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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102/12/09 

榮獲 102年度衛生財團法人評鑑 特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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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推廣方向 

生活防癌系列宣導 

主題癌症防治 

國際與兩岸交流 

慈善募款 

癌友關懷與服務 

癌症研究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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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執行期程 實施內容 效益 

兒童天天5蔬果‧打造健康
下一代 

1.1-12.31 

 

7.16 

※安排種子講師至各縣市校園內巡迴宣導 

※蔬果彩虹579記者會 

※架設線上蔬果支票網站 

※拍攝料理職人微講座-蔬果料理影片 

1.巡迴講座237場次 

2.舉辦記者會，呼籲家庭重
視兒童飲食致胖因子，媒體
露出65則。 

3.共5738人申請線上蔬果存
摺帳號，以親子互動方式養
成健康飲食習慣。 

4.邀請黃景龍、柯俊年二大
電視名廚，拍攝蔬果料理影
片，共8道料理。 

台大農場--蔬果生態體驗

園 

1.1-12.31 ※與台大農場合作，已邁入第十年，邀請親

子參訪農場、蔬果導覽，教育社會大眾認識

蔬果的好處，並藉此建立蔬果飲食防癌的觀

念，以及學習辨別與選用優良農產品。 

※建立互動網站，結合園區線上導覽、遊戲

專區的設計，期提高參訪人數，外縣市未能

到場導覽的民眾亦能線上體驗。 

※場地週邊施工與重建，進行場內部份區域

規劃與重建，建置更生活化的設施與環境 

1.農糧署補助計畫經費25.5

萬元。 

2.農場總導覽場次450場、接

待164團體、人數總計9,214

人（統計到11月底）。 

3.網站建置中，預計2014年

1月份正式上線。 

生活防癌系列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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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防癌系列宣導 
主題 執行期程 實施內容 效益 

兒童蔬果夏令營 7.27-7.28 1. 以一日集訓，團康小隊遊戲競賽的方

式進行，讓兒童透過團體參與，在趣

味中養成「蔬果彩虹579」之觀念。  

2. 孩童將「蔬果彩虹579」觀念貫徹，且

帶回家庭進而影響父母與家人。 

1.共舉辦2梯次參與學童數為

110人。 

2.學童父母參與晚會人數共

200人。 

全民練5功 防癌就輕鬆 1.1-12.31 

 

以一系列的活動宣導「全民練5功」，並與
南山人壽合作推動健康職場。藉由代言人、
文宣製作物及實體、網路等方式廣發訊息宣
導。 
※4/3活動開跑記者會、12/11成果記者會 
※南山人壽健康職場推動 
※練5功活動網站 
※練5功漫畫、動畫短片製作與宣傳 
※電台、公車車體、燈箱等宣傳 
※時報週刊報導 
※防癌宣導講座 
※全民練5功服務標章申請 

1.邀請蘇打綠、馬克擔任活動
代言人，增加訊息推廣強度，
開跑記者會媒體報導共計113
則。 

2.本會指導，南山人壽執行
「全民練5功 健康職場」活
動，獲得國健署頒發健康職
場。 

3.發行全民練5功特刊10,000
本、幸福馬克杯10,000個。 

4.防癌宣導講座共計14場。 

5.活動網站瀏覽超過2萬人次。 

6.練5功宣傳短片預計於台北
二家電影院、高雄一家電影
院播映宣傳。 

社區防癌講座 1.1-12.31 舉辦一般大眾防癌健康講座 

 

1.總計開課26場次 

2.聽眾癌友、家屬、一般民眾
等總計144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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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防癌系列宣導 

主題 執行期程 實施內容 效益 

企業/組織 健康講座 7.1-8.31 

 

※新光人壽慈善基金會-作伙練5功 

與新光人壽慈善基金會合作，針對企業內部

同仁開課，呼籲癌症預防及癌症篩檢的重要

性。透過「全民練5功˙防癌就輕鬆」的概

念宣導防癌的實施步驟，從飲食、運動、戒

菸、篩檢等方面著手，並有效降低癌症發生

率。 

講座共10場次，本次活動約
有600人參與講座。 

10.1-10.31 ※第一社福基金會-身心理健康講座 
與第一基金會合作，針對身心障礙孩子們及
其家長們，舉辦生活防癌知識講座。共三場，
分別於第一基金會三個發展中心進行。 

