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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 2001 年底 TSC 聯誼會成立，並於

2006年初成立結節硬化症協會迄今已 21年，

回想當初成立聯誼會的初心，是希望能結合更

多的力量來照顧弱勢族群，讓所有 TSC病友及

家屬們藉由聯誼會所舉辦的活動，彼此相互關

懷、交換經驗、分享過去未曾表達的內心感受，

並從中獲得更多的相關資訊，讓 TSC家庭不再

感到孤獨！並進一步的成立協會，為 TSC患者

爭取更好的生活品質，讓病友們在就學、就醫、

就業的路上，能夠得到更多的尊重與幫助！協

會一直本於這份初心朝這個方向努力前進。 早

期病友家庭間聯繫十分艱難，幸好有淑玲會長

創設聯誼會，正德前理事長開啟了協會的紀元，

相較於早期獨自摸索，病友間的聯繫自斯有了

一個平台，不再需要面對千山獨行的惶惑，而

能相互扶持一起面對 TSC疾病的困難與挑戰結

伴同行。

歷年協會經常性關注病友的動向，依據國

健署的重大傷病卡核發 TSC病友人數，截至今

年 9月是 684人，其中除了自協會成立後初期

的兩年分別是 41人及 50人的增加外，之後每

年平均大約是 25人左右的增幅，這些數字的

意義在於呈現協會成立後最初的兩年裡，TSC

疾病因著協會的宣導，使得一些病友比較能及

早確診，從而及早獲得適切的醫療資源照顧，

2009年之後每年的均值人數，應為罹病率下每

年增加的約略人數。

協會的服務紀錄裡病友分布全省各處，但

在台北、新北、台中、高雄這四區人數相對比

較密集，目前在醫療照護這個環節，協會積極

合作的醫療院所在北區有台大醫院的 TSC整合

門診，中區有中山醫院及南區有長庚醫院的聯

合門診，分別在北中南成為該區域病友們就醫

最大的幫助。

姓 名 金 額

高國縣 2,500 

張平中 2,000 

張志銘 2,000 

張金水 1,000 

張郭雀霞 14,000 

張晴 8,000 

張智棠 1,000 

張舒涵 1,000 

梁欣茹 500 

莊城瑜 500 

莊英隆 5,000 

許寬偉 7,000 

許穎鐸 3,500 

許謦淳 500 

郭懿靚 5,000 

陳宏育 3,500 

陳宏哲 3,500 

陳宛聲 5,000 

陳玟卉 1,500 

陳俊安 3,500 

陳奕雯 5,000 

姓 名 金 額

陳昱霖 1,000 

陳柔穎 6,000 

陳瑋樺 1,200 

陳瑞霞 100 

傅錦慧 7,000 

游輝榮 6,000 

湯琼英 1,000 

湯詠筌 1,500 

無名氏 1,000 

黃健雄 2,000 

黃淑裕 1,000 

黃雲姿 6,000 

黃馨儀 1,000 

楊茵絜 3,000 

楊盛安 1,200 

楊詠軍 3,500 

葉祉妘 1,000 

葉增宏 5,000 

廖培君 100 

廖婉伶 500 

趙秀琴 1,000 

姓 名 金 額

趙陳彩雲 1,000 

趙進文 1,000 

劉亞萍 10,000 

劉美蕙 3,400 

劉皓平 1,000 

潘建佑 111 

蔡孟錡 2,000 

鄧鍾寶 500 

鄭秋菊 1,000 

鄭雅云 1,500 

鄭雅蓁 115 

盧宜秈 250 

盧林翠媛 250 

盧泳瑞 250 

盧銀田 250 

蕭陳宴 1,000 

賴士捷 2,605 

賴禹善 500 

賴郁沁 1,000 

謝榮哲 3,500 

鍾玫珠 3,000 

姓 名 金 額

方寶珠 14,000 

王昌玲 500 

王玥人 500 

王玥喬 500 

王俊評 215 

王湘婷 1,500 

王詠熙 2,000 

王照惠 10,000 

王嘉彬 2,000 

王韻晴 2,000 

田興本 1,000 

石麗秋 2,000 

朱楹樺 2,100 

池德發 8,000 

吳林尾珠 1,000 

吳欣怡 1,000 

吳苡丞 1,000 

姓 名 金 額

吳順生 1,000 

吳順吉 1,000 

吳鳳萍 500 

吳靜萍 2,000 

呂重達 5,600 

宋承鴻 100 

李孟璋 500 

李苡溱 100 

汪雲霞 1,200 

沈春英 1,000 

沈素珍 2,000 

邢靜 500 

周美吟 3,000 

林千郁 20,000 

林心怡 1,000 

林育棋 7,000 

林保村 1,000 

姓 名 金 額

林郁娟 1,000 

林郁馨 1,000 

林家億 1,000 

林家賢 1,000 

林陳興 50,000 

林德龍 1,000 

邱大山 2,000 

邱兆煇 1,000

施孟瑋 1,200 

施淑珍 2,000 

施暄薇 1,100 

洪國愷 500 

洪麗蘭 1,000 

范東君 1,000 

范鳳嬌 200 

