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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治療走向治癒的新希望
★沛爾生醫資深副總暨技術長　林建廷

※演講完整影片放置協會網站
　網址：http://www.tbmt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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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IL13Rα for Glioblastoma

Brown et al, N Engl J Med 375, 2561-9 (2016)

何謂CART細胞?

抗體
(來自B細胞)

α β

γ δε ε

ζ ζ

T細胞受體
(來自T細胞)

抗體
(來自B細胞)

T細胞受體
(來自T細胞)

α β

γ δε ε

ζ ζ

(承上期)



2

T細胞受體
(來自T細胞)

α β

γ δε ε

ζ ζ

抗體
(來自B細胞)

表達精準抗體、專一性攻擊
癌細胞的T細胞 = CART

在體外將CART培養、增加數
量。
回輸病人體內

CART是活的細胞，在體外可以擴增，
在體內也可以擴增，甚至達1000倍。
CART認出癌細胞，發動攻擊，消滅癌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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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mor infiltra�ng lymphocytes (TIL) for breast cancer

62 soma�c muta�ons 
iden�fied.

TIL reac�ve to mutated 
proteins + IL-2 + 
pembrolizumab.

Cancer free for 2.5+ years.

Breast cancer

Laszlo G. Radvanyi et al, Nature Medicine, volume 24, pages703–704 (2018)

Cholangiocarcinoma

Eric Tran et al, N Engl J Med 2016;375:2255-62.Eric Tran et al, Science 2014:344, Issue 6184, pp. 641-645

Response rate of TIL for mela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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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zcan Met et al, Semin Immunopathol. 2018 Sep 5. doi: 10.1007/s00281-018-0703-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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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手術切除後，接受輔助性CIK細胞治療

Li Xu et al, OncoImmunology, 5:3, e1083671

‧如何挑選適當的醫院與生技公司產品：
Quan�ty vs Quality?

?
Non-gene edi�ng T cells Gene-edi�ng T cells

Quan�ty vs Quality?
Non-gene edi�ng T cells

Gene-edi�ng T cells

對細胞治療的期望值?
毒性:

• 毒性與療效通常成正比

• 低毒性通常是:
• 非基改細胞

• 未使用lymphodepletion 
chemotherapy

效果:
• 合理的期待，才不會受傷害

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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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

PD
SD

PR

CR

PD

Response rate

Clinical 
benefit

非基改細胞 基改細胞

Response rate

Clinical 
benefit

挑選生技公司要點
‧技術底子，重視R&D，新穎而符合學理的設計，扎實的體內與體外實驗數據
‧高標準的自我要求，經得起查核的CMC與細胞製程
　‧完善的SOP　　　　　　　　　　‧可以依賴機器，盡量不要依賴人

　‧Close system勝過open system　　‧嚴格的QA/QC

‧與臨床醫師密切合作，清楚unmet needs在哪裡
‧願意承受臨床試驗失敗的風險，適當的第一二三期臨床試驗設計，誠實解釋數據
‧勇敢面對產品的缺點，循規蹈矩、遵守法律與法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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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困難？
如何選擇醫院？

‧提供標準治療 (可參考NCCN guideline)

‧提供臨床試驗選擇

‧提供自費選擇

‧花錢花時間取得認證，把細胞治療當一回事

   (把醫院當上游原料供應商)

如何選擇醫師？

‧百大醫師？

‧知人知面不知心？

‧問護理長

•品質跟
美國一樣好

•可近性跟
健保一樣方

便

•價格跟
大陸一樣低

CART

台大/台成願景

Cell therapy is one of the treatment op�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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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

Cells origin: Autologous vs Allogeneic
CART

Sick T cells?

