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二

財團法人癌症希望基金會
癌友家庭照顧計畫 經費勸募活動
募得款使用情形成果報告書
一、目的：
在台灣，每 5 分多鐘就有 1 個人罹患癌症，每年有超過 45 萬個家庭必須
面對癌症的挑戰，癌症對國人生命的掠奪以及對家庭所造成的衝擊，已成
為台灣社會的重大議題。
目前國內有關癌症防治宣導，成績斐然，但對於診斷確認後的就醫率，病
人在身心、家庭角色調適扮演及經濟結構改變之衝擊，往往使病人無所適
從。
為了讓更多癌症家庭都能獲得在醫療之外應有的照護，因此希望透過各樣
募款活動，募集「癌友家庭照顧計畫」服務經費，邀請社會大眾與我們一
起齊心協力、聚沙成塔，幫助癌症病友調適罹癌對生活帶來的改變與衝
擊，減輕對癌症的恐懼，順利完成抗癌的旅程，在社會大眾的支持下，使
其不僅活的久，還要活的好!

二、期間：
核准勸募活動期間：自 104 年 3 月 1 日起至 105 年 2 月 29 日止。
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期間：自 104 年 3 月 1 日起至 105 年 2 月 29 日止。
三、許可文號：
衛部救字第 1041360524 號函同意辦理
四、募款活動期間所得及收支：
收入：
104 年 3 月 1 日起至 105 年 2 月 29 日收入 NT$31,741,416 元+利息
NT$6,923 元。
合計 NT$31,748,339 元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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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收入
利息收入
合計
支出：
募款相關支出金額 NT$31,748,339 元。
支出
項目

$31,741,416
$6,923
$31,748,339

全國諮詢服務

金額
$570,800

營養諮詢

$132,000

病友活動

$2,640,044

1001 個希望系列活動

$2,859,424

關懷活動

$2,869,197

康復用品

$1,306,983

衛教出版品

$2,187,008

人事費

$15,944,632

活動執行-必要支出

$3,238,251

合計

$31,748,339

淨收入 NT$ 31,748,339 元－支出 NT$ 31,748,339 元＝餘額 NT$ 0 元
淨收入
募款收入
$31,741,416
利息收入
$6,923
支出
$31,748,339
餘額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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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財團法人癌症希望基金會
癌友家庭照顧計畫 經費勸募活動
服務成果報告書
一、服務宗旨：
癌症希望基金會由專業醫護與社工團隊在台北、台中、高雄直接服務癌友家
庭，建構全方位的支援網路，提供完善的照護資訊、協助適當的情緒調適及
穩固自我形象，並提升癌友珍惜自我與積極治療的自信與意願，成為癌友邁
向康復之路的領航員。
本會從癌友確診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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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的服務促使癌
症病人及家屬在罹病期間獲得適切的社會資源，直到恢復健康生活並重新回
歸社會為最終目標，使罹癌病友，不只活得久，更要活得好！
二、服務地區：台灣本島各縣市
三、服務期間：104 年 3 月 1 日~105 年 2 月 29 日
四、服務人次：透過癌友家庭照顧計畫，共服務 24,249 個罹癌家庭。
五、服務成果：
感謝社會大眾愛心支持。本年度專案所募得之款項為 NT$31,748,339 元，扣除
必要支出 NT$ 3,238,251 元及人事費用 NT$15,944,632 元後，全數用於癌友家
庭照顧計畫。
運用前瞻性的社會改革、整合性的社會資源，以配合國家推行癌症防治長期
計畫方式為出發點，並結合貼心的生活輔具和溫暖的心理支持，以最佳服務
品質達到提供癌症病人與家屬相關的醫療資訊，及引導病人選擇正確的醫療
方式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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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服務內容說明

服務活動照片

104 年成果

基金會以資深護理師、社工、營養師及
康復志工，透過電話或面對面服務，提
全國諮詢服務

供最立即、最溫馨的援助，協助病友或

33,531 人次

家屬調適因疾病或治療而衍生出來的問
題，如疾病治療、居家照護等。

經本會營養師面對面協助病友，諮詢營
營養諮詢

養等相關衛教並於評估後提供合適資

93 人

源。

教育課程
以講座/學習營方式，由專業醫師、營
養師、護理師授課，協助罹病的癌友及
家屬了解疾病、治療方式、相關副作用
及照護知識，以提升病友及家屬的自我
照顧能力及因應態度。內容包括各種癌
症學習營及癌症照護專題等。
共計 154 場
2,490 人次參與

病友活動

成長、支持團體
由社工、專業老師藉由團體互動及分
享，協助病友或家屬，學習疾病適應的
方法，並建構罹癌後情緒支持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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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營
提供癌友家庭國小 4~6 年級子女免費
參加 3 天 2 夜夏令營活動，透過活潑生
動的內容規畫，引導孩子在同儕環境中
釋放內心壓力，學習與家長溝通。
親子營
創造癌友及子女溝通場域，透過親子互
1001 個希望
系列活動

動，幫助癌症病人學齡期的子女能建構
正確的癌症知識，並幫助其家庭建立情

共計 10 場次
267 人參與

緒抒發的管道、增加凝聚力。

希望種子營
提供罹癌家庭未成年子女陪伴關懷。

病房關懷
於 104 年底以音樂會形式邀請藝人一同
前往醫院探視打氣，贈送關懷禮，並透
過音樂會的舉辦用歌聲鼓舞病友及家
屬。

舉辦 15 場次

關懷活動

2,038 人次參與

「藍色肩膀：邰肇玫病中日記」紀錄片
關懷巡迴放映會
基金會於 2014 年策劃拍攝「藍色肩
膀：邰肇玫病中日記」紀錄片，巡迴全
省進行放映並邀請病友觀賞，藉由邰肇
玫小姐現場分享心路歷程，鼓勵病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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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癌症病友因為疾病或治療所造成的
康復用品

新製作 655 頂假髮

身體改變，製作相關用品，如頭巾、假

服務 3,340 人次

髮，並提供癌症病友租借。

為了消滅癌症，癌症希望基金會提供完
整的癌症教育，針對罹癌病友及家屬，
衛教出版品

發行

編撰癌症相關資訊，出版衛教手冊、單

315,110 份

張、光碟，以深入淺出的文字，提供民
眾對各類癌症的認識及治療的正確訊
息。

癌友家庭照顧計畫

共計服務 24,249 個罹癌家庭

六、結語
癌症希望基金會自 2002 成立以來，致力於提升癌友家庭生活品質，並自許在
癌症照護領域上成為最好的民間組織，除了運用專業人員，更結合癌友志工陪
伴癌友家庭走過抗癌之路，協助癌症病友發掘生命的希望。
過去的一年，病友家庭的各項需求因為社會經濟環境丕變而更為提高，我們信
守大家的託付，協助最需要的病友家庭，讓資源與需求緊密連結、無縫輸送。
為了讓更多癌症家庭都能獲得在醫療之外應有的照護，誠摯邀請社會大眾和我
們繼續一起努力，讓癌症病友在抗癌路上，因有大家的支持，能揮別陰霾，展
現最燦爛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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