來說，是一種圓滿。雖然這圓滿存在於一個不完整的旅程中，我想這就是人生。」

恆鈞成長的過程有許多人的協助，但更多的是冷嘲熱諷與質疑。學校與政府不僅

不主動協助甚至刁難質疑，社會的不理解與歧視比疾病本身更令人恐懼！希望「28公

斤的生命」一書能讓社會大眾了解與尊重身心障礙者，並使政府真正逐步落實對身心

障礙者的保障與服務。

5陳台秀著

 書泉出版社

想瘦，享受？
「28公斤的生命」　需要多少勇氣與熱情？
28公斤 承載著成長的艱辛

28公斤 裝滿一顆想飛的心

28公斤的身體 禁錮不了自由的靈魂

28公斤的生命 揮灑出美麗的詩篇

文◆江明玫（本會研究企劃組前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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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能靠輪椅行動、全身只剩手指有力的奕凱，

靠著相信、渴望自由的力量，沒有力氣的他

說出了最震撼人心的一句話：「自由是生命中最重

要的事。」因著這句話和背後的信念，我們踏上紐

約畫自由女神。旅途中罹患肌肉萎縮症的兩兄弟的

跋涉和困難，絕非一般人所能想像的到；然而，也

正因為困難重重，讓他們的每一步更顯珍貴。

紐約朝聖去！

在各界的努力奔走下，奕棋、奕凱終於要出發

去紐約了。看似簡單的行程，卻內含了許多困難，

從在機場報到開始、候機、登機到坐進機艙內的座

位，都需要人手協助推進推出、抱上抱下，更別說

在紐約要怎麼行動了。還好，慈濟紐約分會知道兩

兄弟要來，安排了許多師兄師姐一路陪伴我們。在

大家的陪伴下，奕凱、奕棋走過了綠草如茵的中央

公園，在動物園裡看北極熊跟企鵝，到大都會博物

館看埃及木乃伊棺材，紐約自然史博物館看恐龍化

石，在蘇活區享受紐約文化氣息，到時代廣場感受

燈光炫目的刺激，每個轉眼都有新的事物出現、每

個街角都是新的眼界、新的體驗！對奕凱、奕棋來

說，紐約的事物花花綠綠豐富精彩，恨不得看遍這

個城市，兩個人還會為了想坐風景較好的前座而搶

著上車呢！

與自由女神像相見的那天，奕凱、奕棋非常準

時地6點就起床，帶著前一晚就準備好了的畫具、紙

張和眼鏡，迫不及待地想出發。到了自由女神島，

奕凱和奕棋像是朝聖般的，很快地選了角度，就開

始專心的一筆一筆畫了起來。藍天下的自由女神似

乎在對他們微笑，告訴他們身體限制不了心靈，真

正的自由存於心中。而不論身邊有多少人圍觀，奕

凱、奕棋的眼光始終停留在自由女神像，手中的畫

筆不曾停止，專心地勾勒出他們對自由的渴望。奕

凱笑著說：「跟電視上看到的不一樣，真的自由女

神像很大、很漂亮。」奕凱的手沒有力量，只能用

身體支撐著手臂，用身體的力量一點一點畫著，然

肌萎兄弟的自由之旅
奕棋奕凱飛越太平洋挑戰生命限度
侷限在輪椅上的身體如何擁有自由的心？萎縮無力的軀體要怎麼旅行？

讓奕棋、奕凱兩兄弟來告訴大家，關於信念、愛和驚喜的旅程。

這也是本會首次的病友圓夢計劃，感謝各位的善心，

讓這趟旅行得以順利成行。

文◆張延綾（本會秘書）

5自由女神像，我們終於到了！

5奕棋與奕凱比下的自由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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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的畫作卻不像是雙手無力的人畫出來的，筆觸