Sick T cells?Pa�ent

Healthy donor

Priming
Increases in responding T cells

Remove 
coinhibitory 

signals

Supply 
cos�mulatory 

signals

Condi�on the tumor 
microenvironment

Be�er tumor 
response

Conven�onal therapies

Theresa L. Whiteside et al, Clin Cancer Res April 15 2016 (22) (8) 1845-1855

Priming
Increases in responding T cells

Remove 
coinhibitory 

signals

Supply 
cos�mulatory 

signals

Condi�on the tumor 
microenvironment

Be�er tumor 
response

Conven�onal therapies

• TIL, CART or other immune cells
• Cancer vaccine
• Oncoly�c virus

• An�-CD137
• An�-CD40

• IDO inhibi�on
• Treg/ MDSC deple�on

• An�-PD-1/PD-L1
• An�-CTLA-4

Theresa L. Whiteside et al, Clin Cancer Res April 15 2016 (22) (8) 1845-1855

結論
‧免疫細胞治療時代來臨，應該對病人有助益
‧精挑細選、妥善搭配、物有所值
　‧基改細胞　‧非基改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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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衛教健康分享網

癌細胞特徵！
�1�0種

特異功能

　　癌細胞幾乎肆虐橫行在人體的每一個部位，從大腦到各個器官，從表皮

到骨骼，我們曾經在進化中得到的、在生物界引以為豪的人體，在癌細胞肆

虐下往往顯得那麼脆弱，有時似乎變得不堪一擊。

　　癌細胞並非入侵的外族，它們與組成人體各個器官的正常細胞同文同種

，但不同的是癌細胞基因結構和功能的變化賦予了它們十種特殊“器物＂，

從而使得它們能夠在人體內縱橫捭闔，所向披靡。

 

1.生長信號的自給自足  (Self-Sufficiency in Growth Signals)

　　在人體，倘若一個細胞想要改變其現有狀態（例如從靜止到生長、分化

狀態），必須接收到一系列相關指令，這一過程才能進行。

　　這些改變細胞狀態的指令，生物學上稱之為「信號分子」，它們多是外

源的，即由另一類細胞產生，這也是人體保持自我平衡的重要機制。信號分

子 (ligands, cytokines, growth/differentiation factors) 通過與靶細胞上相應

指令接收器（受體 receptors）相結合。

　　癌細胞與正常細胞截然不同，它們對外源生長信號的依賴，降到了最低

限度。首先「癌細胞」可以自行合成生長分化所需的信號；比如一些癌細胞

就可以合成 PDGF（血小板源生長因子）和 TGFα（腫瘤生長因子 α）的

能力 (I.e., autokines)。

　　其次癌細胞還會大量表達其表面的信號接收器，這樣就可以富集周圍微

環境中的生長信號 (parakines, juxtakines) 從而進入無限生長之狀態。

　　此外，癌細胞還會改變它周圍的一些正常細胞，成為生長信號的生產工

廠，供其使用，並招募一些幫凶細胞，如成纖維細胞 (fibroblasts) 和內皮細

胞 (endothelial cells) 來幫助它們生長分化。

　　癌細胞與正常細胞在構造、機能等都極相似，但一般人都認為它們之間

有很大分別，恰如人與大猩猩之間相貌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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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抑制生長信號不敏感 (Insensitivity to Antigrowth Signals)

　　人體內除了有「生長信號」外，還存在著「抑制信號」。在細胞分裂的

不同階段，都有一些分子如同看家護院的「愛犬」一般時刻檢測這些細胞的

「狀況」和周邊環境，根據情況來決定細胞的未來的命運：或是讓其繼續生

長分化，或是限制仍於靜止期。這樣正常細胞，才能保持動態平衡的狀態，

進行有序的生長或分化。

　　對於癌細胞來說，如果想要擴大自己的地盤，不斷地生長，必須逃避這

些監控。他們主要策略就是通過「基因突變」使得這些「監控」分子失去活

性，從而不受「抑制信號」控制。

3.規避細胞凋亡 (Resisting Cell Death)

　　逃避細胞凋亡幾乎是所有類型的癌細胞都具有的能力。

　　負責細胞凋亡 (apoptosis) 的信號分子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如同

上文所述的「監控」分子，如一種名叫p53的蛋白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成員之

一；另一類則負責執行細胞凋亡。前者監控細胞內外環境，一旦發現不正常

情況足以「觸發」細胞凋亡，即指揮後者「執行」。目前科學研究證實：

DNA損傷、信號分子的失衡、以及機體缺氧，都有可能觸發細胞凋亡。

　　細胞凋亡是人體防癌抑癌的主要屏障。癌細胞逃避細胞凋亡的主要方法

是通過p53基因突變，使p53蛋白失活。統計顯示大約超過50%的人類癌症

中發現p53蛋白的失活。

 

