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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見疾病軟骨發育不全症協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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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去年的澎湖聯誼活動，浩浩蕩蕩的一群人場面壯

溫暖的大家庭

觀，大小朋友玩得開心盡興，大家相約今年再辦一場

理事/廖璧如

國外旅遊，可見旅遊活動深受大家喜愛。

又到了春暖花開的季節，每年三月是小小人兒齊
聚一堂的日子，協會在此時舉辦會員大會，歡迎新朋

協會用心的辦理各項活動，幫助小小人兒走出戶

友的加入，大家利用這天彼此相互交流，理事長及社

外，建立自信心，努力讓社會大眾對小小人兒有更多

工總是精心策劃當日活動，讓大小朋友都能盡興參與

了解，群組裡常有新朋友的加入，大家如有疑問，透

活動，協會在多年的努力下，逐漸成長茁壯，適時為

過群組的力量，總會有許多熱心朋友提供解答，協會

病友提供服務及協助，回想當年帶著孩子參加聯誼會

近年來也深耕校園，遠至偏鄉校園提供生命故事分享

，當時遇見的小朋友如今都已是成年人了，各自在不

，目的就是讓更多人認識小小人兒，相信協會在大家

同領域展現長才，每回看見新加入的小病友父母憂慮

的努力下，會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務，協助小小人兒找

的神情，彷彿看見當年的自己，透過一次次的聚會，

到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

聽著大朋友分享自身經歷，對於疾病有更深層的認識
，群組裡也常傳來關心的訊息，協會就像一個大家庭，
彼此鼓勵成長。
協會每年的會員大會有來自北中南各地的會員，
當日活動除了相見歡，還有名醫專業的醫療講座、大
朋友精彩的生命故事分享，更有大家期待的摸彩活動
，新加入的會員，藉此機會交流學習，熱心的朋友提
供自己的成長經歷，每回總帶回滿滿的收穫及感動，
協會經常在各地舉辦小型聚會，也用心舉辦旅遊活

▲ 協會理事-廖璧如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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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人兒們的每日飲食。

「軟中有愛、愛中有您」~全區-小小人兒會員

除了飲食，不健康的生活型態，如：缺乏運動、

與家屬支持計畫：飲食管控與營養課程分享

抽菸、喝酒等，亦是造成肥胖及體重過重的主要原因。

天主教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駱菲莉老師實驗室

WHO 建議每個人每週應有 150 分鐘的中等強度運動以

林建淵講師

維持身心的健康。養成每天適量且持續的規律運動習
慣，除了能增加熱量的消耗，達到體重控制的目的外，
適當的運動訓練，也能提升骨骼健康、增加肌肉肌力
和肌耐力、以及提升心肺功能，從而降低意外發生的
風險；即便是意外不可避免的發生了，良好的骨骼、
肌肉以及心肺適能也能有效地將意外可能帶來的傷
害降到最低。
培養均衡飲食和良好生活型態，不只對體重控
制及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有幫助，對許多的慢性疾
病，以及癌症的預防也有顯著的效果。更有研究顯示，
若能夠從小時候開始培養良好的飲食及生活習慣，其
對健康促進的效益甚至可以延續到日後成年期；而運
動，特別是肌肉骨骼伸展性的運動，也可以舒緩因骨

▲天主教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

骼關節壓迫帶來的不適。因此，非常建議小小人兒們

駱菲莉老師研究團隊-林建淵講師

從日常生活著手，藉由均衡的飲食管理、選擇營養密
度高的食物和積極的運動規劃，以達到健康樂活的終

營養搭配運動，讓小小人兒更健康!

