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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人物

花開的初春，開懷人老
老少少到美濃賞波斯

菊、做紙傘，乳癌復發

兩次的楊惠喻，開心的
與她美麗的作品合影。

開懷
…

」，看見認識的姊妹也在書
…

神，更多的版面描繪了我們一路走過、看過的風景，希望帶給你更豐富的乳癌知識與資訊。

編輯室報告

四年春天，病友林惠鶯因癌細胞移轉至腦部
○○

開懷來了，惠鶯笑了！
二

十六位乳癌病友故事集】到病房幫她打氣，惠
—

而開刀住院，我們帶著熱烘烘剛出爐的書籍【開懷的
禮物

鶯抗癌的故事也收錄在這本書中。她的日籍老公一見
到我們，喜孜孜地喊著：「開懷來了！開懷來了！」
夫妻倆一頁頁地翻書端詳，一邊輕聲用日語交談，
開懷
…

我們聽不懂她們交談的內容，只聽得懂她的先生直嚷
著：「

嘿！各位舊雨新知，開懷這廂來了！

中，倆人忍不住笑了起來。床頭的白色日光燈，是病
房唯一的光源，昏暗的光線中，我們看見惠鶯蒼白的
臉色，也見到她翻著書時開心滿足的模樣。
冬天，惠鶯住進安寧病房，我們幾位姊妹再次去探
視她，正巧她下樓進行放療定位，不在房內。不消一
刻鐘的光景，惠鶯的先生進房來，見到我們來訪，他
開心地說：「開懷來了！開懷來了！」擦汗的手巾還
停在額頭，還沒進房的惠鶯已經對我們笑了起來。
來不及見到乳癌復發病友故事集的出版，惠鶯走
了，我們沒能為她、為辭世的抗癌鬥士們多做些什
麼，但我們知道：開懷來了，惠鶯笑了！開懷來了，
乳癌病友不會孤單了！

刊物簡介

【開懷來了】的前身是【開懷抱報】，由台中市開懷協會的一群乳癌媽媽攜手創作，自2004

年起，春夏秋冬四季發行，內容除側寫乳癌病友的抗癌史，也記錄協會走過的歷程，希望能

將最大的擁抱與熱情傳遞給為生命奮戰不歇的乳癌鬥士們；每期發行1,500份，分送給國內病

友、家屬、醫師、國內外姊妹團體、贊助單位，及對乳癌議題關心的社會大眾。

自2006年春季號起，這份乳癌病友親手編製的刊物將更名為【開懷來了】，由原先的單張報

紙改版為32頁單本雜誌，同樣是季刊，每期發行3,000份，除延續之前抱報的內容與發刊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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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盡的愛 —
全國乳癌新病友送書關懷計畫
。
…