4.具有無限的複製潛力 (Limitless Replicative Potential)

　　大多數正常細胞僅有60次左右的分裂能力。科學家已經證實，細胞的

分裂能力與染色體末端的一段數千個鹼基的序列有關。這段序列成為「端粒

」，每經一個分裂週期，這段序列就會減少50-100個鹼基，隨著分裂次數

的漸多，端粒變得越來越短，後果就是其無法再保護染色體的末端，染色體

也就無法順利複製，進而導致細胞的衰老死亡。

　　所有類型的癌細胞都有維持端粒的能力。這種能力主要是通過過量表達

「端粒脢」實現的。端粒？主要功能是為端粒末端添加所需鹼基，以保證端

粒不會因複製而縮短。

 

5.持續的新生血管形成 (Sustained Angiogenesis)

　　對細胞來說，血管就是最重要的「糧道」。這個「糧道」對於細胞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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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並良好地行使其功能是如此重要，以至於一個細胞與其最近的毛細血管

的距離不能超過 100 微米。

　　在組織形成和器官發生這些生理過程中，血管生成是受到精細調控的，

而且這種情況下的血管形成也是暫時的，當上述生理過程結束後，血管生成

即會停止。促進和抑制血管生成的信號分子通常處於平衡狀態。

　　癌細胞獲得持續的新生血管形成能力，就是通過打破這種平衡狀態開始

的。許多類型的腫瘤，一些促進血管形成的信號分子如VEGF（血管內皮生

長因子）和FGF（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的表達水平，都遠高於相應的正常

組織對照，而一些起抑製作用的信號分子如thrombospond in -1或

β-interferon的表達則下降。

 

6.侵襲和轉移 (Tissue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人體中的正常細胞除了成熟的血液細胞外，大多數需要粘附在特定的胞

外基質 (extracellular matrix, ECM) 上，才能存活並正常行使功能；比如上

皮細胞及內皮細胞，一旦脫離ECM則會發生細胞凋亡。將這些細胞粘附在

ECM或互相粘附在一起的分子稱為「細胞粘附分子 Cell adhesion molecules

」。

　　E-鈣粘素（E-cadherin，上皮鈣粘附分子）是目前研究最深入的細胞粘

附分子之一。它在上皮細胞中廣泛表達，而在大多數上皮細胞癌中則發現活

性的喪失。科學家們認為E-鈣粘素在上皮細胞癌中，發揮著廣泛的抑制癌細

胞侵襲和轉移的作用。

 

7.免疫逃避 (Avoiding Immune Destruction)

　　無論是固有免疫(innate immunity)還是適應性免疫(adaptive immunity)

系統在「腫瘤細胞清除」中都起著重要的作用。而腫瘤卻都具有不同的逃逸

人體免疫系統監控的功能，從而確保它們不被免疫細胞如T, B細胞，巨噬細

胞 (macrophages) 和自然殺手(NK)細胞的殺傷和清除。

　　在結腸癌和卵巢癌患者中，那些體內含有大量CTLs和NK細胞的病人狀

況，要比缺少這些免疫細胞的病人好得多。而在那些比較惡性的癌細胞中，

它們通常會通過分泌TGF-β或其它免疫抑制因子(inhibitory cytokines)，來

癱瘓人體的免疫系統。

 

8.調控細胞代謝 (Deregulating Cellular Energetics)

　　目前已經有研究證實了在神經膠質瘤和其它種類的癌細胞中，異檸檬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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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脫氫脢(isocitric dehydrogenase)功能上的突變，也許和細胞能量代謝方式

的改變有關，它能提高細胞中氧化物的含量，進行「有氧糖酵解aerobic 

glycosis」；從而影響基因組的穩定性，還可以穩定細胞中的HIF-1轉錄因

子，以提高癌細胞的血管生成和浸潤能力。

 