深刻有力。當自由女神一點一點地出現在畫紙上，

就像一個夢想逐漸成形、實現。

陪著兩兄弟專心畫畫的媽媽林金蓮說：「這次

的旅行真的像個太好的夢，我都沒有辦法想像自己

和孩子已經在這裡了。要不是有那麼多人幫忙，我

們是不可能來到這裡的，他們也沒有辦法完成他們

的夢想。孩子們能圓夢，就是最棒的事了。」

身體力行慈悲心

從一獲知兩兄弟要來，慈濟紐約分會早早做

足各項準備，不但租了一台可容納電動輪椅的箱

型車，還安排有醫護背景的師姐每日隨行。在紐約

的5天裡，慈濟的師兄姐們每天一早就來到旅館接

我們，陪我們走每個行程，對兩兄弟照顧得無微不

至。每位師兄姐都是頭髮半白的長輩，卻願意屈膝

為兩兄弟綁緊安全帶，在豔陽下為他們撐上一小時

的傘，捲起褲管和袖子幫媽媽為兩兄弟洗澡更衣，

或陪著他們講解博物館展覽品，忙得滿頭大汗卻不

以為苦。慈濟紐約分會負責人濟舵師兄說：「我們

很感恩奕棋和奕凱兩位小菩薩，讓我們有這個機會

能夠服務他們，讓我們學習珍貴的一課。」在這些

令人尊敬的長者身上，我們看見了他們對生命的尊

重，在身體力行中，示範生命的價值和愛的實踐。

驚喜不斷

每天，兩兄弟都有不同的驚喜：開設中國古玩

店的林先生邀請他們到店裡參觀古物、吳師姐帶著

Haagen Dazs冰淇淋來看兩兄弟、Tony師兄請他們到

他的餐廳裡看鐵板燒火焰秀、段師兄為兩兄弟帶來

王建民的球衣和自由女神像公仔、蔡肇逸師兄為他

們安排參觀棒球比賽、楊愛倫眾議員準備了西瓜汁

與禮物，連記者叔叔都送給他們王建民的照片！大

家帶給兩兄弟滿滿的愛，讓媽媽感動不已，「我從

一下飛機開始，沒有一刻是不想哭的，因為大家對

兩個孩子的照顧跟關心，真的讓我很感謝。在大家

的支持下，我真的是要很積極地帶著孩子繼續走下

去。」帶著這些祝福，我們更有力量去面對生命的

挑戰。

獻上感恩

回到了臺灣，紐約行的記憶還歷歷在目，因為

有這麼多人的愛心和幫忙，奕凱奕棋才能順利完成

這趟旅行。感謝羅立群先生的愛心贊助，支持兩兄

弟追求夢想；因為有外交部在辦理美國簽證上的協

助，他們才能順利踏出國門；因為中華航空貼心的

服務，兩兄弟才能在長達17個小時的飛行中，舒舒

服服；感謝北醫耳鼻喉科徐啟翔醫師的隨行，注意

兩兄弟的身體狀況，還擔任苦力搬運兩兄弟；還有

慈濟紐約分會的師兄姐們，沒有你們，我們在紐約

幾乎是寸步難行的。還有太多太多一路上給奕凱、

奕棋加油打氣的人們，謝謝你們！

歡迎到奕凱奕棋紐約行的部落格逛逛http://

tw.myblog.yahoo.com/taiwanraredisease

5看到真的恐龍化石，好大、好可怕喔！ 5看到北極熊，大開眼界。 5奕凱很用心的觀賞畫作，想必是在構思自己該如

何創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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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始對罕見疾病有較多的了解，是當

