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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親愛的朋友們： 

  感謝過去一年社會各界的支持與肯定，2013年，我

們不負眾望，為了癌友們持續付出，並榮獲衛生福利部

2013年頒發「衛生財團法人特優獎」的殊榮，這份屬於

全體工作人員與志工夥伴們的榮耀，見證了本會長期致

力於以癌友個別需求設計多元服務，全方位守護罹癌家

庭的核心價值；同時還包括為了讓服務輸送能無縫接軌，

且更具可近性、可及性，乃積極建置資訊網路、推動醫

院癌症資源中心，整合醫療與社會福利服務兩大領域順

利轉銜，陪伴罹癌家庭走過艱辛的抗癌之路，儘速恢復

家庭功能。 

    我們相信癌症的發生絕不會只是個人的健康問題，

而是關係著家庭、社會、環境與整個醫療體系制度的健

全與否。因此，如何建構一個對癌症有正確認識、對癌

友更友善的環境，讓社會大眾不再聞癌色變、不再道聽

塗說，並且從預防、篩檢、確診、治療、康復、預後、

復發，每個階段都能坦然面對，一直是我們癌症希望基

金會持續努力的目標！ 

    最後要以最誠摯的感謝與祝福，HOPE將會持續一秉

初衷，陪伴病友在抗癌路上，走得更加踏實穩健。 

 
 
 癌症希望基金會 

董事長 王正旭 

感謝一路有您陪伴
罹癌家庭一同奮戰！ 



 
 
 

服務概覽 

 
 
 

 
 
 

 
 
 

希望樂活學苑，辦理659場次 

4,763人次參與。 

 
 
 

辦理5場成長課程，服務

365人次。 

 
 
 

 
 
 

諮詢服務 

諮詢服務25,446人次，

相較去年增加29%。 

希望樂活學苑 

成長團體 



 
 
 

辦理64場教育課程，服務

2,425人，相較去年

增加33%。 

 
 
 

教育課程 

 
 
 

 
 
 

 08愛俱樂部-淋巴癌 

 大腸經俱樂部-大腸癌 

 珍姊妹俱樂部-婦癌 

辦理9場聚會，145人次參與。 

病友會 

 
 
 

走入醫院探訪病友，關懷

1,805人。 

醫院探訪 

 
 
 

與旅館業者合作，提供跨縣

市治療之病友住宿安置，協

助12人順利完成治療。 

希望驛站 



 
 
 

 
 
 

1001個希望 

 
 
 

 
 
 

 
 
 

 
 
 

獎助學金 

資助135位，父（母）罹癌之就學

子女。 

希望種子營 

舉辦2場，69人參與。 

手牽手關懷行動 

領取獎學金之大專志工，提供罹癌

家庭未成年子女陪伴關懷，舉辦理2

場，56人參與。 

親子營 

舉辦2場，

47人參與，

16個家庭。 

夏令營 

舉辦2場， 

37人參與。 

 
 
 

 
 
 



大腸癌宣導 

大腸癌網站全年342,116人次瀏覽。 

透過不同的媒體及網路宣傳平台，積極推廣癌症防
治教育，提高社會大眾對癌症的認識，並鼓勵定期
篩檢，達到早期發現、積極治療的目標 

出版品 

發送手冊、衛教單張、光碟、會刊共計

313,244份。 

教育宣導 

淋巴癌宣導 

淋巴癌網站全年84,316人次瀏覽。 



神經內分泌腫瘤宣導 

神經內分泌腫瘤網全年84,980人次瀏覽。 

抗癌關鍵 

為了避免初次罹癌的病友因認知不足徬徨無助，

延誤癌症治療的黃金時間，我們與台灣禮來齊

力推動「4 GOOD 抗癌關鍵」衛教宣導，希望

藉由 

GOOD1.認識它~認識癌症期別與細胞型態 

GOOD2.正視它~尋求正確照護資訊 

GOOD3.瞭解它~瞭解專屬治療方式 

GOOD4.打敗它~堅持治療不要中斷 

幫助病友及家屬短時間內接受正規治療，讓他

們更清楚將下來將面對的療程！製作海報、希

望護照共計5500份。 



年度回顧 

 
 
 

4月 
 
讓癌友、家屬及醫療團隊獲得更多鼓舞
與支持的力量，基金會在羅氏大藥廠支
持下，舉辦『第四屆捕捉希望』攝影比
賽，參賽者透過鏡頭，傳遞與癌奮戰，
永不放棄的信念。 

 
 
 

5月 
 
婦癌為女性最大殺手，靳秀麗董事代表
本會出席『6分鐘護一生』活動，呼籲
女性朋友落實定期接受子宮頸抹片檢查
及乳房攝影檢查，愛護健康才能守護家
人！ 

 
 
