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08年多元病友團體方案 

社工師在醫院內對病人及其家屬所提供的服務，除了以個案工作的方式呈

現之外，尚有團體工作的形式。因應病人的需求不同，我們主辦或參與了功能各

異的多元團體方案，包括支持性、教育性、治療性及聯誼性等，由於團體運作及

進行方式差異性頗大，在分類上殊為不易，以下依團體性質分類並陳述成果。 

 

以演講、座談為主的教育性團體 場次 參加人次 

1 乳癌病友團體(真善美俱樂部) 2 334 

2 頭頸癌病友團體(渴望聯誼會) 3 337 

3 乳癌病友「珍愛自己-快樂成長陪伴營」 40 711 

4 婦癌病友團體(彩虹關懷團體) 4 118 

5 肺癌醫學講座 2 401 

6 肝癌醫學講座 1 99 

7 淋巴癌醫學講座 1 181 

8 大腸直腸癌醫學講座 2 249 

9 胰臟腫瘤病友會暨醫學講座 4 489 

10 「疼惜照護-食在健康」全癌醫學講座 1 232 

11 肉瘤醫學講座 1 40 

12 「康復癌友加油站」醫學講座 3 559 

13 心衰竭病友會 5 111 

14 成人外科營養病友俱樂部暨健康講座 2 167 

15 肺復原病友醫學講座及病友團體 3 45 

16 
精神科門診及急性病房家屬衛教講座「照顧技

巧大補帖」 
4 33 

17 精神科日間病房 1E3 家屬座談會 2 54 

18 早療兒童入學鑑定及安置座談會 2 177 

以病房為活動場域的支持性、治療性團體 場次 參加人次 

1 
精神科日間病房(1E3)病人團體心理治療「心

理演劇」 
47 2,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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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精神科日間病房(1E3)病人團體心理治療「生

活萬花筒」 
46 577 

3 
精神科日間病房(1E4)病人團體心理治療「共

創天地」 
5 24 

4 心析望腎友團體 6 99 

5 腹膜透析腎友團體 4 77 

6 緩和醫療病房慶生會 11 318 

7 血液腫瘤病房活動 5 44 

8 緩和醫療病房卡片班活動 48 228 

9 腫瘤病房芳香治療活動 45 458 

10 腫瘤病房藝術創作活動 40 496 

以特定對象為主的支持團體/活動方案 場次 參加人次 

1 緩和病房年中關懷法會 1 185 

2 緩和病房喪親家屬聯誼會 1 52 

3 器官捐贈者家屬關懷暨聯誼活動 3 247 

4 心身症患者支持團體「從關係中看見自己」 16 110 

5 
門診病人成長支持團體 「美麗之心俱樂部同

樂會」 
1 5 

6 「The Rainbow Bridge」兒科喪親家屬團體 1 24 

7 早期療育兒童及家長支持活動 9 118 

8 早產兒回娘家 1 102 

9 太極拳健身班 24 129 

病友自助團體、外界單位辦理之團體方案 場次 參加人次 

1 兒癌病房活動 23 768 

2 心臟移植術後病友團體(菁心社) 4 190 

3 候鳥之愛歲末餐會 1 200 

4 口腔癌病友 6W3 病房關懷 2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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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演講、座談為主的教育性團體 

由社工師與醫療團隊共同辦理，邀請醫師、藥師、營養師、社工師進行主題

演講，並安排病友問答之互動，期待增加病友對自身疾病、治療方式、營養照護

等議題之瞭解，進而提升自我照顧能力，增加面對疾病的力量。 

乳癌醫學講座(真善美俱樂部) 

    癌症資源中心魏弘貞社工與本院乳癌病友團體「真善美俱樂部」舉

辦乳癌醫學講座，邀請初罹患腫瘤之病友及家屬參與，提供照護與治療

新知，每週定期至乳房外科病房進行新病友關懷外，也舉辦 2 場次醫學

講座，增進病友家屬對乳癌治療與照護的認識，  

4/26 由乳房醫學中心王明暘醫師演講「乳癌外科治療新進展」、腫瘤醫

學部張端瑩醫師演講「乳癌的藥物治療」，總計參加 169 人。 

9/10 由癌醫中心醫院醫療服務部林季宏主任演講「乳癌的藥物治療」、

放射腫瘤科郭頌鑫主任演講「乳癌的放射線治療」，總計 165 人參

與。 

  
4/26 乳房醫學中心王明暘醫師演講

「乳癌外科治療新進展」 

4/26 腫瘤醫學部張端瑩醫師演講「乳

癌的藥物治療」 

 

 

 



4 

 

頭頸癌病友團體(渴望聯誼會) 

    癌症資源中心魏弘貞社工與頭頸部腫瘤團隊舉辦 3 次醫學講座，並邀

請康復癌友進行心路歷程分享： 

1/10 由牙科部李正喆醫師演講「漫談口腔癌」、營養室郭月霞營養師演講

「如何吃出免疫力」，計有 118 人參與。 

5/21 邀請腫瘤醫學部高祥豐醫師演講「頭頸癌的藥物治療」、復健部徐紹

剛醫師演講「頭頸癌病友的復健」，計有 135 人參與。 

10/7 邀請耳鼻喉部婁培人主任演講「台灣口腔癌篩檢與治療成果」、腫瘤

醫學部王駿瑋醫師演講「放射治療新利器:談粒子治療」，總計有 84

人參與。 

  
1/10 牙科部李正喆醫師演講「漫談口腔

癌」 

1/10 營養室郭月霞營養師演講「如何

吃出免疫力」 

  
5/21 腫瘤醫學部高祥豐醫師演講「頭頸

癌的藥物治療」 

5/21 復健部徐紹剛醫師演講「頭頸癌

病友的復健」 

 

  



5 

 

乳癌病友「珍愛自己-快樂成長陪伴營」 

  癌症資源中心魏弘貞社工協助乳癌病友籌組「快樂成長陪伴營」，邀請

本院醫護人員，包括門診化學治療室謝文娟護理師、乳房外科病房王詩婷

護理師、江惠如護理師、營養室陳慧君營養師、物理治療中心林慧芬物理

治療師及朱美霖職能治療師等專業人員參與病友們的聚會，介紹乳癌治療

之手術、化療、營養、靈性、運動養生等各種議題，讓病友從知識/資訊學

習中獲取復原的力量。本年度共舉辦 40 場次、711 人次參與。 

  每季共進行十項主題，包括：1、認識乳癌及相關治療；2、勇於參與

治療（化療）；3、癌症者之營養－歡喜健康吃；4、與醫療人員互動－擴展

生命；5、面對停經(或更年期)功課；6、不再一樣的生活，活力人生；7、

生命對話，超越自我；8、術後復健運動，增進體能；9、信心強化－真善

美追尋；10、乳癌與生命轉彎。 

  

