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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治療走向治癒的新希望
★台灣大學 台成幹細胞治療中心
　台大醫院 內 科 部 血 液 科　

林建廷

‧免疫細胞簡介：

Immune system classifica�on

DC樹突細胞
(T細胞的教練)

癌細胞

毒殺T細胞 T細胞 NK自然
殺手細胞

B細胞

腫瘤特異抗原

PD-L1

MHC+腫瘤特異抗原

免疫系統的調控

• T細胞須藉助TCR-MHC才認得癌細胞
• 癌細胞通常減少MHC表達，逃避T細胞追殺
• 癌細胞可能表達PD-L1，阻止T細胞追殺

淋巴結等
免疫器官

※演講完整影片放置協會網站
　網址：http://www.tbmta.org.tw

�(上�)



2

年紀越大，T細胞受體的變異性越低，免疫力下降

* circle size indicates clonal size
Jörg J Goronzy et al, Nature Immunology 14, 428–436 (2013)

免疫細胞功能越差，癌症發生率越高

Kazue Imai et al, Lancet 2000; 356: 1795–99

自然殺手細胞
功能差

自然殺手細胞
功能差

自然殺手細胞
功能好

自然殺手細胞
功能好

Pa�ents with GVHD have less relapse

IBMTR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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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治療的分類：
　‧法規上

　‧醫學上

Dasa�nib + IFN as salvage treatment

43F, CML
s/p nilotnib, MMR,
Progress to AML in 2016-8
s/p I3A7 + dasa�nib, CR1,
s/p HDAC + dasa�nib, CR1
s/p 1st sibling-allo-PBSCT (D0= 2016-12-6), CMR, 
PRCA

Frank relapse in 2017-6, No BCR-ABL muta�on 
s/p N3A7 + dasa�nib + DLI*4 �mes, MMR

s/p 2nd sibling-allo-PBSCT (D0= 2018-6-14), 
poor gra� func�on, later loss MMR

s/p DLI*1
s/p dasa�nib 50mg QD + IFN 3MU BIW, hemogram 
recovered, CMR

Frank relapse
N3A7 + dasa�nib+ 
1st Allo-PBSCT + DLI

2nd Allo-PBSCT 
+ dasa�nib + DLI

Dasa�nib + IFN

Checkpoint inhibitor: restore T cell func�on

T cells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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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nging a drug to market is a drawn-out process

Cell therapy regula�on in Taiwan

可以是:
自體或異體
基改或非基改細胞

How to use T cells?

Özcan Met et al, Semin Immunopathol. 2018 Sep 5. doi: 10.1007/s00281-018-0703-z

Non-gene edi�ng Gene-edi�ng

TIL、
CIK、NK

CART or TC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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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介紹各項細胞治療：
　‧有基因改造：CART

　‧無基因改造：TIL

　‧其他

Cell therapy prepara�on

Stem cell lab

Lymphodeple�on
Team work: Hema、Chest/ICU、
Neuro、ID、Rheuma、Pharmacist、Study 
nurse
* Phase 1 team is forming

Hospital Manufacturing factory

Leukapheresis
*AABB qualified in 2020

GTP/ GMP 
cell processing unit

Cell products, 
Ex. CART

User/
Researcher

Manufacturer/
Researcher

Chimeric an�gen receptor T cells (CART)

+

• CART19 label 
indica�on:

B-ALL & DLBCL
• Reimbursed in UK, USA

CART19治療後，

淋巴癌(DLBCL)完全消失

Sa�va S. Neelapu et al, Nature Reviews Clinical Oncology (2017)



6

CART19治療後，白血病(CLL)完全消失

Kochenderfer, J. N. et al. Blood 119, 2709–2720 (2012).

