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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癌治療方式選擇

‧臨床試驗

‧化學治療

‧單株抗體療法(多數合併化學治療)

　‧B細胞型淋巴癌 (CD 20) →莫須瘤、癌即瓦

　‧何杰金氏淋巴癌/CD30(+)淋巴瘤→雅詩力 (Brentuximab vedotin)

‧小分子標靶/小分子激酶抑制劑 (多數合併化學治療)

　‧BTK 抑制劑→億科 (Ibrutinib)

　‧Proteasome 抑制劑→萬科 (Bortezomib)

‧骨髓移植或周邊血液幹細胞移植：自體或異體

‧局部治療：放射線治療 (俗稱電療)/開刀治療/照光治療

‧免疫治療：雙特異抗體治療 (BiTe)、Checkpoint 抑制劑、嵌合抗原受體

　　　　　　T細胞(CART)治療

藥 物 名 稱 給 藥 途 徑 副 作 用

Asparaginase 肌肉注射
噁心／嘔吐，發燒，蕁麻疹，肝功
能，胰臟炎，高血糖，纖維蛋白原
減少，栓塞，個性改變。

Bleomycin 肌肉或靜脈
肺纖維，發燒，硬皮症，口腔炎，
靜脈壁增厚。

Cisplatin 靜脈點滴
噁心／嘔吐，食慾不振，腎毒性，
耳鳴或聽力喪失，骨髓抑制。

※台大醫院血液腫瘤科

  台灣大學醫學院副教授  侯信安

(承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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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lophposphamide 口服、靜脈或
點滴注射

噁心／嘔吐，食慾不振，出血性膀
胱炎，骨髓抑制，黏膜潰瘍，贅瘤
，禿頭，皮膚指甲變黑。

Cytarabine 肌肉、靜脈滴
、鞘內

噁心，嘔吐，食慾不振，骨髓功能
抑制，口腔黏膜潰瘍，下痢、血栓
靜脈炎，發燒，皮疹。

Epirubicin 靜脈點滴
噁心／嘔吐，黏膜潰瘍，心臟毒性
，發燒，不慎外漏引起皮膚潰爛壞
死。

Doxorubicin 靜脈點滴
噁心／嘔吐，黏膜潰瘍，心臟毒性
，不慎外漏引起皮膚潰爛壞死。

Etoposide 靜脈點滴
噁心，嘔吐，肺部毒性、肝、腎臟
毒性高，骨髓功能抑制。

藥 物 名 稱 給 藥 途 徑 副 作 用

Ifosfamide 靜脈或點滴
注射

噁心／嘔吐，骨髓抑制，禿髮，出
血性膀胱炎。

Vincristine 靜脈注射
便秘，脫髮，神經毒性，腹痛，尿
滯留，骨髓功能抑制，噁心，嘔吐

Bendamustine 靜脈注射
便秘，腹痛，骨髓功能抑制，噁心
，嘔吐。

Methotrexate 口服、肌肉、
靜脈，脊髓腔

噁心，嘔吐，骨髓功能抑制，口腔
潰瘍，肝臟毒性，禿髮，蕁麻疹，
頭痛，失眠。

Mitoxantrone 靜脈點滴
注射

噁心，嘔吐，骨髓功能抑制，脫髮
，食慾差，過敏，腹瀉痛，倦累，
發燒，黏膜炎。

Mercaptopurine 口服
噁心，嘔吐，骨髓功能抑制，黃疸
，血尿酸過多。

Prednisolone 
Dexan 口服

肥胖，圓月臉，高血壓，消化性潰
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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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瘤的自我照顧