面對台灣每年新增的五千多位乳癌新病友，
開懷總在思考：我們還能作些什麼

文：賈紫平，攝影：蕭伊伶，插畫：陳錦雯

2003年冬天，【無盡的愛】書中十位女主角之一的惠鶯，
於接受化學治療的期間，至攝影棚內著裝拍照。



體的不超過一萬人，這意味著有四萬

五萬多位乳癌病友中，有加入病友團

三年衛生署公告，台灣
○○

們如何將這本書送到新病友手中？印

繫，獲得更多的關懷與支持。然而我

新病友可以與住家附近的團體取得連

病友支持團體與保健、生活等資訊，

有勵志作用；也包含了全國各地乳癌

辛勞。

病卡的第一線工作人員，感謝他們的

們也特別拜訪各分局負責登錄重大傷

肯定開懷的愛心，答應全力支持；我

祥總經理及各分局主管，他們都高度

關心全國每一位乳癌新病友

多人依舊孤獨的面對自己的病痛。也

書的錢從那來？沒有人能回答這些問

根據二

代表每年五千餘位新病友中，絕大多

題。不過，我們沒有放棄，我們堅

與痛苦；從十二年的服務工作中，也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主辦的乳癌防治研

五年本會總幹事蔡心慈參加
○○

者，他們感同身受，都以同理心協助

保局一些工作人員或家屬也是乳癌患

宣導，目前已完成八場。我們發現健

我們承諾為健保局做十二場乳癌防治

了，我們如釋重負。為了表達謝意，

送書到新病友手中的通路終於打開

數無法獲得及時的關懷。

持、等待，等待機緣的到來。

深深體會對於罹患乳癌的姐妹來說，

討會，提出印書構想，闡述意義和必

開懷。我們用自己去感動大家，只是

我們走過這條路，知道其中的難處

第一時間的關懷非常重要，可以幫助

要性，獲得國民健康局的認同，慨然

二

病友紓解心理和情緒上的壓力，以更

希望這一份愛心能真正的發揮作用。

愛」送到病友手中。經過多方思考，

接下來的難題是如何將「無盡的

中央健保局協助打開通路

「無盡的愛」成功的踏出第一步。

允諾協助；我們雀躍不已，因為這使

全國乳癌
—

堅強的信心面對疾病。開懷存著不捨
的心，醞釀出「無盡的愛
新病友送書關懷計畫」，試著把我們
的愛送到全國每一位乳癌新病友身
旁。

一份愛心要能付諸行動，需要很多

個管道就能掌握最佳時機，也是最直

健康保險局登錄重大傷病卡，經由這

我們想到每一位乳癌病友都會到中央

人的投入和支持。我們從不知如何下

接、快速的方法。

國民健康局的支持使夢想成真

手，到一步步理出頭緒、展開行動，

北，包括東部的花蓮，拜訪健保局總

於是我們展開辛苦的出訪，由南到
「無盡的愛」這本書逐漸成形，書

局和全國六個分局，會見了總局劉見

整個過程中充滿了奇妙的緣份。

中記錄十位乳癌病友的親身經歷，具



你們是來
賣書的嗎？
不，我們是想請
您幫忙送書。

無盡的愛
送書通路

透過全國39個
病友團體組織

組織發送，
計2,500本

全國媒體報導

來電索取

透過中央健保局
發送重大傷病卡
時附送，計有
12,000本。

東區分局
南區分局
高屏分局
中區分局
北區分局
台北分局

550本
1,500本
2,400本
2,000本
1,500本
4,050本

2005年12月底前
已罹患乳癌病友

2006年
新增乳癌病友群

無盡的愛
記者會實況

書中的十位女主角於記者會中
現身說法，並在會後與各報記
者分享、暢談罹患乳癌至今的
心路歷程。

中央健保局黃三桂副總經理致
詞給予此書支持與肯定。

行政院衛生署署長侯勝茂在書
中提字，由國健局局長吳浚明
代表贈予本會。



記者會中，書中女主角與國民健康局局長吳浚明合照

六年一月二十日，衛生署國
○○

開懷其他相關出版品、愛心帽，並來

或座談會。也有人來電索取書中提及

談，並邀請她們參加復發病友的茶會

民健康局為本計畫舉辦了記者發表

電表達感謝與感動。整個過程雖然辛

記者會後的熱烈回響

會，向社會大眾介紹這個嶄新的服務

苦、慌亂，但我們知道：這份愛的種

二

方案，這種在第一時間為全國每一位

籽總算萌芽了。

讓無盡的愛永不止息

乳癌新病友提供及時快速的服務，不
僅國內沒有先例，也是世界首創，實

不增加乳癌志工來接聽。短短數天

全國的電話讓我們應接不暇，不得

這個記者會造成熱烈的回響，來自

作，讓「無盡的愛」這份熱情傳遞下

大眾幫助我們繼續這一份有意義的工

一定努力去做。我們呼籲政府與社會

續，只要是對的、有意義的事，開懷

我們期待這一份「愛」可以永遠持

內，辦公室內的六線電話滿線，計有

去，讓這份愛永不止息 。

在具有特殊意義。

一百八十二通病友直接來電，在話筒
的那端止不住的哭泣；亦有三十五通
家屬來電：台北的哥哥為妹妹、年邁

詳情、還有人為住在美國的親友尋求

高雄的醫生與台南的大學教授想瞭解

戶名：台中市開懷協會

郵政劃撥

讓這份愛永不止息，我們需要
您的支持，歡迎助印 —

的母親為女兒、屏東的先生為太太、

幫助，最令人動容的是一位九十五歲

劃撥帳號： 22268781

420-200-624-638
華南銀行台中分行

帳號

戶名：台中市開懷協會

銀行電匯

的老父親心情沈重地為大陸六十歲的
女兒索書。多位已逝病友的家屬感嘆
道：「這本書來得太晚了！」。當然
我們也接到十八位復發病友來電，直
說遺憾，到現在才能擁有這本書，開
懷亦相對的請復發病友志工與她們懇