Response rate of CART19 in blood can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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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zcan Met et al, Semin Immunopathol. 2018 Sep 5. doi: 10.1007/s00281-018-0703-z

CART-BCMA治療後，多發性骨髓瘤消失

Ali SA et al, Blood. 2016 Sep 29;128(13):1688-700

(未完待續)



　　放射治療（頭頸／口腔腫瘤）

化學治療，最討厭的副作用就是嘴

破，常會影響食欲，疼痛，減少體

重與生活品質，來看看我們建議的

改善原則。

 

（一）選擇質地柔軟細碎的食物以

　　　幫助吞嚥：

　　　1.乳製品：如乳酪、布丁、

　　　　奶昔、冰淇淋（高糖的食物可快速補充熱量，可暫時使用）。

　　　2.水果類：如香蕉、木瓜、果泥。

　　　3.肉魚豆蛋類：如碎肉、豆腐、鮮魚。

　　　4.軟質蔬菜：如冬瓜、莧菜、絲瓜。

　　　5.主食類：如稀飯、細麵、冬粉、地瓜、麥片、馬鈴薯、綠豆、紅豆

　　　　　　　、蓮子等。

　　　6.補充維生素C與B群

（二）避免刺激性食物，如：酒精類、酸性飲料及調味重之香料（如：辣椒

　　　、醋），以減少疼痛。

（三）可將食物剁碎，切細以利咀嚼。

（四）利用加入肉汁肉湯來幫助吞嚥。

（五）減少食用高溫食物，應放涼至常溫後再食用。

（六）進食後應立即漱口，以去除食物殘渣及細菌，並隨時維持口腔衛生以

　　　促進傷口癒合。

（七）使用軟毛的牙刷，避免粘牙食物。

（八）無限水情形下飲水每天至少攝取2000cc水份。

（九）依醫師處方服用口腔藥物及止痛藥。

（十）必要時可用鼻胃管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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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醫院放射腫瘤科 廖志穎主任



廖醫師建議：

　　口腔潰瘍，在化療或頭頸部放療時常見，【止痛】、【足夠營養蛋白質

】是減少不舒服幫助快速修復的不二法門，臨床上我們會調整止痛劑量（二

級管制藥以上），加強均衡營養與蛋白質才能幫助修復黏膜，可使用10公

克麩醯胺酸加水口含5-10分鐘吞下，一天可三次共30公克，配合口內膏、

Benzydamine噴劑消炎，或可請醫師在門診開立麻醉漱口水，在進食前漱口

減少進食時的疼痛。

 

PS.市售必達定為含碘殺菌液，視感染情況使用，寶馬生漱口水含4%酒精，

　 有傷口時請勿使用。

引用來源：癌康網《嘴破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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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液疾病醫療講座 

活動預告
一. 北部 

   日期:108 年 11 月 9 日 (星期六)  

   時間: 上午 09:20~12:00 

   地點:亞東醫院 北棟 6 樓 階梯教室 

 

 

 二. 中部 
   日期:108 年 11 月 16 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 12:30~16:30 

     地點:彰化基督教醫院 一期大樓 10 樓

          梅鑑霧禮拜堂 

※免費參加，名額有限，額滿為止，即日起受理報名
 
    報名專線(02)2564-3927   髓緣之友協會 

    (周一至周五  09:00~17:00) 



