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采錄

國際罕病日

和麟洋配打球趣

文/陳安（活動公關組專員）

適逢2月底國際罕病日，臺灣土地銀行首

熊孝元，在2016年首次代表台灣參加北京身心

次與本會合作，於2月19日（六）在土銀羽球

障礙者羽球亞洲錦標賽，一出賽就奪下第5名

館舉辦羽球體驗營。當日特別邀請到金牌羽球

佳績；吳于嫣更是獲得2021年巴林亞洲帕拉青

國手「麟洋配」親臨現場與大家互動，共計18

年運動會肢障組混合雙打第一名、個人單打第

種病類，30個罕病家庭參與。其中，罕病小小

二名；蔡奕琳、陳羿穎也在大小賽事獲得不少

人兒羽球軍團和李洋、王齊麟同場競技，表現

獎項肯定。儘管在訓練時加倍辛苦，但他們都

精彩絕倫。此次羽球體驗活動也是讓運動員有

盡全力在場上勇敢揮拍，擊出每顆漂亮的球，

更多投身公益的機會，希望藉由拋磚引玉的方

讓大家看見超越常人的毅力！

式，增加社會大眾對罕病的支持。

事實上，自2014年起本會每年舉辦不同

麟洋配繼去年結合公益蛋捲義賣捐贈予本

類型的運動體驗營，包含籃球、棒球、足球、

會，並在年底「現聲」罕見疾病獎助學金頒獎

保齡球等，透過趣味的競賽活動，讓罕病病友

典禮鼓勵罕病學子後，第三度力挺罕病。除了

能盡情揮灑汗水，挑戰自我。本會創辦人陳

李洋、王齊麟與病友的雙人示範賽外，也透過

莉茵女士表示：「適逢一年一度的228國際罕

土地銀行羽球隊的專業教練群指導，每位病友

病日，感謝土地銀行提供優質的場地與教練師

都有機會體驗羽球樂趣。活動結束，土地銀行

資，讓病友首度體驗羽球的熱潮。麟洋配三度

員工訓練所郭麗巧代理所長精心準備了紀念品

挺罕病，更增進社會大眾對罕見疾病的認識、

贈送給每一位參與者，讓所有人備感溫馨。

關注與理解。」再次感謝臺灣土地銀行的鼎力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活動有10位軟骨發育

支持，也感謝李松遠總教練與所有教練的專業

不全症（又稱小小人兒）的病友一齊參與，他

協助，大家有這樣難得的機會齊聚一堂，滿滿

們因疾病導致骨頭的生長受限，然而他們並沒

的支持與鼓勵將永留心中。

有被身體侷限，一心投入運動，勤奮練習終成
為羽球好手。而同為罕病病友的台灣羽球選手

▲感謝土地銀行及麟洋配陪伴病友體驗揮拍的樂趣。

▲小小人兒羽球軍團展現突破身體限制的精神，帶給在場人鼓舞，亦是病友們
學習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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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ｘ聯誼
特殊外觀罕見疾病

