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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助 自助 助人 
因為您 愛循環不已 

 
  
  

親愛的朋友  您好 
  
感謝所有熱忱信任癌症希望基金會的老朋友及新朋友，因為您的愛心成就了
這份豐碩的年度成果報告，在此請您分享我們的服務成效，更期盼您繼續與
我們同行，共同為癌友家庭創造可掌握的未來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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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經濟險峻時刻，感謝我們的捐款人、合作夥伴與志工朋友，因為您
堅定的支持，我們才得以在這美麗的土地上 守護2 4 ,24 9 個癌友家庭。 
  
台灣每年新診斷的癌症病人即將邁入10萬大關，這代表10萬個家庭動容的抗
癌經驗就在你我的周遭發生，我們深信您的熱誠關懷，將能幫助他們調適罹
癌對生活帶來的改變與衝擊，並能幫助他們做好疾病自主管理；在走過癌症
風暴後，更期盼他們能夠分享己身經驗給周遭的人，帶給新罹患癌症的病友
希望，減輕他們對癌症的恐懼，順利完成抗癌的旅程。 
  
所以，請您和我們繼續一起努力，讓這樣受助、自助、助人正循環的抗癌力
量不斷的成長，不斷的茁壯。      
 

癌症希望基金會董事長  

董事長的話 



教育宣導 

 

知識▕ 就是力量 

要讓全民都能遠離癌症威脅，癌症的預防 

除了不分對象，更必須徹底且全面！癌症 

希望基金會執行長蘇連瓔表示「民眾對癌 

症的恐慌多半來自對疾病的無法掌握，因 

此，我們深知教育的重要，它不僅僅能給 

予大家正確的資訊，讓我們在遇到癌症的 

時候，都能裝備自己以因應疾病的挑戰外 

，它更能為你我建立保護的屏障，當砌的 

磚牆越高，就越有能力將癌症阻擋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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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編撰癌症相關資訊，並透過不同媒介將正確訊息傳遞給正在治療的罹

癌家庭，針對社會大眾，我們更強力宣導預防與早期發現的重要，因為我們 

知道，唯有做好萬全準備，癌症就不再是威脅！ 

 
 全年共出版47種衛教手冊、單張、光碟，並發送315,110份。 

 設置資訊、資源與支持共5種網站，全年提供1,663,779人次及時訊息。 

 以預防勝於治療、早期發現與癌症關懷為主題舉辦講座及宣導活動， 全年共

14場，增進1,092人防癌知識 



 
「罹病的我該到哪裡找到需要的幫助?罹患癌症，我是不是人生就等於零?
我又要從哪裡開始學習做認真的病人? 」對於罹癌的病友來說，戰勝癌症
需要的是抗癌環境的健全，醫院與社區共同合作，讓服務無縫接軌；除此
關心自我權益，提升自主權，才能將活得久、活得好徹底落實。 
 

政策倡議 

癌友權益▕ 大聲說 

★   

與國民健康署合作，推動全台67家醫院啟動癌症
資源中心服務，促進醫院與社區資源串聯，建立
系統性合作與轉介，提供癌友家庭完整(全人)、
持續(全程)之支援。今年發行癌症資源手冊3000
本，並培育99位癌症資源中心專任人員接受初、
進階教育訓練及進行19場交流活動。 

★療前生育保存 

為因應癌症存活率逐年攀升，罹癌年齡逐年下
降，2006年，美國臨床腫瘤醫學會(ASCO)即制
定癌症癌友生育保存的建議流程。本會長期投
入病友服務，關注到能不能｢生｣也成為台灣育
齡癌友的重要課題!因此推動｢療前三主動  好孕
非難事｣：呼籲腫瘤科醫師「主動告知」、生殖
科醫師「主動說明」及癌友「主動查詢」，推
動癌友好孕的友善環境。 

  

★提升癌友自主權 

為協助病友學習疾病自主管理的能力， 
本會從2013年推動抗癌關鍵-4GOOD 
◆認識它 ◆正視它 ◆瞭解它 ◆打敗它 
期提升病友對疾病的認知，勇於接受治療，堅持完
成治療不中斷。今年在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的帶領下，
結 合 7 家 癌 症 診 療 醫 院 攜 手 推 廣 「 抗 癌 關 鍵 4 
GOOD」，引導病友運用希望護照，學習做自己健
康的領航員。 
  
 



癌友家庭照顧計畫 

 

陪伴▕ 從這裡開始 

「我的生命是不是會像因治療而掉落的頭髮，慢慢地慢慢地就這麼沒了?」

這是小淳第一次到基金會和我們說的話。 

 

 

 

 

 

 

 

 

 

 

 

 

 

不能自己。因為她萬萬沒想到自己還這麼年輕、沒有家族病史、生活

飲食也正常規律，為什麼癌症會找上她?為什麼她一次要碰到神經內分泌腫

瘤及大腸癌?為什麼還遇到神經內分泌腫瘤這種罕見的癌症?面對罹癌的自己

她擔心自己因”雙癌”不知道能活多久，害怕沒有機會步上紅毯，恐懼自己

因”癌”再也無法生育… 

面對癌症，病友及家屬必須共同面對因疾病所帶來身體不適、外觀改

變、心理調適、經濟等問題，若沒有獲得適當排解，都有可能讓病友中斷或

放棄治療，影響康復的機會。因此，癌症希望基金會從全程陪伴出發，除了

免費提供多元的身心靈活動與課程、幫助癌友及家屬放鬆情緒、紓解壓力、

了解疾病及照護、降低副作用對身體的影響外，並提供康復用品、經濟等資

源的協助，就是希望能幫助他們排解抗癌路上的所有阻礙，因為我們知道，

要戰勝癌症，不能單靠藥物，病友及陪同家屬的身心靈也同樣必須被照顧！ 

2015年，癌症希望基金會平均每星期舉辦多達17場身心靈社活動，陪

伴24,249位病友及家屬共同因應癌症所帶來的挑戰。 

 