我知道泡泡龍凱文的故事。看到凱文

這樣一位必須每天面對身體病痛卻又樂觀

面對人生的罕病小朋友，讓我深深的感動，

感受到這群「不平凡」遭遇的人真的是不平

凡。我開始思考，怎麼樣為這些罕病的大小

朋友做些事。

每年我都會贊助一個公益團體，舉辦名

人手模義賣活動。今年除了希望贊助罕見疾

病基金會之外，我還想特別為這群罕病朋友

們帶來不一樣的經歷，那種在他們可能短暫而又 特

殊的生命過程中，留下珍貴扉頁的特殊經歷。幫助

罕病病友的「圓夢計畫」就在這樣的想法中孕育而

生。

相握的手模　一輩子的鼓勵

有模有樣造形藝術工坊的這項「圓夢計畫」，

就是幫助病童尋找他們喜歡的偶像，請偶像製做手

模贈送病童，並且為他們加油、打氣，甚至與偶像

面對面接觸，製作兩個人緊握雙手的手模，作為此

次會面的永久紀念。

取手模過程中，必須緊緊相握超過10分鐘，

不僅能讓病童感受來自偶像的手的溫暖，對他們

來說，近距離與偶像接觸，接受偶像當面鼓勵，更

是此生非比尋常的經歷！將相握的雙手永遠保留下

來，那份特殊的記憶將會永久、鮮明地保存起來，

10分鐘的打氣會是一輩子的鼓勵！

罕病基金會代言人楊玉欣小姐曾說過，因為她

的行動需要靠他人扶持幫忙，所以這一生握過最多

人的手，別人的手給她「最多的溫暖與幫助！」所

以，如果讓病童握著的不是別人的手，而是自己心

儀已久的偶像的手，那肯定是非常特殊的經驗。

與偶像相見歡　病友難掩興奮

為更深入了解罕病病友以及他們喜歡的偶像，

我們請基金會讓我們先拜訪幾位病童，包括喜歡吳

宗憲的玻璃娃娃靖瑄、以黑人為偶像的無汗症哲

維、患有肌萎症但仍愛台啤球星的小溥等。我發

現，這些罹患罕病的小朋友們，即使外觀、長像不

同於一般人，也必須時常接受醫療診治，但是他們

卻活得很正面、積極、樂觀的看待自己與未來，堅

強得令人心疼。這群小朋友值得我們付出關懷與幫

助，也是最佳的生命鬥士，更是關於生命最好的教

材。

在活動進行的過程中，有幾位病童能與偶像相

見歡，並且共同製做留下相握的手模，讓人感覺非

名人大「手」筆
手模公益競標化瞬息為永恆
包括台中市長胡志強、亞洲小天王周杰倫與超馬林義傑等超過60

位知名人士參與的「手護罕見，幸福再現」競標活動，主辦單位

有模有樣造形藝術工坊除了將義賣所得全數贈予本會之外，安排

病友與偶像面對面、手握手取模，更足以讓病友畢生難忘！

文◆劉文平（有模有樣造形藝術工坊總經理）

人手模義賣活動。今年除了希望贊助罕見疾

病基金會之外，我還想特別為這群罕病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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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溫馨，包括靖瑄與吳宗