罕病連結不間斷

講座線上談

文/醫療服務組

視覺障礙跨病類

溫暖支持相挺

文/張毓宸（病患服務組社工師）

本會從2017年起辦理罕見疾病大專研習

2021年12月5日（六）在台大校友會館，

課程，每次推出不同的豐富課程，吸引眾多大

我們邀請到同樣因罕病而造成視力障礙的「視

專院校學生參加，此次我們以「台灣特殊外觀

網膜母細胞瘤」及「Alstrom氏症候群」家庭相

罕見疾病」為題，於2021年11月27日（六）

聚，當天計有9位病友及其家屬，共計21人參

以線上視訊方式舉辦課程，邀請罕病專業人

加。

士、病友擔任講者，總計有68位學員報名。

在愛盲學院授課多年的陳宥憲老師，為

首先，本會創辦人陳莉茵女士帶來自身

大家分享視障者的體適能與運動技巧，陳老師

的經驗分享；接續由臺北榮民總醫院楊佳鳳主

更帶領大家體驗「蒙眼直線活動」，讓大家感

任介紹台灣常見特殊外觀異常的罕見疾病；接

受當「眼睛」不能發揮功能的時候，如何透過

著，愛伯特氏症家屬陳玉玲女士及纖維性骨失

其他感官來協助。在一連串有趣的體驗後，老

養症魏益群先生，分享各自與疾病共處、照顧

師回過頭來再次讓大家嘗試「蒙眼直線活動」

的經驗；再者，本會洪瑜黛副執行長介紹基金

時，發現每個人都進步了！

會，讓學員們更了解基金會的服務內容。最

而活動中最重要的，莫過各個家庭的相互

後，李克翰老師表示沒有人是完美的，在服務

交流，只見大家不吝分享彼此的照顧經驗，有

病患時不要想著對方是一個病人，他只是一位

說有笑。實際面對面相會，人與人之間的關懷

「不完美」的人，所以要用對待人的方式來服

總是比視訊螢幕帶來更多溫暖，疫情過後能藉

務，思考何為同理心！

此一聚，實是難能可貴，期待之後有更多的家

再次感謝本次參與的各界專業人士、病友

庭能參與我們。

及家屬、還有踴躍報名的學員們，期待一日課
程能讓大家對於罕病有更多了解，期盼在未來
工作領域上遇見病患時，能共同盡一份心力。

▲舉辦「台灣特殊外觀罕見疾病」線上研習課程，學員收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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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中，老師運用氣球讓大家感受自己對於身體的掌控。

