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勇源輔大乳癌基金會
108 年度工作報告
一、

計畫依據：依據本會第二屆第七次董事會議之決議辦理。

二、

計畫內容：

工作項目

出版品

執行經費
（NTD）

101,297

實施內容

執行成果

備註

1.出版品：發行四期季刊(進行年度回
顧，提供健康新知、會務資訊與主題文
會務/季刊製作印刷。 章。發行對象包含會員、醫護大專校院、 (會務)
公立圖書館與相關學協會，約計 2,200
份)等。
1.郵電、差旅費、文具 1.會議執行：完成 2 次董事會議、3 次
用品、雜支等辦公費 急難救助委員會、每 2 周辦理乙次行政

辦公費、會
議、行政庶
務

438,703

用。
2.辦理董監事會議；
例 行 會 議 。
3.辦公室裝修、會議
費、租賃年費、公關
費、差旅費等。
4.人員訓練計畫。
5.網站維護暨新版官
方網站更新上線運
行。

會議(共 19 次)與不定期專案會議。
2.例行支出：辦公所需裝修、差旅、租
金、捐助費等例行支出。
3.行政庶務：材料及用品消耗品等；辦
公室設備折舊費用。
4.個人進修：職員參與業務管理講座、
社會資源講座、心理腫瘤、癌症護理領
航等課程，總計 40 小時。
5.網站/社群持續經營：網站閱覽人數
超過 58 萬人次(目標 50 萬人次)；臉書

6.專業人員、機構會
務協助、衛教文章與
關懷支持等事務。
7. 衛教文章發佈 /數
位教材維護。
8.病友關懷衛教用品
製作。

粉絲共累積 2,755 讚；會員人數 2,058
位(目標 2,000 位)、其中 354 位為乳癌
病友。
6.關懷與專業協助：提供乳癌病友電話 (會務)
關懷、進行勇源專欄撰寫、課程講師採
訪、會務支持等。
7.新版網站上線/維護：更新本會網站
功能，並提供響應式平台，讓使用者於
手機介面仍可清晰獲取資訊。除持續更
新勇源專欄、乳癌新知、最新活動、活
動花絮、急難救助內容外，新版網站附
有會員線上諮詢服務。
8.病友關懷衛教用品：本會 108 年購入
1,000 顆復健球，用途為乳房手術後(原
位癌、侵襲癌)病人皆可使用，用於恢復
手部神經之途。

工作項目

執行經費
（NTD）

實施內容

執行成果

備註

4 名專任同仁薪資、 聘任一名執行祕書、三名專職人員
人事費

2,746,387

保險、退休金提撥等
人事費用；職工福利
費。
1. 社 區 防 治 宣 導 活
動。
2.【與汝同在－關懷
乳癌】徵文比賽。
3.贊助天主教輔仁大
學輔大醫院真善美聖
聯誼會。

乳癌防治
宣導及對
外捐贈

219,611

(會務)

1.在地乳癌防治宣導：協辦新北市新
莊區公所 4 場講座，講座主題為認識
乳癌、婦女健康中醫養生保健、與抗癌
鬥士有約─「同理心」
、珍愛女人，認
識乳房常見疾病，講座內容從健康的
婦女至罹癌婦女等族群，身、心、靈層
面，中醫調理等，宣導推廣婦女健康意
識。每場參與民眾約 110 人次，總計
440 人次。
2.【與汝同在－關懷乳癌】徵文比賽：
總投稿人數共計 123 人(病友組 92 件、
親屬組 31 件)；團體組篇數共計 51 篇；
個人組篇數共計 72 篇。本次徵件活動
結果頒布病友組、親屬組共計 28 名(含
前三名及佳作人員)，得獎作品，將陸
續於本會官網與季刊登載分享予乳癌
病友與家屬，共同走出人生的低谷，也
期望讓世人對此疾病能有更深層地認
識與理解。
3.捐贈輔醫真善美聖聯誼會(病友團
體)：5 萬元整。協助該會務運行與活
動舉辦。

救助關懷
( 急 難 救 1,724,198
助)

1.【生活扶助金】共補助 46 名病友，
低收入戶 12 名；中低收入戶 12 名；
1.完成乳癌病友生活
一般病友 22 名，實際病友補助總額 76
扶助金補助專案
萬元。
2.完成乳房重建病友
2. .【乳房重建病友醫療補助】共補
醫療補助專案
助 18 名，每名 5 萬元，實際病友補助
總額為 90 萬元。

工作項目

建構乳癌
學校

執行經費
（NTD）

552,277

實施內容

執行成果

1.關懷型講座課程

1.辦理主題式工作坊：以療癒病友身

2.病友體驗工作坊
3.醫療型講座課程
4. 線 上 數 位 教 材 拍
攝上線
5. 書 籍 出 版 乳 癌 專
書內容規劃籌備
6. 協 助 真 善 美 聖 聯
誼會病友會務推廣、
病友會活動
7. 病 友 關 懷 照 護 系

心為主軸，共二梯次，主題為夏威夷
舞和歌唱，共 16 堂課，參與學員 26
人次，滿意度 100%。
2.辦理病友體驗工作坊：為推廣具療
癒特色課程，便規劃病友體驗工作坊
課程，首站與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合
作，透過夏威夷舞蹈體驗課程，促進
與他院病友交流，協助病友體驗身心
療癒活動；病友參與的反應良好，肯
定課程兼具運動與放鬆身心效果，並

統
感謝本會的活動安排。
8. 新 版 官 網 建 置 完 3.辦理醫療課程：協助輔醫病友座談
成
會結合醫療、營養、復建、心靈等面
向，提供病友與家屬醫療正確資訊並
全方位照護病友身、心、靈復育。參
與學員共125人次。
4.線上影音數位教材：以【10堂愛與
療癒的體驗課】一書為主題，改編書
籍內容進行影片拍攝，共計10個主
題。影片與學習教材已置於本會官
網、YouTube頻道，並定期於粉專、官
方line群組進行宣傳。
5.乳癌專書出版規劃籌備：規劃出版
以病友歷程為主的專書。
6.107 年 10 月起，與輔醫共同籌備乳
癌病友成立大會，並於 108 年 01 月
12 日舉辦成立大會，並正名為輔大醫
院真善美聖聯誼會。108 年協助推廣
新病友座談會，並邀約病友共組合唱
團、歌舞劇團，並於 109 年 01 月 12
日真善美聖聯誼會週年慶表演。
7.專任乳癌腫瘤個案管理師，持續進
行全程陪伴關懷系統，提供社會支
持；醫療資訊等各面向資源。
8.【2.0 版官方網站建置完成】
：因第
一版官方網站自 102 年完成後迄今已
有五年之久，為求資訊定期更新及提
升操作介面方便性，官方網站更新乙
案，導入響應式網站概念，讓使用者
不論於手機、電腦、平板等介面下，

備註

皆可便於瀏覽資訊與操作，已正式上
線。除持續更新勇源專欄、乳癌新知、
最新活動、活動花絮、急難救助內容
外，新版網站附有會員線上諮詢服務
及捐款平台。
合計

5,782,473

製表人：許媛婷

執行長：魏中仁

董事長：賴洋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