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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共計有病友及家屬196人（分屬82個家

庭），媒體朋友5人，志工31人次，醫師2人，

工作人員41人次參與。

9月
2006年罕病用藥健保總額專款確定

衛生署全民健保醫療費用協定委員會公告

2006年健保總額費用為4200億元，並於總額分

配中特別提撥罕病用藥與血友病的保障總額26

億6千萬元，使罕病病友用藥得以持續獲得保

障。

10月
 加入公益自律聯盟

本會參與公益團體自

律聯盟，成為創始會員，

共同打造國內優質的勸募

環境，本會執行長曾條昌

先生並獲選為監事。

舉辦罕病專業人員繼續教育訓練研習

本會與台北市聯合醫院婦幼院區共同舉辦

「94年度北區遺傳及罕見疾病相關人員繼續教

育訓練研習會」，與會人員約250名。

11月
先天代謝異常疾病營養手冊發表

本會與台中榮總、弘光科技大學合作製作

「胺基酸代謝異常飲食控制手冊」、「肝醣儲

積症第一型飲食控制手冊」，並舉辦先天代謝

異常疾病營養成果發表記者會及教室活動，現

場示範並教導病友及其家屬製作點心。

心靈繪畫班成果展

配合2005年國際身心障礙

者日系列活動，於台北市身心障

礙福利會館舉辦為期三天的「綻

放生命的花朵」繪畫成果展，展

出繪畫班開辦兩年來之成果，深獲民眾迴響。

罕病年度廣告「人入篇」捷運大方秀

製作「認識罕見疾病－人入篇」平面廣

告，於大台北捷運系統燈箱及車廂看板、台中

及高雄火車站等公共場所展出。

12月
召開「二代新生兒篩檢五年有成」記者

會

公布本會推行二代新生兒篩檢之成果，

包括共篩檢出14種罕病，48位罕病新生兒，及

全台灣接受串聯質譜儀篩檢的比率提升至超過

80％，受檢人數高達56萬人。

辦理「優生保健暨罕見疾病防治國際學

術研討會」

本會接受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之委

託，辦理「優生保健暨罕見疾病防治國際學術

研討會」，邀請六位歐美及澳洲之專業人士來

台共襄盛舉，也邀請國內遺傳醫學、優生保健

及罕病防治相關人士及病友團體代表，分享

我國在新生兒篩檢及罕病關懷之經驗，共計約

250人與會。

舉辦罕病電腦營暨聯歡會

本會與中華民國輔助

科技促進職業重建協會及

師大資訊教育系師生合作

舉辦「罕病電腦營暨聯歡

會」，邀集跨病類病友共

度歡樂耶誕。

本會董事長受邀擔任「健保改革諮詢委員

會」委員

本會董事長陳垣崇先生受邀擔任「健保改

革諮詢委員會」委員，並參與二代健保修法討

論。

其他榮譽：本會董事林炫沛醫師榮獲2005

年台北市醫師公會所頒發之「杏林獎」、董事

蔡輔仁醫師榮獲中國醫藥大學所頒發之「研究

卓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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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家家戶戶歡度春節之後，歲序正式跨入丙戌

