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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 血 輸� 血與

※臺灣大學附設醫院
　檢驗醫學部暨內科部  周文堅

★診斷

★最新國際預後分數系統

‧老人家

‧原因不明之貧血(=100%)，白血球下降(50%)，血小板下降(50%)

‧骨髓檢查：

　—觀察血球形態　　　—特殊染色(環狀含鐵顆粒之有核紅血球)

　—染色體分析　　　　—分子生物學檢查

染色體變
化

非常好 好 中等 不好 非常不好

0 1 2 3 4
骨髓芽細
胞比例

<= 2% > 2 to < 5 5-10% > 10%
0 1 2 3

血紅素 >= 10 8 - < 10 < 8
0 1 1.5

中性白血
球數目

>= 800/µl < 800/µl
0 0.5

血小板數
目

>= 100 
K/µl

50 – 100
K/µl

< 50 K/µl

0 0.5 1

分數加總

參數 類別與分數

(承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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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

‧挑戰

　—病人多是老年人

　—疾病本身很複雜

　—多重因素要考量

‧首要目標

　—延長生命

　—改善生活品質

　—減少併發症

非常低 0 – 1.5 19% 8.8 N/R N/R
低 2.0 – 3.0 38% 5.3 8.8 10.8
中等 3.5 – 4.5 20% 3.0 5.2 3.2
高 5.0 – 6.0 13% 1.5 2.1 1.4

非常高 >6.0 10% 0.8 0.9 0.7

危險族群 分數 比例
(n=7012)

存活期中位
數(年)

存活期中位
數(年)

(<60歲)

1/4病人轉變
為急性血癌
之時間(年)

★貧血之治療原則

‧需對症下藥　　　　　　　‧緊急時(休克，引發心臟病)：輸血

‧若無特殊療法：輸血　　　‧能不輸血，則不輸血

★輸血之原則

‧能不輸血之貧血

　—慢性貧血且可以藥物改善者，如缺鐵性貧血，VitB12缺乏之貧血

　—急性失血，但已停止出血，並且未危害生命者，如生產後之輕微貧血

　—慢性貧血，雖未能以藥物改善，但程度輕微，如血紅素仍在9.0g/dL

　　以上

‧必須輸血之貧血

　—嚴重貧血有立即生命危險者，如心肌缺氧

　—有症狀之貧血，且無短期內可醫治之藥物

支持療法

‧輸血
‧血球激素
‧排鐵劑

特殊藥物

‧男性荷爾蒙
‧免疫抑制劑
‧化療
‧去甲基藥物

造血幹細胞移植

‧唯一治癒方法
‧依年齡與身體狀況
　而定
‧用於高危險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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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製品之種類

‧全血(whole blood)

‧紅血球濃厚液(packed red blood cells)

‧血小板：

　—多位捐者　　　—單位捐者(apheresis, single donor)

‧白血球

‧血漿製品：新鮮冷凍血漿，冷凍血漿，冷凍沉澱品

★輸血之潛在危險

‧感染

‧免疫反應

　—發燒，畏寒，皮疹　　　　　　　　　　—溶血

　—降低輸入血球之壽命，愈頻繁輸血　　　—呼吸窘迫

‧鐵質沉積

★感染

★鐵之代謝

紅血球製品及全血

B型肝炎

C型肝炎

人類趨T細胞淋巴球病毒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1: 58,000 to 1: 269,000
1: 1,900,000
1: 1,900,000
1: 2,100,000

細菌感染比較常發生在血小板製品，約1/5000，但並非每次均有症狀

N Eng J Med 341:1986-1995,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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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質沉積