9.基因不穩定性和易突變 (Genome Instability and Mutation)

　　腫瘤複雜的發生過程可以歸根於癌細胞基因的不斷突變。在需要大量基

因突變來誘導腫瘤發生時，癌細胞常常會提高其對「可誘導基因突變物質」

的敏感性，從而加快它們基因突變的速度。而在該過程中，由於某些「穩定

和保護」DNA的基因發生突變，也會顯著提高癌症的發生機率。

　　儘管在不同類型的腫瘤中基因突變的種類不同，但均可以發現大量穩定

和修復基因組 DNA 的功能缺失；顯示腫瘤細胞的一大重要特徵——就是固

有的基因組不穩定性。

 

10.引發炎症反應 (Tumor Promotion Inflammation)

　　研究證實了炎症反應和癌症發病機理之間的關係：炎症反應可為「腫瘤

微環境」提供各種生物激活分子，例如包括生長因子（可維持癌細胞的增殖

信號）、生存因子（可抑制細胞死亡）、促血管生成因子和細胞外基質修飾

脢（可利於血管生長，癌細胞浸潤和轉移）、以及其它誘導信號（可激活

EMT和癌細胞的其它一些特徵）。

　　此外，炎性細胞還會分泌一些化學物質，其中ROS可以加快鄰近癌細胞

的基因突變，加速它們的惡化過程。

第十屆第十二次理監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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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經意之中，找到了一直協助血癌病友的社團法人台灣髓緣之友協會。

非常謝謝髓緣之友協會提供給我們這些病友學習的園地，當我得知協會每年

都提供給病友免費學習的課程，且繼而希望可以幫助更多病友增加專長走出

社會重拾工作機會，我就報名嘍！協會的婷婷非常有耐心的跟我解說，不管

是課程目的，病友需求，任何心理的因素，都願意細心聆聽，給予適當的意

見。

　　透過協會現場報名，我參加了瑜珈相關課程，這個課程適合生病中的我

們作適當的伸展筋絡，本身也愛運動的我覺得伸展對我們非常有幫助，有些

病友可能身體還在做治療或是復原階段無法做太過於劇烈的運動，這種瑜珈

伸展課程屬於比較簡單的放鬆。像我自己時常因為久坐造成腹部脂肪堆積越

來越多，久站會感到腿部痠麻，最明顯的就是天氣一冷感到血液循環差手腳

冰冷…… 種種問題。

　　透過課程中老師教導的方式，矯正一些我們的坐姿站姿，平時自己可以

多伸展拉筋，讓筋膜放鬆解除很多壓力！我覺得我在課程中獲得很多寶貴的

健康知識，不過老師也提醒我們

最重要的還是要持之以恆，如果

體力稍微差一周至少伸展一次，

每每上完課的感受就是身心愉快

唷！

　　其實還有許多的課程可以選

擇的，很建議大家多到協會諮詢

，若有機會都可以試試。協會真

的很用心，默默的幫我們爭取了

很多福利，謝謝台灣髓緣之友協

會 ! 

※粉粉

病友分享

職� 能� 培� 訓� 心� 得



第十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
107年度感恩餐會
第十屆第九次理監事會議
第十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創會20週年慶
2019 葡萄牙里斯本第17屆CML Horizontal
歐大宙常務監事代表
醫護暨志工聯誼活動
宜蘭龜山島、濱海拉拉車一日遊
第十屆第十次理監事會議
台大癌症醫療中心開幕
血液病醫療講座—治癒～血液病的療法
台大校友會館(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之1號4樓)
志工會議
2019會員旅遊～花東三日遊
9/22CML世界日/敦南誠品B2影視廳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245號)
9/28CML世界日
高雄台鋁晶綺盛宴(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
台中榮民總醫院－ITP紫斑症策展
台中榮民總醫院大廳
第十屆第十一次理監事會議
志工教育訓練－志工與醫病的關係
台大醫院12C教室
[亞東醫院] 2019血液疾病病友衛教講座
亞東紀念醫院—北棟6樓階梯教室
[彰基醫院] 2019髓液園地病友聯誼會暨醫療講座
彰化基督教醫院一期大樓十樓梅鑑霧禮拜堂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ITP紫斑症策展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高雄會員聚餐
第十屆第十二次理監事會議
志工教育訓練－認識貧血/兒醫5PW討論室
台大醫院聖誕節送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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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7.04
8.04

