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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with CML
※柯博升醫師
　台大醫院內科部主治醫師
　台大癌醫中心醫院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血液及骨髓移植學會理事長
　台灣藥物經濟及效果研究學會理事長

(承上期)

●順利達到治療目標的關鍵: 按時服藥

達到主要分子緩解率(MMR) 
癌症基因含量低於1/1000 

達到完全分子緩解率(CMR) 
癌症基因含量低於1/10 

94.5%

28.4%

43.8%

0%

服藥順從性>90% vs <=90% 服藥順從性>90% vs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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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eting Abstract), Nov. 2009; 114: 3290

●按時服藥的重要性：台灣本土資料

規律服藥，四年存活機率：
91%

不能規律服藥，四年存活機率：
72%

Chen TC  et .al, Int J Clin Pharm.
2014 Feb;36(1):172-81
（高雄醫科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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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醫療因素：
‧環境因素……
‧心理因素……

 儘早與醫師討論

• 針對服藥依順性、血中濃度含量、癌症基因是否突變、疾病是否惡化討論

 
調整生活習慣

• 不抽菸、不喝酒，飲食作息正常

 
尋求第三方病友支持團體的協助

• 諮詢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病友團體在心理層面上協助，參與相關課程

使用疾病管理輔助工具

• 透過筆記或是手機應用程式，紀錄服藥日誌，並適時提醒用藥時間

●藥物的特性不同，要如何更規律地服藥？

●為什麼不能規律服藥??

醫療因素：
‧副作用 (耐受性不佳)
‧醫師重視的副作用  vs. 病人重視的副作用

●TKIs 的血液學副作用

造血功能抑制
‧白血球數目下降‧中性球數目下降
‧紅血球數目下降‧血小板數目下降

●TKIs 血液學副作用的發生原因

經常在開始用藥的前三個月發生
‧隨著疾病控制進步，漸漸改善
‧少數病人會持續

慢性期，早期

慢性期，晚期

發病時 治療一個月後 三個月後
白血病細胞

正常幹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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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Is 血液學副作用的處置

病患方面
‧按時回診抽血檢查
‧有「容易出血」「發燒」，立刻就醫

醫師方面
‧依照副作用的等級調整藥物
‧中度以上：停藥，等待血球數目恢復
‧血球數目恢復後，考慮先行減藥
‧盡量考慮持續使用藥物
‧支持性療法：輸血，白血球生長激素

●TKIs 的非血液學副作用：基立克

任何等級 嚴重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水腫 318 60 6 1.1 

噁心 293 55 8 1.5 

肌肉抽痛 261 49 5 0.9 

紅疹 171 32 16 3 

腹瀉 152 29 5 0.9 

體重增加 137 26 23 4.3 

嘔吐 125 23 3 0.6 

肌肉酸痛 108 20 1 0.2 

關節疼痛 100 19 4 0.8 

腹部疼痛 99 19 0 0 

疲憊 95 18 2 0.4 

胃酸過多 93 17 0 0 

全身酸痛 71 13 3 0.6 

頭痛 69 13 0 0 

皮膚搔癢 46 9 2 0.4 

●TKIs 的非血液學副作用：泰息安

較基利克嚴重
‧紅疹
‧肝指數，黃疸指數，
　胰臟酵素指數上升
‧血糖不耐
‧心血管疾病機率較高

較基利克輕微
‧周邊水腫
‧黑色素分布不均（不會變白）
‧腸胃道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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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Is 的非血液學副作用：柏萊

●新一代TKIs的心血管副作用發生率

較基利克嚴重
‧肋膜積水
‧頭痛

較基利克輕微
‧周邊水腫
‧黑色素分布不均（不會變白）
‧腸胃道症狀
‧血中磷離子低下

●如何處理這些副作用?

向醫師回報
醫師依照嚴重程度，決定處理方針
‧第一等級：不一定需要藥物處理
‧第二等級：使用藥物解除症狀
‧第三，四等級：停藥
　‧恢復後，減低劑量續用
　‧無法續用，則更換藥物

可在病友團體聽取病友經驗，
修正生活方式，以減少副作用
的不適。
‧有時比醫師的建議還好…

PACE (2nd Y)
Ponatinib

ENESTnd(5th Y)
Nnilotinib

DASASSION(4th Y)
Dasatinib

PON 45/d NIL 600/d NIL 800/d IM 400/d 100 /d IM 400/d

Gr. 3/4 Total Total Total Total Total

PAOD 2% 4(1.4%) 5(1.5%) 0 0 0

IHD 6% 11(3.9%) 14(5.1%) 3(1.1%) 10(3.9%) 3(1.2%)

CVA 3% 3(1.1%) 5(1.8%) 1(0.4%) N/A N/A

• PAOD: 周邊動脈阻塞性疾病
• IHD: 缺血性心臟病（心絞痛，心肌梗塞）
• CVA: 腦中風
• PACE研究中，Ponatinib造成所有等級的心血管副作用發生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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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

●關於藥物的副作用，你還應該知道：

每個人對藥物治療的反應不一……
醫師無法預測個別病患的副作用是否一定會發生

當副作用困擾日常生活、造成衝擊時
這就是對藥物的耐受性不佳

 
副作用發生，在還沒和醫師討論前
請不要自行中止療程、更改藥量
要持續依照醫囑服藥

如果無法承受現在的治療，請醫師協助
處理副作用，並且判斷是否須改變治療方式。

資料來源： ELN（European LeukemiaNet）Guideline-updated

●結論

CML 是由於造血幹細胞發生基因變化所導致。

關於CML的治療，近年來有長足的進步。
‧治療的目標也越來越積極。

在CML已成為慢性化的疾病時，服藥的遵從性與副作用的處理變成格外
重要。

資 訊 分 享

　　理事長柳學治於109/9/22接受〝健康聲友
會〞廣播專訪，談到從罹癌過程、如何抗癌及生
活中的小插曲…等等。
　　有興趣的朋友們，可以至以下連結聆聽，
謝謝！

            https://reurl.cc/Oq5v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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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淑芬

　彰化基督教醫院復健部協同主任

　彰化基督教醫院體系輔具中心協同主任

　彰化基督教癌症e醫癌症復健科主任

　教育部部定助理教授

■癌症的病程

■癌症復健：

■Rehabilitation Goal:

