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愛的朋友： 

 

癌症希望基金會自2002年成立至今已滿15週年，雖然篳路藍縷，但幸而我

們遇見很多人，蒙受很多善心，成為我們前進的力量。因為有這些後盾，

我們得以堅定踏出服務癌友的每一步，在此與各位分享我們在2016年的年

度成果，除了讓大家知道不論是來自故友或新朋的支持，都被充分的應用

到服務工作上。 

 

在這一年，我們協助超過25,383個癌友家庭邁向康復，成立至今，我們已

服務超過30萬癌友家庭。癌友告訴我們，面臨罹癌的無助時刻，走入希望

小站或撥打0809免費諮詢專線，工作人員即時的說明紓解他們對病況的困

惑，後續主動的關懷和各項資源的提供，也讓他們在面對生命遭受癌症衝

擊的慌亂中，能夠盡快穩定下來，積極抗癌。但這些只是癌症希望基金會

的基本責任，未來，除了提供更完善的服務外，我們也將大力為癌友權益

倡議發聲，爭取福祉。 

 

我們也欣喜看見，越來越多基金會協助過的癌友，主動成為志工或捐助者，

把希望的力量成為互助的循環。這些回饋對同仁而言，不只是一種肯定，

也鞭策我們不能停下腳步。未來，我們仍會不忘初心，全力陪伴每一個癌

友家庭走過抗癌路，期待您繼續與我們同行！ 

 

                          癌症希望基金會 董事長 

不忘初心 
      持續前進 



「丈夫過世後，我發現自己得了乳癌。化療的噁心感、不適和血球低下，讓我吃不下

也虛弱到無法出門工作。但想到唯一的兒子還在念書，也只能咬著牙做治療。可是，

我真的快撐不下去了…」 

 

癌症帶來的不確定，是病友最大的困擾，如果抗癌過程中，除了醫療系統外，癌友能

透過不同的方式，獲得意見與關懷，幫助他們穩定情緒，協助他們做最合適的判斷，

陪伴他們走過抗癌路，他們才更有機會邁向康復。 

 

為讓癌友不在生命的十字路口徬徨，癌症希望基金會推出「癌友家庭照顧計畫」，自

2002年起，提供罹癌家庭全方位照護，無論免付費諮詢專線、教育課程、開辦成長團

體、病友會及希望樂活學苑、1001個希望（罹癌家庭子女獎助學金、夏令營、親子營

與種子營）、急難救助金等，都是希望給予癌友與家屬適時與適切的協助，聽他們的

聲音、為他們排解困惑，使其能無後顧之憂的積極治療。 



 

一般諮詢、專業諮詢 
個案管理、營養諮詢 
心理輔導、保險諮詢 

諮詢服務 
49,449人次 

學習營、專題講座 
營養補給班 
美麗守護班 

教育課程 
90場/2,663人次 

正念減壓團體 
情緒支持、園藝治療 
攝影治療、電影欣賞 

成長團體 
43場/403人次 
 希望樂活學苑、 

病友會、病房探訪 
志工服務 

支持服務 
12,246人次 
 

2016年12月，本會舉辦了第一次的「希望樂活學苑成果發表會」。 

 

這是屬於癌友和家屬的盛典，手鼓班、歌唱班、肚皮舞班和陶笛班的學員們，盡情

揮灑一整年來在樂活學苑學到的精華！現場觀禮家屬響起的熱烈掌聲，不只是對他

們努力練習的見證和鼓勵，更是讚嘆他們在與癌同行的路上，譜出的奇妙樂章。 

 

「希望樂活學苑」開辦多年，透過多元的帶狀課程，從運動類的氣功、肚皮舞、瑜

伽、太極拳，到音樂藝術類的陶笛、歌唱、烏克麗麗、編織、紙藝等，讓癌友在治

療過程中，有更好的體力及精神面對生活，結束治療後也可以慢慢展開新生活。 

 

另一方面，「希望樂活學苑」也成為癌友交流平台，透過長期參與課程，病友間分

享資訊，並給彼此情感支持，不再孤單面對疾病，而是與夥伴攜手走過抗癌路。 



 

大專生獎助學金 
親子營、夏令營、種子營 
手牽手關懷行動 

1001個希望 
328人次 
 假髮租借、理髮服務 

頭巾/毛帽贈送 
義乳胸衣配置 
輔具租借、圖書借閱 
營養品試飲 

康復用品 
4,806人次 
 

急難救助、希望驛站 
營養品補助 
胸衣及義乳補助 
李氏獎學金 
居家照顧服務 

 

