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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奉獻付出，期待融合
相較於2006和2007年「開懷」分別主辦第一屆與第二屆全球華人乳癌病友組織聯盟大會，
回顧2008年似乎顯得平淡，卻仍不失充實。
就這樣走過繽紛和平實，我擔任「開懷」四年理事長的任期也將屆滿，
感謝姊妹們愛護和指導，用感恩的心再次為一年結尾，
在「2008年年報」中呈現可愛志工們付出和努力的成果。

在服務乳癌病友部分：

在與國內外團體合作部分：

1 2008年直接服務乳癌病友超過兩萬人次，今

1 「開懷」持續協助國內病友團體發展服務工

年化療室探訪的服務量增加兩倍半，病房探訪

作，包括四所大型醫院的癌友團體，另外與政

的服務次數卻降低了三成，顯示探訪服務需

大等7所大學合作訓練學生及進行專題研究。

求高，志工人力卻有不足，希望姊妹們踴躍加
入。

2 不惜成本培訓電話志工，即將正式上線，相信
會是高水準的乳癌病友電話志工。

在施行服務計畫部分：
1 「無盡的愛」送書計畫進入第四年，已嘉惠超

2 在國外方面，則以美國和中國地區為主，都有
值得稱許的記錄。未來「開懷」將量力發展合
作關係，以國內與中國地區的工作為優先。
志工是「開懷」最珍貴的資產，也是「開懷」
提供優質服務的保證，我衷心感謝這一群最棒、
最可愛的志工，妳們展現高貴的助人服務情操，
也展現女性偉大和為人尊敬的典範。

過三萬位乳癌新病友，感謝中央健康保險局與
全台灣69所中大型醫院長期與熱情的協助。

「開懷」能有今天，還是依靠政府、企業、廠
商、社會大眾與愛心人士長期的指導、愛護和支

「開懷學苑」是改良式的新病友座談會，今年

2 辦理第4-6屆學苑活動，很受新病友歡迎；我
們也編寫執行方案手冊，未來將可以供各醫院
與團體參考應用。

在健康與防癌教育宣導部分：

持，請接受我們發自內心最真誠的感謝，你們的
愛和協助，豐富了「開懷」，也豐富了無數乳癌
病友的生命。全球的經濟再不景氣，開懷也永遠
不能忘記服務乳癌病友才是我們的宗旨，請繼續
給我們支持，我們會努力把開懷塑造成一個溫馨
園地，讓乳癌病友們心裡感受到「開懷」無時不

2008年的健康與防癌教育宣導有42場次，服

在的愛與關切。

務約1,700人，與2007年比較，雖然統計數字降
低了，但志工服務時數顯著提高，這表示志工姊
妹們的辛苦和奉獻。在來年，我們會強化宣導志
工的聯繫與輔導，為社會大眾提供更好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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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乳癌病友及家屬
「開懷」的首要宗旨就是服務乳癌病友，對象包括新病友、復發病友與康復病友，給予
精神支持，提供各項服務。「開懷」在2008年對乳癌病友的服務摘要列於表1與表2。

電話關懷－5線專線，服務3,362人次

醫院探訪－12位志工，服務6,241人次

本協會設有乳癌病友服務專線，由資深志工與社

包括與門診病友面談，以及在手術前後之病房探

工員提供免費諮詢服務，協助病友在治療中及治

訪與化學治療時之探訪，均在台中榮民總醫院進

療後之心理與生活適應問題。本協會由中華社會

行。

福利聯合勸募協會資助，在2008至2009年培訓
電話志工25人，將可提升服務能量與品質。

表1

電話關懷
本年度服務量與2007年
相當，達3,362人次，是
全國最規律、服務時間
最長且服務人數最多的
乳癌病友熱線。尋求協

三個探訪工作

2008年之探訪、電話關懷服務人次
與2007年服務量之比較

2008年加強化療室探
訪，服務人數較2007年

探訪分類

2007

2008

差異

門診探訪

3,051

2,791

-8.5%

增加251.3%，但門診與

病房探訪

1,940

1,334

-31.2%

病房探訪服務量分別減

842

2,116

+251.3%

少8.5與31.2%。本協會

電話關懷

3,424

3,362

-1.8%

醫院探訪志工負擔極為

合 計

9,257

9,603

+8.0%

沉重，有必要擴充人力

化療室探訪

註：門診、病房及化療室探訪係於台中榮民總醫院進行。

以因應病友的需要。

助的病友或家屬涵蓋全
台各地，已具有全國性
服務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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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病友座談會－15次座談會，服務402人次
新病友座談會是對新病友的基本服務，為充份滿
足新病友求知與心理需求，本協會改進新病友座
談會之執行方式，執行「開懷學苑」計畫，將另
以專章說明。