年，以台灣歲數而言，1999年6月誕生的罕病

基金會已七歲大了。就如同孩童即將入學一樣，本

會也面對著新的挑戰，在這一轉折關鍵點中，本會

除延續過去的服務外，還需要擴展什麼業務，才能

滿足病友的需求及因應社會不斷的變化呢？

外界對本會的期許是多面向且深

層的，而本會董、監事會念茲在茲的更

是希望提供病友有一妥善安養照護的機

構，以及在醫學研究上能有突破性進

展，讓罕病能及早被正確診斷發現與有

效治療。秉承各界意旨，並斟酌過去服

務病友的經驗，本會在2006年推動之

業務，除持續辦理病友的生活急難救

助與醫療補助，並協助病友團體辦理

相關活動，以及對大眾與校園之教育宣導外，將加

強下列五項務實業務，分別簡述如下。

壹、與病友建立實在的接觸

一、重新建置病友檔

本會登記有案的服務對象計有2,184個病友，隨

著時光之推進，已有部分與本會失聯，有必要作一

逐案清查，並鼓勵尚未加入本會之病友踴躍參加本

會各項活動。

二、發展在地化服務

本會南部辦事處已在去年7月正式成立，2006

年3月間將遷入新址：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206號9

樓之3。在工作人員方面，亦將增置遺傳諮詢人員1

名，與原有的諮詢員及社工為南部病友提供在地化

服務。

另2006年本會亦已獲得聯合勸募協會支持，預

定在年中時，循南部辦事處成立軌跡，於中部地區同

樣成立辦事處，為中部病友們提供在地即時服務。

貳、給病友提供實用的服務

一、提供病友全人關懷服務

本會以涵蓋生理、心理、社會三個完整的全人

關懷精神來服務病友，將分別透過社工進行電話訪

問及家庭探視來發現問題、即時提供援助，聘請專

業心理治療師協助病友或

家屬度過失去親人的失

落，提供病友適當的懷孕

遺傳諮詢及產前檢查，辦

理各類醫藥專業講座以提

升病友及家屬的自我照顧

能力，輔導成立單一病類的

病友團體增進病友家庭能得

到充分同理心的支持以及壓力的宣洩。希冀由多層

面的協助，能使病友得到「我並不孤獨」的正面積

極感受。

二、建立安養照護網絡

罕病的安養照護，是長期且耗資甚鉅的需求，

因為罕病病友的疾病本身的稀少與特殊性，常被排

除於一般的照護體系之外，但只有高品質的長期安

養的照護，罕病病友才能擁有尊嚴的生命價值。本

會著手建立安養照護網絡，將分階段與相關政府單

位、病友團體、醫療照護等單位進行合作，並著手

訓練家屬照護技能，以期建立尊重病友尊嚴及自主

的長期照護服務。

三、建立罕病病友團體資訊網站

罕病病友團體常因人數單薄，欲單獨架設網

站，並進行管理維護有其實際困難。本會將建立一

個簡易的操作介面入口網站，提供各類型罕病病友

團體可在此網站內公布活動訊息，或進行疾病及醫

藥新知等相關資訊之交流。

2006年罕病業務推展新願
文◆曾條昌（本會執行長）

5藉由輔導病友團體舉辦活動，提昇病友間的
情感支持及壓力宣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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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對外界公開實際的財報 
一、整合捐款與會計資訊系統，定期公開財報

配合行政院衛生署擬實施的「衛生財團法人會

計一致性規定」，本會將修正現有會計制度科目，

並整合現有的捐款與會計資訊系統，使本會收支能

建立即時連動，增強財務正確性，並利於定期公布

財報，對外責信。

二、參與「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財務透

明化運動

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已於2005年10月正式

成立，本會乃屬創會成員之一。自律聯盟揭櫫之保

障捐款人權益、強化捐款人對公益團體信心暨公益

團體擁有合理公平生存發展空間的宗旨，與本會發

展的理念契合。希望藉由參與聯盟團體之間的相互

協力與扶助，積極展現本會自律精神，使財務更透

明，維護捐款人「知」的權利。

肆、與國際建立實質的接軌

一、與歐盟罕病組織互為會員

本 會 於 成 立 之 初 便 加 入 美 國 罕 病 組 織

（NORD）成為團體會員之一。於2005年底時，

更 與 歐 洲 罕 病 聯 盟

（EURORDIS）接觸，

2006年初並經董事會通

過，同意與其互為會

員，將進行相互入會之

作業，並進一步在醫療

新知、新藥研發及業務

活動等方面進行資訊交

流，期藉他山之石，對

國內罕病防治有所助益。

二、進行跨國性罕病病友組織及學術交流

罕見疾病雖稀少，但複雜性高，也是全人類傳

承中共同無法避免的難題。與國際罕病組織與醫療

機構交流是分享醫藥新知、照護經驗、防治措施及

權益倡導等經驗最有效率的方法之一，本會也期望

能貢獻台灣獨特的經驗供國際參考，善盡地球村一

員的責任。

2006年將持續與包括March of Dimes Birth 

Defects Foundation及 Genetic Alliance 等相關國外

知名公益組織進行聯繫與交流，使2005年國際研討

會所建立的關係不致中斷。其他列入2006年度既定

行程者，包括泰國遺傳醫學界重要學者Duangrurdee 

Wattanasirichaigoon  3月的率團來訪、參與中研院舉

行的第六屆Human Genome Organization（HUGO）

年會、派員參加NO RD  9月間於美國馬里蘭州

Bethesda舉行的年會等。

伍、和醫界共推實務性研究

持續對外徵求「罕病委託學術研究計畫」暨

提供「罕病博碩士論文獎助」，以鼓勵罕見疾病相

關研究。另籌劃罕病防治研究中心，初期擬先建立

「知識庫」，並考慮與國內相關基礎醫學研究單位

合作建立罕病「細胞庫」之保存。

綜合以上眾多而繁重之業務，本會2006年將之

區分為5大工作計畫18項子計畫，分別包括：

一、病友照護服務計畫：含1.醫療照護服務；2.生活

急難救助；3.安養照護補助；4.新生兒篩檢及檢

體國外送檢；5.病友全人關懷服務；6.罕病線上

通報系統；7.發展在地化服務。

二、病友活動計畫：含1.辦理病友大型活動；2.病友

資源募集活動；3.病友表演工作坊；4.病友在學

獎助學金；5.病友團體育成與輔導。

三、教材製作與大眾宣導計畫：含1.本會會訊與電

子報；2.罕病宣導教材製作；3.校園宣導活動。

四、研究發展與國際交流計畫：含1.博、碩士論文

研究獎助；2.罕病相關議題委託研究；3.人員訓

練與國際交流。

五、行政支援與管理計畫：提供人事、會計及總務

等行政支援，並進行內控必要管理。

本會自我期許嚴謹，在2006年工作計畫次第

展開之際，期望各界一如往常不吝給予本會督促與

支持，使本會匯集更多動能為罕病病友提供更多服

務，也為我國罕病防治業務善盡更多心力。       

5本會積極推動國際罕病組織與國

內相關單位之交流，圖為本會安

排參與國際研討會之外賓參訪台

北病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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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會2005年度出版多項書籍，包括為代謝異常的病友推出飲食控制手冊；為單一病