3場次講座參加人數共計達90
人。 

10.20-10.31 ※救國團公益講座 

與救國團合作，舉辦「認識癌症」公益講座。
兩場講座分別於新臨江社區與福林社區進行，
並邀請到亞東醫院放射腫瘤科主任熊佩韋醫
師及基金會執行長賴基銘醫師擔任講師。 

2場次講座參加人數共計達8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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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癌症防治 
主題 執行期程 實施內容 效益 

子宮頸癌防治宣導 1.1-6.30 ※與基層診所合作，鼓勵女性民眾接受子
宮頸抹片篩檢及衛教 

※民眾接受衛教或抹片篩檢者即有資格參
加抽獎，且衛教者一樣有資格獲獎，達到
雙贏的效益 

※且為了鼓勵醫院護理人員多多為民眾呼
籲子宮頸抹片之重要性，有提供醫療院所
團體獎，凡統計醫療院所回收數量最多之
單位，也提供1萬元之獎勵 

1.全國共有121家醫療院所
回收民眾接受衛教或抹片篩
檢報名表，總計回收41,974
份 
 
2.提供相關獎金、禮物給予
摸彩抽中之民眾、醫療單位
及醫護人員 
團體獎：3間醫療診所各1萬 
首獎：5組，受檢者、衛教    
           人各1萬 
激勵金：20組，受檢者、衛
教人各2千 
健康獎：325人，總獎品獎
金高達50萬 

子宮頸抹片車(3部)全國巡
迴 

1.1-12.31 ※由明門實業捐助兩部子宮頸抹片車，及
既有之抹片車1部，共計3台，規劃巡迴
偏遠地區嘉惠婦女，進行子宮頸抹片篩檢。 

1.配合醫療單位：聯醫病理
中心、台灣地區婦幼衛生中
心、瑞芳衛生所 
2.今年累計至11月採檢數量
為6,661片 



7 

主題癌症防治 
主題 執行期程 實施內容 效益 

乳癌防治月--粉紅健
走運動CARE HER2 

4.1-5.31 教育國人女性，預防乳癌發生，可從『運
動、飲食及篩檢』三個環節著手，並連結
女性健康議題，邀請民眾一起運動，讓自
己保持身體健康，更藉此呼籲乳癌預防之
重要性 

1.吸引3,000多名民眾參與。 

2.媒體報導共計30則。 

大腸癌防治宣導-追捕
瘜肉小子大作戰 

6.1-12.31 大腸癌為國人癌症好發率第一名，今年持
續舉辦「追捕瘜肉小子大作戰」活動，以
做篩檢抽大獎的方式鼓勵民眾主動接受腸
癌檢查。  

1.目前案件持續回收中報名
收件至12月底 

2.預計2014年3月舉辦成果
記者會。 

肺癌防治宣導 11.14 國內肺癌從2007年始，接連蟬聯癌症死因
之首，又一般民眾往往認為吸菸者才會罹
肺癌，忽略了不吸菸者仍然可能因環境因
素而發生。因此於國際肺癌日前夕舉辦肺
癌防治記者會，邀請五位國內肺癌研究專
家（吳成文院士、彭汪嘉康院士、楊泮池
院士、蔡俊明教授、賴基銘執行長）為國
人分析肺癌威脅的嚴重性，以及肺癌發生
的危險因子，讓民眾瞭解最新肺癌防治現
況。並製作肺癌手冊呼籲民眾正確預防肺
癌之衛教宣導 

1.媒體報導共計25則。 

2.印製肺癌手冊「拔除肺癌
殺手，全民一起來」，共
2000本，提供全國醫院、民
眾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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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與兩岸交流 
主題 執行期程 實施內容 效益 

「響應世界癌症日」 2.2 響應 UICC  之世界癌症日，基金會以
「2012追捕瘜肉小子大作戰」之成果發表
為主軸，並配合世界癌症日主題，破除癌
症迷思，教育民眾癌症可以預防之概念，
透過篩檢、生活、飲食習慣等改變，以降
低罹癌風險 

1媒體露出數量為：50則 

海峽兩岸首屆營養與
健康高峰論壇 

7.2-7.6 兩案首次舉辦營養健康論壇，透過兩案長
期經驗，提供互相學習機會與平台，本會
特別受邀，分享基金會在台灣推動蔬果彩
虹579之成功經驗 

1.北京健康時報、北京營養
師俱樂部及美國愛心會主辦
之「海峽兩岸首屆營養與健
康高峰論壇」，邀請本會於
論壇中指導大陸近300位營
養師，有關飲食防癌的原理
及應用、癌症預防與治療時
的營養支持、糖尿病營養…
等專業營養教育。 
2.參與媒體互動論壇，分享
基金會在台灣防癌飲食之成
果 