服務復發病友－7次活動，服務213人次
除「開懷」以外，國內迄今尚無其他團體固定性
的服務乳癌復發病友，本協會在2008年持續辦理
「關懷姊妹情」計畫，經常以電話與病房、居家
探訪等方式在各個角落關懷復發病友。此外，並
辦理以下活動：

1 復發病友下午茶會1次，有24位病友參加。
2 喘息一日遊活動，前往溪頭森林遊樂區，計有
23位病友參加。

3 復發病友焦點團體3次，服務8位病友。
4 座談會2次，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外科部王惠
暢主任演講，計有158人次參與。

心理輔導工作坊－
3次小團體工作坊，服務80人
本會每年均辦理心理輔導工作坊，紓解病友因乳癌
所受到的心理衝擊，以及病後在家庭、職場所面臨
的困難，使病友得以更正向的態度面對自己的人
生。本年度工作坊分別為期1至2天，主題依序是—

1 音樂治療
國立市高雄師範大學音樂學系陳希茹老師帶領。

2 心靈舒壓
佛教衛星電視蔡旻均戲劇表演家帶領。

3 自我探索
本協會賈紫平老師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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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懷合唱團
「開懷合唱團」已有3年歷史，2008年計練唱40餘
次，受邀於林口長庚會員大會及本會歲末感恩餐
會演出；合唱團兼具聯絡情誼與促進病友互助的
意義，協助病友以更健康的態度面對生命。

乳癌病友及家屬身心靈之旅
－2次旅遊，服務110人
本項活動並開放中部地區其他乳癌病友團體參
加，增進團體間與病友間的合作與互動關係。

地區小組服務－43小組組聚，服務370人
截至2008年底，開懷約有920位會員，分佈於全
國各地，依居住地區編列45個小組，形成獨特的
全台網絡。本協會邀請熱心病友擔任小組長，透
過電話關懷、聚餐的方式聯繫情誼，具有以病友
關懷病友的特色，小組長則扮演會友間及與「開
懷」間的重要溝通橋樑。會員們對於小組組聚都
有正向的迴響，認為落實地區小組服務功能使病
友更能得到適時的心理支持與關懷。

包含3期「開懷學
苑」，並與台中榮民

表2 台中市開懷協會2008年服務乳癌新病友、復發病友、康復病友及
家屬統計

總醫院合辦新病友座
談會12次。

服務項目

服務次/時數

服務人數

開懷學苑與新病友座談會

15次

402人次

復發病友座談會

7次

213人

心理輔導工作坊

3次

80人

病友及家屬身心靈之旅

2次

110人次

專題演講

1次

224人次

開放給乳癌病友及一

地區小組服務

43小組

370人

般民眾參加，本次主

會員大會、幹部與小組長
聯席會議、歲末聯歡
合

計

包括九族文化村賞櫻
之旅、梅峰桃花源之
旅。

題為「乳癌治療之新
3次

485人次

趨勢」，邀請葉大成

74次

1,884人 (次)

醫師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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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盡的愛
—全國乳癌新病友送書關懷工作
開懷連續四年印製「無盡的愛～十位乳癌病友生命記實」關懷書籍，贈送給全國每一
位乳癌新病友，讓她們在最困難、恐懼的關頭，及時獲得情緒的安撫與支持，勇敢面
對疾病，積極完成治療，重建信心，邁向康復之路！。

中央健康保險局及6個區分局協助
在全國每一位乳癌新病友申辦「重大傷病
卡」時主動免費贈送，給予最及時與最普及
的關懷服務。

中央健康保險局 北區分局
行政院衛生署桃園醫院
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新竹分院
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新竹分院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林口分院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保祿修女會醫院
敏盛綜合醫院
大千綜合醫院
怡仁綜合醫院

桃竹苗地區

中央健康保險局 中區分局
台中榮民總醫院
童綜合醫院
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光田綜合醫院沙鹿院區
光田綜合醫院大甲院區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院區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中彰投地區

中央健康保險局 台北分局
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台北榮民總醫院
三軍總醫院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基隆分院
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醫院
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總院
中山醫療社團法人中山醫院
亞東紀念醫院
財團法人中心診所醫院
行政院衛生署台北醫院
天主教靈醫會羅東聖母醫院
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內湖國泰診所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公館院區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中正院區
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汐止分院
台北慈濟醫院
台安醫院
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台北分院
財團法人振興復健醫學中心
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台北地區

透過全國69家醫院
因政府開辦便民的重大傷病VPN系統，乳癌
病友可於設有VPN連線的醫院申辦重大傷病
登錄，由此取得【無盡的愛】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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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局 北區分局
分送冊數:210
北區
8家醫院
分送冊數:245

