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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潛能開發－笑臉找朋友。

罕病家庭多數父母因白天工作無法全天候照料

孩子，也不希望他們整個暑假都閒置在家中，坊間的

夏令營或才藝班又因對罕病的不瞭解而不願收置罕病

學童。「暑假」變成家長們每年必須傷腦筋的課題之

一。為減輕家長壓力，並豐富罕病兒童暑假生活，本

會中部辦事處於2009年首度開辦暑期才藝班，課程內

容頗獲好評，今年決定擴大舉辦，每週一次共7次的

課程，除了美術課，首次規劃身體潛能開發課程，總

計有9種病類、13位病友及手足參與。  

美術創作  驚奇連連

美術課邀請台中教育大學兩位大四美術系的學生

授課指導，教學經驗豐富的大姊姊讓小朋友們大膽嘗

試複合媒材和立體作品。用馬賽克親自動手做出獨一

無二且具實用性的造型相框；小獅子則是利用毛線做

出獅子鬃毛的立體感，再搭配小朋友自行想像創造的

背景圖，呈現出的豐富視覺效果讓大家驚呼連連。最

令人印象深刻的則是利用黏土、奶油土、保麗龍柱加

上萬能的雙手，大家模仿蛋糕師傅，做出自己心中好

吃的蛋糕，豐富又有趣的課程內容，十分受到小朋友

的歡迎。

9歲的小怡已是第二次參加暑期才藝班，雖在語

言及認知等各項發展稍有遲緩，但透過志工哥哥從旁

細心帶領，她亦能夠認真地完成作品，並與其他伙伴

成為好朋友。小怡的爸媽說平日很少有機會接觸這類

的課程，每一次都是新奇的體驗，去年課程結束後，

她常提起上課的情形和志工姐姐，直說希望今年也能

夠報名。

身體潛能開發  挑戰不可能

今年首次開辦的身體潛能開發課程，邀請到台中

市葳格國民中小學體育老師及具專業兒童體適能教練

背景的兩位老師協助指導，共設計了7種主題課程，

適當的身體活動設計加上不同的道具器材輔助，如：

氣球、紙棒、彩帶、羽球、寶特瓶毛巾等，增進了大

家動作能力的全面發展，與同儕互動及想像力。課程

開始老師都會結合音樂帶領暖身動作，讓心情興奮的

小朋友先平靜下來，而每次的主題課程都會選定一位

小朋友當班長，賦予動作示範的任務，讓大家有成就

感。最後一週的親子小小運動會，更是讓家長及小朋

友卯足全力挑戰極限！

13歲的小榕是其他型肌肉萎縮症的病友，因肌肉

力量不足，參與過程確實有所限制，老師會給予小榕

不同的課程目標，也會讓其他學員了解他是因為肢體

的限制而非擁有特權，並適時促使其他人跟小榕進行

更多互動。因為平常在學校連體育課都無法參與，小

榕跟媽媽都覺得這次課程是十分難得的體驗。

暑期才藝課程內容多元，以小班互動式教學，建

立病童之自信、減少焦慮及挫折感，亦可參與平日很

少接觸的體能活動，抒解在校學習壓力，同時還能讓

長期無法休息的家長有一個喘息的午後。今年來不及

參與的小朋友和家長們，沒關係，還是可以期待明年

的課程喔！

▲學員創作的「好吃的蛋糕」作品側照。 ▲身體潛能開發－炸彈開花。▲身體潛能開發 笑臉找朋友▲學員創作的「好吃的蛋糕 作品側照 ▲身體 能 發 炸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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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自推動生育關懷補助方案以來，許多孕媽咪

