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願協會幫助台灣 3歲以上未滿 18 歲的重症
病童，實現其心中最大的願望，我們希望透
過願望實現，帶來快樂、希望和勇氣。

每一個獨特的願望，為重症病童帶來翻轉生命的力量

喜願 25 週年紀念專刊

每一個獨特的願望，為重症病童帶來翻轉生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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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願代表

◎文 / 喜願協會理事長  王允中

　　今年是喜願協會在台灣成立的第 25 週年，迄

今，我們業已幫助超過 2000 個重症病童實現其心

中最大的願望。過去 25 年來，一直有很多非常棒

的志工、專業醫護團隊、以及充滿愛心的贊助者，

一起熱忱地支持著喜願，投入協助重症病童，實

現他們心中最大的願望，這種善行義舉，真是令

我們非常敬佩與感動！

　　為迎接喜願 25 週年，喜願協會特別製作「喜

願 25 週年紀念專刊」，除了回顧喜願在台灣一路

走來的願望旅程，分享獨特且影響生命蛻變的圓夢故事之外，更特別邀請喜願兒，以及幫

助這些喜願兒們完成其願望成真的英雄們，一同來分享生命的價值與對喜願的祝福。

　　每當喜願兒願望成真時，我們總能在他們眼中看見喜悅與希望的光芒，見證他們與家

人彼此支持及永不放棄的決心，進而展現出生命的能量與韌性。藉此機會衷心感謝大家過

去對喜願所有的付出，成就喜願協會的使命，展望未來，我們期望會有更多善心人士，加

入翻轉重症病童生命的願望之旅！

　　30 年前我在美國得知 Make-A-Wish 活動

時，就深深體會到在短暫的生命中不要留下遺

憾，尤其對於重症病童更具有重要的意義，因

此我到美國喜願基金會參加了訓練課程，才獲

得許可將這個組織引進台灣。萬事起頭難，我

在喜願協會創立之初，承蒙幾位扶輪社好友之

鼎力相助，才得以建構完整的組織，也在大家

無怨無悔地投入之下，完成了很多轟動社會

的個案也因此能夠爭取到很多企業界的巨額贊

助，而奠定了此後穩固的基礎。

　　25 年來喜願協會在歷任理、監事及職員、

志工的努力營運之下，我們服務的個案越來越

◎文 / 喜願協會創辦人  陳寬裕

多，型態也越來越多元，而獲得社會的肯定，建立了我們扎實的知名度。

　　我誠摯的期望喜願協會今後能夠勿忘初衷，承續創會當時無我之精神，繼續為喜願兒

圓夢。

理事長的話

創辦人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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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願里程碑

【第1個願望】阿強想要看 

三商虎、味全龍職棒比賽

世界最大喜願拼布全球 

巡展最後一站(台中)

【第500個願望】
阿東想成為 

兄弟象職棒球員

首次與東西名人合作 

慈善晚宴

喜願基金會
Make-A-Wish

Foundation®

成立

69 82

喜願國際 

(Make-A-Wish® 
International)成立

台北市喜願協會
成立

83 84

喜願兒翔翔創作 

喜願會歌「想飛」
鍾漢良先生填詞

台灣華特迪士尼 

首次協助喜願病童
關懷活動

中華民國喜願協會 

成立

89 91 93 95

高雄辦事處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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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願里程碑

【第1000個願望】
小妮想要去香港迪士尼

獲頒年度全國性 

社會團體績效
評鑑優等

獲頒年度全國性社會 

團體績效評鑑優等

【第1500個願望】
小芬想擁有筆記型電腦

喜願亞洲圓桌會議(台北)

【第2000個願望】
小縈想成為甜點師

99 100

承辦喜願國際年會(台北)，23個分會國家參與

102 104 106 108

台中辦事處成立

103 105

喜願‧東西名人慈善晚宴

喜願‧東西名人慈善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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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願願望旅程

