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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HOPE 20  只專注一件事

—就是希望 好好保護你

20，是一個奇妙的數字。

20年足以讓一個人從稚嫩萌芽變為青春勃發；20

年足以讓一個人從活力明亮變為成熟溫厚；20年也

足以讓一個人從穩重圓融變為豁達自在。每一個階

段都會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巨大轉變，只要20年。

而希望基金會經歷了第一個20年，我們的轉變相信

您一定感受得出來。

但其實基金會只是一直把事情一件件的做好而已。

您可以翻開我們每年的年報，將事事項項一一檢視

清楚；您也可以親自聽我們的同仁娓娓訴說，那些

數不清次數的個案服務、感人的故事，隱藏著多少

艱難的困頓，也說不完那種種熱情的匯集、真心的

傳遞；更不用提，有多少次我們投之以桃，被報之

以萬千瓊琚的震撼與感動……

回想起2002年成立之初，我們的心志很強大、力

量很微小。從一開始期待被看見、被知道、被理

解，我們也和癌友一同處在迷境一般，手牽著手，

專注地摸索著前進多年，到如今終於被肯定、被彰

顯、被榮耀，力量變得更加壯大，希望變得更加寬

廣。無論是20年前還是20年後的現在，基金會的

每個人，心裡想著的、手裡做著的自始至終都只有

一件事，那就是一心一意，想好好的保護癌友及他

們的家庭。 

癌症希望基金會 董事長 王正旭 敬上

國際抗癌聯盟(UICC)希望「創造一個沒有癌症的未來！」

癌症希望基金會同此大願，走過20年初心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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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E 20 特輯

癌之迷境二十年

嘿～是我 
一個在癌之迷境20年， 
從見習生 轉變成熟悉迷境的資深戰士。

別問我為什麼在這裡，  
如您所知，沒有人是自願來到這裡的。  
幾乎所有境外的人，都以為癌之迷境如同一座暗黑迷宮， 
 一旦進入迷境就彷彿迎來世界末日，  
人就會因此迷失，再也走不出來。 
但事實並非如此。  
進入癌之迷境後，世界未曾改變、我也依然是我。

當然，有些事的確變得有點不同。  
這裡人們的感受可能跟境外人有點不同： 
 天比較藍、樹比較綠；風更柔了、花更香了。 
 這裡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也或許與境外人有點不同：  
每一天早晨都是全新生命的開始，  
日日都當做是生命中的最後一天在過，  
我們更懂得細細珍惜所有、默默認真生活。

但其實，癌之迷境並非遺世獨立，  
這裡的一切也存在於真實世界當中。  
癌怪們可能早已不知不覺中潛伏在任何人的身體中準備魔化成怪。  
我們也和您一樣是這世界的一部份，只是正被癌怪發動攻擊所傷害，  
因而真切地被賦予了打癌怪的任務。

在這期間我也終於了解， 
癌怪雖然難纏， 卻應該勇敢面對，毋須害怕。  
我在境內認真學習，慢慢堆砌各項素質和技能，  
打怪戰力自然能夠變得強大。  
我能證明，與癌怪共處的迷境人一樣能如常好好生活。

請讓我帶領你，看看我在癌之迷境的故事。 



HOPE 20 特輯～癌之迷境二十年

雖然一向也知道，命運是如此不可掌控，但當年那

個平凡的我，過著再平常不過的日子，從來沒想過

會冷不防地從白袍使者手中接到了入境通知書，才

知道癌怪早已經無聲無息地找上了我。

這消息如轟雷掣電般，彷彿被宣判厄運降臨。 

為什麼是我？我該怎麼辦？

我惶惶然的遊走在結界邊境，親友們也和我一樣六

神無主、恐懼莫名之時，幸好很快就發現癌之迷境

的入境事務所就矗立在不遠處……那是一群名為希

望的精靈們專為迷境人築起的第一座堡壘。

在這裡，我獲取了癌之迷境的地圖，讓初入境、茫

然的我第一次清楚看到了路徑和方向。在這裡，我

也試著慢慢接受自己成為迷境人的事實，準備在未

知的領域中展開新生活。

第一章 [ 入境 ] I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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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不是謎，只需要更了解它，癌症希望基金攜手國民健康署推動全

台超過 80 家醫院設立癌症資源中心，在這裡不分癌別、不分問題大

小，都可以找到社工或護理師諮詢、陪伴，讓癌友或家屬在癌行之路

不孤單。

癌症資源中心的服務 

‧ 為您說明：癌症治療與照護相關資訊 

‧ 幫您連結：社會福利與補助、相關資源 

‧ 助您協尋：康復相關用品、輔具租借 

‧ 在您左右：提供情緒支持與癌友相關課程活動

HOPE 20 不只關心，希望好好保護你

癌症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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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E 20全台已超過80家醫院設置癌症資源中心。 
每日服務近300人次，已累計140萬人次受惠。