專案補助 
140人次 
 互惠型癌友就業計畫 

胃癌患者癌後需求研究 

專案研究 

2016年，本會進行了三場「胃癌患者生活品質調查」。調查發現，除飲食上到衝擊

外，73%受訪者在罹癌前，從未接收過胃癌相關資訊；罹癌後，37%從醫療系統、22%

從網路、16%由本會「希望小站」獲得資訊，顯示胃癌照護資訊不足。另一方面，胃

癌化療藥物選擇不多，不論初、晚期胃癌都常動用自費藥物，造成經濟壓力。受訪

者希望未來健保可給付目前的自費藥，減輕龐大負擔。 

 

胃癌病人的癌後人生就是一個「食」字，有時癌友間資訊傳遞，反而比專業知識更

受信任。在生活中反覆嘗試調整，咬牙和血吞的「肉搏式知識」，反而讓他們獲得

最有感的飲食策略。 

 

有鑑於此，本會將持續開辦胃癌相關學習營，舉辦癌友活動，期讓胃癌病友及照護

者獲得正確的資訊、資源與支持。 

 

 



在台灣，每5分18秒就有一個人罹癌，至少有55萬個家庭必須共同面對癌症。  

他們需要完善的照護資訊、適當的情緒調適、穩定的自我形象及健全的社區網絡。 

 

癌症希望基金會，致力提供癌友家庭全方位的協助，至今已服務超過30萬人次。  

這些服務，除了工作人員不懈的努力，更需要的是社會大眾的支持。 

2016年，感謝來自各方的愛心，透過捐款、捐物、捐髮、志願服務等方式，讓我們擁有

最堅強的後盾，得以不忘初心，繼續為癌友家庭走過抗癌路。 

 

如果，有人需要幫助，請告訴他們希望在這裡；  

如果，您能提供幫助，無論多寡，他們的希望就是您！ 

 

希望在這裡 抗癌逆轉勝 

募集時間/ 9月~12月 

代言人  / 黃子佼 

          癌友雅君及家屬承翰 

募集經費/ $5,453,049元 

Hair for HOPE 1000假髮助癌友 

募集時間/ 1月~12月 

代言人  / 陳珊妮 

募集成果/ 製作經費$2,218,120元   

          髮束39,500束 

企業專案/ 希望小舖/ 募款平台等 

募集時間/ 1月~12月 

募集成果/ 2,078,833元 



民眾對癌症的恐慌多半來自對疾病無法掌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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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症希望基金會成立之初，就開始進行各癌症衛教、透過編寫癌症手冊、建置網站、

舉辦各項防癌、抗癌活動宣導，力求將最正確的訊息傳遞給正在治療的罹癌家庭及社

會大眾，以期透過建立良好知識，使癌症就不再是威脅！ 

 舉辦衛教宣導活動15場 

 發送衛教出版品297,533份 

 網站提供1,902,752人次 
   及時訊息。 



本會2005年開展「1001個希望」計畫，透過夏令營、親子營等方式，協助癌友家庭未

成年子女，降低癌症造成的成長衝擊，藉由提升家庭與成員的發展功能，重拾家庭復

原力，增進家庭與癌症共存的生活態度。 

 

營隊中我們發現，許多罹癌父母為保護未成年孩子，刻意隱瞞生病的訊息，尤其是針

對兒童；然而不論有無被告知，孩子都可覺察癌症對家庭產生的變化。因此，本會暨

2008年出版「如何與孩子談癌症」手冊後，2016年感謝李明瑱教授的支持，完成了

「自從你來了」繪本，希望能協助罹癌父母陪伴著孩子，理解癌症不是隱諱的話題。 

 

             繪本主角，九歲的小星，在得知媽媽生病後，以她的理解力觀察生活 

             演變，文字節奏呈現小小心靈裡的大哉問，在她探究的旅程中，找尋 

             答案及期望。期待親子分享心中感受，讓彼此情緒獲得舒展，一用愛 

             度過抗癌路。 

2012年，本會董事斯紹華先生發起RUNNING FOR HOPE防癌宣導。到了2016年，更呼應

世界抗癌聯盟(UICC)在二月四日世界癌症日提出的「We Can I Can」概念，推出全新

防癌口號「防癌五保庇：正確飲食、規律運動、體重控制、拒菸酒檳、定期篩檢」做

為2016年Running for HOPE 活動主軸！ 

 

活動邀請知名跨界藝術家「眼球先生」創作可愛吉祥物--戴上三太子頭套的小學生 

「保弟」，帶領民眾學習防癌知識，呼籲防癌更有力！用活潑有趣方式， 

將防癌觀念帶入民眾日常生活中，並與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及 

何嘉仁文教事業共同成為防癌，一同宣導「防癌五保庇」預防癌症 

的重要性，共同合作增加影響力。 

 

此外，也向下紮根進入校園宣導，更在台北車站、捷運淡水站、 

台北東區、西門町等知名景點進行保弟快閃，擴大活動觸及，要 

讓民眾身體力行一起防癌! 