已經充分了解產前檢查的重要，但為持續深耕這樣的

防治觀念。本會於6月5日在高雄博愛國小辦理罕病防

治的教育課程。

課程一開始，邀請到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

醫院趙美琴主任，與我們分享「重視生育規劃　預約

健康好孕」的概念。其中要注意的是，孕前健康檢查

應該包含的幾個重要項目：檢視遺傳性疾病的帶因狀

況、德國麻疹病毒的免疫力、年齡、身體健康及精神

狀況等。懷孕生子是人生的重要大事，然而現今醫療

科技仍有許多遺傳疾病未能及早驗出，唯有透過詳盡

的家族史調查、遺傳諮詢、生活環境的建議以及醫療

常識的教育，方能達到婚孕前檢查的最大功用。趙醫

師特別指出，健康寶寶由夫妻共同創造，所以準爸爸

也要進行相關的孕前檢查，可逕行前往設有家醫科、

保健科、遺傳諮詢中心之醫院進行。希望藉此可讓每

位準父母及早在充分的準備下孕育下一代。

因為感受到罕病家庭成員身心的壓力重擔，活動

過程中我們也介紹長期服務於高雄張老師基金會心理

學苑的葉秋芳講師，帶領學員們探索身體不適、負面

情緒的來源等，透過精油嗅聞、穴道按摩技巧，輔以

輕音樂和緩心情，學員們適時練習放鬆，受益良多，

會後迴響熱烈，許多學員表示有助於緩和其不安與緊

張，讓整個活動的學習成效更顯著。

南部辦事處於2008年開始推行全方位家庭支持

課程，如「動手DIY--在家輕鬆做復健」、「緊急狀

況我可以 - -CPR基本急救訓練」、「早期療育何處

尋？」及「何謂安寧療護？」等課程，透過簡單的教

學互動模式，使病友與家屬可以學習更多新的照護知

識與情感的相互交流。

今年延續以往的精神，於高雄市博愛國小舉辦全

方位抒壓按摩活動課程，特別聘請「左腳右腳經典按

摩會館」資深按摩師—曾金世先生，亦是本會病友的

家屬，將其多年抒壓按摩的技巧與照顧兒子的心得，

與學員們進行交流分享。 

曾爸爸為了照顧盡全力兒子，進而衍伸出一套專

屬的抒壓按摩的技巧，用於減緩兒子因疾病所導致的

身體不適。課程藉由病友與照顧家屬的相互搭配，用

「指壓」和「掌壓」的方式，進行全身的穴道按摩。

為了即時掌握學習效果，也安排實際操作，讓學員們

能立刻複習所學習到的按摩技巧，講師並逐一解答大

家所提出的問題，讓每位學員能夠更清楚瞭解。 

在活動結束後，學員紛紛表示藉由這次的活動，

不僅可以學到按摩的技巧，更可以認識其他的病友家

屬，進行情感的交流分享。從每位學員臉上燦爛的笑

容，就可以明顯感受到這樣的歡樂氣氛。雖然活動的

時光總是短暫，但是相信對於每位學員而言，活動回

憶的感染力將會是無限而深遠！ 

▲曾金世老師教大家如何抒壓按摩。▲葉秋芳講師帶領抒壓放鬆課程。▲趙美琴醫師與大家快樂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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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火蟲家族