HOPE 20推出49種衛教手冊及單張， 
免費提供全台156家醫院，每年發放約15萬冊。

體力

技能 心智

攻擊 防禦



HOPE 20 特輯～癌之迷境二十年

進入癌之迷境之後，我們因身處不同的聚落，分別面對各種多變、不同面向
的癌怪，各自所需的裝備和條件也不盡相同。

大多數初入境的人都會在第一關卡面臨兵刃之險，盡可能地將癌怪斬殺滅絕，
因而耗損許多體力，且癌怪並不容易「清零」，我們許多人都還需要更多其
他武器和裝備，來面對隨時可能伺機而動的殘餘癌怪。例如化學系裝備、輻
射系裝備、標靶系裝備等等。

儘管這些武器和裝備都是為了打擊癌怪，但我們往往也會被沉重、具有殺傷
力的裝備壓得喘不過氣，使自己受到傷害。 
從迷境地圖中，我得知在此時可以前往無憂市集尋求幫助。

第二章 [ 裝備 ] I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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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友生活中面對的大小事，我們事事都在意。希望小站是最親近癌友生活
的小市集，這裡的服務有：

假髮及各項康復用品是癌友自信生活的力量之一，基金會於
2002 年啟動假髮銀行，匯集大眾愛心、號召捐髮及經費來
製作假髮，讓癌友在掉髮期間都能找到適合的假髮安心自信
度過治療期。

‧ 多元整合服務 ( 營養、衛教、心理、福利、保險 ) 

‧ 課程活動 
‧ 資源補助 
‧ 康復用品 ( 假髮免費租借、頭巾帽子贈送、義乳胸衣諮詢、皮膚保養彩妝 ) 

‧ 成長團體、病友活動

HOPE 20 不只關心，希望好好保護你

希望小站

假髮銀行 百人捐髮

HOPE 20全台於北中南各有一處希望小站， 
由專業社工、護理師、營養師、心理師及志工共199位， 
提供病友服務。已有730482人次受惠。

HOPE 20自2002即啟動假髮銀行，號召捐髮 
累計多達84749人次。已有23926人次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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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擊 防禦

沒錯！這又是希望精靈精心為我們打造的補給市
集，內容包羅萬象，能全面滿足境內人的需求。
癌之迷境的人們可以在此找到各種專家、物件和
方法來學習自保和適應；市集裡面也是個交換情
報的地方，人們能夠彼此交換心得、互相打氣，
同時獲得有用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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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E 20 特輯～癌之迷境二十年

與癌怪奮戰的路途顛簸，過程艱辛難言。我們的肉體受禁錮而疲累不堪，心
靈受打擊而枯竭難安。當心力交瘁、舉步維艱時，會迫切需要大量補給來使
能量充滿。

跟一般人一樣，我們所需要的最好能量還是來自於大自然，五彩蔬果和優質
蛋白質都是戰鬥力量的主要來源。希望精靈中有營養煉金術士，他們的法力
將會幫助你強化營養，或是讓你找到更好方式順利輸入養分、為你源源不斷

第三章 [ 補給 ]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注入力量，甚至能打造出堅強的黃金之盾，足以抵擋
癌怪的毒氣或攻擊。

此外，還有一群紓壓練心術士，能傳授最高等級的彩
色強心魔法，若能修練好放鬆、快樂、自在、滿足等
魔法，人人都能創造出絢麗彩虹般的無限大免疫法力，
讓我們不但擁有自我修復的療效，更能夠強化抗衡癌
怪的力量，使癌怪虛弱無力甚至自動退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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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力

技能 心智

攻擊 防禦

針對營養議題提供多元管道，除了有營養師指導或介入調整，辦理營養補給
班、營養議題的實體癌症講座外，還有線上影音頻道方便學習癌症營養照顧。

透過專業的心理師、社工師的帶領，在安全、保密的環境下，運用各種心理
輔導、戲劇或藝術輔療等多元服務，讓病友在彼此支持下，一起面對內心最
深處的焦慮與恐懼，進而將這些負面情緒昇華、轉化為持續抗癌的正向能量。

針對癌友家庭其他成員—特別是子女的需求與情緒照顧， 
辦理如獎助學金、親子營、夏令營、種子營等服務計畫。

用藝術美化癌症的治療空間，讓癌友們可以在溫馨的 
環境中接受治療，降低治療的不適與焦慮感。

營養服務介入、希望廚房

支持性團體 

1001個希望(癌友家庭照顧計畫) 

心療癒計畫 

HOPE 20 不只關心，希望好好保護你

HOPE 20 營養多元管道服務達7578人次。

HOPE 20 舉辦各種癌別心理支持性團體，達2750場次。

HOPE 20 辦理以癌友家庭為單位的營隊計畫， 
陪伴超過1000個家庭，用愛對話。

HOPE 20 已有5家醫院共襄盛舉， 
將癌症治療室彩繪為療癒紓壓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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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E 20 特輯～癌之迷境二十年