夢想成真—無盡的愛工作大事紀

2006.03.22，Laura 製表

年度

日期

地點

工作事項

2005

08.11

台中

開懷幹部20人拜訪中央健保局中區經理陳明哲

08.12

台北

向國民健康局癌症防治組吳建遠科長說明「無盡的愛」一書夢想

09.07

台北

「全國乳癌新病友送書關懷計畫—無盡的愛」送審

09.30

台中

本書進入資料蒐集、編輯、設計工作流程

10.27

台北

與國民健康局正式簽約

11.01

中壢

展開送書通路遊說協商工作

台北

拜訪中央健保局 北區分局王智廉秘書
拜訪中央健保局 台北分局高幸蓓秘書

11.02

台北

拜訪中央健保局 台北總局沈茂庭經理

11.09

花蓮

拜訪中央健保局 花蓮分局邊子強副理

11.17

台南

拜訪中央健保局 南區分局方志琳經理

11.18

高雄

拜訪中央健保局 高屏分局蔡魯經理

12.01

台中

「無盡的愛」書籍付梓

12.16

台北 中壢 台中

完成中央健保局六個分局12,000本送書工作

台南 高雄 花蓮
12.19

台中

向國民健康局癌症防治組孔憲蘭組長提出召開記者會事誼

12.20

台中

與國民健康局結案

12.21

台南

展開第二次拜會送書通路工作
對中央健保局南區分局員工進行2場乳癌防治衛教宣導，人數約100人

12.22

高雄

第二次拜會送書通路工作
對中央健保局高屏分局員工進行2場乳癌防治衛教宣導，人數約150人

12.29

台北

第二次拜會送書通路工作
拜訪中央健保局北區分局毛燕明經理
拜訪中央健保局台北分局蔡淑玲經理
拜訪中央健保局總局劉見祥總經理與企劃處李少珍經理
請求出席記者會

2006

01.10

台中

第二次拜會送書通路工作
拜訪中央健保局中區分局陳明哲經理

01.18

中壢

第三次拜會送書通路
對中央健保局北區分局員工進行2場乳癌防治衛教宣導，人數約143人

01.20

行政院衛生署公關室

舉行「全國乳癌新病友送書關懷計畫」記者會

02.23

台北

第三次拜會送書通路
對中央健保局台北分局員工進行2場乳癌防治衛教宣導，人數約140人



讀者迴響

讀「無盡的愛」後之感想
文：宗宇安，插畫：陳世育

十年前罹患乳癌，心中充滿害怕及無助，更嚴重的是對乳癌一無所知。
讀完內容豐富「無盡的愛」後，非常高興，

師都到床旁邊做復健一次，時間為

……

自幼雙腿罹患小兒麻痺，要依靠支

三十分鐘。希望能早日復原，自己又

因為罹患乳癌的病友們有了一本包羅萬象的認識手冊

架和拐杖的輔助才能行走，因此雙手

自我復健運動早、中、晚各一次。當

要動，這是上帝在考驗你。

掛著笑容，同時心裡告訴自己要活就

咬著牙，忍受右手臂的痛，臉上還要

手拿拐杖行走，每走一步路時，都要

每做完一次，就累得睡覺了。出院雙

就成了我的雙腳。
醫生說我的胸部，大肌肉和腋下的
淋巴球都必須開刀切除。手腳只剩下
左手是健全的，無法工作，可能連用
輔助器行動都很困難，思念往後該怎

感謝上帝的安排，讓我又再一次的

麼辦，難道要坐一輩子的輪椅嗎？左
手是無法操作一般的輪椅，必需電動

成長茁壯。如今右手的功能已恢復

「無盡的愛」中沒有一位病友是同

輪椅才能代步。購置一台電動輪椅，

開刀後的手，要站在牆壁前做爬牆

時罹患小兒痲痺及乳癌的，因此將自

七八成了。

的復健運動。我連站立都很困難，更

身的心路歷程記下以供病友們參考。

談何容易？

別說做爬牆運動了。於是復健醫生替
我量身定了一套床上運動。每天復健



編輯採訪：沈臨玲、蕭伊伶，撰稿：蕭伊伶，攝影：蕭伊伶，圖片提供：劉大江

手術、化療、長年追蹤檢查，面對「乳癌」，姊妹
們的心情不言而喻，而陪伴在旁的另一半呢？他們

。
……

的情感又是如何複雜而豐富呢？從「他」的口中，
我們聽到了一位丈夫疼惜妻子的故事



成功女人背後的男人

劉大江
—

我很認命的去接受我自己的死亡，所以有天我的太太如果因為復發而要離開，

人。身為先生，接受她是在一個痛苦

是一個缺陷，或者她是不完美的女

是隨時隨地的存在著，但他選擇默默

曾停止過，因為「失去」的可能性總

對紫平病情的擔心，十四年來，未

。
…

這些問題，心情當然很沈重，很難過

「會不會復發？會不會離開？想到

失去

我會希望她對自己的生命感到滿足，如果這注定是個事實，我的心裡除了悲傷和不捨外，

疤，有了第一次接觸

的時候，我會掉眼淚」身為最親近的

另一半，他選擇把心中的擔憂隱藏，

他說：「這是個一直要面對的問題，

的階段，以一個感情的、責任的角度

的陪伴，選擇自己承受可能失去妻子

我不想告訴她，讓她多擔心我。」

來看，切除乳房對我來說不造成任何

種種的心理壓力。

在未失去的每一刻，他努力的製造

一條連接兩人心靈，長而隱密的通

胸前的傷口，不再隱隱作痛，而是

刻。為的就是在失去前，努力擁有。

為兩人製造相同的、珍貴的相聚時

在家中、在到各國的旅程上，他盡力

兩個人的交集點，在醫院、在開懷、

道。

心疼、愛、和憐惜。

這番話中，我聽到一位先生對妻子的

影響。」當談到缺陷的身體時，他的

影，我覺得自己沒有足夠的立場說這

術、化學治療，還要接受復發的陰

親近的配偶，太太挨了一刀、動了手

「生命當然比身體重要，我是她最

。
…

口的痛，也讓他和胸前那道長長的

更相信她對自己的生命有所交代，也有了很好的表現，我也因此覺得滿意了

宣判
樂觀的個性使然，宣判乳癌的那
天，對他的衝擊並不大，他說：「我
覺得任何一個不幸的消息，都該冷靜
的去面對，我很疼惜紫平，但我冷靜
的去接受這件事情。」感覺紫平的生
命遭受威脅，但更擔心的是她在精神
上的接受度及遭受的莫大衝擊。每次
化療，他都陪伴左右，唯一的一次缺
席是因公出差，但他仍舊安排了信任
的同事陪伴紫平。「罹患乳癌」沒有
擊垮家庭，反而更緊密的連結了兩人
之間的情感。

通道
開刀後一個禮拜，紗布拆掉，那是
他第一次看到紫平的傷口，岳母告訴
他「你一定要來看這個傷口，要習慣
這個傷口。」這句話，安撫了紫平胸



東西認真拍照時，劉大哥問我為什麼

劉大哥生活中的最愛，當我為這三個

（香菸品牌）都是
555

感到徬徨。「開懷」是她生命的一部

讓她一直有明確的目標可遵行，不致

助，也為她的生命增添了許多意義，

對他來說，開懷給紫平很多的幫

開懷

要拍這麼多照片？我說：「因為這些

份，也是她永遠不會放棄的。因為這

那個人

都是你的最愛啊！」他回答：「我的

樣的想法，讓他用感謝的心情看待開

螃蟹、咖啡、

最愛在廚房裡。」廚房裡的那個人，

他全力支持紫平在開懷的工作和付

懷跟紫平間的關係。

從農試所副所長的職位退休，家

出，甚至自己也一頭栽進開懷這個大

正是紫平姐。

庭、事業兩成的他說：「這輩子最有

家庭。對開懷來說，紫平是母親，孕

姊妹的心，讓她們不致孤單

受到一起投入，過程中有過爭執和不

她是家庭的一份子，不是附屬在家庭

「把太太看成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
…

貢獻成就了開懷，也環抱了無數乳癌

默默呵護長大的父親，他們的偉大、

育、撫養開懷；而他之於開懷，則是

意義的選擇就是娶紫平為妻子。」

不滿足
紫平生病後，覺知到照顧家庭、陪
伴先生外，自己對生命也有些期許，
選擇走出來，是因為想要完成生命中

諒解，但是因為堅持所以結出了開懷

之下的，先生應該要支持、體諒太太

過來人

協會的果實。隨著年紀的增長，兩

去做喜歡的事情。過去她們奉獻大半

的不滿足。對此，他從不能體諒、接

人的夫妻關係從彼此學習中，和諧相

的青春給家庭，現在我們應該要支持

足。」

快樂和價值，因而對自己的生命更滿

小環境中，她們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

她們走自己想走的路，也許在另一個

處。
創立開懷協會的紫平，在他的支持
下完成了生命中的不滿足，生命也因
此更臻完整。





劉大哥將這段話，送給開懷所有的

的生命就是不要要求自己太多」。

家屬。

樂觀的他，一生奉行的座右銘是「滿足自己

後記

總醫院、南投警察局全職志工。個性開朗、

近來，許多開懷的姊妹擔心紫平姐身體的狀

所長退休，現為台中市開懷協會、台中榮民

況，託大家的福，紫平姐的定期檢查結果都無

國威斯康辛大學博士，台灣省農業試驗所副

大礙，每天仍舊開心地到辦公室值班，請大家

會創會會長賈紫平女士結褵三十五週年，美

寬心，也別忘了時時關心自己的身體健康喔！

基本資料∥劉大江，現年六十歲，與開懷協

劉大江相本
專職志工

—

「 306
號王文秋先生請到前面領藥。」
台中榮總的藥局是他志工生涯的一角。

每個禮拜二早上，他背著小麥克風，

拿著一疊藥單指引等待領藥的民眾依

序、依櫃臺領藥。不只是指引，他還細

心的為住在彰化的老先生提供當地可領

取長期處方籤的藥局，讓他不用每次來
回奔波。

偶爾操台語口音（劉大哥是標準外

省人），仔細答覆民眾的疑問、細心提

醒民眾下次回診時間、老花眼鏡脫了又

戴，戴了又脫，只為幫老太太看清楚藥

單上領藥的櫃臺和號碼 …
穿著志工背
心，這是站在台中榮總藥局第七櫃臺前
的劉大哥。

聊到志工生涯，他說道：「朋友中很

多退休後都到私立大學再找一份工作，

但我的想法不同，我沒有負擔、母親也

不很依賴，我想做一個完全的志工，任

何一份有薪水的工作我都不想做。這個

念頭也許是跟紫平長年投入志工有關
係。」



劉大江相本 —
劉家末代獨生子

「感情很好，距離很遠」，他這樣形容和家人之間的

情感。兩個女兒在高中時就往美國單飛，沒有家庭和父

母的壓力，她們的成長過程，很自在。目前在紐約、舊

金山都有很好的婚姻和工作，兩個女兒是他這輩子最大
的驕傲。

劉家五代單傳，他是最後一代獨生子。但他說：「兩

個女兒是我對自己的生命很滿足的部分，到現在我從沒
後悔過自己沒有兒子。」



宣導活動／化學治療
化學治療，一般稱為化療，將抗癌
的藥劑導入點滴內的過程，就是化
療的治療過程，整套療程約需半
年，分次進行。化療進行的方式有
兩種，一是在化療室內注射，時間
約二到三個小時左右，注射完後即
可回家。二是住院，約需二至三天
的時間，妳可依自己的需求，向醫
生提出自己希望的方式。
化療有什麼副作用？
●化療會讓妳有昏昏欲睡的感覺，請在
打完藥劑後，喝三千CC的水、果汁飲
料或者湯品，協助身體的新陳代謝，
排除多餘藥劑。
●妳可能會有想嘔吐、食慾不振、口
腔黏膜破裂的症狀，以及經期不正常
或者暫停，不用恐慌，這是正常的狀
況，以上種種情況，待療程結束後都
會恢復正常。