　　我現年53歲，屬羊。37歲時得急性骨髓性白血病AML，至今也有17年

了。從得病確診到治療結束，約半年多的時間，其中的酸甜苦辣更讓人痛徹

心扉。

　　大概在民國九十二年二月開始，我的身體出現了警訊，接二連三陸陸續

續反覆的感冒。剛開始以為是俗稱的「嚇到」，四處拜拜求神收驚，遍尋民

俗療法，均不見效。一直到七月中因身體已經嚴重不適，撐不下去了，才由

家人送到署立新莊醫院急診。這時我的白血球已經超過了11萬。 

　　我出生于台中大安區，有九個兄弟姐妹。七個姐姐，我排行第八，下有

一位弟弟。在我出生的時候因為胎位不正無法順產，助產士當場臨機應變，

雖然母子平安，但是造成我身體一側，即一手一腳的肌肉萎縮。所以我從小

就受到父母較多的關愛，與手足之情。社會上大多數人都會對我身體障礙的

施與幫助與包容，當然也必須忍受社會上少部分人的一些異樣眼光，甚至是

歧視。這一路走來，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因此隨著年齡增長，在我心中逐

漸孕育著一股不向命運低頭的個性，也就是台語的不想輸，不認輸的念頭。

我在28歲出來闖事業，從事印刷相關產業。我的姐姐們在我的經濟上都有

接應，甚至接濟。家人的親情是我這一路走來，上天送給我最珍貴的禮物，

勝過金山銀山，千言萬語無法言喻，尤其是我日後結婚的太太。我年輕時跑

業務非常拼，因為身體的協調性不佳，加上拼命三郎的個性，例如騎機車剎

車就是個問題，我幾度有驚無險，真是佛祖保佑。也因為我的敬業精神，一

直向前衝，工作中的一位老闆介紹他的助理給我認識，也就是我的太太。這

是上天送給我的另一件禮物，非常感謝她排除萬難，費盡千辛萬苦說服我丈

母娘及岳父接納我，否則顧及我自己的身體狀況，我真沒這個勇氣與她結婚

。在親友們的祝福下，我在32歲結婚。此時事業也漸入佳境，女兒也接著

出生，當時自認如此生活幸福，人生已無憾事。

　　但老天在我37歲時送我一個特別禮物，讓我一度對生命心灰意冷，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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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進益

　整理：Gordon

病友
分享



嘆上蒼為何捉弄我，從出生即經歷比他人悲苦的人生，如此命運多舛，又讓

大病降臨於我。當時我的女兒才兩歲多，我的太太只好家裡，醫院，公司三

頭忙。患病初期因為病情惡化，多虧弟弟幫忙張羅拿主意，他算是我的主心

骨，把我轉到馬偕醫院，確診是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即俗稱的血癌。當時是

我第一次聽到有這種惡疾，整個嚇傻，不知所措，腦中一片空白。緊接著就

開始化療了。我的家庭也因為我的生病陷入愁雲慘霧之中，大家都亂成一片

。接著我的日子就在抽腦髓，脊髓，打化療，感染的循環中渡過。在第一個

月的治療後，我的感染情況非常嚴重，狀況也特別多，甚至包括耳膜破。我

的弟弟大概是被我的病情嚇到，就把我轉到台大醫院，當時的主治醫師是姚

明醫師。在台大住院半年，我的狀況仍然很多，常常是姚明醫師跟許多醫生

到我病床前會診。在此衷心的非常感謝他們的細心看診。以當時的狀況，姚

醫師已經考慮到要我做骨髓移植了。因此，家屬配對的結果，弟弟與我配對

成功。但是我反覆感染的原因，讓我遲遲無法進入移植室。這或許是天意，

也或許是老天悲憫我，母親為我求神應驗。我的母親是屬於比較舊社會的，

到處為我求神拜神問神，為我祈福。我的太太則在我約180天住院期間，不

離不棄，每天騎車到板橋坐捷運到台大照顧我。以及兄弟姊姊們的關懷，這

些都是讓我撐下去的動力。漸漸地，在台大醫療團隊的細心治療下，八次化

療後，我的病情逐漸獲得控制。逃過了進移植室的命運。

　　這場病讓我對人生看開，也想開。在生病期間的怨天尤人也不復存在，

理解到年輕時自己對自我的期望太高，人生目標定太高，讓生活太緊繃，埋

下了病因。病後，因為曾經過高劑量化療，造成我造血功能不全，若有受傷

，甚至是蚊子叮咬，傷口癒合能力變差，而且皮膚很容易過敏。尤其是吃東

西，常有腹瀉的毛病，但是在內人的細心調養下，漸漸好轉。由三個月定期

回診一次，到現在半年回診一次。 

　　回首17年前得病的日子，我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就如同國中課本所

說，「要感謝的人太多，唯有謝天」。如今，我把這些感謝化成助人，不敢

說做善事，但是希望透過參加本地的一些慈善活動，在有空的時候幫幫忙，

發放愛心物資等等，希望透過這些活動把我所接受的愛傳遞出去，盡一點我

在社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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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覺得很神奇，這一路走來，自己抗癌路怎麼這麼好走：第一次化療

