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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成果報告 

過去十年來我們一直站在第一線和社會大眾

共同對抗癌症，以專業服務理念和團隊精神，

藉由推動癌症教育宣導、罹癌家庭康復計畫、

建立支援網絡、公共政策倡議、國際癌症服

務交流工作等，逐步建構台灣癌症照護網，

同時解決罹癌家庭的燃眉之急。 

2011年我們賦予「希望」新的使命，以「癌

症希望基金會」傳承，即使將面臨全球經濟

衰退，以及罹癌人數不斷攀升，我們不會畏

懼各項艱鉅的挑戰，這是使命也是任務。我

們會繼續秉持促進及守護罹癌家庭的理念， 

協助落實癌症病人醫療照護品質，持續推動政策的改革，陪伴罹癌家庭在

抗癌路上能走得更踏實穩健。在此同時也向所有的捐款人致謝，感謝您們

認同本會的工作，出錢及出力支持，假如沒有您們慷慨的捐助及共同努力，

我們實在無法繼續維持與發展。各位朋友，請您們繼續支持我們的理念，

讓我們向目標大步邁進。 

                                      癌症希望基金會董事長                      謹致 

本會期望能在病友確診後的第一時間，提供癌症病友

及家屬全程的身心照護與生活品質，讓他們可以在抗

癌路上永不孤單!! 

設置8個癌症資訊網，共611,913人次瀏覽 

提供35種癌症資訊，共服務233,152人次 

舉辦11場癌症防治宣導活動，1865人參與 

罹癌家庭康復計劃，讓29,229人次獲得幫助 

透過7場關懷活動，把愛送給1,802位罹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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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服務    真心陪伴  完善支援    傳遞關懷 

 專業知識    戰勝癌症 

 因為有您    希望無限 

為了讓罹癌的病友能心無旁騖的積
極治療，我們持續推動罹癌家庭康
復計畫，無論是衛教諮詢、各種教
育課程、成長團體、多元性病友活
動、康復用品服務、關懷活動及獎
助學金等，都是希望提供罹癌家庭
完整的資援，使其在抗癌路上能走
的更加踏實穩健。 

我們持續出版衛教手冊、單張、光碟，滿足病友及家屬資訊
匱乏需求，並建立癌症資訊平台，推動服務零時差，讓病友
家屬透過網路不受時間、空間限制，學習各類癌症知識，並
且透過癌症防治宣導，將癌症教育扎根，透過各種宣導品及
活動，期望社會大眾建立良好生活習慣，定期篩檢，已達早
期發現，早期治療。 

2011年， 在國民健康局的支持下， 

持續推動「癌症資源單一窗口」 

暨拓展罹癌家庭社區到醫院服務
的無縫銜接，共同協助罹癌家庭
獲得資訊無限、資源無缺、永續
支持的可近及可親性服務。 

在台灣，不到7分鐘就有一人罹癌， 

每年超過41萬個家庭面對癌症的侵
襲， 為了幫助更多罹癌家庭， 

2011年，基金會藉由各種募款活動，
邀請愛心企業與社會大眾的參與，
我們得以募集服務經費，讓服務不
斷延續，使更多癌友與家屬能獲得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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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為了使癌症病友可以得到更新更多元的
癌症相關資訊，因此特別針對我們所有手冊進行改
版，目前共計改版21種，並於今年新增”神經內分
泌腫瘤”手冊，暨病友可以藉此免於知識的匱乏，
減少對癌症的恐懼。 

 共發行31種手冊、8種單張、5種衛教光碟 

 

 將所有癌症相關資訊網路化，以達全台癌症關訊息之網絡無
障礙目標，讓病友們在家中也可以得到最新、最快的資訊!! 