憲、徐乃麟與阿賢、黑人

與哲維、水蜜桃姐姐與昕

喬、偉哲，還有林義傑與家

幗等。罕病的朋友們首度與偶像

見面大多都很害羞、話不多，但卻難

忍心中的喜悅。

玻璃娃娃靖瑄在與偶像吳宗憲見面之

後，雖然臉上的表情很「正常」，

但是在還沒見到偶像之前，卻是

二步併一步的小跑進後台化妝

間。回到基金會之後，靖萱忍

不住興奮的展示衣服上的憲哥

簽名，給所有的大哥哥、大姊

姊看，還高興得在辦公室裡跑來

跑去，直到回家的路上，都仍是情

緒高昂的狀態。

難得的經歷　人生的支持力量

在與黑人陳建州會面時，黑人告訴哲維自己以

前唸書時的辛酸經歷，他曾因為太胖而受到同儕嘲

笑、排擠，甚至被喜歡的女生討厭而受傷，但是他

不忘告訴自己，一定要過得更好，用自己的經驗來

鼓勵哲維，遇到挫折不要氣餒。對病友來說，這些

互動經驗必定是難能可貴的回憶。

由偶像親自鼓勵這些病友，在他們心目中留下

的記憶自是深刻又甜美，所得到的效果當然也是雙

乘加倍、甚至更多！希望這些經歷都能夠伴隨著他

們成長與生活。與偶像相握的手模作品不僅代表人

生值得珍貴蒐藏的紀念，也能成為他們人生的路上

一份重要的支持力量！

在開始聯繫名人參與手模製作義賣的過程中，

發現這個世界很可愛！許多人不僅願意伸出手做公

益，甚至起身呼籲社會與身邊的朋友們付出關懷與

愛心，共同幫助罕病朋友們；這是整個過程最令人

感動、也是收穫最多的部分。而罕病基金會的同仁

們充滿活力、熱情與真誠，讓合作的過程順利、愉

快。我深信，這個社會因為這些有愛心的朋友們，

一定會更加美麗、愈來愈美好。

                   後記

活動進行前、甚至在過程

中，身邊常有人告訴

我，或可說是「規

勸」我，認為有模

有樣藝術工坊目

前的規模還不夠

大，此時做公益

是一件吃力不討好

的事，不僅增加成

本，也無法讓公司成長

茁壯。而在公司投入活動的過

程中，我感受到，做公益

真的比做生意還難，

但做公益比做生意

的快樂更多！做

好事不能等待時

機，有多少能力

就做多少事。看

到罕病小朋友們

臉上的快樂與興奮之

情， 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不過，在活動進行中，很遺憾的聽聞3位罕病病友相

繼去世。這也告訴我們，幫助罕病的朋友要趁早，

因為他們的生命正在一點一滴的消逝中，如果你也

願意伸出手幫助他們，一定要把握現在！

喬、偉哲，還有林義傑與家

幗等。罕病的朋友們首度與偶像

見面大多都很害羞、話不多，但卻難

                   後記

中，身邊常有人告訴

我，或可說是「規

勸」我，認為有模

有樣藝術工坊目

前的規模還不夠

大，此時做公益

是一件吃力不討好

的事，不僅增加成

本，也無法讓公司成長

茁壯。而在公司投入活動的過

玻璃娃娃靖瑄在與偶像吳宗憲見面之

後，雖然臉上的表情很「正常」，

但是在還沒見到偶像之前，卻是

姊看，還高興得在辦公室裡跑來

跑去，直到回家的路上，都仍是情

程中，我感受到，做公益

真的比做生意還難，

但做公益比做生意

的快樂更多！做

好事不能等待時

機，有多少能力

就做多少事。看

到罕病小朋友們

臉上的快樂與興奮之

情， 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感謝各界名人發揮愛心、鼎力相助：

台中市長胡志強、王仁甫、王紹偉、孫協志、許孟

哲、Linda、于浩威、水蜜桃姐姐、王心凌、西瓜哥

哥、徐乃麟、閃亮大姐、閃亮二姐、閃亮小妹、統一

獅高國慶、張宇、張信哲、興農牛張泰山、許慧欣、

陳怡蓉、黑人陳建州、兄弟象陳致遠、兄弟象彭政

閔、董事長阿吉、董事長大鈞、兄弟象廖于誠、統一

獅潘威倫、蔣怡、藍心湄、藍正龍、蘇慧倫、周杰

倫、林義傑、S.H.E Ella、S.H.E Hebe、S.H.E Salina、

王傳一、王麗雅、達欣田壘、余秉諺、吳宗憲、李沛

旭、辛曉琪、林又立、台啤林志傑、林嘉綺、俞凡

鏮、姚采穎、張曼娟、張鈞甯、張韶涵、裕隆陳信

安、陳思璇、陳綺貞、裕隆曾文鼎、黃志瑋、楊謹

華、蔡健雅、蔡淑瑧、蕭亞軒、賴雅妍、戴佩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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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暑假，中華職業棒球聯盟以及有