極目標。

調查資料顯示，肥胖及體重過重為小小人兒們
帶來諸多的健康困擾；而肥胖已證實是心血管疾病的
重要危險因子，而不健康的飲食型態，則是導致肥胖
的最主要原因。因此，均衡健康的飲食及適當的運動
規劃，在小小人兒的體重及健康管理上，就顯得格外
的重要。
基於體重控制的考量，常建議減少熱量的攝取。
然而，這樣有可能會導致某些營養素出現攝取不足的
情況，特別是：維生素 B 群、維生素 E，及礦物質鈣、
鎂、鋅等。因此，小小人兒們在食物的選擇上就必須
要特別的注意，均衡攝取之餘，可盡量以維生素、礦
物質營養密度高的全榖雜糧類為主食，取代一半甚至
全部營養價值較低的精製白米飯。另外，當我們處於

▲感謝天主教輔仁大學營養科學系駱菲莉老師研究

肥胖、血糖或血脂過高時，身體會出現微弱的慢性發

團隊，蒞臨本次大會分享飲食控管與營養課程

炎反應，深綠色及橘紅色的蔬菜、水果以及全榖雜糧
類、豆類及堅果類食物中豐富的維生素 B 群及植化營
養素（植物化學成份），能發揮抗氧化、抗發炎的效
果，對於發炎症狀的緩解有顯著的幫助，也非常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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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的內容包括：工作技巧的訓練、環境適應、提供職

「軟中有愛、愛中有您」~全區-小小人兒會員

務再設計、交通、社交、健康跟財務等訓練。就服員

與家屬支持計畫：職業生涯規劃與探索課程分

提供的密集輔導時間有限，若求職者須要長時間的訓

享

練與支持，就到第三種：庇護職場。目前庇護職場形
式很多，例如：烘焙、清潔工作隊、餐飲、印刷、二

協會督導/陳英欗女士

手商品販賣等。庇護職場不像支持性就業領有基本薪
資以上的勞動條件，而是產能敘薪。
第四種：可能求職者無法勝任有產能要求的工作
，可以到小型作業所，類似幼兒園型態，甚至會安排
作業訓練，提供一點獎勵金，大部分有收費，約一個
月 3000 元左右。第五種：居家就業。比較出名的就
是桃園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服務中重度脊椎損傷
的患者，讓他們可以在家利用電腦做網頁設計等。第
六種：職業訓練，依據承訓單位不同可能會有職訓津
貼等，需要事前諮詢清楚。另外有些人想創業，勞工
局也有創業輔導，主要是以創業貸款的利息貼補為
主。
美國有做過相關的研究(AAMD)，在這個十項功能
裡面，如果他同時有兩項以上技巧缺失的話，會比較

▲ 協會督導-陳英欗女士

難找到工作。(（1）溝通能力、（2）生活自理、（3）
居家獨立生活、
（4）社交技巧、
（5）社區使用技巧、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介紹與就業準備

（6）自我引導、
（7）健康與安全照顧、
（8）功能性

台灣自八十六年左右開始全面的自美國引進就

學科學習、
（9）休閒技巧、（10）工作技能。)

業服務系統，對象是十五歲以上、領有手冊的人或是
視覺障礙者有診斷證明、及職災傷友。

這邊是我最後提醒家長可以為孩子做的就業準
備有哪些？（1）交通能力，因為工作不可能剛剛好

身心障者職業重建的服務全省都有，金門、澎湖、

在住家附近有。（2）自我照顧能力(飲食、穿著、金

台東等地方都可找到服務窗口。服務上不分障別，但

錢使用等)（3）家事訓練，洗衣、折衣、煮飯、熱飯

是只能擇一處開案服務。

等（4）作息盡量維持正常（5）一天有 4 小時以上的
體耐力（6）有禮貌的言行，甚至會主動關心他人、

在台北市，你要去哪裡找到這樣的服務？目前臺

樂於分享的行為 。最後提幾個觀念給家長分享：
（1）

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委辦十三家。若是新北的話，

就業可能需要一段時間的準備，不要催促孩子馬上就

板橋、三重、新店這三個職業重建中心，你只能去這

業。
（2）工作很少有非常穩定的，影響因素很多。
（3）

裡面的其中一。登記求職後接受職管員的開案評估，

斷斷續續的工作轉換不見的是壞事，孩子一定會受益

評估內容包括基本資料蒐集、了解職業生涯期待跟就

成長，放長遠來看。
（4）具備專業技能，愈容易找到

業準備、生理、心理方面，另外也會透過心理測驗、

工作。

工作樣本測驗、情境評量等。評量完依據求職者的需
求做適當分流，第一種：轉介一般就業服務站。第二

最後祝福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歡的工作，並從中

種：安排支持性就服員提供就業協助與輔導。就業輔

得到肯定與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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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酸痛這一個過程，為要成為強壯的人，我們必須前