美麗心世界　用心開展彩色人生

外胚層增生不良症及羅素西弗氏症都是病友人數

不多，尚未成立聯誼會的病類。本會為了協助這些病

友能一同聚會、交流，於6月20日在本會台北病友服

務中心為此兩種病類舉辦聯誼活動。

活動一開始，先讓不同病類的出席者分開來進行

經驗交流。外胚層增生不良症的病友們在成長、就學

或就業的過程中皆會面臨身體照護、學校冷氣申請等

不便的處境，過來人的經驗可以相互參考及勉勵。

羅素西弗氏症病友剛出生時，都有共同的小三角

臉、肢體不對稱、長短腳等問題，另外如身高沒有長

高；不愛吃東西的營養吸收狀況；疾病非政府公告罕

病，無法順利取得更多社會福利保障等問題，都是家

長關心的焦點。

接著安排一場由陽光基金會特約諮商師李逸明

心理師主持的「美麗心世界」心理健康講座，讓兩個

病類的出席者都可以一同參與。外胚層病友因疾病關

係，使得牙齒、頭髮、指甲、腺體發育異常，在外觀

上有其「特別」之處；而羅素西弗氏症病友因身高過

於嬌小，在學校也容易被其他同學嘲笑，李心理師提

供一些正向的方法教導病友們如何面對嘲笑，同時也

鼓勵家長們學習去接納孩子的特別，給予適度的鼓勵

與支持，陪伴孩子處理嘲笑。最後李心理師提供「保

持平常心」、「正向思考」及「主動積極」等三種不

敗密技，鼓勵病友們展開自信精彩的人生。

目前已有病友設立專屬外胚層病友的部落格

（http://www.wretch.cc/blog/edsociety），希望病友

們可以在此進行訊息交流。

愛與不放棄的勇氣

芳香族L -胺基酸類脫羧基酵素缺乏症（簡稱

AADC缺乏症）是一種神經傳導物質缺陷的罕見疾

病，小病友肌肉張力低下、發育遲緩，最令家長痛心

的是，每隔不久孩子就要經歷長達數小時類似癲癇發

作的症狀，對小小病童以及家長來說都是無比的折

磨。而其他運動障礙的症狀就和巴金森氏症似乎相

似。一群家長們為了孩子更好的未來，在基金會的協

助下於2007年9月15日，正式成立AADC聯誼會，凝

聚家長們的力量。

而今年的AADC FAMILY年度聚會在7月18日下

午於台大兒童醫療大樓15樓會議室順利圓滿舉辦，來

自全台共計19家64名AADC家族成員到場參與。

在本會陳副執行長引言開場後，隨即由長期關

心並致力於AADC治療的台大醫院基因醫學部胡務亮

主任到場為病友與家屬介紹AADC最新治療方向，臨

床試驗計畫的進行也為家長們帶來新希望。課程結束

前，外科曾勝弘醫師也特地來會場為病友及家屬加油

打氣。

活動中每個家庭皆分享自己孩子的近況、症狀和

心得，如何幫助孩子減少發作時的不適、加強體重和

體力以及緊急狀況的處理，都是大家所關心的問題。

本次活動更有來自馬來西亞的病患家屬及醫生共同參

與，他們很驚訝於台灣AADC聯誼會的團結力量，也

見證了台灣家長的愛與不放棄的勇氣，希望可以把台

灣經驗帶回馬來西亞。

最後，活動在家長熱絡分享下依依不捨地結束，

期待透過AADC聯誼會建立的緊密網絡，能為每個家

庭都帶來力量與希望，不僅讓更多溫暖注滿心中，也

希望未來的路可以走得更穩健。

擁抱希望　看見彩虹

▲羅素西弗氏症病友家庭大合照。

▲AADC家屬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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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度居家身心障礙者維生設備

用電補助計畫上半年度執行成果

上半年度執行成果

本計畫申請時程分為上下兩個半年度，上半年度

已在5月31日截止收件，相關執行成果如下所述。

1. 申請人數：

上半年度共有1,248人申請，其中罕病病友173

人，佔整體13.9%；非罕病人數為1,075人，比率為

86.1%。

2. 團體申請窗口：

本計畫之申請方式分為個人及團體兩類，在團體

方面，上半年度計有「中華小腦萎縮症病友協會」、

「中華民國運動神經元疾病病友協會」、「中華民國

肌萎縮症病友協會」、「台灣歡呼兒協會」、「老

五老基金會」、「金門縣輔具資源服務中心」及「板

橋中興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等20個團體接受辦理

（詳細窗口名單請見本會官網「用電補助專區」)。此

外，也歡迎其他身心障礙團體於下半年度主動擔任受

理窗口。

3. 補助金額：

為使整體審核流程更具嚴謹公正，本會特聘請醫

界、學界及實務界等各領域之專業人士共同組成「用

電補助計畫專業審議委員會」，並於6月21日召開第

一次審查會議，會中針對申請之案件進行審核，最終

委員們實際核准補助之人數及金額如下表所示。

上半年度實際補助金額為6,356,016元，其中以氧

氣製造機為最大宗，為5,025,132元；呼吸器次之，為

1,134,720元。

下半年度申請需知

申請下半年度案件之注意事項如下，請有需求之

病友詳讀後，於受理期間提出申請。

1. 申請時間：

下半年度之申請期間為11月1日至30日止，本會

將於10月上旬將相關申請表放置於本會官網（www.

tfrd.org.tw），請有需求之身心障礙者檢附下半年度

申請表後，於申請時程內提出申請。

2. 開放冷氣機項目之申請：

下半年度補助之維生設備除既有5項外，尚針對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及重大傷病註記之魚鱗癬、泡泡龍