‧鐵質沉積

　一單位之紅血球含有100mg的鐵，一般人全身的鐵也不過2-3g

　—紅血球濃厚液25單位即纍積一倍的鐵質

‧鐵於局部或全身組織的蓄積量大於正常量時稱為血鐵質沈著症

　(hemosiderosis)，若已造成組織傷害，即稱為血色素沈著症

　(Hemochromatosis)。

★血色素沈著症病患之症狀

腦下垂體 → 影響發育, 不孕

甲狀腺 → 功能低下

心臟 → 心臟衰竭

肝臟 → 肝硬化

胰臟 → 糖尿病

生殖器官 → 不孕, 無性徵

★鐵質沉積之治療

‧Deferoxamine：20-60mg/Kg, 5d/wk 

　皮下注射，持續數小時，非常麻煩，腎臟功能差的病患必須小心皮疹，

　聽力及聽力損害

‧可搭配皮下注射幫浦，夜晚睡眠時使用

‧可在輸注紅血球後，以點滴慢慢滴注2g

★新一代之鐵質結合劑

‧Deferosirox (Exjade　，易解鐵)：

‧20-30mg/Kg 空腹口服，一天一次

‧小心腎臟功能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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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

‧Deferasirox（Exjade　）：96/7/1生效

‧限用於治療因輸血而導致慢性鐵質沉著症

　（輸血性血鐵質沉積）的成年人及2歲以上

　兒童患者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重型海洋性貧血或骨髓造血功能不良症

　　候群、再生不良性貧血患者。

‧2.需長期輸血治療且已併有鐵質沉積之患

　　者，則在患者血清內鐵蛋白（Ferritin）＞2000μg/L時使用。

R

★血色素沈著症病患之症狀

副作用
頻率

(% 病人) 觀察

非進行性之腎功能變化 34 輕微,大多在正常範圍;與劑量有關,通常會自動
消失;劑量降低會改善

胃腸不適
(噁心, 嘔吐, 腹痛) 26 與劑量有關,大多輕微,通常會自動消失

皮疹 7 與劑量有關,大多輕微,通常會自動消失

肝功能指數升高 2 少有超過 10 倍升高 (0.3%)

聽力減低 ≤ 1 少有

EXJADE® (deferasirox) Basic Prescribing Information. Novartis Pharma AG. National Prescribing Information should be follo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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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榮民總醫院血液腫瘤科

　陳聰智醫師

�(如何學會自我檢視�)

根據IWG的ITP名詞說明

名詞 ITP說明

新診斷

持續性

慢性

嚴重

難治型

療效反應

療效反應

持續時間不滿3個月

持續時間3-12個月

持續時間超過12個月

臨床相關出血量有治療必要，或需

要額外介入或升高藥物劑量

脾切除術後具有嚴重ITP

血小板計數兩次量測(相隔超過7天)

顯示至少100X109/L

血小板計數兩次量測(相隔超過7天)

顯示至少30X109/L，且血小板計

數自基期以來增加超過兩倍

‧定義 ：經治療之後，

　血小板低下時間超過

　一年

‧比例 ：大約三成患者

　治療療程漫長

　面臨的問題

　1.與類固醇相關的副

　　作用

　2.脾臟切除的風險

　3.其他治療的療效？

血小板低於每微升2-5萬

　皮膚瘀斑

　瘀青

　流鼻血

　牙齦出血

　內臟器官自發性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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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利用涵蓋全球的病人與

　　　醫師採樣架構，以瞭解

　　　ITP對病人QoL的影響力

方法：

　I-WISh是以14個國家年滿18

　歲的病人與醫師為對象所做

　的一項ITP橫斷面調查研究

　此期中報告包括12個國家

　（美國、中國、英國、法國

　、德國、義大利、印度、加

　拿大、土耳其、哥倫比亞、

　西班牙、日本）來自1400位

　病人的資料

　病人所填寫的30分鐘線上調

　查問卷係由指導委員會（由

　專門臨床醫師及專精於ITP

　的病人支持主導者共同組成）

　設計核定，內容是關於人口

　統計方面、診斷經驗、症狀

　、對日常生活與情緒健康之

　影響、QoL及其治療和處置

　等方面的資訊

基礎資料分析
所有病人

�N�=�1�4�0�0

平均（�S�D）年齡（歲）

性別，� �n� （�%）

� � 女性

� � 男性

患有�I�T�P平均�(�S�D�)時間長�(月�)

