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 金 額

LU's Home 6,000 

金醇美實業有限公司 1,000 

普兆科技有限公司 2,000 

舒可工作室 3,000 

愷正國際有限公司 10,000 

王宥富、王龍景得 1,000 

洪清郎、李瓊鍰 700 

洪駿朋、洪湘艷 700 

黃方月桂、黃蒼苔 700 

黃凱榛、洪紹琦 700 

陳田蓉全家 3,000 

社團法人台灣公益服務協會 500 

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 50,000 

財團法人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
醫用口罩及
抗菌藥皂一批

姓 名 金 額

蔡冠禎 300 

蔡秋蘭 200 

蔡美櫻 200 

蔡家榆 200 

蔡隆義 200 

蔡耀興 200 

蔣宜蓁 200 

鄭元龍 500 

鄭雅云 2,000 

鄭順元 500 

鄭麗珍 100 

盧伯軒 500 

蕭金花 500 

蕭傑懿 100 

賴三光 1,000 

賴士捷 1,500 

姓 名 金 額

賴士涵 1,000 

賴兆光 1,000 

賴宏仁 200 

賴承毅 300 

賴明俊 300 

賴泳辰 500 

賴彥宇 200 

賴秋媚 200 

賴美惠 1,000 

賴郁沁 1,000 

賴培蘊 500 

賴榮吉 500 

駱姵宇 200 

謝玉琴 100 

謝怡芳 200 

謝承軒 250 

姓 名 金 額

謝阿諒 250 

謝柔婷 250 

謝茹詩 500 

謝逸民 500 

謝榮哲 2,500 

鍾玫珠 2,000 

簡晨宇 300 

藍曉雯 200 

顏翊豈 200 

顏琮峯 200 

顏薇珊 6,000 

羅子翔 1,000 

嚴榆 1,000 

鐘婉文 300 

F22677XXX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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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SC 大事記之故謝豐舟教授與 TSC整合醫療篇
謝淑玲整理施逸民校閱 20201130

• 2001  TSC聯誼會成立，謝淑玲 (會長 )邀請謝教授協助 TSC醫療研發

• 2002 謝教授推動並進行台大醫院 TSC基因篩檢計畫

• 2002-2005謝教授與黃愛珠小姐參與每年 TSC聯誼會年會

• 2006  TTSC成立，謝教授提出「TSC單一窗口」門診構想

• 2009  TTSC 會員大會 /理監事改選

  隨隊醫師蔡政道於會中同意嘗試在台中中山醫院成立 TSC單一門診
窗口

• 2009/03/04 施逸民 (理事長 )、張玉屏 (執行秘書 )與謝淑玲討論謝教授
台大醫院 TSC單一門診事宜

  1.是否依「神經母細胞瘤模式」進行

  2.台大聯絡人︰黃愛珠遺傳諮詢師

  3.台大總協調人︰劉宏輝醫師

  4.TTSC聯絡人︰廖菁菁 (秘書長 )

• 2009/03/19 黃愛珠遺傳諮詢師同意任 TTSC“榮譽顧問”(愛珠當時在美國，
預定七月回任台大醫院職 )