●再者，化療會讓某些接近更年期的女
性，提早邁入更年期，但三十多歲的女
性則不一定。
●化療結束後，請記得做牙齒保固。

疼惜自己，為化療做好準備
●化療過程中，體內白血球數會降低，
容易造成免疫系統失守，因此，請務必
注重均衡飲食，特別是優質蛋白質的攝
取，如豆漿、豆腐、蛋與牛奶等等，方
能保持白血球的正常功能。切勿迷信偏
方，購買大量無用的健康食品，徒然耗
費金錢。
●化療期間，要保持愉快的心情，儲備好
體力，適當的運動、散步，都會幫助妳
順暢地走過這個療程。偶爾可以選擇自
己喜歡吃的食物，千萬不要癌細胞尚未
移轉，自己就已經營養不良囉！

開懷小語：儲備體力，保持心情輕鬆，堅持完成療程，才能重拾健康喔！

乳癌的化學治療
文：鍾智淵，彰化基督教醫院血液腫瘤科主治醫師，
本文摘錄自【乳房醫學】一書。

什麼是化學治療？罹患乳癌一定要接受化學治療嗎？
乳癌復發患者的化療用藥有哪些？化學治療引起的副作用有哪些？

1993年，5月。

移，因此外科手術技術的改變趨勢是

性切除，亦無法根除乳癌的微小轉

轉移，既使靠外科醫師將乳癌做根除

癌細胞經過血流、淋巴而有全身性的

徵只是乳房腫塊，但大多已有微小的

更清楚，瞭解乳癌既使最初的臨床表

因為醫學對癌症細胞與生物特性瞭解

且發生率逐年上升中。乳癌的治療，

八十七年統計為婦女第四常見癌症，

習慣亦日趨西化，根據衛生署民國

位，目前台灣與東方國家飲食與生活

乳癌於西方國家高居婦女癌症第一

的效果。

部控制的不足，使疾病得到真正根除

爾蒙治療，以輔助手術對乳癌切除局

以決定是否結合全身性化學治療與荷

的有無以及是否有淋巴結侵犯等等，

則須考慮腫瘤大小、腫瘤荷爾蒙受體

患者的副作用；而全身性的微小轉移

治療不僅不能多治癒病人，且會增加

療的結果。目前已知乳房局部的過度

保留乳房器官的要求，並且不影響治

使得乳癌外科治療更符合人性審美與

的保留手術並結合局部放射治療，這

（如肢端水腫），增加保留乳房機會

化學治療期間該如何照顧身體呢？飲食方面有任何忌諱嗎？

減少開刀的範圍以減少術後的副作用



開懷診間，將一一解答你的疑惑。

【乳房醫學】

彰化基督教醫院發行，

表一：化學治療的四種方法

Adjuvant chemotherapy

化學治療

給予時間

目的
輔助性化學治療

術後無明顯腫瘤後給予

根除微小轉移

術前給予

1.局部無法手術根除的病
新輔助性化學治療

1.延長生命
疾病再復發時給予
救援性化學治療

1.延長生命
全身性轉移時給予
引導性化學治療

灶轉為可手術根除。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2.增加保留手術的可能性

2.改善生活品質

Induction chemotherapy

2.改善生活品質

Salvage chemotherapy

化學治療簡介

化學治療存有萬分的恐懼陰影。但近

程進展使患者死亡等等，使得患者對

及骨髓抑制，且因惡性腫瘤疾病的病

造成外貌容顏的改變、噁心、嘔吐以

一開始即因為有強大的副作用如落髮

心開始至今約六十年而已，化學治療

史，從一九四三年於美國耶魯癌症中

且發現腫瘤時腫塊較大，可經化療後

更重要，國人乳房一般較歐美人士小

房保留手術，這對國人術前化療可能

腫瘤變小，使得更多的病人可執行乳

原本應做乳房切除者，經術前化療後

病存活期與整體存活期沒有差別，且

癌患者手術前化療和手術後化療於無

一 九 九 八 的 報 告 ， 比 較 第 一 、二 期 乳

期（
）而言，與術後輔
overall
surviva
l
助 性 化 療 結 果 相 似 ， 根 據 Fisher
學者於

年來，因為支持性藥物治療的進步，

使腫塊變小後，再接受乳房保留切除

以化學治療來治療腫瘤疾病的歷

與專科醫師的專業照護，使化學治療

手術以保留乳房。

的乳癌復發率與百分之二十七的死亡

前五十歲以下婦女減少百分之三十五

疑，根據多變數分析結果顯示，停經

乳癌的輔助性化學治療已經確認無

術後輔助性化學治療

更為安全有效和降低其副作用。化學
治療既使有如此的副作用，而乳癌患
者在開刀選擇之外，化學治療如何來
幫助乳癌患者，大抵可分為以下四種
方法來施予化學治療（詳見表一），
各有其目的與療效。

為四十七歲，較歐美年輕十歲左右，

目前國人罹患乳癌女性的平均年齡

大於七十歲的患者，尚須更多的研究

十一的死亡率，輔助性化學治療對於

亦減少百分之二十的復發率與百分之

率，停經後五十歲到六十九歲婦女，

使得手術前與術後的輔助性治療更

來支持其結論，且腫瘤小於一公分且

術前化學治療

顯得重要，手術前的全身化學治療

否給予病人輔助性化學治療，是以危

無腋下淋巴結侵犯的患者，目前則不

建議做輔助性化學治療。至於決定是
）和整體存活
disease-free survival

（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已經
顯示是安全的，無論是無病存活期
（



表二：新定義乳癌患者無淋巴結侵犯的危險因子
危險等級

荷爾蒙有反應

荷爾蒙無反應

低

雌激接受體素ER (+)和∕或黃體激素受體PR(+)

無

並以下所有條件：
腫瘤大小 ＜＝2cm
癌細胞分化第一級病理分類(Grade 1 ) 且患者年齡＞35歲
高

雌激接受體素ER (+) 和∕或黃體激素受體PR (+)

雌激接受體素ER (-)

並以下所有條件：

且黃體激素受體PR（-）

腫瘤大小＞2cm
癌細胞分化第二.三級病理分類（Grade 2至3）
且患者年齡＜35歲

表三：乳癌術後輔助性化學與荷爾蒙治療
危險因子

荷爾蒙受體(+陽性)

荷爾蒙受體(-陰性)

停經前

停經後

停經前

停經後

淋巴腺無轉移Node(-)

賀爾蒙治療

賀爾蒙治療

無須治療

無須治療

為低危險因子

或無須治療

或無須治療

淋巴腺無轉移Node(-)