病人自評目前健康狀態（�7分�L�i�k�e�r�t

量表；�7分代表健康良好），�n� （�%）

� � �1–�3� （低分）

� � �4

� � �5� �-� �7（高分）

目前就業狀態，�n� （�%）

� � 全職工作

� � 兼職工作

� � 退休

� � 家庭主婦� �/� 夫

� � 學生

� � 其他

47.1(16.04)

913(65)
487(35)

110.0(131.42)

207(15)
306(22)
887(63)

624(45)
221(16)
267(19)

82(6)
60(4)

1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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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P病人的診斷途徑

接獲病人首次主訴�I�T�P症狀的醫護人員 做出�I�T�P診斷的醫護人員

急診醫師

血液專科醫師

其他

牙醫

護理師

不清楚

家醫科醫師

診斷及完成調查時的病人自評�I�T�P症狀 診斷及完成調查時病人通報最嚴重的症狀比例

無症狀
其他

形成血栓
手術期間／/術後馬上有額外出血

尿液／ 糞便中帶血
月經出血量增加

血腫
自發性鼻血

割傷出血時間延長／ 出血量增加

憂鬱
中度／重度頭痛／ 偏頭痛次數增加

血小板計數不穩定而產生焦慮

頭暈

瘀血
瘀點
疲倦

病人（%）
0 20 40 60 80 100

診斷時

完成調查時

牙齦出血時間延長／ 出血量增加

病人（%）
0 20 40 60 80 100

手術期間／ 術後馬上有額外出血
頭暈

牙齦出血時間延長／ 出血量增加

中度／ 重度頭痛／ 偏頭痛次數增加

月經出血量增加

割傷出血時間延長／ 出血量增加

憂鬱

尿液／ 糞便中帶血

疲倦

形成血栓
血小板計數不穩定而產生焦慮

瘀點

瘀血
血腫

自發性鼻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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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評比�I�T�P對日常生活有影響力的比例

0 20 40 60 80 100

ITP對職場或求學環境有所影響的頻率為何？

ITP使你在職場或學校缺席的頻率為何？

ITP不利於你為周遭人提供支持的頻率為何？

ITP對社交生活有所影響的頻率為何？

ITP造成你難以保持對每件事專注力的頻率為何？

ITP不利於你從事愛好的頻率為何？

ITP影響你做日常事務的頻率為何？

ITP不利於你平常運動能力的頻率為何？

ITP對你的性生活造成影響的頻率為何？

ITP對你的活力程度有影響的頻率為何？

病人（%）

隨時偶爾 經常 目前因為ITP而無法工作/求學

對�I�T�P有情緒影響而可由病人察知之因素：通報分數中至高的病人比例

0 20 40 60 80 100

分數4分 高分（5-7）

病人 （%）

血小板計數穩定且安全對我來說很重要

我對自己必須忍受疾病症狀感到很挫折

我擔心我的血小板計數忽高忽低卻沒有具體原因
我經常對我的血小板計數感到焦慮／ 神經緊張

我對自己必須忍受疾病症狀感到很挫折

整體而言，ITP對你的情緒健康有何影響？
我對自己所患的疾病感到很擔憂
我對自己的ITP病況感覺有壓力

我對死亡很擔憂
我因為ITP而感覺無助

我擔心自己經常感覺到比醫師認為還糟的情況

我經常擔憂自己的外觀變化（像是瘀血、皮疹、團塊）
就算天氣熱，我也經常穿長袖衣物來掩飾出血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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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2020位病人；年齡中位數：50歲；血小板中位數：19K/ul

66%有出血症狀
皮下／ 軟組織（58.8%）、口腔 （ 13.3%）、鼻出血（11.6%） 與婦科（4.9%）

嚴重腦出血發生比率為0.65%（0.44% 非創傷），且都發生在診斷的6
個月內
19.9% 接受至少3線以上的療法
包括：類固醇、免疫球蛋白、莫須瘤、血小板增生劑(Eltrombopag)等

嚴重血小板低下（血小板< 10 x109/L）
第1年：3.1%，第5年：2.7%.

