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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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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每個癌友家庭 

    昂首走過生命幽谷 
    迎向希望！ 

董事長 
王正旭  醫師 

親愛的捐款人及各界夥伴： 

台灣每5分40秒新增1人罹癌，癌友人數近47萬人；面對癌症普及化、癌友年
輕化，基金會更期許自己要為癌友權益倡議加緊腳步、及時伸出援手。 

2014年，我們持續關照癌友家庭的身、心、社會資源需求。首先，為不負中
部癌友殷殷期盼，我們啟動台中服務中心，讓全台服務網絡更完整，全年度
共陪伴了24,262個癌友家庭。同時，基金會防癌向下扎根，也從前年度的大
專宣導進一步於本年度走進高中層級。另外，我們身為「國際抗癌聯盟」
（Union for International Cancer Control, UICC）一員，團隊汲取國際經驗腳
步不輟，於年底遠赴聯盟在澳洲舉辦的「世界抗癌大會」（World Cancer 

Congress）發聲交流，最重要的是，我們盡心回饋所有夥伴與好友的託付，
為台灣抗癌之路爭取希望。 

展望2015年，我們除了維持原有個案服務外，也將致力於倡議癌友確診後各
階段的生活品質，期望能藉由回應癌症疼痛控制與育齡癌友生育權等，讓台
灣社會對癌友家庭的支持與時俱進。 

祈願你我的支持，能讓每個癌友家庭昂首走過生命幽谷、迎向希望。請您持
續鼓勵指教，共同協助台灣社會為抗癌而努力。 

 

癌症希望基金會董事長 王正旭 

 

 



關於癌症希望基金會 

 
1.落實癌症防治教育，建構無癌環境 

2.建立無縫接軌照護網絡，提高癌友家庭生活品質 

3.推動國際交流，癌症防治與世界同步 

 

癌友家庭 
照顧計畫 

本會成立於2002年，由專業醫護與社工團隊在台北、台中、高雄服務癌

友家庭，建構身、心、社會資源等全方位支援網路、力促癌友家庭獲得完

善照護與支持，並強化同儕交流平台，藉此協助癌友家庭為自己爭取活得

久、活得好的機會，並為台灣個人、家庭、社會的癌症防治與照護領航。 

癌症防治 
教育宣導 

公共政策 
研究倡議 

癌症照護 
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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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網絡 

台北服務中心 

2002年成立 

高雄服務中心 

2003年成立 

台中服務中心 

2014年成立 

2014年2月，台中「希望小站」加入服務行列，使本會服務擴及北、中、南

地區，2015年起並延長服務時間為每週一至周六9:00-18:00，嘉惠更多癌友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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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友家庭照顧計畫 

本會從癌友確診後，就全程考量全家庭的全面需求、全方位照顧；個案諮詢、
教育課程、癌友家庭增權（empowerment）、同儕交流支持、康復用品租借、
專案補助，都是實踐初衷、照顧針癌友家庭身、心、社會資源的服務範圍。 

項目 服務內容 2014年成果 

個案諮詢 個案工作 32,377/人次 

教育課程 學習營、營養補給班、專題講座 1,789/人 

癌友家庭增權 

成長團體：協助因應癌症導致的情緒壓

力、學習適應技巧 
349人次 

「1001個希望」專案：獎助學金、親

子營、夏令營、種子營；減輕癌症帶來

的經濟、家庭／親子關係衝擊 

358人 

同儕交流支持 
希望樂活學苑、病友會、志工服務、病
房關懷 

11,542/人次 

康復用品租借 假髮、義乳胸衣、輔具 5,008/人次 

專案補助 希望驛站、經濟救助 8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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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比家人還親；一路陪診、到家裡幫我打氣、提供醫療資
訊、鼓勵我和孩子參加營隊，讓我有肩膀能依靠。」 

之前先生在中國工作，我獨自帶4個孩子，從確診到治療，就是自己一個人，
直到遇到基金會。孩子們甚至因為營隊經驗變得更獨立、我也比較能喘口氣。 

大家都怕復發，但這裡有醫護專業可以諮詢，我不擔心；基金會分享的知識，
還有助我改善全家健康！我完成治療後，先生也回台定居、一家人互相照顧，
我還可以到基金會上各種課。得癌症，反而讓我找到幸福！ 

