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事長的話

不平靜的2020年終於落幕，我們戴著口罩、頂著寒風迎接2021年的到來。雖然1月

中旬台灣疫情又轉趨緊張，我們仍然要對這新的一年懷抱樂觀期許！2020年新冠疫情讓

生活節奏充滿了變動與不確定性，但是基金會全體同仁仍盡最大努力，在服務、宣導以及

倡議上多方嘗試與突破，此刻回顧去年基金會努力的成果，更感彌足珍貴。

在病友服務工作上，去年是充滿挑戰的一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服務提供方式必

須更多元與更具彈性，因此我們強化希望小站的防疫安全管控，提供癌友安心的諮詢環

境，在實體課程方面也調整成可以線上參與的型式，以確保病友服務不間斷。

疫情同時加速了各行各業數位行銷的腳步，基金會在2020年亦展現出驚人的數位工

具生產力，推出包括希望護照2.0 APP、淋巴癌攻略Line以及總量高達79支的衛教影片。

其中，新企畫的「抗癌攻略」與「鳳書廚房」兩個帶狀節目，分別聚焦在癌症知識以及照

護營養主題，深獲民眾好評喜愛，也帶動Hope TV訂閱戶快速成長。另外，基金會在去年9

月與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合作，打造了全球第一家「血癌友善病房」，病房內

融入兼具衛教資訊與同理撫慰的設計巧思，希望幫助病人在抗癌路上走得更加順遂。

2020年我們在倡議上同樣有精彩的表現，我們建構了台灣第一個「癌友生育健康資

訊平台」，期望幫助癌友與家屬完整了解癌症與生育問題；在2020年健保改革之際，基

金會也以紮實的論證，透過立委質詢及媒體宣導，成功對健保署部分負擔政策發揮影響

力。

值得我們驕傲的是，2020年基金會以「希望繁星網，照亮全癌友」計畫榮獲第六屆

「傳善獎」，這是基金會第二度獲得傳善獎的肯定。「希望繁星網」計畫是基金會未來發

展的願景和努力方向，「共好」是其中的核心理念，我們希望串聯癌症照護領域的所有夥

伴，包括醫療院所、社福機構、病友組織、長照據點，透過跨資源、跨領域、跨專業的合

作，建立全國無縫接軌的癌症照護系統和強化癌友自我照護能力，真正落實「以病人為中

心」的全程無縫照護。

告別2020跨入2021！2021年是值得誌記的一年，因為基金會在今年滿20歲了。回顧

過往與癌友及家屬們相伴走來的歲月，我們受到很多的幫助與支持，信手拈來皆是感動與

感謝，這些都轉換成為基金會繼續前行的動力。未來，我們仍會兢兢業業、全心投入對病

人與家屬的服務，更歡迎您的加入，為抗癌的漫漫長路帶來更多的光明。

最後祝福各位朋友牛轉乾坤、闔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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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希望基金會 董事長 王正旭 敬上

充滿挑戰卻成果豐碩的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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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善啟航 建構完善癌症照護網

37歲的小青3年前罹患乳癌2期，好不容易挺過罹癌的衝擊和艱辛的治療，以為生

活就要回歸常軌，然而卻發現回不去了，原來「問題不會因治療結束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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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第六屆傳善獎肯定 助癌友家庭度過風暴!

傳善獎頒獎典禮

在癌症照護上，過去「醫療急性處置」的思維已不夠全面，癌症存活者的增加及

其平均壽命的延長，在服務上，將面臨更多生活適應及生命品質的議題，強調應該透

過社區參與，強化病人自我照顧及醫療與社區間的資源整合，以打造無縫接軌的癌症

照護網絡。2008年7月國民健康署委託基金會於國內6家醫院推動「癌症資源單一窗口

服務試辦計畫」，輔導串連醫院及社區的網絡合作模式，是建構完善照護網絡的重要

里程碑，迄2020年全台已有81家醫院設立癌症資源中心。

但是，建立完善的癌症照護網絡仍有許多需要完成的艱鉅任務，甫獲第六屆傳善

獎肯定的「希望繁星網，照亮全癌友」計畫，就是要以癌症資源中心為基礎，一步步

進行跨資源、跨領域、跨專業合作，以建立無縫接軌的癌症照護系統和強化癌友自我

照護能力，從而突破癌症照護瓶頸，落實癌友家庭和醫療團隊的共好目標！



她是小婕，67年次

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八年前歷經化療與骨髓移植

現在的她，與您分享... 