• 2009/04/18 臨時理監事會議討論

  1.台大單一門診窗口事宜

  2.蔡政道醫師提出夏 /冬令營體檢模式

• 2009/08/28 台大醫院討論會因颱風順延

• 2010/04/28 TTSC於台大和愛珠開會討論“TSC聯合特別門診”同時協會發
感謝函給台大醫院院長

• 2010/07/07 愛珠告知台大聯合門診已獲核准

• 2010/07/12 台大聯合門診正式成立

• 2010/11/18 台大陳至全醫師辭世

• 2018/11/10 台大謝豐舟教授辭世

補述一︰謝教授為落實當地就醫理念

• 2012/12/29 拜訪花蓮慈濟醫院院長，同時舉行「花蓮慈濟 TSC醫療講座」。

  參與者︰謝豐舟教授、黃愛珠遺傳諮詢師、許家禎醫師、施逸民

(理事長 )、許煥君 (秘書長 )、謝淑玲。

補述二︰尋求 TSC藥物

• 2010/08/20 施逸民 (理事長 )、張玉屏 (執行秘書 )、郭秀靈 (社工員 )拜
訪諾華

• 2011/01/04 諾華陳輝正 /吳沅蓁拜訪 TTSC

• 2011/05/18 TTSC送諾華“愛的代價”10冊

• 2011/05/24 拜訪諾華

  諾華與會者 : 侯總經理、黃處長、陳處長、謝芳如、吳沅蓁

  TTSC與會者 :施逸民 (理事長 )、郭秀靈 (社工員 )、張玉屏 (執行
秘書 )、李慧勳 (行政助理 )，李正德、李貞誼、樂玲、謝淑玲 (家
長代表 ) 、陳沛隆醫師 (TTSC榮譽顧問 )。

• 2013/09/16為 TSC用藥爭取通過健保給付，拜訪林口長庚王煇雄醫師。

補述三︰各縣市的聯合 (整合 )門診

• 2009 年中山醫院蔡政道醫師成立 TSC聯合門診至今。

• 2010 年台大成立 TSC整合門診至今。診助包括 -秀閨阿姨、永隨阿姨、
菊櫻阿姨、麗玲阿姨與文淑阿姨。

• 2012 年高雄長庚醫院張瑛玿醫師召集成立 TSC聯合門診。

補述四︰ TSC皮膚用藥

• 2005 TSC聯誼會參與李志宏與洪千惠醫師皮膚研究計畫。

• 2012 年臺大醫院、中山醫院 (蔡政道與蕭玉屏醫師 )、許家禎醫師皆提出
研發斥消靈治療 TSC皮膚用藥構想。

• 2012 年中山醫院在許家禎醫師協助下，使用斥消靈藥膏治療臉部纖維瘤。

• 2014/04/16許家禎醫師至 TTSC教導藥膏 (Rapamycin Cream)製作。

• 2015 臺大醫院開始執行 TSC皮膚用藥。

感謝所有曾關心與協助 TSC的所有朋友與醫護人員。

TSC 整合型門診醫療團隊
成 員 專 科 專長及服務項目

陳沛隆醫師 基因醫學 醫療召集人、人類複雜性遺傳疾病、遺傳診斷、分子基因診斷

范碧娟醫師 小兒神經 不自主運動、癲癎、發展遲緩、抽搐

劉宏輝醫師 成人神經 癲癎症

曾漢民醫師 神經外科
神經腫瘤學、神經脊髓腫瘤手術、立體定位放射手術、顱顏面腫
瘤手術

郭夢菲醫師 小兒神經外科
小兒腦腫瘤、脊髓腫瘤之切除、水腦症、腦部血管毛毛樣 (霧霧 )
症、小兒癲癎

王碩盟醫師 泌尿 (腎臟 ) 一般泌尿學、腎臟移植

王鶴健醫師 胸腔 胸腔重症醫學、胸腔超音波、支氣管鏡檢查

郭耀文醫師 胸腔 胸腔重症醫學、胸腔超音波、支氣管鏡檢查

彭信逢醫師 影像專科 小兒放射線診斷學

吳志宏醫師 影像專科 介入性放射線學、腹部影像診斷 (超音波、電腦斷層、磁振造影 ) 

黃柔瑄醫師 影像專科 腦部及腹部影像診斷 (電腦斷層、磁振造影 ) 

廖怡華醫師 皮膚 皮膚黴菌及感染疾病、皮膚外科及雷射美容

洪楨邦醫師 皮膚 一般皮膚科及皮膚外科、皮膚雷射醫學

陳俊安醫師 心臟 心臟超音波、心肌病變、心臟衰竭

蔡紫薰醫師 眼科 斜弱視、白內障手術、眼整型、斜視及眼球運動障礙

林昭文醫師 眼科 近視、斜視、弱視、視力保健

盧璐醫師 復健科 認知神經科學、神經復健、語言障礙

丘彥南醫師 精神醫學
兒童精神醫學、自閉症類群障礙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焦慮
症、憂鬱症