　　隸屬於全球最大兒童圓夢慈善組織「喜願基金會 (Make-A-Wish Foundation®)」的中華民國

喜願協會今年邁入第 25 週年，成立至今結合各界資源已幫助超過 2095 位重症病童實現心中最大

願望。每一個獨一無二的願望，為病童和家人帶來希望、快樂和勇氣，找到翻轉生命力量！

　　今年第 2000 位喜願兒小縈在知名甜點師杜佳穎的幫忙下，完成想成為甜點師的願望；即使因

為腦瘤影響右手靈活度，仍認真親手學做好吃的馬卡龍，笑容燦爛地謝謝每一位陪她走進這段漫

長抗病之路的家人、親友和醫護人員。有許許多多像小縈的喜願兒在圓夢過程中，想和所有參與

的人分享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也想為他人帶來快樂和幸福。

　　喜願協會理事長王允中對於這些年來喜願從社會大眾獲得的支持表達了由衷的感激：「目前

我們全台北、中、南三個辦公室共有近 200 位志工，每年關懷病童達 5000 人次，協助超過百位病

童圓夢服務，感謝大家 25 年共同成就喜願協會的使命。我們需要更多社會大眾發揮滴水穿石的力

量，幫助更多重症病童們圓夢，亦希望未來有更多人加入翻轉重症病童生命的願望旅程！」

　　還有許多翻轉生命的願望旅程持續啟航中，歡迎您的加入！

走過 25 載，喜願協會幫助逾兩千病童

找到翻轉生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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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慶喜願 25

喜願與東西名人慈善系列 

愛心接力幫助喜願兒圓夢

 　　為了慶祝中華民國喜願協會成立 25 週年，「喜願協會」與「東西全球文創集團」旗下的「WE 

PEOPLE 東西名人」第九度攜手合作，於 10 月 20 日假文華東方酒店舉辦慈善晚宴，採取「願望認購」

方式，展開一系列的慈善活動：

1. 跨國藝術家與藏家慷慨解囊踴躍參與─當代藝術輝映慈善愛心

　　在「喜願協會」與「東西名人」盛情邀約下，「御書房藝廊」無條件贊助喜願兒的圓夢活動，與慶

祝喜願 25 籌備會一起合作，邀請二十位跨國當代藝術家及藏家，提出十七項藝術品、珍藏品及三項精品

當做「願望認購」愛心禮物，致贈給認購最多願望星星者。並特別於 10/1 至 10/10 在台北「我之藝術」

舉辦聯合預展，方便各界愛心人士可以預先一覽當代傑出藝術家的作品。此外「御書房藝廊」並於 10/20 

至 11/20 舉辦線上義賣，將全部所得扣除成本後，捐給喜願協會，持續幫助重症病童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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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慶喜願 25

2. 各領域名人熱情見證喜願兒圓夢力量─愛心永不停止

　　重症病童四大類型的願望中，以「我想要見」的願望所帶來的鼓勵和影響最為巨大。過去 25 年來，

有超過百位各領域的名人，配合病童殷切的期待，達成圓夢活動。在 10 月 18 日喜願 25 週年記者會中，

除有 25 位名人，捎來祝賀喜願成立滿 25 週年的影片集錦，更有曾三次幫助過喜願兒圓夢的國際巨星李

玟 CoCo 小姐，專程遠道來台，親自上台見證並分享圓夢不可思議的力量。

　　CoCo 感性地說：「喜願兒的勇敢和樂觀，是讓我今天真心站在這裡的支撐力量，我想讓更多和她們

一樣的孩子有願望成真的一天！」

３. 舉辦慈善晚宴為喜願兒籌募圓夢基金─匯聚眾人愛心力量

　　喜願協會在台灣成立 25 年來，在社會各界人士贊助經費、提供資源、參與志工等不同的形式協助

下，已經為 2,000 多位重症病童完成了他們心中最大的願望，這是台灣社會良善關懷價值的成果。「WE 

PEOPLE 東西名人」今年再度與喜願協會合作，匯聚近五百位愛心人士的熱心，舉辦慈善晚宴，參與嘉

賓，不但事先慷慨解囊認購晚宴餐券，而且當場踴躍購買摸彩券，同時熱情參與「願望認購」活動，為

實現重症病童的最大心願籌募經費，貢獻出一份愛心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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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望成真‧幸福的滋味