「幸福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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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婕參與基金會的情緒支持團體、親子營與各式講座，其中

一堂課的老師問「此生你想留下什麼?」所以小婕發願畫一本療癒

小畫冊，想把每個溫暖、感動、激勵自己的片刻，記錄下來。小

婕發現「原來自己還有溫暖別人的能力時，就給了自己極大的支

持力量，想要持續不斷地畫下去。」這一路走來，八年了，小婕

仍努力在修習的路上，感恩這一切，有您相伴!

小婕積極參與基金會活動外，也成為台中希望小站
的志工，幫助其他病友。 [註]生命石=癌症

浩劫重生的我，置身在綠的世界裡，

感念這顆「生命石」

帶領我遇見家門口外最美的風景，

是家人的支持與陪伴讓我勇敢的接受、面對，

投身志工團隊後，生命裡流轉著活力，

也讓我遇見生命美妙的力量—是歡笑與希望。

但是人生無常，

有時會令我們處於「急難痛痛期」，

此時常會忘記勇氣在哪裡?

因此我們需要不斷被提醒，

堅定自我強大的意志力，

在醫院時我畫了一張張鼓勵自己的小語卡片，

真的得到很大的力量，熬過難關。

希望我能把這份力量，

傳送給每一位需要的朋友，

並祈求大家都能平安健康，

感恩身旁每位善良的小天使

持續不斷發出光、送出愛!

生命間隙 看見溫暖



貼心服務 希望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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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服務不間斷

2020是艱辛的一年，上半年因新冠肺炎讓許多活動受到衝擊，但也同時是個契

機，讓服務提供方式能邁向更多元及彈性。然而人與人的溫度無法全部用數位取代。

因此，為確保癌友家庭能有個安心的環境，希望小站嚴格控管人員進出、呼籲保持安

全距離與配戴口罩，讓實體的課程能持續辦理，並增加線上參與的方式。疫情之下，

需求不間斷，所以我們服務也不間斷，希望小站會一直在這裡陪伴著您！!

諮詢服務 / 38,327人次

教育性團體 / 79場 1,734人

支持性團體 / 36場 296人

康復用品 / 5,250人次

病房探訪 / 22場 722人次

病友會 / 12場 174人次

1001個希望 / 439人

專案補助 / 106人次

衛教指導、資源轉介、營養
諮詢、心理輔導、保險諮詢

與10家醫院合作，主動到醫院
關懷病友

大腸經俱樂部、08愛俱樂部、珍姊妹俱
樂部、神經內分泌腫瘤、胃癌、多發性
骨髓瘤、肺癌

大專生獎助學金、親子營、夏令營、
種子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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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營、營養補給班、美麗守護
班、專題講座

乳癌病友教育支持團體、肺癌病友
教育支持團體、親密關係情緒支持
團體、希望樂活學苑

假髮租借、理髮服務、頭巾/毛帽
贈送、義乳胸衣配置、圖書借閱

服務成果

服務對象概況

身份

病人88%

家屬及親友
12%

性別

女性87%

男性
13%

41-5
0歲

3
0
.2

%

5
1
-6

0
歲

% 
32.0%

65歲
以上

 

12.6%

61
-6

5歲

 

11
.9%

30歲以下
2.4%

31-40歲
10.9%

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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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希望：不斷延續的故事