‧身體清潔：疾病本身及治療均可能會造成白血球降低、抵抗力差，應注意

　個人衛生、身體清潔，接觸病人前後須洗手，以保護病人。

‧飲食方面：多補充高蛋白食物，食用高纖維食品，足夠飲水，不吃生食，

　　　　　　選擇可剝或可去皮的水果，且避免咖啡、酒精及辛辣調味品。

‧環境方面：一旦白血球過低，採取保護隔離措施。床單、枕套須定期更換

　　　　　　。均需配戴口罩，限制訪客人數。不與感染者接觸。

心理調適及行為治療

‧擔心是否適合工作、照顧家庭，如何維持日常生活步調或建立新的人際關

　係。

‧健保已給付多數藥物，然而有部份高價藥品仍有嚴格限制或是尚未給付，

　因此仍有自費項目。

‧健康照護小組成員可以回答關於治療、工作或其它活動的問題。

‧將感受、個人人際關係的問題，與社工、義工、諮詢者或神職人員討論。

‧親朋好友是個很大的支援。同樣地，和其他有癌症的人討論他們所關切的

　事務，也能幫助許多患者。

‧癌症患者經常可以藉支持團隊中相聚，分享癌症的調適經驗及治療效果。

‧每一個患者是不同的個體，即使罹患相同淋巴癌的病人，癌症的治療與處

　理方式可能會有所差異。

治療後的追蹤

‧定期的追蹤檢查可以儘早發現任何健康情況的改變，同時腫瘤復發時可以

　儘早治療。

‧一般而言，檢查包括詳細的身體檢查、影像學檢查、抽血檢查及其它實驗

　室檢驗。

‧患者應該遵循醫師有關健康照護及檢查的建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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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體對抗宿主疾病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GvHD)

‧這是捐贈者的淋巴球對接受者（病人）組織產生攻擊的現象，急性的反應

　常發生在移植後一百天內或輸注捐贈者淋巴球後，侵犯皮膚、肝及腸道。

　◆在皮膚方面會產生紅疹，通常伴有發癢的情形

　◆腸道方面，會有腹瀉、嘔吐、腹部絞痛

　◆肝臟方面，會有黃疸發生。 

　◆該疾病可採用免疫抑制劑治療，如類固醇、環孢靈（ＣＳＡ）、抗胸腺

　　球蛋白（ＡＴＧ）等，直到症狀消退為止。感染

　◆而慢性反應則發生在一百天以後，有時是隨著急性期之後而來的，會侵

　　犯到皮膚、腸道、肝臟、眼睛、口腔而成為長期的問題。

ACUTE  and
CHRONIC  GVHD 

※彰基血腫  曾若涵

幹細胞移植之原理和適應症

(承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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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者不是幹細胞移植可能出現的併發症？

   ‧感染　　　　　‧移植物對抗宿主反應

　‧疾病復發　　　‧返老還童

   Answer: 返老還童

●出院條件

‧若無明顯感染、移植體抗宿主反應狀況穩定且白血球及血小板穩定回升，即

　可考慮出院返家，至於食慾方面，若腸胃系統沒大問題，則需靠自己少量多

　餐進食，在體力許可下，盡早下床走路、散步，讓體能逐漸恢復。而出院後

　，仍需定期回門診追蹤、注意感染、移植體抗宿主反應、排斥藥物濃度等情

　形。

●居家照護原則

‧1.常洗手，戴口罩。半年內減少出入公共場所，但鼓勵在家人的陪伴下至人

　　群較少的公園、戶外、百貨公司走走，促進體能的恢復。

‧2.早晚量測體溫，並將體溫變化紀錄下來，若體溫未超過38度，只須多喝

　　開水、維持足夠休息。若出現畏寒、顫抖及體溫超過38度情形，則須盡

　　快就醫。

‧3.保持良好個人衛生習慣，每天沐浴，經常更換乾淨衣物，換洗衣服需烘乾

　　或經陽光曝曬至完全乾燥，避免潮溼，以預防黴菌感染；寢具及窗簾請定

　　期清洗。

‧4.房間內可開窗保持室內空氣流通；居家環境定期除溼，避免黴菌感染。建

　　議家中不要置放鮮花、盆栽及飼養寵物，以防寄生蟲伺機性感染。

‧以上是新聞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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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何者不是移植後再復發的處理？

