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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見疾病軟骨發育不全症協會會訊
TAIWAN LITTLE PEOPLE ASSOCIATION NEWSLETTER

給世界最努力的你們
理事/曾亞惠
首先恭喜協會搬新家了！喬遷之喜～
Congratulations！不只搬新家了，之後協會辦公室
的一樓也會成立『小聚人複合式餐廳』
，這個真的很
棒呀！我們小小人兒不只會這個協會做事情，現在開
始為這個世界做一些事情了！不管在這個餐廳裡，負
責怎麼樣的工作內容，我相信都是一個不簡單的工作
，而協會裡的小小人兒們願意擔任這樣的工作，我由
衷地佩服！在這邊也預祝小聚人複合式餐廳開幕之
後，生意興隆，高朋滿座，財源滾滾唷～
在多年前，由第一屆的理事長樂爸邀請我加入協
會時，我就在想我已經是位在工作中的小小人兒了，
對於這個協會我能做些什麼呢？加入了之後才發現，
協會中的小小人兒年紀都比較小一點，還在就學中，
對於在就學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一些我小時候有遇
到過的問題，因此，這時候我就發揮功能了！我可以
將我的經驗分享給小小人兒，也可以跟家長們說一下
要如何處理或解決這樣的事情，雖然我的方法不一定
完全正確的！但可以跟他們一起分享、一起學習也是
一種方法。協會中不只我一位已經工作的小小人兒，
我相信大家都是非常願意提供自身的經驗給年紀比
較小的小小人兒的！

雖然我們小小人兒身高迷你了點，但是在其他部
分都還是非常棒的！不要小看自己，人是有無限可能
，我們協會裡有專業的教授、打羽球的高手、游泳的
女健將、教圍棋的老師、賣雞排的帥哥……等，每個
人都是與眾不同的！雖然身高不高，卻不要氣餒，希
望大家都活出自我，不一定要成為最好的人，一定是
要可以對得起自己的人！
下面是我喜歡的偶像團
體所唱的一首歌，我覺得詞意
很不錯，分享給大家：
『我是我
人生的 Hero，要再一次站起，
像寶石閃耀的夢想，呼喚著
我。
我是夢想的 Hero，要朝著
終點奔跑，一點也不畏懼，因
為有你在身邊。
我是明日的 Hero，要再次
的出力，像陽光一樣耀眼的希
望，照亮著我。
我是夢想的 Hero，就算是
險惡的世界，我也會勝利，什
協會理事-曾亞惠
麼都能做到，不論何時，只要
小姐(左一)
和你一起。』(Super Junior K.R.Y.-夢
想的 H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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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跳舞一樣，讓我看得目不轉睛，心裡也想像成為他

「軟中有愛、愛中有您」~全區-小小人兒會員

們那樣厲害。但我知道他們都是不斷的練習，不斷的

與家屬支持計畫：波力盃全國身障羽球競標賽

努力，不斷慢慢累積起來的經驗，才會有如此的成果。

心得分享

這次的台中羽毛球比賽，有分女子雙打跟單打比賽。

北區會員/胡光春
很榮幸我可以跟蔡奕琳球友一組，別的選手在比
賽時，我們就在旁邊熱身等待，之後就聽到裁判喊到
我們的名字，準備要上場了，我有一點小緊張，緊張
是怕自己表現的不好，影響到隊友，呵呵⋯畢竟之前
只練習打了三次，就要上戰場，我有點不知所措，但
隊友蔡奕琳表現的不慌不亂，讓我們這組贏得了女子
雙打比賽第二名。單打比賽，雖然我沒得到名次，但
很開心可以參加這次身心障礙波力盃羽毛球的活動，
除了可以觀摩其他身障選手打羽毛球的動作跟樣子，
還可以跟其他小小人兒的選手互動學習，切戳球技，
交朋友，收穫滿滿。最後比賽結束，我們大家圍成圈，
做個收心拉筋操，就一起前往出發去吃火鍋當晚餐，
犒賞慰勞今天的自己，也劃下了台中羽毛球賽之旅。
▲ 北區會員-胡光春女士(右一)
哈囉！您們好，我是胡光春，很高興可以報名參