類的病友出版的照護手冊；為推行罕病生命教育，特別製作的生命教育手冊；以

及罕病病友就業過程的各項問題，特別製作的罕病就業專書等。

飲食手冊  讓病友吃得更安心

胺基酸代謝異常、肝醣儲積症第一型飲食控制手冊是由本會與台中榮總、

弘光科技大學食品營養系共同合作，內容提供疾病認識及飲食控制之相關知

識，備有專家精心設計之食譜供參考，以便製作適合病患食用的料理，解決病

家飲食控制的相關疑問。

照護手冊  讓照護更有信心

普瑞德威利氏症候群（俗稱小胖威利症）照護手冊、先天

性表皮鬆解性水皰症（俗稱泡泡龍）照護手冊內容深入淺出，「疾病面

面觀」單元介紹了疾病臨床症狀、診斷、一般照護及營養照護等原則，

以及遺傳諮詢等；而「心情留言版」則邀請病友或家屬分享其經驗，並

為罹患相同疾病的病友及家屬打氣。值得一提的是，在泡泡龍照護手冊中增加了病

友成長小故事，期望透過此一介紹與分享，讓病友及家屬面對及對抗疾病更有信心。

就業專書  期待照亮前進之路

罕病病友就業之路，其實比你我想像來得崎嶇，究竟真實的病友就業困境為

何？政府機關、民間團體以及雇主三方該如何來協助這些一路走來格外艱辛的罕

病病友？本會近年在勞委會職訓局及與台北市勞工局補助下，進行罕病患者就業

困境的探討與就業促進先導計畫，並將計畫結果整理為「困境與希望—罕見疾病

身心障礙者就業之路」專書。期待透過此書，使社會大眾了解罕病病友就業中遭

遇的真實點滴，更希望能藉由了解需求而改善制度，照亮他們前進的路。

生命教育手冊  紮根校園

本會為持續推動「絕地花園—罕病病友的生命故事」劇集的生命教育目標，

特別製作「愛不罕見－絕地花園劇集生命教育手冊」，未來並將主動積極推廣至

全國各級學校，以提供教師從事生命教育之教材。

手冊內容涵蓋罕病基本介紹、「絕地花園劇集」劇情簡介、病類介紹以及議

題倡導、生命省思，最後，並從生命教育三大領域（生死關懷、倫理思辨、靈性

發展）談罕病人生。手冊並搭配本會病友陳芯瑤同學的插畫，更為活潑生動。

以上書籍歡迎索取或選購，洽詢專線：02-2521-0717轉121研究企劃組。

年度好書  一次享盡
輯◆徐秉琦（本會研究企劃組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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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過了五年的努

力，台灣的二

代新生兒篩檢率終於

從10％進步到87％！

2005年12月9日，本

會特別於福華文教會

館舉行「邁向百分百

──二代新生兒篩檢

成果發表記者會」，

病友家長帶著因為二

代新生兒篩檢之串聯

質譜儀而檢驗出先天

性代謝異常的寶寶們

出席，這群寶寶們雖然罹患罕病，但卻和健康的孩

童一樣活潑好動，場面相當熱鬧。

傳統加二代  完整有效率

1985年7月起，政府已全面實施新生兒篩檢補

助，然而篩檢項目只有苯酮尿症、高胱胺酸尿症、

半乳糖血症、先天性甲狀腺低能症及蠶豆症等五種

疾病；許多罕見的隱性遺傳疾病在家族史裡不易發

現，原有的新生兒篩檢方式亦無法查覺，導致有些

父母甚至接連生下病童，造成家族無以彌補的遺

憾。

台大基因醫學部胡務亮醫師在記者會中表示，

以傳統新生兒篩檢搭配二代新生兒篩檢，是較為周

全的作法，而寶寶出生的2至5天是最佳的檢驗期，

若是等到已經對神經系統造成傷害時，可能會留下

智能障礙以及發展遲緩的後遺症。

馬偕醫院小兒遺傳科林炫沛醫師亦指出，最

近他收治一名甲基丙二酸血症病童，家長就因疏忽

篩檢，未能及早發現小

孩的代謝異常，導致語

言、動作發展遲緩，之

前還以為是腦性麻痺，

待確診時已一歲多，雖

經治療，仍留下行動障

礙的後遺症。

本會從2000年推動

二代新生兒篩檢先導計

畫至今已經5年， I N G

安泰人壽的大力支持，

是本會得以陸續完成階

段性補助計畫的重要關

鍵。這些年來，藉由串聯質譜儀，已篩檢出共計14

種罕見疾病以及48位的罕見疾病新生兒寶寶。病友

家長分享時，想到當初求醫的過程仍是忍不住感

慨：「要不是篩檢結果及時出來，就沒機會救這孩

子了！」

攜手衝高受檢率  期邁向亞洲第一

根據美國新生兒篩檢相關統計資料顯示，美國

境內已有29州篩檢8項以上疾病，更有10州篩檢項

目高達20項以上。台灣若是能由政府全面接手，將

大大提升我國新生兒的健康水準，亦能使台灣成為

亞洲第一個全面實施二代新生兒篩檢的國家！記者

會當日並由本會、六大篩檢機構代表以及ING安泰

人壽代表，共同簽下受檢率邁向百分百的共同願景

書。未來，本會將繼續努力推動二代新生兒篩檢計

畫，期待台灣早日邁向亞洲第一！                       

攜手邁向百分百
二代新生兒篩檢五年有成
文◆黃嘉煌（本會活動公關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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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罕見疾病是人類共通的病症，世界各地都