   ‧二次移植　　‧淋巴球輸注　　‧化學藥物　　‧細胞治療

　‧已上皆是可能的處理方法

   Answer: 已上皆是可能的處理方法

●移植後疾病還會復發嗎？

‧而復發的風險，和腫瘤的種類、病期早晚、病情輕重、高劑量療法的選擇

　、及病人免疫功能等有關。通常重要的門檻有兩個，一個是2年、一個是

　5年。超過2年以後會復發的危險性已經少了，超過5年以後會復發的病人

　就更少了。

‧規則追蹤治療。

●淋巴球輸注救援

‧異體幹細胞移植後復發的病人，都可考慮淋巴球輸注療法。

‧方法是請原本的捐贈者捐白血球輸入病人體內即可。輸淋巴球時部分人會

　有輸血過敏反應，此外無一般化療常見的副作用。

‧此時一般不再給予抗排斥或只給低劑量抗排斥藥物，因此可能在1~8週內

　發生急性反排斥症狀。

‧而淋巴球輸注治療對慢性骨髓性白血病(CML)移植後復發的效果最好。

‧據臨床經驗顯示，在早期復發(染色體復發或慢性期復發)之療效高達75%

　，其中80%同時出現反排斥作用。但如復發後已轉為加速期或急性期，則

　只有10%有效。 

‧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及骨髓分化不良症候群之療效約為25~35%。急性淋巴

　性白血病有效的機會最小，僅10%。

‧5.因此食物選擇建議以新鮮、清潔、煮熟為原則，尤其是蛋類、肉類及海鮮

　　宜烹調至全熟。家中自行料理或選擇衛生良好的餐廳為佳，病人應避免用

　　手直接處理生食，必要時可戴手套；為確保料理過程衛生，建議避免食用

　　路邊攤、buffet 式自助餐或流水席。

‧6.固定使用自己專用的碗筷與食具，飯前洗手，吃飯時儘量以公筷母匙方式

　　為佳，或者先行盛餚食物，並養成飯後即刷牙漱口的習慣。

‧7.勿用手擠壓青春痘或用力抓癢，以防止產生破皮傷口引起感染，可以改用

　　拍打、冰敷或按摩方式，來緩解搔癢之不適。

‧8.在您免疫尚未恢復前，建議限制訪客，尤其是感冒或患有傳染性疾病之親

　　友，並告知親友以電話表示關心即可，另外，對於剛接受預防注射的幼兒

　　，也應避免接觸幼兒分泌物或糞便，以免受到疫苗的感染。

(全文完)



　　在癌症治療中，難免有些副作用會讓患者難以承受，甚至使治療陷入瓶

頸。化學治療所導致的周邊神經病變就是常見的副作用之一，令不少患者備

感困擾。

 

化療後導致周邊神經病變的原因

　　化療導致周邊神經病變的症狀、嚴重度及持續時問，往往取決於所用的

藥物種類、劑量及療程長短等因素，每個人的反應不盡相同。大部分患者在

化學治療結束後半年左右，周邊神經病變的症狀會逐漸消退，但也有少數患

者的症狀消退不明顯，還可能延續好幾年。症狀大多出現在四肢末端，有人

會有局部麻木感，有人會覺得手腳冰冷、有電觸或針刺感，也可能就像一直

戴著手套或穿著襪子一樣，十分不舒服。

　　大多數抗癌藥物主要是影響患者的感覺神經，造成感覺異常，只有少部

分會影響運動神經而引起動作障礙。其機轉多為化學藥物沈積在末端循環較

差處的神經，引起周邊神經的損傷。西醫在處置上，可能會給患者使用一些

抗驚厥、抗憂鬱或神經保護類的藥物，以及建議患者避免碰觸低溫、增加運

動量及服用維生素B等等，藉此減輕不適。

經絡氣血堵滯也會造成感覺異常

　　在中醫觀點，手腳麻木或感覺異常，常常是經絡的氣血堵滯而導致局部

的氣滯或血瘀，多屬「痹症」的範疇，由於氣血無法正常輸布到四肢末端，

四肢末端失去濡養，故造成感覺異常。因此，中醫會建議患者以多運動及熱

敷等方式促進局部氣血循環，這和部分西醫的處置有異曲同工之妙。此外，

中醫認為「肝主筋、腎主骨」，筋骨或四肢末端的不適，常和肝腎陰虛有關

，因此也會視情況給予患者相對應的針灸或藥物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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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解癌症化療後
手痲腳麻