及無汗症患者開放冷氣機之申請，請前述有此需求之

病友填寫「冷氣機專用申請表」後，於受理時間內提

出申請。

3. 首次申請者仍需檢附設備照片：

在檢附文件方面，若上半年已申請過且此次申請

項目相同者，僅需檢附申請表及證件黏貼表；但若為

首次申請或有新增申請項目者，除了前述文件外，尚

需附上「申請設備與申請者同時入鏡」之照片及專業

醫事人員診斷證明以利案件之審核。

針對下半年度的各項申請流程與細節，如有任何

問題也歡迎直接電洽本會，將有專人為您解答。

洽詢專線：病患服務組  林慧婷社工員（分機162） 

研究企劃組  周宇翔專員（分機124）

維生設備項目

呼吸器

氧氣製造機

血氧監測儀

咳嗽（痰）機

抽痰機

總計

補助月份

1~6月

1~6月

1~6月

1~6月

1~6月

--

補助度數

64度/月

238度/月

22度/月

2度/月

6度/月

--

  

核准補助人數及金額

985人

1173人

280人

23人

782人

--

1,134,720元

5,025,132元

110,880元

828元

84,456元

6,356,016元

*補助金額以每度3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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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   想

每一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夢想，夢想可以是天馬行空，也可以是一種渴望，當然也可以是對美好事物的追求。

我喜歡賞遊山川之美，也熱愛走訪地方人文丰采，那種融合所見所聞再轉化為層層深刻體驗的過程，經常能帶給我

再次奮發向前的動力。於是，我常藉由旅行來豐富我的夢想，也因為夢想，讓我更期待下一段旅程。

對我來說，能再度到溪頭遊玩，是我現在無數的夢想之一。

那一年的盛夏，溽暑的炎熱實在令人難耐，順著縣道151線一路朝著山上前進，兩旁的街道是鹿谷的市集，各

式各樣的茶館與批發商店櫛比鱗次，再一路順著彎道而上，神祕的山林夾雜著檳榔樹群，一會兒是溪水潺潺，一會

兒是雲霧飄緲，輾轉多次，終於如層層簾幕的孟宗竹林拂送著一陣陣翠綠的山風，彷如一群群的仙子輕舞著羽扇，

笑盈盈的歡迎我們來到溪頭仙境。

緩步走在蜿蜒的林間小徑，在這通往神木的步道上，早已忘了塵世的喧囂，我們盡情沐浴著清新的空氣，一種

來自中海拔的韻律，任心神在沁人的森林涼意中悠遊，不知不覺，整個身子也隨之輕盈起來，山風吹過，陣陣松濤

沙沙作響，幾片仍帶有些綠意的嫩葉颼颼飄落，更增添了些許禪味。

然而最美最幽靜的，依舊是那深邃的大學池，池上有座林木扶疏的小島，由兩道竹拱橋連接著，恰如樂譜上的

滑音，曼妙的帶過遊人；彈指間，雷聲敲響了新的樂章，午後山間的陣雨如傾盆般伴著山嶺間的白霧而下，我們慌

慌張張的躲到落雨杉下，有如蓉子的描述般，雨絲是喜悅的音符，不需要過於複雜的伴奏，她，就是一首詩，一首

歌。

曾何幾時，溪頭的回憶逐漸被我所淡忘，就像是日曆上曾有的那一天，那一幕，在翻開的瞬間如此令人讚嘆，

然而過了一天被撕下後，被置於一角逐漸變淡變黃，這段往事，與童年一樣，是如此的令人喜悅，然而，他們都在

厚厚的相簿中，很久很久沒有被太陽曬過。

那天走過紅樓，趁著紅霞尚未浮現，匆匆踏進植物園，在荷花池畔駐足冥想，時已暮秋，夏日的浪舞早已煙

飛，花瓣凋零，蓮葉萎黃，在一場秋雨中，濛濛瀧瀧的水面映照著若有似無的樹影，不禁讓我想起記憶中的大學

池，同樣的茫茫一片，同樣的靜謐，坐在紫籐架下，我望著此情此景已無言。

如果重遊溪頭，我到底是要順著原路，再次回到湖畔的涼亭歇息，還是拾級而上，登上鳳凰山巔？對我而言並

沒有太大的差別，溪頭，不僅僅是一個旅遊景點，更是我的創作靈感來源之一。有一天，我相信有這麼一天，我會

再次回到溪頭，我將重拾步履，當那山風再次吹拂深林之時，再回到大學池，再度聆賞自然的樂章，也期待再見到

那令我神往的絕世容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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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培仁（軟骨發育不全症病友家屬）