1.37%的病人經過5年後仍然有出血症狀

‧規律回診

‧內出血風險：血小板小於一萬

‧藥物：避免通血路的藥物和特定止痛藥

‧活動：

　‧避免碰撞性質的運動

‧飲食均衡

‧養成規律運動的習慣

程序 血小板計數（X 
109/L)

牙科
拔牙

單純
複雜

局部麻醉
小手術
大手術
大型神經手術

≧20

≧30
≧50
≧30
≧50
≧80
≧100

資料取自Provan等人 Blood 2010.

牙科與手術程序的血小板計數建議

症狀

>50 無

30-50 多處瘀血與輕度創傷

10-30 自發性瘀點或瘀血

<10 有內出血風險

資料取自Cines & Bianchatte. N Engl J Med 
2002

血小板計數（X 109/L）

血小板計數低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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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髓緣協會的兄弟姊妹，大家好。

　　我是第十一屆新任理事長柳學治。協會就像棵樹，在大家熱情細

心的灌溉下，已經從幼苗長成20年的大樹。感恩前人種樹，才有後人

乘涼；先進前輩們無私奉獻，各位志工無怨的付出，這都是協會安定

成長的最大力量。

　　協會旨在建立一個病友、病屬、醫護、志工間的互信、互助平台

，病人在志工和醫護關懷照顧下，能有信心積極面對治療；家屬能放

心的一同陪伴抗癌，完成療程，恢復健康，這一連串的心路歷程，也

可說是～＂愛成就生命＂。

　　望各位先進多給予指導，使協會的血液重症病友服務工作順利推

展，願會務蒸蒸日上，大家平安健康，謝謝!

※第十一屆理事長 柳學治



12

1.會員意見：辛苦你們囉！因為有理監事的付出，緣友們才有地方可

　　　　　　寄託，謝謝你們。

　協會回覆：感謝會員的支持，協會會更加努力。

2.會員意見：我覺得很好，大家辛苦了。

　協會回覆：感謝會員的支持，協會會更加努力。

3.會員意見：我覺得大家都很不錯，每個人辛苦了。

　協會回覆：感謝會員的支持，協會會更加努力。

4.會員意見：會刊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時間看，是否可改用E-mail方式

　　　　　　，或在網站上架設，有需求者自行點閱，可節省印刷費

　　　　　　及郵電費，較年長者或無相關設備人士才用寄送方式。

　協會回覆：每次季刊協會都會放置於官網上，以提供大家閱覽。但

　　　　　　因應大部分會員的需要，目前依舊會提供紙本，如會員

　　　　　　要停止紙本的寄送，可來電告知，謝謝！

5.會員意見：可行的話，協會的一些活動，可以到中南部舉行。

　協會回覆：協會曾在108年舉辦兩場衛教：

　　　　　　一、108年11月16日，彰化基督教醫院-2019髓液園地病

　　　　　　　　友聯誼會暨醫療講座。

　　　　　　二、108年11月25日，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ITP紫斑症策展。

　　　　　　一場會員病友聯誼聚餐活動，於108年11月25日，在高雄

　　　　　　舉辦。

　　　　　　本會預計109年會籌舉辦幾場衛教在中南部。

6.會員意見：郵政劃撥單，請加註若由協會回覆ATM轉帳，帳號如下…

　　　　　　謝謝。

　協會回覆：郵政劃撥單的匯款人資料較為詳細，基於帳款細目和對

　　　　　　帳因素，本會依舊維持郵政劃撥單繳費方式，造成您的

　　　　　　不便，請多包涵。

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通訊大會建議案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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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份】

