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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齊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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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懷寬（活動公關組專員）

結合公益的路跑活動近年來蔚為風潮。

除了可以強健身心，更能夠給予社會弱勢朋

友實質的支持與關懷。在歲末年終之際，罕

病基金會受邀擔任「Run in Style富邦雲端

路跑」、「2015臺北馬拉松」的愛心合作單

位，除捐款予本會外，本會病友們與愛心夥

伴們也一同響應，全體集氣衝人氣做愛心。

2015臺北馬拉松　捐晶片助罕病

「2015臺北馬拉松」於12月20日盛大開

跑，罕病基金會應中華路跑協會之邀成為公益

合作單位，出席參加「路跑晶片愛心募集活

動」。除了基金會的同仁外，更有多位病友、

家長、愛心志工和我們一起熱情勸募晶片，更

獲得跑者與民眾的熱情迴響。

「路跑晶片募集活動」只要跑者完賽抵

達終點，將路跑晶片投入公益團體的愛心勸募

箱中，每個晶片就能兌換100元愛心捐款。而

本會公益大使女子團體伊梓帆、義大犀牛隊旅

日強投曹竣崵教練也蒞臨現場，一同協助晶片

募集。在大夥的熱情參與下，基金會共募得

4,969枚路跑晶片，折合愛心捐款共計496,900

元，感謝大家的愛心！

富邦雲端路跑　全球罕友Fun出愛

富邦人壽作為本會長期愛心合作單位，

16年來不止息的善款挹注，2015年度更邀請

本會首次參加「Run in Style 富邦人壽雲端路

跑活動」。活動期間只要透過路跑APP，將里

程截圖上傳至活動網頁，點選愛心支持社福團

體，每跑一公里，就能夠捐助該社福團體1塊

錢，里程數累積第一的團體還可獲得30萬元的

額外捐款，而上傳人次第一的團體則可獲得10

萬元加碼獎金。

各家社福單位競爭非常激烈，基金會有幸

持續得到來自世界各地跑者、病友家庭、愛心

夥伴的相助。甚至在活動尾聲，伊梓帆及曹竣

崵教練還特別舉辦公益路跑運動會，號召60

名粉絲一起跑跑助罕病。活動結束，本會共募

得31,370公里，累積里程數與上傳人次皆奪得

第一名，合計募得愛心捐款431,370元。基金

會將此筆善款全數用於罕病病友的醫療照顧之

用。

Run出公益路跑第一名

▲依梓帆用跑步為罕病病友加油集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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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心怡（活動公關組專員）

對罕見疾病的家庭來說，疾病，不會等他

們準備好才來敲門。等待治療的過程艱辛且漫

長，許多家庭在等待奇蹟來臨的過程中，不斷

地進出醫院檢查、治療與住院，擔負著龐大的

醫療費用。

再者，由於得時常進出醫院，或者礙於疾

病所造成的行動、智力受損，成年的病友不得

不放棄工作；學齡孩童的病友，其父母也必須

因應隨時的緊急狀況與醫院往返，而無法正常

上班。因此，經濟絕對是病家在面對病魔時最

苦惱的一個環節，同時長期對抗疾病的壓力也

常讓人喘不過氣。

本會成立以來，陸續成立病友醫療、生

活急難救助、獎助學金以及安養照護等各項補

助，解決病家急迫的經濟問題。本年度，基金

會媒合「財團法人萬海航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與「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