癌怪是已知的目標，但走在迷境之中要更小心的恐怕是未知的絕望無底洞。

那是一個闃黑無光、無邊無際的黑洞。它有一股神祕的力量會將所有能量全部
沒收吸納，最可怕的是，明知黑洞在悲傷沼澤附近，卻還是會莫名踩空而陷入，
心智從此變得迷亂空虛，讓人失去信念和希望。

當我的世界歷經幾番震動，癌怪再度進化異變時，我也曾親身體驗過，知道陷
落黑洞的人會有多麼無助。許多困在其中的人們越陷越深，無底洞也越蝕越大。
此時此刻，唯有光能讓我們確認自己的存在，唯有光能帶領我們飛行穿越這片

第四章 [ 調息 ]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全國唯一以癌症為主題的攝影比賽，以不一樣的視角，看看不一樣的世
界，面對癌症也同時接納各種情緒，每年均吸引數百癌友、家屬及醫護人
員參加。

藝術和想像的療癒力量有多大，希望就有多寬廣。希望基金會每年舉辦繪
畫創作比賽。鼓勵癌友將說不出口的，用畫筆來訴說；難癒合的傷，用畫
筆來療癒。

每年冬天的演唱會，讓歌聲飛進病房，飛進癌友的心裡， 
陪伴、撫慰抗癌夥伴。想告訴他們，加油～我們一直都在。

捕捉希望

彩繪希望

聽希望在唱歌

HOPE 20 不只關心，希望好好保護你

HOPE 20 希望的陪伴和撫慰時時刻刻無所不在。 
品牌活動每年持續舉辦不中斷。 
收到了2815件參賽者繪畫跟攝影的作品療癒身心， 
並在20家醫院辦理93場的演唱會。

陰暗險境。

所以每年，一次又一次地，深谷中的希望精靈們總會乘著
歌聲的翅膀出現，他們帶來光亮的種子，散播在我們心中
讓它萌芽、冒出花蕾長成各色的花，接著結成果實，再散
出許多種子。那一朵朵發亮的花好像星星一般，在四周如
黑絨般暗黑的迷境宇宙浮游，自成一個光明新世界，讓迷
境人得以看見光亮獲得安慰，調整心緒重新出發。讓我們
再一次看見世界、捕捉希望；再一次看見世界、彩繪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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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力

技能 心智

攻擊 防禦



HOPE 20 特輯～癌之迷境二十年

行走在癌之迷境中，總是會面臨三叉路口，不知該選擇哪一條路，也不知

前方會通向何處，幸好迷境之中，我從來不是單打獨鬥。

初次遇見夥伴們，是在希望精靈為我們闢建的鼓舞花園之中，這裡到處種

滿鮮黃的小鼓花，迎風搖曳時會發出如輕輕打鼓的韻律聲響，讓人感到歡

欣喜悅。

我加入夥伴之中，聽他們為我描述沿路看到的風景，也不吝傾吐憂懼；他

們傳授經驗、交換心得，這一切讓我安心篤定不少，才知道自己原來並不

孤單。

第五章 [ 夥伴 ]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輔導創立病友自助團體，增進癌友間彼此互助、互愛及心理支持， 

並提供正確醫療觀念，加強癌友與醫療團隊的溝通互動。

凝聚康復病友的熱情與愛心，轉化為志工服務， 

除了協助基金會日常運作之外，也以過來人身分為正在治療中 

的病友及家庭加油打氣。

病友會

志工服務

HOPE 20 不只關心，希望好好保護你

HOPE 20 已成立淋巴癌、大腸癌、婦癌、神經內分泌腫瘤病友會， 
4709人次參與受惠。

HOPE 20 康復病友及家人擔任志工服務 
達27674人次，總計服務長達5961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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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 心智

攻擊 防禦

也許未來會走在不同的道路上，各自面對自己的

癌怪敵人，但我們在不同時空仍會並肩同心，相

互取暖。我們不只分享友情，更不僅僅是夥伴，

我們互相照映得閃閃生輝，彼此都是彼此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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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迷境之中，我一定會隨身配備一個很重要的神奇百寶袋。

百寶袋中是超時空的無限大空間，來自未來也來自過去。我隨時隨地都可以
從中抓取出所需要的各種錦囊妙計。

第六章 [ 百寶袋 ] I II

III

IV

V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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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深耕數位平台，透過行動裝置及數位工具，讓病友不受時空限制能即時獲

