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 金 額

大熊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羽偉科技有限公司 16,000 

欣林口鋼鐵有限公司 5,000 

異象醫藥公關有限公司 100,000 

統一數位翻譯股份有限公司 3,000 

晶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60,000 

綠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000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7,760 

愛心 100共同 700 

財團法人天使心家族社會福利基金會 6,000 

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 150,000 

財團法人高雄市黃文獻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2,000 

財團法人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 30,000 

UK Online Giving Foundation 5,341 

吳思璇、張勝男 1,000 

涂家瑞、涂展耀 2,000 

高嘉鴻、張美娟 1,000 

劉亦修、張文馨 4,500 

發行單位：社團法人台灣結節硬化症協會

發行人：魯賢龍

理事長：魯賢龍

秘書長：樂玲

編 輯：樂玲

總 會：10045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6號8樓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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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綻放 為別人歌唱
李正德

社團法人台灣結節硬化症協會捐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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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年 1~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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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紀錄片「一首搖滾上月球」(以下

簡稱紀錄片 )上映時，一個上台弱弱的、吉他

彈得破破的我，竟也能參與到無數場的表演與

分享，體驗與享受到前所未有的音樂樂趣，因

為這樣的舞台演出，才促使自己萌生精進音樂

知識與樂器技術的動力；平凡的我尚且需要靠

這樣的目標激勵，讓所有的努力變得有意義，

而那自小圍繞在我身邊的結節性硬化症 (TSC)