後就緩解了，因為做骨髓移植要配對，就配到了妹妹（我只有一個妹妹，配

對結果是完全吻合。醫師說連雙胞胎都不一定能有這樣的機率，真是奇蹟！

）。去台大做骨髓移植也是很標準的30幾天就出隔離病房到一般病房，吃

抗排斥藥也是吃完基本的半年就不用吃了。移植到現在已邁入第19年，狀

況還是一樣很正常，都是去看醫生最近過的如何而不是讓醫生看我病況如何

（還跟醫師抱怨我才進來3分鐘就出去了，別人都那麼長，心理有點不平衡

，哈哈哈），一路的順遂到底原因為何，我好好的思索了一番，得出了下面

的心得。

　　第一，我沒有花很多時間在想：為什麼是我？是會好奇啦！但想這個問

題對我的病情並沒有幫助，既然問題發生了，想辦法解決比較實際吧！ 

　　第二，我一直都很感恩，感恩對我付出的家人、朋友、病友志工、社工

師、院牧部的關懷師、醫療團隊。沒有人有義務對我們做什麼，他們願意對

我們付出時間及關心是源自於〝愛〞。我很珍惜他們願意對我付出，而回報

他們最好的方式就是好好照顧自己，讓自己的狀況可以愈來愈好，不讓他們

操心。這是一種正向循環，你好，家人可以放心的做他的工作或觀照家裡的

其它成員；病友志工會覺得很有成就感，能讓他們更熱忱的分享自己的經驗

，讓他們覺得自己的付出非常有意義；關懷師會覺得宗教的力量真是無遠弗

屆，不管你的信仰是什麼，神都愛我們並觀照我們，會更有動力的讓所有人

認識神，讓神幫助我們走過生命的幽谷；會讓醫療團隊有信心，雖然不是每

個人都會好起來，但成功機率的增加都值得持續支持癌友們為自己的生命奮

戰！張正雄醫師曾說：我愈來愈好對醫療團隊來說，對之後的病友來說是很

大的欣慰跟鼓舞。也因為感恩所有幫助過我的志工，所以我決定，只要能夠

好，一定要像病友志工一樣去支持正在走抗癌路的人。

　　當病友志工真的是我很開心、很感動、很有成就感的時刻，自己真的抗

癌成功了，還像之前的病友志工一樣來關心、支持別的病友，看到病友因為

我的出現而充滿希望的感覺，就覺得自己生這場病真是值得！

　　第三，無後顧之憂的面對抗癌路，盡量專注眼前，把自己搞定再去煩惱

別的事。很感恩那時的身分是學生，不用擔心大大小小的瑣事，也不用擔心

錢的問題（建議真的要買足夠的保險，保險是用到時嫌買太少、沒用到時嫌

買太多的神奇產品呀！）只要把自己顧好就好。所以我非常的聽話照做，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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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彥如