愛心齊步走

聖誕圓夢
SOGO聖誕送禮

祝福相傳

處處有驚喜

文/卓玟禎（活動公關組專員）

救國團送愛天使

溫馨過聖誕

文/楊文瑄（活動公關組專員）

愛的薪火相傳30載，遠東SOGO百貨再次

近兩年因為疫情影響，許多家庭面臨裁

邀請民眾扮演聖誕老公公，藉由小禮物與祝福

員、減薪的困境，罕病家長也不例外。我們的

小卡傳遞最溫暖的祝福給弱勢特殊境遇的孩

社工人員曾在家訪時聽見家長因沒有多餘的錢

童，非常感謝本會有機會再次受邀成為愛心合

購買聖誕禮物，只能跟孩子抱歉說：因為疫

作單位，得以將我們罕病孩子的耶誕心願集結

情，今年聖誕老公公來不了…。孩子難掩失

起來，告訴耶誕老人們。

落，而這幕更烙印在社工腦海揮之不去。

3歲的圓圓，患有「克斯提洛氏彈性蛋白

幸好，社團法人青年救國團規劃「陪你過

缺陷症」，導致圓圓發展遲緩、不能言語、也

聖誕

送愛小天使」2021聖誕圓夢計畫，以

無法行走，今年媽媽替圓圓許下嬰幼兒學步車

募資方式尋求民間愛心，將募資到的善款化為

的心願，希望學步車可以讓圓圓穩健的踏出每

禮物，送達罕病孩童手中，希望社會大眾的愛

一步，不再害怕跌倒。13、14歲的小元、大

心如疫情寒冬中的暖陽，陪伴孩子擁有一個溫

元兩兄弟罹患「裘馨氏肌肉失養症」，他們的

馨歡樂的聖誕節。

肌肉隨漸漸退化、萎縮，無法行走，全身僅有

本次合作，社團法人青年救國團不僅捐贈

手指能活動，需要仰賴輪椅，因此今年聖誕老

3萬元善款予本會，更協助購置15份聖誕禮物

人送了兩兄弟最愛的哈士奇及卡比獸布偶，祝

至北、中、南三地，幫助15個罕病家庭有一個

福他們可以像布偶的笑容一樣永遠快樂。

美好的聖誕回憶。2021年12月24日（五）聖

本會特別感謝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太平洋崇

誕前夕，中國青年救國團運動處尹邦智處長更

光社會福利基金會及50位認領罕病孩童心願的

蒞臨本會，代表接受本會致贈之感謝狀，再次

善心人士，因為有您們熱心支持此公益活動，

感謝社團法人青年救國團與愛心民眾們，表達

讓罕病的孩子及家人在歲末寒冬能感受到滿滿

對罕病的關懷與支持。

溫暖的祝福，也盼望關懷罕病的心能持續傳
遞。

▲感謝遠東SOGO百貨及認領罕病孩童心願的善心人士，拆來聖誕禮物，孩
子們都好開心。

▲感謝青年救國團送愛小天使，本會陳冠如執行長（左）致贈感謝狀予救國團
運動處尹邦智處長（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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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齊步走

罕見職人月
富邦人壽

手作展特色

福袋獻公益

文/簡齊萱（活動公關組專員）

全球商聯會

愛心不落人後

文/李紫忻（中部辦事處活動專員）

富邦人壽自2013年加入愛心關懷行動，7

全球商聯會全球總會有感疫情後百業蕭

年來號召超過400名企業志工服務社會。今年

條，因此舉辦「熱愛公益慈善音樂會暨百業博

富邦人壽攜手富邦慈善基金會舉辦「罕見職人

覽會」，號召企業與善心人士捐助愛心攤位支

月愛心福袋公益活動」，總計送出636份愛心

持公益，讓社福團體有擺攤的機會，協助他們

福袋，為本會募得636,200元善款，全數將作

自食其力，拓展能見度。

為「罕見職人推展計畫」之用。富邦人壽公關

活動於1月8日（六）在新烏日火車站前

廣宣部陳姿瑛部長表示，今年富邦人壽持續與

廣場展開，當天將近300個攤位共襄盛舉，基

罕病基金會合作，盼與罕病家庭攜手共同迎向

金會去年因疫情影響擺攤邀約減少，此次難得

「疫後心生活」。

機會，中部5位罕見職人力挺出席盛會，民眾

2021「罕見職人月」愛心福袋內含20餘

得以透過購買職人們的產品接觸到病友。會場

種病友及家屬的手作品，包含AADC小花媽的

中，成骨不全的晉豪滑著輪椅主動至各攤位介

特製小魚辣椒醬、血小板無力症歐陽媽的皮

紹媽媽做的烘培餅乾，香氣樸鼻而來，匯聚不

革零錢包、小小人兒婉榆媽的香氛造型蠟燭禮

少買氣；馬凡氏症的建鋒則現場繪製年畫，獲

盒、馬凡氏症禾煦的彩繪拉鍊側背袋、亨丁頓

得熱烈迴響；另一頭精緻的擺盤上，畫的則是

氏舞蹈症林漱媽的蛋黃酥、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小腦萎縮症昕蕎的創作。

翔媽的針織杯墊、努南氏症震鞍媽的帆布兩面

基金會當日也特別設置一處宣導攤位，

用提袋、卓飛症候群詹爸爸的陶瓷咖啡杯、視

希望讓民眾更認識罕病。本次全球商聯會全球

網膜母細胞瘤芯瑤的虎年造型陶瓷碟、脊髓小

總會共捐贈10個社福團體善款，本會獲得1萬

腦萎縮症蕎蕎的彩繪手機架等。琳瑯滿目的福

元愛心基金，感謝廖巳驊創會會長與商聯會的

袋，不僅展現罕見職人手作品的特色，也藉由

善舉，在2022年年初溫馨送暖心，讓愛不罕

互助互惠的分享模式，提升罕見家庭的成就感

見！

與自信心。

▲感謝富邦人壽多年來響應罕見職人愛心福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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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擺攤的機會，病友難得親自向民眾推廣自身創作。

愛心齊步走

世界台商總會 虎力溫暖
文/卓玟禎（活動公關組專員）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每年均會在年末