‧依照Gerber et al的定義，癌症的病程，可以分成5個階段：

　▲診斷與治療(initi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追蹤(surveillance)　　　　▲復發(recurrence)

　▲延長(temporization)　　　▲支持性(palliative)

‧癌症復健會因癌症不同階段，而有不同的復健目標(Rehabilitation Goal)

‧Dr.J.Herbert Dietz, 1960　　‧Restoration

‧Support　　　　　　　　　‧Palliation

‧癌症病人存活已愈來愈久，對於癌症病人治療的目標，

　已不僅限於延長生命，而在改善病人的生活品質。

預防

Prevention

回復
Restoration

支持
Support

緩和
Pall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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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復健：

■血液腫瘤

Acute Transplantation phase急性移植期

1.化學治療

　Acute Transplantation phase急性移植期

　‧化學治療，Induction chemotherapy—前導化療，

　　Whole body radiation 放療

　‧Pancytopenia—血球數不足，白血球不足，易感染，貧血，血小板過

　　低

2.Immobility syndrome

　‧Stroke volume decreased 心搏出量減少

　‧Thromboembolism血栓

　‧V/Q dismatch肺部氣體交換減少

　‧肌力減少1%/天，20-50% loss，下肢負重肌肉(股四頭肌及腓腸／比

　　目魚肌)及軀幹肌肉(髖關節伸肌及下背肌群)

　‧骨密度減少1%/周

,

Post-O/P 
disability : 
ROM, AWS,
swallowing/speech
lung

Pain
Radiation fibrosis  
syndrome : ROM, 
swallowing/speech,
lung

Cancer-
Related 
Fatigue

Recurrent/
end-stage 

life

lymphedemabreast 
reconstruction
HN cancer  
flap : Donor 
problem

CIPN osteoporosis

化學治療 放射線治療 骨髓移植

Mobile and maintain ADL

至少 200 feet=6096 cm=60 公尺 , 3 times/day >>不足,轉介復健

病患症狀來決定 the intensity, duration and mode of exercise

PROM, AAROM, AROM, 

阻力運動 resistive exercise>> functional activities, 移位,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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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化學治療後神經病變

�Chemotherapy-induced peripheral neuropathy,CIPN

　‧Axonal, sensory>motor, diffuse

　‧軸突被傷害,感覺神經侵犯大於運動神經，廣泛性

　‧發生率：30-40% in化學治療病患

　‧會不會好？

　‧有人會好，有人部分恢復，有人不會恢復

▲化學治療後神經病變的診斷

　神經電氣檢查

　1.神經傳導檢查，大的感覺神經

　2.肌電圖檢查：軸突被侵犯才看能到

　預防：

　1. Intravenous calcium and magnesium(CaMg)，可以預防及改善

　　Oxliplatin-induced neuropathy，因為增加細胞外Ca濃度，促進

　　Na channel 關閉，而減少對神經的傷害。

　2.Vit E：爭議很多，雖然有效，但和化療及放射治療相牴觸

　以下是在有些小型研究似乎有效，但證據力不足：

　3.Glutamine麩醯胺酸：有神經保護作用的胺基酸

　4.Glutathione麩胱甘肽and N-acetylcysteine：可以減少platinum堆積於

　　dorsal root ganglion，麩胱甘肽的主要功能在於細胞內生性抗氧化的

　　防禦

　5.抗癲癇藥物anti-epileptic drug：carbamazepine(tegrtal)癲通錠/

　　oxecarbazepine除癲達膜衣錠

　6.Xaliproden：發展中的藥物，有神經保護功效，研究用於

　　Alzheimer disease, ALS

很痛,導致失去功能及影響生活品質(loss of functional
ability and decreasing quality of life)

感覺異常(Paresthesia, Dysthesia), 刺痛,從手指和腳趾
(toe and finger)開始,往近端ex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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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治療後神經病變

　‧只能治療併發症

　　★疼痛

　　　‧Pain　　　　　　　　　　‧Paresthesia，感覺異常

　　　‧Hyperesthesia感覺過敏　　‧Hypoesthesia感覺遲鈍

　　　‧Dysthesia

　　　‧Numbness and tingling麻木和刺痛

　　　‧大神經的病變：dull, deep or cramping pain

　　　‧小神經的病變：C fiber, thermal, perception, pain and

　　　　　　　　　　　autonomic function, 尤其pain in the feet.

　　　※治療

　　　　1)神經受損的緣故。您可以用手輕輕拍打感覺異常的地方，以減

　　　　　低敏感度。

　　　※治療：藥物

　　　　2)Capsaicin cream辣椒素

　　　　3)Lidocaine 貼片

　　　　4)Tricycle antidepressant drug抗憂鬱的藥物

　　　　　Amitriptyline得利穩：口乾，嗜睡(anticholinergic effect)

　　　　　Nortriptyline 愛文妥

　　　　5)Gabapentin (neurotin)鎮頑癲：

　　　　　100-300 mg per night>>3 次/day

　　　　6)Cymbalta—

　　　　　Lyrica—嗜睡，認知

　　　※治療：非藥物

　　　　7)經皮電刺激，可以幫助病人減輕疼痛。

　　★足部併發症

　　　化學治療後神經病變和糖尿病神經病變一樣，足部潰瘍是最主要併

　　　發症

　　　‧每天檢查足部，保持乾燥

　　　‧穿著合適鞋(夠深)襪

　　　‧需要訂做鞋墊

　　★功能缺失：跌倒

　　　‧預防跌倒—不平坦地面，光線不佳處

　　　‧改善步態及平衡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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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企、來企咱來七逃。這次的旅行將拜訪台灣最南端的城市「恆春半島
」。
　　恆春位於屏東縣內，半島境內的地形以岩岸及珊瑚礁為主。並有多處沙
灘及礫灘。恆春更是台灣的國境之南，地處三大海洋位置。
　　東鄰太平洋、西鄰台灣海峽、南鄰巴士海峽。而且阿⋯站在貓鼻頭的位
置上，右看是台灣海峽，左看是巴士海峽，貓鼻頭也是二個海峽的分界點。
鵝鑾鼻位於台灣最南端，也是巴士海峽與太平洋的交界處！所以啊～稍為遶
了一圈，三大海洋的美，珊瑚礁、生態、奇石、壺穴盡收眼底酷吧！
　　墾丁國家公園地形景觀豐富，可說是天然的地形教室，園內地形變化多