會」，提供給案家平日基礎開銷的補助。而其

他愛心企業不定期的贈票活動，更提供了舒緩

病家壓力的喘息管道。

今年萬海航運提供本會45個家庭，每月

500元的「亞柏EZ購」網路購物金，讓病家不

用出門，就能透過網路購置生活物資；而全聯

也提供100個名額，供每人一張特製的愛心福

利卡，並每月自動儲值1,000元以利使用。每

月的補助金額，都能讓病家在長期等待疾病治

療的漫長歲月中，穩定的維持生活品質，並

在生活開銷的基本所需上，有更多的幫忙與協

助。

此外，在長期關懷罕見疾病的賽諾菲公

司與大漢集團、美國職棒大聯盟合力邀請下，

讓上百位罕見疾病病友及家屬們能一同參與

在2015年12月6日於高雄漢神巨蛋前廣場舉

行的《MLB棒球樂園嘉年華會》。病友們穿

上主辦單位提供的紅色球衣與黑色球帽，胸

前配戴VIP證，象徵參與的每位病友都是MLB

棒球樂園的VIP，在工作人員協助之下，盡情

體驗各項棒球相關的設施；大聯盟傳奇巨星

Steve Finley以及征戰大聯盟的臺灣新星王維中

也來到現場與病友們同歡，互動過程中，Steve 

Finley的笑容從未從臉上抹去，頻

頻讚歎的說：「跟他們互動後，

我打從心裡要向他們致敬，因為

他們在行動上雖然有所限制，卻

不願放棄自己，不僅找出自己的

興趣及夢想，還用比一般人更多

的 努 力 與 勇 氣 創 造 出 生 命 的 熱

度。」感謝大家在假日中陪伴病

友及家屬暫時忘卻病痛，度過美

好的棒球時光。

企業聯名　關懷生活

▲大聯盟球星Steve Finley以及王維中滿足病友們合影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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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葉韋均、吳庭政（活動公關組代理組長、專員）

企業聯名　關懷生活 福容志聖齊心齊力　樂助罕見

歲末之際，老朋友新夥伴的愛心挹注本

會，都讓年終充滿濃厚的溫馨祝福氛圍。其中

以連續7年舉辦「愛心週」活動的志聖工業，

以及自2015年開啟合作契機的福容飯店，都

讓罕病病家感受到濃濃的溫暖陪伴。

志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自2009年開始，

至今已達7年讓愛延續，於11月份舉辦「愛心

週」活動，匯集志聖台北、新竹與台中公司同

仁們的愛心，並由黃敏男副總經理偕同公司同

仁將「愛心週」活動所募得之善款捐贈本會，

今年共捐贈178,450元整。黃敏男副總經理之

子罹患罕見疾病囊狀纖維化，除了基金會方面

所提供的協助外，也得到許多朋友的關心，黃

副總以病患家屬立場體認罕病家庭的需求，將

這股感謝之情轉化為發起「愛心週」的推力。

今年度為了讓志聖同仁更了解基金會的運作與

服務，由本會同仁及馬凡氏症病友張瓊玉特地

於愛心週開跑前介紹基金會的緣起、運作與服

務；而瓊玉也分享自己與疾病共處的生命故

事，同仁聽了瓊玉分享，感動落淚，

也更明白自己的善心會成為病友堅持

下去的動力。 

本會自2015年開啟與台北福容飯

店的合作，2016年持續推出「藝術療

癒　樂助罕見」活動，未來民眾可在

台北福容飯店的30間藝術套房中欣賞

到由罕見心靈繪畫班病友針對台灣各

地的風景名勝所繪製的圖畫，透過病

友眼睛看見台灣美景。同時在這30間

藝術套房中也能閱讀到罕病相關出版

物，期望透過病友的生命故事讓入住

房客更能了解罕見疾病。如房客喜歡

病友作品，也可透過認捐方式將畫作帶回家，

認捐經費也將全數用於罕見心靈繪畫班的培訓

計畫，希望透過民眾的愛心，培養更多傑出的

罕見藝術家。 

有了老朋友、新夥伴的支持，透過活動合

作、召集企業同仁愛心或者邀集更多民眾一同

參與，齊心齊力樂助罕病，成為罕病家庭最溫

暖又堅實的後盾。

▲福容飯店合作。 

▲志聖工業黃敏男副總（右二）率同仁來訪基金會捐贈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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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西北扶輪傳愛　助罕病

