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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教講座 �1�0月�3�0日� 亞東紀念醫院～血液疾病

�1�0月�3�0日� 台大校友會館�4樓～血液疾病

�1�2月�2�5日�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B�1柏拉圖廳～淋巴癌的治療新曙光

�1�2月�2�5日�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B�1柏拉圖廳～血液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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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紀念醫院腫瘤暨血液科

　林世強醫師

骨髓移植的副作用

■移植前化學治療及放射線治療器官毒性
■感染：�P�C�P細菌，�C�M�V病毒
■急性及慢性排斥
■移植失敗
■移植體抗宿主疾病�(�G�V�H�D�)

‧皮膚紅疹與黏膜乾燥

‧腹瀉

‧肝臟功能異常

移植的新技術

■迷你異體造血幹細胞移植
‧化學治療的劑量較低

■半吻合移植
‧容易找到捐贈者

■臍帶血移植
‧相對上取得容易

■�C�D�3�4純化自體造血幹細胞移植
‧減少癌細胞的污染

台灣進行骨髓移植的醫院

■北部－台大醫院、榮民總醫院、三軍總醫院、和信醫院、長庚醫院、
　　　　亞東紀念醫院、馬偕、雙和、慈濟
■中部－台中榮民總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
■東部－慈濟醫院
■南部－成功大學附設醫院、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台南奇美醫院、
　　　　高雄榮民總醫院

(承上期)



2

95年12月收集2次
周邊血液造血幹細胞 幹細胞冰存處理

幹細胞移植 幹細胞解凍

幹細胞冰凍
超高劑量化學治療

及無菌照護

移植前之骨髓檢查

本院周邊造血幹細胞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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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腔導管收集幹細胞

病房收集幹細胞

移植前周邊血液幹細胞收集

周邊血液幹細胞收集機

骨髓幹細胞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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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細胞收集完成

幹細胞冰存處理

程式降溫儀

幹細胞冰凍

冰存處理前 冰存處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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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凍幹細胞

定量幹細胞與幹細胞解凍

骨髓移植病房

10,000級  HEPA保持無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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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細胞解凍
幹細胞重新
移植回病患體內

超高劑量化學治療及無菌照護

37度恆溫水浴

幹細胞移植中

(未完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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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紀念醫院
  腫瘤暨血液科  謝佩穎醫師

‧CML患者體內多了異常的癌症基因(BCR-ABL)，導致ABL酪胺酸激酶
　過度活化，因而產生癌化的白血球。針對ABL酪胺酸激酶的抑制劑可藉
　由阻斷ABL酪胺酸激酶的活性，來防止癌化的白血球增生，達到治療目
　的。

■�C�M�L病患的治療成績

■標靶藥物已成為�C�M�L的主要治療用藥

標靶藥物 (酪胺酸激酶抑制劑，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TKIs): 

目前四種標靶藥物用於第一線或第二線或第三線治療

(承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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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
　Imatinib, Glivec (基利克)
‧第二代：
　Dasatinib, Sprycel (柏萊)
　Nilotinib, Tasigna (泰息安)、
　Bosutinib, Bosulif (台灣未上市)
‧第三代：
　Ponatinib, Iclusig (英可欣)

■�C�M�L的標靶藥物：�T�K�I�s

■慢性骨髓性白血病該做哪些追蹤檢查？

■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追蹤檢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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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全血球細胞數目
‧理學檢查正常，如無器官腫大

■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追蹤檢查�(�2�)

血液學檢查是為了檢查血球的數量

目標為「完全血液緩解(CHR)」

‧無染色體緩解  (體內費城染色體的數量 > 95%)
‧部分染色體緩解 (PCyR, 體內費城染色體的數量 1-35%)
‧完全染色體緩解 (CCyR, 體內測不到費城染色體的數量 )

■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追蹤檢查�(�3�)

是為了確認體內的「費城染色體」是否有減少或消失

檢查方式為採取血液或骨髓細胞，進行染色體分析

根據測得費城染色體的數量(%)，有不同的反應名稱

理想目標為治療6個月內達到「完全染色體緩解(CCyR)」

達到完全染色體緩解前，開始治療的第3, 6, 12個月需做
一次檢測；之後每年做一次

‧BCR-ABL 基因數量的百分比
‧BCR-ABL 基因減少的對數值

■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追蹤檢查�(�4�)