會有罕見疾病的患者，也因此，各國都有相

關的專業醫藥團隊及組織在為罕見疾病的防治做努

力。為了促進國際交流，並讓醫療新知共享、互為

借鏡，本會自成立以來便積極持續與相關國際組織

互動。先是於2000年加入美國罕見疾病組織成為團

體會員，接著於2001年舉辦「罕見疾病及孤兒藥國

際學術研討會」，會中邀請到美、日、韓等國及國

內的罕病專家學者或組織代表前來分享各國有關罕

病法案之推展情形。此外，為了加強罕見疾病之防

治工作，並彌補政府自1985年實施的全國性新生兒

篩檢僅檢驗五種先天性疾病之不足，本會自2000年

底起，積極投入二代新生兒篩檢之推廣，期望以

Tandem Mass串聯質譜儀篩檢技術篩檢出更多的先天

性代謝異常疾病，以促進國人之優生保健。

交流，讓服務更全面

在國內優生保健法及新生兒篩檢制度實施20

週年，及本會「二代新生兒篩檢計畫」推廣五週年

之際，本會接受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之委託，

於2005年12月10、11日假福華國際文教會館前瞻廳

舉辦「優生保健暨罕見疾病國際學術研討會」。會

中，除了邀請歐、美及澳洲之優生保健及罕見疾病

組織之專業人士（註）來台共襄盛舉外，也邀請

到國內遺傳醫學、優生保健及罕病防治相關人士及

病友團體代表前來分享各國在新生兒篩檢及罕病議

題之相關經驗。

行政院衛生署王副署長秀紅在開幕致詞時表

示，我國已在優生保健及新生兒篩檢方面努力多

年，新生兒篩檢率更達到將近百分之百，而2000年

的「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之立法完成，更擴大

檢視成就  擘劃未來
優生保健暨罕病防治國際學術研討會紀實
台灣罕病的發展雖起步較晚，但我們急起直追，實已累積豐碩且寶貴的經驗。

藉由國際交流，讓台灣經驗走出去，也吸取更多以茲茁壯的養分。

文◆洪瑜黛（本會研究企劃組組長） 

5二天的國際研討會活動圓滿落幕，感謝所有參與的講者及貴賓熱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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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對罕病病患的服務。未來希望透過與各單位的合

作，繼續為國民健康努力。

國民健康局吳副局長秀英除表示對外賓的歡

迎，希望能透過此次國際研討會達到罕病國際交流

之效。本會陳董事長垣崇亦表示樂見此國際研討會

之舉行，除了藉此展現本會近七年來之服務成果，

並期許能加強與國際組織的交流，結合各國經驗，

進而擴大本會的服務範圍。

本研討會簡介了歐、美、澳各國在新生兒篩檢

及罕病服務與防治的經驗，也提供許多相關方案之

擬定參考方向，例如患者檢驗結果之告知時程及方

式、孤兒藥之核准與補助等相關議題，提供了國內

學者及政府相關機關許多良好之建議與參考。會中

甚至對於晚發型罕見疾病如亨丁頓舞蹈症病患

之遺傳諮詢，相關心理、社會之配套服務，以

及罕病大眾宣導模式有相當多的分享及討論。

持續不懈，是進步的前提

而會後的問卷調查結果多認為參與此次研

討會收穫不少，並期望未來對於罕病照護、遺

傳醫學、基因篩檢、社會福利、病家心理照護

等議題，能有相關後續之交流與討論。另外，

台灣實施二十年來之新生兒篩檢成果更是讓與

會外賓印象深刻，與會貴賓發言踴躍，會外討

論也相當熱烈。此外與會外賓都對國內罕病團

體旺盛的活力及服務成果感到印象深刻。本會

從草創階段成長到目前服務廣大罕病病友及家

庭，一路走來的經驗的確難能可貴，更給了他

們在發展罕病防治工作上許多靈感。也多願意

在未來能持續與本會保持聯絡或更進一步相互

支援。

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先進國家如

美國、澳洲及歐洲的概念、制度和配套措施都

行之有年，對於台灣推動相關措施具有極高的

參考價值。經由此次的接觸，本會已經與歐洲

罕見疾病聯盟互相結為會員，未來期望能與更

多的外國罕病相關組織結盟，以達到國際交流

並提供給病友更好的服務品質。                            

註：本次國際研討會之外賓名單如下：

一、Lisa Wise：基因聯盟副總裁

二、Christopher Paul Howson：  March of Dimes 先天

性缺陷基金會全球計畫副總裁

三、Mary Dunkle：美國罕見疾病組織（NORD）廣

宣部副董事長

四、Terkel Andersen：歐洲罕病聯盟（EURORDIS） 總

裁

五、M i c h a e l  S . Wa t s o n：美國遺傳醫學學會

（American College of Medical Genetics）執行長

六、Bridget Wilcken：澳洲皇家亞歷山卓兒童醫院之

新南威爾斯生化基因暨新生兒篩檢服務中心臨

床主任 

5研討會中，外賓對於本會的服務印象深刻，並撥冗參觀本

會，與本會同仁合影留念。

6會場外展示相關宣導海報，交流亦十分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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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待了一整個寒暑，12月18日的電腦研習營，