林欣蓉個案管理師介紹「認識乳癌及相

關治療 

陳慧君營養師介紹「癌症者之營養-歡

喜健康吃」 

  

林慧芬物理治療師介紹「術後復健運

動，增進體能」 

臺大社工系熊秉荃老師帶領「扎根信心

-真善美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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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癌病友團體(彩虹關懷團體) 

    沈祐伃社工師與婦癌醫療團隊舉辦彩虹關懷團體，邀請治療後之婦科

腫瘤病友家屬參與，安排健康講座介紹醫療新知外，由護理長與社工師帶

領團體回顧今日課程，藉由病友心情分享及互動諮詢，紓解身心靈之壓

力，全年場次如下： 

3/23 舉辦春季聯誼會，由童寶玲醫師演講「治療後婦科腫瘤婦女的反應和

照護」，共 32 人參加。 

6/14 舉辦端午聯誼會，由物理治療中心嚴筱晴物理治療師演講「治療後婦

科腫瘤婦女的復健運動」，共 29 人參加。 

9/7 舉辦中秋聯誼會，由營養室郭月霞營養師演講「婦科腫瘤婦女治療後的

營養照顧」，共 25 人參加。 

12/27 舉辦歲末聯誼會，由陳思臻臨床心理師演講「調適自我壓力及情

緒」，為年度最後一場聚會畫下圓滿句點，共 32 人參加。 

  
3/23 童寶玲醫師演講「治療後婦科腫瘤

婦女的反應和照護」 

3/23 由傅麗華護理長及沈祐伃社工師

(後排左一)帶領團體回顧 

  
6/14 嚴筱晴物理治療師帶領成員們一起

運動復健 

9/4 郭月霞營養師演講「婦科腫瘤婦女

治療後的營養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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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醫學講座 

    癌症資源中心魏弘貞社工與胸腔外科醫療團隊分別舉辦 2 場肺癌醫

學講座： 

4/30 邀請外科部徐紹勛醫師演講「肺癌的外科治療」、腫瘤醫學部徐偉勛 

醫師演講「肺癌的藥物治療」，共 191 位參與。 

11/23 邀請外科部陳晉興醫師演講「台灣新國病-肺癌篩檢與治療新趨

勢」、腫瘤醫學部許峯銘醫師演講「肺癌的放射線治療」，共 210 位

參與。 

  
4/30 外科部徐紹勛醫師演講「肺癌的

外科治療」 

4/30 腫瘤醫學部徐偉勛醫師演講「肺

癌的藥物治療」 

  

11/23 外科部陳晉興醫師演講「台灣新

國病-肺癌篩檢與治療新趨勢」由魏弘

貞管理師進行引言 

11/23 舉辦肺癌醫學講座，魏弘貞管理

師與陳晉興醫師、徐紹勛醫師合影 

 

 

 



8 

 

肝癌醫學講座 

    癌症資源中心呂佳蓉社工師參與臺大癌醫中心醫院魏弘貞管理師舉辦

肝癌醫學講座，12/27 邀請腫瘤醫學部沈盈君醫師演講「肝癌治療新趨

勢」，營養室郭月霞營養師演講「護肝飲食這樣吃」，有 99 位病友家屬參

與。 

  
12/27 腫瘤醫學部沈盈君醫師演講「肝

癌治療新趨勢」 

12/27 營養室郭月霞營養師演講「護肝

飲食這樣吃」 

 

 

淋巴癌醫學講座 

    癌症資源中心魏弘貞社工與腫瘤個管小組舉辦淋巴癌醫學講座，

6/17 邀請台成幹細胞治療中心林建廷醫師演講「淋巴癌治療新進展」及

護理部張喬芳護理師演講「淋巴癌照護面面觀」，總計 181 位參與。 

  

6/17 台成幹細胞治療中心林建廷醫師

演講「淋巴癌治療新進展」 

6/17 護理部張喬芳護理師演講「淋巴

癌照護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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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腸直腸癌醫學講座 

    癌症資源中心魏弘貞社工與腫瘤個案管理小組舉辦大腸直腸癌醫學

講座： 

1/24 邀請外科部周宗欣醫師演講「大腸直腸癌篩檢與治療」、腫瘤醫學

部邵幼雲醫師演講「大腸直腸癌的藥物治療」，有 144 人參與。 

12/27 邀請外科部周宗欣醫師演講「大腸直腸癌篩檢與治療」、腫瘤醫學

部呂理駿醫師演講「大腸直腸癌的藥物治療」，有 105 人參與。 

  
1/24 外科部周宗欣醫師演講「大腸直

腸癌的篩檢與治療」 

1/24 腫瘤醫學部邵幼雲醫師演講「大

腸直腸癌的藥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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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臟腫瘤病友會暨醫學講座 

    王美晴社工師與胰臟癌多專科診療團隊舉辦 4 場病友會暨醫學講座: 

3/26 邀請王美晴社工師演講「胰臟病友社會資源介紹」、腫瘤醫學部呂理

駿醫師演講「胰臟癌簡介」，共 132 位參與。 

6/20 邀請營養室馮馨醇營養師演講「挑戰生命的機會談胰臟癌治療飲

食」、臺灣太極武術學院李佩懿老師演講「安胰太極」，共 110 位參

與。 

9/20 邀請腫瘤醫學部楊士弘醫師演講「胰臟癌的免疫治療」、綜合診療部

郭雨庭醫師演講「胰臟神經內分泌腫瘤治療」，共 149 位參與。 

12/20 邀請內科部張以承醫師演講「簡介胰臟癌與血糖控制」、麻醉部林文

瑛醫師演講「簡介胰臟癌與疼痛控制」，共 98 位參與。 

  

3/26 王美晴社工師演講「胰臟病友社會

資源介紹」 

3/26 腫瘤醫學部呂理駿醫師演講「胰

臟癌簡介」 

  
6/20 馮馨醇營養師演講「挑戰生命的機

會談胰臟癌治療飲食」 

6/20 臺灣太極武術學院李佩懿老師演

講「安胰太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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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惜照護-食在健康」全癌醫學講座 

    癌症資源中心魏弘貞社工與台灣癌症基金會共同舉辦「疼惜照護－食

在健康之營養講座」，8/26 邀請臺大癌醫中心醫院葉坤輝副院長演講「營

養是抗癌關鍵因素」、腫瘤醫學部廖彬志醫師演講「不讓疼痛問題絆住健

康」，以及台灣癌症基金會許嘉芸營養師演講「沒有胃口時，我該怎麼

吃」，總計有 232 位病人家屬參與。  

  