雲林罹患粒線體缺陷的帘祐、來自高雄罹患結

迎春之際，凝聚在外打拼的台商們，給予國內

節性硬化症的小晴、涎酸酵素缺乏症的承佑、

弱勢團體最溫暖的支持。1月14日（五）由張

裘馨氏肌肉萎縮症的豐群以及Alstrom氏症候群

德輝監事長、立法委員溫玉霞名譽總會長、婦

的鴻勛、姿吟兩姊弟都來到現場。每一個家庭

女聯誼會陳淑芬主任委員的帶領下，偕同16

親身故事的分享，不難發現罕病家庭照顧的艱

位世界台商總會的委員們，為罕病送暖。十多

辛與長期抗病的壓力，但也讓大家感受到他們

年來，世界台商總會已累計幫助316名、共計

堅韌的生命鬥志。

105種疾病的病友，讓病友能獲得經濟及醫療

世界台商總會的夫人們在會後總計捐出

的協助，感謝世界台商總會讓來自全球各地的

1,502,000元予本會，並在陳淑芬主任委員的

大愛精神跨越國界，傳遞到每一個需要幫助的

號召下，陳秀銀顧問、連元章榮譽總會長及連

罕病家庭。除此之外，世界台商總會的委員們

納禎小姐又分別發送紅包給在場病友，同時也

更是在百忙中參與本會舉辦的活動，用行動力

特別募集到39份的家樂福2千元禮券。本會承

挺罕病病友。

諾將全數作為罕病家庭的醫療照護及生活急難

今年的暖心送愛活動相當溫馨，罹患短鏈

之用，禮券也將運用在日後訪視關懷之用。再

脂肪酸去氫酶缺乏症的泓宇在一開場帶來小提

次謝謝世界台商總會的愛心支持，期待明年再

琴演奏，代表病友感謝世界台商總會向他們伸

相見。

出溫暖的手；罹患脊髓性肌肉萎縮症的景維，
盡自己最大的力量，出版《維小的我想撼動這
個世界》一書，他特意親自到場將這本書送給
世界台商總會的夫人們，同時也將這本書的部
分所得6萬元捐給基金會。除了泓宇、景維，
當天還有來自台中罹患龐貝氏症的米妡、來自

▲感謝世界台商總會11年來對罕病的支持。

▲16位委員與8個罕病家庭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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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齊步走

