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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懷緣起
「台中市開懷協會」是一個乳癌病友互助公益團體，於民國1994年6月由台中榮民總醫院
輔導乳癌病友成立「開懷俱樂部」，1998年10月獲台中市政府許可登記為「台中市開懷協
會」，2003年3月再向台中地方法院登記為社團法人組織。會址設於台中市，服務地區以
苗栗、台中、彰化、南投四縣市為主。
開懷的宗旨
「開懷」為非營利性公益團體，宗旨是結合醫護社工人員的專業知能與患者的經驗及力量
，服務乳癌病友，使其在心理、情緒、家庭及社會環境方面得以調適；此外，並對社會大

12 開懷學苑－服務乳癌新病友創新工作模式

眾提供乳癌檢測及協助治療之服務。

13 健康與防癌教育宣導

開懷的成員
「開懷」現有會員九百十餘人，均為乳癌病友，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會。在理監事會下

14 志工培訓與督導

設總幹事及幹部、小組長等工作小組，有專任社工員4人及志工約100人，並邀請各大醫院
醫護人員、社工專家、學者、律師、會計師為顧問。

16 牽手合作，為愛開懷
開懷的重點工作

18 單親家庭服務網絡計畫

「開懷」的主要工作分為服務乳癌病友與宣導乳癌防治兩部份，包括志工培訓、服務乳癌
病友與復發病友、辦理婦女乳房自我檢查宣導、辦理單親乳癌病友活動、參與國際活動、

19 開懷志工隊

出版癌友關懷刊物等。

20 2011年財務報告

開懷的經費
「開懷」的經費完全依賴會費、社會大眾捐贈與補助收入，包括向政府與民間機構申請計

21 開懷的願景

畫補助；支出則用於各項服務工作與宣導活動。經費收入與開支均委請會計師審核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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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愛傳出去
「開懷」最大的特質是會員與志工均為乳癌病友，在進行服務與宣導工作時，最能得到認
同，獲得最佳的效果。「開懷」已邁入第十八個年頭，感謝政府與社會各界長期支持，也
感謝所有志工會員無私奉獻，我們會永遠的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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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飛躍的兔子，開創成果豐碩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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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感謝各位姐妹的關愛與提攜，一年前美瑾懷著戒慎恐懼的心情，從創會賈紫平
理事長的手中接任理事長職務。這項職務對我而言，是責任的開始，也是品味酸甜
苦辣、溫情冷暖的時候。接任以來，因著開懷姐妹的支持厚愛，我學習到了如何用
智慧來溝通與解決問題，學會用更包容、更關懷的心來服務姐妹，讓我成長許多，
再次感謝所有姐妹對我的支持與包容。

愛

鼓勵。

回顧過去一年，我們挑戰了許多不可能，在服務工作上大步邁進。除了持續的醫院

、電話關懷服務外，2011年開展了復發病友「居家關懷服務」，到家裡陪伴因病情
惡化、行動不便外出、或情緒嚴重沮喪的乳癌復發病友，希望能把服務送到更貼近
她們的地方，用實際的行動，溫暖更多需要關懷的復發姐妹。

除此之外，開懷鐵馬隊完成了12天1,000公里的鐵馬環島送愛關懷活動，為乳癌病

友抗癌史寫上最精彩的一頁；而開懷合唱團踏出腳步，深入社區，用歌聲到醫院關
懷病人，也獲得相當大的迴響。

2011年如此豐碩的成果，是大家同心協力一起努力的成績，感謝理監事群、志工姐

樂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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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們、行政中心的總幹事和社工們，因為大家的通力合作、無私奉獻和不計較的胸
襟，才為開懷奠定穩定的基石。

更要感謝支持及贊助開懷的企業、政府跟所有十方的好朋友們，因著您們支持與鼓
勵的力量，讓開懷得以在乳癌病友的照顧工作上繼續努力耕耘，衷心盼望未來的路
上，能持續收到您們的贊助幫忙，讓開懷的服務工作步步踏得更穩健。

開懷成立十八年了，雖有穩定的業務與志工伙伴，但更需新血輪的加入，協會是屬
於大家的，期盼所有姐妹們能持續支持開懷，讓我們共同努力使開懷更加茁壯發揚
光大。
祝大家 事事順利 平安喜樂
台中市開懷協會理事長
201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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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美瑾

送

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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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醫院探訪人次與2010年服務量之比較