「軟中有愛、愛中有您」~全區-小小人兒會員

加 2019 年 4 月 20 號的波力盃全國身心障礙者羽球錦

與家屬支持計畫：日本沖神繩四日遊心得分享

標比賽，從國中體育課之後，就很少接觸過運動類的

北區會員/姜寧

活動，以前也不知道有身心障礙運動比賽，直到今年
3 月初的時候，透過身障的朋友告知，有羽毛球的活
動，問我有沒興趣參與？我說有，她也很樂意分享及
教導我一些打羽毛球的事項及規則。以前國中跟同學
打羽毛球，就覺得很好玩，看著羽毛球，一來一往的
揮打著，就覺得很有趣，自己也喜歡運動方面的活動。
今年月初，也有跟身障朋友和其他小小人兒的朋友一
起在台北體育館的運動中心，練習打羽毛球，我們實
際操練打羽毛球的基本發球，接球，跑，跳，餵球，
殺球，切球，及手握羽球拍的姿勢跟方法？和如何揮
動羽球拍？

▲ 北區會員-姜寧先生

看起來簡單，但練起來，會感覺不容易，只要有

小聚人沖繩行

場地，我們就會約在運動中心，一起練習打羽毛球。

5 月 12 號的這一天，我們大家帶著期待來到了

我是第一次參加身心障礙者波力盃羽毛球錦標賽，早

日本沖繩，我們有很多的人是第一次到日本，也有的

上我們抵達台中時，到了現場，我看到許許多多不同

是第一次到沖繩，這次的旅行，也讓我欣賞了日本沖

類別的身障選手，他們打起羽毛球的姿勢，動作都很

繩當地的文化和美食，也讓我對沖繩有了新的認識。

迅速俐落，羽毛球在他們的手裡揮拍自如，羽球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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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我們大家來到了王國村，王國村是模仿傳

海底的樣貌。

統琉球村落以及工坊建造的主題公園，這裡其實還有
展示了許多沖繩傳統工藝，像是紡織、染布、造紙、

第四天，我們就要準備回到台灣，感謝這次協會

陶藝、蔗糖製造、樂器製作、釀酒，以及最近引進的

的出國計劃，也感謝大家在這趟旅行對我的照顧，寶

玻璃吹製等等，當然來到了這裡就要看他們的大鼓秀

貴的經驗讓我開拓了自己的視野，強化了我對不同文

表演，因為我剛好坐在正前方，當中有一位表演的姐

化的認識和學習，相信這趟的旅程，對很多人來說，

姐，就直接對視著我，害我當下還真的會有點不好意

是個非常不錯的體驗，很期待下一次旅行。

思，之後我們就到了玉泉洞裡參觀，玉泉洞是一個非
常乾淨的洞窟，玉泉洞全長大約 850 米左右，全洞佈
滿了鍾乳石，雖然有點潮溼，但是裡面的景色確實是

「軟中有愛、愛中有您」~全區-小小人兒會員

一個能夠讓你悠哉拍照的好地方，想想我那時候拍照

與家屬支持計畫：日本沖繩四日遊心得分享

都還會拍到忘我，還不小心在集合的時間遲到，哈

北區會員/劉宇瓊

哈。
第二天我們到了，古宇利島的古宇利大橋，這裡
也是一個不錯的拍照海邊景點，不過我們去的時候，
剛好是中午太陽最曬的時候，不然我覺得下午的時候
拍照，或許拍出來的感覺會更好，之後我們來到了海
洋博紀念公園,欣賞了海底生物和海豚秀，從會館進
去有海星可以摸，再走進去它是一個長長的走廊,兩
側都有不同的海底生物，也有兩隻很大的鯨鯊，一趟
下來也是一個不錯的體驗，之後我們來到了美國村，
它那裡也有一個小型的 outlet，也有一些美食，還
有落日沙灘，但是時間的關係，很可惜這次沒有欣賞
到。