在病友們殷殷的期盼下熱鬧開鑼！過去李天

佑教授精心規劃的電腦營讓許多病友們玩得大呼過

癮、印象深刻。為了使李教授的大愛得以傳承，本

會特別與中華民國輔助科技促進職業重建協會及師

大資訊教育系師生合作，為罕病病友們量身打造了

一場特別的電腦營暨耶誕聯歡會，讓這個冬天不只

寒冷，更有滿滿的溫情。

網路e無礙 病友任意遊

上午的電腦營，一早在門口即有整排的志工、

超可愛的大型布偶「羊咩咩」以及聖誕老人在門口

迎接病友，小朋友們看到會走動的大型羊咩咩，都

興奮地又摸又抱。接著，病友們在葉耀明教授與志

工的協助下，利用「無礙e網」進行線上學習，並運

用精美的圖檔加上自創的溫馨文字，製作出獨一無

二的專屬電子賀卡。而當學員們看到自己精心製作

的卡片成品從印表機送出來時，大家都忍不住七嘴

八舌地互相比較了起來，現場氣氛顯得相當熱鬧。

課程即將結束之際，意外的嘉賓──棒球國手金臂

人黃平洋先生竟然來到電腦教室，讓大小病友又驚

又喜。他不但親切地一一與

病友問好，還和大家照了不

少合照呢！

聖誕造型拼創意  票選
人氣王大驚奇

下午在師大博愛樓舉

辦的聯歡會，首先由志工們

活力十足的健康操拉開序

幕。令人驚喜的是，台北

市金溥聰副市長也在跑完

馬拉松賽跑後親臨會場，為病友加油打氣，並在眾

人的期待下，抽出了市政府提供的特別獎。接下來

的節目表演，一場比一場精采，首先上場的是病友

團體表演，包括小腦萎縮症病友表演震撼人心的非

洲鼓、小胖威利病童們表演動感十足的草裙舞，看

到他們努力跳著、拍打著，大家熱情地拍手鼓勵，

把手都拍紅了！緊接著上場的魔術表演，魔術師當

著眾目睽睽之下把鈔票變不見，甚至把數公尺長的

彩帶從口中拉出來，讓觀眾們看得半信半疑、目瞪

口呆。之後便是期待已久的亞運健美國手林致成的

健美秀，只見他的肌肉在燈光下閃閃發光，讓在場

所有人看得臉紅心跳！在病友與志工的精采表演之

外，這次聯歡會的「聖誕造型大賽」，也是重頭戲

之一，只見每位參賽者都為了奪得大獎而使出渾身

解數，有人扮成豬八戒、有人扮成巫師⋯⋯，既可

愛又搞笑，讓人看得眼花撩亂。除了原有的各項大

獎之外，本會還特別準備了「最佳人氣獎」的票

選，只見大家拿起手上的貼紙走到票選區，選出心

目中最棒的組別，現場既緊張又熱鬧！

這次的聯歡會，最後在本會的罕見天籟合唱團

的歌聲中溫馨落幕。病友們興奮地抱著領到的摸彩

禮物之餘，也互相叮嚀提醒：明年，大家一定要再

一起來玩喔！                                                           

跟隨耶誕鈴聲 尋找罕見歡顏！
電腦營VS耶誕聯歡樂開懷
文◆方馨嫺（本會活動公關組專員）

5熱鬧的耶誕造型大賽讓氣氛強強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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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會成立心靈繪畫班，如今已是第二個年頭。

在內政部、台北市社會局以及觀樹教育基金

會的支持下，更配合2005年國際身心障礙者日系列

活動，於2005年11月27、29、30日，假台北市身

心障礙福利會館舉辦「罕見疾病心靈繪畫班成果

展」。台北市社會局薛承泰局長親自蒞臨現場，除

了對於本會與病友的努力表示肯定外，在參觀完所

有畫作之後，更勉勵現場繪畫班成員要持續加油，

努力創作出更多藝術作品。

開幕茶會現場除了病友們以生命描繪的動人畫

作，以及繪畫班王蓮曄老師的專業講評之外，更由

知名口足畫家陳世峰先生與心靈繪畫班代表──罹

患肢端肥大症的蔡元鎮先生，在現場分別以靜物油

畫、風景素描兩種繪畫方式同台較技。兩人作畫的

同時，一旁也播放繪畫班過去一年來的上課點滴─

─第一次學著製作版畫、帆船相框的創作、在北美

館與藝術品的互動體驗、紙博物館的作紙體驗以及

戶外寫生的活動⋯⋯，每一張照片都是學員們珍貴

的回憶。

在王老師的導覽下，與會嘉賓也逐一觀賞病

友們的動人畫作。對於生命的熱愛，世界的觀察、

心中的夢想，都在畫作裡展露無遺。或是活潑的筆

觸，亦或恣意的揮灑，病友們將心中的話語，透過

畫作與色彩，在圖紙上盡情展現。

心靈繪畫成果展共展出病友畫作27幅，自開

幕以來，許多民眾向本會表示相當佩服病友們的創

意，也認為畫作傳達出溫暖、笑容和歡樂的正向力

量，同時畫作背後的動人故事，也深刻地感動了許

多人，病友雖然身體不方便，但卻能藉著自由的心

靈創作出繽紛的色彩，作品流露出對生命的堅持，

激勵了民眾學習更積極面對自己的人生。此次展出

對於病友來說，亦給予他們相當多的成就感，平時

默默地創作，而這次能將成果展現在大家面前，並

得到許多正向的回饋，讓他們體會到自己的進步─

─從一開始對繪畫一無所知，到現在能展出自己的

作品，顯著的成長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本會為鼓勵病友創作，除舉辦成果展之外，亦