服務乳癌病友及家屬

探訪分類

醫院探訪

2010年

2011年

差 異

3,038

2,607

-14.2％

房

1,554

1,792

＋15.3％

門診（含細胞學穿刺）

2011年計服務6,559人次

「開懷」的首要宗旨就是服務乳癌病友，

病

對象包括新病友、復發病友、康復病友及家屬，

「開懷」與台中榮民總醫院合作，由「開懷」提供

化療室

2,002

2,160

＋7.9％

給她們精神支持，提供各項服務。

志工人力，自1997年開始病房探訪，2000年開始化

合

6,594

6,559

-0.53％

「開懷」在2011年
各項工作服務記錄如下。

電

懷服
關
話

務

療室探訪，2003年開始門診診間病友服務，未曾

計

註：各項探訪均於台中榮民總醫院進行。

間斷。2011年全年醫院探訪的總服務量為6,559

設有服務專線5線，

人次。除原有的醫院關懷服務工作外，2011

9位接線志工，服務2,155人次。

年起，另有癌友志工支援醫院進行癌症

服務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上午8：30至下午5：30

資源單一窗口服務工作。

服務復發病友

「電話關懷服務」是由開懷病友志工接聽或主動去電關懷
病友，9位志工中，有5位是資深的乳癌病友志工，給予開刀
完不久的新病友最需要的成功康復見證和乳癌諮詢服務；有

服務復發病友活動表
4次活動，服務142人次復發病友

4位復發病友志工，用自己本身復發的經歷，陪伴鼓勵同為

日

復發的病友，互相扶持的力量，成為彼此往前努力的最大

1月-12月

居家關懷服務

62

10月28日

講座：安寧教育講座
參訪：台中榮總緩和療護病房

36

4月28日-4月29日

旅 遊：東勢林場
工作坊：塔羅隱喻與自我照顧工作坊

23

動力！開懷的電話接線志工，因同為乳癌病友，所以更

期

能以最大的同理心傾聽病友擔憂害怕的心情，並給予
溫柔而堅定的支持和鼓勵，撫平受創的心靈，幫助
電話那頭的病友們，更有勇氣面對乳癌，

活動名稱

服務人次

11月16日-11月17日 旅遊：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重新生活！

合

計

除了持續的電話關懷服務外，從2011年開始，
開懷展開「居家關懷服務」，到家裡陪伴因病情
惡化、行動不便外出、或情緒嚴重沮喪的乳癌復
發病友，希望能把服務送到更貼近復發病友的
地方，把腳步跨出去，用實際的行動，溫暖

21

更多需要關懷的復發姊妹…。

142

2011年電話關懷服務統計
服務項目

服務人數

單次乳癌諮詢、關懷

服務人次

服務時間（分）

491

6,744

每人服務次數

每次服務時間

心理輔導工作坊

開案持續關懷―新病友

203

785

12,715

3.87

16.20

開案持續關懷―復發病友

79

403

11,189

5.10

27.76

開案持續關懷―單親病友

96

476

4,046

4.96

8.5

總計

378

2,155

34,694

4.64

17.49

備註：【單次乳癌諮詢、關懷】為單次諮詢或關懷即結束服務；【開案持續關懷】為開案，並持續提供多次服務者，個案來源有主動
來電求助、親來求助、中榮/中山醫院轉介、新會員關懷、志工/病友轉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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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次小團體工作坊，服務102位病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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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
1.自我賞識工作坊：本會創會理事長 賈紫平老師帶領。
2.園藝治療工作坊：李鎔争園藝治療師帶領。
3.重寫生命故事工作坊：台中榮總緩和醫療病房林曉蘋美術治療師帶領。
4.假盲畫法工作坊：弘光科技大學老人福利與事業系梁翠梅老師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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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小組服務
開懷合唱團

48組小組舉辦組聚，共計537人次參加

『在合唱團的時候，我專注於歌唱中，忘卻了那擾

開懷目前共有944位會員，分佈於全國各地，為了能夠照顧到各地區

人的紅塵俗世，將所有的煩惱、悲傷暫時拋下，只

姐妹，將全國分為48個小組，邀請當地熱心的姐妹擔任地區小組長，

有我與自己的聲音相伴』……

以病友服務病友的服務方式，串聯起綿密的情感網絡。各地區小組不
定期辦理組聚聯繫情感，以聚餐、講座、旅遊、手工藝等方式呈現，

「開懷合唱團」已成立六年，每週練唱一次，合唱團的功能，不僅僅是聯絡情誼與促進病友互助的功能，更是讓每位

本會除有理監事、資深會員參與外，也提供部份經費補助，會員對於

合唱者在短短的練唱時間裡暫時放下媽媽、妻子、病友的角色，只專注在歌唱之中，透過聲音的流洩將內在的煩憂，

此一服務模式均給予正向的迴響。落實地區小組服務，除可使病友獲

拋諸腦後，唱出自己的生命之歌。2011年受邀至彰濱秀傳醫院進行3次演出、童綜合醫院進行1次演出，開懷合唱團用

得心理支持的協助及關懷外，也提供了在地社會支持管道，是一項更

歌聲鼓舞了許多苦痛中病人的心，讓她們更有力量康復起來。

貼近病友的服務工作。

開懷鐵馬隊

2011年，開懷鐵馬隊大事紀：單車環島！

乳癌病友及家屬身心靈之旅

名為「送愛千里 鐵馬環島圓夢之旅」的行動在2011年10月12至10月23日，由10位開懷鐵馬隊員踏著雙輪、載著許多

2次旅遊活動，服務80人

人的祝福與鼓勵，感動落幕…。開懷鐵馬隊沿途拜訪5個乳癌病友團體，並分送裝有棉製義乳、預防淋巴水腫握力球
、化療帽、乳癌笑話集、乳癌相關資訊等物品的「康復包」給新病友，希望藉由開懷鐵馬隊騎乘鐵馬挑戰環島的奮