▲ 北區會員-劉宇瓊小姐
第三天，來到了世界遺產琉球王朝古蹟首里城，

第一次與大家出國旅遊，也學習著自己出國的獨

守禮門是首里城的正門，也是沖繩的象徵，守禮門是

立，來到了桃園機場，與大家集合，在集合過程中聊

日本 2,000 日圓紙幣的幣面風景，屋頂的中間掛著一

著聊著才發現，我們大多數都是第一次去日本，少數

塊寫著：「守禮之邦」的匾額，這是琉球是禮儀之邦

人已經去過日本，現在大家興奮又期待的前往日本沖

之意，以代表琉球王國精神、文明以及風度，這就是

繩之旅啦～

守禮門名字的由來。以此可以窺見當時與日本本土、
中國、朝鮮半島進行貿易的琉球王朝的國際性。琉球

抵達沖繩來到了國王國村，看到了傳統，紡織，

在 1372 年便開始與中國產生貿易關係，交流持續了

染布料，淘氣物品等等後，就覺得他們好強吖！都要

大約 500 年，直到 19 世紀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它才

靠著自己的雙手，去創造每一種布料與編織，還看到

成為日本的 1 個縣，開始被日本同化，當地人說：琉

蠻強的是，如果做出陶製物品，在做的過程中，需要

球王國最強盛的時候就是和中國關係密切的時期。來

受到很燙又很熱的火爐，去製作出一個漂亮又美麗的

到了它們的正殿，其實它們正殿上面的建築都是因為

陶製器具用品等等....，就接著來去看打鼓秀表演啦！

幾次的戰爭損毀，後來又數次的重建而成的，裡面介

當時猶豫不知道該做哪裡時，我就想了想那就第一排

紹了當時的文化和國王妃子的起居，後來到了瀨長島

好啦比較清楚，開始表演時看到大家都正經，滿臉笑

欣賞了海邊的風景，也搭了銀河探險號半潛水艇欣賞

容活力十竹的努力打鼓，表演結束後我我們也陸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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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去飯店啦！在要回去的當中，還幫我們拍了一直

自從聽到協會有意開辦咖啡簡餐用來提供我們

回憶，之後即將回飯店休息來迎接明天的行程啦。

小小人兒一個適合的工作環境，一個就業機會，我就
非常期待與關注，心想若是也能貢獻一點力量，就這

到了今天上午要吃早餐時，我才意外發現日本🇯🇵

樣我就真的加入小聚人的團隊，回想”小時候”求職

人的早餐大多是合菜，在我逛了一圈發現，每一天早

的困難與工作遇到的困進境！並沒有提供商與協助，

餐裡頭都會出現，日本道地的拉麵、與納豆、豆腐等

最後我得到的結論，就是就業這條路是困難重重的，

等....之後我就各拿了一份來嘗試看看，可是在嘗試

除非是我自己開一間店讓我自己上班！於是我就開

納豆，的過程中我有點不敢嘗試，因為有黏稠加上芥

始自己開店，當起老闆，我的第一個店是撞球場的販

末為，有點讓我不敢吃，不過我聽大家說很好吃，希

賣部，賣關東煮、炒飯、水餃、肉燥飯，生意很好，

望之後大家到了日本可以去品嚐看看啦！

非常辛苦，非常累！從一大早材買到晚上收攤，一個
人包辦；第二間是咖啡店，除了自己是主廚，還有請

接著去參觀玉泉洞啦，ㄧ走到裡頭，看到了清澈

員工；只是因為水災災情慘重，也沒有資金重建，只

水地面，也聽到讓人放鬆的優美歌聲與燈光，可是在

好以倒店收場。

裡面地面有點溼滑，適合放鬆悠閒散步的好地方。
到了最後一天時間雖然有點趕，可是也很開心，與大

這次可以加入小聚人團隊，有實現夢想的感覺，

家一起出國去日本沖繩之旅，也謝謝主辦的人辛苦的

我不用擔心資金問題，我也不怕孤立無援(團結力量

幫我們找住宿，準備行程與規劃，也辛苦大家這次的

大)，所以我非常感謝葉理事長(龍哥)用心良苦，陪

旅遊與陪伴，希望下次還有機會跟大家一起出國旅遊

伴小聚人一起把這家店從找點、協會搬遷、設計、施

之旅。

工等…，在籌備期間還帶我們去日本旅遊，在小聚人
開幕之前透過一起出遊凝聚感情與默契，展開屬於自
己的夢想藍圖，真的非常期待小聚人能順利展開，創

「軟中有愛、愛中有您」~全區-小小人兒會員

店的之旅，一切順利成功，大家齊心努力，不要辜負

與家屬支持計畫：小聚人餐廳心得分享

龍哥與協會的用心，我也會努力地協助大家把工作做
好，希望小小人兒的家人們也要為我們加油油哦！

南區會員/羅珝方

雖然我有屬於自己的工作，也住在高雄，但是我
真的很想幫忙，所以提出北上幫忙半個月的建議，龍
哥也欣然答應，跟著小聚人團隊，一起齊心努力共創
未來，真的很開心，看著一家店慢慢成型，阿澤、大
頭的辛苦與努力，其實背後的堅強後盾是我們前任理
事長龍哥真的勞心勞力、出錢出力，卻又刻意只在背
後指引，讓小小人兒們有機會學習開店的一切事務，
我都看在眼裡，非常感動與感謝，我們盡力協助，努
力在工作上，也會努力宣傳小小人兒開店囉！我們家
族夥伴也要努力宣傳與光顧哦！

▲ 南區會員-羅珝方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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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本會於 108 年 5 月 12 日(日)至 5 月 15 日(三)
日本沖繩四日遊

