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癌症希望基金會 

癌友家庭照顧計畫 

募得款使用情形成果報告書 
 

一、目的： 

    在世界衛生組織(WHO)定義裡，癌症早已是可控制的慢性病，存活率

與存活時間均明顯提升。癌症希望基金會期以增加癌友知權與因應、加強醫社

合作、提升心靈支持、強化資源連結等服務，幫助病友降低癌症衝擊，漫長療

程陪跑，適應罹癌生活，順利完成治療，不僅活的久、還能活的好。 

 

二、期間： 
    核准勸募活動期間：自 109 年 3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2 月 28 日止 
    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期間：自 109 年 4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3 月 31 日止 
 
三、許可文號： 
    衛部救字第 1091360643號函同意辦理 
 
四、募款活動期間所得及收支： 
    1. 收入： 
    109 年 3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2 月 28 日收入 29,328,947 元+利息 300 元 

合計 29,329,247 元 
收入 

募款收入 $29,328,947 
利息收入 $300 
  
合計 $29,329,247 

2. 支出： 
    所得相關募款支出金額 29,329,247 元，支出明細如下表： 

支出 
項目 金額 

諮詢服務 1,304,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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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教育宣導 5,592,570 
癌友家庭教育課程 340,853 

癌友支持性團體、組織及活動開辦 135,119 
病友康復用品服務 2,527,331 

關懷活動 1,317,444 
專案補助 460,618 

1001 個希望 1,885,370 
行政庶務費 1,860,878 
專業服務費 11,944,692 

勸募活動必要支出 1,959,686 
合計 29,329,247 

 
3. 淨收入: 
收入 29,329,247 元－支出 29,329,247 元 ＝餘額 0 元 

淨收入 
募款收入 $ 29,328,947 
加:利息收入 $ 300 
減:募款支出 $29,329,247 
餘額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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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癌症希望基金會 

癌友家庭照顧計畫 

服務成果報告書 

 

一、服務宗旨：過去一年，全球籠罩在「2019新冠病毒」（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威脅下，癌症希望基金會仍秉持促進癌友活得久、活得好

的初衷，腳步不曾停歇，持續提供癌友家庭全方位支援網絡為宗旨，除了在

台北、台中、高雄設置服務據點，更由專業護理與社工團隊提供癌友與家屬

所需的資訊、支持與資源，期在身心社需求的滿足下，癌友能順利完成治

療，回歸社區。 

二、服務地區：台灣本島各縣市 

三、服務成果：在社會大眾愛心支持下，本年度專案所募得之款項為 29,329,247
元，扣除必要支出 1,959,686 元及專業服務費用 11,944,692 元後，全數用於癌

友家庭照顧計畫，服務成果詳見如下： 
 

項目 服務內容說明 服務活動照片 109年成果 

諮詢服務 

透過護理師、社工、營養師等專業人

員，以電話、面對面諮商等方式，提供

罹癌病友及家屬 -疾病資訊、照護衛

教、情緒輔導、資源轉介等諮詢服務，

除解決癌友及家屬對治療期間的醫療照

護困惑，更在了解後提供本會可持續介

入的服務。 

 

38,327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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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教育 

宣導 

由醫師、護理師等專業人員共同編撰，

並以不同癌別、適應狀況為類別，針對

癌友及家屬發行手冊、單張、APP、影

片等相關衛教工具；除提供正確的疾病

分期及照護；以及所需做的準備外、更

將最新治療方式及藥物羅列，提供確診

與治療的癌友家庭做好因應準備。 

 

總計發行 138,591 份 

編撰手冊 36 種、單張

12 種；並開發希望護照

APP 及淋巴癌攻略 Line

聊天機器人。 

癌友家庭 

教育課程 

除發行癌症教育工具外，更安排醫師、

營養師或護理師等專業講師舉辦主題課

程，以滿足癌友及家屬癌症資訊與照護

的需求。 

 

舉辦 79 場 

服務 1,734 人次 

癌友支持性團

體、組織及活

動開辦 

運用封閉性小團體及不同媒材，透過團

體互動與分享，讓癌友能察覺自我優

勢，提升面對癌症衝擊的能力，學習疾

病適應的方法，為自我建構罹癌後情緒 

支持網絡。 

 

辦理 6 場團體/36 場次 

服務 57 人 296 人次 

以運動、樂器、舞蹈以及手作為內容，

透過主題性連續活動的舉辦 (如 :陶笛

班、瑜珈班、氣功班、手工皂班、拼布

班、編織班等)，不僅增加病友生活目

標，更透過彼此交流，維持正常社交。 

 

辦理 555 場 

服務 4,245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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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友康復 

用品服務 

以租借或發送等方式，從理髮服務開

始，並將假髮、頭巾提供給癌友；針對

乳癌患者，尚有義乳胸衣配置服務。透

過康復用品服務，盡量維持其生活品

質，更盼透過外觀改變的因應，增加病

友自信。 

 

理髮服務 846 人次； 

假髮租借 2,550 頂/服務

2,396 人次； 

頭巾贈送 1,757 條/服務

3,181 人次； 

義乳胸衣配置 85 次/服

務 5,250 人次 

關懷活動 

以「彩繪希望」為名舉辦繪畫比賽，除

邀請癌友、家屬及醫療團隊參賽，並將

評選出的得獎作品，透過醫院展覽，作

品中所要傳遞的訊息激勵更多生命陷入

低潮的朋友。 

 

舉辦 1 場比賽、 

6 場展覽、 

3 場音樂會、 

29 場病房關懷 

共服務 2,695 人次 

以「聽希望在唱歌」為名舉辦關懷音樂

會，藉由音樂療癒正在與癌奮戰的朋

友。 

 

透過定期病房關懷，除給予正在治療的

病友適時的協助，更在歲末年終，以保

溫瓶或毛毯為關懷禮，到醫院病房致贈

給住院癌友。 

 

專案補助 

 

以急難救助、住宿交通、營養品補助等

資源介入，緩解因癌症所造成的人力與

經濟問題。 

 

服務 106 人次 

共補助 460,618 元 

及營養品 3,840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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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個希望-

癌友家庭子女

服務 

癌友大專子女獎助學金 

透過獎助學金發放，讓癌友家庭的子女

不因父母罹癌而中斷學業，讓癌友能心

無旁鶩地積極治療。 

 

共 75 人 

發送 1,500,000 元 

親子營 

透過專業師資的引導與協助，幫助癌友

及其家庭成員培養因應疾病的能力，並

提供病友與照顧者喘息空間與機會。 

 

舉辦 3 場 

服務 93 人 

夏令營、兒童工作坊及種子營 

藉由營隊活動，引導孩子在同儕環境中

釋放內心壓力，學習與家長溝通。 

 

舉辦 5 場 

服務 86 人 

其他 

除輔助病友成立及經營自助性團體、以

才藝為內容設置交流平台外，另針對有

多重社心或治療照護問題者，透過個案

管理方式，連結資源，助病友排解抗癌

問題。 

 

個案管理/服務 390 人 

病友會 7 場/174 人次 

LINE 群組服務 854 人 

六、結語 
癌症≠絕症，只要積極治療，癌友就有機會邁向康復! 

自成立以來，癌症希望基金會致力於提升癌友家庭生活品質，並以陪伴更多癌友

走過抗癌路自許，感念社會大眾對癌友需求及本會認同，願意伸出援手捐款支

持，癌症希望基金會定不忘初衷，堅守癌友家庭照護第一線的崗位，協助病友家

庭資源與需求緊密連結，讓更多癌友家庭都能獲得醫療外應有的照護，並在順利

完成治療後，邁向康復並回歸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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