專業知識  戰勝癌症 

全癌症的衛教資訊~ 

滿足癌友「知」的需求，幫助他們克服恐懼 

建立多元資訊管道~ 

讓癌症訊息傳遞無障礙 

 除了官網、大腸癌網站、淋巴癌網、部落格等及去年建置的
台灣癌症資源網之外，今年新增”神經內分泌腫瘤網” ，希望
藉由網路的推廣及宣導，讓民眾更注意自身的健康。 

全年在178個據點發送下，滿足233,152個罹癌家庭知的需求! 2011年共計611,913人次獲得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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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全民更加瞭解及保護自己的健康，我們將癌
症宣導教育普及化，希望透過六分鐘護一生、大腸
癌宣導、神經內分泌腫瘤宣導及淋巴癌宣導，讓社
會大眾建立良好的健康觀念與生活習慣。並拍攝希
望在路上宣導記錄片，冀望透過癌友的生命故事，
呼籲社會大眾對癌症的關注! 

倡導早期發現  積極治療~ 

為社會大眾建立良好的健康觀念 

全民宣導  積極防癌 

以「還來得及說愛妳」為主題，邀請4位婦癌病
友拍攝紀錄片，透過影片呼籲婦癌篩檢的重要 

以「大腸癌防治好方便」為主題，於台鐵、高鐵購票及出入
口人潮聚集處，共計9處，刊登廣告燈箱，擴大宣導，並製
作胸章&廁所芳香片，除放置於全台衛生局外，更透過其經
銷商發送加強宣導 

「希望在路上」於北、中、南舉辦放映會，期望給予所有抗癌路上
的夥伴加油與鼓勵，並希望更多人能加入關懷的行列，建構更完善
的罹癌家庭照護網絡 

宣導活動無所不在，為打擊癌症，我們全力以赴!!! 

2011年共舉辦11場，共1865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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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全台罹癌病友可以得到更加完善的照顧，在國
民健康局的支持下與全台52家醫院合作推動癌症
資源單一窗口推廣與輔導計畫，積極推廣癌友服務
人員教育課程，無論是醫療人員、志工或是康復病
友，積極培育更說有力量的陪伴者，幫助病友勇敢
抗癌。 

與全台52家醫院合作癌症資源單一窗口服務~ 

進階課程 
促進醫院間的交流與學習 

初階課程 
進行實務的授課與分享 

實地訪查 
深入了解各醫院的需求 

高階主管會議 
香港學習及參訪，以利回台之推動 

志工培訓課程 
培育更多有力量的陪伴者 

成果發表 
遴選出卓越醫院，標竿學習 

擁抱希望徵文比賽頒獎典禮 
透過病友親身經驗，藉由文字
傳遞單一窗口服務精神與內容 

2011年共計幫助57,9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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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癌症資訊不斷的更新，且知識及服務不斷進步，
因此，本會長期致力於國際交流，除將新知引進國
內，更將我們優質的服務與國際分享，匯集各國抗
癌組織的結盟力量，讓癌症徹底消滅! 

學習國外範例  以達全人照護~ 

積極學習及交流癌症相關知識，讓癌症服務無國界!! 

首屆開展華人癌症
病友服務研討會 
兩岸三地專業講者
齊聚一堂，進行跨
國際之交流學習，
讓我國醫療人員獲
益良多 

香港參訪 
至威爾斯親王醫院 、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
醫院進行學習交流及
參訪 

上海乳癌天使關愛基金培訓 
與其他團體分享我們優質的服務 

全年在台灣、上海、香港參與3場癌症聯盟交流 



2011  成果報告 

 為了減輕罹癌家庭之負擔，我們藉由專線服務、教
育課程、成長團體、病友活動、康復用品服務、關
懷活動等，希望可以與罹癌家庭，一同攜手邁向治
癒的美好未來。 

貼心服務  真心陪伴 

為罹癌家庭排解抗癌路上的阻礙~ 

協助他們克服疾病之衝擊! 