模有樣造形藝術工坊的愛心協助

下，南部的病友終於一享和偶像球星同坐

在球員休息室看球的夢想！

「一輩子沒和球員這麼近距離，好開

心來參加！」參加7月21日在臺南球場舉

辦的中華職棒明星全壘打大賽的病友這麼

說著。許多熱愛棒球的罕病病友都報名了

這次的活動，總共有24個家庭，共51名病

友及家屬參加這次的活動。年紀最小的浩

廷只有6歲，別看他的年紀雖小，對於職

棒球星卻是如數家珍般的熟悉，坐在休息

室裡更是興奮得不

得了。

不同於以往

的明星賽，今年由

球員和12位罕病病

友一同為比賽揭開

序幕，由全壘打大

賽球星手牽罕病病

童出場，並由陳啟

文、吳宗霖兩位小

朋友引領全場唱國

歌，在近5千位球

迷面前，他們倆唱出練習已久的國歌，展現了另類

的明星架勢！

進了休息室後，只見大家一下子圍著「恰恰」

彭政閔、謝佳賢、陳冠任簽名，又圍著張泰山、林

智勝、高國慶等球員拍照，忙得不亦樂乎，球員們

也很熱情地跟小朋友玩了起來。

除了精彩的比賽之外，中華職棒聯盟與有模有

樣造形藝術工坊更獻出了他們的愛心，在全壘打大

賽中放入「金球」，只要能擊出金球全壘打，有模

有樣就捐出1萬元給本會，整場球賽不但星光褶褶、

砲聲隆隆，更是愛心滿滿、歡笑連連。最後，全壘

打大賽眾球星共敲出12支「金球全壘打」，一同為

罕病病友送出了12萬元！

我們感謝職棒聯盟對罕病的關懷，將運動家

的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為弱勢族群貢獻心力。同

時，本會也希望明年能與更多單位與團體合作，為

病友安排更多有趣的活動和新鮮的體驗，為他們留

下不一樣的人生經歷。

全壘打大賽愛心滿貫
中華職棒球星轟出十二萬獻罕病	

文◆張延綾（本會秘書）

5罕病病友各有心中最佳球員。

3林智勝與病友玩得不亦樂乎。

啟文跟宗霖唱起國歌來可一點都不怯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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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闆，我想要一隻巧虎！