3,500 張大中

3,000 蔡宗合、陳慧敏、范揚杰

2,000 徐思淳、梁繼伍、黃麗淑、

      郭俐雯、洪秀芳、羅華珍、

      鄭麗美、江博勝、

      貝絲國際有限公司

1,500 張庭瑋、洪秋微、聯合億(有)

1,000 溫梓君、李博凱、李筱琪、

      謝碧玉、鍾佳伸、陳翠雯、

      陳儀郡、劉曉雲、葉冠雄、

      呂秋蘭、詹郁柔、陳澄美、

      富鋼(股)、爵品國際(有)、

      源鼎弱電系統工程(有)、

      新盈商標設計有限公司

  900 林政嘉

  600 林穗靜、金昶徠投注站

  500 陳南蘭、楊秀慧、陳義斌、

      王品惠、戴雪琴、張志炘、

      廖婉真、曾閩美、林宇珊、

      鄭祥和、陳定為、柯香蘭、

      吳佳諭、劉子揚、林芳鞠

  400 溫果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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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祥茂、許哲熒

  100 邱崇哲、許采薇、蔡振瀛、

      蔡瑞哲、彭文彥

【五月份】

500,000 宋文洲

 25,000 廖哲霆

 15,000 黃菊新

 12,000 蔡沅恆

 10,000 曹銘峰

  5,000 黃菊新、趙偉智

  3,000 范揚杰、蔡宗合、蔡明珈、

        李桂芳、張庭敏

  2,000 孫益謙、徐思淳、梁繼伍、

        黃麗淑、郭俐雯、謝菊英、

        林鳳緣、簡淑芳、

        貝絲國際有限公司

  1,600 馮業誠

  1,500 陳澄美、劉碧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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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冠雄、呂秋蘭、

        簡清陽、沈瑞瑾、黃寶徹、

        何東福、陳銘源、李博凱、

        李筱琪、葉春雲、賴美芬、

        賴中國、富鋼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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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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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閩美、林宇珊、

        鄭祥和、陳定為、黃智偉、

        陳彥宸、曾屘、林詩芳、

        謝興安、楊繡花、張馨蓮、

        曾亞玲、曾秀滿、游碩儒、

        林榮鋒、劉建廷、陳秀琴、
        唐文琼、吳昭瑢、陳淑華、

        陳南蘭、賴文隆

    400 溫果企業有限公司
    300 陳紹軒、譚淑璍、曾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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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文彥、李玉珍

     15 熊月湄

捐 款 芳 名 錄
【六月份】

20,000 徐如芬

 3,800 林子傑

 3,000 范揚杰

 2,000 姚淑貞、徐思淳、梁繼伍、

       黃麗淑、郭俐雯、呂凌安、

       詹郁柔、貝絲國際有限公司

 1,500 聯合億有限公司

 1,035 善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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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玲、李有元、

       富鋼(股)、爵品國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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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靜慧、楊秀慧、陳義斌、

       王品惠、戴雪琴、張志炘、

       廖婉真、曾閩美、林宇珊、

       鄭祥和、陳定為、陳彥宸、

       柯香蘭、周世模、陳南蘭、

       劉金葉、鄭皓澤

   400 溫果企業有限公司

   300 陳志展、陳紹軒、譚淑璍、

       曾淑貞、葉信男、羅世楨、

       蔡沛榆

   200 陳俊堯、林茂蘭、薛文玲、

       林妤俐

   100 邱崇哲、許采薇、蔡振瀛、

       蔡瑞哲、彭文彥、李玉珍



【四月份】

3,500 張大中

3,000 蔡宗合、陳慧敏、范揚杰

2,000 徐思淳、梁繼伍、黃麗淑、

      郭俐雯、洪秀芳、羅華珍、

      鄭麗美、江博勝、

      貝絲國際有限公司

1,500 張庭瑋、洪秋微、聯合億(有)