健保局 中區分局
分送冊數:2071
中區
8家醫院
分送冊數:499

健保局 台北分局
分送冊數:700

台北地區
23家醫院
分送冊數:1,944

表3
地區

台中市開懷協會2008年送書通路與送書量
中央健康

分送

各區送書

分送

保險局

冊數

醫院院數

冊數

台北

台北分局

700

23

1,944

北區

北區分局

210

8

245

中區

中區分局

2,071

8

499

南區

南區分局

444

11

619

高屏

高屏分局

490

12

923

東區

東區分局

134

7

150

4,049

69

4,380

合計

雲嘉南地區
健保局 南區分局
分送冊數:444
南區
11家醫院
分送冊數:619

中央健康保險局 南區分局
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大林慈濟醫院
洪外科醫院
佳里綜合醫院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柳營院區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永康院區
台南市立醫院
行政院衛生署台南醫院
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嘉義分院

8,429 冊 【無盡的愛】，
四年來送書超過 30,000 冊， 嘉惠全國各

本年度合計送出

個角落無數乳癌新病友。
「無盡的愛」內容包括康復乳癌病友記實故
事、乳癌相關衛教資訊、病友支持團體等資
訊，2008年版並隨書附贈「財團法人乳癌防治
基金會」出版之「綻放生命之花～乳癌治療期
間病友衛教指南」影音光碟片。「開懷」代表

高屏地區
健保局 高屏分局
分送冊數:490
高屏區
12家醫院
分送冊數:923

中央健康保險局 高屏分局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高雄榮民總醫院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高雄分院
阮綜合醫院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美館院區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大同院區
輔英醫院

全國乳癌病友，除向中央健康保險局與各醫院
伸致最誠摯的敬意與謝意外，亦期待政府、企
業與社會團體慷慨支持此一全球首創、主動將
服務傳送給全國每一位乳癌新病友的計畫，使
服務工作能長期持續下去。

保健醫院

屏東基督教醫院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花東地區
健保局 東區分局
分送冊數:134
東區
7家醫院
分送冊數:150

中央健康保險局 東區分局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
國軍花蓮總醫院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院
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台東分院
行政院衛生署台東醫院
財團法人台東基督教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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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乳癌不孤單
歡迎 加入 開懷 大家 庭

2007年，為了初次遭逢乳癌的病友

，我們首度辦理開懷學苑的課程，
在20位乳癌病齡超過5年、乃至10年
的學姐全程細心陪伴下，
計有122位乳癌新病友，完成開懷學
苑的身心靈學習。
2008年，在3月、6月、9月
開懷學苑預計展開三個梯次的招生
課程
相信我們，妳一定可以在開懷找到
抗癌的勇氣與能量，重獲新生！

乳癌新病友的福音

開懷學苑 招生中

開懷學苑
—乳癌新病友座談會改進計畫

第五屆 課程時間與內容

如何度過乳癌陰霾
如何面對化療、放療副作用
飲食與營養

6/24（二）

如何與家人一起抗癌
乳癌治療面面觀
社會資源百寶箱

7/1（二）

7/8（二）

體均採單次方式辦理，無法滿足新病友多方面的需求。此外，

乳癌的術後復健
癌症與中醫
走出自信亮麗的人生
畢業典禮 溪頭之旅（全勤者免費）
－

新病友座談會是服務乳癌病友極重要的工作項目，國內病友團

6/17（二）

第六屆 課程時間與內容

短暫的接觸不易建立病友對支持團體的認同感，使支持團體服
務病友的工作產生缺陷。

9/21（日）

如何度過乳癌陰霾
如何面對化療、放療副作用
飲食與營養

9/28（日）

如何與家人一起抗癌
乳癌治療面面觀
社會資源百寶箱

10/5（日）

乳癌的術後復健
癌症與中醫
走出自信亮麗的人生
－

10/16（四） 畢業典禮 溪頭之旅（全
勤者免費）

指導單位：
行政院國民健康局
活動對象：罹患乳癌一年內之乳癌
病友
上課地點：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
段148-33 號 2樓 開懷會館
活動費用：全程免費
報名專線：04-24625990

中市開懷協會於2007年開始執行衛生署國

2008年辦理三屆「開懷學苑」，參加之新病

民健康局計畫，改進新病友座談會的執行

友來自全省各地，合計85人；另有10位家屬陪

方式，設立「開懷學苑」，迄今已舉辦6屆。開

同參加課程。密集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95%以上

懷學苑含三次室內活動與一次郊遊座談，連續於

的新病友滿意課程內容與講師、學姊的表現，覺

四週內完成。依據乳癌新病友的需求與優先排

得自己身心輕鬆，並且樂於與其他新病友的互

序，仔細設計內容，邀請專家演講，著重提問與

動。許多學員加入本協會為會員，得以長期接受

解答；並建立「學姊制度」，全程由資深乳癌病

輔導與服務，在抗癌過程中的身心靈發展都能獲

友陪伴，提供心路分享及後續關懷。主要特色為

得幫助，顯示執行「開懷學苑」的成效極為良

內容完整與多樣化、增加病友提問與吐露心聲的

好。

台

機會、由資深病友陪讀及主持座談，以及建立新
病友間及與支持團體間的互動。課程結束後，資
深學姊每兩週主動以電話與學員聯絡一次，持續
兩次，持續給予支持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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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慧玲 社工員