楊湘醫師 牙科 一般牙科、身心障礙者口腔照顧

陳信銘醫師 牙科 光動力治療、口腔癌、口腔植體學、身心障礙者牙科醫療研究

鄭逸如臨床心理師 臨床心理中心
身心壓力調節、疾病調適、診療調適、健康行為促進、情緒調適
與管理、人際關係與溝通

張志瑄臨床心理師 臨床心理中心
兒童青少年發展、學習、情緒、行為之心理衡鑑與治療、自閉症
兒童評估與治療

黃柏蒼臨床心理師 臨床心理中心
兒童青少年發展、學習、情緒、行為之心理衡鑑與治療、親子關
係諮詢

鄭婷文臨床心理師 臨床心理中心
認知行為治療、情緒與壓力調適、神經心理衡鑑、失智症評估與
諮詢

吳家鳳組長 社工室 醫療協調、福利諮詢、經濟問題

黃愛珠遺傳諮詢師 基因醫學部 個案、家族遺傳諮詢

此表取自陳沛隆醫師 台大 TSC整合門診十週年研討會用資料

社團法人台灣結節硬化症協會捐款單
郵局 /信用卡  自動轉帳捐款  授權書

本會會址 : 100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 6號 8樓之 7   電話 : 02-23318852   傳真 : 02-23317781
感謝您的愛心捐款，本會開立之收據年度綜合所得稅抵稅之用 !! 如果本表不夠使用或不夠填寫，請自行影印，感謝您 !!

電子發票隨手捐 "愛心碼 0285"！
小小發票可以發揮您的愛心，幫助更多的 TSC家庭，看到生命中的陽光 !

填表日期 :

捐款人編號 :  

捐款人姓名 生 日 身份證字號

E-mail                                                                                                                              是否寄資料  □要  □不要

通訊地址 □□□

電       話 (0)                                 (H)                                   (行動 )    

收據抬頭                                                                                             收據寄送   □年寄   □逐次寄送

捐款用途 □協會統籌運用   □其它

□單筆捐款 $                                   元整                □每月捐款 $                                  元整
捐款日期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
信用卡
捐款

信用卡別 :□ VISA   □ Master card   □ JCB   □聯合信用卡

發卡銀行 : 信用卡卡號 :                                                                                     

持卡人簽名 :
信用卡有效期限 :西元        月 /        年 (依卡片順序填寫 )

授權碼 (捐款人免填 )

□
其它捐

款方式

□銀行捐款       戶名 :社團法人台灣結節硬化症協會

銀行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營業部 (代碼 812)   帳號 : 2001-01-0000278-0 台北南陽郵局 (代碼 700)  帳號 : 0001331-0461523

※採用銀行轉帳及 ATM方式捐款者，敬請將匯款收據及捐款人資料傳真或來電話，以利本會開立收據並寄出，謝謝 !

□劃撥帳號 
戶名 :社團法人台灣結節硬化症協會
帳號 :19973583

□支票捐款
請註明「社團法人台灣結節硬化症協會」及禁止背書轉讓支票，郵寄至

本會，謝謝 !

※ 新增捐款方式 : 本會新增銀行 (ACH)及郵局定期捐款方式，歡迎大家與本會索取授權書表格，謝謝 !