做一個永遠快樂的人

夢想做一個永遠快樂的人，是我的第一志願，跟別人夢想當總統、醫生、科學家…是不一樣的。

憶起小的時候大人常扮鬼臉逗我開心，我笑了，這是我從有記憶以來所能想起來的情形。第一次上小學拿到課

本，第一次結交到新的同學，很多的第一次因為新鮮，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快樂。

選擇快樂過日子

結了婚第一個小孩子戰出生了，第一次當爸爸的感覺很快樂，我的小孩雖然肢體上有缺陷，但是因為一直以來

保持快樂是我的夢想，就是因為這個想法讓我突破很多的難關，結交到很多朋友，因為小孩的關係，我跟老婆約定

好，不管遇到什麼事，痛苦的過日子是一天，快樂的過日子也是一天，我們選擇了快樂過日子。

逐夢時光

全家人有了共識，選擇了快樂過日子，「追求快樂」四個字，便是激勵全家的座右銘。是的！追求快樂，並得

到快樂的人生，是每一個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心願，世界上沒有比快樂更能使人美麗的化妝品。根據一份非正式的抽

樣調查統計，只有2%的人認為自己快樂，而不到10%的人能夠記得一次（或一剎那）真正快樂的經驗。現今的社會

常使我們曲解快樂的意義，認為快樂是源自於他人的認同與物質的”酬”，我們要將這些不正確的觀念拋到九霄雲

外。

明確以下觀念，調整生活的節奏，就可以和嶄新的快樂人生作好朋友！ 

1.我就是快樂的主人。不一定要得到他人讚許，只要充分肯定自我，拋棄消極思想，運用正面思想生活，就能擁有

主宰快樂的權力。

2.快樂是自己製造出來的。用微笑鼓舞自己，完美主義並不能為我們帶來快樂。真正的快樂，可以從培養自己的愛

好做起，有許多未知的領域，值得你我去探索與發掘。

3.快樂就是寬容和知足。只要我們看淡無謂的苦惱與怨恨，化去阻礙的不如意，盡情去享受生命的樂趣，各種障礙

將一一化解，我們就可以和快樂結緣。

4.有一點挫折也是快樂。過去的錯誤已經發生，內疚永遠解決不了問題，設法走出自責的牛角尖，掙脫憂慮的羈

絆，從錯誤中找到方法，有效解決，就是另一種型式的快樂。

5.快樂並非要盡善盡美。失敗未必不「英雄」，成功與快樂的衡量標準沒有制式答案，將自己放在適當的位置，就

能找到專屬於自己的快樂。

保持快樂

夢想其實有很多，在天堂裡，人們願意為對方付出，收穫最大的反而是自己，付出的代價就是「喜悅」。只為

自己著想的人，一定會錯失來自為人付出的喜悅，也就是說「野心的盡頭就是快樂的起點」。快樂在於「喜好」，

不在於東西本身，我們之所以快樂，是因擁有自己喜歡的東西而快樂，所以持續保持快樂是我的夢想，也是全家人

的夢想，愈快樂就愈接近夢想，來吧！一起追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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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多年前，阿雙是個全能的家庭主婦，每天洗衣