於本會各項出版品及網站推廣病友之作品，歡迎有

興趣的民眾多加參閱。                                           

罕病黃綠紅
心靈繪畫班成果撼人心
文◆方馨嫺（本會活動公關組專員）

95年新一季的繪畫班將於2月中旬正式開

課，歡迎病友踴躍報名。

報名專線：02-2521-0717轉161~166。
5心靈繪畫班王蓮曄老師在畫展會場為參觀者解說畫作。

5病友與家長都為能舉辦畫展興奮不已，紛紛與自己的作品合影
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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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體而言，罕病大約影響了三千萬的

歐洲人以及兩千五百萬的北美洲

人，正因為如此，罕病獲得了大眾的關

注與重視。罕病往往伴隨著很多健康上

的問題，而這些疾病卻尚未出現具體的

治療方式。在進行治療研發時，常會面

臨兩個難題，第一是缺乏對疾病的生理

病理學機制的了解，第二則是製藥產業

對罕病的興趣缺缺！

提供藥廠誘因的必要性

隨著「孤兒藥」的概念廣為流傳，

以及法規設計提供經濟和其他協助的誘

因來獎勵藥廠研發孤兒藥，使罕病患者

燃起了希望。主要的誘因包括：美國提

供罕病藥品自正式上市起長達7年的專利

權、歐洲則提供10年的專利。

最早以法令明文鼓勵孤兒藥研

發的是美國1983年的「孤兒藥法案」

（Orphan Drug Act），接下來到了1993

年日本加入，澳

洲和歐洲則分

別在 1 9 9 8和

1999年投入。

這 種 以 法

令 獎 勵 孤

兒藥研發

的 方 式 證

明 是 成 功

的，特別是

在某些特定領域

包括腫瘤學、免疫學以及代謝失調方面

的研究，有大幅的進展。自從1983年美

國實施孤兒藥法案後，已經研發出1432

項治療罕病的藥品或生技產品，其中有

266項產品已經取得美國食品藥物管理

局（FDA）的上市許可。歐洲實行孤兒

藥法案只有4年，已研發出271項產品，

其中有18項獲得上市許可。更進一步來

說，隨著孤兒藥法案的實行，激勵了一

些生技公司成立，專門從事孤兒藥的研

發。

加強治療方法的研究

雖然孤兒藥法案的確加速了罕病治

療研究的發展，但是研究上會面臨的難

題仍然存在，因此除了法令以外，還需

要一些新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前面

提到研發主要難題在於對許多罕病的生

理病理學瞭解不足。既然藥物研發時找

到治療的方向必須仰賴於對基因和分子

層次的知識，以及生物學機制的瞭解，

因此罕病的研究目前應著重於臨床、基

因以及生理病理學方面的研究，也就是

目前迫切需要政府在國家層級或跨國的

研究上投注更多努力。

隨著在人類基因定序、高速基因圖

譜、後基因體分析工具的發展與演進，

我們可以期待許多罕病的患病機制可以

在未來幾年逐漸被釐清。除此之外也應

該同時推展治療性的研究，包括創新性

生技研究（如單株抗體、細胞和基因療

歐洲罕見疾病治療的創舉（上）

政府與民間合作推廣罕見疾病治療研究
譯◆邱曉萱（本會翻譯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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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酵素替代療法等），以及傳統以化