109年 5~10月

姓 名 金 額

高麒薇 500 

偕莉妍 115 

張文文 500 

張亦琁 500 

張宇智 500 

張君祥 1,000 

張志銘 2,000 

張秀珍 1,000 

張信閎 1,000 

張洛菀 200 

張原維 1,000 

張宸睿 500 

張祖坪 1,000 

張彩琳 800 

張淑君 500 

張淑萍 200 

張翎玲 200 

張郭雀霞 12,000 

張智棠 500 

張舒涵 500 

張聚陞 200 

張鴻文 1,000 

張曜麟 200 

曹靜儀 2,000 

梁之語 1,500 

梁淑瑜 200 

梁麗雪 1,000 

莊欣穎 500 

莊惟婷 200 

莊菀婷 3,000 

許仁松 500 

許天藍 500 

姓 名 金 額

許文馨 500 

許承睿 1,000 

許芳婕 500 

許芷緁 500 

許秋意 200 

許貞瑩 200 

許家萱 500 

許晨星 500 

許景存 200 

許舒甯 500 

許寬偉 26,000 

許慧儀 1,000 

許穎鐸 3,000 

許錫台 1,000 

郭玉娟 1,000 

郭怡均 200 

郭怡倩 500 

郭東勳 200 

郭柏洋 600 

郭榮達 500 

陳又寧 100 

陳子鳳 200 

陳文鐘 500 

陳玉梅 2,000 

陳玉潔 500 

陳示玲 100 

陳宏育 2,000 

陳宏哲 2,000 

陳宏凱 1,000 

陳志雄 500 

陳李素卿 100 

陳佩君 500 

姓 名 金 額

陳和欽 500 

陳宜娟 500 

陳幸敏 500 

陳念慈 200 

陳怡均 500 

陳怡儒 1,000 

陳怡儒 200 

陳怡霖 1,000 

陳玫玲 500 

陳亮日 500 

陳亮至 500 

陳俊安 3,000 

陳俊榮 100 

陳俐諺 100 

陳冠霖 100 

陳姮秀 500 

陳姿妘 200 

陳宥妡 800 

陳庠楨 200 

陳思妤 100 

陳柏仲 300 

陳畇邑 500 

陳秋菊 500 

陳郁婷 500 

陳淑娟 2,000 

陳瑋樺 600 

陳碑碰 800 

陳筱茹 1,000 

陳筱婷 500 

陳靖雅 250 

陳嘉欣 300 

陳嘉貞 200 

電 話：02-2331-8852      傳 真：02-2331-7781

內政部登記：台內社字第0950030309號

協會網站：www.ttsc.org.tw   e-mail：tscare@gmail.com

劃撥帳號：19973583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1577號 登記為雜誌交寄

若無法投遞，請退回原處

姓 名 金 額

陳榮石 100 

陳碧惠 500 

陳碧蔭 500 

陳維奇 1,000 

陳鳳娟 100 

陳靜怡 1,000 

陳瓊花 800 

麥麗蘋 2,000 

傅永祥 200 

傅莉蓁 2,000 

彭筠雅 500 

曾玉君 500 

曾家俞 200 

曾家萍 200 

曾渝喬 500 

曾筠茹 200 

曾筱晴 200 

曾銘洲 200 

游孟榛 1,000 

游婉純 200 

游復劭 1,560 

游雅婷 200 

湯淑鈞 200 

湯瓊英 1,000 

無名氏 511 

程小昌 1,000 

程鈺文 500 

程鈺峰 500 

黃上又 500 

黃上芝 12,000 

黃介文 500 

黃民澤 50,000 

黃立彰 500 

黃吉莉 1,000 

黃志強 500 

黃育晟 1,000 

黃佳惠 1,000 

姓 名 金 額

黃冠予 250 

黃奕暢 500 

黃庠厤 200 

黃建福 250 

黃思瑜 250 

黃健雄 2,000 

黃晨瑋 500 

黃淑珍 200 

黃琬椀 500 

黃超媺 1,000 

黃雅音 500 

黃雲姿 4,000 

黃愛珠 4,500 

黃煒雯 250 

黃筱涵 430 

黃筱涵 500 

黃潔妤 500 

黃緹娟 500 

黃麗敏 1,500 

楊佩珊 500 

楊明珠 500 

楊筑鈞 500 

楊雅鈞 200 

楊繐瑜 500 

溫招騰 200 

葉文蓮 500 

葉思彤 200 

葉智媖 500 

董乃綺 6,000 

詹素珠 500 

詹湘婷 200 

詹閎秝 1,000 

雷斯翔 200 

廖文祺 200 

廖文輝 100 

廖芷瑩 500 

廖珂霆 115 

姓 名 金 額

廖員瑞 500 

廖桂櫻 500 

廖耘賢 500 

廖國河 500 

廖培焜 500 

熊厚淳 1,000 

趙玉女 1,000 

趙勇 10,000 

劉文章 200 

劉水治 1,000 

劉亦修 3,000 

劉亞宜 500 

劉性捷 1,000 

劉芝瑀 300 

劉阿銀 200 

劉雨珍 1,000 

劉品逵 500 

劉思妘 200 

劉昱輝 500 

劉美蕙 1,200 

劉美麗 250 

劉祐榛 115 

劉偉凱 500 

劉淑珠 100 

劉園真 250 

劉瑜仁 100 

劉萬華 200 

劉蕙誼 500 

劉靜香 500 

劉穗燕 200 

樊咖妤 250 

樊冠緯 250 

樊添坤 250 

蔡佩芝 200 

蔡孟君 500 

蔡宗勳 500 

蔡宛均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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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七月開始的台大醫院結節硬化症整合
門診，當時病人不多。私下媽媽們常會擔心，若門