愛的循環
再生循環營

多元方式助罕病

修理家電初體驗

文/簡齊萱（活動公關組專員）

台師大EMBA

用音樂實踐公益

文/陳安（活動公關組專員）

宜鼎國際教育基金會長期致力推動家電再

台師大EMBA成立10周年，以慈善音樂會

生計畫，一方面減少資源浪費，另一方面將修

的形式分享祝福、傳揚藝文及實踐公益。此次

好的家電送給弱勢團體循環利用，更將愛心擴

台師大EMBA募集了150萬善款捐贈給本會、

及罕見疾病病友。2021年12月4日（六）於新

平溪國中慈輝班、肯納自閉症基金會與台灣

北樟樹實驗中學辦理家電再生營隊，邀請17個

適應身體活動學會等團體，2021年12月25日

罕病家庭，共21位國、高中的罕病學子與手足

（六）音樂會當日便現場捐贈30萬元予本會，

參加。營隊是由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社會服務團

由本會執行長陳冠如女士親自受贈同時表達感

技術指導、新北樟樹實中學生協助學員們，大

謝。

家合力完成21台電扇整潔與維修，以及19個

本會「罕見音樂才藝班」亦受邀擔任慈善

電鍋再利用，動手體驗修理家電讓罕病學員留

音樂會表演嘉賓，11位罕病孩童和家屬上台表

下滿滿回憶，豐碩成果也讓這份善心義舉得以

演，一共演唱兩首歌曲。孩子們用天真無邪的

延續！

笑容和天籟般的歌聲撫慰在場觀眾的心靈，讓

宜鼎國際教育基金會自2020年就開啟與

愛與歌聲響徹百年禮堂，音樂作為分享交流的

罕病的緣分，一開始為邀請罕見職人「牽牽手

媒介，讓祝福和愛心匯聚成大大的力量。再次

烘焙」擔任手作課程教師；2021年初「台灣

感謝台師大EMBA的邀請與愛心，讓我們的孩

科學園區公益日捐血嘉年華」更號召民眾捐血

子有這樣的舞台與演出機會，藉此讓更多人感

助罕病。此次非常感謝宜鼎國際教育基金會提

受到罕病孩子豐沛精彩的生命表現。

供特別的學習經驗，也特別感謝樟樹實中提供
營隊場地，以及郭元益食品貼心提供點心給大
家享用，一天下來真是好玩又滿足。

▲新北樟樹實驗中學學生（右）陪伴病友動手體驗維修家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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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見音樂才藝班於慈善音樂會舞台上歡聲齊唱。

愛心齊步走

健走和高球
環保協會

運動展公益

罕你健走趣

文/簡齊萱（活動公關組專員）

日立高球

連年獻公益

文/楊文瑄（活動公關組專員）

台灣環保協會長期關懷罕病，於2021年

日立慈善盃以「幫助公益團體」和「創

12月26日（日）舉辦「罕你健走趣」活動，

造國內職業高爾夫選手的培育環境」為比賽宗

大夥愜意漫步於新北大都會公園河畔，搭配一

旨，結合體育與慈善理念，首開台灣慈善賽事

旁嘉年華會的熱舞表演和園遊擺攤，好不熱

活動先例，鼓勵民眾觀賽，門票收入做為愛心

鬧。

捐款，日立也加碼響應，已成為企業公益典
本會特別邀請10位罕見職人於園遊會擺

範。舉辦14年的「您捐多少，日立就捐多少」

攤，商品囊括布包、手工皂、編織手繩、滷

活動，募集超過7千萬元善款，讓各個受惠的

味、炒米粉、肉羹湯、肉粽、聖誕造型餅乾

公益團體得以推動並落實各項服務。

和香蕉蛋糕等，職人的手作美食讓大家暖心飽

1月9日（日）本會陳冠如執行長親自到東

腹。而舞台區更是精彩絕倫，我們邀請到來自

方球場為選手加油，執行長表示，天氣很冷，

台中的Rubinstein-Taybi氏症候群病友－大拇指

但是看見日立關懷弱勢的熱情，選手奮戰的精

公主麟怡，演出陶笛與葫蘆絲；另一位從嘉義

神，以及觀賽民眾的加油聲，令人感到特別溫

北上的成骨不全症世享，則是以厚實高亢的嗓

暖。很榮幸本會連續第三年成為受贈單位，並

音唱出濃濃的台灣味歌曲，現場掌聲不斷。事

獲得70萬元愛心捐款。近一年多來，許多罕

實上，病友要站上舞台需要克服許多限制，經

病家庭因為疫情緣故，經濟狀況不穩，本會特

過多年練習才成就精彩表演。

別擴大生活急難救助方案，希望能夠及時伸出

再次感謝台灣環保協會、佰元愛心會、

援手，所幸有賴社會大眾與企業的支持，如日

李翁月娥議員服務處、福爾摩沙全台美業義剪

立冷氣長期投入公益，就是罕病最大支持的力

團，以及新北市音樂舞蹈促進會和各愛心單位

量。

的用心規劃，此外，亦非常感謝首都客運以低
底盤公車接送罕病病友，帶大家輕鬆抵達會場
同樂！

▲許多病友全家動員，漫步河畔、逛園遊會，享受愜意親子時光。

▲日立冷氣凝聚社會各界愛的力量，為台灣公益團體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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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齊步走