端，全區大約可以分為東西兩個
部份。中間夾以狹長之恆春縱谷
平原，西部以恆春臺地及臨海珊
瑚礁、斷崖地形為主。東部主要
地形有崩崖、隆起珊瑚礁、群狀
珊瑚礁及石灰岩洞穴等，可謂千
變萬化！鵝屏公路上沿途更是奇
石嶙峋！
　　墾丁還有一個最重要的物種
「陸蟹」，也是全國陸蟹最多樣
性高的地方。更是有全球只於台
灣發現，也只有台灣有的特有種
哦！在一群關心環境生態的學者

與熱心志工與墾管處的合作下，推動了一連串的護蟹活動與月光計劃「護蟹
一生」。若想更了解可上網搜尋又或者來一趟陸蟹小旅行，讓自己長知識也
不錯喔～～～（之前看過公視報導陸蟹）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是國家風景區之一，成立於1997年，主要位於台灣
本島西南側的大鵬灣灣域和鄰近陸地。在2000年小琉球風景區也併入此風
景區為大鵬灣沼地生態國家風景區。
　　嚮往英國泰晤士河畔上，會隨著船隻進港而升起的倫敦塔橋奇觀嗎?現
在不必遠赴歐洲，在大鵬灣海域上，有座全國首創，更是目前唯一、一座可
配合船舶進出港口升降的開啟式景觀橋ー「鵬灣跨海大橋」!
　　位於大鵬灣出海口，全長有579公尺、寛30公尺，在2011年3月通車
後，成為東港最特殊美麗的新地標。「鵬灣跨海大橋」不同於一般橋梁只有
長、寬兩個面相，而是擁有特殊的三向度設計。正面有如鵬鳥啣物、側面有
如船帆揚起，背面則近似英文字母A，千變萬化又各有千秋。
　　橋身採單塔非對稱單面複合式斜張橋方式建造，活動橋面單向開啟75
度仰角、跨距達20公尺，且單次上升僅需兩分鐘，相當便利。夜晚搭配燈
光照明，美麗的橋身倒映在海面上，格外的耀眼絢麗！

　　週末假日還有開橋秀可供欣賞，旅客若到大鵬灣，千萬不要錯過呦！導
遊老師如是說～～～「註1」
　　到大鵬灣一定要嘗嘗烤蚵，在早期屏東產蚵的地方就屬大鵬灣為最大的
產地。再者因大鵬灣它是屬內港，加上潮流的關係，因此在此地所產的鮮蚵
特別肥美。也因潮流的關係，它的成長速度比西部地區的蚵，還可以更早收
成喔！「註2」
　　旭海大草原又名「中正大草
原」，位於屏東縣牡丹鄉旭海村
內，海拔約有300公尺，面積達
300公頃，連綿無盡的翠綠草原，
讓人心曠神怡。遠眺海天一色的
太平洋，漸層分明的海水，讓人
心情好輕鬆！
　　導覽老師的解說更是精彩，
在強大的東北季風與落山風的吹
拂下，所得以生存的植物，皆是
耐寒、耐鹼、耐風的樹種，真是
印證一句話「物兢天擇」!
　　台灣饅頭草、台灣土張珊瑚
樹、十字目籐梁、金花玉葉、公母樹、野牡丹籐、紫花長長穗目、土密、臭
娘子。而且每種植物都有不同的屬性，更是多樣化。例如台灣饅頭樹它可做
盆栽、街景樹，它的樹種更可拿來做成刀鞘的最佳木材。土密又稱為「逼迫
仔」，小時候常把它的種子當作竹槍的子彈來使用好好玩！
　　土密樹它的木質非常的細密、不易腐壞。更是用來製作農具的最佳質材
。有些植物的果實與根莖，更是野外求生的最佳救命食物來源餒呦！
　　東源濕地位於屏東縣牡丹鄉東源村，又被稱為東源森林遊樂園，占地面
積約12公頃。擁有美麗的東源湖(哭泣湖)及蓊鬱高聳的桃花心木森林及野薑
花與水社柳等豐富的自然生態，是牡丹鄉十大觀光景點之一。
　　園區中滿滿的草海，滿滿的山樹，滿滿的桃花心木，綠意盎然、幽雅清
靜，所到之處都讓人感到心曠神怡。導遊老師幽默的解說，更是挑起大家的
興趣，豐富的表情與活潑的肢體語言，也逗的大家哈哈大笑。也上了一堂野
生植物課，更認識不少野外求生植物的各種用途，真是長知識了！
　　解說老師還介紹排灣族的鼻笛。還表演不同節慶與豐收時的節奏與悲傷
時所代表的節奏。真是又多認識了一種文化，也更進一步了解排灣族的鼻笛
與它的文化，長知識了～～～
　　東源湖又名哭泣湖，在這裡彷彿置身在世外桃源的美麗世界。享受群山
環繞的優閒寧靜，更是遠離城囂、閒適慢活的好地方！
　　園內的風味餐更是具有特色，用當地的農作所製做的各種餐點，讓人驚
艷也讚不絕口！有機會拜訪它時，不妨品嘗園內的風味餐定讓你驚艷又驚喜
。這裡還有一個餐點，一定要介紹介紹。那就是「起那夫」～～～，它的製
作方式非常多的工序，也非常的麻煩，但真的、真的好好吃。（我們只知道
它非常特別與好吃ㄎ～ㄎ，後來問了問工作人員才知它名稱）
　　它是用晒穀的熟小米、肉餡，再先用荷葉包起來。外再用粽葉包一層，