分子檢查可確認體內癌症基因減少的情況

檢查方式為每 3 個月抽血檢查一次，進行基因定量分析

癌症基因的檢查結果，有兩種方式表示：

理想治療目標為治療12個月內控制血液中癌症基因含量
低於國際標準值0.1%以下（癌症基因減少3個對數值），
稱為「主要分子學緩解 (MMR)」

達到主要分子學緩解前，建議每3個月抽血檢測一次；
之後每3至6個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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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白血病團體制定的治療指引�(針對�T�K�I�)� �:��

時間 理想 警告 失敗

診斷時

用藥後3個月

用藥後6個月

用藥後12個月

分子檢查
RT-PCR: -1
分子檢查

RT-PCR: -2
分子檢查

RT-PCR: -3

- -High risk
CCA in Ph+

Minor CgR to 95%
Ph+ and/or > 10%

< CCgR to minor CgR
and/or > 1 – 10%

> 0.1 – 1%
(CCyR, no MMR)

No CHR
and/or 95% Ph+

< minor CgR
and/or > 10%

> 1% Ph+
and/or > 1%(No CCyR)

References:
1. Baccarani M, et al. Presented at the 4th interna�onal Congress
    on Leukemia Lymphoma Myeloma. Istanbul, Turkey. May 22-25 2013.

■治療期間遵從醫囑、按時服藥的好處

■治療期間遵從醫囑、按時服藥的好處

遵從醫囑、按時服藥患者較能成功達到MMR
資料來源 : Bazeos et al. Blood (ASH Annual Mee�ng Abstract), Nov. 2009; 114: 3290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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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流行時
�C�M�L病患的自處之道