　　15 歲的小縈罹患惡性腦瘤，在密集的

療程中十分辛苦，但小縈的媽媽說：「遇

到這樣的難題，是老天爺給我們很大的考

驗。一開始當然心情很沉重，但我們接受

他，面對他。」在逆境中依然堅強與貼心

的小縈，許下了心願「想成為甜點師」，

透過親手製作的美味甜點，將幸福與快樂

帶給身旁的人。

　　看著因疾病而右手無力的小縈，堅持

一步一步完成甜點，感動了所有的人。這

個圓夢就像是不可能的任務，卻在小縈努

力不懈之下願望成真了！小縈笑著說：「我

覺得很榮幸、很開心，做出來後就是我終

於進步了一步。不要害怕，勇敢向前進。」

幸福的滋味
把愛傳出去的喜願兒小縈

　　每一個獨特的願望，都擁有翻

轉生命的力量，為喜願兒、家庭甚

至生活周遭帶來希望與勇氣。主治

醫師陳信宏感動的說：「我真心覺

得我們的醫療團隊都能感受到小縈

的正能量，讓我們有力量再次去打

拼，去幫助更多的孩子！」，小縈

的老師也說著：「在我心目中的小

縈是個很貼心、很樂觀的孩子。我

一直希望用她的故事，如此樂觀、

正向面對生命挫折的勇氣，去鼓勵

其他的孩子。」

　　願望成真的力量化為愛與祝

福，將不斷地綿延與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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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望成真‧生命的蛻變

生命的蛻變
永不放棄追求願望的喜願兒小涵

　　17 歲那年的小涵，身受急性骨髓性

白血病的折磨，歷經大型手術與移植。

躺在病床上虛弱的她，在看見期待甚久

的「日本漫畫家寶井里仁親筆簽名書」

時，目光頓時閃爍且嘴角不自覺上揚。

那一刻，願望成真的幸福瀰漫現場，我

們從小涵的眼中看見了彼此的希望。

　　「永不放棄希望，努力朝未來邁進」

是小涵的堅持，願望實現的美好更是激

勵她逐夢的勇氣。設定新目標要靠自己

力量重新站起來，從癱在床上到走下病

床，小涵在汗水、淚水交織中真的做到

了！再訂定目標決心參加自己的高中畢

業典禮，這一段路小涵又再度證明自己

可以一步一步實現自我目標。滿懷感恩

之心，小涵更在去年加入喜願志工行

列，用心參與志工訓練課程，也協助喜

願兒圓夢活動，曾是生命小鬥士的她真

誠地關懷著重症病童，不僅獲得病童的

信賴，也傳遞著生命的力量。

　　小涵說：「那年我生病了，我失去

了很多但也知道我擁有的更多。在我最

無助時喜願帶來了一份大禮物，帶給我

很大的鼓舞。喜願讓我知道我不是唯一

生病的孩子，也不是最後一位。你們讓

我找到未來的期待和夢想。我希望喜願

協會能繼續幫助更多的孩子活下去並找

到他們的願望。」。小涵也會繼續朝下

一個目標努力－考上社工相關科系，想

為更多人服務，將感受到的快樂傳播給

大家。在小涵充滿信心的雙眼中，我們

相信她一定會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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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望成真‧肯定自我

 

　　阿皓六歲那年，確診罹患惡性骨肉瘤

歷經了 12 次的辛苦化療，腳截肢保住性

命。成長過程中，在媽媽的鼓勵下，阿皓

一步步學習走路，也如同齡小孩，讀書、

學習，甚至在游泳中找到自信。耀眼的光

芒背後，阿皓付出比別人更多的血汗與淚

水，在他沉靜的臉龐上，看到的是永不放

棄的堅定眼神。

　　阿皓 10 歲時在喜願的協助下實現

「想要去迪士尼樂園」的心願，行走旅程

中，拓展了視野，感受世界的美好，這股

滿滿的力量，讓他告訴自己要勇敢向前擁

抱生活，可以活得很精采。

　　105 年 透 過 喜 願 牽 線， 受 到

CHALLENGE TAIWAN 的邀請，首度以

見習身分參加國際鐵人三項競賽。於游泳

項目中不僅獨自以單腳一口氣游完 1,500

公尺，還在教練的協助下完成自行車與跑

步項目，最後靠自己的腳走向終點線，完

成 51.5 公里賽事。

　　阿皓總是平心靜氣面對生命給予的各

種任務，他說：「即使遇到生命最大的挑

戰，永遠都不要放棄希望，總會有成功的

一天。」現在的阿皓就讀大學三年級，持

續學習游泳的他更是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

動會的仰式紀錄保持人呢！秉持堅韌不拔

的精神，阿皓會一步步突破自己設下的目

標，朝向「成為一位職業游泳選手」努力。

肯定自我
勇於實踐目標的喜願兒阿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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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望成真‧活在當下