「開懷」有8位資深病友志工擔任學姊，另有
1位專職社工及2位東海大學社工系實習生參與
活動，兼收教育與訓練效果。

健康與防癌教育宣導
「開懷」自1996年開始辦理衛教志工培訓與宣導，以婦女
乳房自我檢查及政府防癌政策為主要宣導項目。服務地區
遍及台灣西部各縣市，服務對象包括社區、機關團體、學
校、民間組織、看守所與工廠之民眾。2008年有25位志工
參與42場衛教宣導，服務總時數438小時，並遠赴各地區
學校、社區及原住民部落進行宣導工作。

門診衛教自我檢查宣導—服務9場，266人
在台中榮總婦產科門診候診室進行乳房自我檢查
宣導，本項服務已有10年的歷史。

社區衛教宣導—服務19場，683人
依據中華民國乳癌病友協會民國93年全國性調查
資料，國內乳癌病友中有78%是在自我檢查時、無
意中或由配偶發現乳房腫瘤，只有17%是健康檢查
時發現，可見乳房自我檢查對婦女健康的重要性。

校園衛教宣導—服務14所學校，795位學生
本協會自2005年開始至高中職校園進行乳房健
康與防癌宣導，參加學生均簽署「愛的宣言」，擔

表4 2008年健康與防癌教育宣導服務工作統計

任「防癌小尖兵」，向親友傳遞防癌訊息。

教育宣導分類

針對回收問卷分析，超過九成民眾瞭解自我檢查

門診衛教
自我檢查宣導

場次

服務人數 服務地區

9

266

台中榮民總醫院

乳癌防治社區宣導

19

683

台中縣市
桃竹苗地區
雲林

乳癌防治校園宣導

14

795

台中縣市
桃竹苗地區
屏東

合

42

1,744

的正確方法，認為「開懷天使宣導志工」的示範教
學對他們有警示作用，也會將所學到的乳房自我檢
查方法介紹給其他朋友；有85.4％的民眾表示回家
會按時做乳房自我檢查。本協會於2009年將辦理
宣導志工培訓，以擴充志工人力，提升服務品質。

計

11

志工培訓與督導
「開懷」自1996年起為國內乳癌病友團體辦理志工培訓，迄今培訓志工近七百
人，堅實國內乳癌病友服務及乳房保健宣導工作的基礎。2008年以電話接線志
工專業訓練為主，並派遣資深志工協助國內其他團體辦理志工培訓3次；又曾
赴美國與中國參與志工訓練多次，另於本年報「國際交流合作」部份說明。

志工在職訓練－共識營
為凝聚本協會志工間的共識，及闡明志工應有
的期待與目標，於1月12日在台中市維他露基金會
舉辦6小時培訓課程，共有34位志工參加。

表5

2008年辦理志工培訓與督導教育工作服務統計

志工培訓與督導教育

電話接線志工專業訓練

服務人數

備

註

志工在職訓練—
共識營

34

本協會志工督導
課程。

電話接線志工專業
訓練—階段1

32

知識性課程與小
團體演練，分別
為時24小時。

電話接線志工專業
訓練—階段2

16

進階同理心訓
練，為時24小時

強與其他病友團體之互動合作。

林口長庚醫院
向日葵關懷俱樂部

28

本協會資深志工
擔任講師。

參與國內病友團體志工培訓

台南成大醫院
癌症病友志工訓練

31

本協會資深志工
擔任講師。

屏東基督教醫院
癌症病友志工訓練

29

本協會資深志工
擔任講師。

板橋亞東醫院
癌症病友志工訓練

30

本協會資深志工
擔任講師。

為培育專業電話接線乳癌病友志工，以高水準
直接服務全國乳癌病友，舉辦兩階段訓練工作。
第一階段於3至6月進行，第二階段於9至10月進
行。經培訓之電話接線志工將於2009年上線服
務，並繼續以授課、實習、案例討論方式進行專
業訓練，本協會同時規畫擴充服務能量措施，加

協助4所醫院辦理癌症病友志工培訓，共計118
名癌友參加，講授內容包括訪視志工訓練、志工
自我照顧等主題，並交換服務病友經驗。

合

12

計

200人

牽手同行

為愛開懷

—與國內團體合作
自2005年起，本會將國內乳癌病友團體間的合作列為年
度固定計畫，次年開始接受各大學相關學系學生實習、
工讀、志工服務訓練及合作進行專題研究；本年度另辦
理女性自助團體領導者網絡研習課程。

與國內乳癌病友團體之合作

使用等。「開懷」在合作過程中多所學習，對於

—計辦理4次，參與118人

團體的健全發展及永續經營均有助益。

本年度偕同4所醫院各種癌症病友辦理自我照

女性自助團體領導者網絡研習

顧工作坊（詳見頁12），獲得高度好評。其他
項目包括受邀於中華民國癌症希望協會志工訓練
中分享經驗，並訪問光田綜合醫院、中山醫學院
身心內科，商議合作服務癌友及執行乳癌病友身
心健康的研究計畫。