 

6月 
 
協助罹癌家庭親子間的溝通，舉辦罹癌
家庭『親子營』，透由此活動增加家庭
間扶持的力量，共同面對家庭所遇困難，
攜手走過。 



 
 
 

7月 
 
3天2夜兒童夏令營，安排一系列遊戲、
舞會、同樂會等，透由遊戲與創作，
讓孩子們認識彼此，增進彼此感情交
流，也藉此正向面對癌症議題，減緩
因父母罹癌心中之焦慮，更重要的是
讓病友得以喘息。 

 
 
 

8月 
 
基金會與吉帝藥品股份有限公司聯合發
起『癌友千條頭巾募集活動』，在企業
及大眾的支持下，1個月內成功募集
3,897條頭巾，解決癌友頭巾短缺且款
式難尋的問題。 

 
 
 

9月 
 
受邀參加中國抗癌協會於山東濟南舉
辦『兩岸四地癌症康復論壇』，王正
旭董事長、蘇連瓔執行長及吳智媖社
工代表基金會進行交流分享，與會人
員超過200人。 
 



 
 
 

10月 
 
Running for HOPE首進校園，邀請知名
導演九把刀及『媽，親一下』劇組演員
與學生對話，共同推廣癌症防治，深入
7間學校，參與學生共計1,843人。 

 
 
 

11月 
 
『抗癌祈福、織愛集氣』，網羅社會力
量，一起為癌友祈福，給予全台48萬個
罹癌家庭支持及鼓勵，超過20,495人參
與! 
 

 
 
 