基金會成立20年來，陪伴超過1000個癌友家庭，而每個家庭都像是一個篇章，彙

整成一個有淚水有歡笑的故事。

「1001希望」旨在提供癌友家庭支持性的服務，以社工專業的引導及同儕經驗情

感交流，讓癌友子女不再孤單面對父母生病的情緒壓力。

癌友家庭子女在面臨父母生病的議題，無論是在生活互動或情緒抒發上，都是

困難的課題，需要悉心去梳理因癌而產生的「結」，打開彼此溝通的管道。因此，

基金會從2008年起辦理親子營，與266個家庭一起開啟父母與子女對話癌症的契

機，透過創作、表達，帶領家庭覺察癌後新的生命樣態！

親子營

LAVM一家四口共同創造出來的家徽：爸爸是穩

穩的山，小孩是天上的雲自由飛，媽媽是貫穿

山岳的河流，存在雲當中也存在山裡面，4個

人英文名字組合成家的名字，意外發現是印度

文「愛」的意思。

不容易說出口的就讓行動來表示！一個安心

的擁抱、一個理解的微笑，一項齊心完成的

任務，讓全家人的愛彼此流動。

[對象] 罹癌父母與國小以上未成年子女。

[目標] 增進親子與配偶間疾病議題的討論與交流； 

         藉由家庭間的互動，了解不同家庭因應重大 

         事件的方式。

「癌症來了以後，或許不可能回復到原本

的樣子，即使治療結束，延伸而來的身心影響

並不會因為治療結束就消失。但即便遇到這麼

重大的事情，我們都依然能夠在彼此的支持下

恢復元氣。」這是基金會多年來陪伴癌友家庭

的價值與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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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E希望成為孩子支持的力量，撐起支持的網

絡與扶手，陪伴孩子安全渡過父母罹癌的壓力

與挑戰。

各種情緒充滿孩子的心中，透過遊戲與活動

引導孩子說出來，讓心情有個出口。

癌症是個不受歡迎的事件，「

我很生氣，因為害媽媽無法提重

物、很多事情都不能做。」「我很

害怕，因為不知道這個癌症會發生

什麼事情。」「我覺得難過，看到

媽媽很辛苦，而且媽媽生病後我們

很少出去玩了。」孩子的年紀不

大，但不代表他們不明白。遇到父

母生病的情況，情緒的壓力在所難

免，而在三天兩夜的夏令營以及一

日的兒童工作坊，透過陪伴、遊

戲、談話，讓孩子的情緒有「心」

的出口，能把愛和感受化為力量，

讓癌症的經歷不再是孤單的過程，

而是一條能夠互相陪伴的路。

夏令營/兒童工作坊

[對象] 國小4-6年級之癌友子女。 

[目標] 提昇成員解決問題之自我效能感，以回應生活中面對之困境；增進同儕支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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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群孩子除了念書努力打工外，還要

擔心或照顧罹癌的家人，我們要謝謝這群癌

症家庭大專生願意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透

文文：「揮別低谷的烏雲密布，此刻光景

像一道穿過層層雲霧閃耀著的曙光。」

[對象] 獲當年度癌友子女獎助學金之大專生。 

[目標] 探索個人的情緒樣貌，整理生命經驗與 

         家人關係；並藉由團體成員的經驗連 

         結，促使彼此給予情緒支持。

‧大專生獎助學金

  父母一方罹癌且正在治療之大專生，

  每戶限一名子女申請，每名2萬元整，共75名，

  收件時間：2021年3月1日至3月31日。

‧夏令營 預計7-8月份，請密切關注官網訊息！

‧親子營 預計9-10月份，請密切關注官網訊息！ 

種子營

2021年「1001希望」相關活動

過平凡的毛線及畫筆將說不出口的感受表達出來，也串起了73個罹癌家庭的故事。

生命從來就沒能夠照著計劃前進，總是有突如其來的意外未經過同意就橫衝直

撞的闖入，我們只能被迫接受，混亂頓時如毛線般纏繞在一塊，但生命總會找到出

口，回首過去的路徑留下一首值得歌頌的生命樂章。

在這群即將展翅高飛的孩子身上，癌症的印記成為生命的養分，滋養著他們繼

續追尋夢想與希望！



癌友的營養照護需要多元，基金會持續致力於提供正確且實用的知識，讓病友與家

屬不再徬徨，在癌症知識講座內放入營養議題，或融合知識與實作，辦理營養補給班，

完備癌症營養知識基礎，同時也能學得烹煮的技巧。另外，也發展線上影音頻道「鳳書

廚房」，讓無法參加實體講座的病友及家屬，可以透過Youtube學習，有我們一起努力，

癌症營養照顧不再是難事。

貼心服務 希望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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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一直是癌症病友的大事，不論是治