診人數不夠，且如此耗費資源，可有未來性？現在

回過頭來看，是多慮了。十年後的今天，門診幫助

了許多徬徨無助的結節家庭，其仁心仁術並不以營

利作為考量，讓我們家屬銘感五內。

二、三十年前，大家對於 TSC是那麼的陌生。
簡單的說，根本沒聽過。

漸漸的，我們被告知，它是個：

基因突變的疾病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需要看很多不同的診。

發現的起源是癲癇，

因此自己或是家人不敢再生小孩。

其實，得這疾病的人也不是都這麼慘，兩天前

門診時來了一位美少女，讀的是北一女中。這個厲

害了吧！因此，常常用正向的思考來鼓勵新生結節

幼童的父母，是我們協會常常要努力的功課。

1. 109年 5月 ~12月服務統計一覽表

TSC整合門診 385人次 /771診次

中區瓢蟲健診 23人 /63診次

中區手作班 16人 /一場

鼓動你我他 -親子打擊樂 12人 /71人次

親子繪本共讀 15人 /26人次

親子共筆繪畫團體 24人 /71人次

中區聯誼餐會 43人 /19戶

南區聯誼餐會 35人 /12戶

北區聯誼餐會 76人 /28戶

2. 109年 5月 ~12月發票募集報告

感謝各界捐贈愛心發票，中獎金額 3000元，
另外本會發票愛心碼為『0285』您來幫我，
歡迎您捐贈愛心發票！

3 .110年度常年會費

會 費 $500 已 經 開 始 繳 納， 劃 撥 帳 號：
19973583，戶名：社團法人台灣結節硬化症協
會，若本年度已經繳過會費者，請忽略此訊息，

謝謝您 !

親子繪本共讀

這幾年 TSC幼童逐年增加，常常看到他們出
現在門診。不知不覺中這些小蘿蔔頭都已經上幼

稚園或是小學了，很想幫他們開辦適合的課程。
109年 5~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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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金 額