卵巢切除

化學治療

化學治療

化學治療

但為高危險因子

或性激素抑制劑GnRH＋賀爾蒙治療

＋賀爾蒙治

或是

或化學治療＋賀爾蒙治療Tamoxifen

療Tamoxifen

淋巴腺有轉移Node(+)

險因子、荷爾蒙受體與停經前後為界

定（詳見表二、表三）。

目前對術後輔助性化學治療的常用

來
CMF

anthracycline 俗
( 稱小紅莓

組合有以下結論：

一、包含

比其它修改的
CMF

比 CMF
（俗稱小黃莓）有更高些
許的好處。

二、傳統的

得好。

三、高劑量化學治療加幹細胞救援無

特殊療效。

四、輔助性化學荷爾蒙的治療，使病

人減少復發的機率，使更多的乳

癌患者得以痊癒與長期存活，術

後的治療以危險因子來決定此一

積極且確定有效的方法以求治

癒。

轉移性乳癌化學治療

乳癌患者一旦疾病發生轉移，極少

能痊癒，此時治療目標即是予以延長

生命與改善疾病造成的生活品質下

降，公元兩千年後，因對腫瘤細胞生

)



物特性的瞭解，如
最多接觸高劑量化學治療加上自體幹

高劑量化學治療對轉移性乳癌的治療

療對HER-2過度表現的轉移性乳癌患者
化學治療

化學治療
加 賀癌平

P值

平均存活期

20.3個月

25.1月

0.046
一年存活率

68%

79%

0.008
反應率

32%

50%

＜0.001
治療至疾病惡化期

4.6月

7.4月

＜0.001

表五：傳統化學治療與高劑量化學治療

對轉移性乳癌的比較

加幹細胞移植

N Engl Med. 2000;342:1069-76

從一九九Ｏ年後，乳癌患者曾經是

）
定 化 學 荷 爾 蒙 與 賀 癌 平 （ Herceptin
的使用，未來瞭解更多的乳癌腫瘤生
細胞移植的惡性腫瘤疾病，起初的報

來決
HER-2

物特性，結合化學荷爾蒙與生物特性
告似乎是一有效方法，但經由第三期

與
ER∕PR

治療藥物以提高存活期，目前賀癌平

傳統化學治療組

9日

12%

38%

高劑量化學治療

9.6日

6%

32%

加 化 學 治 療 已 證 實 以 Her2
過度表現的
轉移性乳癌患者比單用化學治療的患

進行存活率

3年無疾病

者可提升平均存活期至二十五個月。

3年總存活率
至疾病進行期

（詳見表四）

表四：Trastuzumab(Herceptin賀癌平)和化學治

前瞻性隨機分配臨床試驗比較傳統與

高劑量化學治療的結果如表五。

無論是平均存活期、總存活期、無

病存活期與致命性毒性二組病人皆無

差別。這結果立即造成戲劇的變化，

病人不再接受高劑量化學治療加上幹

細胞移植，目前傳統治療化學治療與

加入生物特性的化學治療仍是轉移性

乳癌的最為重要治療。

轉移性乳癌的化學治療藥物選擇

雖然荷爾蒙治療對荷爾蒙受體（陽

性）的乳癌患者是重要的選擇治療，

但所有病人最後會對荷爾蒙治療產生

藥物排斥，使治療無效，所以轉移性

乳癌患者最重要的治療幾乎是以化學

治療為主，以求能延長其生命與控制

或減少疾病症狀，以提升生活品質，

從一九九Ｏ後轉移性乳癌化學治療有

重大變革，有更多的新藥被廣泛的使

用於轉移性乳癌患者。

目前仍無嚴格的第一線化學治療藥

物 或 標 準 處 方 ， 過 去 CAF
或 CMF
長期
被視為第一線的標準治療，目前紫杉



醇類的藥物使臨床醫師有更多的選
擇，而小紅莓與紫杉醇仍被視為對轉
移性乳癌最有效的藥物，但目前仍無
法證實何種處方於第一線治療會影響
其總存活率。第一線治療有效率約為
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五十五，有效
反應期約六至十二個月。

賀癌平
Trastuzumab (Herceptin)
受
HER-2

是一經細胞膜的
HER-2

約有百分之二十五乳癌患者
體過度表現，
糖 蛋 白 受 體 ， 具 HER-2
過度表現臨床
上較為惡性，有較高的復發率，較高
的內臟轉移。
賀癌平為一人
Herceptin
受體的單一抗體，
HER-2

工合成對抗

紫杉醇併用則降低至百分之四。

目前化學治療對生活品質與支持性治
療的臨床問題
較新的化學治療藥物毒性越來越
低，給藥方式也較方便，甚至口服
的藥物亦是有效的治療之一，如
Capecitabine截
( 瘤達 藥
) 物，治療的
目的不僅能延長患者生命，亦能提升
其生活品質。
轉移性乳癌最終將有百分之七十患
者有骨轉移，造成骨頭痠痛、高血鈣
症、骨折、脊椎壓迫，這些合併症狀
亦嚴重影響患者生活品質，雙磷酸化

痛，但無法延長存活期，貧血、疲

合 物 （ B i s p h o s p h o n a t）
e 作用於抑
制蝕骨細胞，有效減少骨頭的病變疼

已 證 實 為 轉 移 性 乳 癌 ， H E R -受
2體
過度表現的有效治療藥物。（詳見表

倦，亦是轉移性癌症的生活品質問

乳癌化學治療史是人類抗癌史的縮

此一不適。

有更多機轉且有效，止吐藥物可減輕

是化學治療的副作用之一，但目前已

成素改善其生活品質。噁心、嘔吐亦

題，可考慮輸血治療或給予紅血球生

四）
化學治療無效的轉移性乳癌單用賀
西平約有百分之五的患者有心臟毒
性，反應率約百分之十五，反應期約
九個月，所以目前賀癌平無論單用或
活，其心臟毒性如與小紅莓併用有百

影，術前化學治療可以有效保留乳

結合化學治療皆有效能延長病人存
分 之 十 九 、三 至 四 級 的 心 臟 毒 性 ， 與

房，增加美觀與減少女性外觀容貌改

變的心情變化；術後化學荷爾蒙治療

減少疾病復發，增加長期存活人數；

轉移性乳癌以化學治療來延長生命，

減少疾病帶來的痛苦，以增加日常生

活品質，化學治療因醫學與生物科技

的進步發展，對癌細胞發生生物特

性，而藥物的發展，將使未來全身性

化學藥物更有效方便且副作用更低，

為此一疾病作更有效的治療。

一九九三年，五月。

本 文 摘錄 自 【乳 房 醫 學 】 ， 彰化基 督教 醫 院 發 行 ，
˙

醫師亦是台中市開懷協會的資深醫療顧問。

感謝彰化基督教醫院郭守仁醫師授權轉載本文，郭
˙



母親、子女與癌症

Women, children and cancer
本文闡述當母親罹患乳癌時，如果情緒低落，
也可能影響到子女的情緒，所以應該同時給予
母親和子女必要的關懷與支持。本文建議誠實
的把母親生病的情況告訴子女，強調家庭成員
之間互相支持的重要性，並列出相關的研究結
論，對乳癌病友而言，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作者：梅姬．華森博士 (Dr. Maggie Watson)
英國皇家瑪斯頓醫院心理醫學科主任 (Royal Marsden Hospital, UK)
譯者∕用先，插圖∕陳錦雯



