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愛的朋友： 

 

感謝所有支持癌症希望基金會的朋友，在景氣冷公益團體募款不易的大環

境下，仍一路相隨奉獻愛心，讓我們獲得許多能量，才能更加堅定地不斷

往前行。在此與您分享我們2017年的年度成果，期盼您與我們一起繼續成

為癌友家庭的後援，往更好的明天邁進。 

 

這一年我們陪伴了31,382 個癌友家庭邁向康復之路，成為他們暫時喘息

的避風港；同時，也展開許多新嘗試，包括：「照顧服務」補助，減輕癌

友家庭經濟與照顧上的雙重壓力，提供主要照顧者喘息的機會。首創「心

療癒」計畫，與公益藝術家眼球先生合作，透過療癒系畫作，讓醫院診療

空間變溫暖，舒緩癌友、家屬及醫療團隊的心情。創新防癌宣導活動，首

創第一款防癌LINE貼圖、舉辦神經內分泌腫瘤(NET)斑馬藝陣宣導行動

劇，增進社會大眾對癌症認知。同時，我們也極積成為「癌友的代言

人」，擬定「台灣癌藥可近性政策建言書」，推動生育診療納入癌症診療

指引，不間斷地為癌友權益發聲。 

 

我們祈願基金會專業的協助與滿滿的愛，能讓因癌症而受苦的容顏，重展

笑容；當您來「希望小站」走走時，我們永遠是展開雙手陪伴您與家人走

這段辛苦的路。期待您持續與我們一起同行，協助癌友改寫抗癌人生。 

 

                                                 董事長 

與癌友同行 
  改寫抗癌人生 



【希望．在向前行的每一天】 

在希望小站的每一天，都會遇到剛診斷或是剛治療的癌症病人和他的家屬，帶著震驚、焦

慮、憤怒、哀傷的情緒前來尋求幫忙。 

 

小芳在確定罹癌後不斷地在網路上收集海量訊息，面對如何選擇就診醫院和值得信任的醫師;哪一

種的治療方式，才適合自己？親友善意推薦從沒聽過的保健食品，是接受還是拒絕？總是擔心做出

錯誤的決定，讓她害怕到身心俱疲… 

 

希望小站內的0809-010-580(鈴一鈴，我幫您)免費諮詢電話，由資深護理師及社工師，傾

聽小芳訴說的焦慮，協助情緒釋放，並歸納抗癌關鍵點，包括：疾病教育、掌握正確照護

資訊，提升醫病溝通品質及如何規劃治療後的生活，在45分鐘的談話後，小芳對前行之路

的迷惘，已可稍稍釋懷。 

 

 

 

 

 

癌友家庭照顧計畫 

接受化療後，疲倦、噁心、食慾不振、掉髮相繼出現，小芳首度踏進了希望小站，親切的志工招呼，

拉近彼此陌生，康復用品室貼心的理髮服務化解上美髮院的尷尬，多款的假髮及漂亮的頭巾，讓她自

在盡情挑選，公佈欄內貼滿了有趣活動，原來癌後的人生不是只有黑白… 

 



癌友家庭照顧計畫 

半年的治療期，小芳開始擔心經濟問題，生病前的收支是打平，現在沒了收入，就醫費用、交通

費、需使用營養補充品都造成了新支出，保險理賠是否足夠支付？再者隨著治療將結束，是否可以

順利返回職場？疾病未來會不會復發？一連串的未知，再度啃噬小芳，她的心門又開始關起… 

 
 

 

小站護理師給予非常實用資訊，也安排營養師幫忙做飲食上的調整建議，合適的假髮及漂

亮的頭巾，讓小芳在配戴後有了信心也敢出門和朋友聚餐，現在她的手機每周都會出現小

站舉辦的多樣教育課程、支持團體、病友聚會、希望樂活學苑、也為孩子規劃了親子營、

夏令營…，小芳也認識愈來愈多和她相仿的病友，她的感受有人接納、她的疑難雜症有人

交流，生活的秩序，小芳逐漸感到可以掌控。 

 

 

 

 

 

社工師了知道小芳的擔心，所以評估小芳整體經濟，除了提供政府補助資源申請外，還有

申請基金會的急難救助，也幫忙預約保險志工做保單檢視和權益提醒，另外安排心理師做

1對1輔導，協助小芳覺察從面對疾病、家庭、生活、工作或關係等層面更認識自己。癌症

對小芳而言仍是令她害怕，但她體驗到今後向前行的每一天自己不會孤軍奮戰，而是希望

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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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服務使用者 