用蒸的方式。打開時都可聞到小米、荷葉與粽葉的香～～～（網路資訊）
　　排灣族的文化裡，想吃它就只能在生育、慶典或結婚時，才會製作 「
起那夫」哦！還有、還有它的紅藜也很特別，紅藜是這幾年最夯的養生食材
。豐富的纖維質與多元不飽合脂肪酸，可保護心血管，同時成份中多了人體
必需的氨基酸。
　　紅藜更是台灣原住民，耕種近百年的農作物，在原民社會流通。因近年
養生觀念深入人心，加上推廣有成，成為原民高經濟的農作物。
　　位於東源部落東側的水上草原，排灣語稱為「pudung」，為「角落、
邊緣地帶」之意，在當地族人的認知中屬於部落禁忌之地。在沒有經過允許
是不可擅自進入！此一根據解說老師的說法：在古老傳說巫師們會將降伏的
邪靈惡鬼放逐到這裡。所以耆老會告誡子孫不可進入！也因少鮮踏足，少了
人為破壞才得以保留它的特殊風貌。
　　區域內因溼地植物，盤根錯節的生長在含水量高的沼澤泥地，形成特殊
的水上草原型態。近幾年才開放，是著名的沼澤溼地。
　　在解說老師的帶領下，做了簡單的儀式告知祖靈，說打擾了我們只是過
客，不會打擾太久大喊一聲瑪莎酷（意指打擾了）開始體驗水上草原的初體
驗。因太好玩也太好笑，解說老師很會帶動，讓我們大家在水草床上體驗原
名舞、還帶動唱、呼口號。最後還從水草床上跑回陸地，結果大家身陷水草
床之上。腳深陷水床下，大家也開心的不亦樂呼，「所以這真的是只能體驗
而無法言欲」～～～～
　　在這趟旅程中體驗了從未體驗的水草床與烤蚵、坐船遶大鵬灣。了解首
座的鵬灣跨海大橋它的獨特與它的建築原理媲美倫敦塔橋！!
　　台灣真的
很美，美到讓
外國朋友都想
來拜訪它、體
驗它、更是愛
上它。所以請
邁開您的腳步
，出門走走，
拜訪美麗的福
爾摩沙，它會
讓您留下美好
的回憶～～

註１：地理資訊來

　　　自維基百科

　　　與解說老師

　　　。

註２：西部地區的

　　　蚵要一年才

　　　能收成，此地

　　　的蚵8個月就可收成。

※吳幸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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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企、來企咱來七逃。這次的旅行將拜訪台灣最南端的城市「恆春半島
」。
　　恆春位於屏東縣內，半島境內的地形以岩岸及珊瑚礁為主。並有多處沙
灘及礫灘。恆春更是台灣的國境之南，地處三大海洋位置。
　　東鄰太平洋、西鄰台灣海峽、南鄰巴士海峽。而且阿⋯站在貓鼻頭的位
置上，右看是台灣海峽，左看是巴士海峽，貓鼻頭也是二個海峽的分界點。
鵝鑾鼻位於台灣最南端，也是巴士海峽與太平洋的交界處！所以啊～稍為遶
了一圈，三大海洋的美，珊瑚礁、生態、奇石、壺穴盡收眼底酷吧！
　　墾丁國家公園地形景觀豐富，可說是天然的地形教室，園內地形變化多

端，全區大約可以分為東西兩個
部份。中間夾以狹長之恆春縱谷
平原，西部以恆春臺地及臨海珊
瑚礁、斷崖地形為主。東部主要
地形有崩崖、隆起珊瑚礁、群狀
珊瑚礁及石灰岩洞穴等，可謂千
變萬化！鵝屏公路上沿途更是奇
石嶙峋！
　　墾丁還有一個最重要的物種
「陸蟹」，也是全國陸蟹最多樣
性高的地方。更是有全球只於台
灣發現，也只有台灣有的特有種
哦！在一群關心環境生態的學者

與熱心志工與墾管處的合作下，推動了一連串的護蟹活動與月光計劃「護蟹
一生」。若想更了解可上網搜尋又或者來一趟陸蟹小旅行，讓自己長知識也
不錯喔～～～（之前看過公視報導陸蟹）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是國家風景區之一，成立於1997年，主要位於台灣
本島西南側的大鵬灣灣域和鄰近陸地。在2000年小琉球風景區也併入此風
景區為大鵬灣沼地生態國家風景區。
　　嚮往英國泰晤士河畔上，會隨著船隻進港而升起的倫敦塔橋奇觀嗎?現
在不必遠赴歐洲，在大鵬灣海域上，有座全國首創，更是目前唯一、一座可
配合船舶進出港口升降的開啟式景觀橋ー「鵬灣跨海大橋」!
　　位於大鵬灣出海口，全長有579公尺、寛30公尺，在2011年3月通車
後，成為東港最特殊美麗的新地標。「鵬灣跨海大橋」不同於一般橋梁只有
長、寬兩個面相，而是擁有特殊的三向度設計。正面有如鵬鳥啣物、側面有
如船帆揚起，背面則近似英文字母A，千變萬化又各有千秋。
　　橋身採單塔非對稱單面複合式斜張橋方式建造，活動橋面單向開啟75
度仰角、跨距達20公尺，且單次上升僅需兩分鐘，相當便利。夜晚搭配燈
光照明，美麗的橋身倒映在海面上，格外的耀眼絢麗！