的孩子，他們學音樂與練樂器多年，他們的動

力在哪裡，而誰又會從另一個角度去想去給他

們機會。

2013年暑假，在一場紀錄片映後散場的

機會，看到人群裡的士捷似乎很感動，他不顧

眾人的眼光，到我面前唱起這部紀錄片主題曲

Rock me to the moon「寫一首搖滾上月球，

新聞台最好趕快播⋯」，他唱得渾然忘我的模

樣，就跟當初的自己那樣弱弱的破破的，但是

我卻從他的身上看到一種自己學不來的勇氣與

自信，不知不覺地在心裡留下一絲特殊的印象。

幾個星期過去後，一位從小學吉他的 TSC病

友伯軒，託媽媽找我索取這部紀錄片裡的歌曲

的譜，這才觸動了我一個舞台傳承的想法，當

時將紀錄片裡其中四首歌曲稍加調教他們一番

後，隨即帶著他們一起上台歷練，漸漸的他們

也透過舞台表演的過程，讓努力變得有意義。

從 2014年後至今，將近百場的大小演出

歷練，其間陸續有志宥、宜瑄、蕙漩、家樺等

人先後加入，這個療癒樂團逐漸有些規模，直

到 2016年受邀汪素娟團隊合作演出，總算才

有專屬於自己發展的舞台「享愛公益音樂會」，

但遺憾的是自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

表演被迫暫停至今。在音樂上他們不一定能夠

達到專業的水平，但是他們的努力與故事卻可

以啟發鼓舞許多人，也包括他們的家人。

有句話時常提醒我「我們堅持一件事情，

並不是因為這樣做了會有效果，而是堅信，這

樣做是對的。」而我也鼓勵團員要像花一樣，

不管有沒有人欣賞，但是一定要綻放。並且不

是為別人而綻放，而是為自己綻放。

本書所描寫的就是六位 TSC病友與家人，

他們努力地將家家那本難念的經，唱的比誰都

動聽、唱的比誰都開心的故事。然而在撰寫本

書時，不知在多少夜裡，我幻化作時空的旅

者，穿越到每一個故事的當下，嘗試體會他們

所承受到的磨難，時而憤恨時而心痛，常常情

緒凝重到無法自拔。原來，這些看似快樂幸福

的 TSC家庭背後，還有著這麼多不為人知的辛

酸，最後發現，這些家庭都有著相同的特質，

就是家人 (族 )間「愛的凝聚力」特別的強大，

它源源不絕地提供他們活下去的能量，縱使身

處困境的他們，依然能綻放生機，縱使辛苦的

對抗病魔，依然能為別人歌唱。

如今的他們，就像一群曾在暗夜飛舞的小

鳥，掙脫了束縛飛翔在陽光下，而那些曾經深

入骨髓的傷痛早已譜成一篇篇的幸福詩篇，化

做一個個的音符，從他們的口中飄揚開來；最

後落在我的手掌心，摻和著自己的淚水化成了

一顆顆璀璨的珍珠，接著又變成一頂極其光輝

耀眼的皇冠 -快門下的幸福樂章。

感恩他們這麼多年來對我的信任與支持，

讓我走進他們的家庭甚至他們的心理，這才能

豐富精彩地成就本書，而本書也正是要獻給他

們，為他們的努力與大愛致上萬分感謝與敬意。

姓 名 捐物

李信瑩 書籍 10本

財團法人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防疫物資一批

統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民生門市 粽子一批

姓 名 金 額

莊謝淑容 1,000 

許文淑 500 

許可琪 100 

許志鈞 500 

許芷緁 556 

許瑄婕 4,500 

許瑜庭 1,000 

許寬偉 9,000 

許輝裕 1,000 

許穎鐸 11,400 

郭子明 500 

郭羿妘 400 

郭羿攸 400 

郭碧紅 1,000 

陳玉盆 500 

陳玉真 1,000 

陳玉蘭 1,000 

陳宏育 4,500 

陳宏哲 4,500 

陳秀榆 500 

姓 名 金 額

陳咏凬 1000

陳玟卉 2,500 

陳玫玲 800 

陳俊安 4,500 

陳俊成 1,000 

陳冠甫 400 

陳勁豪 1,000 

陳品伶 1,000 

陳姝勳 1,000 

陳建章 100 

陳昱霖 500 

陳美辰 1,000 

陳郁歆 200

陳淑樺 2,000 

陳惠蓁 800 

陳萍琳 800 

陳瑋樺 1200

陳榮昌 1,000 

陳語潔 1,000 

陳儀娟 1,000 

姓 名 金 額

陳叡朋 5,500 

陳錦春 1,000 

陳瓊花 1,000 

陳麗棻 300

麥如龍 200 

彭初枝 800 