取所需，提升抗癌能量。我們的管道多元便捷：

為癌友量身打造的「希望護照」工具書及 APP，輕鬆記錄癌後 

治療歷程、主動瞭解疾病、促進醫病溝通，有效提升癌症治療 

完成率，癌後更健康！

10大數位平台

希望護照APP

HOPE 20 不只關心，希望好好保護你

‧六大網路平台：基金會官網、台灣癌症資源網、大腸癌照護網 

   淋巴癌照護網、神經內分泌腫瘤資訊網、癌友生育健康資訊平台。 

‧多元社群平台：Facebook、Line、Youtube 

‧癌症攻略 : 肺癌、淋巴癌、卵巢癌、乳癌攻略， 

   用Line機器人一對一引導    助癌友進入治療不卡關。

‧ 簡易居家紀錄     ‧ 治療狀況追蹤     ‧ 家屬隊友支援

HOPE 20 希望護照APP成為癌友最佳數位小幫手。

HOPE 20 數位平台累計總流量高達 
3200萬人次，訂閱及觀看人數每年皆呈倍數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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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力

技能 心智

攻擊 防禦

例如，我能靠它掌握分析癌怪的方位狀況來擬訂最
新戰略，也可以靠它做好體能的自主管理；我還能
獲取全新法寶、將防禦魔法提升為更高等級；我也
能隨時向營養煉金術士請益，要他一對一的教我烹
飪烘焙，或是找到紓壓練心術士半夜陪我放鬆吐納
修練心法；在寂寞無助時，甚至能召喚夥伴們聊天
安慰、互相鼓勵……

這百寶袋的一切都是希望精靈發動了「數位魔法」，
集結無數龐大的組織力量做為後勤，支援著前線與
癌怪正面對決的我們。



HOPE 20 特輯～癌之迷境二十年

迷境中沒有年月、季節之分，癌怪隨時都在林蔭深處伺機而動，我一路跋

涉走來，只要癌怪不發動攻擊，寧可馴化癌怪也盡可能避免戰爭，輾轉之

間漸漸適應了與他們共處，但求平安寧靜。

只是迷境的氣候常常惡劣得讓人絕望，再堅強的意志，也可能因為天候環

境不佳而被打擊得節節敗退。 

第七章 [ 天幕 ]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維護及提升癌友治療權益，永遠是基金會不變目標 ! 從政策環境檢視、推動

國家醫療資源合理分配、使癌友治療權益受到完整保障，讓國際抗癌聯盟

(UICC)願景「人人皆享有及時適切治療」(Treatment for all)不再是夢。

呼籲三主動(腫瘤醫師主動告知、生殖醫師主動說明、癌症病友主動 

查詢)、提高大眾對癌友生育的認知，讓有需求的癌友不再錯失生機。

協助癌友找回職場復原力、推動癌友友善職場環境。

推動癌症治療可近性

癌友生育健康議題

癌後友善就業

HOPE 20 不只關心，希望好好保護你

HOPE 20 遞交病友經驗與共識、研究相關民調及數據， 
拜會公部門啟動跨部門研議工作； 
提出癌症治療可近性政策建言書，爭取癌友治療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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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保給付：健保部分負擔改革、提升健保給付時程與效益。 
‧ 臨床實驗：提升臨床試驗資訊友善性。 

‧ 商業保險：促進商業保險補位健保。

體力

技能 心智

攻擊 防禦

這樣的天候環境並非一朝一夕所能改變，希望精靈們試

圖發動了各項氣象戰，同時努力與四方八界的風龍、霧

魚、雪怪和雨鳥交涉協調。

他們還正在積極的想做出一張天幕，砌出一座燈塔，就

算不能風和日麗，也要努力護住在迷境中求生存的我

們，讓我們有能力重新拾回那些在迷境中曾經遺落、被

剝奪的東西。



近年來，眼看癌之迷境的入境者越來越多，人口年齡層也越來越低。

雖然時代進步，打怪的武器也隨之升級，愈發精良，但是癌怪依然猙獰可怖，

並沒有變得比較友善。

迷境人和希望精靈都不樂見境內人口繼續增加，因此不斷對外傳遞和呼籲我們

的見聞和理念，希望境外人們也能和我們一樣感受世界可以那麼地不同，願意

開始好好珍惜維護自我身心的健康。

第八章 [ 邊界防禦 ]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提醒國人重視防癌觀念，落實防癌行動。只要正確飲食、規律運動、體重
控制、戒菸酒檳榔、定期篩檢，1/3以上的癌症是可以預防的！

防癌宣導

HOPE 20 不只關心，希望好好保護你

‧防癌五保庇：與藝術家合作融合民間三太子習俗，設計代言人「保弟」。 

‧神經內分泌腫瘤宣導：與藝術家眼球先生合作，創造了融合台灣味與世 

    界觀的「台灣原創斑馬藝陣」。 

‧大腸癌宣導：針對中老年人常見的大腸癌，於廟口舉辦布袋戲宣導公     

    演，與大賣場合作發送帶大腸癌宣導特製衛生紙等，讓預防大腸癌的觀 

    念更親民。 

‧淋巴癌宣導：將淋巴癌早期症狀的順口溜「燒腫癢汗咳瘦」 

    改編成朗朗上口的歌曲。 

‧響應世界癌症日 : 響應UICC每年2月4日世界癌症日活動， 

    透過創新宣導方式讓台灣抗癌正能量傳播至全世界， 

    並首創以癌症防治宣導為主題的大型公共藝術裝置。

HOPE 20 癌症希望基金會自成立以來即積極推動癌症 
防治教育，並響應世界癌症日，始終不懈。

HOPE 20 特輯～癌之迷境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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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希望精靈們除了在境外各處建

