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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紀念醫院腫瘤暨血液科

　林世強醫師
(承上期)

艱苦的移植醫療照護

出院衛教

亞東醫院骨髓移植加護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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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前室

洗手與穿戴口罩

穿隔離衣與二次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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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菌室

三合一監視器與獨立空調Hepa

紫外線燈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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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移植是一個艱苦的過程～～置之死地而後生� 先破壞再建設
■骨髓移植為許多血液疾病與腫瘤救命的治療� 方式，提供了病人
　「重新做人」的一線生機
■骨髓移植室：破繭而出迎接新的生命

無菌室窗外景觀

結論

骨髓移植須要團隊合作
全人照顧

 

 骨髓移植
病患 

血液暨腫瘤科

藥劑部

檢驗醫學部

感染醫學科

護理部

營養科

醫學研究部醫工部 放射治療部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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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紀念醫院
  腫瘤暨血液科  謝佩穎醫師

(承上期)

■按時服藥的重要性：
　台灣本土資料

資料來源 : Bazeos et al. Blood (ASH Annual Mee�ng Abstract), Nov. 2009; 114: 3290

Chen TC  et .al, Int J Clin Pharm. 2014 Feb;36(1):172-81（高雄醫科大學）

‧非醫療因素：－環境因素……　　－心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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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能規律服藥�?�?

■藥物的特性不同，要如何更規律地服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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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早與醫師討論

‧不抽菸、不喝酒，飲食作息正常

調整生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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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求第三方病友支持團體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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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疾病管理輔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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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血液學副作用　　—非血液學副作用
‧嚴重度分級（臨床試驗用）
　第一等：輕微　　第二等：中度　　第三等：重度
　第四等：有生命危險的　　第五等：死亡

■標靶藥物……還是有副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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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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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K�I�s� 的血液學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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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K�I�s� 血液學副作用的處置

■�T�K�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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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ntarjian, H. et al. N Engl J Med 2002;346:64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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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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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K�I�s� 的非血液學副作用：泰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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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基利克嚴重
　—肋膜積水
　—頭痛

■�T�K�I�s� 的非血液學副作用：柏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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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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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處理這些副作用？

Y)

■新一代�T�K�I�s的心血管副作用發生率

PACE (2nd Y)
Ponatinib

ENESTnd(5th Y)
Nnilotinib

DASASSION(4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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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O�D：周邊動脈阻塞性疾病
‧�I�H�D：缺血性心臟病（心絞痛，心肌梗塞）
‧�C�V�A：腦中風
‧�P�A�C�E研究中，�P�o�n�a�t�i�n�i�b� 造成所有等級的心血管副作用發生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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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藥物的副作用，你還應該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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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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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IM trial：40% 停藥成功
‧TWISTER trial：40% 停藥成功
‧DADI trial (第二代)：49-60% 停藥成功
‧ENEST-stop trial (第二代)：52% 停藥成功

■試著停藥的�S�T�I�M研究

■其他的停藥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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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

■成功停藥的比率

Mahon FX et al. The Lancet Oncology,
2010;11(11): 1029-1035. 

Mahon et al., ASH 2013 [abstract 255]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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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大感染科醫師　　孔祥琪
�日本自助旅遊中毒者　林氏璧



10

Q1. 人類史上從來沒有這麼快一年內做出疫苗，通常需要好幾年。這樣急就
     章的疫苗安全性有效性會不會有問題？

‧一年前我也如此擔心。但自從2020年11月，一個一個新冠疫苗的第
　三期臨床試驗結果一一公布之後，我個人是越來越不擔心。
‧各國法規單位配合更改規定，讓不同期的臨床試驗可以同時並進
‧美國政府還以重金扶植疫苗廠商
‧在這過程中並沒有放棄科學上的嚴謹
‧這次世界各國研發疫苗出乎我意外的順利
‧2020年12月開始累積了大量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資料