那隻金魚我也要！」

台灣大哥大為了實踐社會責

任，讓更多民眾認識弱勢團

體，特別在6月底結合台灣固

網、台灣客服，在中正紀念

堂舉辦公益園遊會。當天台

固董事長蔡明忠和台灣大總

經理張孝威率先上場參與身

心障礙體驗競賽，也呼籲現

場用戶發揮愛心，使用手機

直撥「5180」捐款即可輕鬆

做公益。

當天，ALD聯誼會鄭會

長與泡泡龍病友立庭，也應

邀前往義賣充滿古早味的捏

麵人以及精心製作的串珠吊飾。雖然陽光毒辣，攤

位前仍聚集許多民眾，只見鄭會長雙手捏啊捏，造

型可愛的關公、雉雞，以及小朋

友們喜愛的巧虎和多啦A夢就這

樣瞬間出現在眼前。立庭雖然手

指沾黏、變形，卻能做出精巧的

串珠作品，甚至畫出漂亮的指甲

彩繪，也讓大家直呼不可思議。

除了義賣之外，本會的罕

病宣導闖關遊戲也深受現場小

朋友歡迎：「為什麼會有罕見

疾病啊？」、「誰會得到罕見

疾病？」台灣大哥大的企業志

工時而在現場幫忙引導闖關遊

戲，時而又忙著叫賣串珠和捏

麵人，熱情程度直逼天空中的

豔陽。活動結束後，台灣大哥

大也另捐出兩萬餘元作為罕見

疾病大眾宣導及服務之用。希望下次，大家也能滿

懷愛心繼續幫助罕見疾病喔！

型可愛的關公、雉雞，以及小朋

友們喜愛的巧虎和多啦A夢就這

樣瞬間出現在眼前。立庭雖然手

指沾黏、變形，卻能做出精巧的

彩繪，也讓大家直呼不可思議。

病宣導闖關遊戲也深受現場小

把愛送出去　

台灣大哥大愛心園遊會圓滿落幕	
文◆本會活動公關組

「

a
didas舉辦「挑戰你的不可能」

一連串的活動，是藉由全球與

在地知名運動員的親身故事，鼓勵

世人勇敢挑戰自己的夢想並積極去

面對未來；而接續在全省巡迴展

覽及徵件活動之後的YAHOO奇摩

公益拍賣活動，更是將所得全數

捐贈給本會。

本次義賣作品是adidas邀請國內本土運動員與

名人們獨一無二的IIN創作紀念作品，為本會成立

運動基金，協助本會舉辦罕見疾病運動日（Sports 

Day），讓病友走出家門「動」

起來，愉悅身心並強健體魄，更

勇敢地對抗病痛。本次共計有台

中市長胡志強、道奇隊投手郭泓

志、歌手TANK、奧運金牌選手朱

木炎、SBL球星李學林、王志群、

張智峰、羅興樑、李筱瑜、唐幼馨、何志豐／志

宏、La new投手黃俊中以及La new熊隊親筆簽名小

熊10隻等等12件作品進行拍賣。此次義賣活動共募

集6萬3千餘元，將做為罕病運動基金，讓罕病病友

都能親身體驗「動手動腳」的樂趣！

adidas公益拍賣「挑戰你的不可能」
文◆本會活動公關組

adidas「挑戰你的不可能」邀集國內頂尖運動

員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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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不去遺憾的澄清