－淑汝／38歲淋巴癌友 



全台首家最大：假髮銀行 

「每次化療前，我都會細心梳理穿戴向基金會借的假髮並化妝－戴上假髮後，我就
是裝備好了，要精神飽滿有信心、讓身體準備好面對治療！。」 

掉髮可以說是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滿地都是，手一抓又掉滿把、洗澡時也堵塞排水
孔，在在提醒自己是病人；看著頭髮掉不停，面對疾病的無力感也油然而生。但頂
著光頭出門讓我覺得赤裸沒安全感，旁人不知道該怎麼面對我、也很尷尬。如果不
是借到透氣柔軟的假髮，我不但沒信心持續治療，還會憂鬱封閉自己不出門！」 

－筱玲（非上圖主角）／30歲乳癌病友 

2002年本會即開始提供假髮租借服務，成立全台首家最大「假髮銀行」 。 

2008年更號召全台愛心捐髮，就是要避免癌友因掉髮導致抗拒治療或自信
凋萎。我們將來自社會大眾剪下的真髮製成樣式多元、材質透氣、外觀自
然、較不易磨傷頭皮的假髮，免費租借給癌友，也捐贈全台61家醫院癌症
資源中心，多年來深獲各界響應－捐者男女老幼都有、每年彙集逾萬髮束
（7-8束約可製成一頂假髮）；所以我們更急迫募集製髮經費，才能圓滿捐
髮人的愛心。 

錠嵂保險經紀彰化營業處執行處林經理 

的父親、岳母都是癌友，假髮銀行概念 

深深打動他。他於是號召20位男女同事 

同時落髮，象徵對癌友的支持，並率先 

慨捐20萬元、鼓勵同仁保戶共同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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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友家庭增權：成長團體 

「我向乳房說再見，突然驚覺自己好像真的沒有好好面對失去乳房的痛，更沒有機
會表達對它的歉疚與思念，當下真是五味雜陳，眼淚幾乎奪眶而出。」 

專業帶領讓我有機會表達哀傷、有能量迎向未來，並修復癌症造成的傷害。基金會
的活動啟動了我生命自我療癒的力量，生命的幽谷不再孤單。 

－乳癌病友小靜（化名），10次藝術治療團體學員 

 

有癌友說：「醫師治了病，卻沒教我怎麼用變調的樣貌和身體過日子」；癌
症療身與療心必須並進，避免癌友因情緒壓力放棄治療、或生活品質崩壞。 

強調全人服務的本會因此開辦繪畫、攝影等藝術治療及其他身心課程，協助
癌友與家屬療癒癌症在心上劃下的無形傷口。 

本會與台灣禮來已合辦5屆的「彩繪希望」繪畫比賽，基於同樣初衷，邀癌
友、家屬、醫療團隊描摩面對癌症的生命風景，也首度集結154件得獎作品
聯合展出，9天內與逾千民眾分享抗癌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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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友家庭增權：親子營 

「老師說如果我不乖，媽媽的癌症會變嚴重死掉；
我好怕，但我也不敢問媽媽。」 

學校老師總說白淨斯文的小平（化名）過動。小
平媽媽看著兒子在親子營活動時，專注用手邊素
材拼貼出心目中的「家」，實在想不透小四的孩
子怎麼會過動，甚至考慮送他去諮商。 

直到親子營心理師引導小平表達，媽媽才解謎－
原來，一句為管教脫口而出的無心之言，竟讓小
平焦慮纏身，於是一離開媽媽視線到了學校，就
瘋狂跑跳，想把心裡巨大的黑色影子衝破、把身
邊同學都不懂的煩惱忘掉！ 

國內中壯年癌友增加，但現代核心家庭成員少，若家庭支柱罹癌，子女照顧
將面臨困境，甚至須「子代親職」；但家人避談癌症、癌友頻繁就醫、病況
不確定、家庭現實壓力，難免令孩子因壓力衍生情緒與行為問題。 

為引導親子對話、緩解壓力、鼓勵相互支持、促成癌友家庭經驗交流，本會
連續6年開辦癌友家庭親子營，不僅見證癌友家庭勇氣、也適時提供支持。 

 

•肺癌4期單親媽媽：「先生才因癌過世，我好怕孩子變孤兒；親子營時，我和小孩
在我們從沒享受過的大房間泡湯，終於感覺放鬆、有被「撐住」的安全感。 

•癌友孩子阿華（化名）：「營隊有個活動是矇眼走路；我領著爸爸走，突然領會自
己不是他的負擔、我是有用的，回來後更知道怎麼與爸媽溝通、關係變好了！」 

•癌友阿湘（化名）：「小兒子從親子營回來後更懂事、能體貼我的不舒服及擔心、
會主動分擔家務，尤其在結束療程後的回診前，給我很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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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倡議 