以癌友與家屬共同參與為目標，採休閒與座談方式進行，增進病友與

戰精神，鼓舞病床上的乳癌病友們，罹癌後的人生仍可以完成夢想及充滿希望！12天的環島活動，共計吸引近200人

病友間、病友與家屬間的互動。2011年共舉辦2次國內旅遊，計有80

次民眾沿途陪騎，大家從四面八方前來陪騎或送上體力補充品給環島隊員，看見隊員表現出正向陽光的積極態度，

人參加。本年度特別辦理1次二天一夜旅遊活動，讓癌友有更多休閒的

也使沿途陪騎的民眾對乳癌產生高度正向認同、對癌症改觀；對病友來說，完成此趟鐵馬環島這個充滿挑戰的夢想後

時間與機會，並且與其他癌友建立更深厚的情感。

，對自己、對乳癌也產生了無比的信心及勇氣，更覺得自己有能力迎向任何的挑戰，更重要的是這群抗癌鬥士完成這
項壯舉，也為乳癌病友抗癌史寫上最精彩的一頁！

其他服務
服務15,871人次
項目

服務人次

為滿足病友個別化的需求，特與各醫院專業醫護人員合作，開辦「駐

駐點諮詢服務

42

點諮詢服務」，內容包括：一般外科、術後護理、復健、中醫、飲食

有機健康美食烹飪班

111

與營養等主題，共計辦理4場活動，服務42人次。

化療帽-贈送病友

29

化療帽-贈送各地醫院

950

免費借用假髮

31

贈送白米物資

11

贈送營養品

22

免費郵寄衛教文宣

160

2011年，開懷首次辦理有機健康美食烹飪班，共有111人次病友參加
，此種兼顧健康與休閒的課程方式相當受到病友姐妹的喜愛，未來將
持續辦理相關類似課程。
除了舉辦多元化的活動外，開懷亦提供相關輔具如化療帽、假髮；免
費印製及贈送心理衛教文宣品；提供家境困難病友白米或營養補充品
或資源轉介服務；借閱各類身心靈保健等書籍，協助病友們面對乳癌
所帶來的各種身心問題。

免費贈閱「開懷來了」季刊
借閱書籍
合計

08

14,300
215
15,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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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盡的愛
全國乳癌新病友送書關懷工作
「要比身旁的人，更是勇敢！」桃園，邱小姐。
「我要活下來，我一定要堅強通過考驗，美好未來就在前面」嘉義，洪小姐。
「癌症並不可怕，別輕易被打被，生命是一連串的考驗，相信自己一定能走出屬於自己的健康人生」台北，陳小姐。

2011年，新版「無盡的愛」正式出版，全面改版乳癌病友生命紀實故事、新增部分衛教資訊，更加入了一個「無盡的
愛，響應小卡」的回函活動，上面的三段話，是來自各地的乳癌新病友為自己、為所有病友加油打氣的話…。
感謝全台灣6區健保局、70家醫院，共計81個送書窗口熱心協助，讓台灣各個角落的乳癌病友在診斷出癌症的同時或術
後3至5天內，就能拿到此書，獲得所需的衛教訊息和心理支持。開懷曾經立下志願，無論是否有經費，都要讓無盡的
愛這本書永不間斷的免費提供給全台灣的乳癌病友，讓她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開懷衷心邀請您，加入助印本書的行
列，讓我們一起為下一位乳癌病友做好準備！

【無盡的愛】2011年送書通路與送書量

3,106
通路二：全國各地70醫療院所合計送書 5,550
通路一：中央健康保險局6區分局合計送書

本

本

合計 送 書 量8 , 6 5 6 本

1

【通路

】 中央健康保險局6區分局合計送書3,106本

2

【通路

（中央健康保險局台北分局、北區分局、中區分局、南區分局、高屏分局、東區分局）

】 全國各地70家醫療院所合計送書5,550本
北基宜地區21家醫院2,851本
（和信、北榮、三總、北醫、羅東博愛、耕莘、國泰總院、汐止國泰、中山、亞東、中心診所、署立台北、
羅東聖母、公館台大、台北慈濟、臺安、台北馬偕、振興、吳火獅、陽明、雙和）
中彰投地區9家醫院 763本
（童綜合、彰基、沙鹿光田、中港澄清、中榮、中國、中山、署立南投、署立台中）
雲嘉南地區12家醫院758本
（嘉基、佳里綜合、柳營奇美、永康奇美、市立台南、署立台南、成大、聖馬爾定、嘉義長庚、大林慈濟、
虎尾台大、新樓）
桃竹苗地區9家醫院211本
（署立桃園、新竹馬偕、新竹國泰、林口長庚、聖保祿、敏盛綜合、大千綜合、怡仁綜合、新竹台大）
高屏地區12家醫院545本854
（高醫、高雄長庚、阮綜合、小港、義守、聯合、輔英、寶建、屏東基督教、市立民生、署立屏東、四季台安）
花東地區7家醫院113本
（慈濟總院、署立花蓮、花蓮國軍、門諾會、台東馬偕、署立台東、台東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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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懷學苑－服務乳癌新病友創新工作模式
「從原本無助悲傷黯淡的神情，轉化為充滿希望鬥志的眼神」這就是開懷學苑所帶來的力量。

健康與防癌教育宣導
依據國健局網站資料，台灣每年已超過8,000人，每天平均約有22名婦女被診斷為乳癌。台灣每天平均約有22

「開懷」於2007年執行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計畫，設立「開懷學苑」，改進原有新病友座談會的執行方式，含三

名婦女被診斷為乳癌，且罹癌人數逐年增加中，因此更堅定開懷協會投入乳癌防治的使命。開懷宣導志工們總

次室內活動與一次郊遊或下午茶座談，連續四週內完成。依據新病友的需求與優先排序，仔細設計內容，主題

是風雨無阻的到各地宣導，2011年共完成了28場宣導，向1,987位民眾倡導乳房健康的重要。

包括醫、護、心理或其他生活保健方面的專題演講，內容完整與多樣化；增加病友發言吐露心聲的機會，並建

開懷的服務工作不只是宣導而已，並提供後續追踪及轉介服務。透過宣導將符合條件的45-69歲婦女轉介至醫

立「學姊制度」，全程由資深乳癌病友陪伴，提供心路分享及後續關懷，建立新病友間、新病友與支持團體間

院，由醫院主動安排乳房攝影，在七天內即可完成乳癌篩檢工作。

的互助網絡。「開懷」已連續5年辦理15屆「開懷學苑」，其執行流程示於下圖。
開懷學苑執

課程設計/邀請師生

行流程圖

宣導服務轉介流程：

(符合新病友需求)