療期間的營養加強，或治療結束後的身體調

養，營養顧的好，可以降低中斷治療的風

險，更有體力面對治療引起的副作用，養好

身體這片土壤，才可種出健康的果實。

經由社工或護理師評估篩選出需要介入

服務者共計129位，病友小香因為乳癌接受化

學治療，食物入口後苦味特別明顯，讓她食

慾降低。加上飲食習慣為蛋奶素，化療後體

重逐步下降，更不知道該如何正確飲食。經

過營養師的調整後，從一天4餐增加到一天6

餐，體重也從55公斤增加到57公斤，也達到

每日熱量目標。小香說因為瞭解食物的代換

原則、增加餐間點心的小撇步讓她覺得在生

活中更容易實踐。

關於營養這件大事

營養服務介入後的改變

*人數129位

攝取總熱量

40%

1220大卡

1720大卡
介入後

介入前

↑

攝取蛋白質量

35%

56.8公克

76.2公克
介入後

介入前

↑

體 重

3.6%

52.3公斤

54.2公斤
介入後

介入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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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資訊 傳遞關懷

經營網路平台及社群

為了滿足癌友抗癌知識的需求，基金會長期製作衛教影片，也持續精進影面的內

容及呈現方式，期盼可以質量兼具，2020年總計產出79支影片，包含癌友最關心的治

療、運動、情緒及營養等處方。並企劃二個帶狀節目：每周一推出的「希望廚房．鳳

書上菜」，以及每周三上線的「抗癌攻略」，因主題明確內容深入簡出，HOPE TV證明

網路平台及社群經營成果

HOPE TV癌症希望頻道

微博Facebook 優酷LINEYouTube
大腸癌
照護網

淋巴癌
照護網

台灣癌症
資訊網

神經內分泌 
腫瘤資訊網

癌症希望
基金會官網

數位化趨勢及疫情延燒下，基金會持續深

耕社群平台，透過行動裝置及數位工具，

讓許多病友得到更即時的衛教知識，因而

也得到了廣大迴響。

    基金會臉書粉絲團  粉絲數41,715人 (年度增長23.95%)    基金會YouTube  影片觀看次數654,499 (年度增長145.71%) 
訂閱人數9.047人 (年度增長356.04%)    基金會Line官方帳號 好友11,498人 (年度增長25.4%)

即使是只提供「癌症」相關的「知識性」頻道，也能在熱鬧的YouTube

上，開創一片藍海。2020年12月也創下單月觀看次數近15萬次的紀

錄，全年度觀看數共66萬次與2019年對比，成長了2.5倍，幫助許多有

需要的癌友家庭。

網 站 平 台 社 群 平 台



研究顯示病友能夠自主管理並掌握

病情，有助於治療成效，因而基金會持

續推廣「希望護照」病友自主管理工

具 ， 並 開 發 數 位 化 版 本 的 希 望 護 照

APP─以服務設計的角度，為癌友量身

打造最適合的行動記錄工具，內建實用

功能包括治療指數、空氣品質、運動提

醒、副作用登錄、健保新知等等…盼促

進癌友自主性及醫病共享決策！

基金會長期發行36本希望之路手冊及9種衛教單張，今年度更新增了因標靶藥物造

成皮膚副作用的護理單張、特殊軟質及流質營養單張，並出版了「抗癌食力餐-流質、

半流質、軟質一樣給力」電子書，由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營養部-黃孟娟主

任指導，蘇湘雯及宋燊營養師設計食譜，幫助有飲食困難的癌友吃地美味也健康。為

了讓病友「更易讀、讀地懂」，今年度手冊總計改版17本、單張2份，改版以「視覺

化」及增加圖表輔助說明為方向。

專業資訊 傳遞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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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教工具