置了各種防禦機制所，也企圖將迷境外那一道道保

庇壕溝挖得更深更長，防止癌怪再越過雷池侵擾。

更重要的是，教導人們學習如何修持鍛鍊、穿戴好

防護裝備。在癌怪從此消失於人間之前，我們都真

心希望境外人能好好保護自己，但願你們可以永遠

不必踏入癌之迷境面對癌怪、接受挑戰。

體力

技能 心智

攻擊 防禦



過去， 

我也曾無比懼怕進入癌之迷境將會永遠陷落迷失； 

然而，來到這裡轉眼二十年了， 

與其說我是被命運逼迫而踏入這樣的境域， 

不如說我是由天之選而來到這裡進行一場人生最重要的旅行。

旅行過程中雖受癌怪無情打擊，我無法美化這種痛苦和無奈， 

但是同時也在一路上時時感受到自己被人用心保護、真心對待， 

感謝與感動總是盈滿我心。 

在一次次與癌怪拉扯拔河中， 

有所失去也有所獲得，有時痛楚有時喜悅； 

箇中不知收藏了多少祕寶， 

那一一都是珍貴的生命禮物， 

或許唯有迷境中人才能夠領略。

這一路踽踽前行中， 

我學會承擔，也試著微笑著品嘗生命甘苦。 

在迷境之中， 

我活得更像我自己，心情變得豐盛滿足。 

 

無論出境還是入境，已經不再那麼重要了。

HOPE 20 特輯

癌之迷境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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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友 服 務  永 不 停 歇

┃服務價值┃疫不容辭1001個希望

「成為自己的光、他人的光」分享時間，起初鴉雀無聲，第一

個同學說了心裡話，第二個掉淚了，第三個說，我也曾經走路

哭、騎車哭、獨處哭，但同學都不曉得。最後互相加油打氣

「沒關係，想哭就哭，哭一哭就好了」、「因為爸、媽生病，

我更清楚未來安排不能只想自己。一起加油！」

這些孩子因為爸媽罹癌而選擇堅強，更難得是反而油然生成更

體貼溫柔、體會到對他人所知有限，懂得把握當下。

2021年度成績單～疫情風雲裡，挺起腰

1001個希望種子營、夏令營是我們陪伴孩子經歷困難時刻的方式，因此我們勇於嘗試，將實
體轉為線上方式舉辦。

┃種子營┃成為自己的光、成為他人的光

┃病友故事┃妳是我夜裡閃耀的北極星

四年前確診乳癌歷經各式治療的淑珍，單親扶養小學二年級的女兒，母女過去不曾有機會一

同旅行，這次他們一起來參加親子營。淑珍說，這是我唯一一次和孩子的旅行! 我要好好把

握這個機會~

癌症希望基金會的工作夥伴們，是你們不放棄地給我加油打氣，帶我看見社會裡那麼多大愛

無私的人默默支持！能夠如此細心理解癌症病友感受，這樣的專業無比珍貴！

親愛的孩子～媽媽很愛很愛妳，望向妳，我就知道該往哪個方向努力。希望妳牢記媽媽說的

真誠待人，心善意善亦是真善。長大了，請將這樣的美好回饋社會，媽媽以妳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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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癌症醫療知識、認識情緒與自我照顧的線上版兒童工作坊。

得知爸爸或媽媽罹患癌症並歷經各式治療時，孩子小小心靈有著大大好奇......

「媽媽的癌症會遺傳給小孩嗎?」「頭髮掉了多久後會再長出來?」

所有的好奇與困惑將化成家庭生活改變後的正向力量！

「怪獸上的漸層花色，是我知道媽媽生病時的心情……」

「粉紅色代表擔心，擔心媽媽生病後就沒辦法陪我出門； 

  紅色代表生氣，生氣媽媽沒把身體顧好，一直咳嗽才被檢查出癌症。」

┃線上兒童工作坊┃癌呀愛呀之希望小學堂

┃創新特色┃病友支持團體

病友服務 永不停歇

透過情緒怪獸，將真實的生氣及擔心說出口。

┃口腔癌支持團體暨教育課程┃口友一起LINE(來)