Q2. 打了新冠疫苗會得新冠病毒嗎？這次的新冠疫苗有活性減毒的疫苗存在
      嗎？打了會不會PCR核酸檢測陽性？

‧這次全世界核准使用的新冠疫苗中，並沒有含有活性新冠病毒的疫苗。
‧沒有完整活的新冠病毒，所以你不會因為打了新冠疫苗反而得到新冠
　感染。
‧疫苗接種需要2週後才能產生免疫力，過程中也有可能因暴露而受到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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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疫苗進度

‧早期：至少3千萬劑為目標
‧2000萬劑包括了和AZ直購的1000萬劑，莫德納500萬劑，還有
　COVAX有選擇權的476萬劑(有AZ，輝瑞/BNT或是Sanofi/GSK可選)。
‧國內則至少要採購1千萬劑。
‧3月3日拿到第一批AZ疫苗11.7萬劑，這是和AZ直購的1000萬劑中的
　部分，由韓國廠製造。於2021年3月22日星期一開打。
‧國產疫苗如果進度一切順利，高端疫苗還有聯亞疫苗會在2021年6月做
　完第二期臨床試驗，可能會在7月以緊急授權的形式開打。

Q3. 新冠疫苗該接種幾劑？需接種兩劑的新冠疫苗，要相隔多久接種？

‧大多數須接種兩劑為原則。
‧嬌生疫苗目前是接種一劑，打一劑的保護力在美國是72%。
‧施打間隔：輝瑞/BNT疫苗21天，莫德納28天。
‧AZ疫苗比較複雜：8至12週�完成2劑接種63%，12週提升到約81%
　 (60% ~ 91%)
‧台灣：至少8週以上。
‧美國大型的臨床試驗是相隔4週施打，79%？

‧去活和活性減毒疫苗是不同的。
�去活，inactivated 是死病毒疫苗
�活性減毒，live attenuated 是活病毒疫苗
�三種中國疫苗是前者。
‧幾種腺病毒載體疫苗都是無法繁殖的腺病毒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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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金鳳

 　 媽媽有九個兄弟姐妹，但她和二舅的感情特別好，因此媽媽過世時，二
舅最為傷心。
　　由於二舅和媽媽要好，所以相對的，他對我和弟弟也很好。但令人難過
的是媽媽過世多年後，二舅也罹患血癌病症。
　　二舅抗癌的過程倍極艱辛，表弟妹們都不辭辛勞陪病，也自費重金以標
靶方式為他治療，即使經常要在台北跟澎湖之間奔波，但他們都覺得很值得
，因為有段時間治療效果良好，二舅還可每天自行騎機車去外婆家看外婆，
同享天倫之樂。
    二舅發病時，醫生就已宣判他的病症接近末期，治療效果不會很好，但只
要有機會，花再多的錢，表弟妹都願意付出，他們希望二舅能夠多活幾年，
讓他們能恪盡孝道。
    澎湖的醫療設施不是很完備，有些精密的檢查及標靶治療，都必須搭機到
台北三軍總醫院，每次要接受檢查及治療，不是舅媽陪就是表弟妹陪，有一
回二舅腰部疼痛，無法行走，還到台北住院一段時間，都是舅媽陪在身邊，
無微不至的照顧之下，花下重金，接受多次標靶療程，才慢慢恢復行走。
    回鄉之後，舅舅每天都到公園步行運動，飲食也變得清淡，原來的煙酒習
慣，也慢慢戒除，那時候外婆還在世，他每天前往外婆家陪伴閒聊，食用阿
姨們為他精心料理的養生食物，是他生活的日常，幸福，快樂，且無負擔。
    雖然二舅生的病是重病，但他卻沒有因此就被打倒，他說：「我一定要打
倒病魔，身體趕快好起來，多活幾年，享受承歡母親膝下，子孫滿堂的快樂
人生」，他開朗的微笑與自信的言語，似乎說明了他想要活，想要過更好人
生的代表作，我記得他重病時的那兩年，冬天我請
二舅媽到漁市場幫忙購買土魠魚，他還自告奮勇
幫我的忙，義無反顧的幫我買魚並完成郵寄，讓
我既感動又愧疚。
　　而年過五十的我體會到生命的無常，要時時
「把握當下，珍惜擁有」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只
要我從高雄回澎湖，一定會到二舅家探視他，然
後包個寫著「祝福舅舅身體健康，事事順心」字
句的紅包給他，看到他笑顏逐開的收下我祝福的
那一刻，我也欣喜不已，期待大家都心想事成。
　　這張照片是我帶兒子去探視二舅時，兒子和
二舅難得的合照，一個小小紅包，代表我深深祝
福的心意，二舅也因為我們的愛與關懷而開展笑
顏，訴說著對生命的熱愛之情。