7
月10日星期一的早上，讀到胡醫師的

e-mail：秉憲真實病因的論文被遺傳醫學

期刊《Journal of Inherited Metabolic Disease》

接受刊登。Dr. Vockley（原本誤診的美國醫

師）拒絕做為作者之一，但是願意為論文修

改，以示認同；間接承認了誤診的事實。對

胡醫師恭喜感謝之餘，不免心中澎湃不已。

印出e-mail，提筆寫著：「弟弟，醫學

的事，我們讓專業去解決；生命裡的重，你

就放下吧！別哭呀，好孩子！我們會再相聚

的。」

又一次淚眼婆娑的上山化了給秉憲。心

想：好友小慧說過，他會收到的，收到這抹

不去遺憾的澄清──一篇遲到的論文與被認

同的正確診斷。可不是？凌晨的夢境裡，孩

子回來過的，帶著不得不離去的遺憾。

思念中迷離的心事

2005年的這一天，

是個難忘的日子；秉憲

跟我去錄「點燈」，最

後一次在電視銀幕上

為罕病宣導。錄影過程

中，自14歲起常受訪的他

第一次哭泣，而且泣不成聲

的中斷錄影。當時的我，完

全沒想到摯愛的兒將離我而

遠去，只暗中度量兒子長大

了，他開始懂得坎坷人生

路上的無情挑戰；然而我

充滿自信，相信即使秉憲帶病延年，也許擺

脫不了疾病干擾，但是以他正直、仁慈、進

取的個性，會活得充實才對。拉著他的手、

輕拍他背膀，笑說：「傻孩子，哭甚麼？你

不是聽媽媽講八百遍了嗎？快別哭了，哥哥

姐姐們等收工呢！」他連忙擦乾淚痕入鏡。

究竟他是感傷歷歷在目的病程？茫然

不知的前程？還是，預感即將遠行的萬般不

捨？大男孩不再提起的心事，永遠成謎！

歌聲中的喜與淚

7月14日，秉憲兩週年祭的前一個月，在

罕見天籟合唱團演唱會專輯首播的歌聲裡，

再再忍不住熱淚盈眶的我，回想當初面對生

命殘酷本質的疑問：「生命的本質就只是：

生、老、病、殘、死嗎？」，如今，天籟合

唱團的歌聲回答、也肯定了我曾經堅持的信

念，必定另有一面積極燦爛的生命內涵才

對；那是真、善、美、愛與關懷！這些元素

也必然是天籟之音的源頭，緩解了伴同

殘酷生命本質而來的失落、創痛、憂

傷、與沮喪，帶來撫慰、了解、溫暖與

多姿多彩。

為甚麼大家在閃閃淚光中聆聽天籟

之音？想必，各有各的感受吧！

至於我，不只是為無解的思念與失

落而感傷落淚，更因為病苦生命的勇敢

奮鬥，追求真、善、美、愛與關懷的希望

而感動落淚，尤其是，感念在秉憲的引領

下，為有幸見到全面的生命實相──如此

豐盛而感恩落淚。

眼淚
我的一號表情，揮落音符間……
罕病患者秉憲，2005年夏天因醫誤離世。

在秉憲兩週年祭的前一個月，痛失愛兒的母親憶起過往，為有幸見到豐盛的生命實相而感恩涕下。

文◆陳莉茵（本會常務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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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拍賣	全心全益～歡迎有需要病友提出申請

Yahoo拍賣網為回饋社會，即日起推出「全心全益」－Yahoo!奇摩公益關懷專案。凡為Yahoo!奇摩

拍賣會員的罕見疾病病友，過去未曾有單月交易金額超過新台幣20萬元之情形者即可向本會提出，由

本會推薦參加該專案。凡經Yahoo!奇摩審核符合資格者，將可獲該拍賣網發放新台幣1萬元的拍賣回饋

金。名額有限，額滿為止，歡迎有興趣的病友儘速提出申請！詳情請參考本會網站「最新消息」。

活動期間：2007年9月1日至2008年8月31日 

申請方式：至本會網站下載申請表並備妥相關資料後寄本會研企組洪組長 

本會地址：104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52號10樓  

聯絡人：研企組洪組長02-25210717分機122；rp01@tfrd.org.tw

罕見、超優部落格「罕見優格」

與大家第一次接觸！

為使病友與社會的連繫更熱絡，本會網站新闢「罕見優格」單元，陸續介紹病友、病家、醫師與

社工員等罕病相關人員的部落格，藉由電子媒體的力量，積極結合網路資源，使病友與家屬、醫事從

業人員及一般社會大眾都能更加認識罕病，並了解其生活點滴與心路歷程。期望能超越時間與空間的

限制，創造零距離的心靈交流。您可至本會網站首頁下方「特別企劃」點選進入「罕見優格」單元，

也歡迎推薦或自薦罕病相關的部落格喔。

第九屆罕見疾病博碩士論文獎助開始接受申請

為鼓勵博碩士生從事罕見疾病相關研究，本會特設立罕見疾病博碩士論文獎助辦法，凡國內公

私立大學院校博、碩士班研究生，論文題目與本會96年度獎助主題相關者皆可申請。主題包括罕病

議題倡導與社會立法研究、罕病防治經濟效益評估、罕病社會工作相關知能研究、罕病臨床診治與

生活品質提昇之相關研究、罕病就醫、就學、就業或長期照護之相關研究、罕病流行病學研究及通

報系統之檢討。本獎助活動將於2007年10月15日截止申請，詳情請參考本會網站「最新消息」或電

02-2521-0717分機122 或E-mail至rp01@tfrd.org.tw研究企劃組洪組長。 

96年免費流感疫苗接種	10月1日正式起跑！

每年秋冬是流行性感冒（簡稱流感）肆虐之際，由於流感每年流行的病毒型別不一定相同，因此

每年均需接種一次流感疫苗。今年罕病病患再度成為免費流感疫苗實施對象，施打期間自即日起至11

月30日止。除了對「雞蛋」會過敏的病友不能施打外，出生6個月以上的病友經醫師評估後，即可進行

流感疫苗的施打。詳情請參考本會網站「最新消息」。或洽詢本會專線02-25210717分機151至155醫療

服務組。

42 2007. 08 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  會訊 



  

   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  會訊  2007. 08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