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勸募服務成果報告書 

 

財團法人台灣癌症基金會 

「108 年度癌友關懷教育中心服務經費」 

公益勸募活動辦理結報 

 

 

 

 

 

 

 

 

 

 

 

              辦理單位：財團法人台灣癌症基金會 

              聯絡電話：(02)8787-9907 

              傳    真：(02)8787-9222 

              聯絡地址：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 16 號 5樓之 2 

              E-mail：5aday@canceraway.org.tw 

 



募款服務成果報告書 

 

 1 

 

目錄 

一、計畫目標 ......................................... 2 

 

二、目的 ............................................. 2 

 

三、勸募方案 ......................................... 3 

 

四、活動申請作業流程 ................................. 3 

 

五、主辦單位 ......................................... 3 

 

六、募款活動內容 ..................................... 4 

 

七、服務成果 ......................................... 4 

 

八、募款相關活動紀錄 ................................ 13 



募款服務成果報告書 

 

 2 

財團法人台灣癌症基金會 

108年度癌友關懷教育中心服務經費 

募款服務成果報告書 

一、 計畫目標： 

    台灣癌症基金會為落實對癌友的關懷與服務，提供癌友在療程結束後所需

的專業指導與教育，成立實體「癌友關懷教育中心」，提供癌友免費的輔導與

服務，透過專職營養師、護理師、社工師、心理師及醫療顧問群組成之專業團

隊，秉持對於癌症病友全面性及延續性的服務，促進從醫院到社區服務的連

結，使癌友從診斷、治療到返回社區各階段，都能獲得需要的專業知能，並且

在癌友志工的關懷及支持下，讓癌友能積極面對癌症的衝擊並得到心理支持與

關懷，舒緩治療帶來的負面情緒與壓力，使其更有信心順利完成療程，邁向康

復之路，讓已經康復的癌友也可以發揮生命價值，以自身的抗癌經驗，鼓勵其

他癌友積極面對癌症的衝擊，共同建立癌症病友服務網；期望透過支持服務及

專業輔導，降低癌症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讓癌友重新學習適應生活、提升生活

品質並降低再發機率。 

二、 目的： 

（一）運用北高兩處實體之『癌友關懷教育中心』及專業團隊，協助病人及家屬

積極 面對因癌症帶來的身心壓力及適應，如癌因性疲憊症，並提供癌症相

關資訊、電話諮詢、情緒支持、提供輔具或康復用品租借或提供營養品等

服務。 

（二）透過病友團體的運作，建立癌友及家屬的經驗分享、支持與鼓勵的交流 

平台，進而能提升助人自助的精神。 

（三）由培訓後之癌友志工提供關懷服務，定期追蹤癌友近況、情緒關懷；讓體 

力有限的癌友亦能透過編織品關懷需要的癌友；透過婦癌團體之癌友表演

關懷型式，宣導婦癌防治及女性身體心像改變的刻版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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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針對存活率較高的癌症，期能早期介入癌友服務，透過與各醫院之癌症資 

源中心合作，提供癌症病友及其家屬之所需的專業衛教服務、心理支持及

友伴分享，並且連結社會資源，促使癌友認識相關資源並具備運用資源的

能力，於療程結束後能持續自我身心照護，學習調適健康的生活方式。 

（五）藉由與醫院及各地衛生機構、相關服務團體合作，對於偏遠地區，其資

源相對不足，持續開發相關服務資源，並提供支持性服務。 

（六）透過癌症相關出版品及本會服務網站，使癌友能取得完整服務訊息，將

正確及適切之癌症相關訊息及康復輔助用品提供予癌友及其家屬，並推

廣癌友服務之能見度，使癌症病友能得知服務訊息，並取得需要的服務

資源。 

三、 勸募方案： 

    本會癌友關懷教育中心自民國 96年 5月設立以來，深獲癌友及家屬肯定，

並於 100年 10月增設高雄分會暨南部「癌友關懷教育中心」，已陸續提供癌友

及其家屬各項服務；本會希望能藉由實體癌友關懷教育中心，提供癌友康復所

需的專業指導及服務，並透過與醫院合作之模式，讓癌友於治療過程中就近取

得所需的服務，協助癌友順利完程療程，同時培訓具專業服務知能的癌友志工

來提供相同診斷病友的關懷服務，協助癌友渡過療程之階段，並持續提供癌友

相關服務資源訊息，使癌友及其家屬從診斷到治療，以及康復階段皆能得到完

整的協助及服務，以提昇其生活品質。 

四、 活動申請作業流程： 

    勸募期間：108年 05月 30日起至 109年 05月 29日 

    勸募核准文號：衛部救字第 1081367938號函 

五、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台灣癌症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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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募款活動內容 