面對罹癌，病友及其家屬內心難免惶恐不安，伴隨而來的身體不適、心理及經濟等

問題，都有可能影響病友繼續接受治療的信心。罹癌後與其一個人孤軍奮戰，不如

將自己的困擾及疑惑傾訴，都比獨自面對的好。 

 

2017年，基金會平均每週舉辦多達20場教育與支持性活動，陪伴了31,382個癌友家

庭面對癌症這項挑戰。在希望小站的每一天，都有積極、有著堅定抗癌信念、欣賞

美麗新人生的康復病友加入我們，一起陪伴全台灣需要幫助的癌友家庭，在抗癌路

上走得更踏實穩健。 

癌友家庭照顧計畫 

【陪伴抗癌，我們．都會在！】 



癌友家庭照顧計畫 

衛教指導、資源轉介、 
營養諮詢、心理輔導、 
保險諮詢 

諮詢服務 
50,173 人次 

教育性團體 
111場/ 2,904人 

病房探訪 
97場/2,929 人次 

支持性團體 
965場/ 8,488人次 

1001個希望 
650 人次 

康復用品 
6,034 人次 

急難救助、希望驛站、
營養品補助、胸衣及義
乳補助、李氏獎學金照
顧服務補助 

專案補助 
166 人 

病友會 
36場/395人次 

美麗守護班、營養補給
班、學習營、專題講座 

希望樂活學苑、正念減
壓團體、情緒支持、園
藝治療、攝影治療、音
樂治療 

假髮租借、頭巾/毛帽
贈送、理髮服務、輔具
租借、圖書借閱、義乳
胸衣配置、營養品樣品 

與10家醫院合作， 
主動到醫院關懷病友 

大專生獎助學金、親子
營、夏令營、種子營、
手牽手關懷行動 

大腸癌、淋巴癌、神經
內分泌腫瘤、胃癌、婦
癌&乳癌、全癌病友團
體等病友會 

 



希望有愛-資源募集 

罹癌，非人生終點，但「往前走」並不簡單，所幸一路有您相伴，抗癌路上我們從不

孤單！ 

 

2017年，憑藉著各界的愛心支持，讓我們不僅能順利推展會務，更能在了解癌友家庭

的需求後，有餘力為他們做更多！對我們來說，無論是捐髮、捐款、捐發票、捐贈頭

巾、擔任志工、放置零錢箱或發票箱，甚至為癌友募款發聲，大家把對自己、對家

人、對社會的愛轉換成助人的手，讓我們有力量為抗癌走更遠的路！ 

企業、學校及社會大眾接力傳愛，全年共收到 8,800,529元愛心捐款。 

大小朋友匯集頭髮、頭巾，助癌友重拾美麗與自信，全年共收到
38,587束頭髮、2,874條頭巾及假髮製作經費4,674,254元。 

感謝康健人壽、三商美邦、太平洋愛茉莉支持，將愛傳遞。 

百人捐髮活動、頭巾製作、原聲獻愛，將愛轉化為助人的力量。 



希望有愛-資源募集 

 癌友、家屬及社會大眾無償奉獻時間，全年共提供566小時助機構  
 推動會務。  

公司、社團、民眾響應
送愛到病房，募集1,380
份關懷禮，用餐食罐溫
暖癌友的心。 

感謝大家的熱誠關懷，陪伴癌友完成抗癌的旅程。 



落實癌症教育 

【民眾對於癌症的恐慌，大多來自對疾病的不瞭解！】 

特別是在罹癌生死交關之際，卻因醫療資訊的不對稱，更會使人手足無措。基金會

根據全程照護的概念，編撰一系列癌症診斷、治療及照護的相關手冊、單張、護照

及會刊等出版品. 並且時時檢視，做及時性的改版更新，讓民眾能得到先進的醫療

資訊。 

 2017年新增了「面對癌症免疫藥物治療」及「面對標靶治療」手冊及動

畫光碟2款。 

 全年出版衛教手冊34種、單張9
種、光碟7種及繪本與希望護
照，總共發送373,236份。 



我們深知及時資訊的重要性，除了編印手冊、單張之外，也積極地使用網路平台，讓

資訊傳遞無國界、零時差，讓民眾對癌症相關資訊有更多的瞭解，進而不再將癌症視

為未知的威脅。 

 

 與藝術家眼球先生合作，首創
LINE「防癌教育」貼圖，讓防癌
的知識深入民眾的日常生活。活
潑生動的教育方式，也有助於降
低一般民眾聞癌色變的恐懼。 

 