連續三周的團體，打破城鄉區域藩籬，以談話、打字、貼

圖、影像等多元方式表達想法。口友阿德分享：「我家住

得很遠，生病治療也不方便出門，很開心打開LINE視訊就

能認識新朋友，獲得照顧資訊。」

伴侶一起LINE，情感更加愛！不僅協助口友表達心聲，也

從照顧者視角訴說心路歷程，真實地體會日常的照顧都是

愛的表徵。

┃晚期病友支持團體┃我的人生，我選擇！
線上相遇，不再有口難言

死亡如陽光般刺眼，不好說出口的話，在這裡我可以暢所欲言。首次辦理晚期病友支持團

體，提供成員分享生命的各種可能，阿悅姊說，家人愛我，但對他們來說死亡的離別太過

沉重，不想面對也正常。能夠在這裡跟夥伴們暢聊生命的規劃，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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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支持團體┃戲劇心療癒

卸下枷鎖的過程是痛苦的，放下傷痕、接納自己。

在苦難中破繭重生，蛻變成美麗的自己。

「藝術X心理諮商」跨界合作，為期六周的「戲劇心療癒」團體以繪畫、戲劇、肢體、冥想

等豐富的主題，帶領癌友將療癒的種子植入生命土壤。在一次次的藝術體驗中，釋放被囚禁

的靈魂。

致 走在療癒之路的你 
你是難得而可貴的，有勇氣和美麗， 
堅持到底，有你真好，
你是值得被愛的，熱情溫暖， 
人生開始沒多久，還可以繼續向前走，
有兄弟姊妹真好，多有趣的人生啊！

服務對象概況

服務成果

病友服務 永不停歇

諮詢服務 / 34,375人次
衛教指導、資源轉介、營養諮詢、心

理輔導、保險諮詢

病房探訪 / 7場 276人次
與3家醫院合作，主動到醫院關懷病友

病友會 / 7場 77人次

大腸經俱樂部、08愛俱樂部、珍姊妹俱樂

部、多發骨髓病友團體&希望肺行日記

1001個希望 / 323人

大專生獎助學金、親子營、夏令營、

種子營

專案補助 / 202人次

急難救助金、營養品補助、低收義乳胸衣補

助、李氏獎學金、希望驛站、就醫交通補助

希望樂活學苑 / 366場 3,203人次
紓壓瑜珈班、太極拳班、正念減壓班、烏克麗麗班、肚皮舞班、手作拼布等，15種班別

教育性團體 / 56場 1,219人

乳癌工作坊、學習營、營養補給班、

美麗守護班、專題講座

支持性團體 / 21場 127人
親密關係一日工作坊、療癒性團體、

戲劇性療育團體、正念減壓、口腔癌

情緒支持團體

康復用品 / 3,581人次

假髮租借、理髮服務、頭巾/毛帽贈

送、義乳胸衣配置、圖書借閱

身份

病友97%

家屬2% 社會大眾1%

性別

女性88%

男性
12%

41
-5
0
歲
3
0
%

5
1
-60歲
33%

31-40歲
11%

60-65歲
11%

65歲以上 
12% 30歲以下3%

年齡

—成員共同創作新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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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新 服 務  積 極 進 取

2021年度成績單～疫情風雲裡，挺起腰

邀請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乳癌病友協會、財團法人育田基金會及財團法人亞

太心理腫瘤學交流基金會成為照護網絡的先驅夥伴。

與亞太心理腫瘤學交流基金會及台灣心理腫瘤醫學學會，共同發展針對專業

人員如何回應病友情緒的溝通工具包。

拜訪癌友家庭服務單位， 
討論病友需求與服務缺口

共創發展服務工具

集結在地癌症資源中心、友善商家、非營利組織、

心理諮商所進行交流，打開不同單位服務合作的可

能性。

辦理在地照護網絡共創工作坊， 
集思廣益共創新服務

癌症照護網絡 擴大再提升
去年我們獲得傳善獎的肯定，藉由跨資源、跨領域及

跨專業的合作，解決台灣癌症照護資源分佈不均及服

務接軌不順暢的問題。今年持續努力與醫院及社區機

構間交流合作，建立一個需求不漏接、服務不間斷的

癌症照護環境。

台灣癌症資源網 升級更好用

今年癌症資源網，精準媒合所需抗癌

資源與服務，從使用者角度出發，透

不知道該如何找資料嗎？沒問題！我們將癌友最關心的生活需求分為六大類：

顧身體、顧心靈、放輕鬆、挺家屬、找資源、保權益，讓您使用上更為快

速方便。

過文化部資源將介面改版升級，除增列全台更多的服務及補助外，再推出個人

化推薦，只要輸入癌別、居住地等個人資料，就能取得您所需的相關資源。

癌症資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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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宣 導  力 量 升 級