(一) 本會規劃辦理相關勸募活動，包括舉辦愛心園遊會、公益募款廣告宣導、

     慈善音樂會/演唱會、公益藝文活動、公益畫展、愛心編織物義賣等。 

    (二) 透過網路公益平台、聯合勸募網及社群網站發起勸募，如假髮製作經費、

         營養品補助經費…等募款專案，並與企業合作辦理 ATM募款、手機電信捐

         款，實體與電子發票募集、捐款箱置點勸募。 

七、 服務成果： 

        本會聘任專業的護理師、營養師、社工師、心理師共同組成專業團隊，提  

    供癌症病友各項直接服務，透過四個主要面向來提供癌症病友各項專業服務， 

    規劃之服務內容包含：1.台北及高雄之實體「癌友關懷教育中心」；2.醫院延伸 

    關懷服務；3.癌友志工培訓及服務；4.癌症服務相關出版品，針對四個主要面 

    向服務成果說明如下： 

 
（一）台北及高雄之實體「癌友關懷教育中心」 

工作

項目 
工作內容及成果 

專業

諮詢 

專業諮詢共計提供 4742件，兩中心成果如下： 

醫護藥物諮詢 595件，營養諮詢 811件，社心諮詢 2753件，保單諮詢 46件，

關懷諮詢 537件，共計提供專業諮詢服務 474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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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

靈康

復課

程 

身心靈康復課程共辦理 202堂，服務 1927人次，兩中心成果如下： 

北部癌友關懷教育中心 

課程名稱 講師 堂次 人次 

禪繞畫 美國禪繞第 12期官方認証教師-

CZT12 

6堂 42人次 

經絡按摩 台灣癌症基金會特約講師 

蕭鳳庭老師 

12堂 203人次 

癌友夫妻關

係工作坊 

台灣癌症基金會特約心理師 

史莊敬諮商心理師 

6堂 8人次 

(4對夫妻) 

正念減壓 華人正念減壓工作室 

許瓊月社工師 

18堂 196人次 

園藝治療 台灣癌症基金會特約講師 

葉淑玲老師 

12堂 128人次 

癌症營養 台灣癌症基金會癌友關懷教育中心 

許嘉芸營養師 

24堂 237人次 

彩繪幸福 台灣癌症基金會 第七屆抗癌鬥士 趙

祺翔老師 

6堂 118人次 

亮彩煥顏 台灣癌症基金會 特約講師 

楊倢老師 
6堂 97人次 

總計 90堂 1029人次 

南部癌友關懷教育中心 

課程名稱 講師 堂次 人次 

瑜珈健身 瑜珈證照 

朱力老師 
40 271 

八 段 錦 亞運會武術國際裁判 

楊逢時老師 
16 145 

園藝治療 ACP園藝治療師證書 

李怡璇老師 
6 69 

癌症營養 台灣癌症基金會癌友關懷教育中心  

張啟玲營養師 
12 116 

按摩紓壓 美容乙級技術士證照 

葉淑玲老師 
6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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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減壓 諮商心理師證照 

孫慧玲老師 
8 64 

體適能 物理治療師證照 18 132 

芳療探索 美國 NAHA國家整體芳療協會認證 6 49 

總計 112堂 898人次 

 

 瑜珈健身                         八段錦 

 

 

 

 

 

   

  園藝治療                        癌症營養 

 

 

 

 

 

 

 按摩紓壓                       芳療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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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項目 
工作內容及成果 

友伴

分享

團體 

友伴分享團體共辦理 14場次，計服務 374人次，兩中心成果如下： 

北部癌友關懷教育中心 

團體類別 聚會次數 出席人次 服務成效及滿意度 

午茶話療聚會 3 124 癌友對於主題規劃表示認同及喜

歡，且期望能多些與講師互動問

答的時間，癌友們也喜歡經驗分

享的部分，能讓彼此學習與癌共

處，滿意度調查表分析，活動滿

意度達 97%。 

肺腑之癌聯誼會 3 39 肺癌病友的凝聚力比較好，且會

私下交流分享照護經驗及新藥資

訊，對於聚會型態非常喜歡戶外

活動，也期待本會能多舉辦戶外

運動及交流，對於聚會的滿意度

達 98%。 

腸相挺聯誼會 2 21 本會大腸癌的癌友年紀較長，參

與活動更需要多些鼓勵，且受限

需人陪伴及行動力；而年紀較輕

的癌友，多半仍有工作或參與多

種不同活動，時間上難以配合，

因此未來在聚會規劃上需要更多

元安排。聚會滿意度 88%。 

南部癌友關懷教育中心 

項目 日期 主題 服務人數 

午茶話療

聚會 

03/12 用手機紀錄生命的美好 18人 

06/14 癌症病患的中醫養生運動 18人 

09/24 用香氣體驗新人生 15人 

12/17 改善癌症治療期的頭皮危機 19人 

愛 care

之友聚會 

 

06/17 2019港醫守護，用心照顧 50人 

06/29 電影欣賞公益宣傳活動 70人 

共辦理 14次聚會 19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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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CARE之友聚會                  午茶話療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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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院延伸關懷服務 