8/26 葉坤輝副院長演講「營養是抗癌關

鍵因素」 

8/26 腫瘤醫學部廖彬志醫師演講「不

讓疼痛問題絆住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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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瘤醫學講座 

    魏祥娟社工師與骨科部、腫瘤個管小組共同舉辦肉瘤醫學講座： 

10 /5 邀請皮膚部陳昭旭醫師演講「認識皮膚肉瘤」、營養室馮馨醇營養師

演講「肉瘤病人營養照護」，計 40 位參與。 

  

10/5 魏祥娟社工師(左一) 與骨科部舉

辦肉瘤醫學講座，與陳昭旭醫師、馮馨

醇營養師合照 

10/5 骨科部楊榮森主任為肉瘤醫學講

座致詞 

  
105 皮膚部陳昭旭醫師於演講結束後向

病人解說 

10/5 皮膚部陳昭旭醫師演講「認識皮

膚肉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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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癌友加油站」醫學講座 

  癌症資源中心魏弘貞社工與臺灣癌症全人關懷基金會合作舉辦 3 場醫

學講座，期望能提供康復階段的癌友更多衛教資訊： 

1/29 邀請麻醉部孫維仁醫師演講「太極拳運動在疼痛治療的角色」、臺

灣太極武術學院李佩懿老師演講「太極養生與健康促進」，共 135

人參與。 

5/31 邀請營養室郭月霞營養師演講「如何吃出免疫力」、臺灣大學體育

室蔡秀華教授演講「日常生活保健運動」，共 231 人參與。 

10/25 邀請精神部陳錫中醫師演講「失眠可以自癒~談非藥物的失眠療

法」，共 193 人參與。 

  

1/29 邀請麻醉部孫維仁醫師演講「太極

拳運動在疼痛治療的角色」 

1/29 臺灣太極武術學院李佩懿老師演

講，會後與工作人員合影 

  

5/31 邀請營養室郭月霞營養師演講「如

何吃出免疫力」 

5/31 臺灣大學體育室蔡秀華教授演講

「日常生活保健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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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衰竭病友會 

宋宛怡社工師與心衰竭團隊共同舉辦 5 場次的心衰竭病友活動： 

2/18 邀請蕭淑芳物理治療師示範「心衰竭居家運動」，並安排復健部莊泓

叡醫師演講「心衰竭復健」，總計 17 位病人參與。 

5/13 邀請北護分院林昱宏社工師演講「長照 2.0 介紹」，總計 15 位參與。 

7/22 由內科部姚宗翰醫師演講「流感疫苗知多少」，宋宛怡社工師介紹

「手繪曼陀羅」，總計有 20 位參與。 

10/14 內科部黃道民醫師演講「心衰竭與腎臟病」，營養室蔡書玫營養師演

講「保護腎臟怎麼吃」，計有 27 位參與。 

12/28 與藥師、營養師及個管師共同舉辦低鈉水餃 DIY 活動，由心衰竭團

隊成員準備低鈉餐點給參與病友，營養師指導病友包水餃並講解低鈉

水餃食譜及營養成分類別，宋宛怡社工師帶領破冰活動，最後由個管

師帶領病友分享，本活動於桂冠窩廚房舉辦，計有 32 位參與。 

  
5/13 由林昱宏社工師作「長照 2.0 介

紹」 

2/18 邀請復健部莊泓叡醫師演講「心

衰竭復健」 

  
7/22 由宋宛怡社工師帶領病友製作

「手繪曼陀羅」 

12/28 宋宛怡社工師舉辦低鈉水餃 DIY

活動，並帶領破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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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外科營養病友俱樂部暨健康講座 

  王美晴社工師與外科部、代謝暨微創基金會共同舉辦 2 場胃部術後病

友醫學講座： 

3/28 由外科部林明燦教授致詞，邀請外科部陳坤源醫師演講「我的甲狀腺

生病了」，共 80 位病友參加。 

12/12 由外科部林明燦教授致詞，邀請外科部吳經閔醫師演講「運用科技輔

助腸胃道手術病患：多些關心、多些安心」，共有 87 位病友參與。  

  

3/28 外科部陳坤源醫師演講「我的甲狀

腺生病了」 

12/12 外科部吳經閔醫師演講「運用科技

輔助腸胃道手術病患：多些關心、多些

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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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復原病友醫學講座及病友團體 

    李洋誠社工與肺復原中心合作舉辦 3 場次慢性肺病病友活動，包括： 

6/29 由張靜宜專科護理師及楊柏毅物理治療師帶領病友進行「熱身舒展

操」，楊珮瑜物理治療師、彭惠絹個案管理師、賴聖如營養師及李洋

誠社工帶領病友進行「知識問答」、並由吳佳陵呼吸治療師帶領「趣

味遊戲」，最後由病友經驗分享與交流，總計 35 人參與。 

8/30 舉辦「營養加油站」醫學講座，由營養室賴聖如營養師介紹「COPD

的營養照顧」，提供營養知識衛教，提升病友營養知識，加強面對疾

病之能力及降低疾病造成之困擾，計 7 位參與。 

12/20 舉辦長照加油站醫學講座，由護理部出院規劃小組李瑛如護理師分

享「長照 2.0 和輔具申請資訊」，提供長照資源和輔具申請相關管道

諮詢，計 3 人參與。 

  

6/29 肺復原病友舉辦病友團體，社工李

洋誠(右二)協助病友進行趣味遊戲 

6/29 肺病病友進行病友經驗分享 

  

8/30 邀請賴聖如營養師介紹「COPD 的

營養照顧」，由簡榮彥醫師致詞 

12/20 由李瑛如護理師分享「長照 2.0

和輔具申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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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及急性病房家屬衛教講座「家屬照顧小錦囊」 

    由高婉倫社工師統籌今年家屬衛教講座，邀請林海笛醫師、萬先亞

護理師、李亭儀職能治療師，以及田禮瑋社工師擔任主講者，分別針對

精神科兩大診斷急性期病人、家屬常面臨的狀況，提供初步的介紹，並

開放演講後的互動交流 Q&A 時間。若有特殊需求的家屬，也會由現場負

責主持的社工師可以回饋給病房內的照顧團隊，增進家屬與醫療團隊溝

通合作的管道，自 7/17 至 8/7 共舉辦四場次共計 33 人次參與。 

  
7/17 由高婉倫社工師主持、林海笛醫

師主講之「走出迷惘-認識精神疾病與

治療」  

7/24 由張如杏社工師主持、萬先亞護

理師主講之「當所愛的人生病了-如何

照顧生病的家人」 

 