病友
分享 有時覺得很神奇



師說的、護理人員說的、志工說的，只要覺得可行，全部徹底執行。舉個例

子，在移植病房真的很怕感染問題，醫師護理人員都有交代，要徹底消毒，

不管洗澡漱口用的吃的都要徹底殺菌，我做的可仔細了，在移植病房真的沒

感染過，標準的一個月左右就去到普通病房了。他們也會交代要吃，我會勉

強自己吃，再怎麼沒胃口也吃，因為我知道，體內的細胞需要這些能量來對

抗癌細胞，所以我從第一次化療開始到骨髓移植後從台大出院，沒瘦過！！

一路胖上去！！所以“化療會體重減輕＂完全沒感受過，只是不停的煩惱又

胖了。

　　葉教授說過：病歸病、我歸我，和它和平共處。它的發生一定是想教會

我們什麼，可能是要更關注自己的身體，太容易生氣會很傷身體…等等。不

是癌症擁有我，是我擁有癌症，允許它的存在，但還是好好的過自己的日子。

　　第四，運用想像力。一開始打化療藥真的很害怕，感謝病友志工跟我說

，化療藥是來幫助我們對抗癌細胞的。所以我開始會想像，進到我體內的化

療藥變成了拿著盾牌及劍的戰士，跟著我的細胞一起擊垮癌細胞，想著想著

還會笑出來。會多喝水及在房內做有氧體操來加速藥物排出體外及增加新陳

代謝，讓藥物影響身體的程度降到最低。

　　第五，樂觀看待事情，讓自己保持開心。我會看好笑的節目或笑話集。

這讓我想到之前看的一個影片：吸引力法則，裡面講到一位乳癌的女性，她

知道罹患後並沒有接受西醫的治療，而是讓自己每天看好笑的節目或電影，

去找朋友聊天聚會，每天都開開心心的，一個月後去檢查，腫瘤竟然消失了

。說這個不是鼓勵大家生病不要接受治療，而是想說，原來讓自己保持愉悅

是有神奇功效的。

　　第六，好好休養，不要擔心這擔心那的，盡量讓自己專注在與自己相處

、與疾病相處，也要好好的給自己加油打氣，要常常提醒自己，要堅強、勇

敢、正向積極的接受治療過程，困難的背後一定有禮物在等著我們。

　　最後，保持心境上的平和，有宗教信仰真的很重要。雖然那時自己並沒

有宗教信仰，但並不排斥接受宗教的幫助，很感謝彰基院牧部的關懷師都會

來帶我禱告，關心我的狀況，也感謝親友都會給我很多的平安符，保佑我住

院過程順順利利的，也感謝媽媽帶我去九華山拜救世師父，祂也帶給我很大

的依靠及安全感，現在每年過年還是會去拜祂感謝祂，請祂繼續保佑我身體

健康。

　　得癌症真的不可怕，重點是我們用什麼態度去面對，問題發生了，怨天

尤人並不能解決問題，還會讓關心我們的人擔心傷心。不如直接面對問題，

找方法解決，當我們願意正向面對問題，就會發現其實身邊有很多資源在等

我們開口尋求幫忙，只要你願意，我們都在，你並不孤單，我們都會在這條

抗癌路上陪伴你的。讓我們一起走過生命的幽谷，往風光明媚的山上走吧！

12



108年救國團職能培訓
職能專長培訓服務是用於鼓勵病後病友需負擔主家計，建立

第二、三專長，以利重返社會及間接降低家庭與社會的負擔

參加對象：本會會員及以血液癌症等相關疾病之友為主

詳細內容：可至協會網站www.tbmta.org.tw查詢

　　　　　或可來電協會2564-3927洽詢申請辦法。

協會醫療急難救助
為照顧骨髓移植、周邊血液幹細胞移植等血液重症病人，提

供急難補助、醫療補助。補助對象以骨髓移植、周邊血液幹

細胞移植、臍帶血移植及血液重症病人為限。

詳細申請辦法請來電協會2564-3927洽詢。

會員子女獎學金
本會為鼓勵會員及會員子女努力向學，凡就讀公私立大專院

校（日間部）、國中、高中職（日間部）必須仍在學就讀中

符合條件者均可申請獎學金。

詳細內容：可至協會網站www.tbmta.org.tw查詢

　　　　　或可來電協會2564-3927洽詢申請辦法。

協 會 108 服 務 項 目

※歡迎會員投稿生活點滴或心得作品，以便刊登於會刊上分享。稿件

　以E-mail或傳真均可，並請註明姓名及聯絡電話，且請自留底稿，

　恕不退件。感謝您對協會的支持與愛護！

招募對象：1.社會熱心人士。　　　2.大專院校學生社團。
　　　　　3.年齡、性別不拘。
服務地點：台北市及新北市
服務項目：1.活動協助：協助協會辦理衛教宣導及募款等相關
　　　　　   活動。
　　　　　2.行政研展：協助文書處理、檔案整理、統計調查
　　　　　　等相關庶務。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日（依協會時間安排）
報名日期：即日起受理報名
協會地址：104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72號11樓之6
報名電話：02-2564-3927　Fax：02-2564-3862
E-mail:marrors@ms34.hinet.net