曾淑婉 2,000 

曾蓓珊 100 

游孟榛 2,400 

游舒瑜 500 

游輝榮 6000

湯琼英 1,000 

無名氏 50 

無名氏 100 

無名氏 300

黃于庭 300 

黃子紜 800 

黃文杉 1,000 

黃民澤 10,000 

黃衣淑 1,000 

姓 名 金 額

黃佳惠 800 

黃明正 1,000 

黃國松 1,000 

黃許秀琴 1,000 

黃凱榛 800 

黃湘羚 800 

黃逸旗 500 

黃雲姿 7,000 

黃意珊 1,000 

黃愛珠 3,000 

黃煜恩 500 

黃煜軒 500 

黃綉員 5,500 

黃劉自 1,000 

黃麗敏 1,500 

黃麗鈴 1,000 

楊智皓 2,500 

楊靜怡 1,000 

葉伊馨 2,500 

葉美玲 800 

葉美華 1,000 

葉家宏 500 

葉彩緹 2,500 

葉增宏 3,000 

姓 名 金 額

董乃綺 3,000 

詹婕妤 100 

詹靖宣 500 

詹靜宜 1000

廖浚騰 1,500 

廖聖瑋 1,000 

趙秀琴 1,000 

趙勇 50,000 

趙陳彩雲 1,000 

劉士誠 1,000 

劉美蕙 1,800 

劉清香 500 

劉瑞仁 1,000 

蔡孟錡 10,000 

蔡昕妤 500 

蔡漢俊 1000

蔡碧如 3,000 

蔡瓊瑛 800 

蔡麗娟 1,000 

蔣青頤 500 

鄭宜慈 600 

鄭美卿 5,000 

鄭紫鵑 1,000 

鄭雅云 1,500 

姓 名 金 額

鄭雅蓁 115 

盧泳瑞 500 

盧淑娟 1,000 

賴月娥 1,000 

賴幸瑜 1,000 

賴禹善 500 

賴郁沁 1,000 

賴湘承 500 

錢柏霖 100 

戴玉秀 1,000 

謝榮哲 4,000 

鍾美惠 1,000 

鍾麗芳 800 

簡炳煌 5,000 

顏常蒼 800 

羅弘鈞 1,500 

羅政忠 1,000 

蘇航 500 

蘇裕勝 20,000 

釋弘翔 1,000 

顧玉蓮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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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的繪本課，我們找到的是這本書，"這條橡皮筋
是我的 "。

藉由一條極為平常的橡皮筋，不經意地帶出自我中心

思想。透由故事的引導，慢慢發展出自己的價值觀與

判斷力。

講師安排了有故事、有音樂、有手做的一堂課，多樣

性的內容希望吸引孩子們專注的眼神。

開開心心的結束課程後，讓我們一起期待下一堂更有

趣的繪本共讀團體了。

第二堂手足繪本共讀：魔法糖果

這本繪本的故事內容也蠻令人驚奇！

1. 110年 1月 ~9月服務統計一覽表

TSC整合門診 360人次 /686診次

中區瓢蟲健診 21人 /34診次

瓢蟲玩音樂 -打擊樂 12人 /35人次 /9戶

好書同享 -手足共讀 19人 /31人次 /7戶

家長知心團體 (線上 ) 15人 /18人次 /15戶

2. 110年 1月 ~9月發票募集報告

感謝各界捐贈愛心發票，中獎金額 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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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提醒您

近日，有不法之徒會利用善心捐款人的

愛心進行詐騙。提醒您，我們協會絕不

會致電給任何捐款人變更捐款方式。如

接到不明電話可電 165反詐騙專線或洽

本會 02-23318852

109年 11~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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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金 額