推廣癌症教育 多元個人化工具助癌友

病友自主管理-希望護照APP

除此之外，也持續發行會刊、電子報等，從生活

多元面向給予病友資訊，更因應環保及無紙化，鼓

勵大眾多多訂閱電子報或LINE@官方帳號等，更可以

及時得到資訊，並且共同為了地球盡一份心力。

印製量 
182,000份

發行量 
138,591份

發送醫院
130家

希 望 照 護 A P P
癌友記錄小幫手



淋巴癌的亞型多達60種以上，為幫助淋巴癌病友掌握複雜病況，降低

恐慌與不安，在醫病溝通與治療決策上不會卡關，開發數位工具《淋巴癌

攻略》，用LINE就可以了解個人化的治療全貌，並有「我的就醫筆記」功

能協助與醫護溝通，盼守護病友治療全程不迷航。

在陪伴癌友和家屬20年的過程

中，我們發現癌友和家屬從診斷、治療

到預後，除了要學習與疾病奮戰，也需

要學習自我情緒的相處~

以此為出發點，和兩位病友及兩位

病友家屬合作，從自身面對癌症議題出

發，所經歷的情緒如何抒發，透過心理

師專業的角度提供情緒紓解的方案，並

搭配眼球先生療癒系的插畫，由圓神集

團-如何出版社協助編輯出版，希望能

幫助在生命路上遇到情緒困擾的朋友！

12癌症希望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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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病共享決策-淋巴癌攻略

「與情緒相伴的新生活提案」照顧癌友心中的情緒

9/15世界淋巴癌日，淋巴癌攻略上線記者會，與中華民國學液病學會、中華民國血液
及骨髓移植學會共同推廣。



世界癌症日

專業資訊 傳遞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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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血癌友善病房 打造病友第二個家

血癌病情常來地急且需要立即住院，

而住院期長達1-3個月，基金會和高雄醫

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攜手打造全球第

一家、專為血癌病友建置的「血癌友善病

房」，落實以「病友為中心」理念，病房

內融入兼具衛教資訊與同理撫慰的設計巧

思，以「病間同行 抗癌加分」的主題，

為血癌病友打造更暖心、友善的病房空

間，並於國際血癌宣導月揭幕，記者會當

天許多高醫病友也回娘家，對病房的新樣

貌給予肯定。

結合國際抗癌聯盟(UICC)2月4日世界癌

症日「I AM and I WILL我是，而且我願意」

精神，邀請30間醫院、7間藥廠、11位知名

創建全球第一家血癌友善病房

宣導活動   

人士及105位FB網友共同參與生活中落實「防癌五保庇」透過網路響應及抽獎活動，讓防

癌觀念深入民眾。

提醒民眾選擇健康的生活方式，例如規律運動、正確的飲食、體重控制、拒絕菸酒和

檳榔等，來降低罹癌風險。



肺癌儼然已為台灣的新國病，因初期症狀不

明顯，容易讓人輕忽而導致肺癌確診時多為晚

期…今年邀請鐵肺歌后-彭佳慧、知名藝人-寶媽

每年有超過1500名女性罹患卵巢癌，是女性癌症發生率及死亡率的第7名，但因人

數少常被忽視...超過一半的病友年齡落在40-59歲，上有長輩要顧、下有兒女要養，正

處於人生的三明治階段，當罹患了癌症該怎麼辦...

5/8是世界卵巢癌日，邀請兩位卵巢癌康復病友分享她們心路歷程：癌症！不會只

是一個苦難，更有機會是一份禮物～罹癌後，仍值得被寵愛、被疼惜！同時也呼籲廣大

女性們關注自身健康！

世界肺癌日

世界卵巢癌日

14癌症希望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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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吹蠟燭影片，邀請民眾一同更換臉書大頭框，喚起大家關心自身肺部健康~

此外，同步教導肺癌患者做一個認真的病人，聰明掌握抗癌關鍵撇步，運用衛教

輔助工具「肺癌攻略」、「肺癌診間提問小撇步」，與醫師有效溝通，了解自身病

況，選擇最佳治療，一起SMART贏戰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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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創新 發展未來

2020年七月，基金會攜手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與七大相關醫學會—中華民國癌症