　　週末假日還有開橋秀可供欣賞，旅客若到大鵬灣，千萬不要錯過呦！導
遊老師如是說～～～「註1」
　　到大鵬灣一定要嘗嘗烤蚵，在早期屏東產蚵的地方就屬大鵬灣為最大的
產地。再者因大鵬灣它是屬內港，加上潮流的關係，因此在此地所產的鮮蚵
特別肥美。也因潮流的關係，它的成長速度比西部地區的蚵，還可以更早收
成喔！「註2」
　　旭海大草原又名「中正大草
原」，位於屏東縣牡丹鄉旭海村
內，海拔約有300公尺，面積達
300公頃，連綿無盡的翠綠草原，
讓人心曠神怡。遠眺海天一色的
太平洋，漸層分明的海水，讓人
心情好輕鬆！
　　導覽老師的解說更是精彩，
在強大的東北季風與落山風的吹
拂下，所得以生存的植物，皆是
耐寒、耐鹼、耐風的樹種，真是
印證一句話「物兢天擇」!
　　台灣饅頭草、台灣土張珊瑚
樹、十字目籐梁、金花玉葉、公母樹、野牡丹籐、紫花長長穗目、土密、臭
娘子。而且每種植物都有不同的屬性，更是多樣化。例如台灣饅頭樹它可做
盆栽、街景樹，它的樹種更可拿來做成刀鞘的最佳木材。土密又稱為「逼迫
仔」，小時候常把它的種子當作竹槍的子彈來使用好好玩！
　　土密樹它的木質非常的細密、不易腐壞。更是用來製作農具的最佳質材
。有些植物的果實與根莖，更是野外求生的最佳救命食物來源餒呦！
　　東源濕地位於屏東縣牡丹鄉東源村，又被稱為東源森林遊樂園，占地面
積約12公頃。擁有美麗的東源湖(哭泣湖)及蓊鬱高聳的桃花心木森林及野薑
花與水社柳等豐富的自然生態，是牡丹鄉十大觀光景點之一。
　　園區中滿滿的草海，滿滿的山樹，滿滿的桃花心木，綠意盎然、幽雅清
靜，所到之處都讓人感到心曠神怡。導遊老師幽默的解說，更是挑起大家的
興趣，豐富的表情與活潑的肢體語言，也逗的大家哈哈大笑。也上了一堂野
生植物課，更認識不少野外求生植物的各種用途，真是長知識了！
　　解說老師還介紹排灣族的鼻笛。還表演不同節慶與豐收時的節奏與悲傷
時所代表的節奏。真是又多認識了一種文化，也更進一步了解排灣族的鼻笛
與它的文化，長知識了～～～
　　東源湖又名哭泣湖，在這裡彷彿置身在世外桃源的美麗世界。享受群山
環繞的優閒寧靜，更是遠離城囂、閒適慢活的好地方！
　　園內的風味餐更是具有特色，用當地的農作所製做的各種餐點，讓人驚
艷也讚不絕口！有機會拜訪它時，不妨品嘗園內的風味餐定讓你驚艷又驚喜
。這裡還有一個餐點，一定要介紹介紹。那就是「起那夫」～～～，它的製
作方式非常多的工序，也非常的麻煩，但真的、真的好好吃。（我們只知道
它非常特別與好吃ㄎ～ㄎ，後來問了問工作人員才知它名稱）
　　它是用晒穀的熟小米、肉餡，再先用荷葉包起來。外再用粽葉包一層，

用蒸的方式。打開時都可聞到小米、荷葉與粽葉的香～～～（網路資訊）
　　排灣族的文化裡，想吃它就只能在生育、慶典或結婚時，才會製作 「
起那夫」哦！還有、還有它的紅藜也很特別，紅藜是這幾年最夯的養生食材
。豐富的纖維質與多元不飽合脂肪酸，可保護心血管，同時成份中多了人體
必需的氨基酸。
　　紅藜更是台灣原住民，耕種近百年的農作物，在原民社會流通。因近年
養生觀念深入人心，加上推廣有成，成為原民高經濟的農作物。
　　位於東源部落東側的水上草原，排灣語稱為「pudung」，為「角落、
邊緣地帶」之意，在當地族人的認知中屬於部落禁忌之地。在沒有經過允許
是不可擅自進入！此一根據解說老師的說法：在古老傳說巫師們會將降伏的
邪靈惡鬼放逐到這裡。所以耆老會告誡子孫不可進入！也因少鮮踏足，少了
人為破壞才得以保留它的特殊風貌。
　　區域內因溼地植物，盤根錯節的生長在含水量高的沼澤泥地，形成特殊
的水上草原型態。近幾年才開放，是著名的沼澤溼地。
　　在解說老師的帶領下，做了簡單的儀式告知祖靈，說打擾了我們只是過
客，不會打擾太久大喊一聲瑪莎酷（意指打擾了）開始體驗水上草原的初體
驗。因太好玩也太好笑，解說老師很會帶動，讓我們大家在水草床上體驗原
名舞、還帶動唱、呼口號。最後還從水草床上跑回陸地，結果大家身陷水草
床之上。腳深陷水床下，大家也開心的不亦樂呼，「所以這真的是只能體驗
而無法言欲」～～～～
　　在這趟旅程中體驗了從未體驗的水草床與烤蚵、坐船遶大鵬灣。了解首
座的鵬灣跨海大橋它的獨特與它的建築原理媲美倫敦塔橋！!
　　台灣真的
很美，美到讓
外國朋友都想
來拜訪它、體
驗它、更是愛
上它。所以請
邁開您的腳步
，出門走走，
拜訪美麗的福
爾摩沙，它會
讓您留下美好
的回憶～～

註１：地理資訊來

　　　自維基百科

　　　與解說老師

　　　。

註２：西部地區的

　　　蚵要一年才

　　　能收成，此地

　　　的蚵8個月就可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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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企、來企咱來七逃。這次的旅行將拜訪台灣最南端的城市「恆春半島
」。
　　恆春位於屏東縣內，半島境內的地形以岩岸及珊瑚礁為主。並有多處沙
灘及礫灘。恆春更是台灣的國境之南，地處三大海洋位置。
　　東鄰太平洋、西鄰台灣海峽、南鄰巴士海峽。而且阿⋯站在貓鼻頭的位
置上，右看是台灣海峽，左看是巴士海峽，貓鼻頭也是二個海峽的分界點。
鵝鑾鼻位於台灣最南端，也是巴士海峽與太平洋的交界處！所以啊～稍為遶
了一圈，三大海洋的美，珊瑚礁、生態、奇石、壺穴盡收眼底酷吧！
　　墾丁國家公園地形景觀豐富，可說是天然的地形教室，園內地形變化多

端，全區大約可以分為東西兩個
部份。中間夾以狹長之恆春縱谷
平原，西部以恆春臺地及臨海珊
瑚礁、斷崖地形為主。東部主要
地形有崩崖、隆起珊瑚礁、群狀
珊瑚礁及石灰岩洞穴等，可謂千
變萬化！鵝屏公路上沿途更是奇
石嶙峋！
　　墾丁還有一個最重要的物種
「陸蟹」，也是全國陸蟹最多樣
性高的地方。更是有全球只於台
灣發現，也只有台灣有的特有種
哦！在一群關心環境生態的學者