※中醫部 針灸科 醫師洪瑞鴻



針灸及按壓穴道可促進氣血循環

　　中醫師會以中藥或針灸等方式來治療相關症狀，不僅費用低、副作用小

、安全性高，效果也不錯。例如中醫的常用處方「濟生腎氣丸」，其療效已

獲得許多科學實證證實，但因每個人的體質不同，需由醫師處方，不宜擅自

服用。

　　就針灸而言，常用的治療方式有針刺治療、電針治療、穴道按壓、穴道

敷貼等。常用穴道如八邪穴、八風穴、合谷穴、太衝穴等，都是方便、易尋

且無特殊副作用的穴道，很適合一般大眾使用，經常按壓可促進全身氣血循

環、增加局部氣血流通與減少氣滯血瘀。

※八邪穴：雙手指蹼緣後方赤白肉際處，可驅除雙手邪氣與促進循環。

※八風穴：雙腳趾蹼緣後方赤白肉際處，主治腳弱風氣與促進循環。

※合谷穴：雙手虎口肉厚處或第2掌骨橈側中點，可行氣止痛與疏風散邪。

※太衝穴：雙足足背第1、2趾趾骨接合處前凹陷處，可通關氣血與疏肝理　

　　　　　氣。

　　以上穴道以手指或筆尖按壓，1次按壓約5-10秒，1日2-4次，若能視情

況搭配熱敷手腳穴道，促進局部循環的效果會更好。

針對體質選擇最適合自己的飲食

　　在飲食方面，一般多會建議癌症患者注意飲食均衡，攝取充足營養，儲

備良好體力。中醫的優勢在於還能視患者體質，提醒相對應的飲食宜忌，以

減輕身體負擔。例如寒性體質的患者，應少吃較為生冷的食物，包括低溫食

物或飲品及瓜果類；熱性體質的患者，應少吃容易上火的食物，包括烤炸辣

或辛香料添加較多的餐點。全穀類食物富含豐富的維生素B，可參考食用。

要強調的是，所謂飲食宜忌並非癌症患者的負擔或絕對禁忌，只是經由中醫

師望聞問切認識自己的體質特性後，對某些食物的攝取要加以斟酌而已，一

樣可以吃得輕鬆沒負擔。

　　建議癌症患者接受正規治療，再視情況搭配傳統醫學輔助療法，以減輕

相關治療所引發的不適，不僅在臺灣，國外許多知名的癌症中心也是這麼做

，希望能結合現代與傳統醫學之長，幫助癌症患者們順利度過抗癌的漫漫長

路。 

引用來源：中國醫訊《癌症化療後手痲腳麻 中醫緩解有方》

8



　　每當在病房向癌症病人進行飲食衛教，常有患者或家屬詢問「要吃什麼

才有營養？」「飲食要注意什麼？」「這個可以吃嗎？那個可以吃嗎？」對

於日常飲食充滿疑慮，不知怎麼吃才對。

癌症患者的飲食3大要點

●營養要均衛

　食物依營養成分的不同，可分為全穀根莖類、豆魚肉蛋類、蔬菜類、水果

　類、低脂乳品類、油脂與堅果種子類等6大類，每一種食物都必須均衡攝

　取以確保身體能獲得需要的所有營養素。 

●熱量要足夠

　一般成人攝取的熱量建議：30-35大卡／每公斤理想體重／天，癌症患者

　亦應攝取足夠熱量才能避免體重減輕及應付代謝增加所需，若體重仍有逐

　漸減輕的情況，便要額外增加熱量的攝取，但應避免造成肥胖。此外，有

　肥胖問題的癌症患者，不建議在治療期間減重。

●蛋白質要充分

　患者在治療期間的蛋白質建議量：1.2-1.5克／每公斤理想體重／天。肉

　類、魚類、黃豆及黃豆製品、蛋、奶類及奶製品，都是優良的蛋白質來源

　。若因食慾不振或牙口不好導致進食量無法增加，可考慮以市售的高蛋白

　營養品來補充。

癌症治療副作用的處理原則

如果白血球低下…

9

營養師教學！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臨床營養科營養師

蔡玉霜



癌症治療期間容易造成白血球低下，抵抗力差，這時的飲食有幾點要注意：

‧避免生食：例如生菜沙拉、生魚片、泡菜、涼拌菜、醬菜、未煮至全熟的

　蛋或肉類等，均不宜食用。所有食物都必須烹調至全熟才能入口，由於生

　機飲食中有許多未經烹調的蔬果，故不適合在治療期間食用。

‧避免醃燻製品：例如醃蘿蔔、臘肉、燻肉等。自己醃的菜也是喔！

‧只飲用煮沸過的水，不喝生水。

‧不吃未經低溫（高溫）殺菌的牛奶及奶類製品：例如起司、優酪乳等。

‧不吃沒洗乾淨或發霉的蔬果和未去皮的水果。

‧用餐前後都要用肥皂洗手。

‧若食用剩菜，必須先充分加熱。

‧選購一般包裝食品，請注意效期及外包裝有無破損。

‧外食盡量自備餐具，避免光顧有食安風險的飲食場所，例如食物暴露在外

　的攤販、沒有保溫設備的自助餐等。

如果食慾不振…

‧少量多餐，兩餐間可以補充點心或正餐。

‧於正餐時間吃固體食物，等點心時間再補充液體食物，可避免過度飽脹感。

‧改變進食順序，優先攝取高熱量、高蛋白的食物。