學合成藥品為基礎的治療研究，都應該

加速推展。

在罕見遺傳疾病的藥物研究中，選

擇一個能正確作用於生物標的（biological 

target）的化合物，是藥物研發的重要目標

之一，但目前大多數藥廠已經不再親自進

行這種研究，因此由政府主動投入這方面

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尋找具療效化合物的方法有兩個：

第一個方法是運用自動化高速篩選技

術，自上千種化合物中篩選出有效作用

於生物標的（biological target）的化合

物，而這也是大多數藥廠所採用的方

法。這個方法需要搭配自動化生物分析

測定技術（biological assay）以及公開的

化合物資料庫，而這些技術的進展，加

速了高速篩選具療效之化合物的成效。

第二個方法是本文特別要介紹的，

本方法必須運用疾病本身的生理病理學

的知識，來推論可能具有療效的化合

物。然而設計合成新的化合物是非常困

難的，往往也必須投注非常高的成本，

若能在已知的化合物中尋找合適者，則

可為藥物開發節省成本。目前已有數以

千計的化合物被藥廠研發於治療一般疾

病，可能因為種種因素終止研發或未獲

上市許可，這些化合物可以說是非常值

得發掘的寶藏。特別是這些已被藥廠研

究出的化合物可以縮短先前藥物研發的

時間，快速評估該化合物是否適合用於

罕病的治療，並且將成本降到最低。

政府與民間的合作

有了以上的策略以後，接下來的

挑戰在於如何連結私人藥廠以及公立研

究單位，透過政府和民間的合作，共同

評估可用於罕病治療的藥物。目前歐洲

已成功建立這種合作模式，稱之為「歐

洲罕見疾病治療創舉」（European Rare 

Disease Initiative，縮寫ERDITI）（網

址：http://www.erditi.org），這項合作的

目標如下：

（1）提供研究團隊管

道，方便取得藥

廠研發出的化合

物；

（2）加速促進政府和民

間的合作；

（3）確保藥品從臨床前

試驗階段至正式上

市階段的連貫性。

ERDITI是由歐洲

科學基金會（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和法國罕見疾病研

究院（ French Institute For Rare Disease 

Research）贊助成立的。法國罕見疾病

研究院是一個非正式機構，結合了法國

主管研究、衛生以及工業部門當局，以

及法國國家衛生與醫學研究院（French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French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tific 

Research）、社會保險機構，以及各病友

團體（包括法國肌肉萎縮症協會和法國

罕見疾病聯盟等），成立的目標是希望

能加速法國國內罕病的研究，不過目前

該中心已不僅僅侷限於國內，其工作觸

角已提升至整個歐洲的層次。

至於ERDITI的成果，以及合作執行

之相關細節，請詳見下期文章。

以上資料譯自：Alain Fischer, Pascale 

Borensztein , Claire Roussel Plos Medicine

（2005），The European Rare Diseases 

Therapeutic Initiative :A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is prooiting research on new 

treatments for rare diseases，Plos Medicine: 

Sep. Vol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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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個緣，從病友家屬謝淑玲於醫療網站登錄協

尋結節硬化症患者及家屬開始。幾個熱心

的病友家屬，用愛串起了彼此支持的網絡，並在

本會的協助下，於2001年正式成立病友聯誼會。

五年來，因著歷任會長的犧牲奉獻，並建立了互

助支持的團體文化，成功地將結節硬化症病友的

力量匯集在一起，他們透過每年不定期的病友聚

會、醫師講座，聯誼會成為病家的依靠，有力的

支持。此外，對於協助健全法令制度更是不遺餘

力。

隨著會員的快速增加，原有的資源與人力已

負荷不了會員的需求，在本會的全力協助下，歷

經三個多月的籌備，台灣結節硬化症協會於2006

年元月15日正式成立，這些結節硬化症的病友及

家屬們將互相扶持，要一同踏出屬於自己的天

空。

成立大會當天，結節硬化症病友齊聚一堂，

共同見證這個專屬於他們的避風港的誕生，此

外，各病友協會的代表也蒞臨會場給予最直接的

支持。活動一開始，每一位與會來賓及記者們都

被病友們堅韌的生命力，以及病患家屬面對命運

挑戰的勇氣深深感動，也紛紛表達對協會的祝

福。

除了將成立協會的訊息經由媒體告知社會大

眾之外，與會的會員也利用這次正式的聚會，公

開遴選協會的理事長及協會幹部，期許他們能繼

續ā病友及家屬服務，成為病家的依靠及有力的

支持。

協會的成立，誠如理事長李適煜所說的：

「除了讓病友互相認識、彼此扶持之外，也希望

能提供一個資訊平台，讓病友本身的疾病資訊可

以提供給專家學者深入研究，並找出治療方式，

甚至是預防的方式，這也表示協會的未來是有很

多的使命需要去完成的。」

隨後所進行的家長聯誼活動中，不但有幹部

利用所學，帶領家長做舒壓運動之外，也經由會

員們的集思廣益，對協會將來的運作目標提出了

許多想法。

雖然協會成立或許只是罕病的一日新聞，但

對於結節硬化症患者來說，是過去成果的累積和

未來挑戰的開始。期許未來，本會與協會將更緊

密攜手，為落實照護罕病病友權益灌注更多的愛

與動能，使罕病之愛生生不息，一步一腳印地實

現心中的理想。（結節硬化症疾病介紹請見本會

出版之疾病單張，或見結節硬化症協會網站www.

tsc.idv.tw）																																														

台灣結節硬化症（TSC）協會

聯絡電話：（02）2531-2471 或 0933040794

聯絡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42巷22號2樓

聯絡人：張玉屏 執行秘書

網址：www.tsc.idv.tw

解不開的結與愛
賀台灣結節硬化症病友協會成立
輯◆徐秉琦（本會研究企劃組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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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
叮噹！叮叮噹！