江淑靜 1,000 

江綺琴 2,000 

何伊平 200 

何怡青 500 

何怡青 500 

何明輝 200 

何欣恬 500 

何睿奕 100 

何曉鳴 3,000 

余佳叡 500 

余孟澐 100 

余杰恩 500 

余若瑩 500 

吳予涵 200 

吳月如 2,000 

吳民峯 200 

吳岱芸 500 

吳林尾珠 1,000 

吳枚娟 500 

吳雨軒 200 

吳桂莉 2,000 

吳珮瑜 1,000 

吳祖福 1,000 

吳雅雲 200 

吳順生 1,000 

吳順吉 1,000 

吳麗寶 1,000 

呂玉成 500 

呂依璇 500 

呂玳文 200 

呂重達 4,800 

呂家華 5,000 

呂錦凌 500 

李文玲 1,000 

李文彬 100 

李火龍 1,000 

李妍槿 1,000 

李沛坤 100 

李秀閨 10,000 

李亞憶 1,000 

李佳蓉 250 

李佳儒 1,000 

李佳熹 200 

李依隼 200 

李承晉 100 

李旻翰 1,000 

李東縉 1,500 

李東駿 100 

李金金 500 

李奕萱 100 

姓 名 金 額

李昱宏 100 

李虹奇 200 

李家文 1,000 

李家宏 500 

李宸宇 100 

李晏承 500 

李珮禎 500 

李婉瑩 10,000 

李翊緯 1,000 

李莉雲 1,000 

李婷婷 100 

李煥國 100 

李瑞華 100 

李鈺婷 100 

李榮通 100 

李曉屏 2,000 

李曉苓 1,000 

李澤雄 1,000 

李蕎妘 100 

李麗鳳 250 

李蘇全 100 

汪千涵 200 

汪忠平 5,000 

沈春英 500 

卓勁任 500 

卓盈君 200 

周志勳 200 

周娟慧 1,000 

周晏平 200 

周鈴雅 3,600 

林千郁 20,000 

林士鈞 500 

林文淑 300 

林世勳 500 

林佑勳 200 

林秀珍 500 

林育棋 6,000 

林佳堃 500 

林宗賢 2,000 

林宜茹 500 

林宜樺 500 

林明澐 500 

林松澤 1,000 

林芷嫻 200 

林芷緹 200 

林芸 500 

林姝言 500 

林姿吟 500 

林威廷 200 

林政德 500 

姓 名 金 額

林星龍 50,000 

林春傑 500 

林昰翰 200 

林珀花 500 

林書培 500 

林純瑩 500 

林婉甄 600 

林添財 500 

林惠玲 1,000 

林渝淇 200 

林裕鈞 200 

林鼎璿 500 

林麗玉 300 

邱莉雯 500 

邱鳳嬌 10,000 

邱藍儀 500 

邵千育 300 

侯泳浦 200 

凃文禎 500 

凃育晴 500 

凃思君 500 

凃家馨 1,450 

姚佩馨 200 

施淑珍 3,000 

施暄薇 2,200 

柚柚 500 

柳瑩瑩 500 

洪芮絺 1,000 

洪崇耀 500 

洪維陽 2,000 

胡淑鎧 200 

胡湘霖 250 

范東君 500 

孫中鵬 1,000 

孫英宜 100 

孫理原 100 

孫瓏圖 100 

徐允澤 1,000 

徐昌 500 

徐偉華 1,000 

涂家瑞 2,000 

翁珮瑜 200 

高伍季 1,000 

高全德 1,400 

高春香 1,000 

高培玟 500 

高梓桓 500 

高熏蔚 500 

高禩葵 500 

高禩蓮 500 

慶賀台大 TSC整合門診 10週年

十個感謝 vs 十年有成

今年欣逢台大醫院結節性硬化症 (Tuberous 
Sclerosis Complex, TSC)整合型門診慶祝成立 10
週年，該整合型門診自 2010年 7月開辦至今，
就診的病友人數自該年的 63人逐年增加迄今已有
303人，據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發給結節性硬化症重
大傷病證明卡今年 6月份紀錄為 641人的數字相對
照來看，目前全國 TSC病友就有近一半已在台大
TSC整合型門診就過醫，觀此可知該整合門診模式
確實貼近病友們的真實需要。

▲台大 TSC整合型門診醫療團隊合影

▲台大謝豐舟教授與其畫作

▲台大 TSC整合型門診醫療團隊與病友合影 ▲台大謝豐舟教授與 TSC整合門診醫療團隊合影

▲結節硬化症健康講座

各個醫療院所，而目前全省有成立的 TSC聯合門診
的院所有台中中山醫院、高雄長庚醫院、林口長庚

醫院等，若此一「台大 TSC整合型門診模式」推廣
的討論最終能付諸實行與實踐，相信是 TSC病友就
近就醫的一項重大福音，真是萬分的期待這事能成

就在不久的將來。 

台大 TSC整合型門診的陳沛隆總醫師在會中致
詞時祝福說：台大TSC整合型門診現在慶祝10週年，
將來會慶祝 100週年！我們也一樣虔心地祝福。

TSC 整合型門診病人累計人數

TSC 重大傷病卡病人登記總數

秘書長 樂玲

秘書長 樂玲

在慶賀台大 TSC整合型門診成立 10週年的同
時，我們要感謝在這當中辛勞付出的每一位醫護人

員，因者您們的仁心仁術，使得 TSC病友獲得最好
的醫療照護。也要特別感懷逝去的謝豐舟教授，謝

教授是台大 TSC整合型門診的催生者，當年若無謝
教授的大力推動成立 TSC整合型門診與時時關注該
門診的各項進展，相信不會有今日的這番局面。

在此次 TSC整合醫療學術研討會的專家座談裡
有一項討論是推廣「台大 TSC整合型門診模式」至

值此重要意義的時刻，台大醫院在 7月 6日整
合門診當天舉行了簡單而隆重的慶祝儀式，並於 10
月 31日舉辦了以學者專家為主的 TSC整合學術研
討會、以及以病友及家屬為主的結節硬化症健康講