孫靜馨 2,000 

徐鏞 17,200 

姓 名 金 額

簡炳煌 5,000 

羅來秀 500 

羅莉莉 3,500 

姓 名 金 額

蘇雅鈴 500 

蘇筠雅 15,000 

蘇裕勝 10,000 

姓 名 金 額

蘇蓓怡 1,000 

姓 名 金 額

綠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1,000 

欣林口鋼鐵有限公司 5,000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757 

阿昌哥印尼料理 2,000 

晉鈊有限公司 10,000 

新富堡企業有限公司 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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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林永俊、林宥錡 1,000 

劉亦修、張文馨 3,500 

涂家瑞、涂展耀 2,000 

程鈺文、程鈺峰 1,000 

姓 名 捐物

鉅仁行 幼兒口罩一批

111年 4~10月

全台持有 TSC重大傷病卡人數 684人
(111年 9月 )

協會服務人數分布

回顧任內這幾年協會有

時會遇到了一些困難，但總也能

順利度過，而週遭的幫助卻是經

常的悄悄出現，這一路確實是這般

地感受，雖然大環境仍然艱鉅，TSC

協會這樣的社福團體在募款上並不容

易，但社會上一直有善心的人士及企業

不求回報默默的幫助著協會，常覺得心中暖

暖的，這也實為病友們的福氣，在這歲末年初

之際，藉此機會向這些善士與企業致上十二萬分

的敬意與謝忱！也期待來年景氣逐漸春回大地，祝

福大家都健康順利平安！

歷年核發 TSC重大傷病卡人數

發卡人數 人數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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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於今年 8/20結束的理監事會中，趙

昭甯常務理事分享了自身經驗。她的孩子在

就讀大學時，因狀況良好而被誘導式的勸退

ISP，這種錯誤的做法她期期以為不可，並

希望協會能正視大專院校的 ISP以保障 TSC

孩子的權益。因此，我們特別藉此版面提醒

ISP的重要性，讓所有即將入學的大專院校

生能重視此事。

目前臺灣的特殊教育法，是根據身心障

礙學生的教育階段別而不同，高中及其以下

階段都叫做個別化教育計畫（IEP），高等

教育階段則稱為個別化支持計畫（ISP）。

ISP是個別化支持計畫，也可以說是各

種服務計畫 (IEP、IFSP)的統稱。早期對特

殊生升學的照顧，一直都停留在幼兒升上

小學，小學升上國中進而高中的階段。民國

102 年新修訂的「特殊教育法」中的第 30-1 

條，使大專校院特殊教育的推動有了明確的

法源依據：「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為協助身心

障礙學生學習及發展，應訂定特殊教育方案

實施，並得設置專責單位及專責人員，依實

際需要遴聘及進用相關專責人員；其專責單

位之職責、設置與人員編制、進用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其輔導原則大致分為：

一、 生活輔導，

二、 給予授課老師的提醒，

三、 物理環境的調整（學習位置／空間安

排、學習教材調整及提供），

四、盡量參與原則，

五、給予學生適當的期望標準，以進行身心

障礙學生的輔導工作。

目前已有超過一萬名身心障礙學生就讀

大專院校，對於身心障礙學生在大專校院所

需提供相關服務也格外受到政府的重視，因

此，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的個別化支持計

畫 (Individualized Support Plan, 簡 稱 ISP)

也是十分重要。以上相關資訊來自於 "全國

特殊教育資訊網 "。

ISP就像一個導航器，希望透過適時適

性的指引，能夠看到孩子的優勢，並期許他

們順利的完成學業後有更好的未來。

1. 111年 4月 ~10月發票募集報告

感謝各界捐贈愛心發票，中獎金額 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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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談個別化支持計畫 (ISP)