較年輕的女性遭受乳癌侵襲。在英國，由於成功執行篩

雖然乳癌患者的年齡通常在六十歲以上，但仍有許多
如何予以確認呢？

為增強；但是對於另外一些需要更多協助的家庭，我們又要

庭對這項衝擊有良好的適應，甚至家庭成員之間的凝聚力更

父親較不容易發現子女的困難問題。
●

(Mcmillan

Cancer

良，那麼母親罹患乳癌時，子女比較容易有情緒問題。

威性的；成員間不能合作解決困難、不夠團結、溝通不

家庭成員間的互動也有影響，如果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權
●

難。

母親為乳癌患者的子女，在情緒與行為方面有較多的困
●

我們的研究計畫獲得以下結論：

問題時，也要真實的回答。

的重要性；父母應該瞭解不要對子女有所隱瞞，當子女提出

Relief)支 持 製 作 的 錄 影 帶 內 容 ， 強 調 父 母 誠 實 告 知 兒 童

英國慈善機構邁米倫癌症關懷

自己是乳癌患者；至於青春期的子女，則全部會被告知。

告知子女。百分之七十六的母親會讓十一歲以下的子女知道

我們調查的一個問題是母親被診斷為乳癌病人後，是否會

估計畫。

十七歲之間。總共有一百零七個家庭同意參與並完成整個評

癌患者，病齡為三至三十六個月，子女的年齡則介於六至

我們的研究對象是五十五歲以下的婦女，她們都是初期乳

檢與早期防治計畫，百分之四十八被診斷罹患乳癌病人
的年齡介於四十歲至六十歲之間；雖然目前缺乏詳細的
統計資料，但是相信許多病人都有年輕的子女。
在已開發國家中，治療乳癌的技術不斷進步，針對早
期乳癌病患施以化學治療，可以提高存活率，並為病人
掉
( 髮、噁

帶來更多希望；但化學治療也會衍生一些問題，例如治
療期較長、病人必須多次進出醫院、副作用
心、疲倦 、
) 因暫離工作導致經濟困難、家庭正常生活秩

(European Union)的 經 費 支 援 ， 英 國

序被改變、耽心癒後的健康情況等，都可能增加對病患
及其家人的壓力。
透過歐洲聯盟

進行了一項研究，探討母親罹患乳癌後，對家庭可能產
生的負面影響。
一個家庭中的父親或母親生病對子女會產生那些影
響，可供參考的資料很少，這也是執行本項研究計畫的
原因。在照顧癌症病患時，目前極少考慮針對整個家庭
給予情緒支持；而母親罹患乳癌的兒童，是否在心理方
面需要協助，同樣的經常被忽視。
英國這項研究計畫的目的，在發現導致家庭產生困難
的問題為何，並據以確認應該對那些最需要的家庭給予
協助。我們已經知道某些婦女在罹患乳癌後，她們的家



緒問題的指標，其影響程度高於母親是否接受化學治

母親因罹患乳癌而情緒低落的程度，可以做為子女情
●

療或患病時間的長短。

換言之，子女因為母親罹患乳癌而產生的困難，與整

個家庭如何因應這項衝擊有關。

未來值得繼續研究與注意的事項包括：

需求，今後應同時給予關心。

目前在關懷癌症患者時，常忽視患者未成年的子女的
●

父母與子女都需要有關乳癌各方面的資訊。
●

理輔導，協助因應所遭遇的困難，這樣可以避免子女

母親如果因為罹患乳癌而情緒低落，應該及時給予心
●

在各方面的發展受到負面影響。

服務乳癌病友的目的是改善婦女罹癌後的存活率，但

協助不能適應這項衝擊的家庭及其成員也是重要目標。

這是一項優先工作，因為不僅可以改善乳癌病人的生活

品質，也可以協助成長中的子女正常發展，有更美好的

未來。

譯者註：本文譯自「
，綻放」 2005
年 11
月第四期，邁向康復國際組織
Bloom
簡稱 RRI
）出版。
(Reach to Recovery International,

邁 向 康 復 國 際 組 織 （ 簡 稱 RRI） 簡 介
邁向康復國際組織（Reach to Recovery International，簡稱RRI），是世界最
具規模的乳癌病友支持團體聯盟，加盟會員超過84個乳癌病友支持團體，分布
於50個國家，囊括五大洲，總部設於瑞士日內瓦，每年定期舉辦全世界乳癌病
友會議。現任馬來西亞籍理事長（2004-2008）Ranjit Kaur為病齡八年的乳癌病
友。RRI每半年出版Bloom（綻放）刊物，創刊於2004年春，為半年刊，免費贈
閱會員國。台中市開懷協會於2004年春天加入RRI的會員，中華民國乳癌病友協
會(TBCA)也於2005年初成為台灣第二個加入RRI的團體。2004年9月，開懷派
員參加在新加坡舉行的第2屆亞太會議；2005年6月開懷亦參加在希臘雅典舉行
的第13屆全球乳癌病友會議，並允諾協助RRI將其半年刊「綻放」內所有的文章
譯為中文，刊登於RRI網站。http://uicc.org/index.php? id=975&backPID=986&t

t_news=151

RRI近年動態
2006年11月7日至10日將於印度孟買舉行第3屆RRI亞太會議(每二年舉行一次)。
2007年5月底將於瑞典斯德歌爾摩舉行第14屆RRI全球大會(每二年舉行一次)。
2006夏天，現任理事主席Ranjit Kaur將參加於圓山大飯店舉行的「第10屆中華民
國乳癌病友團體年會」。