醫學會、台灣乳房醫學會、中華民國婦癌醫學會、中華民國血液及骨髓移植學會、台灣生

殖醫學會、台灣泌尿科醫學會、中華民國血液病學會，共同呼籲重視癌友生育健康。

基金會首創「癌友生育健康資訊平台」，以三大功能

協助癌友及家屬完整了解癌症與生育：

1.衛教資訊—治療對生育影響、生育保存方式等

2.癌友經驗—透過他人的經驗給癌友支持力量 

3.決策輔助—評估治療後不孕風險並探索自身對生育

                 想法，最後提供決策建議。

2020年十二月，基金會和國民健康署聯

合邀請七大醫學會齊聚討論「推動癌症病人

生育健康專家共識」。會中，各學會承諾發

展通用/各專科生育能力保護臨床共識，並納

入未來研討議題，加強相關教育訓練。 

癌友生育健康

醫病三主動  七大學會共同把關生育自主

醫學會齊聚討論推動共識  共同保障癌友生育權

台灣首創「癌友生育健康資訊平台」

癌症希望基金會與國健署攜手七大醫學會
共同支持癌友生育健康

七大醫學會齊聚討論推動癌友生育健康共識方向

基金會首創癌友生育健康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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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創新 發展未來

倡議，從來就不是好走的路！基金會不斷努力為癌友爭取治療權益，促進癌症治療的

可近性，相信每個人都需要及時適切治療，才能有更好生活品質！

癌症治療可近性

以政策建言書為媒介，拜會健保

會委員、共擬會代表、前健保局

總經理、藥師公會等10人次。

拜會藥師公會全聯會

病友共識營

保險專家會議

民調記者會

爭取健保委員認同 第三版政策建言書

舉辦病友共識營，了解不同疾病

別病友對健保改革的想法，共邀請6

個病友團體發表說明，使基金會主張

更具體周延！

透過千人民調，過半民眾支持健保開源節流！

讓基金會在記者會上，更有信心為癌友推動改革。

邀請保險專家、臨床醫師等，討論如何善用商業

保險的理賠，支援健保缺口。



研究創新 發展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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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灣有超過75萬癌友，其中53%屬於

勞動人口(15-64歲)，近年來因為醫療科技

的進展，癌症五年存活率持續攀升到了

58.17%，癌症逐漸朝向慢性病化發展；越

來越多病友在治療同時或治療結束後，仍有

繼續工作的可能性，但是台灣的就業市場與

癌友準備好了嗎？

基金會積極拜會相關專家學者、了解癌

友就業困難與需求，並受邀進企業舉辦友善

職場宣導講座，未來我們仍然會持續關注癌

友就業議題，歡迎企業團體與本會接洽，讓

我們共同打造對癌友更友善的就業環境 !

癌後友善就業

到底什麼叫做
友善企業或友善職場？其實，只要理解，

就是一種友善。

羅氏大藥廠宣導

癌友就業講座

拜會張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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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竿學習 傳遞希望

國際事務

癌症希望基金會持續與國際機構交流、

相互學習。分享台灣抗癌、癌友服務經驗，

讓台灣面向世界、讓世界看見台灣 !

投稿國際病友組織經驗交流論壇(IEEPO) 分

享「希望護照」效益

基金會2003年研發紙本希望護照，讓病人

能記錄檢查、抽血、用藥、回診、副作用

等重大資訊。2016年進行314位使用者效

益評估，證實希望護照能有效提升疾病知

能、降低情緒焦慮。今年將研究成果投稿

至IEEPO並入選海報展，使得基金會病友服

務經驗提供國際會員學習。

全台首創淋巴癌攻略 榮登UICC官網 

數位工具輔助醫病溝通已成為趨勢，基金

會分享全台首創的淋巴癌攻略，榮獲全球

最大國際抗癌組織UICC報導、刊登於官

網，讓台灣的抗癌創新服務被全世界注

目。

數位工具導入 
的創新肺癌照護計畫

基金會榮獲國際肺癌組織聯盟(Lung Ambition 

Alliance)2020全球贊助方案，在全球60個單位中

脫穎而出，是亞洲唯一獲選國家。我們將與醫

護、癌友共同發展數位輔助工具導入方案，優化

醫護對新診斷病人的治療計畫溝通，協助治療中

的病人疾病管理和自我照護。 



聽希望在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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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你 希望無限

品牌活動

抗癌要成功不能單憑醫療，尤其面對治療的辛苦，旁人的支持與自己心情的療癒

更有助癌友、家屬及醫療團隊往更好的明天出發!因此舉辦「音樂會」、「攝影」與

「繪畫」比賽，就成為基金會絕不能放棄的事!