「軟中有愛、愛中有您」~全區-小小人兒會員

進，讓自己成為更好的人。

與家屬支持計畫：第三屆第三次回員大會心得
分享

活動回顧

北區會員/姜寧

本會於 108 年 1 月 19 日(六)
舉辦北區聯誼活動-新春聚餐

▲ 本會於 108.01.19 北區聯誼活動-新春聚餐
非常感謝協會北區與中區的會員和家屬百忙抽
▲ 北區會員-姜寧先生(中間)

空之中，參與北區所舉辦的聯誼活動-新春聚餐，讓
大家有難得的機會凝聚在一起，分享互動，拉近彼

第一次參加協會舉辦的會員大會，開始覺得應該

此之間的距離。

只是一般的聽講會議，沒想到在過程當中卻有很多意
想不到的收穫。

本會於 108 年 1 月 20 日(日)
第一，人，或許大家多少有相同的經歷，所以彼

舉辦中區聯誼活動-歲末年終聚會

此無形中就會有一個連結，當然前提是自己也要敞開
心，這不只是對有相同經歷的人而言，而是對每個人，
看到很多跟我有相同症狀的朋友他們都很樂情樂觀
工作上也有一定的成就，對我來說也是一個鼓勵和學
習，心想他們可以那我一定也可以，還有很多媽媽們
對我的樂情，讓我在這次的活動聚會當中有點受寵若
驚的感覺。仔細回想，一直以來我們也曾受過不少人
的幫助，當下的心情一定是開心的，但是我們不能一
直成為受幫助者，我們也要起來成為能夠幫助人的人
，讓愛傳下去是每個人都能夠做的，這也是我在這次
的協會深刻體會的。
▲ 本會於 108.01.20 中區聯誼活動-歲末年終聚會
第二，也鼓勵大家還有我自己，敞開心胸面對人
非常感謝協會中區會員與家屬百忙抽空之中，

群都是我們要面對的課題，但是我們必須面對，因為

參與中區所舉辦的聯誼活動-歲末年終聚會，讓中區

在這個過程當中一定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和學習，也是

會員與家屬可以一起分享與互動，彼此拉近距離，

我們能夠成長的機會，當然一定會有辛苦還有難處，

讓大家互相勉勵與打氣，了解彼此使互動更融洽。

但是人生就像肌肉一樣，在鍛練的過程當中，都會經
4

非常感謝台北上城扶輪社邀請本會榮譽理事長

本會於 108 年 2 月 14 日受邀會員陳攸華教授-

葉文龍先生演講分享不一樣的公益團體，分享內

現代人的生活講座刺與恩典分享

容提到本會從一個受助者的角色到如今可以成
為回饋社會的助人者角色歷程，我們不只是被幫
助，還可以幫助社會上更多的受助者，榮譽理事
長分享本會的理念與經營模式的經驗，可以讓其他公
益團體回饋社會，幫助更多的受助者。

本會於 108 年 3 月 9 日(六)舉辦全區
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理監事會議。

▲本會於 108.02.14 受邀會員陳攸華教授分享現

代人的生活講座-刺與恩典
非常感謝本會會員陳攸華教授分享現代人的生
活講座-刺與恩典，演講內容豐富，讚不絕口，鼓

▲本會於 108.03.09 全區會員大會

勵協會每一位會員與家屬，不要害怕自己的逆境，
培養出決心與毅力，人生中都有一根刺，這根刺不

非常感謝全區協會的會員與家屬參加 108 年本

一定是壞事，讓這根刺如何磨練你來改變人生，也

次會員大會活動，也很感謝上午與下午的講師精彩

成為邁向成功之路最重要的基石。

的上課內容，還有抽獎摸彩等豐富的精美禮品，讓
整體活動很順利的進行，圓滿結束

陳攸華教授期許我們每一位成員，在這根刺當
中，有困難、失敗、挫折、不如意、不順遂等，各

由理事長陳秀卿女士、榮譽理事長葉文龍
先生與全體理監事成員所舉辦第三屆第三次會
員大會，會議內容說明 107 年協會舉辦活動回
顧、小聚人開店的說明、何先生遺產捐給協會
進度說明、協會經費與開銷等，感謝榮譽理事
長葉文龍先生全程參與和處理協會各樣大小事
務，讓協會更加茁壯與進步。