1,000 溫梓君、李博凱、李筱琪、

      謝碧玉、鍾佳伸、陳翠雯、

      陳儀郡、劉曉雲、葉冠雄、

      呂秋蘭、詹郁柔、陳澄美、

      富鋼(股)、爵品國際(有)、

      源鼎弱電系統工程(有)、

      新盈商標設計有限公司

  900 林政嘉

  600 林穗靜、金昶徠投注站

  500 陳南蘭、楊秀慧、陳義斌、

      王品惠、戴雪琴、張志炘、

      廖婉真、曾閩美、林宇珊、

      鄭祥和、陳定為、柯香蘭、

      吳佳諭、劉子揚、林芳鞠

  400 溫果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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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祥茂、許哲熒

  100 邱崇哲、許采薇、蔡振瀛、

      蔡瑞哲、彭文彥

【五月份】

500,000 宋文洲

 25,000 廖哲霆

 15,000 黃菊新

 12,000 蔡沅恆

 10,000 曹銘峰

  5,000 黃菊新、趙偉智

  3,000 范揚杰、蔡宗合、蔡明珈、

        李桂芳、張庭敏

  2,000 孫益謙、徐思淳、梁繼伍、

        黃麗淑、郭俐雯、謝菊英、

        林鳳緣、簡淑芳、

        貝絲國際有限公司

  1,600 馮業誠

  1,500 陳澄美、劉碧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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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冠雄、呂秋蘭、

        簡清陽、沈瑞瑾、黃寶徹、

        何東福、陳銘源、李博凱、

        李筱琪、葉春雲、賴美芬、

        賴中國、富鋼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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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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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閩美、林宇珊、

        鄭祥和、陳定為、黃智偉、

        陳彥宸、曾屘、林詩芳、

        謝興安、楊繡花、張馨蓮、

        曾亞玲、曾秀滿、游碩儒、

        林榮鋒、劉建廷、陳秀琴、
        唐文琼、吳昭瑢、陳淑華、

        陳南蘭、賴文隆

    400 溫果企業有限公司
    300 陳紹軒、譚淑璍、曾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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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文彥、李玉珍

     15 熊月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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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5-6月份發票中獎金額 2,200元

【六月份】

20,000 徐如芬

 3,800 林子傑

 3,000 范揚杰

 2,000 姚淑貞、徐思淳、梁繼伍、

       黃麗淑、郭俐雯、呂凌安、

       詹郁柔、貝絲國際有限公司

 1,500 聯合億有限公司

 1,035 善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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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玲、李有元、

       富鋼(股)、爵品國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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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靜慧、楊秀慧、陳義斌、

       王品惠、戴雪琴、張志炘、

       廖婉真、曾閩美、林宇珊、

       鄭祥和、陳定為、陳彥宸、

       柯香蘭、周世模、陳南蘭、

       劉金葉、鄭皓澤

   400 溫果企業有限公司

   300 陳志展、陳紹軒、譚淑璍、

       曾淑貞、葉信男、羅世楨、

       蔡沛榆

   200 陳俊堯、林茂蘭、薛文玲、

       林妤俐

   100 邱崇哲、許采薇、蔡振瀛、

       蔡瑞哲、彭文彥、李玉珍

嘉信眼科              106張

共計                  106張

109年1～4月份發票中獎金額 200元

109/1～4月發票捐款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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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屆理監事當選名單

常務理事 周志霖、陳志榮

候補理事 張詩宜、高川原

賴中國

候補監事 陳澄美

理　　事 黃明芳、鄭貞源

范金莉、徐豊美

邱雅蘭、劉建廷

邱彥如、林寬祥

常務監事 歐大宙

監　　事 陳南蘭、張佑琳

通訊選舉～選票開封

理監事選舉～選票統計

理監事選舉～開票人員合影

理監事選舉唱票

理監事選舉記票理監事選舉記票



理 監 事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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