為協助解決團體領導者在帶領團體時的困境，
以及建立專業人員互相學習、資源連結之同儕網
絡，本會於10-12月期間辦理3次合計9小時之教
育課程，邀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秦燕教授主持，講授專業課程，輔以分享座談，
總計有35名來自全國各大醫院社工單位及病友

與國內大學之合作
本年度與國內七所大學合作，接受學生前來參
訪、實習與專題研究，包括研究生暑期實習與論
文研究；本協會資深志工應邀參與學生專題報

團體的領導者或專業人員參加，對提升女性自助
團體服務創新力與連結、運用資源網絡有顯著的
效果與意義。

告，擔任講評；英譯乳癌病友資料，供國際合作

表6 台中市開懷協會2008年與國內大學合作及提供服務記錄
合作大學校系名稱

合作/服務內容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學生7人研習「癌症病友組織運作模式」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系

專題研究「非營利組織行銷」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大學部學生暑期、期中實習計400小時

高雄醫學大會醫學社會與社會工作學系

研究生暑期實習計200小時

政治大學心理系

研究計畫「乳癌病患長期的身心適應」

中國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研究計畫「癌症病人生病感受及出院後居家生活品質」

僑光技術學院

產學合作「會計管理系統之建置」及「乳癌病友資料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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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合作
「開懷」自1997年開始參加國際乳癌病友團體交流活動，成立「國際合作小組」，協助國內
團體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並協助國外團體發展服務乳癌病友工作，十年來成效卓越，多次與
American Cancer Society、Susan G. Komen基金會等國際性抗癌組織合作辦理大型活動，
更促成「全球華人乳癌病友組織聯盟」，在全球乳癌病友界著有聲譽。近年來協助中國大型
醫院發展乳癌病友服務組織及活動，也受到高度肯定。本年度的國際交流工作表列如下：

表7

台中市開懷協會2008年國際交流合作內容

月份

14

合作交流團體/人員

合作內容

03

上海復旦大學腫瘤醫院妍康沙龍

辦理乳癌病友志工電話協談技巧訓練

03

西雅圖癌症關懷聯盟與上海疾控中心

在上海「中美女性腫瘤防治研討會」專題演講

04

美國防癌協會 (ACS)

在天津擔任ACSU-Tianjin 2008訓練班講師

04

中國社會工作協會、乳腺癌專項基金會

在北京參訪及考察中國乳腺癌病友服務熱線

04

美國防癌協會陳梓葵總監

在台中市研商服務乳癌病友合作計畫

05

澳門愛心之友會

參加澳門愛心之友會十一週年大會及專題演講

05

ACS加州華人分會

在舊金山與RTR會員舉行座談會

06

紐約美華防癌協會

參加紐約市Relay for Life活動

07

日本曙光會

赴日本京都參加曙光會三十週年大會

09

中國各大醫院21位乳房專科醫師

在台中市舉行海峽兩岸醫患交流聯誼與座談會

10

杭州余杭婦幼保健院

辦理「乳腺癌康復指導培訓班」志工培訓與病房探訪實習

12

日本大阪市立大學醫學院

在大阪「第二屆乳癌患者與醫療者研討會」專題演講

開懷志工隊

920

台中市開懷協會現有會員約

827

人，其中有

人為乳癌病友，

120 人以上，其中經常性服務之核心志工約69 人，

參與志工服務人數在

負責本會所有的業務與服務工作。

「開懷」的志工均為乳癌患者，且多係家庭主
婦，為一大特色。本協會給予新病友學習機會，
由資深志工引領，使其發現並發揮潛能，並依專
長分配工作，獲得表現與服務的舞台，因此產生
自我成長的滿足感與犧牲奉獻的成就感，有利於
持續參加志工服務的熱情。本會亦提供保險、補
助參加國內外訓練、申辦榮譽志工證、申請表
揚、優先參加活動、個人關懷等福利，稍盡照顧
志工的義務，也感謝志工無私的付出。

表8 台中市開懷協會志工2008年服務時數分項統計
服務工作項目

志工人數

服務時數

平均每人服務時數

平均每人年度服務時

本項服務工

癌友服務與行政工作

32

2,291

71.5

作的總時數

台中榮總探訪、門診宣導

12

1,861

155.1

最多。

社區與校園衛教宣導

25

438

17.5

病友，除需高度技巧

8

207

25.9

外，也需通過台中榮

出席外部會議、擔任講員

10

448

44.8

總志工訓練考核，因

小組長服務時數

47

1,692

36.0

參加在職訓練

54

1,050

19.5

其

他

20

1,034

51.7

主要係應國內外機關

合

計

9,021

43.4

邀請，擔任評審委員

書籍、季報、文宣等之編輯

較去年度時
數高，與本
年度辦理電

對乳癌新病友與復發

此招募不易，但仍將
努力擴編志工人力。

話探訪志工
訓練有關。

數最高，探訪志工面

208人次

及志工培訓與研討會
講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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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財務報告
「開懷」是一個義務性的民間公益團體，所需經費完全依賴各界捐贈
與研提計畫申請政府及民間團體支持，並未固定接受任何機關團體定
期補助，每年的經費收支均委請合格會計師查核簽證。