 

7/31 由李俐俐社工師主持、田禮瑋社

工師主講之「誰能幫助我-常見社會資

源介紹」 

8/7 由陳韻如社工師主持、李亭儀職能

治療師主講「重新活出生活之美-認識

精神復健與職能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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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精神復健病房(1E3)家屬座談會 

    三樓日間精神復健病房每年運用周末時間舉辦兩次家屬座談會，由復

健病房的醫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及社工師一起討論家屬所關切的議

題，加強家屬在疾病認知及照護上的功能，同時在復健案例中看見希望及

未來方向，更重要的是提升家屬內外在資源感。最後，藉由雙向交流增進

家屬和工作人員與其他家屬之間交流互動的機會。 

    本年度家屬座談會由陳韻如社工師及李俐俐社工師於 6/15 與 11/30 舉

辦，協同三樓日間復健病房醫療團隊，共同致力讓精神疾病患者順利回歸

家庭、融入社會。兩場家屬座談會總計有 54 人次參與。 

 
陳韻如社工師主持成功復健病友現身說法 

 

雙向交流/綜合討論時間，家屬分享回

饋；李俐俐社工師開場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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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幼兒園鑑定安置說明會 

    蔡孟茹社工師為讓接受早期療育的家長瞭解入幼兒園之轉銜教育資

源，12/6 舉辦 109 年度之入學鑑定及安置座談會，邀請臺北市南區特教資

源中心廖女喬主任與劉從緯組長演講，協助早療家長瞭解入學鑑定安置流

程、各項資源運用及安置班型及服務內容，為孩子做入學前的準備，共 92

位家長參與。 

  

12/6 舉辦 109 年度之入幼兒園鑑定及安置座談會 

 

入小學鑑定安置座談會 

  蔡孟茹及沈祐伃社工師為讓接受早期療育的家長瞭解入小學之轉銜教

育資源，10/20 舉辦 109 年度入學鑑定及安置座談會，邀請臺北市西區特教

資源中心顏瑞隆主任演講，協助早療家長瞭解入學鑑定安置流程、各項資

源運用及安置班型及服務內容，為孩子做入學前的準備，共計 85 位家長參

與。 

  

10/20 蔡孟茹社工師為座談會進行引言 10/20 顏瑞隆主任介紹入小學鑑定安置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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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病房為活動場域的支持性、治療性團體 

針對住院中病人，社工師結合外界資源、依病房不同，運用音樂、繪畫、藝

術、閱讀、舞蹈、演劇、健身等媒介辦理病友支持性團體，期能提高病友於住院

期間的身心靈安適，讓住院中病人也可以透過與其他病友的連結，增加自我照顧

的能量。 

 

精神部 1E3 病房團體心理治療「心理演劇」 

   心理演劇治療為半封閉式團體，成員約有 60 位，每週五固定於早上

10 時至 12 時進行，為了幫助病人解決生活中所面臨到的人際問題、情緒

困擾、家庭互動問題、社區生活適應問題、個人內在的心理衝突等，由復

健病房醫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心理師、社工師組成治療團隊，在舞

台上協助當主角的病人以自我表達、角色扮演、角色交換、鏡觀等技巧，

達到情緒宣洩、擴大意識範圍、增加問題了解、行為演練、增加角色目

錄、角色統整的目的。團體開始前固定有治療團隊的會前會，用以交換病

人情況的訊息，討論可能的主角人選及可能的治療策略，團體結束後治療

團隊進行會後會，討論心理演劇的過程對病人的助益及探討協助病人的可

能策略。 

    108 年由陳韻如社工師主責參與每週團隊討論會及演劇過程，並與李

俐俐社工師共同和其他專業人員輪流擔任導演與輔角，共同透過演劇的方

式，促進病人的心理生活適應與健康。全年度總計 2,580 人次參與。 

  
李俐俐社工師擔任心理演劇導演，暖身

讓成員彼此交流 

陳韻如社工師擔任心理演劇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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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部 1E3 病房團體心理治療「生活萬花筒」 

生活萬花筒團體為封閉式團體，提供思覺失調症與躁鬱症病人的團

體治療，本年度由李俐俐社工師與李淑禎護理師共同帶領，固定每週四

下午 2:15 至 3:15 進行。藉著團體活動、角色扮演、書寫繪畫、經驗分享

與討論等多元進行方式，增進成員語言及非語言之表達、人際互動與生

活適應的能力，並從中獲得同儕的支持與鼓勵，協助病情穩定的精神疾

病患者適應疾病與因應壓力，以維持良好的生活品質。全年度共計 577

人次參與。 

 

李俐俐社工師與護理師共同帶領生活萬花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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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部 1E4 病房團體心理治療「共創天地」 

    共創天地為開放式團體，由高婉倫社工師擔任團體治療者，固定於每

週四早上 10:30-11:30 進行，每次成員約 4 至 9 名不等，於團體過程中透

過討論、分享、互動及回饋的方式，促進人際互動、增進自我的了解、提

升與人相處的能力、發展社交技巧、宣洩情緒、增進普同感、學習自我調

適與疾病適應及壓力因應方式、放鬆與休閒、增廣見聞。108 年 1 月進行

5 次總計 24 人次參與。 

 
高婉倫社工師帶領「共創天地」團體，傾聽成員經驗分享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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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析望腎友團體 

宋宛怡社工師與血液透析團隊舉辦 6 場次病友團體與節慶關懷活

動，共同為病友打造溫馨的醫療服務： 

4/15、4/18 舉辦烏克麗麗歌唱演奏表演，邀請汪忠仁烏克麗麗團參與，

汪忠仁先生分享自身患病經驗鼓勵病友及家屬，並率烏克麗麗演奏團

歌唱多首好歌，使病友及家屬有度過一段美好的音樂時光，計有 50

位參與。 

7/26、10/3、11/22 舉辦和諧粉彩畫活動，林玉梅老師以「圓」為主題，

指導病友及家屬創作和諧粉彩畫，在作畫的過程中得到鼓勵及增進自

信，並促進病友間的交流三場共計有 37 位參與。 

12/9 舉辦聖誕老公公手作布置活動，邀請病友一起手做聖誕老公公並布

置洗腎室，分享節慶氣氛，計有 12 位病友參與。 

  
12/9 舉辦聖誕老公公手作布置活動，

宋宛怡社工師(左一)帶領病友進行 

4/15、4/18 舉辦烏克麗麗團歌唱演奏

表演 

  
7/26 林玉梅老師以「圓」為主題，指

導病友及家屬創作和諧粉彩畫 

7/26 病友家屬所繪製的粉彩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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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膜透析腎友團體 