種處境與遭遇都是人生中的一部份，訓練到自己的
決心與毅力，一直不斷的努力學習，成功就是你的。

本會於 108 年 2 月 19 日受邀台北上城扶輪社
，由榮譽理事長葉文龍先生演講分享不一樣的公
益團體

這次大會也感謝理事長陳秀卿女士提供每
戶家庭精美禮品，讓每戶家庭都能滿載而歸，
還有提供美味點心的理事楊芳美女士，辛苦熬
夜手工製作的餅乾與點心，讓每位會員與家屬
讚不絕口；最後再感謝理事古浚憲先生與家屬
黃武傑先生在企業募款有非常顯著的捐款，對
於協會默默貢獻讓協會有十二萬分的感謝。
▲本會於 108.02.19 受邀台北上城扶輪社

榮譽理事長葉文龍先生分享不一樣的公益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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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會員於 108.03.16(六)參加 108 年
全國會長盃身心障礙者羽球錦標賽
暨國家代表隊選拔，成績表現優異，以資鼓勵

▲由本會理事長陳秀卿女士頒發感謝狀授證理
事古浚憲先生，表揚對協會默默尋求廠商贊助
捐款

男子單打 冠 軍：熊孝元
亞 軍：陳羿穎
季 軍： 何沅錡
女子單打 冠 軍：蔡奕琳
混和雙打

冠 軍：陳羿穎、吳于嫣

本會會員於 108 年 3 月 16 日受邀大愛電視台採
訪圓夢心舞臺生命故事歷程分享

▲由本會理事長陳秀卿女士頒發感謝狀授證家
屬黃武傑先生，表揚對協會默默尋求廠商贊助
捐款

狂賀!!本會會員於 108 年 3 月 16 日參加 108
年全國會長盃身心障礙者羽球錦標賽暨國家代
表隊選拔，成績表現優異，以資鼓勵

▲本會會員於 108.03.16 受邀大愛電視台採訪圓
夢新舞臺生命故事歷程分享，黃薇蓁與媽媽、姜
寧受訪來分享
6

詳情報導 YouTube 連結手機掃描 OR Code：

捐款名錄
108 年一月份至三份捐款明細（按金額、團體、
個人分類，依單位名稱/姓氏筆劃排序）
感謝以下表列捐款單位/捐款人給予本會的支持
與鼓勵！感激不盡！

單位名稱/姓名 金額

協會公告
以下是協會ＬＩＮＥ群組，尚未加入之新會員及
家屬們歡迎加入我們這個大家庭，感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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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姓名 金額

勝旭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12,000

林文地

2,000

羅秉祥

10,000

吳于嫣

2,000

譚文中

10,000

李純玲

2,000

佑吉元件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陳世宗
9,000

2,000

林杏秋

1,500

朋吉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

巫伶萱
6,000

1,500

廖昌隆

1,500

陳天武

6,000

李勁緯

1,000

何素卿

6,000

沈遠平

1,000

張添桂

5,000

李翊豪

600

陳靖誌

5,000

陳英欗

400

徐錦慧

3,000

陳一秀

400

詹達明

2,500

林建淵

400

林昆毅

2,000

郭普佑

200

重要訊息通知
軟骨協會四月份搬家遷址
地址：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 527 號
如有不便，敬請見諒
感謝大家多年來支持與鼓勵
我們會繼續努力來服務大家
協會電話與傳真不變(與原來相同)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軟骨發育不全症病友關懷協會 敬啟!!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