本會於 108 年 4 月 20 日(六)
波力盃全國身障羽球競標賽

▲ 本會於 108.04.20 波力盃全國身障羽球競標賽
▲ 本會於 108.05.12 至 05.15 日本沖繩四日遊

非常感謝協會會員熱情參加 108 年波力盃全國
身障羽球競標賽，比賽結果都傳出捷報，為本會參

非常感謝協會全區會員與家屬百忙抽空之中，

加的選手以資鼓勵。

參與日本沖繩四日遊，讓全區會員與家屬可以一起
遊玩，彼此拉近距離，讓大家互相勉勵與打氣，了

男子組單打：

解彼此使互動更融洽。

冠軍：陳羿穎
亞軍：熊孝元
並列季軍：何沅錡、林彥廷

本會於 108 年 5 月 24 日(五)

男子組雙打：

於協會三樓辦公室召開第一次小聚人餐廳員工

冠軍：陳羿穎、何沅錡

會議

女子組單打：
冠軍：蔡奕琳
亞軍：吳于嫣
並列季軍：陳惠玲、劉家蓁
並列第五：林佳儀、羅佳琪
女子組雙打：
冠軍：羅佳琪、吳于嫣
亞軍：蔡奕琳、胡光春
季軍：劉家蓁、余映萱

▲本會於 108.05.24 於協會三樓辦公室召開第一
次小聚人餐廳員工會議
非常感謝小聚人餐廳員工於協會三樓辦公室召
開第一次小聚人餐廳員工會議，會議商討內容於小聚
人的菜單、人員工作分配、裝潢布置設計等，也期待
小聚人盡快開張營業，順利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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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 108 年 6 月 9 日(日)
受邀罕見疾病基金會二十周年音樂會，於台北國
際會議中心

▲108.06.09 罕見疾病基金會二十周年音樂會
當天活動演出

▲本會於 108.06.09 受邀罕見疾病基金會二十周

年音樂會
本會於 108 年 6 月 22 日(六)
非常感謝罕見疾病基金會誠摯邀請本會參加罕

於台北王朝大飯店召開五月及六月定期月例會

病二十周年音樂會，很感謝罕病基金會所辦精心安排

會議

的音樂內容，絕無冷場，讓整個活動內容精彩無比，
也期許罕病基金會繼續有下一個二十周年，讓我們一
起共同努力。

由理事長陳秀卿女士、秘書長劉凌茱女士、理
事楊芳美女士、理事程勁捷先生、協會財務長王雪霞
女士與協會會員與家屬在百忙之中熱情參加，萬分的
感謝讓整場音樂會順利進行，圓滿落幕結束。

▲本會於 108.06.22 於台北王朝大飯店召開五月

及六月定期月例會會議
非常感謝北區理監事成員在百忙之中能抽空來
參加五月及六月定期月例會會議，會議內容討論協會
108 年度下半年計畫內容，以及回顧 108 年度上半年
協會的事務，協會病友服務、協會活動、財務、各項
捐款、小聚人餐廳即將開店營業事項須知等，都是這
次所討論的項目，108 年下半年度能照著計劃來執行
，協會理監事們共同來一起努力，讓協會能更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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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公告

活動預告

以下是協會ＬＩＮＥ群組，尚未加入之新會員及

108 年 8 月 11 日(日)中區小小人兒家庭工作坊

家屬們歡迎加入我們這個大家庭，感謝大家！

，地點於台中愛心家園，歡迎大家踴躍報名參加

捐款名錄
108 年四月份至六月份捐款明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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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協會搬遷地址通知

單位名稱/姓名 金額

新協會在 108 年 4 月份地址已搬遷，地址位於

何秋雄

615,088

財團法人罕見
200,000
疾病基金會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 527 號，電話（02）
8866-2020，傳真（02）2832-2525

身障手冊更換新式手冊通知
注意！永久效期身障手冊換證，只到 108 年 7
月 10 日止，再麻煩本會會員與夥伴手冊是綠色
要換成粉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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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姓名 金額
何素卿

3,000

艮岱股份
有限公司

2,000

胡玉衡

2,000

詹達明

1,500

巫伶萱

1,500

林杏秋

1,500

廖元甫

1,500

賴勝坤

1,500

烏慶華

1,500

乙任實業社

10,000

鋁銅旺企業
有限公司

10,000

朋吉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9,000

佑吉元件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9,000

陳天武

6,000

吳仲駿

1,500

日銪股份
有限公司

5,000

林文地

1,000

佳昌塗裝股份
有限公司

5,000

吳清淵

1,000

蔡清華

5,000

古浚憲

1,000

陳靖誌

3,000

賴麗珺

1,000

謝文光

3,000

劉騏瑋

1,000

柯正峰

3,000

吳婷諭

600

徐錦慧

3,000

陳煜傑

200

小聚人
複合式餐廳

敬期請待，不見不散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 52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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