工作
項目 

工作內容及成果 

提供

康復

輔助

品及

癌症

相關

出版

品 

與北部、中部及南部、東部共 53家醫院合作共同提供癌友服務，共提供康復輔助

品 2655份，癌症相關出版品 4780份。 

北部、中部：提供康復輔助品 1300份，癌症相關出版品 2540份 

合作醫院含北部、中部共 31家：台大醫院、雙和醫院、亞東醫院、萬芳醫院、新

光醫院、新竹馬偕、台北國泰、汐止國泰、署立桃園醫院、振興醫院、台安醫院、

新竹國泰醫院、龍潭敏勝醫院、新店耕莘醫院、台北慈濟醫院、台大癌醫中心醫

院、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苗栗大千醫院、台中市中港澄清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

設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台中榮總、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童綜合醫院、台中

澄清醫院、埔里基督教醫院、彰濱秀傳醫院、仁愛醫綜合醫院大里院區、光田綜合

醫院、慈濟醫院台中分院、員林基督教醫院。 

南部、東部：康復輔助品 1355份，癌症相關出版品 2240份 

合作醫院共 22家：阮綜合醫院、永康奇美醫院、高醫、成大醫院、義大醫院、高

雄小港醫院、台南新樓醫院、高雄長庚醫院、台大醫院雲林分院、馬偕醫院台東分

院、義大癌治療醫院、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嘉義基督教醫院、台南郭綜合醫院、國

軍高雄總醫院、花蓮慈濟醫院、門諾醫院、宜蘭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羅東博愛

醫院、屏東基督教醫院、台南市立安南醫院、安泰醫院。 

合辦

講座 

全台合作辦理講座成果如下： 

癌症專題巡迴講座已辦理 24場次，共服務 1568人次。 

「疼息照護 食在健康，打造抗癌生活新品質」系列講座 

活動日期 主題 合作醫院 參與人數 

108/4/13 疼惜照護．食在健康 亞東醫院 50人 

108/5/25 疼惜照護．食在健康 成大醫院 82人 

108/6/1 上消化道照護．守護胃來 彰濱秀傳醫院 8人 

108/6/15 疼惜照護．食在健康 義大醫院 95人 

108/6/22 上消化道照護．守護胃來 亞東醫院 19人 

108/6/29 上消化道照護．守護胃來 高雄長庚醫院 35人 

108/8/3 疼惜照護．食在健康 台大雲林分院 30人 

108/8/6 戰勝癌症，血同守護 成大 14人 

108/8/17 戰勝癌症，血同守護 奇美醫院 34人 

108/8/26 疼惜照護．食在健康 台大癌醫中心醫院 190人 

108/9/12 疼惜照護．食在健康 林口長庚醫院 72人 

108/10/23 戰勝癌症，血同守護 高雄榮民總醫院 17人 

總計 64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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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退癌疲憊 癌症治療不 Delay」系列講座 

活動日期 合作醫院 參與人數 

108/4/22 台中榮民總醫院 14人 

108/4/17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14人 

108/7/6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58人 

108/10/19 成大醫院 74人 

總計 161人 

  

「戰勝淋巴癌 掌握治療新趨勢」系列講座 

活動日期 合作醫院 參與人數 

108/4/20 中國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33人 

108/8/31 高雄長庚醫院 61人 

108/11/26 台北榮民總醫院 55人 

總計 14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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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治療新曙光：了解免疫治療下一步」講座 

時間 地點 參加人數 

108/12/7 
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 

國際會議中心 801廳 
143人 

總計 143人 

    

「抗癌之路免疫力作戰 掌握療程致勝 3關鍵」系列講座 

時間 地點 參加人數 

108/7/27 台中逢甲大學第 9國際會議廳 143人 

108/8/3 台北科技大學科技大樓國際會議廳 189人 

108/8/10 高雄醫學大學國際會議中心Ｂ廳 137人 

總計 46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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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癌友關懷志工培訓及服務 

工作
項目 

工作內容及成果 

培訓

關懷

小組

志工 

定期辦理志工在職訓練、個別輔導與團體督導 

在職

訓練

及督

導會

議 

志工在職訓練共辦理 12場次，服務 159人次。 

北部癌友關懷教育中心 

日期 主題 時數 參與人數 

2/25 ERAS及臨床的運用介紹 2 20 

3/6 畫療課-藝想天開之旅 2 10 

8/16 癌友的居家照護技巧 2 20 

11/08 臨終關懷及安寧照顧 2 19 

11/29 如何增加志工團隊凝聚力 2 19 

12/13 行政志工倫理原則 2 12 

總計 12小時 100人 

南部癌友關懷教育中心 
 

日期 主題 時數 參與人數 

02/27  第一季志工團督暨在職訓練 2 8 

04/24  第二季志工團督 2 10 

06/12  第二季志工在職訓練 2 12 

07/24 第三季志工團督 2 10 

08/28 第三季志工在職訓練 2 11 

11/15 第四季志工團督 2 8 

總計 12小時 59人 

 



募款服務成果報告書 

 

 13 

  志工在職訓練                        志工在職訓練 

      

八、 募款相關活動紀錄： 

(一) 網路公益平台募款專案 

 



募款服務成果報告書 

 

 14 

 



募款服務成果報告書 

 

 15 

(二) 愛心捐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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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款服務成果報告書 

 

 17 

(三) 基金會網站勸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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