   宋宛怡社工師與腎臟科團隊於腹膜透析中心舉辦 4 場病友衛教活動： 

5/16 由林家德物理治療師向腹膜透析病友及家屬講授「洗腎病人日常運

動衛教」，總計 30 位參與。 

8/22 由鍾佳倫營養師向腹膜透析病友及家屬介紹「腹膜透析病人營養衛

教」，總計 25 位參與。 

10/3、11/22 舉辦腹膜透析病友和諧粉彩畫活動，林玉梅老師以「圓」為

主題，指導病友及家屬創作和諧粉彩畫，在作畫的過程中得到鼓勵及

增進自信，並促進病友間的交流，二場共計有 22 位參與。 

  
5/16 林家德物理治療師講授「洗腎病人

日常運動衛教」 

8/22 鍾佳倫營養師介紹「腹膜透析病

人營養衛教 

  
8/22 鍾佳倫營養師與病友家屬合影 10/3 舉辦腹膜透析病友和諧粉彩畫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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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和醫療病房慶生會 

    吳家鳳社工師與緩和醫療病房團隊每月固定為緩和醫療病房住院中病

人家屬舉辦慶生會，邀請慈善團體或藝術表演人員至病房義演，鼓勵癌末

病人家屬一起同樂，轉換心情，期待在輕鬆歡樂的氣氛下，依著旋律拍

手、輕唱、舞蹈；對病人與家屬而言，活動往往成為生命中的絕響、意義

非凡，活動後將病人家屬合影照片沖洗轉送予病家留念，總計辦理 11 場

次，計 318 人次參與活動。 

時間 表演單位 病人家屬人數 

1/14 臺大崇德青年社 23 人次 

2/26 足音合奏團 31 人次 

3/20 全體 6A 志工~~挺聲而出 29 人次 

4/11 好朋友樂團 25 人次 

5/10 臺北市國際排舞協會 33 人次 

6/17 百合愛心表演團 28 人次 

7/9 蓮華之音合唱團 31 人次 

9/19 電吉他 Solo 蔡堯淳 Nick Tsai 28 人次 

10/25 基隆長庚醫院情人湖院區志工隊 23 人次 

11/11 慈濟藝聯會 29 人次 

12/24 

雷香公益團網路歌手誘香、新北市三

重區流行創作舞蹈協會、新北市三重

區仁愛社區發展協會暨聖誕慶祝會 

38 人次 

  
5/10 邀請臺北市國際排舞協會表演及舉

辦慶生會，讓病人家屬轉換心情 

3/20 吳家鳳社工師(右三)與病房醫療人

員擔綱慶生會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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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和醫療病房慶生會 

  
1/14 緩和醫療病房舉辦慶生會，邀請

臺大崇德青年社為病人慶生 

12/24 邀請雷香公益團網路歌手誘香等

團體為病人舉辦慶生會與聖誕慶祝會 

  

5/10 慶生會後家醫部蔡兆勳主任偕同志工至病房為一一為病人獻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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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腫瘤病房活動 

  呂宜玲社工師與血液腫瘤團隊於病房陽光室舉辦 5 場病房活動： 

4/29、6/03、8/5、9/16 舉行拼布包 DIY 活動，邀請王惠珍老師帶領住院

病友家屬進行，總計 29 人次參與。 

12/25 邀請紐瑪室內樂團帶來耶誕與民歌曲目演奏，以音樂撫慰、療癒

住院病人及其家屬。由於樂團團長蔡文甄小姐有感家人曾住院化

療，了解治療這條路上病人的辛苦，主動與社工師表達希望可至病

房演奏，陽光室表演後並至病房為病人演奏，總計 15 人參與。 

  
王惠珍老師帶領病友進行拼布包 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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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和醫療病房卡片班活動 

吳家鳳社工師與緩和醫療團隊於病房交誼廳舉辦病房活動，由本院

志工蔡慧貞老師協同帶領病友與家屬製作，於每週三下午 14:00-16:30 辦

理卡片創作，透過藝術作品的製作，伴隨輕鬆歡樂的氣氛下，病友盡情

地發展交流、建立關係以及抒發情緒，讓末期病人與家屬暫時忘記「病

痛」與種種不適之身心靈症狀；同時透過活動營造病人與家屬間之溫馨

互動，讓彼此成為彼此美好回憶，減輕預期性悲傷反應。108 年共進行

48 場，病友與家屬計有 228 人次參與。 

  

蔡慧貞老師帶領病友與家屬進行卡片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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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瘤病房芳香治療活動 

  黃佳琦社工師與腫瘤醫學部病房共同合作辦理，由志工丁采晴老師

帶領，固定於每週四上午 10 點至 12 點於各腫瘤醫學部病房提供芳療照

顧服務(含 4W2、5W2、5W3、5W4、5E4、6E2 病房)，病人接受治療照

護過程若出現情緒適應問題或影響生活品質，照顧的家屬也容易出現疲

倦與痠痛的狀況，透過芳香療法的照顧可引導病人或家屬濕敷純露、精

油嗅吸、身體按摩以協助放鬆舒緩緊繃的狀態，轉化低落的情緒，提升

照顧的品質，芳香治療團體全年度進行 45 場次，共 458 位病友參與。   

  
芳療丁采晴老師示範臨床照顧服務予

社工實習生 

黃佳琦社工師(左一)偕實習生一同參

與芳療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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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瘤病房藝術創作活動 

    黃佳琦社工師與 5W2 腫瘤病房護理長合作舉辦住院病人之藝術創作

活動，定期於每周二上午 10 點至 12 點由李淑照老師帶領病友進行「禪

繞畫創作」；每周三上午 10 點至 12 點由蔡慧貞老師帶領病友進行藝術

創作，並依年節節慶不同設計多元的創作活動，內容包括卡片製作、蝶

古巴特、與燈籠 DIY、過年燙金紅包設計等，讓住院進行化學治療或癌

症症狀控制的病友，透過藝術創作的過程減輕不適感，病友們也藉由作

品的成果，展現自我的肯定與信心，提升心靈上的安適感，同時也增加

病友間連結互動的機會，促進彼此的交流、相互提供支持。藝術創作團

體全年度共進行 40 場次，共 496 位病友參與。 

  
蔡慧貞老師教導病友製作實用的面紙

盒 

黃佳琦社工師偕同病友一起創作屬於

自己獨一無二的過年燙金紅包袋 

  