整理問卷中有意願，
且符合乳攝條件
之45-69歲
之婦女名單資料

進行社區宣導
並填寫回饋問卷

招生.報名
(如何接觸新病友)

第 一 天
室內課程

第 二 天
室內課程

每 一 天 課 程 (3 . 5 小 時 )

第 三 天
室內課程

社工轉介名單
資料給醫院

由醫院主動與婦女聯繫
安排乳攝時間

婦女至醫院進行乳攝

完成篩檢

第 四 天
茶會座談

畢業典禮

2次專題演講與問答
(各50分鐘)

1次學姊引領之分組座談分享
(90分鐘)

後續電話等關懷

「只要學姊一站上台，說出自己的病齡，台下的學妹眼睛馬上為之一亮」…
開懷學苑的「學姊制度」是這個計畫最核心的精神所在，只要學姊一站上台，說出自己的病齡，台下的學妹眼
睛馬上為之一亮，彷彿看到希望般的露出專注的表情，希望透過學姊的分享找到康復的因子。擔任學姊的8位
資深病友志工，病齡有5-20年，並具3-15年志工服務經驗，學姊們在無任何報酬下仍願意付出自己的時間義務
2011年在推廣宣導服務工作上募款不易，雖沒有經費的支持，但開懷志工們仍齊心、努力的推廣乳癌防治，

服務，視此為志工生涯的使命抱負。
2011年共辦理3屆「開懷學苑」，103位新病友來自全台各地；另有

獲得了社區、學校團體的認可，同時也串連了台中市東美獅子會、風信子髮藝彩妝連鎖店、大台中會展中心、

62位家屬陪同參加課程。今年特別加入義乳的穿戴與示範及預防淋

弘光科技大學等民間團體投入乳癌防治種子的行列，期盼透過乳癌志工與社區民眾的力量，不分性別一同關

巴水腫壓力衣等輔助性用品之主題，讓病友獲取所需資訊。病友與

心乳房健康。

家屬互動時間，讓家屬有發聲的機會與得到支持的力量。下午茶話
會也融入了沙畫遊戲課程，病友藉由遊戲過程學習放鬆，以多元化
的學習增強自我療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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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健康與防癌教育宣導服務工作統計
項

目

場次

服務人數

服務地區

門診衛教宣導

10

421

台中榮民總醫院

一般社區宣導

13

1,372

台中縣市、苗栗縣

學校機關宣導

5

194

台中縣市

合

28

1,987

計

免費乳癌防治宣導：
若您的社區、公司團體…
需要了解乳癌防治訊息，
參加人數達20人，歡迎
與開懷辦公室聯絡。

開懷電話：04-24625990
13

志工培訓與督導
志工是乳癌病友團體的基石，所有的服務工作均需要
依賴志工來執行。因此，志工的訓練與督導工作對等
重要。而志工訓練課程不僅僅侷限本會志工，還開放
國內外各醫院與乳癌病友團體志工參加，歷年來已培
訓志工一千餘人次，堅實國內乳癌病友服務及乳房保
健宣導工作的基礎。
開懷志工訓練，對內執行志工在職訓練、復發病友關
懷志工訓練、乳癌防治衛教宣導志工訓練等三大工作
。對外則協助各地區醫院進行癌症病友服務志工培訓及進行全國乳癌病友志工訓練課程。另派遣資深志工赴
中國協助培訓志工，講授服務技巧與經驗，於「牽手合作為愛開懷」專章說明。