協 會 志 工 招 募



【七月份】

50,000 睿田生技(股)公司
16,000 亞比樂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10,000 詹郁柔
 5,000 游屘秀
 4,800 林子傑
 3,000 溫梓君、范揚杰、陳素麗
 2,000 徐思淳、梁繼伍、黃麗淑、
       蔡明珈、呂凌安、
       貝絲國際有限公司
 1,500 聯合億有限公司
 1,000 溫梓君、謝碧玉、鍾佳伸、
       陳燕子、陳翠雯、陳儀郡、
       劉曉雲、呂秋蘭、楊茂川、
       李志勝、李博凱、富鋼(股)
       李陳金月、爵品國際(有)、
       源鼎弱電系統工程(有)、
       新盈商標設計(有)、李筱琪
       富鋼(股)
   800 李守義、李承峰
   600 林穗靜、金昶徠投注站
   500 陳彥宸、楊秀慧、王品惠、
       尤金波、戴雪琴、曾閩美、
       陳定為、柯香蘭、陳南蘭
   300 陳志展、譚淑璍、葉信男、
       羅世楨、蔡沛榆
   200 陳俊堯、王家和、林茂蘭、
       薛文玲、林妤俐
   100 邱崇哲、蔡振瀛、蔡瑞哲、
       許采薇、邱彥如、彭文彥

【八月份】

500,000 台灣必治妥施貴寶(股)公司
 50,000 王式北、王式北
 20,000 湯國寶
 10,000 鄭廣仁、曹銘峰
  6,000 林子傑
  5,000 柯穎誠、游屘秀
  3,600 劉家豪
  3,000 范揚杰、李容容
  2,500 三陽早餐店
  2,000 邱月雲、徐思淳、梁繼伍、

        黃麗淑、謝菊英、
        貝絲國際有限公司
  1,500 聯合億有限公司
  1,200 許靜宜
  1,000 溫梓君、謝碧玉、鍾佳伸、
        陳翠雯、陳儀郡、劉曉雲、
        呂秋蘭、葉冠雄、簡淑芳、
        李博凱、李筱琪、熊秀英、
        新盈商標設計(有)、
        源鼎弱電系統工程(有)、
        爵品國際有限公司
    600 善心人士、林穗靜、
        金昶徠投注站
    500 柯香蘭、陳秀琴、楊秀慧、
        王品惠、尤金波、戴雪琴、
        曾閩美、陳定為、鄭舒蔚、
        陳南蘭
    300 譚淑璍、葉信男、羅世楨、
        蔡沛榆、陳志展、曾淑貞
    200 許哲熒、王家和、林茂蘭、
        薛文玲、林妤俐、陳俊堯
    100 邱崇哲、蔡振瀛、蔡瑞哲、
        許采薇、李玉珍、彭文彥、
        善心人士

【九月份】

50,000 王式北、藝曜行銷顧問(有)
 6,500 林子傑
 5,000 游屘秀
 3,000 范揚杰
 2,000 王首金、徐思淳、梁繼伍、
       黃麗淑、貝絲國際有限公司
 1,500 聯合億有限公司
 1,000 王美懿、溫梓君、謝碧玉、
       鍾佳伸、陳燕子、陳翠雯、
       陳儀郡、劉曉雲、葉冠雄、
       呂秋蘭、蕭光哲、范姜建成
       李博凱、李筱琪、富鋼(股)
       新盈商標設計有限公司、
       爵品國際有限公司、
       源鼎弱電系統工程有限公司
   600 林穗靜、金昶徠投注站
   500 嚴碧玲、柯香蘭、曾秀滿、
       陳彥宸、楊秀慧、王品惠、

捐 款 芳 名 錄



收
款
帳
號

姓
名

電
話

地
　
　
　
址

郵　政　劃　撥　儲　金　存　款　單

通訊欄(限與本次存款有關事項) 收款
戶名

寄　　款　　人

經辦局收款章戳

主管：

經辦局收款戳

電腦記錄

存款金額

收款帳號戶名

◎寄款人請注意背面說明

◎本收據由電腦印錄請勿填寫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

虛 線 內 備 供 機 器 印 錄 用 請 勿 填 寫

金額
新台幣
(小寫)