最受病友喜愛的蝶古巴特創作手提袋 病友參與藝術創作活動，洪瑞隆醫師

於查房時至陽光室關心病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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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特定對象為主的支持團體/活動方案 

我們針對某些特殊需求的病友或其家屬，不定時辦理各類支持團體，希望創

造病友互動機會，建立病友間的聯繫，提高支持的強度。 

 

緩和醫療病房年中家屬關懷法會 

吳家鳳社工師與家庭醫學部緩和醫療團隊於 8/3 共同舉辦緩和醫療病房

法會，由緩和醫療病房靈性關懷宗教師─釋滿祥師父及來自各地的法師一同

為病房的病人、家屬們誦經祈福。關懷法會亦邀請到家庭醫學部蔡兆勳主任、

本室宋賢儀主任與緩和醫療團隊全體成員共同參與，場面莊嚴且溫馨，期待

透過活動讓曾住過緩和醫療病房之喪親家屬，得以抒發對於逝去親人的情

感，也能藉此提供喪親家屬適當的悲傷關懷，達到安寧五全理念，給予家屬

完整的支持、關懷與照顧。共邀請 598 位家屬來參加年中家屬關懷法會活

動，當日共 185 位家屬參加。 

  

8/3 舉辦緩和醫療病房年中關懷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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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和醫療病房喪親家屬聯誼會 

為了讓喪親家屬度過悲傷期，並且在療癒的路上不孤單，吳家鳳社工師

與家庭醫學部緩和醫療團隊共同舉辦緩和醫療病房喪親家屬聯誼活動，活動

由病房主任、護理長、宗教師、心理師等共同參與，於 12/7 舉辦，本年度活

動主題為「我與我自己」，透過正念與放鬆練習，讓喪親家屬漸進回歸自己的

身體，感受「靜與鬆」的感覺，帶著家屬進行精油的按摩方式，經由呼吸或

皮膚吸收進入體內，達到紓解身心壓力、穩定情緒，同時也營造一個自在談

話的環境，讓家屬能分享喪親後自我照顧的經驗，以達到彼此分享、傾聽、

宣洩悲傷情緒之機會，並能由團體陪伴鼓勵展現良好生活適應。總計 52 位

家屬參與活動。 

  

12/7 緩和醫療病房喪親家屬聯誼活動，
社工室宋賢儀主任致詞勉勵 

12/7 緩和醫療病房喪親家屬聯誼活動，
進行「相遇彩虹橋」摺心活動 

 

12/7 活動以彩虹橋上的相遇作為壓軸，為家屬與思念的家人祝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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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贈者家屬關懷暨聯誼活動 

  許彣伃社工師與外科移植團隊共同舉辦三場器官捐贈家屬關懷活動： 

3/9 與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合作，陪伴本院捐贈者家屬參與北

區器官捐贈家屬關懷活動「春訪野柳─聽浪觀海療心之旅」，社工師協

助帶領並陪伴家屬參觀野柳地質公園等地之生態導覽，藉由自然景觀

遊憩關懷家屬近況，聯繫家屬間情感，此活動共計 40 人參與。 

5/25 舉辦「禪『心』─器官捐贈者家屬聯誼旅遊活動」，帶領家屬至國立

傳統藝術中心宜蘭園區，乘船欣賞冬山河美景，透過東方禪手工吊飾

製作，讓捐贈者家屬分享捐贈後的心情，參與之捐贈者家屬共 37 名。 

12/28 與外科部器官勸募小組、公共事務室等單位共同舉辦「愛不止息」

器官捐贈感恩追思音樂會，邀請名聲樂家簡文秀教授、本院方怡婷醫

師與程劭儀醫師為捐贈者家屬獻唱與演奏，以及由「隨心所欲樂團」

演奏動人樂曲外，播放紀念專輯，邀請捐贈者家屬分享走過喪親之痛

的心路歷程，藉音樂會活動，一同追思與感念捐贈者的義行，並陪伴

器官捐贈者家屬走過喪親之痛，也至大愛至善牆追思對捐贈者的無限

感恩，捐贈者的大愛精神將永遠存續，音樂會總計 170 人出席。 

  

5/25 至宜蘭傳藝中心舉辦器官捐贈家屬
旅遊聯誼活動 

5/25 舉辦本院器官捐贈家屬旅遊聯誼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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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贈者家屬關懷暨聯誼活動 

  

12/28 舉辦「愛在憶起」器官捐贈感恩
音樂會 

12/28 方怡婷醫師與程劭儀醫師為捐贈
者家屬獻唱 

  

12/28 捐贈者家屬分享走過喪親之痛的
心路歷程 

12/28 賴副院長獻花予捐贈者家屬代表 

 

12/28 舉辦「愛在憶起」器官捐贈感恩音樂會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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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身症患者支持團體 「從關係中看見自己」 

  心身症患者於病情穩定時可維持整體認知功能及自我照顧能力，但即

使病情已相對穩定，在遇到生活或壓力事件時，仍容易陷入困境，源自於

對事情如何思考、如何看待自己與他人，以及人際互動模式等，皆可能影

響其自身情緒/病況的穩定度。接續 1E4 病人團體心理治療「共創天地」

的開放式團體模式，再由田禮瑋社工師經與 1E4 病房主任及病房討論會商

議討論後，正式展開新模式，改為梯次性、需報名經過評估、結合病人參

與日間復健治療目標，預備病人進入封閉性團體，以利人際關係動力的處

理，同時開放門診心身症病人參與。田禮瑋與高婉倫社工師共同辦理兩梯

次各八週的心身症患者支持團體，以團體模式致力於穩定患者，透過半結

構到無結構團體方式進行，關注病患的認知、情緒、行為層面，過程中藉

由體驗、聽取回饋等媒介，促進病患對自我內在感知的覺察，進而能夠掌

握自己，自我負責、成長、悅納，增長人際互動的滿意度，並能將自我覺

察的能力運用在日常生活中，穩定人際關係，以提升生活品質。兩期分別

於 4-5 月、7-8 月進行，單獨招募各連續八週之封閉式團體，兩梯次參與

人數及人次分別為 8 人、56 人次及 7 人、54 人次。 

  

田禮瑋社工師與高婉倫社工師共同帶領「從關係中看見自己」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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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病人成長支持團體 「美麗之心俱樂部同樂會」 

    為一個專為思覺失調症與躁鬱症病人量身打造的封閉式門診團體，

由陳韻如社工師、吳佳音職能治療師跨領域共同統籌規劃，協同門診醫

師共同致力於穩定病人的病況與增加病人的社會參與。於 106 年及 107

年度共舉辦了二梯次的團體，並於 3/7 舉辦病友回娘家活動，共 5 人次

參與，讓病友能夠在此園地彼此關懷與互動、抒發情緒、學習面對壓力

的因應之道，讓這園地成為病友們的支持系統之一。  

 