濟南兩岸四地癌症康
復論壇 

9.25-9.29 為增進兩岸四地華人癌友康復，受邀參與
兩年一次之「兩岸四地癌症康復論壇」。
透過交流、合作，互相學習彼此經驗，推
動團體癌友康復工作之進步，讓癌友獲得
更完善之服務與照護。 

1.本會代表台灣地區出席，
並委派四位主管出席 
2.已爭取下屆主辦權，預計
2015春季舉辦。 



9 

國際與兩岸交流 
主題 執行期程 實施內容 效益 

海峽兩岸癌症基金會
合作與交流協議簽署 

10.28-11.1 中國癌症基金會蒞台參訪，並簽署合作協
議，推動兩岸癌症基金會之學術論壇、專
業人員培訓、癌症預防宣導、癌友服務及
癌症宣導等交流。 

1.簽署合作協議。 

2.每年雙方實體交流 

3.確立癌症宣導兩岸共同合
作之具體方案。 

首屆營養師年會 11.28-11.29 由北京營養師協會主辦，邀請台灣癌症基
金會副執行長擔任講師，分享本會長期在
國小推動天天５蔬果之策略及經驗。 

1.演講主題為「談國民素質
教育的新課題-食育教育」，
分享台灣成功經驗 

2.約有400名營養師參與 

亞太地區癌友倡議論
壇 

12.16-12.20 

 於新加坡 

  舉行 

邀請亞太地區癌友服務相關組織，研討為
癌友爭取福利倡議之策略，並相互分享實
務經驗，以落實癌友權益政策之推動。 

蔡副執行長將代表本會出席
此倡議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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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募款 

主題 執行期程 實施內容 效益 

1799愛心碼+企業/團
體發票募集 

5.1-12.31 申請1799愛心條碼，民眾可以隨身攜帶，
到電子發票商店結帳時，出示條碼並表達
愛心捐贈意願，即可將電子發票捐贈給我
們。 

1.官網、FB宣傳 

2.第52.53期會訊，封面及內頁
皆有印刷上愛心條碼方便小卡
可以剪下來隨身攜帶 

3.102年度受贈發票5733張(截
至12/4)。中獎發票共計31張，
皆為六獎，共6,200元整。 

台灣大哥大5180即時
捐 

 

6.1-12.31 ※台灣大哥大用戶手機直撥5180按62，
即可捐贈支持台灣癌症基金會，即時做愛
心。 

透過台灣大哥大用戶，宣傳戶
數近700萬人。截至12/4共募得
68,200元整。 

Yahoo奇摩公益平台 5.30-12.31 ※募款活動： 

「募集假髮製作經費 守護癌友笑容」 

 - 打造癌友自信沙龍 您更多的愛心，重
現癌友自信的笑臉。 

募款總額達100,500元。 

(截至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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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募款 

主題 執行期程 實施內容 效益 

102年度「悅聲‧悅生」慈
善音樂會 

9.5 ※「悅聲合唱團」今年與知名聲樂家
「陳盈伶」、「許德崇」、知名長笛
演奏家「華佩」及知名鋼琴演奏家
「范德騰」等，假城市舞台盛大演出。 

用生命唱出愛與希望，撫慰每位聆聽
者的心靈。 

參加人數達950人，募款總額為
62萬元。 

台灣大哥大2013「i‧無限」
-關懷微電影拍攝 

 

9.6-12.31 ※由台灣大哥大基金會全額贊助公益微
電影拍攝，成品將於12/31上傳
youtube，提升台灣癌症基金會之網
路行銷。 

微電影上線後預期將刺激基金
會募款效益，並增加基金會之
形象與知名度。 

Love life love yourself 
慈善晚會 

11.22 與長庚科技大學熱音社、課外活動組
合作。由學生社團進行晚會熱音表演、
義賣基金會娃娃、募集零錢捐等。 

募款總額為3萬元。 

16週年「音樂．愛．生
命」感恩音樂會 

12.29 ※與台北市民交響樂團16度攜手舉辦
慈善音樂會，每年皆於國家音樂廳演
奏。今年更以「天方夜譚」為主題，
透過音樂的傳遞與薰陶，盼帶給癌友
們心靈上的關懷，忘卻治療的痛苦。 

預期參加人數將達1,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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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友關懷與服務 