8.27
08.31-09.02

9.22

9.28

10.01-15

10.05
10.17

11.09

11.16

11.25

11.25
12.07

108.12.11
108.12.18

日期 內　　　　　容

12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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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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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份】

1,000,000 宋文洲

   50,000 睿田生技(股)公司

   22,000 郭俐雯

   15,000 詹郁柔

    8,000 林子傑

    7,500 林子傑

    7,000 羅文中

    5,000 游屘秀

    3,000 謝菊英、范揚杰

    2,000 賴中國、徐思淳、梁繼伍

          黃麗淑、張庭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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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素秋

          張文堯、范邵菁、李博凱

          李筱琪、王玉禪、

          富鋼(股)、富鋼(股)、

          爵品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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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秀慧、王品惠、尤金波

          戴雪琴、張志炘、曾閩美

          陳定為、柯香蘭、地基主

          陳南蘭、羅秋玉、

          三重區流行創作舞蹈協會

          -三重運動場班

      400 溫果便當(烘培)
      300 陳志展、譚淑璍、曾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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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哲熒

      100 邱崇哲、許采薇、蔡振瀛

          蔡瑞哲、李玉珍、彭文彥

【十一月份】

5,000 游屘秀

3,000 范揚杰

2,500 蔡明珈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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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碧玉、鍾佳伸、陳燕子、

      張素秋、陳翠雯、劉曉雲、

      葉冠雄、呂秋蘭、陳儀郡、

      李博凱、李筱琪、楊佳陵、

      熊秀英、爵品國際有限公司、

      新盈商標設計有陳公司、

      源鼎弱電系統工程有限公司

  800 黃寶徹

  600 林穗靜、金昶徠投注站
  500 蕭晴峯、柯香蘭、楊秀慧、

      王品惠、尤金波、戴雪琴、

      張志炘、曾閩美、陳定為、

      陳南蘭

  400 溫果便當(烘培)
  300 陳志展、譚淑璍、曾淑貞、

      陳紹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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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采薇、蔡振瀛、

      蔡瑞哲、李玉珍、彭文彥

【十二月份】

10,000 曹銘峰、詹郁柔

 6,000 林子傑

 5,000 游屘秀

 3,000 范揚杰

 2,000 徐思淳、梁繼伍、黃麗淑、

       姚淑貞、三陽早餐店、

       林修銘、貝絲國際有限公司

 1,600 馮業誠

 1,500 聯合億有限公司

 1,000 蕭光哲、簡淑芳、溫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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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張

邱義誠                107張

共計                  172張

108/9～12月發票捐款芳名錄

108年5-6月份發票中獎金額 2,200元

物資捐贈：

108/11/16

社團法人台灣淨行青少年希望會

白米1公斤裝  共計45包

於108/11/16彰基醫院衛教活動發送

病友

108/12/18

王玉禪    手工皂一批

周彥慈    束口包一批

榆軒媽媽  毛線帽一批

送給台大病友聖誕禮物

       謝碧玉、鍾佳伸、張素秋、

       陳翠雯、陳儀郡、劉曉雲、

       葉冠雄、呂秋蘭、李博凱、

       李筱琪、孫益謙、富鋼(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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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 善心人士

   600 金昶徠投注站

   500 柯香蘭、楊秀慧、王品惠、

       尤金波、戴雪琴、張志炘、

       廖婉真、曾閩美、陳定為、

       鄭皓澤、陳南蘭

   400 溫果便當(烘培)
   300 譚淑璍、曾淑貞、陳紹軒、

       葉信男、羅世楨、蔡沛榆、

       陳志展

   200 林茂蘭、薛文玲、林妤俐、

       陳俊堯

   100 邱崇哲、許采薇、蔡振瀛、

       蔡瑞哲、李玉珍、彭文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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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