陳韻如社工師帶領「美麗之心俱樂部」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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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INBOW BRIDGE」兒科喪親家屬團體  

  林育如、蔡孟茹及魏祥娟等三位社工師與兒癌醫療團隊舉辦兒科喪親

家屬團體，除了追蹤關懷兒科病房之喪親家屬，也期望透過營造一個安全

的環境，讓家屬能自在分享喪親後的適應情形，並讓家屬彼此經驗分享、

傾聽、宣洩悲傷情緒之機會，令其感到不孤單。於 5/18 舉辦「『THE 

RAINBOW BRIDGE』兒科喪親家屬團體」。參與人員包括呂立醫師、丁

詠恬醫師、趙芳欣兒童安寧個管師、李蓉萱藝術治療老師與緩和醫療病房

組、兒醫院區組志工，進行「給孩子的禮物盒」、「彩虹上的悄悄話」以及

「心情分享」等活動， 共計有家屬 24 人(9 個過世病童)、有 7 個病童手

足參與，年齡範圍從 1 歲到 14 歲，本次活動參與家屬對於活動時間、場

地、內容、整體滿意度皆達 100％，活動的帶領方式、工作人員的服務滿

意度為 93%。 

  

林育如社工師（左一）為活動開場，帶

領團體 

呂立醫師（左三）致詞、進行認識彼

此活動 

  

「給孩子的禮物盒」活動，家屬專注的

製作孩子的所有珍貴回憶 

「彩虹上的悄悄話」活動，家屬向逝

去的孩子傾訴悄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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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INBOW BRIDGE」兒科喪親家屬團體  

 

「THE RAINBOW BRIDGE」兒科喪親家屬團體與會人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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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療育兒童及家長支持活動 

  蔡孟茹、江穗燕與沈祐伃三位社工師偕同復健部醫療團隊舉辦早療

兒童及家長支持的團體活動，說明如下： 

7/4 起至 8/22 每周四下午為期 8 週舉辦早療「慢飛天使」家長支持團

體，於兒醫四樓聯合評估室進行，主題包括：(1)藉由芳香療法幫助

早療家庭家長與幼兒情緒釋放與紓壓、(2)核心肌群訓練及伸展運

動、(3)音樂治療簡介、卡祖笛的親子對話課、(4)親子共讀技巧分

享、(5)孩子語言發展與親子溝通互動技巧的實際練習與應用、(6)遊

戲狀況與引導、提升親子共玩樂趣；與(7)了解壓力因應概念、學習

自我照顧等，藉由團體活動促進家長間的交流，提供教養資訊與正向

支持，家長表示在親職技巧上收穫許多，並對於自身照顧壓力亦有覺

察，提升自我照顧之能力。八週共 87 人次之家長及兒童參與。 

7/27 偕同復健部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與語言治療師舉辦親子旅遊活

動，前往亞太生態園區，藉由活動讓醫病間相互認識，也進行安排焢

窯體驗、生態園區導覽、甲蟲彩繪存錢筒 DIY。同時由社工實習生帶

領團康活動，最後由社工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

所設計之親子闖關活動，活動包括 4X4 賓果連線、水槍闖關、自己

禮物自己包、玩轉紙風車、親子捏捏樂等，藉由活動讓早期療育家長

紓解壓力、增進親子互動。亦讓早期療育家庭彼此有交流之機會、增

進家長間情誼，同時也增進早療家庭與醫療團隊的互動與認識。共

31 名早期療育家長及兒童、10 位工作人員參與。 

  
7/4 舉辦早療「慢飛天使」家長支持團體 7/18 陳佳琳物理治療師帶領團體進行

「核心肌群訓練與滾筒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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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療育兒童及家長支持活動 

  
7/25 由江亦薇音樂治療師帶領團體進

行音樂治療 

8/1 由蠟筆哥哥說故事帶領家長進行親

子共讀技巧分享 

  
7/27 舉辦早療活動，進行焢窯體驗 7/27 早療活動，親子彩繪甲蟲彩繪存

錢筒 

  

7/27 舉辦早療活動，由社工實習生團

康活動-大家來市場買菜 

7/27 舉辦早療活動，沈祐伃社工師

（左二）進行親子闖關-親子按摩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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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療育兒童及家長支持活動 

 

7/27 早期療育家庭旅遊活動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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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產兒回娘家活動 

    11/2 江穗燕社工師參與兒童醫院醫療團隊舉辦二年一度的「早產兒回

娘家」活動，以「希望之樹：幫助在隆冬之際探出新苗的早產兒長成大

樹」。邀請民國 100 至 106 年於本院住院、出生體重小於/等於 1,500 公克

的早產兒及其家屬參與，並安排新生兒科醫師、護理師、物理治療師與臨

床心理師為每位早產兒做健康檢查及發展評估。活動中並有兒童才藝表

演，展現兒童的活力與專長，並規劃最佳親子臉票選區與親子故事創作圖

文展示區，活動相當精采，讓昔日早產兒家庭回顧成長的點點滴滴。當日

共有 102 位早產兒小朋友參與。 

  

11/2 舉辦早產兒回娘家活動，家長與小

朋友參與盛況 

11/2 舉辦早產兒回娘家活動，由新生兒

科醫師為早產兒作健康檢查與發展評估 

  

11/2 志工支援早產兒回娘家活動 早產兒回娘家活動安排物理治療師與臨

床心理師為小朋友進行發展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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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產兒回娘家活動 

 

11/2 江穗燕社工師(前排右二)與醫療團隊等工作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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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拳健身班 

  癌症資源中心魏弘貞社工與輔助暨整合醫學中心合作，針對癌友舉辦

「太極拳養身與健康促進」之身心靈課程，邀請臺灣太極武術學院李佩懿

院長為癌友介紹「吐納八式」與「纏絲八法」等功法，教導癌友強身，帶

領病友藉由彼此之間的互動，啟發新的能量，並體驗各種輔助療法，以舒

緩癌症治療之身心靈壓力。共舉辦 24 場次、129 人次參與。 

  
李佩懿院長為癌友介紹「認識太極拳，操作簡單舒筋健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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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友自助團體、外界單位辦理之團體方案 