文/陳虹惠（中部辦事處主任）

 罕病病友一輩子需跟疾病共處的特性，

讓他們的家庭充滿大小考驗，從身體的疼痛到

心理的無奈，無不考驗罕病家庭的韌性。

2015年台中市西北扶輪社在社長黃勝義

及社區服務主委李安亮先生的帶領下，主動了

解中部辦事處病友需求、慷慨解囊，率先贊助

本會病友全新掌上型血氧測量儀、血氧飽和測

定儀及攜帶型擴視機各1台，總價約10萬元的

愛心，給予罕病家庭無限的溫暖，同時也解

決3位病友在維持生命及日常功能上的重大困

擾。

捐贈典禮儀式上，多位西北扶輪社師兄姊

們踴躍出席，愛心不落人後，期望此一善舉能

將愛心助益到有需求的家庭、將扶輪的愛溫暖

罕病；典禮中，身體殘弱不便出席的病友則以

卡片道出心中的感謝，感謝這份貼心的禮物，

滿足罕病家庭的需求，同時也讓他們感受到社

會的溫情，期盼這只是個開端，扶輪社的愛將

不間斷，再次感謝台中西北扶輪社！

大社體育會　三分神射投愛心

文/趙雅庭（南部辦事處活動專員）       

高雄市大社體育會在2015年12月6日於大

社國中模購球場舉辦「第二屆慈善籃球投準

賽」活動，本會非常榮幸應邀成為受贈單位。

活動籌備期間，大社體育會廖國智秘書特

地拜訪南部辦事處，針對活動細節進行說明，

並表示第一屆慈善會因故雙方無法合作，心中

有所遺憾，得知將再度舉辦慈善會，便馬上連

絡基金會希望有更進一步的公益合作。除此之

外，他們還貼心預留攤位讓愛伯特氏症病友奕

瑩及其媽媽販賣熟食，並主動認購作為當日工

作人員的早餐。

活動開始，各隊伍的投籃與加油聲此起

彼落，每人皆不以競爭而是以準確投進籃球為

目標，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募到多點款項為罕病

家庭盡一分心力！當天愛心能量的聚集，以及

投注在罕病的關懷，都讓我們感受到滿滿的溫

暖，在此感謝所有參與的大社各工作人員及參

賽隊伍們，有您們熱情的投籃，讓愛的力量滿

滿投入，永遠不間斷！

中南部愛心天使　公益不遺餘力

▲台中市西北扶輪社捐贈醫療輔助器材，愛心助罕病。 ▲高雄市大社體育會愛心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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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公告新增罕見疾病病類及藥物
衛福部於2015年11月6日以部授食字第1041410182號公告新增「Selexipag」用藥，適應症為

「原發性肺動脈高血壓」。2016年1月19日部授食字第1041412451號新增「Glatiramer acetate」

認定劑量「40mg/ml」，適應症為「用於治療首次出現臨床症狀且有MRI為佐證之多發性硬化

症病人。復發型多發性硬化症，用於減少復發型多發性硬化症病人的復發頻率」。及新增認定

「Peginterferon beta-1a」為適用罕見疾病藥物。適應症為「復發型多發性硬化症」。

此外，衛福部於2016年1月28日部授國字第1050400059號公告，新增3項罕見疾病。截至目

前政府公告之罕見疾病共計210種。

	新增三項罕見疾病藥物：

成分名 劑型劑量 適應症

Selexipag
[film-coated tablet]
[200mcg、400mcg、600mcg、800mcg、
1000mcg、1200mcg、1400mcg、1600mcg]

原發性肺動脈高血壓

Glatiramer 
acetate

[Injection]
[20 mg/vial]

多發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

[Injection]
[40 mg/ml]

用於治療首次出現臨床症狀且有MRI為佐證之多
發性硬化症病人。復發型多發性硬化症，用於減
少復發型多發性硬化症病人的復發頻率

Peginterferon 
beta-1a

[Injection]
[126 mcg/ml、188 mcg/ml、250 mcg/ml]

復發型多發性硬化症

	新增三項罕見疾病：

分類序號 疾病名稱 中文翻譯(僅供參考) ICD-9-CM編碼

G1-10
Congenital Muscular 
Dystrophy

先天性肌失養症 359.0

A3-07
Infantile form Lysosomal 
Acid Lipase Deficiency 
(Wolman Disease)

嬰兒型溶酶體酸性脂肪酶缺乏症（又稱伍爾曼氏
症）

272.7

L1-15
Permanent Neonatal 
Diabetes Mellitus

永久性新生兒糖尿病 775.1

澎湖縣開辦罕見疾病慰問金
澎湖縣於今年開辦罕見疾病慰問金，凡設籍澎湖縣滿兩年以上，且罹患罕見疾病確定之民眾

即可提出申請，符合資格之民眾請攜帶相關文件（申請人3個月內有效之個人戶籍謄本正本或甲式

戶口名簿影本、健保署開立之重大傷病核定審核通知書、郵局存簿封面影本及印章)，逕洽各村里

幹事、轄區公所或縣府社會處社會福利科辦理均可受理，縣府洽詢電話：06-9274400轉307陳小

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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