活在當下
用心體會生命的喜願兒涵涵

　　出生第二天，即確診罹患

腎發育不全合併末期腎病變的涵

涵，需終身依賴腹膜透析治療控

制病情，「長大成人」成了涵涵

及家人深切的期盼。

　　 涵 涵 總 說：「 生 命 有 無 限

的可能，當你想要一定可以做

到！」。15 歲那年，在喜願協助

下，涵涵親手繪製了夢想中的美

麗禮服，並實現願望成為最閃耀

的新娘，分享快樂也感受愛。

　　對涵涵而言，圓夢不僅是實

現了最大的願望，更是鼓勵自己

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個時刻，勇敢

追夢！與疾病和平共處的她，不

只熱愛生活，更受邀至校園進行

生命教育的分享。涵涵媽媽說：

「看她在台上自信的分享生命、

激勵其他孩子要擁有夢想。我發

現我的寶貝長大了。她這一生能

感受滿滿的愛，也大方的願意與

人分享自己的愛，真好！」

　　現在的她已是一位 19 歲青

春洋溢的少女，幾乎每天都到健

身房跳舞、跑步，不僅身體狀況

好轉，心情也更加開朗呢！持續

挖掘生活的美好，涵涵也期許自

己能為更多需要幫助的人服務，

讓愛與幸福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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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珊在民國 84 年發現罹患骨癌，開刀截去

了右肢並接受化療。在 88 年底又發現肺部轉移

須切除局部的肺，面對疾病復發的育珊選擇積

極、樂觀地接受生命的挑戰。堅強的她一路過關

斬將，對抗病魔，在 17 歲那年，喜願為她實現

了心中最大願望，見到偶像歌手任賢齊。

　　聽著偶像為她彈吉他、唱歌，更一起聊天、

吃冰淇淋，任賢齊先生帶給了她無比的鼓勵與希

望，讓育珊相信願望是可以實現的，她下定決心

要讓未來有更多的願望成真！

翻轉生命
為母則強的喜願兒育珊

　　19 年過去了，現在的

育珊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

他分享著：「當初發病期

間至林口長庚接受治療，

很幸運透過醫院的社工接

觸到喜願協會。感謝當年

喜願幫我圓夢，帶給我許

多的鼓勵。現在的我結婚、

生子，有兩個寶貝還有一

份穩定的工作，我要感謝

一路走來照顧我的人。」

育珊深深地期許正在治療

或已經治療結束的病童及

家屬一起加油！

願望成真‧翻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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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人員心中的喜願

　　慶賀喜願 25 歲生日快樂！身為一

位醫生，最羨慕與欽佩的就是喜願的

超級魔法力量，總是把不可能的圓滿

變成可能！這實在是要感謝歷任理事

長、理監事，及志工們攜手所發揮的

光與熱！更祈願未來所有重症病童在

喜願的祝福下，每一天都是生命中的

第一天，充滿感恩，喜樂與盼望！

　　四分之一個世紀，25 年的歲月說

長不算太長，卻是足以讓小樹苗成長

為可以遮陰的大樹，也能讓小嬰兒長

大成人，更能讓病弱的孩童得到力量、

翻轉生命的軌跡！喜願協會 25 年以來

為 2000 多位重症病童圓夢，使他們在

困厄中能體驗到美好的願望旅程，感

受社會各界的溫暖關懷，令人欽敬與

感動！值此協會成立 25 週年的重要時

刻，特別獻上最誠摯的祝福及謝忱！

☆喜願審查顧問醫師─周獻堂醫師
　臺大醫院 小兒血液腫瘤科

☆喜願審查顧問醫師─林炫沛醫師
　馬偕紀念醫院 罕見疾病中心 主任 / 罕見疾病基金會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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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人員心中的喜願