教育課程 
全年舉辦22場教育課程，讓1,486位病友與家屬提升自我照顧能
力及因應態度，更協助癌症病友正向面對身體形象改變的衝擊 

專線服務 
在專業護理師、社工及營養師透過電話或面對面服務，提供罹癌
家庭無距離暨即時服務，共服務了10,265人次 

康復用品服務 
我們提供1,379位病友假髮、
頭巾等康復用品，改善身
體心像衝擊，不中斷治療 

病友活動 
提供交流平台，幫助1,738
人次病友，藉由病友活動

舒解壓力與放鬆心情 

成長團體 
藉由專業師資運用團體方式進行，舉辦4個梯次共協助220位病友因
應罹癌期間心理困擾及形成支持團體 

2011年共有29,229人次的癌症家庭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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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服務  真心陪伴 

1001個希望 
幫助罹癌家庭子女降低心理恐懼，提供經濟補助，串聯罹癌家庭子女關懷網，
提升年幼子女面對癌症衝擊的適應能力外，也讓大專子女有助人的機會 

醫院探訪 
透由結合社工、護理師與關懷志工的力量，定期至醫院關
懷病友，全年35場病房關懷774位病友，減少治療期間不
確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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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辦理補捉希望攝影比賽、關懷音樂會、病房探
訪及頭髮捐贈，鼓勵正在罹癌的病友及家屬，讓他
們可以面對癌症、堅持到底!! 

透過關懷活動撫慰癌症家庭心靈~ 

讓更多癌友藉此體悟生命，再創價值 

關懷活動 
邀請知名設計師阿Ken、藝人張鳳書、侯怡君擔任Hope愛心大
使，分別為癌症病友修剪頭髮及至病房探訪病友並捐贈假髮 

捕捉希望攝影比賽 
頒獎典禮由席慕蓉董事代表出席並頒發獎座及獎金，得獎作品
至全台共計12家醫院巡迴展覽 

關懷音樂會 
全台五場巡迴音樂會，希望帶給病友身、心、靈的支持及撫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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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為了幫助更多的癌友及家屬，我們以義
賣、小額捐款、物資募集、志工服務等方式，募集
本會服務所需經費，在熱心公益的企業及善心人士
的響應及幫助下，總共募得13,372712元，做為罹
癌家庭康復計畫之用途 

為幫助更多癌友~ 

號召企業與社會大眾的響應! 

十週年感恩募款晚會 
以「看見希望、感恩10年」為主題，分為「感恩與募款」兩部份 
總募集經費：4,675,800元 

峻億盃慈善高爾夫球賽 
活動內容為愛心高爾夫球賽及義賣品競拍 

募集經費：1,600,000元 

有愛變更美-癌
症病友假髮募集 
活動內容為募集
髮束及假髮製作
經費 
募集經費：
114,951元 

六福elite deli慈
善義賣 
活動內容為關西
紅茶蜂蜜蛋糕義
賣募集經費：
80,000元 



2011  成果報告 

發票募集 
透過開發商店、學校設置發票箱及舉辦街頭募發票、發票換好
禮等活動，持續募集 
全年共新增44個發票點，並舉辦8場發票活動 

希望在這裡 
以幾米<森林唱遊>愛心樹
為主題，製作抱枕       
募集經費：2,118,218元 

健康防癌快樂生活 
活動內容包含康健
志工日、員工募集
推廣 
募集經費：
2,217,103元 

企業合作 
透過第一銀行、高盛志工日、
台灣喜佳、中化製藥、永康
社區發展協會等 
募集970個關懷袋、牙膏及
566,640元 

這一年，謝謝持續支持且與我們並肩同行的夥
伴，因為您的愛心與響應，使我們的募得款項
得以不斷成長，這樣的成績除了讓我們可以服
務更多罹癌家庭外，也代表您對我們的期許及
信任，為了全台41萬個罹癌家庭，即使身負
重任，我們也會堅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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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您的愛心，我們得以持續服務， 

因為您的協助，我們可以堅持理念， 

因為您的支持，我們一路走來十年， 

再次謝謝您的關懷與照顧!! 

2011年正逢hope十周年，自2002年成立以來，共計服務

199,519人次 

今年正式將癌症希望協會更名為「癌症希望基金會」，期

許自己以更健全的體制，創造更多元的服務，期待與您一

同陪伴全台罹癌家庭，在抗癌路上走得更踏實穩健! 

因為有您  希望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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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總支出：38,083,758 

其它 

1% 

指定項目 

43% 一般項目 

56% 

2011年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