億 仟萬佰萬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

1 9 4 0 3 9 2 1
社團法人台灣髓緣之友協會

請勾選以下

1.□入會費 (1,000元)

2.　　　年度
　常期會費 (500元/年)

3.□贊助捐款

4.基本會員 (病友或家屬)
　贊助會員 (社會熱心人士)

5.備註

三陽早餐               83張

亞比樂國際貿易公司    123張

胡麗霜                 61張

共計                  267張

108/7～9月發票捐款芳名錄

108年5-6月份發票中獎金額 2,200元

       尤金波、戴雪琴、張志炘、
       曾閩美、陳定為、陳南蘭
   300 陳志展、譚淑璍、曾淑貞、
       葉信男、羅世楨、蔡沛榆、
       張佑琳
   200 陳俊堯、王家和、林茂蘭、
       薛文玲、林妤俐
   100 邱崇哲、蔡振瀛、蔡瑞哲、
       許采薇、李玉珍、彭文彥

志　工　會　議 理　監　事　會　議



信用卡捐款轉帳授權書
傳真碼碼：(02)2564-3862

寄回地址：104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72號11樓之六

捐款人姓名

聯 絡 地 址

信用卡卡別

持卡人姓名

持卡人卡號

持卡人簽名

捐 款 方 式

捐 款 收 據

說　　　明

聯絡電話

□VISA　□MASTER　□JCB　□聯合信用卡　□AE

備　　　註　　　欄

□我不定期捐款，此次捐款金額　　　　　　　　元整

□我願意每月固定捐款，每次捐款金額　　　　　　　　元整

　捐款期間自　　　年　　　月至　　　年　　　月止

捐款收據抬頭：□同持卡人　　　□非持卡人

寄送收據地址：□同聯絡地址　　□其他

收 據 方 式：□依次開立收據　□年底統一寄出

請在下列□中打ˇ

　□　我曾捐款給協會

　□　我是第一次捐款，從何處得知本會訊息　　　　　　　　　　　　

※本授權書可拷貝使用，歡迎將此訊息傳遞各處，讓我們為更多骨髓移植病患創造美好的未來。

一、凡持有信用卡捐款者，請填寫上列資料，寄回或傳真至本會。

二、本會收到捐款後將寄上捐款收據，如果沒有收到請與協會聯絡 (02)2564-3927。

三、捐款收據可申請抵免當年度之綜合所得稅。

持卡人身份證字號

發　 卡 　銀 　行 

信 用 卡 有 效 期 限

授權碼(捐款人免填)

年　　月止

覆核：　　　　　　　　經辦人：　　　　　　　　　(此列由本會填寫)

郵政劃撥存款收據
注意事項

請寄款人注意

一、本收據請詳加核對並妥為

　　保管，以便日後查考。

二、如欲查詢存款入帳情形時

　　，請檢附本收據及已填妥

　　之查詢函向各連線郵局辦

　　理。

三、本收據各項金額、數字係

　　機器印製，如非機器列印

　　或經塗改或無收款郵局收

　　訖章者無效。

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地址各欄請詳細填明，以便誤寄；

　　抵付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天存入。

二、每筆存款至少需在新台幣十五元以上，且限填至元位為止。

三、倘金額塗改時請更換存款單重新填寫。

四、本存款單不得黏貼或附寄任何文件。

五、本存款金額業經電腦登帳後，不得申請撤回。

六、本存款單備供電腦影像處理，請以正楷工整書寫並請勿折疊

　　，帳戶如需自印存款單，各欄文字及規格必須與本單完全相

　　符；如有不符，各局應委請寄款人更換郵局印製之存款單填

　　寫，以利處理。

七、本存款單帳號與金額欄請以阿拉伯數字書寫。

八、帳戶本人在「付款局」所在直轄市或縣（市）以外之行政區

　　域存款，需由帳戶內扣收手續費。

交易代號：0501、0502現金存款　0503票據存款　2212劃撥票據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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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東 三 日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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