※台大醫院檢驗醫學部

內科部血液腫瘤科

主治醫師  徐思淳

　　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結束之際，COVID19現身。由於可以藉由無症
狀者散佈，使得先前成功圍堵冠狀病毒疫病的策略失效，並造成世界性大流
行。由於在大流行之初，重症病患的死亡案例頗多，世界各國政府都不敢掉
以輕心，積極的防疫政策影響了大家的生活，CONVID19的流行因此成為大
眾生活的新重心。所幸，拜病毒學與免疫學的精進之賜，科學家比過去更快
地掌握了病毒特性，並且在最短時間研發出可用的疫苗，疫情因此有了一線
曙光。
　　處於這個時代的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病友，受惠於標靶藥物的進步，絕大
多數的病友目前都獲得良好的控制。但是，在初診斷開始使用標靶藥物時，
血球數目尚未恢復正常，就不能掉以輕心。所以，本文提供病友面對
COVID19的生活建議。
　　一般而言，血液科醫師評估病友的免疫力，多由兩方面著手：一是免疫
細胞數目與功能是否正常，二是免疫系統運作需要相關物質（例如：抗體）
是否充足。病友診斷為慢性骨髓性白血病時，白血球數目雖多，但是功能有
缺憾，免疫力並不正常。至於抗體與細胞激素運作，一般而言是正常的。在
接受標靶治療以後，大部分病人的不成熟白血球數目會在一個月內在周邊血
液消失，然而白血球數目會依病友身上殘存的正常造血功能，而有快慢不同
的恢復速度。通常需要度過二到六個月的時間，白血球才會來到真正穩定的
安全數目。若使用第二代標靶藥物，一半以上的病人在六個月時，染色體檢
查看不到擁有費城染色體的血癌細胞。同樣地，半數以上的病人在治療滿一
年時，達到安全狀態「主要分子生物緩解，MMR」。由此觀之，初診斷病
友在接受治療的前六個月，是免疫力比較不足的時期。
　　面對這種免疫力不足的狀態，原本醫護人員就提供一套衛教資料，教導
病友度過這段時期的方法。首先強調按時服藥的必要性，不可自己任意停用
藥物。其次，針對血球數目低下，出門要避開人多的公共場所，並且勤洗手
，帶口罩，再來要避免生冷食物與無適當殺菌的食物。若是有打冷顫，或發
燒就必須立刻就診。當然，隨著血球數目低下而來的不適，應該向主治醫師
報告，並且請主治醫師協助。事實上遵守以上的要點，大部分的病人的治療
都很順利。那麼，對於COVID19，是否要以這樣的作法為基礎，提升防護
裝備等級以及更嚴格地限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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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是不必要的。只有近距離與病人接觸的醫護人員，才需要更高一級
的防護裝備，譬如N95口罩，防水隔離衣等等，一般民眾使用這些裝備，除
了製造更多不舒服以外，幫助是有限的。而且，衛生單位建議的防護措施，
基本上已經與病友在執行的防護措施是同一個等級的。所以，並不須要劇烈
地改變原有的生活習慣。
　　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病友若是已經達到血液學緩解，就沒有危險了嗎？很
可惜，並不是如此。由於各種標靶藥物都有不同程度的副作用，這些副作用
在病友不幸染病的時候，可能會造成不良影響。部分標靶藥物會有心肺的副
作用，造成心律不整或是肋膜積水。這樣的副作用，在重症病人的治療上，
會帶來負面的影響。而且部分標靶藥物有免疫調節功能，可以調高免疫力，
也可能降低免疫力，調高可能會使得細胞激素風暴更厲害，免疫力下降，則
使得感染之後無法消滅病毒。只有重症病患，才需要請醫師考量調節標靶藥
物。一般而言，長期穩定的病患，在緊急狀態之下，在醫師指示下暫時性的
短期停藥，其實不會增加復發的危險。請病友們，把這些住院才有的醫療問
題，交給主治醫師處理，不要私下調整藥物。
　　在做好自己的防護以後，現在還需要疫苗注射來減少重症病況的發生。
我國本身的疫苗產業尚在發展中，雖然有少數廠商可以提供新冠疫苗，但是
數量遠遠低於所需。所以，大部分人接受的疫苗，多為國外製造的產品。新
冠病毒的疫苗有很多不同的廠牌，而且有不同的設計，注射後得到的防護力
不盡相同，而且副作用也各自不同。但是，衛生單位在嚴格審核後，基於防
疫需求批准使用的疫苗，還是有不錯的安全性。目前，除了政府呼籲外，各
大醫學會參考國外的指引，都一致建議病友若是狀況穩定，務必要接受疫苗
注射，以增加對COVID19的防護力。而且，盡量不要因為治療而延遲疫苗
的注射。而對於後來發生的變種病毒株，這些疫苗也或多或少提供了保護，
使得重症病患人數，並沒有快速成長。
　　最後，在這個資訊氾濫的網路時代，病友要注意接收正確消息的重要性
。請盡量追蹤衛生單位發布的消息，而不要盲目相信社群軟體（譬如：
LINE，FB，Twitter）上的聳動消息或是評論。也不要因為直播主是專業人
士（譬如：醫師，生醫研究專家），就無條件全部接受所有的訊息。若是自
己無法判斷真偽，請選擇擱置而且不要轉發，並找機會與主治醫師討論。目
前，台灣有幾位感染科醫師，在網路提供公正，科學，無偏頗的相關訊息，
並且解釋最新的發展，很值得大家關注。其中一位，就是2021年9月26日
的活動中，來演講的的孔祥祺醫師（筆名是林氏璧）。相信參與當天活動的
病友們，聽完孔醫師的演講後，必然是帶著新冠病毒疫苗的正確知識，開心
地回家。
　　最後，再一次提醒病友們，在這個新冠病毒疫情還未完全平息的時代，
CML的病友們請依照平日的作法，按時服藥，按時回診，按時接受QPCR檢
查，讓CML不要成為健康的負擔。其次，出入公共場合，做好個人防護，
戴好口罩，勤洗手，不必穿戴實驗室人員使用的高階防護裝備。最後聽從防
疫單位指示，進行疫苗注射，同時不亂傳沒有根據的網路消息，相信我們必
能安然度過這個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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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會 2021 年 大 事 記
日　期 內　　　　　　　　　　容