林皇達 1,000 

林秋琴 500 

林德龍 500 

林麗珠 500 

祁甫忠 500 

祁奕瑄 500 

邱明芬 1,000 

邱美株 500 

邱培瑄 1,000 

邱舒敏 500 

邱新雲 500 

邱翠金 500 

侯明紅 500 

侯曉艷 500 

姚辰姿 1,000 

姚亞萍 1,000 

施星妤 500 

施淑卿 500 

施暄薇 800 

洪木村 2,000 

洪明達 500 

洪麗珍 500 

范美貞 500 

徐千淳 500 

徐子清 2,000 

徐小婷 500 

徐生鑑 500 

徐惠英 500 

徐詩婷 1,000 

徐靖涵 2,000 

涂家瑞 1,000 

馬麗娜 500 

高子媖 36,700 

高全德 300 

高明倫 15,000 

高彥綸 500 

張君蘋 500 

張志銘 1,000 

張政豐 3,000 

張祐豪 500 

張淑娥 500 

張郭雀霞 4,000 

張惠菁 500 

張雅惠 500 

張嘉綾 500 

張錦允 300 

張薺鍇 500 

莊秀琴 500 

莊青燕 500 

莊朝輝 500 

莊潔穎 500 

莊謝淑容 500 

姓 名 金 額

許志成 500 

許佳惠 500 

許芷緁 500 

許家蓁 500 

許淑芬 500 

許瑜庭 500 

許寬偉 12,000 

許穎鐸 1,000 

郭金英 500 

郭盈麟 500 

郭振富 500 

郭章弘 1,000 

郭順展 500 

郭碧紅 500 

陳右庭 500 

陳右晟 500 

陳玉真 500 

陳玉蘭 1,000 

陳宏育 1,000 

陳宏哲 1,000 

陳咏凬 500 

陳宛蓁 1,000 

陳宛聲 500 

陳玠如 10,000 

陳俊安 1,000 

陳俐錡 500 

陳勁豪 500 

陳威廷 500 

陳宥蓁 8,000 

陳建章 100 

陳禹潔 500 

陳秋月 500 

陳國昭 1,000 

陳梓仟 500 

陳淑華 1,000 

陳雅芳 500 

陳楊碧珠 12,000 

陳盟宗 200 

陳福英 3,600 

陳錦春 500 

善心人士 500 

善心人士 300 

彭洁浮 3,000 

彭羅端妹 500 

曾周錦 1,000 

曾冠維 600 

曾品瑄 1,000 

曾梓庭 500 

游復劭 312 

游舒閔 500 

游輝榮 5,500 

馮梅英 500 

姓 名 金 額

黃于慈 500 

黃千足 500 

黃田勝 500 

黃亦薇 500 

黃衣淑 1,000 

黃志華 1,000 

黃秀如 500 

黃秀慧 1,000 

黃彥琦 5,000 

黃彥慈 5,000 

黃泰翔 500 

黃彩琳 500 

黃紹泉 1,000 

黃惠珠 500 

黃意珊 500 

黃楹宸 500 

黃榆家 300 

黃筱涵 215 

黃璽真 500 

黃韻如 1,000 

楊大燁 1,000 

楊世華 1,000 

楊民豊 500 

楊恩庭 1,000 

楊鎮源 500 

楊寶玉 500 

葉一鳴 115 

葉和敏 500 

葉美華 500 

董乃綺 2,000 

詹正印 500 

詹淑芬 500 

廖文豪 500 

廖王秀琴 1,500 

廖泰璋 300 

廖朝枝 1,500 

趙秀琴 500 

劉亦修 1,000 

劉秀蘭 500 

劉秉宏 1,000 

劉洽民 202 

劉美蕙 400 

劉宸昕 500 

劉祥娥 500 

潘俐月 500 

蔡文菱 600 

蔡佳蓉 1,500 

蔡美虹 500 

蔡黃綿 600 

蔡碧端 500 

蔡麗娟 500 

鄧迦琳 3,000 

第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秘書長 樂玲

姓 名 金 額

F22672XXXX 2,000 

丁政瑜 300 

尤淑卿 1,000 

方寶芬 25,000 

方寶珠 4,000 

王美婷 5,000 

王美鳳 500 

王啟俊 500 

王祥政 500 

王詹秀壬 5,000 

古杰玉 2,000 

田欣 1,000 

白如玉 500 

石三明 1,000 

石麗秋 500 

江采晴 400 

江煜坤 1,000 

何曉鳴 1,000 

吳伊婷 200 

吳志勇 500 

吳秉泉 500 

姓 名 金 額

吳盈慧 500 

吳秋蘭 500 

吳啟明 500 