‧短期內若無法增加進食量，可額外選用適合的營養補充品。

‧盡量多走動，可促進腸胃蠕動增加食慾。

‧搭配使用能控制症狀的藥物，例如止痛藥或止吐藥。

‧布置舒適愉快的用餐環境，也可與家人或朋友一起用餐，良好的用餐情緒

　可促進食慾。

如果噁心、嘔吐…

‧治療前不要一口氣吃太多東西。

‧少量多餐，細嚼慢嚥。

‧飲食盡量清淡，避免太油、太甜、太辣或有強烈氣味的食物。

‧食物溫度要適中，避免過冷或過熱。

‧起床前後及運動前要吃較乾的食物。

‧遠離有油煙或異味的地方。

如果腹脹…

‧避免吃容易脹氣、粗糙、多纖維的食物，例如豆類、洋蔥、韭菜、馬鈴薯

　、牛奶、碳酸飲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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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餐時避免喝太多飲料及湯品。

‧勿嚼口香糖，進食時勿講話，以免吸入過多空氣。

‧適度運動可改善腹脹。

如果腹瀉…

‧腹瀉嚴重時，可先採清流飲食，例如運動飲料、米湯、去油清湯、過濾果

　汁等，讓腸道休息。由於清流飲食無法提供足夠的營養，建議不超過2天

　為原則。

‧多喝水，可以喝些等張的運動飲料，補充電解質。

‧採用低纖維飲食，避免高纖維食物。

如果便祕…

‧多吃高纖維質食物，例如全麥穀類、蔬菜、水果。

‧多喝水。

‧早晨起床後，空腹喝1杯水，可幫助排便。

‧適度運動，

‧必要時，由醫師評估是否需要使用軟便藥物。

如果有口腔潰瘍或喉嚨痛…

‧選擇質地軟或液體食物。

‧食物溫度宜室溫至偏冷。

‧避免溫度太高、酸味強、太鹹、太辣和調味太濃的食物。

‧避免喝酒及碳酸飲料。

‧常漱口。

如果口乾…

‧盡量選擇較為濕潤的食物，可伴些湯汁一起進食。

‧多喝流質，例如淡茶、運動飲料、流質營養品等。

‧口含冰塊。

‧避免喝酒及酸性飲料。

‧使用人工唾液。

‧常漱口，但不可濫用漱口水，可用生理食鹽水漱口。

如果味覺或嗅覺改變…

‧食物可以添加一點酸味，例如以檸檬汁、醋等調味（若有口腔潰瘍或喉嚨

　痛則不建議）。避免吃苦味較強的食物，例如苦瓜、芥菜等。

‧肉類食物先醃製調味以改變風味，若仍無法接受，可改為攝取其他蛋白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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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

‧食物添加些糖，能增加甜味，減少鹹味、苦味和酸味。

‧在食物裡加些調味料，例如洋蔥、大蒜、胡椒粉、番茄醬、烤肉醬或迷迭

　香等。

‧吃東西前，先用茶或鹽水嗽口來清潔味蕾。

‧冷的或是溫度與室溫差不多的食物，以及味道不會太濃的食物，較能勾起

　食慾。

如果咀嚼或吞嚥困難…

‧選擇質地飲而細碎的食物，例如稀飯、細麵、果泥、果汁、豆腐、鮮魚、

　蒸蛋、軟質瓜類、葉菜類。

‧少量多餐。

‧使用勾熒或與肉汁、肉湯同時進食，有助於咀嚼及吞嚥。

‧若仍無法藉由正常的食物來維持營養，建議補充流質營養品。

　　在癌症治療期間，飲食常會遇到許多問題，尤其是出現治療副作用或身

體不適時，更容易減少進食，導致營養狀況不佳，甚至影響治療的療程及效

果。因此，病友們若有飲食疑慮，請儘快向專業營養師尋求協助，以保持良

好的營養狀態，增加對抗癌症的本錢。

 

‧資料來源：中國醫訊《給癌症患者們 治療期間的飲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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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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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 會 108 服 務 項 目