03.27
03.27
04.29
07.24
09.18
09.26

09.26
10.30
10.30
11.13
11.20
11.20
11.28-29
12.04
12.04
12.11

12.11
12.15
12.25

12.25
12.26
12.29

第11屆第2次會員大會
第11屆第4次理監事會議
前楊育青理事長繪本授權
戰勝骨髓纖維化治療要聽醫師話線上直播講座
讓愛慢延髓時相伴 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線上衛教講座
2021希望相髓世界慢性骨髓性白血病日病友衛教講座/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B1蘇格拉底廳
第11屆第5次理監事會議
2021血液疾病衛教講座/亞東紀念醫院 北棟6樓階梯教室
2021血液疾病衛教講座(北區)/台灣大學校友會館4樓
2021復發性淋巴癌治療新矚光線上衛教講座
2021中區血液疾病衛教講座/台中金典酒店13樓玫瑰2廳
台中會員聯誼
會員旅遊-清境、合歡山2日遊
2021南區血液疾病衛教講座/台南大飯店7樓 國際一廳
台南會員聯誼
2021血液疾病衛教講座(高雄場)/
高雄蓮潭國際會館 會議中心4F 402階梯會議室
高雄會員聯誼
台大醫院聖誕節送禮活動
2021淋巴癌的治療新矚光衛教講座/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B1柏拉圖廳
2021血液疾病衛教講座/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B1柏拉圖廳
第11屆第6次理監事會議
志工會議

第十一屆第六次
理監事會議

志工會議



捐 款 芳 名 錄

【十月份】

100,000 田蕙芬
 30,000 高勝洲
  7,000 林子傑
  6,700 林子傑
  6,600 黃立錦
  5,000 王鵬舉
  3,000 葉吳盆、游屘秀、廖思惟、
        廖力穎
  2,500 周志霖
  2,000 徐思淳、梁繼伍、范揚杰、
        楊小姐、郭俐雯、
        貝絲國際有限公司
  1,500 聯合億有限公司
  1,000 李博凱、李筱琪、溫梓君、
        謝碧玉、鍾佳伸、陳翠雯、
        吳耀宗、劉曉雲、葉冠雄、
        呂秋蘭、富鋼(股)公司、
        新盈商標設計有限公司、
        安豐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金中興營造有限公司、
        爵品國際有限公司、
        源鼎弱電系統工程有公司
    600 張正財、林穗靜、張正財、
        金昶徠投注站、張正財、
        張正財
    500 陳南蘭、蔡姵怡、陳彥宸、
        柯香蘭、陳碧森、楊秀慧、
        陳義斌、林業、王品惠、
        廖婉真、金聖德、曾閩美、
        林宇珊、鄭祥和、林宇珈、
        陳定為、李承儒、蔡姵怡、
        張嘉紘、蔡姵怡、蔡姵怡、
        蔡姵怡
    300 陳志展、譚淑璍、林湘玲、
        林岑聿、吳俊昌、陳紹軒、
        葉信男、洪素靜、吳仲翼、
        羅世楨、蔡沛榆
    200 陳俊堯、林延霞、林佑蓮、
        李正鐸、程芳芝、林茂蘭、
        薛文玲、林妤俐、林延霞、
        林延霞、林延霞、程芳芝、
        程芳芝
    100 張家瑋、張庭榛、許采薇、
        邱崇哲、蔡振瀛、蔡瑞哲、
        彭文彥、李玉珍、楊騏東、
        張家瑋、張庭榛、張家瑋、
        張庭榛、張家瑋、張庭榛

【十一月份】

333,000 美商默沙東藥廠(股)台灣分公司

 25,000 藝曜行銷顧問有限公司
 20,000 呂政道
 10,000 吳金照
  6,700 林子傑
  6,600 善心人士
  5,000 王新立
  3,000 游屘秀、廖春美
        極緻印象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2,000 蕭晴洲、邱月雲、徐思淳、
        梁繼伍、范揚杰、楊小姐、
        郭俐雯、謝菊英、
        貝絲國際有限公司
  1,500 聯合億有限公司
  1,000 李博凱、李筱琪、溫梓君、
        陳彥宸、謝碧玉、鍾佳伸、
        陳翠雯、吳耀宗、劉曉雲、
        葉冠雄、呂秋蘭、林美玲、
        王美懿、羅秋玉、林承寬、
        富鋼股份有限公司、
        安豐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金中興營造有限公司、
        爵品國際有限公司、
        源鼎弱電系統工程有限公司
        新盈商標設計有限公司
    600 呂秋蘭、張正財、林穗靜、
        張正財、金昶徠投注站
    500 陳南蘭、柯香蘭、蔡姵怡、
        楊秀慧、陳義斌、林業、
        王品惠、廖婉真、金聖德、
        曾閩美、林宇珊、鄭祥和、
        林宇珈、陳定為、李承儒、
        鄭皓澤、鄭舒蔚、郭晉妏、
        張嘉紘、蔡姵怡、蔡姵怡、
        蔡姵怡
    300 陳志展、譚淑璍、林湘玲、
        林岑聿、吳俊昌、陳紹軒、
        葉信男、洪素靜、吳仲翼、
        羅世楨、蔡沛榆
    200 李正鐸、林延霞、陳俊堯、
        林佑蓮、程芳芝、林延霞、
        吳陳櫻、張正財、林延霞、
        張正財、林延霞、林茂蘭、
        林妤俐、薛文玲、程芳芝
    100 張家瑋、張庭榛、許采薇、
        邱崇哲、蔡振瀛、蔡瑞哲、
        彭文彥、李玉珍、楊騏東、
        張家瑋、張庭榛、張家瑋、
        張庭榛、張家瑋、張庭榛