主題 執行期程 實施內容 效益 

捐贈萬芳醫院洗澡機 9月-10月 ※透過本會董事黃明仁先生捐贈基金會，
幫助購置洗澡機幫助萬芳醫院安寧病房之
病人，一起貢獻末期病人之安寧療護。 

協助萬芳醫院購置「電動升降式水
療按摩浴缸」，幫助癌末病人維持
生活品質及尊嚴，落實末期病人的
安寧服務。 

2013第七屆 
抗癌鬥士選拔 

7.1-12.14 ※鼓舞更多病友勇敢活出生命色彩，同時
將他們的故事輯結成書，透過各大書局通
路， 

1.報名抗癌鬥士選拔人數為134人。 
2.選出10位抗癌鬥士，並印製「懸
崖邊的幸福-10位抗癌鬥士的愛與
勇氣」抗癌故事專書1,200本。 
3.將於12月14日舉辦抗癌鬥士頒
獎典禮。 

快樂長大兒童慈善計畫 10.1-12.31 ※今年為第8年舉辦，以「兒童歡樂劇場暨
快樂繪畫比賽」為主題，邀請橘子泥兒童
劇團於臺大醫院、台中榮總，以及高醫附
醫兒癌病房巡迴演出。為鼓勵兒癌小朋友
畫出心中的快樂，賽諾菲企業及其員工認
捐獎助學金、獎狀及獎品，以資獎勵。 

1.三場醫院巡迴演出已圓滿落幕。 
2.畫出心中的快樂-兒癌病童繪畫
比賽，截至目前為止，已收到81
件畫作。 

腎臟癌病友暨胰臟內分
泌腫瘤關懷計畫 

5.1-12.31 ※提供護理人員定期之電話關懷、正確飲
食及解決副作用之建議、提醒回診時間及
用藥與治療之諮詢。 

目前已有20名癌友加入關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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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執行期程 實施內容 效益 

髓護計劃-「多發性骨髓瘤」
免費護照 

8.1-12.31 ※髓護計畫: 提供護理人員定期之電話關懷、
正確飲食及解決副作用之建議、提醒回診
時間及用藥與治療之諮詢。 

※髓護講座: 醫護及營養講座，提升病友及
家屬之照護能力。 

※髓護復健操：針對病友設計強化骨頭之
復健操，加強骨頭強度 

1.目前約有超過90位病友加
入髓護計畫。 
2.今年講座於內湖三總辦理，
約有40名病友和醫護人員參
與，民眾反應熱烈。 
 

癌症家庭獎助學金 
 

3.1-8.31 ※第三年與遠雄人壽共同舉辦癌症家庭獎
助學金之活動，針對高中、大學在學學生
家中有癌症家人，可以透過徵文方式給予
每位學生一萬元之獎助學金。 

今年名額維持60位，高中組
40名、大學組20名，共計
315位學生參加徵選，活動
中透過獎學金之獎勵，希望
癌症家庭中的學生可以努力
向上，積極求學。 

乳癌防治月-粉紅運動CARE 
HER2 
 

4.1-12.31 
 

※乳癌標靶藥物補助計畫 

  針對經濟弱勢之早期乳癌病友給予治療補 

  助，減輕家庭負擔 

※愛波舞后爭霸賽 
  透過乳癌病友團體的舞蹈大賽宣導乳癌防
治的重要性，成為乳癌病友團體之年度盛
會。 

 

1.專案開始至11月底共補助
60人，前兩波補助50人每人
4萬元，第三波補助內容為：
中低收入者為半年療程之40
％，補助上限為15萬5千。
一般收入者為半年療程之 20
％ ，補助上限為8萬。 
2.愛波舞后爭霸賽今年總共
有10個隊伍參加，總計120
位乳癌病友及家屬共襄盛舉。
邀請申請Care HER2輔助計
劃之病友現身說法，藉由媒
體曝光，傳達活動宗旨。 

癌友關懷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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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執行期程 實施內容 效益 

戰勝癌症講座 
1.營養行家‧抗癌專家 

5.1-9.31 ※由專科醫師及專業營養師，針對癌症
病友設計課程，教導癌友於抗癌過程中
能夠均衡攝取營養，戰勝惡病質，並邁
向康復。 

本年度辦理7場次。 
（臺大醫院、振興醫院、和
信醫院、雙和醫院、中國附
醫、奇美醫院、義大醫院），
共計521人(病友及病友家屬)
參加。 

營養加分．療效提升 
戰勝癌症營養講座暨營養
品補助 

102.9.1-
103.1.11 

※麩醯胺酸營養品補助申請 

    針對經濟弱勢目前化療之病友免費申
請營養品補助，並期望有足夠體力完
成所有療程 

※由專科醫師及專業營養師，針對癌症
病友設計課程，教導癌友如何在治療
期間運用技巧攝取充足營養提升免疫
能力，減輕副作用問題並持續配合完
成療程，提供癌症病友正確的營養觀
念，協助邁向康復之路。 