【對外】

【對內】
志工在職訓練－共識營

協助各醫院辦理病友團體志工培訓

於3月20日在苗栗綠葉方舟舉辦志工共識營，共有41位「開懷」

從2007年開始，開懷協會協助全台灣許多醫院，進行「自我探索工作坊－創新志工訓練模式」。這套課程幫

志工參加，目的在藉此課程讓志工彼此熟悉、凝聚志工與機構

助了醫院或癌症團體發展病友支持服務、促使病友服務工作更完善的推展。創新志工訓練模式，分為四階段：

間的共識與再次確認志工的期待與目標。

一、「自我探索工作坊」：探索生命故事，重建癌後人生，了解自我優勢。
二、「 志 工 技 巧 訓 練 」 ：建立服務技巧。

復發病友關懷志工訓練

三、「志工的自我激勵」：維持激發使命感。

復發病友服務工作一直是本會重要工作項目之一，為提升復發

四、「志工的悲傷輔導」：學習自處面對與因應同儕復發、往生等困境。

病友照顧之服務品質，今年度訓練課程重心以「復發病友關懷

課程由「開懷」選派資深志工賈紫平、沈臨玲、陳蜀蓮、汪淑華、溫秋月、許美瑾等人講授訪視癌友技巧、

志工訓練」為主軸，期待提升志工專業知能。

志工自我探索與照顧等主題，與學員志工充份討論，交換服務病友經驗，獲得好評。
日 期

課程主題

講 師

癌症病人居家關懷照顧概念之學習

莊佩蓉（台中榮總緩和療護病房護理師）

我們可以怎麼陪伴復發病友？

劉寶愛（台中榮總社工師）

安寧療護、臨終關懷工作技巧與內涵

黃曉峰（台中榮總緩和療護病房主任）
林婉卿（台中榮總諮商心理師）
林芸平（台中榮總諮商心理師）

03.04

2011年協助各醫院辦理病友團體志工培訓
時數（小時）

參加志工（人）

2011.02.26

6

15

志工的悲傷輔導、悲傷輔導

2011.02.27

6

15

台南成大醫院飛揚俱樂部

志工技巧訓練

2011.05.14

6

32

乳癌防治衛教宣導志工訓練

台南新樓醫院

自我探索工作坊

2011.05.15

6

28

「開懷」從1996年開始舉辦衛教宣導志工培訓，是國內第一個定期進行乳房健康與乳癌防治教育推廣工作的

板橋亞東醫院

志工的自我激勵、悲傷輔導

2011.06.04

3

42

病友團體。本年度辦理一次乳癌防治衛教宣導志工訓練，培訓25人次志工，重點為訓練志工乳房攝影政策推

台北慈濟醫院

志工的自我激勵、悲傷輔導

2011.06.22

6

23

廣、乳房自我檢查方法、乳癌防治衛教宣導流程與技巧。完成訓練之志工於實習後，正式參與醫院、社區與

桃園敏盛醫院

自我探索工作坊

2011.08.06

6

13

校園宣導服務工作。

合

03.11

14

醫院/團體名稱

培訓階段

日期

台中大里仁愛醫院

自我探索工作坊

計

168
15

牽手合作為愛 開懷

國際交流與合作

開懷自1997年開始進行國際交流，2005年起將與國內其他病友團體或醫院之合作列為年度

開懷自1997年開始參加國際乳癌病友團體交流，促進國內團體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協助中國大型醫院、國外

固定計畫，2006年起接受各大學相關學系學生進行實習、工讀、專題研究與參加志工服務

團體成立組織，及發展病友服務工作；多次與American Cancer Society與Susan G. Komen基金會等國際性

訓練等，另協助中國大陸各醫院成立乳癌病友團體的工作也從未中斷。從1997年至今，交

抗癌組織合作辦理大型活動，更促成成立「全球華人乳癌病友組織聯盟」，由開懷創會理事長賈紫平女士擔

流、輔導與合作個案已近百件。

任聯盟執委會主席（2007-2010）。

與國內大學之合作

台灣的乳癌病友組織發展成熟，開懷的經驗已受到國際及中國大陸之認同，2011年與中國大陸的交流合作更

開懷為公益性社團法人，因組織健全，志工服務量與水準均高，受到學界重視。培養優秀

趨密集頻繁，進行多次志工培訓及參訪交流活動。本年度的國際交流工作表列如下：

社工人才及提升青年學子的人文關懷素養是開懷的社會責任。2011年與8所大學、醫療機
構合作，包括學生參訪、實習及專題研究等合作計畫。

Cooperation

台中市開懷協會2011年與國內大學、機構合作及提供服務記錄

台中市開懷協會2011年國際交流合作內容
月份 合作交流團體/人員

單 位 名 稱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16

學生人數
1

合作/服務內容

合作內容

04

全球華人乳癌病友組織聯盟

出席「粉紅中國」啟動儀式

大學部學生暑假實習298小時

04

全球華人乳癌病友組織聯盟

「粉紅中國」志工代訓-探訪志工訓練、自我照顧工作坊

大學部學生期中實習240小時

05

澳門愛心之友協進會

出席週年慶大會

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1

大學部學生暑假實習291小時

05

美國防癌協會加州華人分會

美國防癌協會加州華人分會代表邱慈艾女士及美國友人拜訪開懷協會，進行工作會報及座談會

中山醫學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2

大學部學生期中實習190小時

07

癌症希望基金會

參加首屆華人癌症病友交流研討會，與香港、大陸、澳門地區分享病友服務經驗

07

中國各醫院醫護專業人員訪問團

參觀與瞭解開懷業務

07

香港乳癌基金會

參觀與實地瞭解開懷業務

09

北京癌症康復會

受邀分享開懷服務及募款經驗

11

台灣癌症基金會

參加第16屆Reach to Recovery International Breast Cancer Support Conference，於會中報告及

青輔會暑期工讀計畫－
彰化師範大學資訊管理與傳播系

1

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10

協助「乳你健康，波動人生－2012公益園遊會」專案企劃設計

弘光科技大學老人福利與事業系

12

合作研究「提升高齡女性乳癌患者之身體意象方案計畫」

大專生暑期工讀，協助設計開懷形象公仔

乳癌病友服務經驗

台中榮民總醫院

協助研究「成年癌症病人使用輔助另類療法之預測因子探討」

11

美國角聲癌症協會

王楊惠貞女士來訪，洽談協助辦理第四屆全球華人乳癌病友聯盟大會一事

台中榮民總醫院緩和療護病房

協助研究「民眾與醫護人員對癌末病人使用安寧療護認知與阻礙因素之調查研究」

11

波士頓

黃千姬女士來訪，洽談成立乳癌病友團體事宜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協助研究「憂鬱程度及生活品質評估表」