為了讓病友有更多的參與選擇，我們積極與外界單位合作，協助本院病友參

加院外的活動，讓病友可以走出醫院、走入人群。此外，也參與各病友自助性團

體所舉辦的活動，增加病友交流，建立關懷與支持網絡。 

兒癌病房活動 

  林育如社工師聯結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會、送養者聯盟、星際

義工隊、順基國際、同畫世界兒童圖畫玩偶、紅龜好事與黑筠瀚教育基

金會等團體，在兒癌病房舉辦教育性與聯誼性兼具的活動，豐富在院治

療的病童生活，相關活動內容如下： 

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會邀請病情穩定病童參與「活力補給日」與

「桌遊童樂會」活動，共舉辦 11 場次、226 人次參與。 

2/20 與同畫世界兒童圖畫玩偶、紅龜好事推動舉辦「主角從畫裡跳出

來了-心陪伴玩偶訂製」活動，延續 107 年邀請病童自由創作喜愛的人

物，量身訂製成獨一無二的玩偶，並於本日邀請知名網紅 howhow 一同

到病房發送，製作的玩偶與病童手繪的圖畫相當逼真，栩栩如生，共有

16 位病童與家長共同參與。 

4/14、9/25 及 11/25 與兒童友善醫療團隊分別協助三位兒癌病童舉辦慶

生或出院 Party 活動，總計有 60 位參與。 

4/18 與床邊病童教學老師共同舉辦「兒科病房的親子童樂會：熱壓棉

花糖巧克力吐司與桌遊」，帶領病童製作熱壓吐司，後由病童教學老師

與學生進行桌遊，共計 26 位參與。 

5/2 及 5/9 與床邊病童教學老師共同舉辦「歡慶母親節：仿奶油土蛋糕

製作」，邀請於兒醫 5PE、13PW、13PE 病房兒科病房住院超過 2 週

以上之病童進行活動，病童教學老師先導讀繪本，再解說奶油土蛋

糕製作過程，在病童的巧手下完成蛋糕，將蛋糕送給媽媽，表達對

媽媽的愛與感謝，共計 30 位病童參與。 

5/23 與順基國際有限公司舉辦「親子手作文創 DIY」，運用創新環保

PP 合成材質的紙材，將紙藝文化結合創意，讓病童在醫院中也能益智

學習，DIY 製作成籃球、棒球、車子與存錢筒等物品， 親子同樂一起

動手完成，相當有成就感，共有 30 位病童及家長參與。 

8/25 聯結多位攝影師和彩妝師舉辦「讓我照著你」親子攝影活動，免

費協助 5PE 及 13PW 病房病童及其家屬拍攝合照，舒緩治療期間緊



46 

 

兒癌病房活動 

張壓力，難得能再妝扮與家人或醫療團隊成員合影，也讓長時間住

院的病童對於第一次化妝感到興奮，露出許久不見的笑容，用照片

捕捉家人間真實動人的片刻。共計 50 位病童及家屬留影作紀念。 

10/31 聯結送養者聯盟、星際義工隊於院區舉辦萬聖節聯歡活動「英雄

萬聖趴」，由受大眾歡迎的星際系列電影中的人物扮演，當人物出現在

病房時，與病童及家屬熱烈合影，總計有 250 人次參與。 

12/18 舉辦親子羊毛氈 DIY 手作課，羊毛氈老師是新生兒科病房的遺族

家屬，感謝醫療團隊的照顧，而志願來病房開課，有 14 位病童參與。 

12/4 至 12/25 台北歐洲學校(TES)的 AGAPE 社團以及黑筠瀚教育基金

會於病房舉辦「與愛相伴-在書裡聽見平安的鐘聲」博客來網路書店贈

書給住院病童活動，總計有 66 人次參與。 

  

5/8 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會舉辦

「活力補給日」 

6/19 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會舉辦

「桌遊同樂會」 

  

2/20 發送由公司製作病童屬意的畫裡

主角而成的玩偶，於本日贈送予病童 

8/25 聯結攝影公司舉辦「讓我照著

你」親子攝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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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癌病房活動 

  

10/31「英雄萬聖趴」活動與醫療人員

合影 

10/31「英雄萬聖趴」，病童與蝙蝠俠合

影 

  

4/18 病童教學老師帶領熱壓棉花糖巧
克力吐司活動 

5/2 舉辦「歡慶母親節：仿奶油土蛋糕
製作」活動，病童教學老師導讀繪本 

  

5/23 舉辦「親子手作文創 DIY」 11/25 呂立醫師與醫療團隊一同為楷峻

舉辦出院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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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移植術後(菁心社)病友團體 

  菁心社為本院積極參與之心臟移植術後病友的自助性團體，定期於門診

關懷提供需進行心臟移植或經心臟移植術後之病人家屬，朱志奇社工師與心

臟外科醫療團隊，出席心臟移植術後病友每季定期聚會，關心術後病人社會

心理層面之適應情形，亦提供醫療照護與社會福利諮詢，總計出席 4 次社員

大會，此外 10/13 參與社員聯誼活動，至台中清水鰲風生態園區踏青，五次

活動總計有 360 人參與。 

  

6/6 朱志奇社工師(右一)出席第二季慶生

餐會 

5/18 朱志奇組長參與心臟移植術後病友

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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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鳥之愛歲末餐會 

   王美晴社工師於 1/12 參與移植病友歲末餐會，臺大候鳥之愛移植病友

團體自民國 82 年成立至今，現已有會員 300 多人。目前病友組織在醫護團

隊的協助下已能穩定運作，除了平常肝臟&腎臟移植門診時，協助病人就診、

分享移植經驗及提供問題諮詢外，也會在歲末時節辦理聯誼活動，邀請移植

醫師、團隊成員與病友、家屬一起同歡，並頒發 10 年、20 年、30 年…等移

植成果獎項，醫病之間互相勉勵、彼此祝福，席開 27 桌，社工師參與摸彩、

頒獎等活動。 

  

1/12 王美晴社工師參與候鳥之愛歲末餐會，

並上台頒獎 

候鳥之愛歲末餐會邀請移植外科醫師、移植

小組等團隊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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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癌病友 6W3 病房關懷 

  癌症資源中心魏弘貞、呂佳蓉社工師每月與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之

口腔癌志工定期至病房進行口腔癌新病友關懷訪視，提供病友相關福利

諮詢，每月關懐 2 次，全年總計關懷 189 人次。 

  口腔癌病友們在身體痊癒後，以正面積極的態度將罹病的經驗，轉

化為熱誠服務病友，投入志工服務的行列，秉持「以癌友服務癌友」的

信念，至病房進行關懷訪視，透過自身經驗的分享，使病友及家屬減少

不必要的焦慮，安心接受治療，協助病人及家屬度過難關。 

  

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志工至病房進行口腔癌病友關懷訪視，呂佳蓉社工師參與關懷

口腔癌病友，與病房護理長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