25.2%
政府委辦計畫經費
包括97年癌症病友直接服務

1.9% 利息與雜項收入

計畫、97年單親家庭服務網
絡系統計畫-袋鼠與企鵝的家

8.4% 補助收入
包括中部地區乳癌病

7.6% 會費收入

友電話關懷服務暨電

經費總收入

5,406,883元

話接聽答詢系統建制
工作計畫

48.0% 捐贈收入

8.9% 活動收入
包括旅遊活動、身心
靈工作坊、歲末聚餐

37.7% 人事費用
主要支付專任社工員薪資

10.8% 雜項支出
包含折舊、稅捐、捐
贈及其他雜項支出

51.5% 業務費用

經費總支出

包括辦理各項活動所需之

5,656,681元

印刷、講師、志工交通與
餐宿、場地租金、郵電、
差旅等費用，及辦公室租
金與水電費等

誠摯地感謝各界機關或公司團體，以及很多社會熱心人士，沒有大家的支持與指導，
本協會不可能成長，也無法為乳癌病友提供她們最需要的關懷與服務，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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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懷的願景
走入第十五年的「開懷」，在關懷乳癌病友、培育志工、創新服務、教育宣導、合作關係、國
際交流等方面，都能獲得令病友與社會各界肯定的成績；但就像一個即將邁入成年的孩子，也
到了一個該沉澱和省思的階段，慎選未來的走向。

關 愛 我們的志工

推展

兩岸病友交流

「開懷」是一個完全由乳癌病友組成的團體，會

「開懷」仍將繼續長期以來與國內乳癌病友團體

員和志工是最珍貴的資產。在向外持續開展服務

的密切合作關係，但在海外，由於與中國地區醫

業務的同時，我們是否對會員和志工已經付出足

院及乳癌病友已經有豐厚的合作經驗，未來將量

夠的心力，是否已經提供了讓大家滿意的服務？

力而為，把重點放在兩岸病友團體交流，並以此

我們自忖應該努力的地方還很多，在未來的日子

為基礎，緩步協助台灣乳癌服務工作走向世界舞

裡，「開懷」將投注更多力量，多面向的服務病

台。

友，也凝聚會員對組織的向心力。

更多的愛

給復發病友

珍惜姊妹情
「開懷」不能忘了，因為秉持謙和與尊重的傳

最需要關照的乳癌復發病友，卻又最缺乏求助的

統，發揮熱情與奉獻的精神，才能走這一段長

資源。在全台灣沒有、在全世界也極少有乳癌病

路，樹立得來不易的成績，獲得肯定；但願每一

友團體敢於承擔這一方面的任務；「開懷」努力

位「開懷」姊妹一定珍惜、堅持這一切，保有這

過，但還一直在期待有所突破。我們將灌注更多

樣的期許，持續開創屬於我們大家的願景。

的愛，陪伴她們走過生命中痛苦的階段，也希望
所累積的經驗，日後在台灣和世界各地萌芽開
花，讓復發病友能獲得更多一點點的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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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Report 2008
of the Taichung Kaihuai Association
Introduction

F

ounded in 1994 and registered with the government, the Taichung Kaihuai
Association is a non-profit voluntary health organization dedicated to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and their families. Based in Taichung City of Taiwan,
the Association also participates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against
breast cancer. All the 900-plus members, including over 100 voluntary workers,
are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The main activities of Kaihuai include (1) direct services to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including recurrent survivors, and their families; (2) breast cancer
advocacy; (3) volunteer training and re-education; (4) cooperation with breast
cancer support groups, hospitals and universities; and (5)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 brief report of our service records of 2008 is illustrated below.

Direct service to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O

utpatient clinic, ward and chemotherapy room visits totaled at 6,241 persons
at the Taich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in 2008, or 7.0% higher than the

record of 2007. The increase was due mainly to more visits to survivors receiving
chemotherapy treatments. Our volunteers made or received 3,362 telephone calls
to and from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Table 1). Twenty-five Kaihuai’s volunteers
received extensive training in telephone counseling skills in 2008. More and
better service through our telephone hotline is expected next year.