12

中國抗癌協會

受邀於第五屆中西部地區癌症康復學術交流會中分享開懷服務經驗

17

單親家庭服務網絡計畫

開懷

志工隊

隨著社會時代變遷，不同因素造成的單親家庭
愈來愈多，在現行的社會救助體系下，大部分

18年資深志工林素紅說：「當了插花老師二十多年，都是我綁花送給人家，第一次有人送我花，我

的單親家庭都無法獲得長期的補助，僅為短期

真的很感動，感謝開懷，讓我有機會付出奉獻，只要開懷需要我，我願意當開懷永遠的志工……」

紓困，長期來看單親家庭仍存在著許多危機。

志工是開懷的根基，開懷志工均為乳癌患者，且多為家庭主婦。開懷給予志工鼓勵與學習的機會，使其發揮

基於目前單親人口的快速增加，開懷自2008年

潛能，獲得表現與服務的舞台，產生自我成長的滿足與犧牲奉獻的成就感，讓志工的服務熱情得以延續。2011

加入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共同推動「袋

年共有2位志工獲得台中市政府、台中市衛生局等單位的表揚，顯示開懷志工的服務工作已受到外界的肯定。

鼠與企鵝的家－單親家庭網絡計畫」的全國性
方案，已連續執行四年，每年定期接受單親網

2011年志工服務總時數6418.5小時，在分項統計方面，以門診、病房、化療室探訪關懷直接服務癌友的項目

絡內部評鑑考核。這是一個中長期的社區服務

總時數最多。在台中榮民總醫院負責探訪與門診宣導的志工，平均每人每年服務201小時，時數最高，當然也

計畫，藉由據點的服務，協助單親弱勢家庭能

最為辛苦。

台中市開懷協會2011年志工服務時數分項統計

服務西屯地區一般單親家庭外，提供「乳癌單

2011年單親家庭增能培力服務內容

親家庭支持」為開懷單親補給站的最大特色。

活動類別

場次

服務人次

2011年共服務1,008人次，內容包括電話關懷

單親電話關懷

476

、居家訪視、研習講座及親子戶外共學活動等

居家訪視

10

。本年度首次與台中市西屯區國安國小、台中

資源連結轉介

35

市中華口琴協會合作，進行口琴研習特色方案

國小口琴研習課

11

122

，服務弱勢單親國小學童，在此感謝尤雯雯律

健康、勵志講座

3

104

師捐贈口琴10支，讓本方案得以順利完成。

排舞研習活動

8

67

料理聯誼分享會

1

27

親子戶外共學

2

80

記者會、園遊會

2

54

單親鹽巴志工培力

2

33

合

29

1,008

2011年協助辦理「單親有娘家園遊會」，讓單
親家庭在活動中展現自助助人的精神。期盼單
親服務能夠持續獲得各界的肯定與支持，讓開
懷單親補給站作為單親家庭依靠的港灣。
2011年執行單親專案年度成果如右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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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nteer

在一個友善的社區環境中，互相扶持成長。除

計

工作項目

志工人數

服務時數

平均每人服務時數

癌友服務行政工作

26

738

28.4

病房探訪、門診服務

9

1,809

201

電話關懷服務

9

743

82.5

社區衛教宣導

17

173

10.1

書籍、季刊、文宣等編輯

8

113.5

14.2

出席外部會議與擔任講師

13

240

18.5

小組長服務時數

48

960

20.0

活動支援

38

624

16.4

其

他

25

1,018

40.7

合

計

193

6418.5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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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開懷協會2011年

財務報告

開

開懷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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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未固定接受任何公務機關或團體的定期補助，「每年的經費收支均委請健詮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

關愛我們的志工
「開懷」是一個完全由乳癌病友組成的團體，會員和志工是最珍貴的資產。在向外持續開展服務業務的同時
，我們是否對會員和志工已經付出足夠的心力，是否已經提供了讓大家滿意的服務？我們自忖應該努力的地

2011年的總收入為621萬餘元，各分項比率以捐贈之55%最高，衡量社會景氣狀況，此一成績實屬難得，也感

方還很多，在未來的日子裡，「開懷」將投注更多力量，多面向的服務病友，也凝聚會員對組織的向心力。

謝各界支持。政府委辦計畫經費之25%居次，本年度主要的計畫為國民健康局委辦之「癌症病友直接服務計

給復發病友更多的愛

畫」及內政部委案之「單親家庭服務網路系統計畫－袋鼠與企鵝的家」。

最需要關照的乳癌復發病友，卻又最缺乏求助的資源。在全台灣沒有、在全世界也極少有乳癌病友團體敢於

活動收入（6%）為辦理旅遊、身心靈工作坊、歲末聚餐等活動之收入。

承擔這一方面的任務；「開懷」努力過，但還一直在期待有所突破。我們將灌注更多的愛，陪伴她們走過生命中

6,219,265 元

收入
經費總收入共計
補助收入 9%

政府委辦計畫經費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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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展兩岸病友交流
「開懷」仍將繼續長期以來與國內乳癌病友團體的密切合作關係，但在海外，由於與中國地區醫院及乳癌病

活動收入 6%

友已經有豐厚的合作經驗，未來將量力而為，把重點放在兩岸病友團體交流，並以此為基礎，緩步協助台灣
乳癌服務工作走向世界舞台。

捐贈收入 55%

珍惜姊妹情
「開懷」不能忘了，因為秉持謙和與尊重的傳統，發揮熱情與奉獻的精神，才能走這一段長路，樹立得來不
易的成績，獲得肯定；但願每一位「開懷」姊妹一定珍惜、堅持這一切，保有這樣的期許，持續開創屬於我
們大家的願景。

會費收入 5%

支出
雜項支出 4%

人事費用 32%

業務費用 64%

經費總支出

5,177,400元

本年度的總支出為517萬餘元，其中64%為業務費用，包括辦理各項服務病友活動所需之印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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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費用佔32%，係支付專任社工員與
行政人員之薪資；4％雜項支出則包含折舊、稅捐、捐贈及其他雜項支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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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Report 2011
of the Taichung Kaihuai Association

Introduction

Founded in 1994 and registered with the government in 1998, the Taichung

Direct Service to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Kaihuai Association is a non-profit voluntary health organization carrying on

Telephone Consultation is a service offered by our volunteers through

peer support activities to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and their families. Based

spontaneously calling or answering calls from these patients of breast cancer.

in Taichung City of Taiwan, the Association also participates in national and

Among the 9 volunteers, 5 are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They give solid help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against breast cancer. All the 900-plus members,

including consultation and testimony for recovery from breast cancer to those

including over 100 voluntary workers, are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patients lately undergoing the surgery. 4 volunteers, who suffered the
recurrence, cite their experience of fighting recurrence and encourage other

The main activities of Kaihuai include

patients of the same experience, which becomes the greatest motivation

(1) direct services to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including recurrent survivors,

and help them encourage each other. Being the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and their families;

these volunteers responsible for phone answering understand well the fear

(2) breast cancer advocacy;

and dread the callers suffer. With deepest empathies, they give sturdy

(3) volunteer training and re-education;

support and encourage while consoling the hurt minds with mercy. The

(4) cooperation with breast cancer support groups, hospitals and universities; and

caller-patients are thus supported and have the courage to face illness and

(5)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pick up a new life again.（Table1）

A brief report of our service records of 2011 is illustrated below.