 

 

在小淳30歲生日

的隔天，老天爺給了

她兩份遲來的禮物，

一個是她”罹患了2個

癌症”，一個是她罹

患了”罕見的癌症”

回憶當時，她難過地

無 法 接 受 ， 也 顧 不                                                                

得自己的形象，就在

診間放聲大哭，離開

後更是失了魂，抱著

媽媽在路邊痛哭許久， 



癌友家庭照顧計畫 

 藉由交流平台的建立   
 癌友及家屬能擁有充足抗癌能量  我們深信 ▕  

疾病相關諮詢 
全年共服務 
32,657人次 

身心靈課程 
全年舉辦698場 

共服務5,747人次 

康復用品租借 
全年共服務 
3,340人次 

教育講座 
共101場 

服務2,032人次 

資源補助 
全年共發送２ ,２９９ ,３

３４元，共幫助234人 

支持性團體暨活動 
全年舉辦63場 
服務725人次 

 

關懷活動 
共108場 

服務3,714人 

病友會 
共設4個 

全年服務376人次 



資源募集 

「我不會捨不得我的髮，因為我知道，它要去做好事了！」 

「因為經歷過，所以懂得，因為被幫助過，所以我也想助人」 

「為了紀念因癌離世的媽媽，我想要幫助和她一樣深受癌症所苦的朋友」 

謝謝您▕ 讓我們可以堅持在這裡 

為陪伴病友家庭順利走過抗癌路，2015年，我們收到來自社會大眾的愛，大家不分男女、

年齡、有的甚至是曾經經歷抗癌的病友及家屬，大家把對自己的愛、對親人的愛轉換為

助人的那雙手，透過捐款、捐物資、捐髮、人力支援等方式讓我們得以在不景氣的寒冬

中能堅持自己的初衷，持續陪伴癌友家庭走一段路。 

 全年共收到8,677位民眾、21家企業捐贈愛心捐款共計45,447,199元 

 由癌友、家屬及社會大眾擔任志工，提供人力支援，全年共3,581人次，共奉

獻7,382個小時 

 全年收到16,133位民眾捐贈26,620束髮束，133家商家提供平台放置零錢(發

票箱)，募集208,287張發票 



3月 
發表癌症病友使用保健食品大調
查，藉此提醒病友使用前「停‧看‧
聽」。 

4月 
舉辦「捕捉希望」攝影比賽頒獎
典禮，透過得獎作品的分享鼓勵
正在面對癌症的夥伴培養正向興
趣。 

 

 

 

 

 

 

透過「兩岸四地康復論壇」與
大陸、香港、澳門專家學者交
流，以強化癌症病友康復工作 

年度回顧 

5月 
發起一日光頭體驗，由3位女大
生感受癌友掉髮呼籲全民投入癌
症關懷 

6月 
與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高雄7家
醫院及企業組成抗癌聯盟，共
同推動「發現它、認識它、正
視它、瞭解它、打敗它」 

舉辦「藍色肩膀-邰肇玫病中
日記」紀錄片巡迴影展及分享
會，透過邰肇玫的親身經歷，
鼓勵正在治療的病友與家屬莫
放棄才有希望 

回顧▕ 是為了走得更穩健踏實 



7月 
為募集癌友家庭照顧服務經費
，癌友徐徐發起「希望在這裡
」募款活動，希望助癌友走一
段路 

9月 
舉辦「說不出的疼痛」倡議記者
會，呼籲癌友必須大聲說 

 

 

 

 

 

年度回顧 

10月 
匯集109位捐髮者及97位設計師
舉辦「百人捐髮」活動，為癌友
募集千頂假髮 

11月 
透過「邁向希望 康健同行」健
走活動，提醒民眾-要健康就要
行動! 

將「希望護照」推廣至西安，
除將提升癌友服務品質的觀念
傳遞海外，更希望藉此嘉惠更
多癌友家庭 

12月 
巡迴全台5家醫院舉辦「聽希望
在唱歌」關懷音樂會，用音樂撫
慰與癌同行的病友與家屬 



肯定與榮耀 

肯定▕ 是為了提供更好的服務 

「台灣癌症資源網」榮獲衛服部評
選佳作 
 
於2010年建置的「台灣癌症資源網」，因將癌症相
關資訊、支持、資源訊息依地區別、癌症別、需求
別分類，讓使用者簡易、迅速獲得所需的在地資源，
故獲得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促進雲端加值
應用評選』佳作。 

 
 

「傳遞希望-癌友家庭照顧計畫」獲傳善獎肯定 
 
因應癌症慢性化、年輕化以及處於社會邊緣弱勢癌友家庭的需求，提出「傳遞希望-
癌友家庭照顧計畫」，並經由震旦集團及聯合勸募協會的審查，從71個公益社福單
位裡脫穎而出，獲得傳善獎的肯定，並給予3年經費的挹注。 



財務報告 

教育宣導 

13% 

癌友家庭照顧計畫 

42% 

會務發展             

(含政策倡議及國

際交流) 

25% 

行政 

20% 

 2015年總支出：NT$52,841,227      

教育宣導 癌友家庭照顧計畫 會務發展(含政策倡議及國際交流) 行政 

教育宣導 

11% 

癌友家庭照顧計畫 

43% 

會務發展              

(含政策倡議及國際

交流) 

25% 

行政 

21% 

2016年所需經費：NT$59,727,791 

教育宣導 癌友家庭照顧計畫 會務發展(含政策倡議及國際交流) 行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