Table1 Service statistics by volunteers of the Taichung
Kaihuai Association at the Taich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in 2008
Categories

2007

2008

Outpatient clinic visit

3.051

2,791

-8.5%

Hospital ward visit

1,940

1,334

-31.2%

842

2,116

+251.3%

Telephone care

3,424

3,362

-1.8%

Total

9,257

9,603

+8.0%

Chemotherapy room vi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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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s

A total of 22 workshops were conducted for newly-diagnosed and recurrent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ith 615 participants in 2008. Three workshops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in the forms of music, drama and art therapy were also
carried out with 80 participants (Table 2).
Other activities included one forum focused on the new treatment methods
of breast cancer for survivors and their families; various kinds of gatherings for
Kaihuai’s district group members; 2 leisure trips opened to all survivors and
their families in central Taiwan area, etc.

Table2 Statistics of services to new breast cancer patients,
survivors and recurrence survivors in 2008
Activities
Workshops for new patients

Times (hours)

No. of participants

15

402

Workshops for recurrent patients

7

213

Workshops for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3

80

Leisure trips

2

110

Forum

1

224

43

370

3

485

74

1,884

Parties for district group members
Others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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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ional “Endless Love” Book-giving Program

T

h e book “Endless Love”, published by Kaihuai, contains the encouraging
stories of 10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and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reatments,

health care, and all the 40 support groups in Taiwan. With the kind help of the
Central Health Insurance Bureau and 65 medical centers and district hospitals
around the island, 8,429 books were distributed free of charge to almost every
new breast cancer patient of this country in 2008.

The Kaihuai College
– improved workshop for newly-diagnosed patients

T

he project of “Kaihuai College” was initiated in 2007 with an ACSU seed
grant from the Bureau of Health Promotion, Taiwan Department of Health.

The complete curriculum includes 3 indoor courses and 1 field trip conducted
in 4 consecutive weeks. Each indoor course contains two speeches with topics
selected especially to meet the patients’ needs. In addition, a group discussion
led by experienced “senior sisters”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the patients to
speak out their difficulties and hard feelings.

Three terms of Kaihuai College was conducted in the spring, summer, and
fall of 2008 with a total of 85 participants. Result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s
indicated that over 95% 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contents
of lecture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lecturers and senior sisters. The newlydiagnosed breast cancer patients expressed that they felt relaxed by attending
the courses and were willing to encourage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to
attend. A manual of executing the improved workshop is now being drafted and
will be released to hospitals and breast cancer support groups in Taiwan and
other Chinese communities world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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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Program on Breast Cancer Prevention

K

aihuai started advocacy program on breast health and prevention of breast
cancer in communities and high schools in 1996. Our volunteers have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in calling the attention of females and their families
to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early detection of breast abnormality through slide
show and breast model practice.

In 2008, Kaihuai held 42 educational classes in the Taich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communities and high schools (Table 3).

Questionnaire surveys

revealed that over 90% of the participants could learn correctly the method of
breast self-examination, over 85.4% could differentiate the shape and hardiness
of the tumor by practice with a breast model. Almost all the participants were
willing to introduce the information to their relatives and friends.

Table3 Statistics of advocacy programs on breast health and self-examination in 2008
Educational classes at
Outpatient clinics

Times

Number of
participants

Service areas

9

266

Taich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Communities

19

683

Central and northern Taiwan

High schools

14

795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Total

42

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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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and Re-education of Volunteers

I

n 2008, Kaihuai held a camp of common consensus with 34 participants for
our own volunteers. Two phases of training volunteer telephone counselors

were also conducted. The 30 trained volunteers will receive the phase 3 training
in 2009 to become qualified telephone counselors. In addition, senior volunteers
of Kaihuai were invited by four support groups/hospitals to present lectures in
their volunteer training courses with topics of the ethics of volunteers, the skills
and practices of telephone counseling, and self-exploration of cancer survivors as
volunteers.

Table4 Records of volunteer training and re-education by the Taichung Kaihuai
Association in 2008
Items

Note

Re-education for common
consensus

34

For Kaihuai volunteers

Training volunteer telephone
counselors – Phase 1 (24 hrs)

32

Telephone counseling skills and small
group practices (for Kaihuai volunteers
only)

Training volunteer telephone
counselors – Phase 2 (24 hrs)

16

Advanced courses on empathy (for Kaihuai
volunteers only)

Volunteer training at the
Sunflower Care Club of Linko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28

Lectures given by Kaihuai instructors

Volunteer training at the Medical
Center of the National ChengKung University, Tainan

31

Lectures given by Kaihuai instructors

Volunteer training at the
Pingtung Christian Hospital,
Pingtung

29

Lectures given by Kaihuai instructors

Volunteer training at the Far
Eastern Memorial Hospital

30

Lectures given by Kaihuai instructors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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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of
participants

200

Cooperation with Hospitals,
Support Groups and Universities

C

oo peration with hospitals and other support groups has become a routine
service program of Kaihuai since 2004.

In 2008, Kaihuai helped four

hospitals training cancer survivors willing to become volunteers.

The four

hospitals are the National Cheng-Kung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the Pingtung
Christian Hospital, the Far Eastern Memorial Hospital, and the Sunflower Care
Club of Linko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Table 4).