與熱心志工與墾管處的合作下，推動了一連串的護蟹活動與月光計劃「護蟹
一生」。若想更了解可上網搜尋又或者來一趟陸蟹小旅行，讓自己長知識也
不錯喔～～～（之前看過公視報導陸蟹）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是國家風景區之一，成立於1997年，主要位於台灣
本島西南側的大鵬灣灣域和鄰近陸地。在2000年小琉球風景區也併入此風
景區為大鵬灣沼地生態國家風景區。
　　嚮往英國泰晤士河畔上，會隨著船隻進港而升起的倫敦塔橋奇觀嗎?現
在不必遠赴歐洲，在大鵬灣海域上，有座全國首創，更是目前唯一、一座可
配合船舶進出港口升降的開啟式景觀橋ー「鵬灣跨海大橋」!
　　位於大鵬灣出海口，全長有579公尺、寛30公尺，在2011年3月通車
後，成為東港最特殊美麗的新地標。「鵬灣跨海大橋」不同於一般橋梁只有
長、寬兩個面相，而是擁有特殊的三向度設計。正面有如鵬鳥啣物、側面有
如船帆揚起，背面則近似英文字母A，千變萬化又各有千秋。
　　橋身採單塔非對稱單面複合式斜張橋方式建造，活動橋面單向開啟75
度仰角、跨距達20公尺，且單次上升僅需兩分鐘，相當便利。夜晚搭配燈
光照明，美麗的橋身倒映在海面上，格外的耀眼絢麗！

　　週末假日還有開橋秀可供欣賞，旅客若到大鵬灣，千萬不要錯過呦！導
遊老師如是說～～～「註1」
　　到大鵬灣一定要嘗嘗烤蚵，在早期屏東產蚵的地方就屬大鵬灣為最大的
產地。再者因大鵬灣它是屬內港，加上潮流的關係，因此在此地所產的鮮蚵
特別肥美。也因潮流的關係，它的成長速度比西部地區的蚵，還可以更早收
成喔！「註2」
　　旭海大草原又名「中正大草
原」，位於屏東縣牡丹鄉旭海村
內，海拔約有300公尺，面積達
300公頃，連綿無盡的翠綠草原，
讓人心曠神怡。遠眺海天一色的
太平洋，漸層分明的海水，讓人
心情好輕鬆！
　　導覽老師的解說更是精彩，
在強大的東北季風與落山風的吹
拂下，所得以生存的植物，皆是
耐寒、耐鹼、耐風的樹種，真是
印證一句話「物兢天擇」!
　　台灣饅頭草、台灣土張珊瑚
樹、十字目籐梁、金花玉葉、公母樹、野牡丹籐、紫花長長穗目、土密、臭
娘子。而且每種植物都有不同的屬性，更是多樣化。例如台灣饅頭樹它可做
盆栽、街景樹，它的樹種更可拿來做成刀鞘的最佳木材。土密又稱為「逼迫
仔」，小時候常把它的種子當作竹槍的子彈來使用好好玩！
　　土密樹它的木質非常的細密、不易腐壞。更是用來製作農具的最佳質材
。有些植物的果實與根莖，更是野外求生的最佳救命食物來源餒呦！
　　東源濕地位於屏東縣牡丹鄉東源村，又被稱為東源森林遊樂園，占地面
積約12公頃。擁有美麗的東源湖(哭泣湖)及蓊鬱高聳的桃花心木森林及野薑
花與水社柳等豐富的自然生態，是牡丹鄉十大觀光景點之一。
　　園區中滿滿的草海，滿滿的山樹，滿滿的桃花心木，綠意盎然、幽雅清
靜，所到之處都讓人感到心曠神怡。導遊老師幽默的解說，更是挑起大家的
興趣，豐富的表情與活潑的肢體語言，也逗的大家哈哈大笑。也上了一堂野
生植物課，更認識不少野外求生植物的各種用途，真是長知識了！
　　解說老師還介紹排灣族的鼻笛。還表演不同節慶與豐收時的節奏與悲傷
時所代表的節奏。真是又多認識了一種文化，也更進一步了解排灣族的鼻笛
與它的文化，長知識了～～～
　　東源湖又名哭泣湖，在這裡彷彿置身在世外桃源的美麗世界。享受群山
環繞的優閒寧靜，更是遠離城囂、閒適慢活的好地方！
　　園內的風味餐更是具有特色，用當地的農作所製做的各種餐點，讓人驚
艷也讚不絕口！有機會拜訪它時，不妨品嘗園內的風味餐定讓你驚艷又驚喜
。這裡還有一個餐點，一定要介紹介紹。那就是「起那夫」～～～，它的製
作方式非常多的工序，也非常的麻煩，但真的、真的好好吃。（我們只知道
它非常特別與好吃ㄎ～ㄎ，後來問了問工作人員才知它名稱）
　　它是用晒穀的熟小米、肉餡，再先用荷葉包起來。外再用粽葉包一層，

用蒸的方式。打開時都可聞到小米、荷葉與粽葉的香～～～（網路資訊）
　　排灣族的文化裡，想吃它就只能在生育、慶典或結婚時，才會製作 「
起那夫」哦！還有、還有它的紅藜也很特別，紅藜是這幾年最夯的養生食材
。豐富的纖維質與多元不飽合脂肪酸，可保護心血管，同時成份中多了人體
必需的氨基酸。
　　紅藜更是台灣原住民，耕種近百年的農作物，在原民社會流通。因近年
養生觀念深入人心，加上推廣有成，成為原民高經濟的農作物。
　　位於東源部落東側的水上草原，排灣語稱為「pudung」，為「角落、
邊緣地帶」之意，在當地族人的認知中屬於部落禁忌之地。在沒有經過允許
是不可擅自進入！此一根據解說老師的說法：在古老傳說巫師們會將降伏的
邪靈惡鬼放逐到這裡。所以耆老會告誡子孫不可進入！也因少鮮踏足，少了
人為破壞才得以保留它的特殊風貌。
　　區域內因溼地植物，盤根錯節的生長在含水量高的沼澤泥地，形成特殊
的水上草原型態。近幾年才開放，是著名的沼澤溼地。
　　在解說老師的帶領下，做了簡單的儀式告知祖靈，說打擾了我們只是過
客，不會打擾太久大喊一聲瑪莎酷（意指打擾了）開始體驗水上草原的初體
驗。因太好玩也太好笑，解說老師很會帶動，讓我們大家在水草床上體驗原
名舞、還帶動唱、呼口號。最後還從水草床上跑回陸地，結果大家身陷水草
床之上。腳深陷水床下，大家也開心的不亦樂呼，「所以這真的是只能體驗
而無法言欲」～～～～
　　在這趟旅程中體驗了從未體驗的水草床與烤蚵、坐船遶大鵬灣。了解首
座的鵬灣跨海大橋它的獨特與它的建築原理媲美倫敦塔橋！!
　　台灣真的
很美，美到讓
外國朋友都想
來拜訪它、體
驗它、更是愛
上它。所以請
邁開您的腳步
，出門走走，
拜訪美麗的福
爾摩沙，它會
讓您留下美好
的回憶～～