座，為過去 10年留下美好的註記。

10月初，整合門診主治醫師陳沛隆醫師告訴我
們將在 10月 31日要辦一個整天的活動。上午是專
家會議，下午是病友的健康講座。這麼有意義的活

動，協會必當全力配合。

邀約的過程中，很清楚的知道，資深家長的主

動出席，意味著對臺大醫院的感謝與對協會的支

持。所以邀約簡章張貼後，即刻接到許多好朋友們

的報名。但是，有一群未參加協會者，當然不知道

這場活動。於是，我只能逐一依著門診名單上的非

會員努力詢問著。其實，這一群新生的病友家庭才

是最需要接收這些最新 TSC資訊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講座結束後，有一位女士驅身

接近我們，她是我特別邀請的非會員病友家庭，她

感概的說：這是一場很棒的分享。她的弟弟 58歲，
2年前才知道弟弟的問題是 TSC。這麼多年來，全
家為他而苦，也造成許多家庭問題。若能早點知道，

他們可以多些諒解與包容。如今照顧他多年的父親

已經高齡 92歲了。目前最煩惱的是，若父親離開
了，手足們都各有家庭，如何處理弟弟的未來，有

點頭痛。聽了，不免讓人心酸。我們都有共同的處

境，只是先後順序而已。

今天，每位醫師的分享都如此的專業與清楚，

溫故而知新的內容，讓我們收穫滿滿。持續的補充

各種養分，好增加能力來幫助更多病友是我們的目

標與方向。

我們發出十個、百個的感謝，並希望台大整

合門診不只 10 年、百年的成就。我們相信只要
生存在台灣的 TSC，都可以得到台大整合門診的
全人照顧。

感謝台大結節硬化症整合門診十年有成。

「每次到醫院需要看很多科，又要等好久，

不然就疲於奔波的上醫院，很累、很無奈」這是

TTSC許多家長及病人普遍心聲。

早在 2009的三月，台中市中山醫學大學附設
醫院，小兒神內蔡政道醫師幫 TTSC 開辦了第一場
的健診，從此開啟了中區結節硬化症的暑期建診模

式，持續至今已經超過 10個年頭了。

7/22 週一，我們一早來到中山大慶院區，今天
需要服務的病友共計六位。看似症狀最輕的小文，

因為沒有癲癇問題，所以是請了假，單槍匹馬前來。 
其他的病友則都是由父母陪同。

玲兒是一位嚴重自閉、且口語不佳的病友。兩

天前母親很擔心，因為爸爸無法請假陪同，所以不

知是否可以順利單獨帶女兒應診，遂請求協助。她

的MRI檢查，介於用藥與不用藥之間。蔡醫師覺得，
可以先試著不用藥看看，若真無法進行再啟動用藥

模式。還好今天玲兒特優，躺在機器上，左邊有媽

媽安撫、右邊有社工陪伴，竟也順利的完成檢查。

我想，若是真的用藥，相信接下來的其他檢查就會

很麻煩。情況應該會完全複製下午曉萱的狀況。

曉萱，年紀較小，一樣有著玲兒的特性。但父

母一同開車前來，所以沒有太多擔心。但曉萱好久

沒做MRI了，我們完全沒有考慮到在麻醉投藥後發
揮藥效的跑攤，是會產生了一些技術上的問題。因

為她整個人會是完全癱軟睡昏，根本無法用輪椅來

移動推行。所以接著下來的排檢，就得推著床穿梭

在各個診間與檢查室了。

去過中山醫院的人應該能體會這種跑上、跑

下、這棟樓、那棟樓的感覺。因為不方便移動，再

加上等電梯的時間，真的很挫敗。原本想要放棄的

心超、腦波、腎臟超音波檢查，因為老天幫忙，竟

然也能完全通過。真有種密室逃脫闖關的感覺。雖

然有點累，但蠻開心的。

接著是最大的挑戰來了，我們該如何將曉萱送