8：30上班，5：30下班

開懷辦公室的一天
值日生：蕭伊伶
插

圖：陳世育

一個總幹事、兩個社工、四張辦公桌、四台電腦、六線電話。這是開懷
辦公室的基本配備。
「值日生」是最早到辦公室的，負責掃廁所和倒垃圾，在西屯路上推著
黃色推車提著黃色垃圾袋的，就是「開懷本週值日生」。
「喂，開懷你好！」「請問……？」
從八點半開始，分線電話的紅燈就輪流亮起，開懷辦公室的電話來自全
台各地，甚至大陸、香港、美國、日本。病友的求助電話、政府單位、國
內外的友會團體、洽談活動場地的飯店經理人…。此起彼落的電話聲，常
是辦公室忙碌腳步的配樂。
十點，辦公室值班的志工陸續進辦公室，星期一：楊平、秀如、美惠、
幼梅、美亮、惠美；星期二：嬌娥；星期三：桂枝、玉雪；星期四：錦
姬、乙未、彩鳳、李妹、彬彬；星期五：惠喻、錦屏、瑞蓉、毅芸、玉
蓮。還有幾乎天天報到的紫平、一芳、臨玲。
值班的志工讓辦公室變得很熱鬧，大家的笑聲，連站在一樓的大門都能
聽到！
午餐時間，榨菜肉絲冬粉是總幹事心慈的最愛，樓下的7-11則是我和慧
玲姐的食物供應商。一碗麵的時間，大家難得停下手邊工作，接著又是一
陣馬不停蹄的忙碌…。
公文、E-mail、電話、申請方案…，是一整天和工作人員交戰的工作內
容，三十幾坪大辦公室，我們來回穿梭；坐在電腦桌前，常常是一個上
午、一個下午，卻渾然不覺。「時間永遠不夠用」是我們共同的心聲。
8：30上班，5：30下班---開懷辦公室的一天，十分忙碌！



2006.03.16 新病友座談會，42位姊妹參加
2006.03.03—06.23 藝術治療工作坊
美術治療成長團體分成兩梯次，第一梯次學員
為病齡兩年之內的病友，計有 10 位。在這裡
可以盡情揮灑你的心情，更能勾勒出跳動的生
命音符，讓我們再一次邀請病齡五年以上的病

開懷活動報告

友，參加下一梯次的團體。

2006年1月至4月30日

2006.03.22 復發病友一日遊

2006.03.03—06.02 志工月督導教育

五輛小轎車載著23位復發姐妹，前往埔里甘比

為期半年的課程終於開鑼了！有 28 位姐妹參

羅師傅精舍，在優雅的環境中，經由師父的開

加，這次課程特別邀請台中榮總社工室劉寶愛

導讓大家能夠心凝形釋，心與道相合，達到忘

社工師，教授姊妹服務乳癌病友的方法和技

我的境界。

巧，病友台中省立醫院及彰化秀傳醫院的乳癌

2006.04.08 開懷合唱團

志工加入我們的行列。

由劉自嘉主任領軍的台北萬芳醫院乳癌防治中

2006.01.05—06 志工在職訓練

心「綺麗一生聯誼會」成立大會，特別邀請開
懷合唱團共襄盛舉，第一次出門表演，15位團
員好開懷，並獲得現場觀眾一致喝采。

陳錦雯 整理

接連著二天陰雨綿綿，依然擋不住姐妹學習的
心，共有35位志工參與在台北縣三峽大阪根森
林渡假村的訓練課程，講師張紉係國立台北大

2006.04.11—04.12 戲劇培訓課程

學社會福利系專任副教授。值得一提的是，再

「生命泉源校園乳癌防治宣導」今年依然開

次治療的會友富英，非但沒有被搗蛋癌擊退，

跑，並由高伃貞老師為宣導志工量身設計兩天

反而在課堂上勇敢地拿下假髮，再次印證自己

戲劇培訓課程，透過專業訓練，不但能開發個

沒有被打敗，雖然抗癌是難辛的，但有開懷相

人潛能，更可以增進語言、肢體表達的能力，

知相惜的姐妹，再難走的路也不足以畏懼了。

其中一堂課程，伃貞老師更特別安排了她的
指導教授，來自紐西蘭的Beverley Hosking老
師，來台帶領進階戲劇培訓課程。

2006.04.21—22 志工激勵成長營
第11屆全國乳癌病友志工培訓課程，在南投縣
魚池鄉晶園渡假村舉行，活動之餘，姊妹們享
受南投的美麗景致，品嘗特有的人文休閒，此
次活動計有15個友會團體、150位姐妹參與。



2006春天 美濃知性的饗宴
好一個美麗的星期天！

112位會員與家屬參與這趟富教育、知性、文化的嘗鮮之旅，
看到大家手拿小紙傘美美的照片嗎﹖
瞧！姐妹們真是深藏不露，
把美濃最具特色的油紙傘畫得有模有樣，
原來大家都是高手呢！
夫妻檔的佳作、自成一格，
更凝聚了彼此之間的愛意！



，粉有 味道喔 ！

春天，花蝴蝶的響宴
一巾在手，變化無窮

裝扮達人：吳妍羚，模特兒：蔡素玫，

文：蔡錦屏，攝影：陳錦雯，插畫：陳世育

許多罹癌姊妹，在化療後，為秀髮掉落的

問題困擾不已，本期請來曾是罹癌姊妹的裝

目光的焦點！原來：生病後依然可以這樣美

適宜。善用絲巾，可以讓妳風華再現，成為

扮達人吳妍羚，用她的巧手為讀者示範三款

叉旋轉，再拉至左側耳旁，打

絲巾，

2.兩手將絲巾拉住，往額前作交

「一分鐘絲巾裝扮妙招」，無論居家外出皆

蓋頭上。

它可以展現柔美端莊，
它可以展現幽雅飄逸，

麗、充滿自信，讓這幾款絲巾造型陪伴妳迎

成美的造型頭飾。

它可以展現瀟灑帥氣，

3.將流蘇自然垂下於胸前，即完

向生命的春天。

一個固定結。

它可以展現前衛時尚，

1.取長條絲巾一條，打開對折覆

它是裝扮上不可或缺的好幫手。

幽雅飄逸風



我變！ 我變！ 我變變 變！這 幾款簡 單的造 型裝扮 ，利用 一條絲

蝴蝶舞春風

巾就可 以讓妳 看起來 水水的 ，粉

柔情萬種風

1.取長條絲巾一條，在中間打一
個結。
1.取長條絲巾一條，打開對折，
接著將絲巾置於眉毛高度(不
要把眉毛蓋起來)