【十二月份】

300,000 黃振興
160,000 台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15,000 禾唯公關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3,200 易普索市場研究(股)公司
 12,000 張文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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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政格、劉姿辰、黃浚哲、
        林金燕、劉鍹儀、張嘉紘、
        蔡姵怡、柯香蘭、陳南蘭、
        蔡姵怡、邱月雲、林揚、
        陳永昌、張家儀、陳睿盛、
        陳佑慈、林揚
    300 譚淑璍、林湘玲、林岑聿、
        吳俊昌、陳紹軒、葉信男、
        洪素靜、吳仲翼、羅世楨、
        蔡沛榆、陳志展、彭秋菊
    200 李正鐸、林茂蘭、薛文玲、
        林妤俐、陳俊堯、林延霞、
        張正財、林延霞、張正財、
        林延霞、林佑蓮、張正財、
        張正財、林延霞
    100 許采薇、邱崇哲、蔡振瀛、
        蔡瑞哲、彭文彥、李玉珍、
        楊騏東、張家瑋、張庭榛、
        張家瑋、張庭榛、張家瑋、
        張庭榛、張家瑋、張庭榛

 10,500 台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
  3,458 善心人士
  3,000 游屘秀
  2,120 邊聖涵
  2,000 徐思淳、梁繼伍、范揚杰、
        楊小姐、郭俐雯、蕭惠樺、
        蔣國權、賴美芬、
        貝絲國際有限公司
  1,500 蔡明珈、江忠武、呂泓思、
        江宬緯、江宸頡、江秉錂、
        湯竹君、陳依婷、江芊樂、
        江佾恩、陳梨英、張振華、
        呂陳源妹、林宜燕、胡珉暟
        胡紹揚、張育超、張芷菱、
        張天助、聯合億有限公司
  1,200 高川原
  1,000 李博凱、李筱琪、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李碧霞、溫梓君
        謝碧玉、鍾佳伸、陳翠雯、
        吳耀宗、劉曉雲、葉冠雄、
        呂秋蘭、黃子凌、賴德鋒、
        富鋼(股)公司、陳彥宸、
        安豐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金中營造有限公司、林芷㚥
        爵品國際有限公司、陳民芬
        源鼎弱電系統工程有限公司
        新盈商標設計有限公司
    840 陳奎如
    600 林穗靜、金昶徠投注站
    500 蔡姵怡、楊秀慧、陳義斌、
        林業、王品惠、廖婉真、
        金聖德、曾閩美、林宇珊、
        鄭祥和、林宇珈、陳定為、
        李承儒、蔡姵怡、林承宏、

9-12月份發票捐贈芳名錄  
嘉信眼科 41張 
鄭麗紅 2張 
7-10月份發票中獎金額共600元  
  
物資捐贈芳名錄  
李怡青 怪醫鳥博士骨髓移殖手記 50本
余世華 怪醫鳥博士骨髓移殖手記 5本
  
12/15 愛心捐贈台大聖誕禮物  
王玉禪 手工皂一批 
張嘉倩 毛線帽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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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教講座�1�1月�1�3日� 線上～復發性淋巴癌治療新矚光

�1�1月�2�0日� 台中金典酒店�1�3樓玫瑰�2廳～血液疾病

�1�2月�4日� 台南大飯店�7樓國際一廳～血液疾病

�1�2
月
�1�1
日

高
雄
蓮
潭
國
際
會
館



中� 南� 部� 聯� 席� 會

�1�1�/�2�8～�2�9� 會員清境、合歡山二日遊

�1�2�/�1�5� 台大醫院聖誕送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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