　　看到願望，就想到神燈、魔法，

喜願協會就是一群魔法師。在忍受疾

病與醫療過程的重症病童，當願望成

真時，流露出的喜悅笑容是真誠的，

是令人感動的。喜願協會就是在製造、

蒐集這種喜悅與感動。這樣的魔法是

多人群策群力的結果，很高興能參與

這樣的活動。

　　兒癌家庭在確診與治療的過程中

不免承受長期的苦悶與煎熬，而喜願

協會所提供的圓夢計畫，讓病童在病

痛中能擁有「自己作主」的歷程，給

予孩童莫大的心理支持，雖然這樣的

計畫無法治癒疾病，卻富足了病童與

家屬的心靈。由衷感謝喜願協會的幫

忙，尤其是在看過兒癌病童見到自己

偶像時那充滿希望的笑顏後，我們知

道喜願的圓夢計畫帶來的意義不只是

圓夢，而是一劑強心針，讓病童及家

屬更有動力面對未來艱辛的道路。

☆  黃芳亮醫師
　臺中榮民總醫院 兒童醫學中心兒童血液腫瘤科主任

 

☆巫康熙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兒童血液腫瘤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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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人員心中的喜願

　　「我不要打針…..」每天，同樣的

場景一再上演，稚嫩的臉上止不住的

淚水…見到偶像、擁有夢寐以求的禮

物、和家人一起出國旅行…我們真實

見到了「願望成真」給重症病童及家

屬帶來的喜樂與勇氣，重新拾起對生

命的盼望。謝謝喜願協會，25 週年生

日快樂！

☆王士忠醫師
　彰化基督教醫院 兒童血液腫瘤科部長

 

☆廖優美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小兒血液腫瘤科

　　那是一個再尋常不過的日子，又

是幾個熟悉的藍色身影。或者忙碌地

穿梭在每個重症病房，或者正興高彩

烈地主持慶生會。似乎是哪裡有重症

兒童，哪裡就有喜願的大哥哥大姊

姊。

　　一次又一次的探訪，只為了找出

孩子真正心底的願望。上山下海，不

惜辛勞，使命必達，只為了換一朵孩

子嘴角綻放的微笑。

　　感謝有你們，親愛的喜願協會，

讓重症孩子不孤單並且充滿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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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願人的感動

　　我是一位喜願兒的媽媽，會當志工是因為對我孩

子的一個承諾，延續她想付出分享的一份「心」，老

實說剛開始曾經擔心自己是否真的準備好了？會不會

在訪視的過程中，看到孩子的狀況而觸景傷情導致無

法勝任？然而忐忑的心因為見到孩子圓夢的笑容與感

動，一次又一次療癒了我！

　　付出絕對不是單方面，感謝因為「愛」讓我變得

更勇敢！因為「分享」讓我更有力量，更感謝協會的

夥伴們給的溫暖，我願意將這份「愛」和「關懷」一

直傳遞下去！

　　喜願凝聚全家人的情感，讓我們有勇

氣跟信心面對未來，在接受別人幫助的同

時，更希望自己也有能力把這份愛跟溫暖

傳下去，將力量傳遞給其他有需要的人。

☆  喜願兒家長 / 喜願志工 賴淑媛

 

☆喜願兒家長 / 喜願志工 林佩姿

　　還記得當初，等待圓夢到來的那段時間既期

待，又怕受傷害。因為治療很辛苦以及對於未來的

不確定性而怕受傷；但期待的力量可以讓我暫時擺

脫治療的艱辛，甚至在圓夢之後，回想起圓夢的

過程就覺得很開心。現在的我不僅是喜願兒也是喜

願的志工，每當看到喜願兒臉上歡樂的笑容，都提

醒著我繼續堅持下去，在生活中要為更多人帶來歡

樂！

☆喜願兒 / 喜願志工 郭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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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願人的感動

 