做飯，一手打理安排丈夫、子女生活，勤儉本份，日

子過得忙碌而充實；不料突如其來的罕病，讓阿雙從

照顧者變成被照顧者。

初期，阿雙遭遇好一段時間莫名的失眠、走路搖

擺不穩。原本以為是身心壓力導致憂鬱症復發，加上

被誤診為巴金森氏症，治療兩年餘無效後，阿雙症狀

加劇，已無法獨立行走、說話含糊不清，數度輾轉就

醫才發現原來是罹患了「小腦萎縮症」，這對毫無家

族病史的阿雙及家人，打擊至深，先生茫然失措也只

能咬牙撐起照顧重擔。自此阿雙病況愈下，迄今雖然

意識清醒，然全癱臥床、重度失能，舉凡生活事務、

移位、排泄莫不需旁人協助，輔具及管路讓她成為高

度照護需求的患者。

由於住家老舊沒有電梯，阿雙出門極為不便，

更遑論持續至醫療院所復健，阿雙的肢體、關節逐漸

出現緊縮、沾粘的問題，而年邁的先生長期勞心勞力

地照顧，又因為不正確的照顧技巧及姿勢，導致自己

腰背、心血管也受傷，在心理、體力不堪負荷的情況

下，也曾經將阿雙送往機構安置，但因為不忍見阿雙

反覆院內感染折磨，他下定決心說：「這是我的責

任，我要接阿雙回家好好照顧」。

為了讓阿雙在家照顧能夠舒適安全，先生善用社

福資源，申請政府居服員服務，協助洗澡、家務清理

等，並透過社區駐點復健師轉介，申請本會的到宅服

務，以獲得更多照顧支持。

經過本會初訪評估後，由本會到宅服務團隊的

職能治療師進行被動復健運動、擺位等指導，經過4

次的服務，解答了阿雙先生過去對於復健以及照顧技

巧的疑惑。老師建議他們，在復健前先以緩慢速度幫

助阿雙放鬆，及透過伸展來降低張力，同時配合每天

分段多次的復健頻率及照顧姿勢的修正，先生不需在

急切壓力下進行復健，而是懂得調配照護與休閒的時

間。阿雙的先生感謝老師從旁指導，雖然太太不會說

話，但看到她臉上愉快舒服的表情，自己不但高興，

協助復健的過程也更輕鬆省力。

本會到宅服務方案不僅目的在提升個案的照顧品

質，如何能擴及照顧者、整個家庭，使其恢復原有的

家庭功能，亦是本方案努力的目標。本個案因為社福

資源的介入與關心，讓先生更有信心與能力堅持這份

照顧責任，未來我們將持續鼓勵夫妻兩人外出參與基

金會更多的活動，共同支持他們攜手相伴對抗疾病！

治療師（右）指導阿雙丈夫（中）替阿雙施作復健運動。
▲



父親長年在外工作鮮少回家，母親不聞不問早已

離家失聯，全由低收入戶的姑姑一肩扛起照顧3名小

孩的責任，這就是小劉的故事⋯。

小劉今年13歲就讀國一，是一位裘馨氏肌肉萎縮

症的病友，在國小老師熱心的轉介下加入本會，多年

來本會協助姑姑及小劉度過困境，許多服務方案陸陸

續續、點點滴滴地支持著他們。轉眼間，小劉已是一

位荳蔻少年，清秀的外表，帶著靦腆的笑容，彬彬有

禮，總是不好意思說出自己的感受，深怕麻煩別人。

近日，南辦社工員為瞭解小劉在校的午休問題，

特別到學校進行訪視。坐在電動輪椅上的小劉，因

學校無法提供舒適的床鋪可以讓他躺臥著午休，故僅

能在輪椅上趴著休息，又由於脊椎側彎嚴重，對於身

穿背架的他，其實是相當不便且容易受傷的。學校老

師為解決此一問題，特別在電動輪椅的桌上放置一個

抱枕，以增加高度，但是他還是因姿勢不佳而難以入

眠。但因為怕再次麻煩老師，小劉並沒有說出真正的

需求與感受。

在瞭解這樣的情形後，本會先從調整電動輪椅

來著手，市面上雖有可斜躺式的電動輪椅，然而這樣

的電動輪椅所費不貲，對於低收入戶的他們來說，實

在無法負擔。且因為小劉的輪椅已申請過社會局的補

助，在使用年限未到的情況下，是無法再向社會局申

請補助的。而我們也同時積極向輔具中心詢問是否有

合適的電動輪椅可以租借？不巧的是該中心的電輪也

都租借出去了。

後來，學校老師提供一個可臥躺的木板床，但

對他來說，堅硬的床板並不舒服。最後，經本會社工

員詢問長期與本會配合的醫療器材廠商後，該廠商願

意免費贊助全新的氣墊床，並協助安裝及教導老師使

用。裝置當天小劉非常開心，終於可以安安穩穩地睡

個好覺，緊繃的身體也能獲得休息，以後下午的課程

就能打起精神專心學習了！小劉也從原來的愁容，轉

為燦爛的笑容。

罕病病友及家屬往往因為不願麻煩別人，寧可

將自己的需求降低來配合不適當的周遭環境。經由本

會細心的關懷與支持，引導病友將自己的需要表達出

來，甚至比病友更瞭解他們的需求，再經由資源媒合

連結，使其需求獲得滿足。看到病友開心地笑容，就

是我們動力的來源！

點燃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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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安穩睡午覺後，小劉終於露出開心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