愛 述
說



捐 款 芳 名 錄

【一月份】

12,000 謝淑莉、蔡子淵
10,000 鄭史近
 7,000 詹郁柔
 5,000 李芳玲
 2,500 謝秀資
 2,000 徐思淳、梁繼伍、范揚杰、
       楊小姐、郭俐雯、熊秀英、
       鄭麗美、江博勝、王佑禎、
       貝絲國際有限公司
 1,500 聯合億有限公司
 1,200 江翠碧
 1,000 李博凱、李筱琪、楊茂川、
       溫梓君、林美玲、謝繼煌、
       謝碧玉、鍾佳伸、陳翠雯、
       吳耀宗、劉曉雲、葉冠雄、
       呂秋蘭、葉春雲、鄭皓澤、
       林秋廷、王敬文、王佑鈞、
       陳鴻珠、富鋼(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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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盈商標設計有限公司
   600 金昶徠投注站
   500 柯香蘭、蔡姵怡、陳彥宸、
       楊秀慧、陳義斌、林業、
       王品惠、廖婉真、金聖德、
       曾閩美、林宇珊、林宇珈、
       陳定為、李承儒、蔡姵怡、
       林揚、林揚、陳南蘭、
       鄭舒蔚、張嘉紘、鄭惠蓮
   300 譚淑璍、林湘玲、林岑聿、

       吳俊昌、陳紹軒、葉信男、
       洪素靜、蔡沛榆、吳仲翼、
       羅世楨、陳志展
   200 程芳芝、李正鐸、張正財、
       林延霞、林佑蓮、程芳芝、
       林茂蘭、薛文玲、林妤俐、

       陳俊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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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份】

20,000 吳旻達
 3,000 莫永榮及武田藥廠總公司、
       張吟英
 2,000 邊聖涵、徐思淳、梁繼伍、
       范揚杰、楊小姐、郭俐雯、
       鄭桂香、熊月湄、呂凌安、
       貝絲國際有限公司
 1,000 謝碧玉、鍾佳伸、陳翠雯、
       吳耀宗、劉曉雲、葉冠雄、
       呂秋蘭、溫梓君、李博凱、
       李筱琪、黃寶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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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鋼股份有限公司、
       新盈商標設計有限公司
   600 金昶徠投注站
   500 楊秀慧、陳義斌、林業、
       王品惠、廖婉真、金聖德、
       曾閩美、林宇珊、林宇珈、
       陳定為、李承儒、柯香蘭、
       張嘉紘、張坤富、林揚、
       陳彥宸、吳昭瑢、劉子揚、
       陳南蘭
   300 林湘玲、林岑聿、吳俊昌、
       陳紹軒、葉信男、洪素靜、
       羅世楨、蔡沛榆、吳仲翼、
       陳志展
   200 楊祥茂、李正鐸、林茂蘭、
       薛文玲、林妤俐、陳俊堯、
       張正財、林延霞、林佑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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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紹軒、葉信男、洪素靜、
       羅世楨、蔡沛榆、吳仲翼、
       陳志展、謝興安
   200 鄭貞源、林茂蘭、薛文玲、
       林妤俐、陳俊堯、李正鐸、
       林寬祥、張正財、林延霞、
       林佑蓮、張佑琳
   150 程芳芝
   100 許采薇、邱崇哲、蔡振瀛、
       蔡瑞哲、李玉珍、彭文彥、
       張家瑋、張庭榛