出醫院坐上車回家。那張床，又必須在 5：30歸還。
媽媽提議爸爸坐上輪椅抱著曉萱，我們再推輪椅到

汝川大樓門口，然後媽媽去醫院外的停車場，將車

開到門口接，聽起來蠻 OK的。但，曉萱已經不是
小小孩子，爸爸抱著又重又長的她，修長的兩條腿

就會自然癱軟拖地。於是我們只能將她的兩條腿弓

著像個大包裹，放在爸爸雙腿上。由檢驗大樓一樓

上二樓，通過兩棟大樓銜接道，再由汝川大樓二樓

下一樓。看著這個被大件物壓著爸爸，內心蠻感動

的。曉萱真的超級幸福。爸爸雙腿承載著滿滿的愛，

社工雙手推著服務的心。還好，輪椅沒被壓垮！

今天感謝中山醫師們及檢驗師們的耐心，很不

好意思耽誤了一些時間。之後的定期追蹤建診，曉

萱爸說：考慮要住院一天了。

院方、醫師、健保願意推行健診式的整合門診，

真的是多重障礙病人的福音，受惠者更是由衷的感

激。今年的健診共安排 5個梯次。分配在七、八兩
個月。希望每個家庭都能從健診追蹤中找到安定的

力量，我們會一起面對、一起努力。

TSC 是一種罕見的顯性基因遺傳疾病，1/3來
自遺傳，2/3來自突變。這種疾病是因為體內抑制
細胞成長的煞車基因出了問題，因此會造成全身性

的錯構瘤出現。麻煩的是，這些錯構瘤 (結節 )也
會隨著年齡增長，造成各種器官不同程度的傷害。

最嚴重的損傷是腦、其次是腎、肺⋯，最困擾的問

題是需終身居家照顧。

TSC的中區醫療整合健診

▲中區 TSC瓢蟲健診

我們目前開辦的課程，大多是親子共同出席

的，因為有些孩子無法獨力完成。所以規劃親子共

筆，有能力的自己畫，能力較差的父母帶著畫。我

們還辦了親子打擊樂，希望用最簡單的敲打，訓練

一致的節奏律動，也獲得大家的喜歡。

目前，有一部分的小病友是處於早療復健階

段，他們十分需要刺激與學習來增加進步。他們也

像一般的孩子總喜歡唱歌、喜歡聽故事、喜歡被引

導學習。因此，我們找到了 "嘻哈繪本說故事 "。

"picture book"繪本，是運用一組圖畫述說故
事，而不是在既有的文中補上插畫。也就是說即使

把文字拿掉後，照著畫作順序翻閱也是能看得懂的

故事書。因為簡單，孩子們可以輕鬆接收繪本帶來

的教育意義。也因為自由，孩子們的想法不擔心被

框住。

與其說道理不如說故事，這應該是繪本故事最

想要表達的目的。課程中老師因著孩子的程度慢慢

引導，說說唱唱還外帶動作。鼓勵孩子們表達自己

的想法，大家從生澀中慢慢開始有了互動，這種新

的嚐試，希望小朋友會喜歡。

看著大家的笑容、聽著大家的笑聲，這應該是

會受歡迎的一堂課

姓 名 金 額

方品淇 200 

方彥蓉 200 

方寶珠 12,000 

王文炫 500 

王永輝 500 

王安奇 250 

王秀足 500 

王思柔 500 

王昱凱 100 

王秋娥 200 

姓 名 金 額

王紅晴 200 

王美玲 200 

王泰評 500 

王喻萱 200 

王詠雯 500 

王照惠 50,000 

王嘉茵 200 

王誌遠 200 

王憶華 250 

王曉晴 600 

姓 名 金 額

白玢雪 500 

白魏瑤珍 500 

石安恕 250 

伍梅春 1,000 

朱泳樺 200 

朱寧 1,000 

朱毅 500 

朱錦鳳 500 

江秀玲 100 

江淑芬 500 

理事長 魯賢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