12月 
 
『聽希望在唱歌』關懷音樂會，全台
巡迴六場，約2,000人於歲末寒冬之
際，一同共享用愛與希望的人生舞曲、
生命樂章。 



1001個希望 

  「我該如何跟孩子說我的疾病？我們是否可以一起共度難關？……」這些罹癌家

庭難以說出口的話，讓「1001個希望」有了開始！ 

  經歷癌症這件事，成年人都需要調整生活步調得以面對改變，家庭成員中-孩子，

同樣在無法選擇下，也被迫需要提早長大。但成人常會認為孩子不需理解，所以就不

對孩子說明疾病的問題，但面對家中的變化，孩子小小的心靈也會感受到生活氛圍的

改變與影響，行為上容易出現愛哭泣、發脾氣、沉默或變得更乖巧懂事等反應，這些

潛沉的改變，可能都代表孩子的情緒受到壓抑，需要宣洩。 

  2005年起，我們開展了「1001個希望」服務，至今已陪伴了1,733位孩子走過生

命低潮！對我們來說，1001不是數字，它代表的是希望，這些家庭幸福快樂的笑容，

就是支持我們繼續前進的動力！為了讓這群在抗癌路上的罹癌家庭獲得更多的支持與

鼓勵，我們將持續陪伴他們永不停歇！ 

相伴的承諾，漸豐的羽翼 



夏令營 

藉由活動讓病友及家庭照顧者獲得喘息，

孩子們藉由參與營隊學習癌症相關知識，

緩解面對父母罹癌的困惑、焦慮及不安，

並與同儕夥伴相互鼓舞支持。9年來，舉

辦14場，344位孩童參與。 

親子營 

我們透過活動讓罹癌家庭增加癌症治療知識及自我照護技能，緩解罹癌家庭因疾病

引發的情緒焦慮，讓親子間發展成互相支持的夥伴關係。9年來共舉辦9場，幫助229

人重展笑顏。 

生命與生命的相遇， 
     擦撞出的不只是溫度， 
          還有勇往直前的力量！ 



希望種子營 

基金會培訓領取獎助學金之大專生，

發展青年志工服務。協助他們從受

助者學習成為助人者，2010年起共

舉辦8場，127人參與。 

獎助學金 

協助罹癌家庭中就學子女，在家庭

受疾病之衝擊面臨身心及經濟之困

境下，透過獎學金之核發使其得穩

定就學，並促使癌症病友安心治療，

減輕家庭經濟負擔。9年來我們協助

876人，金額11,792,000元。 

             逆風， 
               更適合飛翔 

手牽手關懷行動 

當大人們忙著面對疾病，處理接踵而來的種種問題時，

往往容易忽略孩子的感受，因此我們期待透過同是癌

症家庭子女的身分相互提供關懷及支持。讓罹癌家庭

的孩童有可學習、傾訴的對象，陪伴他們面對恐懼，

成長為更獨立、自信的抗癌小尖兵。2012年起，共舉

辦4場，38人參與。 



“炫“音繞樑16年 

    林志炫董事和基金會的淵源要從1998年1月說起，當時志炫受邀參與一場癌症關

懷音樂會，與許多台下的聽眾一樣，他很享受在優美的歌聲當中。志炫也被當天氣

氛深深感動，同時也讓他深刻地感受到，原來音樂的力量對這些需要幫助的朋友們

能有這麼強大的影響力，讓他們可以持續彼此扶持，堅強走下去。 

    於是當下志炫毫不猶豫地加入基金會志工的行列！他是一名專業的歌手，他期

許自己的音樂與歌聲也能為癌症病友與家庭打氣，盡自己一點綿薄之力。細數著這

麼多年來參與在癌症關懷音樂會的行列中，竟也已經16年了。16年的歲月在人生中

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但也足夠經歷到許多人生的風風雨雨。2000年時，志炫的

母親因病住進加護病房，當時他放下演藝工作照顧母親直到她離世，也因這樣陪伴

在側、全天候照護的經歷，志炫董事更能體會家屬和病友間的情感連結是需要多麼

龐大的支持力量，也因為這樣人生的轉折，志炫更加堅定地參與每年的癌症關懷音

樂會。 

我期望用自己最溫暖的聲音， 
幫助、安慰正在與癌奮戰的朋友們…… 



2013年病房關懷 

2009年音樂會 

1999年音樂會 

    志炫每年底在音樂會中為病友獻上歌聲，看

著癌友及家屬能暫時拋開疾病所帶來的煩惱與不

適，隨著音樂一起搖擺、一起哼唱，那畫面每每

讓他難忘。因為當志炫明白生命是何等脆弱的同

時，他卻也在這群癌症病友的身上，看見了絕不

放棄的力量！ 

    配合著每年音樂會演

唱，志炫也隨著基金會的

安排走入癌症病房和病友

直接互動，讓那些無法到

音樂會現場來的癌症病友

們也能得到關懷。 

    有一次，一個50多歲的

阿姨對志炫說:很開心你來看

我，以後要常來喔，志炫回

答她：「妳要好好接受治療，

趕快康復出院，下次我們不

要在病房見面，我要邀請妳

來參加我的演唱會」，阿姨

回答：不管以後還有沒有機

會再見到你，這都是我最好

的回憶了。 



    2004年志炫創作了一首單曲「我希

望」，以三拍子的輕柔舞曲，鼓勵病友用

自己的步伐跳這曲人生之舞。期待藉由這

首歌曲鼓勵病友，更邀請了知名主播和病 

友們合唱，要用這首充滿愛與感染力的曲

子，一齊用歌聲為病友們加油打氣。 

這首歌也製成了CD、MV，無償地提供病友

聆聽，真心希望這首歌能在病友及家屬在

他們感到無助的時候，給予他們一點點希

望，繼續堅持下去。 

我想在有限生命中， 
   發揮我最大的影響力 
      我相信這就是為人的價值和意義 



    志炫一直以來致力與我們一同關懷癌症家庭的原因是，他深信： "愛"能凝聚

彼此－成為牢不可破的關係，而這份關係也將形成一股無形卻強大的力量，成為

每個需要的人的最大的祝福和安慰。期許我們彼此都能繼續努力下去，攜手將這

份偉大的愛傳遞下去。   

  2013年，林志炫董事榮獲港澳台灣慈善基 

金會第八屆「社會奉獻」獎。志炫多年來不遺 

於力地參與關懷服務及『聽希望在唱歌』音樂 

會，用自己最溫暖的聲音，幫助、安慰正在苦 

難中或那些無法走出的癌友們，真是實至名歸。 

我們絕對相信在這一群只問付出不問收獲的董 

監事們齊心帶領之下，無論前方是順境逆境， 

我們都做好萬全準備，陪伴癌友邁向希望。 



募款活動 

透過募款活動，在熱心公益的企業及善心人士響應
下，為罹癌家庭出錢出力，2013年募得8,885,932
元，款項將作為罹癌家庭康復計畫用途 

希望在這裡 

以幾米<擁抱>為主題，製作後背包、購物袋義

賣，募集經費：5,140,087元 

抗癌祈福織愛集氣 

與康健人壽合作，透過為罹癌家庭祈福集氣活

動，募集經費：1000,000元。 



希望小舖 

來自企業、志工提供的的愛心義賣商品 

募集經費：392,722元。 

峻億盃慈善高爾夫球賽 

愛心高爾夫球賽及義賣品競拍， 

募集經費：2,200,000元 



其他募款活動 

包含華僑高中、高雄新甲國小、高雄中正國小、

基隆長庚、中友百貨、永業公司（保時捷）、

彭佳慧演唱會、隆達電子等 

共計募集經費：153,123元 



財務報告 

2014年所需經費：NT$47,793,497元 

2013年總支出：NT$41,892,27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