 



對於癌友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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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除了提供癌友各項資源的直接服務外，也致力於為癌友權益發聲，推動

政策倡議；並積極從事培力工作，促使癌友關心自我權益，提升自主權，才能將活得

久、活得好徹底落實

 建立無縫接軌照顧環境 

推動全台65家醫院設立「癌症資源中

心」，提供癌友家庭完整的持續、全

人、全程之支援。 

 提升癌友自主權 

疾病自主管理： 

推動癌友使用希望護照，提升疾病自主管理 

教育病友化被動為主動 

增強醫病溝通 

提升治療完成率

 癌症新藥普及 
推動健保給付： 

 符合癌症診療臨床運用 

梳理台灣癌症新藥遲未普及之因 

請益臨床醫師、專家學者卓見 

有系統收集病友治療歷程，儲備發聲能量 



唯有與國際接軌，才能提供更新、更全方位的服務給癌友家庭。本會自成立之初，就
展開各個國際防癌組織的交流合作，積極攻錯他山之石，吸收內化為推動本會服務的
能量，讓台灣的癌症防治工作逐漸與世界同步；更將我們的服務經驗帶出台灣，透過
無私的分享及資源交流，希望與國際友人互相砥礪，攜手前進。 

世界抗癌聯盟UICC 
 

 2月4日世界癌症日 
   本會為世界抗癌聯盟國際 
   會員，於世界癌症日舉辦 
   響應WE CAN I CAN  口號 
   活動，包含邀請企業成為 
   防癌夥伴、希望小站工作 
   人員及病友拍照上傳社群 
   網站，呼籲更多人關注癌 
   症防治。 
       

    

  陝西省腫瘤醫院 
 

 10月11日 
   與該院結盟，共建「患者服務 
   中心」，藉資源共享、交流， 
   創造優質癌症照護環境。  
        
      

粉紅天使癌症病友關愛中心 
 

 7月2-3日 
   於上海合作辦理第三屆癌友 
   家庭親子營，共九個癌友家 
   庭，計26人參與。 

 

1、建立培訓機制 
2、輔導患者服務中心運作 
3、提昇腫瘤患者知能，授權 
   希望護照及19種癌症衛教   
   手冊。 



 七月 

神經內分泌腫瘤斑馬展，宣導十大警訊。 

夏令營，提供癌友未成年子女心理支持。 

 繪本「自從你來了」，和孩子談癌症。 

 五月 

彩繪希望頒獎典禮，畫出不放棄的希望。 

 六月 

防癌五保庇記者會，推動癌症防治。 

癌友家庭親子營，促進家庭溝通。 



 七月 

光頭攝影展，鼓勵癌友也可美麗。 

 

 十一月 

第二屆百人捐髮，實際行動挺癌友。 

「希望在這裡」年度募款，募集癌友家庭照顧  
 計畫經費。 

 十一月 

胃癌記者會，發表本會胃癌癌後人生研究成果。 

 
 十二月 

首次舉辦希望樂活學苑成果發表會。 

聽希望在唱歌暨病房探訪鼓勵抗癌夥伴。 

 八月 



2016年總收入NT$55,994,562元 

一般捐款 

58% 

企業專案 

32% 

非營利組

織 

4% 

政府 

計畫 

3% 

其他 

3% 

2016年總支出NT$55,933,535元 

癌友家庭照

顧計畫 

39% 

教育宣導 

11% 

會務發展

(含政策倡

議及國際事

務) 28% 

行政 

22% 



  
癌症希望基金會行政中心  
台北市八德路1段46號5樓  
電話:(02)3322-6287  
傳真:(02)3322-1719  
電郵:hope@ecancer.org.tw  

 

台北希望小站  
台北市臨沂街3巷5號  
電話:(02)3322-6286  
傳真:(02)3322-1314 

台中希望小站  
台中市西區民權路312巷4-1號  
電話:(04)2305-5731  
傳真:(04)2305-5736  

 

高雄希望小站  
高雄市左營區翠峰路22號  
電話:(07)581-0661  
傳真:(07)581-0663  

 
 
免付費諮詢專線 0809-010-580 官方網站 www.ecancer.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