【三月份】

20,000 胡永吉、王新立
 6,000 李容容
 5,000 趙偉智、黃菊新
 4,500 陳玉寶、林正倫
 3,000 李桂芳、賴中國
 2,500 張庭瑋
 2,000 徐思淳、梁繼伍、范揚杰、
       楊小姐、郭俐雯、謝菊英、
       黃仁鑑、林鳳緣、羅華珍、
       貝絲國際有限公司
 1,600 馮業誠
 1,500 洪秀芳、呂陳源妹、
       聯合億有限公司、
       聯合億有限公司
 1,000 陳銘源、簡清陽、謝碧玉、
       鍾佳伸、林家緯、陳翠雯、
       吳耀宗、劉曉雲、葉冠雄、
       呂秋蘭、溫梓君、林美玲、
       陳明璃、李博凱、李筱琪、
       何東福、廖佩君、洪秀娟、
       蔡國樑、富鋼(股)公司、
       安豐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金中營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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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昶徠投注站
   500 陳麗茵、唐文琼、蔡碧家、

       曾秀滿、嚴碧玲、陳淑華、
       楊秀慧、陳義斌、林業、
       王品惠、葉俊宏、廖婉真、
       金聖德、曾閩美、林宇珊、
       林宇珈、陳定為、李承儒、
       林詩芳、陳彥宸、游碩儒、
       洪秋微、蘇居敬、楊綉花、

       柯香蘭、楊幼、劉建廷、
       范金莉、林榮鋒、謝興安、
       吳芳蓮、陳民芬、陳南蘭、
       黃智偉、漾奇國際貿易(有)
   300 林湘玲、林岑聿、吳俊昌、



【一月份】

12,000 謝淑莉、蔡子淵
10,000 鄭史近
 7,000 詹郁柔
 5,000 李芳玲
 2,500 謝秀資
 2,000 徐思淳、梁繼伍、范揚杰、
       楊小姐、郭俐雯、熊秀英、
       鄭麗美、江博勝、王佑禎、
       貝絲國際有限公司
 1,500 聯合億有限公司
 1,200 江翠碧
 1,000 李博凱、李筱琪、楊茂川、
       溫梓君、林美玲、謝繼煌、
       謝碧玉、鍾佳伸、陳翠雯、
       吳耀宗、劉曉雲、葉冠雄、
       呂秋蘭、葉春雲、鄭皓澤、
       林秋廷、王敬文、王佑鈞、
       陳鴻珠、富鋼(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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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盈商標設計有限公司
   600 金昶徠投注站
   500 柯香蘭、蔡姵怡、陳彥宸、
       楊秀慧、陳義斌、林業、
       王品惠、廖婉真、金聖德、
       曾閩美、林宇珊、林宇珈、
       陳定為、李承儒、蔡姵怡、
       林揚、林揚、陳南蘭、
       鄭舒蔚、張嘉紘、鄭惠蓮
   300 譚淑璍、林湘玲、林岑聿、

       吳俊昌、陳紹軒、葉信男、
       洪素靜、蔡沛榆、吳仲翼、
       羅世楨、陳志展
   200 程芳芝、李正鐸、張正財、
       林延霞、林佑蓮、程芳芝、
       林茂蘭、薛文玲、林妤俐、

       陳俊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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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份】

20,000 吳旻達
 3,000 莫永榮及武田藥廠總公司、
       張吟英
 2,000 邊聖涵、徐思淳、梁繼伍、
       范揚杰、楊小姐、郭俐雯、
       鄭桂香、熊月湄、呂凌安、
       貝絲國際有限公司
 1,000 謝碧玉、鍾佳伸、陳翠雯、
       吳耀宗、劉曉雲、葉冠雄、
       呂秋蘭、溫梓君、李博凱、
       李筱琪、黃寶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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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鋼股份有限公司、
       新盈商標設計有限公司
   600 金昶徠投注站
   500 楊秀慧、陳義斌、林業、
       王品惠、廖婉真、金聖德、
       曾閩美、林宇珊、林宇珈、
       陳定為、李承儒、柯香蘭、
       張嘉紘、張坤富、林揚、
       陳彥宸、吳昭瑢、劉子揚、
       陳南蘭
   300 林湘玲、林岑聿、吳俊昌、
       陳紹軒、葉信男、洪素靜、
       羅世楨、蔡沛榆、吳仲翼、
       陳志展
   200 楊祥茂、李正鐸、林茂蘭、
       薛文玲、林妤俐、陳俊堯、
       張正財、林延霞、林佑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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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紹軒、葉信男、洪素靜、
       羅世楨、蔡沛榆、吳仲翼、
       陳志展、謝興安
   200 鄭貞源、林茂蘭、薛文玲、
       林妤俐、陳俊堯、李正鐸、
       林寬祥、張正財、林延霞、
       林佑蓮、張佑琳
   150 程芳芝
   100 許采薇、邱崇哲、蔡振瀛、
       蔡瑞哲、李玉珍、彭文彥、
       張家瑋、張庭榛