Kaihuai accepted 14 students from the Tunghai University for voluntary work
and a graduate student from the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for summer intern
training to fulfill their credit requirements in 2008. We also worked together with
5 universities to conduct special topic studies and research projects (Table 5).

Table5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aichung Kaihuai Association and universities
in 2008
Departments/Universities

Cooperative activity

School of Medical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Special topic study on the “Operation models of cancer
support groups”

Department of Cooperative
Economics, Feng Chia University

Special topic study on the “Advocacy of NGO
organizations”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Tunghai University

Voluntary service of students for credit requirement (1,022
hours)

Department of Medical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Summer intern of a graduate student (200 hours)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Research on the “Long-term physical and psychoadaptation of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Medical Center of the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Research on the “Post-treatment life quality of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Overseas Chines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ranslation of information on breast cancer support
activities into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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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K

a ihuai has started the coope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breast cancer support
groups since 1997. Kaihuai also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lobal Chinese Breast Cancer Groups Alliance and the holding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GCBCGA conferences in 2006 and 2007, respectively.

In

2008, Kaihuai’s senior volunteers visited and/or assisted breast cancer support
groups/hospitals in China, Japan, Macau,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summary of
Kaihuai’s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in 2008 is illustrated in Table 6.

Table6 Cooperation between Taichung Kaihuai Association and overseas
support groups in 2008

24

Month

Hospitals/Groups

Description of cooperation

03

Yan-Kang-Sha-Long, Tumor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Training course on the skills of telephone
counseling

03

Seattle Cancer Care Alliance
and th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hanghai

Presenting a lecture at the “China Breast Cancer
Advocacy Summit”

04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ACS)

Presenting lectures at the ACSU-Tianjin 2008

05

Association of Amigos da
Caridade (Macau)

Attending the 11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and
presenting a lecture on Kaihuai’s activities.

05

ACS-California Chinese Unit

Group discussing on support activities

06

ACS-Asian Initiatives New
York

Attending a group discussion and the “Relay for
life” activity

07

Akebono-kai, Tokyo

Attending the 3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ceremony

09

21 breast cancer doctors
from China

Holding a group discussion on breast support
activities at Taichung, Taiwan

10

Yuhong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Nanjing

Holding a training course on support activities for
breast cancer volunteers

12

Medical School of the Osaka
City University

Presenting a lecture at an international seminar

Kaihuai’s volunteers

T

a i chung Kaihuai Association has more than 100 volunteers, including 69
core volunteers serving regularly for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The recorded

service hours by our volunteers totaled at 9,021 in 2008 (Table 7). The heaviest
load was still on volunteers for hospital ward and chemotherapy room visiting,
each of the twelve volunteers contributed 155.1 hours in 2008. It is urgent for
Kaihuai to recruit more members to work as volunteers for hospital visiting.

Table7 Statistics of Kaihuai volunteers’ service hours in 2008

Items

No. of
volunteers
involved

Hours of
services

Yearly average
service hour per
volunteer

Telephone counseling and
administrative work

32

2,291

71.5

Hospital visits at Taich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12

1,861

155.1

Community and high school educational activities

25

438

17.5

8

207

25.9

External meetings and lectures

10

448

44.8

Service of group leaders

47

1,692

36.0

Attending training classes

54

1,050

19.5

Others

20

1,034

51.7

208

9,021

43.4

Publication editing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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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Report

A

s a non-profit voluntary organization, Kaihuai does not receive any regular
financial support from any governmental or private organization. Kaihuai

depends totally on free contributions and project incomes to carry on all the
activities. Kaihuai’s finances are audited by a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and
released to the public every year.

In the fiscal year 2008, Kaihuai’s income totaled at NT$5,406,883 (equivalent
to US$166,000).

A mong the tota l incomes, 25.2% was grants from the

government for executing projects on serving breast cancer patients; 8.4% was a
project grant from the United Way of Taiwan; 48.0% was free contributions from
individuals and private organizations; 8.9% was activity fees, 7.6% was from the
membership fees, and the remaining 1.9% was from other sources.
The total expenditures of 2008 was NT$5,656,681 (equivalent to US$174,000).
Among the total expenditures, 37.7% was for personnel expenses for employing
three fulltime social workers, 51.5% was outlaid on all the projects and activities,
and the remaining 10.8% for other expenses.

25.2%
1.9% Interest earned

7.6%
Members’ fee

Project grants
from government

8.4%
Project grants
from others

2008

income
NT$5,406,883

48.0%
Revenues from
donation

8.9% Activity revenue

37.7% Salaries expense

10.8%
Miscellaneous
exp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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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expenditures
NT$5,656,681

51.5%
Activities expense

感謝有你—
誠摯地感謝以下機關團體
以及社會各界熱心人士，沒有大家的支持與指導，本協會不可能成長，
也無法為乳癌病友提供她們最需要的關懷與服務，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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