註１：地理資訊來

　　　自維基百科

　　　與解說老師

　　　。

註２：西部地區的

　　　蚵要一年才

　　　能收成，此地

　　　的蚵8個月就可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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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總醫院內湖院區-ITP紫斑症策展/三軍總醫院內湖院區
108年度感恩餐會
第十一屆第一次理監事通訊選舉
第十一屆第一次常務理監事，理事長選舉
第十一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
醫護人員和志工暨理監事旅遊/烏嘎彥竹林及哈比丘一日遊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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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2020血液疾病衛教講座/
臺大癌醫中心醫院-台成細胞治療中心 6樓會議室
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會員旅遊-屏東旭海三日遊
2020 CML Horizontal 國際線上會議
2020血液疾病衛教講座(台中場)/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梧棲院區 20樓交誼廳
台中會員聚餐
2020血液疾病衛教講座(新北場)/
亞東紀念醫院 北棟 6樓階梯教室
第十一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
2020血液疾病衛教講座(高雄場)/
高雄蓮潭國際會館-會議中心4F 401會議室
高雄會員聚餐
台大醫院-聖誕節送禮活動
2020血液疾病衛教講座/台灣大學校友會館
109年度感恩餐會

日期 內            容

理
監
事
會
議



捐 款 芳 名 錄
【十月份】

50,000 台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台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9,500 林子傑
 5,000 王佑禎、屠金鑑
 3,600 劉家豪
 3,000 范揚杰、游屘秀、許紫靚
 2,000 張亞敬、徐思淳、梁繼伍、
       黃麗淑、郭俐雯、熊月湄、
       貝絲國際有限公司
 1,500 蔡宗合、蔡昀儒、蔡佳蓁、
       蔡宜蓁、聯合億有限公司
 1,000 溫梓君、林美玲、謝碧玉、
       鍾佳伸、陳翠雯、陳儀郡、
       劉曉雲、葉冠雄、呂秋蘭、
       李博凱、李筱琪、王敬文、
       陳鴻珠、王佑鈞、富鋼(股)
       源鼎弱電系統工程(有)、
       新盈商標設計有限公司
   600 林穗靜、金昶徠投注站
   500 柯香蘭、楊秀慧、陳義斌、
       王品惠、戴雪琴、張志炘、
       廖婉真、金聖德、曾閩美、
       林宇珊、鄭祥和、林宇珈、
       陳定為、陳彥宸、賴靜慧、
       陳南蘭
   400 溫果企業有限公司
   300 譚淑璍、葉信男、洪素靜、
       羅世楨、蔡沛榆、陳志展
   200 李正鐸、林茂蘭、薛文玲、
       林妤俐、陳俊堯、張正財、
       林延霞、林佑蓮、張正財、
       林延霞、張家瑋、張庭榛、
       許哲熒、程芳芝
   100 王于珊、邱崇哲、許采薇、
       蔡振瀛、蔡瑞哲、彭文彥、
       李玉珍

【十一月份】

500,000 王振能

100,000 王振能
 50,000 台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5,000 王色瓊
  3,600 王陳明璃
  3,000 楊靜枝、范揚杰、游屘秀、
        蔡明珈、金宏營造(股)公司
  2,000 徐思淳、梁繼伍、黃麗淑、
        楊小姐、郭俐雯、蕭晴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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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翠雯、陳儀郡、劉曉雲、
        葉冠雄、呂秋蘭、李博凱、
        李筱琪、熊秀英、簡淑芳、
        林美玲、富鋼(股)、
        源鼎弱電系統工程有限公司
        新盈商標設計有限公司
    600 林穗靜、金昶徠投注站
    500 柯香蘭、鄭舒蔚、鄭皓澤、
        陳彥宸、楊秀慧、陳義斌、
        王品惠、張志炘、廖婉真、
        金聖德、曾閩美、林宇珊、        
        鄭祥和、林宇珈、賴靜慧、
        陳南蘭
    400 溫果企業有限公司
    300 陳志展、譚淑璍、葉信男、
        洪素靜、羅世楨、蔡沛榆、
        許桂華、盧東川
    200 張正財、林延霞、林佑蓮、
        張正財、林延霞、張家瑋、
        張庭榛、陳俊堯、李正鐸、
        林茂蘭、薛文玲、林妤俐
    100 張家瑋、張庭榛、邱崇哲、
        許采薇、蔡振瀛、蔡瑞哲、
        彭文彥、李玉珍

【十二月份】

20,000 吳榮輝
12,310 謝承翰
 8,000 林子傑
 6,000 林子傑、益普索市場研究(股)
 5,000 羅文中
 3,000 范揚杰、游屘秀、詹郁柔

 2,000 張正財、徐思淳、梁繼伍、
       黃麗淑、楊小姐、郭俐雯、
       張正財、蕭晴峯、劉玉美、
       貝絲國際有限公司
 1,600 蕭惠樺
 1,500 蔡宗合、蔡昀儒、蔡佳蓁、
       蔡宜蓁、江忠武、呂泓思、
       江宬緯、江宸頡、江秉錂、
       湯竹君、陳依婷、江芊樂、
       江佾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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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楊佳陵、謝碧玉、鍾佳伸、
       陳翠雯、陳儀郡、劉曉雲、
       葉冠雄、呂秋蘭、李博凱、
       李筱琪、溫梓君、黃寶徹、
       林美玲、王邱梅、善心人士
       富鋼(股)、新盈商標設計(有)
       源鼎弱電系統工程有限公司
   600 林穗靜、金昶徠投注站
   500 柯香蘭、楊秀慧、陳義斌、
       王品惠、張志炘、廖婉真、
       金聖德、曾閩美、林宇珊、
       鄭祥和、林宇珈、賴靜慧、
       潘玉秀、張佑琳、陳南蘭、