這首歌我等了好久好久! 

雖然一等就是5年，但我今天真的來了 

我終於可以來聽彭佳慧唱歌了!｣

住 院 期 間 因 白 血 球 過 低 而 無 法 參 加 

[ 聽 希 望 在 唱 歌 ] 音 樂 會 的 血 癌 病 友 

在現場這樣說著，所以2020的12月8日

這天，她就這樣從屏東一路騎著摩托車

到高醫，因為對她而言這代表的不只是

一首歌，更是重生!

讓在院的病友、家屬走進來聽歌並不容易，但每年音樂會我們不僅看到掛著點滴的病

人、推著輪椅的家屬，甚至在場地允許下，更可看到舞台四周就這麼被病床包圍著!也因

為這樣，即使受COVID-19疫情衝擊，2020[聽希望在唱歌]關懷音樂會仍在12月準時出

發，並在林志炫、彭佳慧、邰肇玫、曾淑勤、于台煙、許富凱、林美秀、黃嘉千、康康

與張鳳書10位知名藝人的接力陪伴下，用歌聲告訴在場1366位抗癌夥伴：｣

我好! 我們都好! 你也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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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你 希望無限

2020[聽希望在唱歌]關懷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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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你 希望無限

彩繪希望

資源募集

抗癌路不好走，放棄難，堅持更難，但

第8屆[彩繪希望]繪畫比賽177位參賽者，不

僅選擇拿起畫筆，更投稿參賽，為的不是名

次，而是想紀錄那個認真面對的自己，因為

在這場被癌症冠名的比賽中，我們想做的不

是競爭，而是以畫會友，成為彼此的貴人!

好不容易撐過無法發放獎金的經費短缺

陰霾，又受疫情影響而成為舉辦以來耗時最

久的第8屆[彩繪希望]繪畫比賽，終於在美商

默沙東藥廠(股)公司台灣分公司及活泉公益

信託社會福利基金公益贊助下，由擔任評審

的聯合報資深記者-魏忻忻、美果廣告設計公

司設計指導-陳啟文、第2屆彩繪希望親友組

佳作-于台煙、中國科技大學規劃與設計學院

院長-簡福鋛、美商默沙東藥廠台灣分公司總

經理-中島理惠、島嶼有光影像製作創意總

監-齊怡、前中國時報藝術總監-李林及藝術

創作評論策展人-黃子佼評選出31幅得獎作

品，不僅走進北中南5家醫院展覽，更首度

以他們的畫與話為主題製作訪談節目，盼透

過直播讓每幅畫背後的故事能傳遞到更多更

遠的地方，因為這些努力不被打倒的人生永

遠都值得!

受到每筆捐款幫助的不只是癌友與家屬，還

有第一線服務的我們，因為每份愛心的背後除了

同理、認同與陪伴，還有信任!這是多麼珍貴的

禮物，我們不只視為珍寶，更將帶著它迎向更多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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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你 希望無限

千頂假髮助癌友

將基金會所庫存的2000公斤捐髮都做成假髮，要努力的除了籌措經費，更要與時間

賽跑，畢竟捐髮不宜久放，且近來北台灣下雨不斷，潮濕更成考驗!故在不讓捐髮愛心

白費的前提下，2020年基金會除了持續暫停收髮，並將已達年限的庫存髮以頭髮抵製

作費的「以髮易髮」方式來做假髮外，長期推動的「千頂假髮助癌友」募資計畫更馬不

停蹄，除透過媒體宣傳、募資平台公益捐款、舉辦百人捐髮、校園宣導與義賣會等活動

募集經費，「我挺你T恤」更首次與插畫家合作，以有陪同夥伴×力量大設計新款親子

T，盼一起往前，就不會害怕!

也因此2020[癌友假髮

服務租借服務]就在4,948人

次的愛心支持下，不僅募得

5 , 5 4 4 , 9 6 7 元 捐 款 ， 加 速

1,623公斤捐髮製成假髮，

更讓我們能在充足的假髮資

源下安心服務!