吳啟瑋 500 

吳啟豪 500 

吳註誠 500 

吳鈺潔 500 

吳蔚蓁 1,000 

吳懿修 500 

呂佩諭 500 

呂重達 1,600 

呂麗玉 1,000 

宋成菁 5,000 

宋亭葦 1,000 

宋純慧 500 

巫涴春 500 

李丁山 500 

李三多 635 

李仁貴 5,000 

李火龍 2,000 

李玉枝 500 

姓 名 金 額

李玉鳳 500 

李怡萩 3,500 

李盈箴 1,000 

李英蓓 500 

李家毅 500 

李彩雲 1,000 

李麗容 500 

汪素娟 20,000 

卓美君 3,500 

周祈麟 500 

周錫慧 1,000 

宗雅芬 500 

林心怡 500 

林文彬 1,000 

林永俊 1,000 

林玉美 500 

林玉蘭 500 

林育棋 2,000 

林岱德 6,000 

林則棻 10,000 

林垂娟 1,000 

110年 1~9月

姓 名 金 額

方月桂 800 

方鵬智 1,000 

方寶珠 18,000 

王永輝 800 

王玉柳 1,000 

王秀足 800 

王威凱 800 

王美芸 1,000 

王美婷 1,000 

王美惠 1,000 

王美鳳 1,000 

王湘白 1,000 

王隆昌 1,000 

王詹秀壬 1,000 

王嘉霈 200

王誌遠 700 

王銘潭 1600

王寶貴 500 

古杰玉 2,000 

白玢雪 1,000 

朱俶君 2,600 

朱家佑 14

朱楹樺 300

牟顯玫 5,000 

何怡慧 200 

吳小雯 1000

吳方瑜 1,000 

吳春美 1,000 

吳秋蘭 1,000 

吳凌瑩 1,000 

吳桂華 1,000 

吳蕙蘭 20,000 

呂重達 7,200 

李火龍 7,500 

李辰德 200 

李孟璋 500 

李宜憲 1,000 

李宥諺 300 

李建璋 100

李思雯 800 

李雅莉 1,000 

姓 名 金 額

李銀仔 600 

李蕙安 1,000 

汪佳儀 116 

汪雲霞 2,400 

沈光福 200 

沈芯妤 600 

沈彥瑄 1,000 

沈庭芳 600 

阮玉美 1,000 

阮玉慧 1,000 

卓季美 2,000 

周娟慧 800 

周靜慧 2,000 

林文淑 200 

林玉美 1,000 

林玉蘭 1,000 

林宏全 1,000 

林沛英 1600

林秀珍 800 

林育棋 9,000 

林松澤 1,600 

林囿佐 800 

林思妤 1,000 

林星龍 100,000 

林秋雪 300 

林郁娟 1,000 

林郁馨 1,000 

林家億 1,000 

林家賢 1,000 

林桂芬 2,000 

林桂英 1,000 

林純瑩 500 

林雪 1,000 

林凱仁 1,000 

林菊美 1,000 

林溎鑾 1,000 

林德龍 1,000 

林錦照 115 

林麗芬 1,000 

邱兆煇 1,900 

邱光怡 1,000 

姓 名 金 額

侯明紅 1,000 

姚霈欣 100 

施亭薇 1,000 

施暄薇 3,800 

柚柚 800 

柯麗英 800 

洪白容 1,000 

洪育修 1,000 

洪紹琦 800 

洪麗珍 1,000 

紀雪盡 30,000 

范美玉 800 

范鳳珠 800 

徐允澤 2,000 

徐佩君 300 

徐菊櫻 5,000 

涂家瑞 500 

涂展耀 1,000 

耿妤蓁 800 

馬麗娜 1,000 

張永隨 10,000 

張宇 5,000 

張安妮 3,000 

張志銘 2,000 

張秀珍 1,000 

張明星 1,000 

張芸甄 1,030 

張晉傑 500 

張栢綸 500 

張郭雀霞 18,000 

張惠菁 1,000 

張晴 3,000 

張葉坤玉 1,000 

張嘉綾 1,000 

張慧雯 1,000 

張錦允 600

張錦彩 10,000 

張錦惠 10,000 

張錦雲 10,000 

張麗敏 10,000 

梁淑瑜 200

110年 3月 7日我們的 110年會員大會
出席的人數沒有因疫情而減少，

還有中、南部的家長北上參加。

真心感謝大家的支持相挺，

讓協會可以更穩健的繼續前進。

我們依法辦理了第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每年的會員大會不該只是回應人民團體法的規定，