涓涓細流
耀盛科技

匯集愛心大河

情人節展心意

文/活動公關組

阿米格

聖誕新年湧愛心

文/王嘉正（南部辦事處主任）

罕病病友需求多元，本會自2004年開辦

2019年至2021年，連續3年，在阿米格

醫療器材借用方案，將來自各界捐贈的醫療器

文理補習班黃玲衿主任的號召之下，家長和孩

材免費借用給病家，減輕租賃及購買的壓力，

子皆一同來幫助罕病兒童。2021年12月29日

至今，每年借用及諮詢約將近250人次。罕病

（三）舉辦的聖誕節跨年晚會上，除了有學生

有許多病類因疾病影響肌肉或肺部功能，造成

的英文戲劇表演、英文歌曲A Thousand Years

肌無力、無法呼吸或循環不佳，容易造成血

的帶動唱，現場也販賣各種義賣產品，許多學

氧下降，需要長期使用氧氣機、咳痰機、呼吸

生都主動當個小小愛心大使，把辛苦存了一年

器…等，因此定期血氧監測對病友而言格外重

的零用錢捐出，感動了許多家長紛紛慷慨解

要，尤其無法表達的病友，血氧監測器是協助

囊，捐款幫助罕病。

判斷病友狀況的最佳工具，亦是保命的重要醫
材。

本會與黃玲衿主任的結緣來自於2019年
其當選高雄市愛瑪世獅子會第11屆會長，當年

耀盛科技深知病家需求，有感去年疫情

便彙集各界善心，共同捐贈23萬元予本會。

嚴峻，病友身體較虛弱，家屬照顧需要更細心

而在同一年歲末時，黃主任更持續辦理公益活

謹慎，因此，號召企業友人一起做公益，經歷

動，在自己所開設的阿米格補習班中舉辦慈善

半年艱辛採購、公文往返多次，終於順利募

晚會，希望讓更多學生及家長認識罕病，進而

集此次公益創舉。中部辦事處特別於2月14日

學習關心生活周遭更多的弱勢孩子。第30屆阿

（一）舉行捐贈儀式，由本會楊永祥副執行長

米格聖誕新年慈善晚會，感謝家長及學生得滿

代表致謝，感謝耀盛科技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滿愛心，超越前2年紀錄，當日共募得101,800

樂米科技資訊有限公司、環球豐誠國際有限公

元，實是體現涓涓細流，便會匯集成愛心的大

司、菘騏科技有限公司、陳睿宸先生、法布甜

河的精神。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捐贈400台手指型血氧監測
器，嘉惠罕病家庭，讓愛不罕見！

▲感謝耀盛科技號召各界人士捐贈本會400台指型血氧監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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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黃玲衿主任以及響應聖誕節跨年活動的家長學生們。