第十屆第十次理監事會議



【四月份】

50,000 台灣諾華(股)公司
20,000 盧彥岑
10,000 陳志榮
 5,000 游屘秀
 3,000 馬伯勝、范揚杰、王永鎮、
       李桂芳、邱柏諭、林鳳緣、
       林延福
 2,100 馬伯勝
 2,000 徐思淳、黃麗淑、謝菊英、
       張庭瑋、羅華珍、高范貴枝
       劉碧芬、梁繼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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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翠雯、
       陳儀郡、劉曉雲、呂秋蘭、
       溫梓君、簡淑芳、李博凱、
       李筱琪、蔣國權、黃寶徹、
       何東福、范姜建成、葉春雲
       謝興安、黃美娟、謝興安、
       富鋼(股)、爵品國際(有)、
       源鼎弱電系統工程(有)、
       新盈商標設計(有)
   600 林穗靜、金昶徠投注站
   500 楊秀慧、王品惠、尤金波、
       戴雪琴、曾閩美、陳定為、
       陳彥宸、柯香蘭、唐文琼、
       黃智偉、陳南蘭、楊幼、
       劉建廷、吳芳蓮、徐秀珍、
       張佑琳、羅秋玉、林榮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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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彥如、彭文彥

【五月份】

10,000 黃菊新、詹郁柔
 7,000 羅文中
 5,000 善心人士、王佑禎、游屘秀
 3,500 善心人士

 3,000 范揚杰、楊靜枝
 2,400 善心人士
 2,000 尤彩、徐思淳、梁繼伍、
       黃麗淑、姚淑貞、
       貝絲國際有限公司
 1,520 愛書人
 1,500 吳蘇連珠、聯合億有限公司
 1,000 李有元、王佑鈞、王敬文、
       陳鴻珠、謝碧玉、鍾佳伸、
       陳燕子、陳翠雯、陳儀郡、
       劉曉雲、溫梓君、蔡振瀛、
       張麗珍、李博凱、李筱琪、
       富鋼(股)、爵品國際(有)、
       源鼎弱電系統工程(有)、
       新盈商標設計(有)
   600 林穗靜、鄭皓澤、
       金昶徠投注站
   500 鄭茗元、柯香蘭、楊秀慧、
       王品惠、尤金波、戴雪琴、
       曾閩美、陳定為、劉金葉、
       陳南蘭
   300 陳永昌、陳睿盛、陳志展、
       譚淑璍、葉信男、羅世楨、
       蔡沛榆
   200 張家儀、陳佑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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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彥如、彭文彥

【六月份】

10,000 陳雅萍、吳鍇、
       金鼎建材企業有限公司
 6,700 歐大宙
 5,000 游屘秀
 4,800 三陽早餐店
 3,000 范揚杰、善心人士、
       善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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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翠雯、
       陳儀郡、劉曉雲、溫梓君、
       王美金、李博凱、李筱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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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大會贊助摸彩品

台大新大樓維康     4981張

三陽早餐             42張

共計               5023張

108/3～6月發票捐款芳名錄

108年1-4月份發票中獎金額 7,200元

發票箱裡的現金

台大新大樓維康              60元

       蕭光哲、新盈商標設計(有)、
       富鋼(股)、爵品國際(有)、
       源鼎弱電系統工程有限公司
   700 賴中國
   600 林穗靜、金昶徠投注站
   500 賴文隆、楊秀慧、王品惠、
       尤金波、戴雪琴、曾閩美、
       陳定為、蕭晴峯、柯香蘭、
       陳南蘭
   370 善心人士
   300 陳李錞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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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貞源        紅包1萬
高川原        紅包2400
陳澄美        紅包2000
柳學治        紅包2000
徐豊美        手編飲料提袋10個
周志霖        體脂計3台
陳志榮        西華30公分免火再煮鍋
陳志榮        惠而浦陶瓷電暖器
賴中國        小米手環4個
歐大宙        法國茗茶1盒
范金莉        26cm平底鍋附蓋
范金莉        遠東SOGO禮券1000元
陳南蘭        全聯禮券1500元
黃明芳        20公分#316不鏽鋼湯鍋
黃明芳        28公分#304不銹鋼鍋
黃明芳        乳牛單層毯
劉建廷        牙膏100支(參加獎)
張詩宜        牙刷1盒+牙膏1盒 4組
惠華印刷      憤怒鳥餐具盒20個
惠華印刷      紫外線自動傘5把
王玉禪        愛心手工皂1批
禾唯公關      電熨斗1個
睿田生技公司  康寧316不銹鋼杯5個
香港髓康會    隨身碟1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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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