2021年度成績單～疫情風雲裡，挺起腰

網路平台及社群經營成效
持續透過各種數位平台進行衛教宣導，提供民眾最即時、正確並貼近生活的資訊，成為最值

得信賴的抗癌資訊首選。

臺大癌症友善病房改造
匯集港澳台灣慈善基金會和艾伯維藥品的愛心，與臺大醫

院合作，聯手改造12樓癌症病房，成為全台最大「癌症友

善病房」。

以希望能量森林主題，融合「同理」與「衛教」精神，增

加淺顯易懂且具互動性的衛教區，及具紓緩情緒效果的空

間，病房不再冷冰冰，為癌友再添抗癌正能量！

出版《高效率癌症照顧心法》
市面上少見由癌症照顧者角度出發談癌

症的書籍，由基金會長年志工張鳳書集

結一年多來，陪伴父親走過癌症治療的

經驗談，提供五大安心秘訣、十二道開

胃食譜、十六招體能照護，讓照顧者不

再心力交瘁，伴癌友展開癌後新人生。

HOPE TV癌症希望頻道
2021年推出新影片數量多達81支。

抗 癌 攻 略

希 望 廚 房

希 望 健 身 房

其     他

副作用飲食對策 
(原住民語系)

24支

12支

5支

20支

20支

乳癌攻略及卵巢癌雙攻略上線 
為了協助女性迎戰癌症，基金會重磅推出【乳癌攻略】及【卵巢癌攻

略】Line數位工具，加入好友後由小幫手引導癌友一步步理解治療、

提升知能，不再迷失於資訊大海，治療溝通不卡關。

臉書粉絲團 
粉絲數突破5萬人

YouTube癌症希望頻道  
訂閱人數突破2萬人， 

累積觀看次數突破160萬次

Line官方帳號  
好友人數達23,7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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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發 展  願 景 可 期

2021年度成績單～疫情風雲裡，挺起腰

癌症治療可近性
出版第四版「癌症治療可近性 政策建言書」遞交健保

相關單位，舉辦媒體工作坊、拍攝病友影片、進行立委

與專家拜會、刊物投稿，溝通並彰顯「健保資源合理分

配」、「商業保險補位健保」、「提升臨床試驗資訊的

友善性」等訴求。首次獲健保署正式發函回覆建言書內

容，健保署長對外演講將「商保補位健保」設為未來目

標之一。

媒體工作坊實況 拜會吳玉琴立委

建言書QRcode

癌友生育健康

與五大醫學會合作，完成乳癌、血液癌症、睪丸癌以及通則版的「癌症病人生育能力保護

共識宣言」 ，並公告於各醫學會的官網上，增加醫療人員認同並期盼落實於臨床診療。

透過聯合報元氣周報大篇幅報導，喚醒社會一起正視癌友生育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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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

參與Precision Oncology Patient Innovation Awards競賽 榮獲首獎

以「Diversifying Patient Empowerment through Precision Medicine-透過精準醫療以

多元化方式培力病友」提案榮獲首獎，彰顯基金會對推動精準醫療的理念獲得肯定。

參與Pitch for Pinnacle競賽 榮獲全球前六名 

以「癌友生育健康」參加Pitch for Pinnacle競賽，榮獲全球前六名，更於決選當天獲線上

民眾票選為最受歡迎獎，讓台灣在癌友生育議題的努力被世界看見。

21位名人齊心響應「世界癌症日」

邀請 21 位各界名人主動參與「抗癌發嘍咪 ! 21 天健康主張」線上接力挑戰，呼籲全民落

實健康生活好習慣，為無癌世界的願景努力。

此活動吸引百萬人次關注，也登上國際抗癌聯盟 (UICC) 世界癌症日活動網站，向世界傳

遞台灣抗癌動能 !

研究發展 願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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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共 事 務  傳 播 希 望

2021年度成績單～疫情風雲裡，挺起腰

逆風而行鏡頭捕捉初心 疫情下虛實展覽感動人心

【捕捉希望】

「捕捉希望」已邁入第8屆，鼓勵癌友透過數位攝

影，紀錄捕捉生命的瞬間、療癒身心。今年適逢疫

情，仍有多達258件作品參賽，雖無法舉辦實體頒

獎典禮，但仍透過線上投票活動、線上影展以及搭

配醫院巡迴展，讓觀者感受癌友陽光希望的一面及

強韌的生命力。

親友組冠軍-怡霖/生命癌殤

癌友組冠軍-阿咪/逆風飛翔的心

百人捐髮-希望大使 劉畊宏/劉宇恩

愛心接麗眾人挺癌友 
【希望從頭開始】

疫情下，百人捐髮轉型為線上接麗挺癌友，透過希望大使劉畊宏父子熱情宣傳，眾人踴躍

捐髮總計募集141位的髮束，從全台各地甚至海外皆有愛心捐髮人響應，年齡橫跨5歲至

62歲，更有許多善心人士捐助假髮製作經費，共同接麗癌友的自信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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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務 傳播希望