☆喜願兒 / 喜願志工 陳琪蓉

　　我在 10 歲那一年，透過喜願協會的幫忙，實現了

去迪士尼樂園的願望。圓夢的喜悅，帶給我面對疾病及

打化藥的勇氣，和努力活下去的希望，讓我更熱愛自己

的生命。圓夢後的我回到喜願這個大家庭，成為喜願的

志工為重症病童圓夢。每每在圓夢或活動中看見病童展

露笑靨的天真，彷彿病痛消失一般，我也同樣為他們感

到歡樂。非常感謝喜願當年幫助我實現心願，也很高興

能成為喜願的志工，將快樂、希望與勇氣帶給更多的重

症病童。

　　　喜願協會的理念就是幫助喜願兒及喜願家庭勇敢

對抗病魔，面對艱辛的治療過程。在醫療允許的狀況下
讓孩子與家庭能有些喘息的時光，實現喜願兒的願望。
而我即是協助喜願陪伴喜願兒及家庭圓夢的眾多志工之
一。
　　每當看到喜願兒實現他們的願望，面對心目中的偶
像或達成任務時，「哇！」的開心眼神總讓我也感受到
喜悅的光芒，因為有了激動與感動，讓我持續接著一個
個任務，幫助有需要的重症家庭。期待將有更多的志工
加入，一起散播歡樂和力量。

☆  服務 25 年，喜願志工
　林嬡雲

　　擔任志工的歲月，讓我學習到無私、寬容與

面對疾病時的勇氣。謝謝喜願給我這個機會，未

來我會繼續為協會盡一己之力，也恭喜喜願走過

四分之一個世紀！

 

☆服務 25 年，喜願志工
　洪雅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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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夢英雄榜

財團法人全聯佩樺圓夢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 張宜君

　　恭喜喜願協會成立滿二十五週年。在此

獻上全聯佩樺基金會最衷心的祝福！

　　為最小最弱的孩子努力，是喜願與我們

最共同的理念堅持，由於深刻理解願望的重

要，除了提供基本溫飽及健康成長外，亦期

盼孩子心靈能獲得滋養，而門市零錢箱更是

全聯福利中心與全聯佩樺基金會齊心共同為

弱勢兒童努力的方式之一，很開心 107 年第

四季與喜願協會合作，透過零錢捐日常公益

行為，來幫助每一位重症病童實現願望；也

期望未來有更多機會，共同協助重症病童迎

向更美好的未來。

東西全球文創集團執行長暨發行人 李冠毅

　　在 2006 年父親離世後，我和弟弟許

下心願，希望能夠行善來實踐爸爸的夢

想。我很喜歡喜願協會為重症病童圓夢的

美意，雖然過程看似在幫助病童完成心

願，但是當他們夢想成真的同時，我們為

父親許下的願望也實現了。我要謝謝喜願

兒和你們的家人，在這些年帶給我正面循

環的珍貴體會，讓我在你們的生命故事裡

學習到許多很美好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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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生命的喜悅─喜願家庭聖誕餐會

　　每年的喜願家庭聖誕餐會，是喜願兒和家人慶祝新生命的開心派對！

　　當我們的孩子們長肉又長高，盛裝打扮在派對中開心地跑來跑去、大口吃飯，是我們最大的喜悅和

回饋！當孩子們勇敢登台，表演著拿手絕活，眼中的自信光彩勝於鑽石珠寶絕對耀眼。

　　這是一場與眾不同的聚會，每年來自台灣地區各地的重症家庭，因為圓夢而相聚於此，互相傳遞抗

病的勇氣與力量，彼此分享關懷與感恩。在揮手道別之際，帶著滿滿能量走向生活正軌、或是抱持信心

繼續抗病的旅程，因為有愛，他們並不孤獨；因為圓夢，他們懷抱希望。

全球支持重症病童願望成真─喜願家庭環球日

　　每年四月份是喜願基金會 (Make-A-Wish) 的生日月，喜願總會串聯全球 40 個分會在 50 個國家地區

舉辦 World Wish Day 各種慶祝活動，藉由多元活動讓社會大眾認識及支持喜願為重症病童圓夢的使命。

　　在台灣地區，喜願團隊不僅在各角落努力為重症病童帶來快樂的圓夢而未曾停歇，也擴及至校園、

企業、社團等單位宣導分享圓夢的力量，積極籌募喜願病童的圓夢基金。

　　每個願望都是獨一無二的旅程，每個願望成真都有改變的力量，還有許多病童的願望渴望實現，請

您成為他們的圓夢英雄！

愛的串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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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串聯