本會持續進行大腸癌、淋巴癌、神經內分泌瘤教育宣導，共計619,404人次
瀏覽相關網站；另邀請癌友家庭現身說法、拍攝影片，推廣「抗癌4關鍵
/4Good」－鼓勵癌友積極管理疾病、把握治療良機；並延伸前一年度巡迴大
專宣導的努力，與康健人壽及台北市立建國中學合作，結合防癌遊戲與抗癌
祈福，將癌症防治向下扎根、觸及高中學子。 

為使癌友照護與時俱進、兼顧治療與生活品質，本會也著手研議癌症疼痛控
制、育齡癌友生育權議題，預計於2015年度提出倡議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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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 

為使台灣的癌友照護服務更趨完善、替全球抗癌提供台灣經驗，國際交流是本
會工作不可或缺的一環。 

本會除與美國新希望華人癌症關懷基金會締結姐妹會，也和澳門青年聯合會、
香港復康會、香港癌症基金會天水圍癌協服務中心、上海市Angel Care粉紅天
使基金會、中國抗癌協會癌症康復會、北京新陽光慈善基金會交換經驗，並至
星、馬、北京、香港、法國參與國際會議；身為「國際抗癌聯盟」（Union for 

International Cancer Control, UICC）一員，工作團隊更遠赴UICC在澳洲舉辦
的「世界抗癌大會」（World Cancer Congress）發聲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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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新希望華人癌症關懷基金會（New 

Hope Chinese Cancer Care 

Foundation）致力於宣導正確的癌症觀
念與提供全方位服務，會長戴榮滔醫生
來台參訪本會並締結姐妹會、分享兩會
服務與資源，亦期望進行專業交流研討，
延展創新病友服務，步入標竿學習新里
程碑。 

5月 

集結5屆「彩繪希望」繪畫比賽癌友組、
癌友家屬組、醫療組共154件得獎作品，
首度舉辦聯展，除分享抗癌心路歷程，
也傳達癌後人生仍可豐富美麗的衝擊。
聯展記者會頒獎典禮共計116人參與；
9天展期吸引1,170人次。 

6月 

坎城國際創意節（Cannes Lions）」首
度舉辦「坎城健康行銷創意節（Lions 

Health）」，共97國參與；斯紹華董事
分享他因至親癌逝、與本會合作子宮頸
癌防治環台長跑的過程－從癌症受害者
變成防癌尖兵、傳播健康希望，他的經
歷讓與會者都看見台灣各界在醫療溝通
與癌症防治的努力。 

年度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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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承中國抗癌協會癌症康復會委託，本會
亦為其赴西安辦理2014骨幹培訓班，
傳承台灣經驗，培訓該會人才，落實攜
手抗癌無疆界的理念！ 

8月 

為促使更多癌友積極管理疾病、接受並
完成治療，本會邀癌友拍攝「4 Good

－我能更健康活著」抗癌影片，分享過
來人經驗，宣導進而「打敗它」的「抗
癌4關鍵/4Good」，鼓勵癌友接受正規
治療。 

9月 
赴香港參加亞太區「病人健康夥伴論
壇」 ，與各國病友團體及英美病友權
益專家共同腦力激盪，以「病人為中
心」主軸，促進其健康及權益，本會
以「抗癌關鍵 4 GOOD 」和全球病友
團體交流，共計11國、百位人員參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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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抗癌祈福•協力健走」活動進入台北市
立建國高級中學，藉寓教於樂的宣導遊
戲攤位，宣傳正確癌症防治觀念，除讓
年經學子體驗運動防癌，也促成康健人
壽捐款百萬元；現場健走總步達成250

萬步，超越原先設定目標！ 

12月 

於台灣舉辦5場「聽希望在唱歌」關懷
音樂會；因港澳台慈善基金會特別贊助，
另將愛心延伸至廈門－以動人旋律與歌
聲撫慰及鼓勵現場總數逾病友、家屬、
醫療團隊，使其能抒發情緒、排解壓力，
獲得向前持續奮戰的勇氣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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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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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友家庭照顧

計畫 

46% 
教育宣導 

18% 

行政 

20% 

會務發展 

16% 

2015年所需經費：NT$55,613,838 

病友家庭照顧計畫 教育宣導 行政 會務發展(含公共政策倡議及國際交流) 

病友家庭照顧

計畫 

39% 
教育宣導 

22% 

行政 

20% 

會務發展 

19% 

2014年總支出：NT$47,690,176 

病友家庭照顧計畫 教育宣導 行政 會務發展(含公共政策倡議及國際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