隨著聖誕老公公

的腳步，一年又接近尾

聲了。在寒風颼颼的時

刻，許多國內企業想起

罕病病友的需要，紛紛

伸出援手，助罕病病友

一臂之力。

在11月份，台中的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歡度25週年院慶，除了

舉辦相關活動之外，並

捐款50萬元給本會，作

為服務罕病病友之用。

在12月初，麗晶獅子會的獅友們特別造訪本

會，了解本會的運作情形，在得知會內服務病友的

努力後，即決定捐贈10萬元給本會，作為病友們在

就醫、就學等各方面生活補助。

台中古典音樂台也在12月11日為病友舉辦慈

善音樂會，除邀請病友到場觀賞精彩的演出外，並

將售票及募款所得全數捐給本會。當天，本會的代

言人楊玉欣小姐與重度海洋性貧血症病友徐逢均同

學應邀擔任演出嘉賓，而本會合唱團指導老師傅上

珍老師更是擔任壓軸演出，精彩的節目獲得滿堂喝

采。

讓大家12月18日都沒空，跟阿珠及小帥哥一

起去跑馬拉松的ING安泰人壽，今年在正式活動登

場前，率先進行公益路跑大接力。而本會在ING安

泰人壽總經理陳丕耀及阿珠的帶領下，拿下50％的

公益回饋金提撥比率。18日國際馬拉松活動當天，

在「為公益而跑」的愛心號召下，許多民眾快樂地

抵達終點，為社會多一份愛的力量。總計在ING安

泰人壽及各界努力下，共為本會募得36萬多元的善

款，作為推動二代新生兒篩檢之用。期待在未來，

全國新生兒受檢率能夠早日達到百分百的目標，讓

每個新生寶寶都享有健

康幸福的人生。

暨2 0 0 5年各界的

愛心後，2006年開春，

即有啞舍文物率先發起

「珍心送愛年度公益拍

賣活動」，募集各界

捐贈的奇珍異寶進行

拍賣，活動期間（1月

3日至18日），共募集

到55項古董以及現代藝

術品，且募得180餘萬

元。此一款項將全額捐

贈本會，作為罕病病友

就醫、就學、生活急難救助及推動罕病優生保健等

用途。值得特別一提的是，當代畫家于彭大師筆下

的「為罕見天籟合唱團造像」，是大師於拍賣記者

會當天，看見本會合唱團的演出，有感於病友對抗

疾病的堅韌精神所創作，透過大師筆墨將合唱團中

的神態淋漓地展現，結標當日亦以7萬多的高價被網

友收購。

寒冬送暖，分外溫馨，感謝各界愛心人士對罕

病病友的關懷與協助，新的一年，仍盼大家持續支

持本會，為服務病友注入新動力。                       

寒冬送暖 愛心企業關懷罕病
文◆楊家琪（本會活動公關組專員）

5啞舍文物公益拍賣活動有多位藝人共襄盛舉，本會合唱團亦於
記者會中宣導演出。

5ING安泰人壽「為公益而跑」活動，由總經理陳丕耀先生領軍，將募
集的善款捐贈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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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正啟事

本會常務董事陳莉茵女士之子吳秉憲

先生告別式，懇謝致贈奠儀、輓聯及花籃

之名單（刊載於本刊第 24期第5頁），特補

正以下人士，並敬表謝忱。

中華民國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牛

道明、台灣先靈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原發

性肺動脈高壓病友聯誼會、台灣脊髓肌肉

萎縮症協會、吳明燁、李筱瑋、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肌肉萎縮症病友協會、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普仁之友會、社團法人台灣關懷

地中海型貧血協會、邱于珊、邱相儒、威

廉氏病友聯誼會、美國基督教效力會基督

書院、財團法人肺臟移植基金會、陳王麗

華、陳宜勳、陳福隆。

原住民及經濟弱勢之二代新生兒
篩檢補助持續進行中！
本會為持續推廣二代新生兒篩檢，自2000年12月起，補助民眾進行二代

新生兒篩檢。同時，為了共同捍衛特殊族群新生兒的健康，自2004年起，免費

提供原住民及經濟弱勢戶之新生寶寶二代新生兒篩檢，並將持續補助至2006年

6月30日止。

補助對象：

1. 原住民新生兒：其父母任一方需具備原住民身份即可申請補助。

2. 經濟弱勢戶之新生兒：具有各縣市政府、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福建省金

門縣政府、福建省連江縣政府審核通過由各鄉、鎮、市、區公所開具之低收入

戶證明文件（非清寒證明及中低收入戶證

明）之家庭（同戶籍）即可申請補助。

補助內容：

每案補助二代新生兒篩檢(Tandem Mass串聯質譜

儀檢驗項目)篩檢費用新台幣400元。

詳情及表單下載請見本會網頁http://www.tfrd.

org.tw/welfare/index.php?kind_id=1&title=二代新生兒

篩檢。洽詢專線：02-2521-0717轉151。

第七屆罕病博碩士論文獎
助學金得獎名單公告
本會第七屆罕見疾病博碩士論文獎助共有13位博碩

士候選人提出申請，經審查後共有5位同學獲獎，分別為

陽明大學遺傳所張嘉玲、師範大學生命科學所林承岳、輔

仁大學護理學系姜月桃、陽明大學遺傳所劉凱銘、

慈濟大學醫學資訊所姚清源。

衛生署新增公告罕病法之
藥品許可證
衛生署公告新核發一項適用「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

法」之藥品許可證，為衛署罕菌疫輸字第000006號雪瑞素

Cerezyme(Imiglucerase)。

新增兩項適用罕病法之藥品，分別為：「Galsulfase」

適應症為「黏多醣症第六型，Mucopolysaccharidosis Ⅵ」；

「Nitisinone」適應症為「酪胺酸血症第一型，Tyrosinemia type 

Ⅰ」。

修正一項適用罕病法之藥品，為罕藥輸字第000010號普衛醒

錠200公絲「Provigil Tablets 200mg」適應症為「改善猝睡症患者

的日間過度睡眠症狀」。

以上資料來源：衛生署中華民國95年1月25日衛署藥字第

0950302125號函。相關資料亦請詳見本會網站http://www.tfrd.org.

tw/rare/board.php?kind_i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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