家長知心團體 part2

「快門下的幸福樂章」行銷策略

聽了李正德 (李爸 )如何
從紀錄片「一首搖滾上月球」到「快門下的幸福樂章」

歷經 10多年來的努力與精彩的背後故事後
內心充滿了感激與佩服。

這些家長永遠為這群 TSC孩子衝鋒陷陣，真是辛苦了！
看看這疫情

不但沒有趨緩反而穩定中爬升，

讓最不想在線上舉辦的家長知心課程

也不得不屈服了。

時間來到 10：30，家長們一個個加入，
這些不需要特別報名的家長，

都已經同屬知心一族了。線上上課

唯一差別的就是那幾些絲絲的暖暖交流，

希望下次的互動能夠實體相遇，

相信會有更多的火花迸出。

20220409 疫情下的活動，依慣例，活動
舉辦日的前一周，總會習慣性的提醒報名夥伴

們準時出席。但這次考慮到疫情的加速變化，

臨行通知遲到前三日才發出。其實心中已有替

代方案，視訊與實體二擇一。

週六的活動，週三才發出行前通知，很意

外的是沒人退出，相反的還有人追加報名，內

心真是非常感動。

也許是台中目前確診的人數不高，也許是

外國的經驗讓我們覺得新冠漸漸流感化，削弱

了對它的恐懼，但我更相信夥伴們是多麼渴望

遇見對方。

早上我們安排了中山附醫蔡政道醫師的分

享，題目是 "迷走神經刺激術的介紹 "。

當 TSC病患已經嘗試過多種藥物仍無法控
制發作者，此時可以多了一項選擇。這項刺激

術由來已久，只是索價不斐超過百萬，所以導

致許多家庭卻步。 

中央健康保險署自 109年 12月 1日起整
組「迷走神經刺激」醫材納入健保給付，預計

每年有近 100名病患受惠。有癲癇控制不佳且
不適合外科手術的患者可以跟醫師諮詢，為病

友帶來一大福音。

下午我們安排了另一項軟性的課程，邀請

到中國附醫蔡佳妤臨床心理師帶領大家來淺談

家長的自我價值與定義。

照顧者總是最辛苦的，講師針對照顧者可

能面臨到的問題與可能會有的情緒，用互動方

式都拿出來跟大家聊聊。

其中最好玩的是，講師帶來了 "一棵樹 "。
這棵樹四周圍繞了許多沒有性別、年齡、種族

之分的漫畫人。我們會是哪個位置的漫畫人？

那會是你希望的角色嗎？還是你不得不迴避的

角色？當天與會的家長都非常給力，大家也玩

得很盡興。

活動結束後，有家長帶我們去坐台中捷

運，5分鐘的路程就可以到達三鐵共成的烏日
高鐵站，真是太方便了。這也代表，以後的

Taxi費用可以省下了

家長知心團體 part1

家長知心團體 part3
第三場的家長知心課程終於在今天上線

了，若要談到知心，想必要當面聊才會有感覺

吧！但每天的確診數字如此澎湃，採線上見面

會安全一些。

近期的生活總繞不開疫情這個討厭鬼，

為了讓大家能稍稍放緩腳步，來偷個浮生半日

閒，我思考再三，決定借花獻佛將自己曾上過

課的課程，整碗捧出與家長們一起分享。

今天的初體驗來瞧瞧

給大家帶來的是什麼樣的

課程：

上半場 --九宮格情緒賓果遊

戲

下半場 --給力娃娃的製作

有遊戲就有競爭，競爭

的前提當然得有胡蘿蔔。今

天可真虧大了，第一名外，

第二名連線成功的竟然有 4

位，真是大失血啊！

這 2年多來的視訊課程發生了一些奇特

現象，在此就不贅述了。 只是覺得，若一直

盯著電腦螢幕聽講，不但兩眼直了，腦子也霧

了。因此，能將課程活化好玩才是我最想給大

家的。

課程結束了，來自我檢討一下。情緒賓果

遊戲，時間好像有點不夠，下次若有機會一定

要多安排些時間讓大家盡情發揮。至於給力娃

娃的製作能同時吸引到病友願意與媽媽一起上

線，這真的是我最開心的點。能拉近親子間的

距離，並一起完成一件事，感覺真的很棒。

面對這場世紀之疫，從 2019歲末至今，

還不知要持續多久？但我們一定會繼續堅定努

力地走下去 ......

線上課程看起來還會隨時待命 

獨角獸在中國、西方的神話都曾出現過。咱們今天就來閱讀閃閃發

亮的 "獨角獸 "吧！

想要當走紅的獨角獸好呢？

還是 ..做回自己好呢？

努力求好是一件極其自然的事

但過多的比較就不是件開心的事了。

繪本中的喜兒馬如願以償的變成一頭獨角獸，日子應該會是充滿粉

紅色、美麗又夢幻的感覺吧，沒想到事情不如預期。當個大明星雖

然被大家喜愛，卻也會有人嘲諷，走紅後隨之而來的壓力與壓迫，

讓喜兒馬喘不過氣來，還有那些冷言冷語和惡劣行徑⋯⋯

喜兒馬真的很不快樂。她開始懷念起從前的好友，和悠閒的生活了。

今天最開心的莫過於做出自己心目中的獨角獸，

來看看大家忙成一團後的成果，

當然是高高興興的帶獨角獸回家。

手足繪本共讀 –獨角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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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