【三月份】

20,000 胡永吉、王新立
 6,000 李容容
 5,000 趙偉智、黃菊新
 4,500 陳玉寶、林正倫
 3,000 李桂芳、賴中國
 2,500 張庭瑋
 2,000 徐思淳、梁繼伍、范揚杰、
       楊小姐、郭俐雯、謝菊英、
       黃仁鑑、林鳳緣、羅華珍、
       貝絲國際有限公司
 1,600 馮業誠
 1,500 洪秀芳、呂陳源妹、
       聯合億有限公司、
       聯合億有限公司
 1,000 陳銘源、簡清陽、謝碧玉、
       鍾佳伸、林家緯、陳翠雯、
       吳耀宗、劉曉雲、葉冠雄、
       呂秋蘭、溫梓君、林美玲、
       陳明璃、李博凱、李筱琪、
       何東福、廖佩君、洪秀娟、
       蔡國樑、富鋼(股)公司、
       安豐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金中營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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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昶徠投注站
   500 陳麗茵、唐文琼、蔡碧家、

       曾秀滿、嚴碧玲、陳淑華、
       楊秀慧、陳義斌、林業、
       王品惠、葉俊宏、廖婉真、
       金聖德、曾閩美、林宇珊、
       林宇珈、陳定為、李承儒、
       林詩芳、陳彥宸、游碩儒、
       洪秋微、蘇居敬、楊綉花、

       柯香蘭、楊幼、劉建廷、
       范金莉、林榮鋒、謝興安、
       吳芳蓮、陳民芬、陳南蘭、
       黃智偉、漾奇國際貿易(有)
   300 林湘玲、林岑聿、吳俊昌、

1-3月份發票捐贈芳名錄  

嘉信眼科 149張 

廖麗珠  45張

共計        194張

110年11-12月份

發票中獎金額  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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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大會摸彩品提供一覽表

理事長-柳學治

常務理事-周志霖

常務理事-陳志榮

理事-鄭貞源

理事-鄭貞源

理事-鄭貞源

理事-劉建廷

理事-徐豊美

理事-范金莉

理事-邱雅蘭

理事-林寬祥

理事-邱彥如

常務監事-歐大宙

監事-陳南蘭

監事-張佑琳

候補監事-陳澄美

禾唯公關

康喜得百貨行

惠華印刷

惠華印刷

歐姆龍藍牙血壓計

科帥氣炸鍋

象印鐵板萬用鍋

MOIN行車紀錄器

微軟網路攝影機

SAMSUNG行動電源

德國進口牙膏

紅包伍佰元

sogo禮券貳仟元

紅包壹仟元

sogo禮券壹仟元

福袋(快速沖茶器+護髮膜、洗髮乳+紅包貳佰元)

多功能電烤盤

紅包伍佰元

紅包壹仟元

紅包壹仟元

香草集精選禮盒

雨傘牌毛毯

 14吋手提行李箱

不銹鋼保溫杯800ml

1

1

1

1

1

1

100

4

1

2

2

1

1

3

2

2

1

1

4

6

提供人/單位 數量獎　　品　　品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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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報到 ▲會員報到

▲理事長致詞 ▲來賓致詞

▲會員大會會議中 ▲會員大會會議中



▲健康講座～台灣癌症基金會 史莊敬 諮商心理師　講題：「病後的重生」

▲發放紀念品、餐盒、摸彩券 ▲摸彩活動

▲摸彩活動 ▲志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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