Table 1. Service statistics of telephone consultation provided by the Taichung
Category

No. of patients No. of times of Times per Minutes per
consulted
consultation
patient
consultation
491

Single time consultation

22

Multiple consultation–Newly diagnosed patients

203

785

3.87

16.20

Multiple consultation–Recurrent patients

79

403

5.10

27.76

Multiple consultation–Single family patients

96

476

4.96

8.5

Total

378

2,155

4.64

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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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ultation service was launched in 1997 by Kaihuai Association and

4 volunteer activities for recurrent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ere held, including seminars, Hospice

Taich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Kaihuai Association provided the

visit and a Self-care tour, and 142 recurrent breast cancer patients benefited from these activities.

volunteers, starting with hospital ward visit. The services cover from

In addition to the on-going telephone consultation, the Home Care Service was also delivered since

Chemotherapy room visit in 2000 to Outpatient clinic visit in 2003. The total

2011, with which volunteers pay home visits to accompany/help those whose illness degenerates,

number of Service rendered to visit the hospital for the year 2011 is 6,559

who are walking-hindered, or suffering great depression, in an aim to deliver services directly

incomparison with that of 6,594 in 2010. It indicates a reduction of 0.53%.

closer to recurrent breast cancer patients. They take steps to deliver more warmth and affection

Apart from the on-site service at hospitals, there are also volunteers assisting

to more needy patients.

in Single Window Service for cancer patients, which is another service
In order to have the service delivered across the nation, 48 chapters are setup nationwide. Each

promoted by hospitals.(Table 2)

chapter hold different activities to cement solidarity without a fixed schedule, ranging from gathering
for a meal, seminar, trips to hand-crafting sessions. Not only do the patients benefit from these
Table 2. Service statistics by volunteers of the Taichung Kaihuai Association at
the Taich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i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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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ies

2010

2011

Differences

Outpatient clinic visit

3,038

2,607

-14.2％

Hospital ward visit

1,554

1,792

＋15.3％

Chemotherapy room visit

2,002

2,160

＋7.9％

Total

6,594

6,559

-0.53％

activities by receiving mental supports and caring, but also some local support channels could be
setup through these activities. Furthermore, the Association also hosted two trips for the patients
and their relatives so as to help and improve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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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Huai Cycling Team Chronicle :
Certificate of Cycling Island of Taiwan.

26

The National
“Endless Love” Book-giving Program

The cycling tour, named Love beyond border – Cross country biking, took

The latest version of the book ”Endless Love” was published in 2011,

placed from 2011/10/12-2011/10/23 and finished by 10 kaihuai cyclists,

which revised all factual stories of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and adds

riding with the wishes and blessing from others throughout the tour. The

information of sanitation and hygiene. Also a reply-leaf「Endless Love Card」

cycling team visited 5 breast cancer groups along the tour, delivered

was inserted so that the breast cancer patient readers around the world

update and informative cancer information and supplements to the

can send messages to boost morale for themselves.

newly-diagnosed patients in a hope to inspire and encourage them to

In 2011, thanks to the assistance of 6 NHIs, 70 hospitals, 81 contact

grapple with the cancer. The 12-day cycling of island tour attracted nearly

windows, 8,656 copies of the book were promptly distributed to the

200 people coming and part taking in riding. Those people changed and

hands of those who just underwent surgery or those whose breast

built up correct attitude toward breast cancer, holding positive attitude

cancer was diagnosed in early phase every corner in Taiwan. With

towards the illness. Above all, these cancer fighters achieved this feat and

the help of this book, their minds were timely supported and they were

filled up the most colorful page in the cancer fighting chronicle.

informed of needed sanitation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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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aihuai College – Improved Workshop for
Newly-diagnosed Patients

The Kaihuai College was initiated in 2007 by the Scheme of Bureau of Health Promotion,

assistance among newly-diagnosed patients and supporting groups is thus built up.

Department of Health, with an aim to improve the former symposiums for newly-diagnosed

The “senior sisters” system is the kernel spirit of this scheme of Kaihuai College. 3 Kaihuai

patients. 3 indoor programs and an excursion or a tea time session were introduced one after

Colleges were setup in 2011. 103 patients from all over Taiwan joined the scheme. 62 of them

another within 4 weeks. A new content was devised to meet up the demands and priority of the

were accompanied by their family members. In the course of Kaihuai College this year,

newly-diagnosed patients. The lecture topics are comprehensive and of diversity, ranging from

interaction between family members and patients will also be introduced so that family members

medication, nursery, mentality to health hygiene. The system of “senior sisters” was also

have the chance to speak out and sport to be lent. The course also covers “sand painting”.

introduced so that patients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speak their minds. With the help of th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this course, the patients could learn how to relax themselves, which

systems, the newly-diagnosed-patients have the company of senior sisters as mentors, learn

might strengthen their recovery ability as well as introduce them to a more diverse learning.

about their course of internal struggle and obtain affection and caring. Also, the network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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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ocacy on Breast Cancer Prevention

Training and Re-education of Volunteers

Over 8,000 people are annually diagnosed as having breast cancer and averagely, 22 women
are diagnosed with having breast cancer everyday, according to the website of Bureau of
Health Promotion. The above data strengthen the commitment of Kaihuai Association’s advocacy
on breast cancer prevention throughout Taiwan, rain or shine. 28 symposiums hosting 1,987
a t t e nd a n t s w ere h e l d i n 2 0 11 to a dvocate the im por tance of br east health. ( Tabl e 3)

The Kaihuai Association not only promotes the advocacy but also offers the service of cases
follow-up and reference. It’s promoted that women aged between 45-69 are eligible to be referred
to hospitals for Breast Exam Photographing and the result should come out within 7 days.