愛心齊步走

繽紛南區

紓壓照過來

壓力Strike！保齡球爭霸賽

聖誕饗宴

文/趙雅庭（南部辦事處活動專員）

文/趙雅庭（南部辦事處活動專員）

南部辦事處於2021年11月27日（六）在

幸福滿溢

南部辦事處於2021年12月25日（六）在

E7PLAY三多店舉辦亞灣投愛•智取火雞王─

JC廚房舉辦【暖心傳香

第三屆罕見盃保齡球大賽。此次活動由高雄亞

動，再次邀請親子烹飪教養家林家岑老師進

灣扶輪社共同主辦，邀請11個友社前來共襄盛

行指導，希望讓罕病家屬們在忙碌的照顧生活

舉，當天共有21個家庭，共計64位病友及家

中，也能準備耶誕美食。此次共有17戶病家，

屬參加。

11種病類，34位病友及家屬參與，分成四組

耶誕饗宴】料理活

活動開始前，高雄亞灣扶輪社藍炯程社長

團隊分工，讓午後的料理教室熱鬧活力十足！

為大夥打氣，期待選手們都能各顯身手爭取佳

活動一開始，家岑老師說明團隊合作的菜

績！正式比賽時，大家使出渾身解數，歷經激

色及食材，便緊接著示範料理時需要注意的步

烈競爭後，獲得雙人獎項與團體獎項的組別，

驟。料理過程中，每位成員們各司其職，場面

均拿到木客微光精心客製的「木刻保齡球造型

十分熱絡，不時傳出歡笑聲。經過一陣料理互

獎盃」。長期以來罕爸、罕媽重心總是聚焦在

動後，四周飄溢陣陣濃厚香氣，各組紛紛將精

病友身上，累積許多壓力，但相信所有壓力都

心料理的美味作品端上桌，享用彼此的手藝，

在這天通通STRIKE出去了！

藉此聯絡情感也讓家屬們獲得短暫喘息。罕見

此次活動除了感謝高雄亞灣扶輪社外，也

料理廚房列車將持續全台行駛，用自己動手做

感恩高雄南區扶輪社、高雄中山扶輪社、高雄

的美味料理，傳達最真摯的祝福及心意，讓料

木棉扶輪社、高雄西子灣扶輪社、高雄早安扶

理聯繫情感，病友及家屬獲得紓壓並療癒心

輪社、高雄拱心扶輪社、高雄晨新扶輪社、高

靈，在漫漫照護長路中，能夠補充滿滿能量再

雄莘承扶輪社、高雄南一扶輪社、高雄繁星扶

出發。

輪社、高雄樂心扶輪社共同協辦，贊助本會20
萬元愛心基金，大家齊聚玩樂兼顧公益，留下
難得的回憶。

▲高雄亞灣扶輪社帶領大家體驗保齡球運動。

▲大家熱烈歡迎林家岑老師，期待向老師學習聖誕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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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齊步走

高雄無障礙小旅行

走訪農場去

文/趙雅庭（南部辦事處活動專員）

本會南部辦事處於2021年12月11日

後，隨即帶領大夥兒欣賞農場四周的植物，其

（六）首次辦理無障礙小旅行，與罕病長期好

中盛開的美人樹花瓣落下，讓人有種置身日本

夥伴高雄市大愛扶輪社，一同為南部地區的輪

的感覺。至於趣味的大地遊戲，則是藉由遊戲

椅病友量身規劃一日遊行程。本次共邀約12

互動讓大家更加認識彼此，舒緩放鬆身心。玩

位乘坐輪椅、行動不便以及偏鄉地區的病友，

累之餘享用自製的愛玉小點心，別有一番風

與家屬共35人一齊前往高雄美濃農場旅行。我

味，並同步進行最後的DIY彩繪風鈴，每個人

們特別接洽「高雄市長照車輛運輸發展協會」

都為自己的招財貓繪上獨一無二的裝扮，充滿

的無障礙計程車司機們，安排11輛無障礙計程

特色與巧思。

車，穿梭各地到府接送病家，讓大家可以無後
顧之憂順利出遊！

短短一天，對行動不便及偏鄉地區的病家
而言，卻是難能可貴的出遊回憶。要完成一趟

一抵達高雄農場，各車隊的司機們細心將

無障礙小旅行，需要克服很多情況，除了交通

病友推下車，大夥兒臉上都帶著興奮的神情，

要特別安排，更得仔細考量病友們的需求及困

期待著今天會有什麼好玩豐富的行程。首先，

難，若不是這次機會，很多人已經很久沒外出

園區人員帶大家體驗製作愛玉，接著進行捐贈

了。再次特別感謝高雄市大愛扶輪社，看著大

儀式，由高雄市大愛扶輪社程家羚社長贊助活

愛社長及社友們與病友們的互動，以及高雄農

動5萬元，並由本會創辦人陳莉茵女士代表本

場提供無障礙空間，讓病友們可以適時休息及

會表達感謝。

如廁，加上高雄市長照車輛運輸發展協會提供

到了中午時分，病友及家屬們大快朵頤
享用客家料理。下午則來去漆彈打靶！許多輪

到府接送服務，並當場捐贈1萬元支持罕病，
都讓我們感動在心！

椅夥伴都很興奮：「人生第一次體驗漆彈！從
沒想過自己也可以玩打靶！」結束刺激的體驗

▲感謝高雄市大愛扶輪社、高雄市長照車輛運輸發展協會，陪伴病友家庭度過
美好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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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椅病友首次體驗漆彈打靶，既興奮又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