 

1.活動開始11月底共有65位
癌友接受營養品補助。 
 
 
 
2.共計辦理3場次 
（台北榮總、彰化基督教醫
院及成大醫院），目前台北
榮總場次已舉辦。 
 

癌友關懷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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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執行期程 實施內容 效益 

諮詢服務 1.1-12.31 由護理師、營養師、社工師組
成之專業團隊提供癌友及其家
屬醫療、護理、心理等各類諮
詢，同時也提供ㄧ般民眾之防
癌及健康諮詢。 

台北總會：年度總計提供1025件諮 
      詢服務，提供癌友及其家屬癌症 
      相關諮詢與關懷。 
心理諮商：102年7月起正式提供心
理諮商服務，共計服務34人，53人
次 

南部分會：總計提供453件諮詢服務。 
 

身心靈課程 1.1-12.31 

 

※針對癌症病友在醫院療程結束
後，提供各項由專業人員指導
之身心靈康復課程。身心靈康
復課程包括：氣功養生課程、
按摩舒壓、心靈成長、園藝治
療、瑜珈健身、生活繪本、音
樂治療、亮采煥顏、癌症營養
講座等。 

台北總會：身心靈康復課程共辦理78
堂課，總服務人次為1061人次。 

南部分會：身心靈康復課程共辦理64
堂課，總服務人次576人次。 

癌友關懷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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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執行期程 實施內容 效益 

友伴分享團體 1.1-12.31 ※午茶話療聚會 
  
※病友支持團體運作及服務：癌友社
團「肺腑之癌聯誼會」、「笑癌逐開
社」社團經營，提供相同診斷癌友之
經驗分享、飲食營養及心理調適等經
驗交流，相互打氣、鼓勵進而正面提
升治療之積極態度。 
※因為大腸直腸的人數持續增加，因
此成立「腸相挺聯誼會」病友團體，
提供癌友互相扶持及經驗交流的平台。 

台北總會：病友支持團體共舉 
        辦13次，服務244人次。 

南部總會：病友支持團體共舉 
        辦3次，總服務人次75人 
         次。 
 
台癌愛care之友：聚會活動23 
        次，總服務人次179人次。 

癌友關懷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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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執行期程 實施內容 效益 

醫院服務銜接計畫 1.1-12.31 ※提供康復輔助品及本會出版品 

※辦理身心靈康復課程及跨院際講 

    座 

※物資服務-營養品補助 

 

1. 提供5３家國健署規劃之癌症資 
       源單一窗口各式康復輔助品及 
       本會出版品，共計3924份。 
2.  與醫院合辦講座及身心靈康復課 
      程共33場次，服務882人次。 
3. 下年度提供營養品物資服務，

共受惠110人。 

志工培訓及管理 1.1-12.31 ※康復輔助品製作及發送 

※辦理志工基礎及進階培訓 

※定期辦理志工在職訓練 

 

1. 共發送770頂毛帽及借用81頂假
髮予化療中之癌友。 
2.  共辦理15次志工在職訓練，提
供269人次之癌友工訓練。 
3. 關懷小組共10位志工，平均提
供了304小時之服務，總服務人數
為650人。 

癌症家庭急難救助專案 

 

1.1-12.31 本會與恩慈社會福利基金會共同
合作，提供清寒及中低收入戶之
緊急生活救助、照護服務、喪葬
補助之急難救助服務 

1.年度補助人數：37人 
2.補助總金額：362,000元整 
 

癌友關懷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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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執行期程 實施內容 效益 

臨床試驗關鍵環境之協
調整合計畫 

1.1-12.31 辦理衛福部臨床試驗GCRC合約醫
院每年四次協調會議、兩次臨床
試驗中心查核及兩次實地觀摩；
臨床試驗課程認證之推動，並輔
導各臨床試驗中心成立SMO與建
立SOP。 

藉由協調整合計畫，協助各臨床試
驗中心將臨床試驗環境建置完善，
全面提升臨床試驗國內臨床試驗執
行品質，並藉由成果發表之際展現
台灣臨床試驗執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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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