2.打結處置於額頂，翻開兩側，
包住頭部於後。
3.頸部打一個平結再拉至左側，
將絲巾扭轉成麻花狀。

2.將兩側拉至後腦杓，打一個平
結，再打一個蝴蝶結，即完成
一個浪漫風情的造型。

4.在末端處打結固定，讓流蘇自
然垂下於胸前，即完成漂亮又
美觀的頭巾造型。



婆家就是你家

The Family Stone
導

演

湯姆貝魯佐
演

員

莎拉潔西卡派克，影集【慾望城市】女主角
黛安基頓，【親親壞姊妹】女主角
發行廠商

福斯
電影分級

老少咸宜，適合闔家觀賞
電影類型

浪漫喜劇
電影介紹：沈臨玲

劇情內容
這是關於新英格蘭史東（
的假期家庭聚會的喜劇電影。

）家族
Stone

這是一個很平凡、很團結，感情好但
個性難搞的家庭，希碧史東（黛安基頓
飾）是意志堅定，面面俱到的母親，也
是撐起史東家族的一家之主，育有三子

這部影片是福斯年度溫馨喜劇，卡司

陣容堅強，特別是熱門影集（慾望城

市）女主角莎拉潔西卡派克，轉戰大銀

幕所挑選的第一部電影，但看過之後，

才發覺真正的女主角，應該是飾演母親

的黛安基頓，她是整部影片的靈魂人

物，即使在最後一幕，沒有她的戲份，

黛安基頓飾演的母親，僅在片中快速

卻仍讓人清楚的意識到她的存在。

都市熟女氣息、事業有成但非常彆扭、

裸露切除乳房大疤痕的畫面，觀眾才知

二女。此片敘述完美的長子，帶著充滿
焦燥不安的女友，在聖誕節回家見父母

道她得了乳癌，全片完全不做交代，

你一起欣賞，請你細細品味尋找。

有不少動人心弦，叫人省思的東西，邀

醜的搞笑情節，其實，在歡笑的背後，

影片劇情看似是女主角在未來婆家出

因了。

得普通，而我別有感動，或許這就是原

神情，都叫我痛到深處。我女兒看完覺

飛的戶外，談起母親狀況，兒子悲慟的

或許是感同身受吧，譬如父子在雪片紛

多片段，會觸動到內心，從心裡想哭，

觀賞，會有全然不同的承受，裡面有許

但，同是癌友的我，用這種身份角度去

和兄弟姐妹的故事。
祖母流傳下來的戒指，是整部影片的
關鍵，長子想跟母親要來送給心愛的女
友，他只想結婚證實自己成人獨立的心
情，卻弄不清楚自己愛不愛她，加上母
親乳癌面臨末期，都市女郎不善於處理
人際關係的表現，湊出了許多陰錯陽差
的笑果劇情。

觀後感
這部電影是我在華航飛機上看的，是
難得讓我捨棄睡眠看完整部的影片。被
歸類為浪漫喜劇，其實不然，應該算是
溫馨的家族之間相處的故事，很好看也
很感人，而且意猶未盡，值得回味。



》與心靈對話 工作坊

與心靈對話工作坊 活動內容

親愛的，你有多久未和自己約會？生活的混

週

主

亂、身體的失控、情緒海裡的澎湃、社會角

1

破冰

利用團康遊戲暖場拉近彼此關係

色的無奈，在在都壓得你我透不過氣來。請

2

自我介紹

了解彼此

給自己兩天的休息，來一場愛自己的約會，

3

音樂暖身

溶化關節

讓開懷來愛你，也讓你愛上全新的自己哦！

4

信任遊戲

更接近對方

5

肢體伸展

利用活動打開肢體的延展性

》活動日期：2006.06.24至25 (六.日)。

題

容

6

打開喉嚨

利用活動打開聲音的可能性

》活動時間：上午9:00至下午4:30，計12小時

7

情緒流洩

從發聲到肢體創造到情緒發展

》活動地點：台中市全國大飯店上海廳(2樓)

8

自我展現與表達 展現舞台魅力

》活動對象：中區乳癌癌友

9

揮霍創造力

各種想像力的刺激遊戲

》活動人數：35位（額滿為止）

10

關係

觀察、模仿、衝突、合作中的自我覺察

》活動費用：每人500元

11

默契

對身體的信任、角色互動、保護者與被保護

》帶領講師：蔡旻均老師（擔任佛教衛星電視

者、控制者與被控制者、愛人者與被愛者

慈悲台之編劇，台灣戲劇表演家

12

自發性劇場

自體與客體的交互發展與劇場的連結

戲劇研習營指導老師。）

13

自我發現

心靈對話、書寫與連結

》疼惜我們的心

乳癌病友藝術治療成長團體 活動內容

乳癌病友藝術治療成長團體

週

主

不需具備美術創作的技巧，只要能握畫筆，

1

探索自我

利用視覺媒材認識自己

這裡就是屬於你的天地！在這裡，讓你盡情

2

與身體對話

以創作認識身體的形象

的揮霍色彩，繪出你的心情、你的生命，畫

3

與心對話

以創作與內心深層聲音對話、安撫自己

出屬於我們的人生。

4

生命回顧１

容許自己悲傷

5

生命回顧２

容許自己享受快樂

》活動日期：2006.05.16至6.23，週二與週五

6

走出荊棘

傾聽、回饋自己與別人的生命故事

》活動時間：上午9: 30至11:30，共計12次

7

攜手相扶

激發病友互相扶持的心

》活動地點：東海大學教育推廣中心（台中港

8

相知相惜

在群體中肯定與認同

9

發現生命的潛能 從痛處見轉機

》活動對象：病齡五年以上乳癌癌友(含五年)

10

彩繪生命

肯定過去，把握當下，珍惜未來

》活動人數：限20名癌友（額滿為限）

11

曼陀羅之歌

愛、希望、融合與圓滿

》活動費用：每人500 元

12

美麗的句點

為自己參加此次團體劃下句點

路三段181號，備有停車場）

》帶領講師：美術治療師 林曉蘋（台灣藝術
治療學會專業會員，現任台中榮
總安寧病房兼任美術治療師）
》報名方式：來電04-2462-5990報名



內

題

內

容

交通方式：
1.市區往東海大學，姊妹可搭台中客運22、103、106號公車，至
「東大企管站」下車。
2.台中縣往市區方向姊妹可搭往台中市區的公車至「東大企管站」
下車。

碰它；
真的靠近它、觸
須
必
你
，
瘤
腫
發現惡性
不了波霸。
查衛教宣導，少
推動乳房自我檢

波 霸
模擬女性上半身中形乳房，採用新式3B SKINLIKE高質矽膠，
細緻皮膚結構模擬，具有真實皮膚與乳房觸感，
有良性及惡性腫瘤不同層級供自我檢查訓練，
包含4個惡性腫瘤、1個典型不規則硬塊。

乳房腫瘤模型，我們稱之為

為落實宣導功效，過去十二年

「波霸」，它伴隨著開懷姊妹走

來，台中市開懷協會募集了６具

訪各個社區、機關團體乃至學校

波霸。當乳癌病友宣導志工穿戴

進行乳房自我檢查衛教宣導。在

起波霸，她找回了失落的乳房，

沒有波霸之前，乳房自我檢查宣

將昔日無法及早發現癌症、及早

導活動僅能在口頭及平面傳單上

治療的遺憾化為打擊乳癌的利

進行，惡性腫瘤的威名模模糊糊

器，男性女性不再畏懼在大庭廣

地被傳訟著，總讓良性脂肪瘤、

眾下仔細觸碰乳房，以正確的方

纖維瘤背負它的惡名。

式進行自我檢查，將惡性腫瘤的
觸感深深印在指腹、印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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