Walk for Wishes 為重症病童圓夢而走－喜願慈善健走

　　每一步代表生命前進的希望，每一步是眾人為重症病童加持的力量！「Walk for Wishes」是喜願全

球各地分會號召社會大眾以健走的方式，一步一腳印，串起大家支持重症病童圓夢匯聚的力量。

　　如同重症病童及其家庭，每次勇敢踏出一步，就是走向希望一步，就是邁向快樂一步，即使歷經抗

病的辛苦依舊堅毅不放棄。透過健康活力的健走活動，不僅讓更多人體會健康的身心是生命的根本，也

鼓勵重症家庭走進陽光，更以行動支持重症病童勇於挑戰自我，快樂實現心中最大的願望。

愛心匯聚，點燃願望星星─喜願 ‧ 東西名人慈善晚宴
　　「WE PEOPLE 東西名人雜誌」自 2006 年以來，便投注心力與喜願協會合辦慈善晚宴，號召各界共襄

盛舉，一同為重症病童籌募圓夢基金。「WE PEOPLE 東西名人雜誌」發行人李冠毅先生表示：每個人都

有夢想，當他發心想實踐父親行善的理念時，認識了喜願協會此全球公益組織，他就決定要透過慈善晚宴

的募款方式，號召好友及愛心人士共同幫助重症病童圓夢。「WE PEOPLE 東西名人雜誌」與喜願協會十

多年來已陸續合辦 8 場慈善晚宴，共募集 5 千多萬元。今年 2019 年 10 月持續第 9 次舉辦慈善晚宴，為更

多重症病童實現心中最大的願望！



21

愛的串聯

擁抱陽光和希望─喜願家庭野餐會

創造歡樂，傳遞溫暖─關懷病童活動
　　「為病童和家人帶來快樂」是每一位喜願夥伴的共同目標。喜願團隊每年持續在全省 11 家合作醫院，

超過 250 場次定期關懷重症家庭的愛心累積下，每當穿著藍色 T 恤的喜願志工，親切地穿梭在病房，陪

伴病童，傾聽家長的心聲，沉悶的住院心情也舒緩了些。醫院除了專業治療之外，也和喜願合作各式主

題活動，一起歡樂遊戲、做手作、拿禮物。許多善心企業也和喜願合作招待重症家庭體驗各種休閒活動，

例如：電影欣賞會、郵輪體驗之旅、捷運參訪之旅、農場趣味體驗…等，讓重症家庭有舒緩身心的機會，

增加抗病的力量。

　　坐在一張張色彩繽紛的野餐墊上，大人小孩們大啖美味可口的食

物，不時四處串門子；志工哥哥姐姐一起組隊闖關激烈 PK，開心的笑

臉和響徹雲霄的笑聲，充滿著快樂的因子…

　　漫長的抗病療程，擔心感染的重症病童往往侷限在醫院與家庭的生

活圈。喜願野餐會提供安全舒適、綠意盎然的半戶外活動空間，讓病童

和家人也能放心享受在陽光綠樹下親子互動的時光，舒展了筋骨、愉悅

了心靈，更凝聚了一家人珍貴的情感成為抗病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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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我們的圓夢英雄

一起串聯愛心，讓願望成真！

　　每年至少有 500 位新

發病的病童及更多仍在與

病魔搏鬥的重症病童，他

們的心中，都有一個大大

的願望期待成真。

　　邀請各位好朋友共襄

盛舉，每月固定捐款台幣 

300 元，可擁有一隻可愛

隨喜捐款 捐款芳名錄 加入志工

108年7月至9月的捐款芳名錄：
請至喜願官網或掃描上方Qr Code查看，謝謝。

小熊，一起

支持重症病

童圓夢！



~ 喜願的源起 ~

西元 1980 年，在美國亞利桑那州有一位罹患白血病的 7 歲小男孩 Chris 夢想
著能成為一位警察，當地的一位警察及社區人士便熱心地為 Chris 完成他的願望：
Chris 穿上警察制服、配戴警徽，到街上巡邏、開違規停車的罰單 ... 像一位真正
的警察去執行他的任務一般。

幫助 Chris 實現心願的這一群人，感動於願望成真為小男孩帶來莫大的喜悅
與歡樂，體會到重症病童在辛苦煎熬的治療過程中應有願望成真帶來的鼓舞，於
是在 1980 年 4 月 29 日成立了喜願基金會 (Make-A-Wish Foundation®) 來為重症
病童圓夢，並積極地向世界各地宣導喜願的理念而擴展成為國際性的組織。

英勇小警察 Ch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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