立即觀看
捐髮成果影片

除此之外，今年更首辦「希望魔髮學院」，召集曾捐過頭髮的國小學童參加，透過癌友現

身說法及互動遊戲，來理解受助者的處境，也期待捐髮的孩子們，了解自己善的力量多

大，更有使命投身社會參與及助人。

小小魔髮師行善助人

小魔髮師結業大合照透過活動了解假髮及癌友需求

演唱會開進醫院裡  歌王歌后歲末暖心伴癌友

【聽希望在唱歌】

在疫情漸緩及符合防疫政策下，基金會努力爭取

在北、高辦理各一場「聽希望在唱歌」演唱會。

北部首度開入台大醫院癌醫分院，開場由希望手

鼓打擊樂團敲響演唱會序幕，表演嘉賓林美秀、

邰肇玫、羅文裕及彭佳慧熱情表演，並透過主持

人季芹的幽默串場，陪伴病人度過了美好一夜。

母女四口闔家一起捐髮



公共事務 傳播希望

南台灣已辦理十年的高雄榮民總醫院，在張鳳書的主持下，表演嘉賓于台煙、曾淑勤、

許富凱及曹雅雯的歌聲炒熱整個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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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決算數由本會自結，正式財務報表以會計師查核報告為準，查核後公告在本會官網。

2021年總收入       $91,158,906

58%

29%

10%

2%

1%

一般捐款

企業專案

非營利組織

政府計畫

其他收入

2021年總支出       $74,751,009

42%

22%

4%

8%

24%

癌友家庭照顧計畫

教育宣導

政策倡議&國際事務

募款成本

管理費用

2021年
總收入

政府計畫2%
其他收入1%

非營利 
組織 
10%

企業
專案
29%

一般
捐款
58%

2021年
總支出

教育宣導
22%

募款成本
8%

管理費用
24%

42%

癌友家庭 
照顧計畫

政策倡議&國際事務4%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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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希望的力量持續助癌友

點亮生命之燈

「住在病房，有時候好像與世界隔離了一樣！生活就剩下治療、檢查、等待報告，期待下

一次醫生來的時候，告訴自己出院的時間，記憶中即使收到一顆小月餅都讓自己感受到過

節的滿滿幸福。」這是來自血癌病友辛蒂的分享。

病友安安分享「我也曾是病友，不管是入院前的忐忑、入院後身體所受的煎熬、或者每天

都要找理由說服自己繼續加油的努力…那段難熬的日子，因為經歷過，所以我更加理解多

一份支持有多重要。」

對於正在治療的癌友來說，頻繁進出醫院在所難免，對體力與時間來說都是一大負荷。因

此基金會主動走進病房關心癌友的治療狀況，讓病友及家屬抒發情緒，並提供服務及資源

的訊息，讓癌友知道，在需要幫助的時刻，希望都會在這裡。盼您捐款支持，讓基金會持

續提供各式病友服務，也透過醫院的探視將關懷及愛送到病房中。

為響應環保，推行無紙化，如您對本會

訊息及癌症相關新知有興趣，歡迎您追

蹤臉書，或加入癌症希望基金會官方

LINE帳號，將能即時得到更多訊息。

(02)3322-6287 

分機125黃小姐

【捐款專線】 【愛護地球 立即訂閱電子報】

癌症希望基金會 LINE@ 癌症希望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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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亮希望之燈

請填妥下方表格後傳真至(02)3322-1719 

劃撥捐款 帳號：50191500  /  戶名：財團法人癌症希望基金會

口單次捐款＿＿＿＿＿＿＿＿元

口定期捐款每月＿＿＿＿＿＿元，自＿＿＿年＿＿＿月至＿＿＿年＿＿＿月 

‧收據抬頭：＿＿＿＿＿＿＿＿＿＿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行動)＿＿＿＿＿＿＿＿＿＿＿(市話)＿＿＿＿＿＿＿＿＿＿

‧通訊地址：＿＿＿＿＿＿＿＿＿＿＿＿＿＿＿＿＿＿＿＿＿＿＿＿＿＿

‧E-MA I L：＿＿＿＿＿＿＿＿＿＿＿＿＿＿＿＿＿＿＿＿＿＿＿＿＿＿

‧收據開立：口不用寄發  口年寄  口每次寄

‧持卡人姓名：＿＿＿＿＿＿＿＿＿＿＿＿＿＿＿

‧發 卡 銀 行：＿＿＿＿＿＿＿＿＿＿＿＿＿＿＿

‧卡         別：口VISA  口MASTER  口JCB  口其他＿＿＿＿＿＿＿ 

‧卡         號：＿＿＿＿＿-＿＿＿＿＿-＿＿＿＿＿-＿＿＿＿＿

‧有 效 日 期：＿＿＿＿＿月＿＿＿＿＿年(西元)

‧持卡人簽名：＿＿＿＿＿＿＿＿＿＿＿＿＿＿＿(請與信用卡背面簽名相同)

銀行(ATM)捐款 請來電洽詢(02)3322-6287 #185、186

行動支付捐款

**提供身分證字號者，本會將直接上傳國稅局，方便您申報**

依財團法人第25條規定，本人口同意口不同意，以收據抬頭公開徵信(如無勾選視為同意)

支持我們就是現在

更多捐款方式 捐款服務請洽詢財務管理部(02)3322-6287 #185、186

信用卡捐款

超商(多媒體機)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