       唐文琼
   400 張正財、溫果企業有限公司
   300 陳志展、譚淑璍、林湘玲、
       林岑聿、吳俊昌、葉信男、
       羅世楨、蔡沛榆、洪素靜
   200 張正財、林延霞、林佑蓮、
       林延霞、張家瑋、張庭榛、
       李正鐸、陳俊堯、林茂蘭、
       薛文玲、林妤俐、張正財、
       林延霞、張正忠、張正財
   120 程芳芝
   100 張家瑋、張庭榛、邱崇哲、
       許采薇、蔡振瀛、蔡瑞哲、
       彭文彥、李玉珍、程芳芝、
       王于珊、張家瑋、張庭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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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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份】

50,000 台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台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9,500 林子傑
 5,000 王佑禎、屠金鑑
 3,600 劉家豪
 3,000 范揚杰、游屘秀、許紫靚
 2,000 張亞敬、徐思淳、梁繼伍、
       黃麗淑、郭俐雯、熊月湄、
       貝絲國際有限公司
 1,500 蔡宗合、蔡昀儒、蔡佳蓁、
       蔡宜蓁、聯合億有限公司
 1,000 溫梓君、林美玲、謝碧玉、
       鍾佳伸、陳翠雯、陳儀郡、
       劉曉雲、葉冠雄、呂秋蘭、
       李博凱、李筱琪、王敬文、
       陳鴻珠、王佑鈞、富鋼(股)
       源鼎弱電系統工程(有)、
       新盈商標設計有限公司
   600 林穗靜、金昶徠投注站
   500 柯香蘭、楊秀慧、陳義斌、
       王品惠、戴雪琴、張志炘、
       廖婉真、金聖德、曾閩美、
       林宇珊、鄭祥和、林宇珈、
       陳定為、陳彥宸、賴靜慧、
       陳南蘭
   400 溫果企業有限公司
   300 譚淑璍、葉信男、洪素靜、
       羅世楨、蔡沛榆、陳志展
   200 李正鐸、林茂蘭、薛文玲、
       林妤俐、陳俊堯、張正財、
       林延霞、林佑蓮、張正財、
       林延霞、張家瑋、張庭榛、
       許哲熒、程芳芝
   100 王于珊、邱崇哲、許采薇、
       蔡振瀛、蔡瑞哲、彭文彥、
       李玉珍

【十一月份】

500,000 王振能

100,000 王振能
 50,000 台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5,000 王色瓊
  3,600 王陳明璃
  3,000 楊靜枝、范揚杰、游屘秀、
        蔡明珈、金宏營造(股)公司
  2,000 徐思淳、梁繼伍、黃麗淑、
        楊小姐、郭俐雯、蕭晴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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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翠雯、陳儀郡、劉曉雲、
        葉冠雄、呂秋蘭、李博凱、
        李筱琪、熊秀英、簡淑芳、
        林美玲、富鋼(股)、
        源鼎弱電系統工程有限公司
        新盈商標設計有限公司
    600 林穗靜、金昶徠投注站
    500 柯香蘭、鄭舒蔚、鄭皓澤、
        陳彥宸、楊秀慧、陳義斌、
        王品惠、張志炘、廖婉真、
        金聖德、曾閩美、林宇珊、        
        鄭祥和、林宇珈、賴靜慧、
        陳南蘭
    400 溫果企業有限公司
    300 陳志展、譚淑璍、葉信男、
        洪素靜、羅世楨、蔡沛榆、
        許桂華、盧東川
    200 張正財、林延霞、林佑蓮、
        張正財、林延霞、張家瑋、
        張庭榛、陳俊堯、李正鐸、
        林茂蘭、薛文玲、林妤俐
    100 張家瑋、張庭榛、邱崇哲、
        許采薇、蔡振瀛、蔡瑞哲、
        彭文彥、李玉珍

【十二月份】

20,000 吳榮輝
12,310 謝承翰
 8,000 林子傑
 6,000 林子傑、益普索市場研究(股)
 5,000 羅文中
 3,000 范揚杰、游屘秀、詹郁柔

 2,000 張正財、徐思淳、梁繼伍、
       黃麗淑、楊小姐、郭俐雯、
       張正財、蕭晴峯、劉玉美、
       貝絲國際有限公司
 1,600 蕭惠樺
 1,500 蔡宗合、蔡昀儒、蔡佳蓁、
       蔡宜蓁、江忠武、呂泓思、
       江宬緯、江宸頡、江秉錂、
       湯竹君、陳依婷、江芊樂、
       江佾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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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楊佳陵、謝碧玉、鍾佳伸、
       陳翠雯、陳儀郡、劉曉雲、
       葉冠雄、呂秋蘭、李博凱、
       李筱琪、溫梓君、黃寶徹、
       林美玲、王邱梅、善心人士
       富鋼(股)、新盈商標設計(有)
       源鼎弱電系統工程有限公司
   600 林穗靜、金昶徠投注站
   500 柯香蘭、楊秀慧、陳義斌、
       王品惠、張志炘、廖婉真、
       金聖德、曾閩美、林宇珊、
       鄭祥和、林宇珈、賴靜慧、
       潘玉秀、張佑琳、陳南蘭、

       唐文琼
   400 張正財、溫果企業有限公司
   300 陳志展、譚淑璍、林湘玲、
       林岑聿、吳俊昌、葉信男、
       羅世楨、蔡沛榆、洪素靜
   200 張正財、林延霞、林佑蓮、
       林延霞、張家瑋、張庭榛、
       李正鐸、陳俊堯、林茂蘭、
       薛文玲、林妤俐、張正財、
       林延霞、張正忠、張正財
   120 程芳芝
   100 張家瑋、張庭榛、邱崇哲、
       許采薇、蔡振瀛、蔡瑞哲、
       彭文彥、李玉珍、程芳芝、
       王于珊、張家瑋、張庭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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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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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