落實癌症教育 

官網 
www.ecancer.org.tw 

神經內分泌腫瘤資訊網
www.net.org.tw 

www.youtube.com/user

/ehopetw 

大腸癌照護網 
www.crctw.org 

淋巴癌照護網 
www.08i.org.tw 

www.facebook.co

m/ehopetw/ 

台灣癌症資源網
www.crm.org.tw 

page.line.me/ixp16

24t/timeline 

http://www.weibo.com/u/2

164317850 



創意宣導 

本會與台灣禮來公司，自2013年起攜手推動「抗癌關鍵4 GOOD」，呼籲病友及家

屬運用「希望護照」指引方向，掌握瞭解它、別怕它、治療它、打敗它四關鍵，

「態度」+「行動」幫癌症病友更健康的活著！2017年特別邀請喜劇最佳拍檔陳

玉勳導演掌鏡，藝人林美秀化身宣導大使，以幽默的方式帶出抗癌「心」力量，

鼓勵癌友以新4 GOOD精神抗癌，在治療的路上更積極、更主動，也更有自主權。 

 

 

為協助胃癌病友克服治療後飲食調整，今年，我們與陳妍靜老師及營養師合作，

特別設計友善食譜，從胃癌癌後生活「3大情境」出發，以全方「胃」照護為核

心，提出TO-GO餐(少量多餐為原則)、EASY餐(乾濕分離為原則)、BIRD餐(克克計

較為原則)等6款食譜，以滿足不同病友的需求，希望能夠增加用餐的便利性，來

加強營養的攝取。 

少量多餐好營養 乾濕分離好吸收 克克計較好消化 



創意宣導 

11月10日世界神經內分泌腫瘤日，在合作

夥伴台灣諾華公司長期支持下，已邁入第

七年。延續2016年醫院斑馬展的創意，於

全台11家醫院聯手舉辦NET十大警訊宣

導；更與藝術家眼球先生合作，首創全球

獨一無二「斑馬藝陣」，於台北、高雄及

宜蘭展開宣導行動劇，顛覆傳統，將癌症

宣導藝術化、趣味化、生活化。 

眼球先生並繪製全新十大症狀斑馬，設計

限量文宣品，並製作宣導動畫，於網路獲

得良好的廻響，大大地增進民眾對神經內

分泌腫瘤的認識。 

基金會自2016年起，響應世界抗癌聯盟(UICC)在2月4日世界癌症日提出的「We 

Can I Can」概念，推出本土化口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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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邀請藝術家眼球先生設計防癌吉祥物—保弟，

深入淺出地教導民眾防癌知識。今年並邀請四分衛及吳鳳& RYNEE共同拍攝宣導

影片，深入民眾日常，提供防癌訊息。保弟同時也勤走校園及出席親子營活動，

讓防癌宣導向下扎根。 



為癌友爭權益 

要戰勝癌症，不只是病人與家屬單打獨鬥，整體環境的健全更是重要的助力。基金會

除了提供癌友各種資源及關懷的服務之外，也致力於為提升癌友自主權發聲。 

【搶救癌症新藥的經濟休克，促進癌症新藥普及】 

 

我們將「提供癌友健全、延續性的照護」
視為使命：隨著醫療科技的迅速發展，欣
喜越來越多藥物被研發出以控制癌症甚至
消滅，然礙於健保資源的限制，癌友殷殷
切盼著救命新藥，卻常處於健保不給付、
商保不夠用、自費沒有錢等困境，讓我們
心疼又焦急！ 
 
為因應「有藥用不到」的難題，2016起我
們邀集專家學者共思對策，順利在2017年
5月提出「台灣癌藥可近性政策建言書」
初版遞交健保署，並拜會邱議瑩、李彥
秀、林靜儀等立委，期能整合政府、民間
資源，從健保開源節流及商保創新兩大面
向政策改善致力，以能在無力阻擋癌症時
鐘不斷快轉、罹癌人數不斷攀升的現況
下，讓急需的病友不再望藥興嘆！ 



【癌症照護更週全，建立無縫接軌照護網】  

受到美國癌症協會（American Cancer Society）癌友領航服務「cancer navigation 
services」啟發，更參考香港醫院貼近病友需求的「癌症病人資源中心」做法，本會
在2003年與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合作成立全台第一家「癌症資源中心」，
期透過單一窗口，整合醫院內及醫院外癌症相關資源，提供病人、家屬即時又適切的
支援。 
 
2008年在國民健康署支持下，我們努力將這創新的四全(全人、全程、全家、全隊)照
護模式於全台醫院推展，由點至線串起綿密的照護網，至今已有66家醫院設立「癌症
資源中心」。有了這個平台，對病人來說，只要說清楚需求，就可以得到有如便利店
快速順暢的服務，知道可以利用的資源在哪裡，9年來全台「癌症資源中心」已經陪
伴超過67萬個家庭度過癌症風暴！ 
     