更應該是我們病友家庭最重要的交流時刻。

兩場精彩的醫療分享，也讓家長們長了見識。

非常感謝台大結節硬化症整合門診之

皮膚科 廖怡華醫師 與 身心科 丘彥南醫師。

敲敲打打就是這麼好玩
來了新的學員、又少了請假的學員。看似人數偏少的出席，我們總是戲稱為菁英班。

年齡大大小小、程度高高低低，這都難不倒帶領我們多年的打擊老師。想當初，如何覓得

一位合適的老師？的確有點燒腦。

已經開辦了四年的打擊團體，願

意來參加這個團體，期待的不只

是學習，還希望會有難得的成就

感！

終於完成這條樂曲，

看倌們給點掌聲吧！

姓 名 金 額

鄭文榮 500 

鄭易明 2,000 

鄭欣欣 10,000 

鄭美卿 3,000 

鄭郁潔 500 

蕭千蘊 1,000 

蕭豔香 1,000 

儲著華 500 

儲貽慶 500 

儲貽馨 500 

姓 名 金 額

謝佳純 2,000 

謝明士 1,000 

謝欣祐 500 

謝榮哲 1,000 

謝寶美 500 

鍾恒英 1,000 

鍾美惠 500 

韓文綺 500 

顏嘉葦 500 

魏辰軒 500 

姓 名 金 額

魏蕙如 500 

羅景芳 500 

譚秀娟 500 

蘇志欽 500 

蘇彥銘 500 

蘇蓓怡 1,000 

財團法人台
新銀行公益
慈善基金會

20,000 

王宥富、
王龍景得

1,000 

郭正發、
許淑美

500 

為愛做決定——病人自主權法
很高興我能在 4月 4日這天參加病主法宣導說明會，收穫頗豐。病人自主權立法於 105年 1月 6日公布，108年 1月 6日開始施行，已經施行三年了，病

主法對我們的生活有哪些幫助呢 ?

生命是有限的，每個人最終都會經歷生命的最後一哩路，也許你曾遇到過這樣的情形：親人無意識地躺在醫院，親友們都聚集到醫院，醫護人員讓家屬們

決定要接受怎樣的醫療行為，是否要接受延長生命的醫療措施，這樣的決定使你們都倍感煎熬，決定要救則有可能只是延長親人的痛苦，而決定不救則可能放

棄了親人生還的一絲希望，因此陷入兩難的處境。但隨著病人病主權法的施行，現在我們每個人都能預先為自己做好決定，既免去將來親人的煎熬，也能夠提

升每個人提升生活的品質。

預立醫療決定書分為照臨床條件分為五個大項：末期病人、永久植物人、不可逆轉昏迷、極重度失智和其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疾病或情形。有兩種醫療照護方式：維持生命的治療、人工營養和流體餵養。可以選擇的項目非常細致，當狀況發生，也可以選擇

先接受一段時間維持生命的治療，一段時間的救治無效之後，再撤除維生的儀器。因此預立醫療決定並不

意味著放棄急救，臨床條件上非常嚴格，需要兩位專業醫師診斷，    
且要經過兩次醫療照會，醫院不會因此就對病患不進行救治。

若想要簽立預立醫囑，需要有兩位親友陪同，到醫

院接受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在聽過醫生詳細的說明，釐

清自己和親友所有的疑惑後，再決定要怎麼填寫自己的

預立醫療決定，每個人的決定都可能不一樣，而決定的

內容會註記在健保卡中。罕見疾病基金會現在對簽署預

立醫療決定有提供補助，有意願者可以聯絡罕病基金會，

補助到九月底或是名額已滿截止。

「好書同享」手足共讀工作坊

這些對話就是我們日常生活的對話模式。當然同時也傳達這世界裡不同的視角與

心情。

人不該是孤孤單單的存在，應該是與周圍的人事物深刻連結。轉個彎，都是愛。

為了配合孩子們的簡單認知，講師帶了一些相關連結。唱狗狗 BINGO的歌、玩
彈珠比賽遊戲，看起來遊戲的活潑性更甚於聽故事的熱情。

寓教於樂，讓孩子喜歡來玩，讓手足樂於作伴，這樣的安排，應該蠻可以的。

主人翁東東偶然間吃到魔法糖果，

竟然發現糖果帶來了神奇的力量。

每一顆糖都能讓他聽到不同人事物

的聲音！

最有趣的正是聲音的來源奇特，

舉凡沙發、過世的奶奶，甚至秋天

的落葉，都可以跟他對話。

秘書長 樂玲

秘書長 樂玲

社工員 律丁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