 

因為有你 希望無限

其他募資合作

越是艱難，我們越不能放棄，因為癌症並不會因疫情而消失，病友的身心社需

求更隨著醫療的進步而持續增加，有效解決並滿足需求是抗癌成功關鍵!為讓癌友活

的久活的好，以募集專家諮詢、課程活動、成長團體與資源補助服務經費的[希望在

這裡]募資計畫，在2020的疫情中更見台灣人無私的慷慨!

希望在這裡

無論是贊助商品助「百元抽好禮」順利舉辦的企業團體、為讓病友有體力抗癌而

捐款支持「營養品募集」、想幫風雨中的癌友家庭撐起大傘而認購「幾米我願為你×

晴雨兩用傘」、為使癌友在治療期間能免於遠地的舟車勞頓而小額支持「交通住宿

費」，或是響應「送愛到病房」關懷禮募集，只盼住院病友治療路不孤單的您，感謝

2020年6,785位捐款人對[希望在這裡]募資計畫的支持，讓我們全年募得癌友家庭照

顧服務經費7,510,782元，讓愛能在疫情中持續送上溫暖!

「不畏疫情，患難中更見信心!」面對2020的不平靜，基金會抗癌夥伴不減反增，

除了康健人壽、愛茉莉太平洋台灣、宏碁、汎德永業、大瓏企業、安致勤資公益信託

社會福利基金、杜克，更有百億房產集團、杏一醫療用品、樂芙莉、緯創資通、如是

社會福利公益信託基金等企業團體的加入，全年募得11,870,255捐款，甚至再度獲得全

家FamiPort肯定，讓基金會能透過更多平台不只被看見，更重要的是把力量傳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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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務 報 告

2020收支表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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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癌症希望基金會

2020年總收入    $78,537,693 

61%

29%

7%

1%

2%

一般捐款

企業專案

非營利組織

政府計畫

其他收入

2020年
總收入

一般
捐款

企業
專案

政府計畫1%
其他收入2%

非營利組織 
7%

29% 61%

2020年總支出   $73,016,773

39%

21%

18%

22%

癌友家庭照顧計畫

教育宣導

會務發展

行政管理

2020年
總支出

行政管理

會務發展

教育宣導

39%

22%

18%

21%

癌友 
家庭照顧 

計畫



 

捐款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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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願意!助弱勢癌友向前走

在台灣有許多弱勢癌友，在短則半年，長則

二至三年因治療而失業的現實下，不僅無力支付

家裡的柴米油鹽、房租水電、孩子生活費、甚至

可能因積欠健保而怯於就醫…。

但癌症≠絕症，故為助弱勢癌友安心治療，

癌症希望基金會[資源補助服務]盼您捐款支持，

透過急難救助、營養品補助、就醫交通住宿、子

女助學金等資源的注入，讓生活陷入困境的病友

家庭也能活得久、活得好！

(02)3322-6287
分機126莊小姐

不僅體重驟降近30公斤，體力

更是大不如前的食道癌病友阿祥坦言

因為一家五口要養，所以開完刀後3 

個月就赴工地做工，卻沒想到這一

去，不僅又進手術室，更再度啟動治

療，問他怎麼不多休息，他說「我不

怕痛、不怕苦，更不怕死，只希望孩

子過得好！」

線上刷卡伸援手

捐款專線

備註欄填寫弱勢癌友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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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您訂閱電子

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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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護地球  立即訂閱電子報
官方LINE 訂閱電子報



 

捐 款 資 訊

支持我們 就是現在

請填妥下方表格後傳真至(02)3322-1719 

信用卡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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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別：口VISA  口MASTER  口JCB  口聯合信用卡 

‧卡號：＿＿＿＿-＿＿＿＿-＿＿＿＿-＿＿＿＿

‧有效日期：＿＿＿＿月＿＿＿＿年(西元)

請來電洽詢

(02)3322-6287 #163

劃撥捐款 銀行(ATM)捐款

超商(多媒體機)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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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勾選視為同意)

(02)3322-6287 #163～166
捐款服務請洽詢財務管理部| 更多捐款方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