Table 3. Statistics of advocacy programs on breast health and self-examination in 2011
Times

Number of participants

Outpatient clinics

10

421

Communities

13

1,372

High schools

5

194

Total

28

1,987

Educational classes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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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areas

All the volunteer services are heavily and solely rendered by the volunteers, and they a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breast cancer support groups. Furthermore, as is equally import to the training
and re-education of volunteers, which is not merely limited to volunteers of our association,
many other volunteer groups as well as hospitals are encouraged to take part in these training
and re-education. Over years, more than one thousand volunteers have been trained so as to
cement the foundation stone to volunteer services above mentioned.

In 2011, 292 Kaihuai volunteers were trained. Their jobs are categorised into two parts. 1. within
the Association implementation on volunteer-on-job training, expert training for recurrent patients,
and advocacy on breast cancer prevention. 2. outside the Association: assistance with the
training programs held by local hospitals for patients of cancer and implementation on volunteers
training for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nationwide.

Taich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Central and northern Taiwan
Central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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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with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Hospitals/
Support Groups and Universities

Service to Single-family Women

Starting in 1997, Kaihuai Association has cooperated with international society. Since 2005,

The Kaihuai Association has joined National Alliance of Taiwan Women’s Association since

its cooperation with other domestic support groups or hospital has been enlisted into regular

2008, in a joint effort to promote National Project “Sweet Home to Kangaroo and Penguin,

annual program. It also accommodates the internship, part-time jobs for colleges students,

Single-Parent Family’s Network”. This is a mid-long term community service program with an

hosts seminars for special themes and topics, and training for volunteers as well as cooperation

aim to have single-parent families help each other in a friendly and supportive community.

with hospitals in Mainland China to setup breast cancer support groups. Programs and projects
completed are as many as nearly 100. In 2010, the Association cooperated with 4 colleges,

That Kaihuai Single-Parent Family Depot provides services not only for single-parent families

offered 4 internship opportunities, and 2 research projects. In addition, the Association was

in general, but also for single-parents of breast cancer is its greatest feature. The achievements

also invited by two hospitals to share volunteer experiences.

of this project in the 4th year are listed as bellow. (Table 4)
Table 4. Kaihuai’s service activities for single family women in 2011.
Activity classification

number of times

Telephone consultation for single-parent

476

home visit

10

resource reference

35

elementary harmonica course

11

122

seminars for topics of health and motivation

3

104

dancing course.

8

67

gathering

1

27

family excursion

2

80

press, carnival

2

54

sing-parent volunteer training

2

33

29

1,008

total

32

Particip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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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理監事群名單

誠摯地感謝以下機關團體

理 事 長：許美瑾
常務理事：汪淑華、楊平

Kaihuai’s
Volunteers

As the foundation stone to the Kaihuai Association, volunteers

理

事：蔡錦屏、余玉雪（卉柔）、許桂枝、李永紅
黃麗月、林妤蓁、許月卿、江蓮鳳

mostly consist of housewives and themselves are of breast cancer.
The Association offers volunteers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and

常務監事：鄭一芳

inspire and brings their potentials into full play. It also offers a

監

感謝 有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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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懷衷心感謝您們！！
內政部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EN-YONG基金會

事：沈臨玲、林素紅

天才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中華念恩老人福利促進會

stage for them to perform so as to feel fulfilled through devotion,

宜蘭縣蘭花婦女關懷協會

sacrifice and satisfaction from self-growth, which nourishes

第七屆幹部名單

the zeal for volunteer jobs. In 2011, two Kaihuai’s volunteers

衛教組組長：徐 玉 蓮

were awarded by Government of Taichung City and other authorities.

文宣組組長：黃 娉 珠

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

This vividly demonstrates that our volunteer services are positively

總務組組長：簡

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and glaringly recognised by others. 6,418.5 service hours in total

探訪組組長：李 香 蘭

were delivered in 2011.Statistically, outpatient service, ward visit,

活動組組長：張 嬌 娥

中國國民黨身心障礙者保護基金會

chemotherapy visit account for most of the service hours.

職訓組組長：林 淑 麗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惠康醫療救濟基金會

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綺

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

財團法人中美和文教基金會
永齡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台中榮民總醫院緩和醫療中心
居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中心人員名單

羅氏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總幹事：洪慧玲

台灣華歌爾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社工員：蕭伊伶、郭倍甄、葉千華

CYS假髮
岡捷企業有限公司
遠和法律事務所
正順科技有限公司
鎰成汽車旅運有限公司
蘇嘉全辦公室
桀成興業有限公司
慶多慶工業有限公司
新象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東美獅子會
石豐獅子會(全體獅友)
儀諧有限公司
太子種苗園
權鑫汽車修配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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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單位

Taichung Kaihuai Association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for breast-cancer survivors)
2nd Floor, No. 148-33, Section 3, His-tun Road
Taichung, Taiwan 40762
Telephone: +886-4-2462-5990
Fax: +886-4-2462-7622
Email: tckaihuai@yahoo.com.tw
Website: www.kaihua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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