  

   

 

為癌友爭權益 



【心療癒新氣象  醫院不再冷冰好溫馨】  

想像中的化療室是什麼樣？白壓壓一片牆、冷冰冰的檢查機器、面無表情的醫護人員… 
 
我們，想讓它變得不一樣！ 
 
癌症治療已經夠辛苦了，如果能有溫暖、放鬆的環境讓病人有愉悅心情，對抗癌症將是一
大助益。2017年本會在震旦集團傳善獎、李明瑱女士支持下，首創「心療癒新氣象」計
畫，與知名藝術家眼球先生，及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大同醫院合作，透過藝
術創作改造化療室、癌症中心。 

  

為癌友爭權益 



千里傳愛 

  陝西省腫瘤醫院 

粉紅天使癌症病友關愛中心 

2014年起本會在上海粉紅天使癌症
病友關愛中心創辦人陸柳梅女士的
邀請下，開啟上海第一屆親子營的
舉辦，至今已連續舉辦4年，每年
每場幫助至少15個家庭。9月也協
助帶領團隊共識營，共同激盪使命
及未來發展方向。 

 

2016年10月，本會與陝西省腫瘤醫院結
盟，開啟腫瘤患者創新服務合作計畫。
以輔導患者服務中心(同台灣醫院設立的
癌症資源中心)運作為基礎，同時授權19
本希望之路衛教手冊簡體版發行，以作
為重要服務工具。 
 
2017年更以「希望護照」為藍本出版乳
癌、婦癌護照，並透過多場培訓、研討
會、輔導會議、親子營、新希望學苑陸
續展開腫瘤患者創新服務的落實。更於
10月策劃乳癌防治宣導活動-畫出希望與
汝共舞畫展，並邀請兩岸名人現身呼
籲，透由不同以往的形式展現癌症防治
關懷活動獲得廣大的關注。 

兩岸名人現身呼籲，為乳癌防治盡心力。 

      姚俊濤    李梅    郭文珺   武柳希   張嘉譯    于台煙   王傳一   林志玲   林志炫   彭佳慧 



年度回顧 
 1 月 

15周年感恩餐會，歷屆理監事、董監事齊聚，期許下
一個15年成為罹癌家庭背後更堅實的肩膀。 

 2 月 

與陝西省腫瘤醫院共同舉辦「兩岸腫瘤病患
全人照護高峰論壇會議」。 

製作標靶藥物治療衛教影片及手冊，提升病友
知能。 

 3 月 

 4 月 

「癌症是禮物？」第六屆捕捉希望攝影比賽，
病友、家屬及醫療團隊用鏡頭向癌症大聲說。 

 5 月 

完成「台灣癌藥可近性政策建言書」初版提交
健保署。 



年度回顧 

 6 月 

「希望護照」升級改版，藝人林美秀、病友現身  
 呼籲癌友掌握抗癌四關鍵。 

 7 月 

偕同五大醫學會響應世界肺癌日。 

 8 月 

父親節給爸爸全方「胃」照護，協助掌握癌後
人生。 

 9 月 

為募假髮經費，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現身而唱。 

羅志祥以罹癌病友家屬身分籲大眾陪病友向 
前走。 

 9 月 

第三屆百人捐髮，募髮大使黃嘉千、夏天攜手
150位捐髮人助癌友。 

 10 月 



年度回顧 

 11 月 

響應全球神經內分泌腫瘤日宣導,首創「斑馬藝 
陣」，於台北、高雄及宜蘭踩街宣導。 

響應世界胃癌月，捍胃健康一齊FIGHT。 

康健公益健走，陪癌友家庭多走一哩路。 
逾1,500人齊聚，為自己、為癌友的健康而走。 

 12 月 

捕捉希望十年聯展：145幅攝影作品，集結台
北車站說生命故事。 

聽希望在唱歌音樂會：這首歌獻給抗癌路上的所有人，你們辛苦了!走遍全台6家醫院，用音樂療癒抗
癌路上同行的你我。 



財務報告 

行政管理 

23% 

癌友家庭照顧計

畫 

44% 

會務發展                      

(政策倡議、國際

事務、公共事務) 

23% 

教育宣導  

 10% 

2017年總支出：NT$ 60,602,882元 

一般捐款 

58% 

企業專案 

34% 

非營利組織 

4% 

政府計畫 

2% 
其它收入 

2% 

2017年總收入：NT$ 64,663,699元 



希望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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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