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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多元病友團體方案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下，為積極進行感染管制措施，病友團體舉辦的

形式除實體課程外，更多以線上直播或預錄影片上架至影音平台的方式進行，

病友間因參與活動更加熱絡的氛圍雖因此受到影響，但對於提供病友衛教資

訊和治療期間的身心靈支持並未中斷，社工師協同醫療團隊仍持續進行各式

活動方案，來滿足病友家屬需求，陳述活動成果如下。 

以演講、座談為主的教育性團體 場次 參加人次 

1 營養補給班~癌症飲食系列講座 24 814 

2 乳癌醫學講座(真善美俱樂部) 2 78 

3 乳癌病友「珍愛自己-快樂成長陪伴營」 22 176 

4 肺癌醫學講座 2 271 

5 頭頸癌醫學講座 2 157 

6 肝癌醫學講座 1 37 

7 心衰竭病友會 4 85 

8 器官移植病友健康講座 1 32 

9 「癌友加油站」醫學講座 1 62 

10 門診精神疾病病友衛教講座「照顧小錦囊」 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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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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97 

2 緩和醫療病房節慶活動 1 75 

3 

兒

癌

病

房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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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時空碰到你」紅鼻子醫生視訊服務 28 1,276 

病童慶生與圓夢活動 4 55 

藝術教育課程 12 480 

快閃音樂會 1 50 

各式節慶活動 4 269 

以特定對象為主的支持團體/活動方案 場次 參加人次 

1 器官捐贈者家屬關懷暨感恩追思活動 2 189 

2 亞斯伴侶不孤單 6 46 

3 全癌病友身心靈團體 2 25 

4 心臟移植術後(菁心社)病友團體 2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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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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師、藥師、物理治療師、

職能治療師、營養師及心理師進行主題演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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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養補給班~癌症飲食系列講座 

  癌症資源中心呂佳蓉社工師與營養室馮馨醇營養師合作舉辦 24 場癌

症飲食系列講座，包括手術期間、化療期間及放療期間的營養攻略，並針

對各式癌別病友的營養照護進行介紹，考量疫情因素，進行方式包括實體

課程與線上直播課程，舉辦時間與主題如下： 

時間 主題 參與人次 

1/13 
手術期的營養攻略 

大腸癌病友的營養照護 
34 

2/17 
化療期的營養攻略 

乳癌病友的營養照護 
40 

3/10 
放療期的營養攻略 

甲狀腺癌病友的營養照護 
41 

4/14 
預防復發的飲食原則 

頭頸癌病友的營養照護 
68 

5/12 
手術期的營養攻略 

肺癌病友的營養照護 
58 

6/2 
化療期的營養攻略 

腎臟癌病友的營養照護 
41 

7/14 
放療期的營養攻略 

胃癌病友的營養照護 
53 

8/25 
預防復發的飲食原則 

胰臟癌病友的營養照護 
118 

9/29 
手術期的營養攻略 

頭頸癌病友的營養照護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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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補給班~癌症飲食系列講座 

時間 主題 參與人次 

10/20 
化療期的營養攻略 

乳癌病友的營養照護 
78 

11/24 
化療期的營養攻略 

肺癌病友的營養照護 
106 

12/15 
預防復發的飲食原則 

大腸癌病友的營養照護 
106 

 

  

  
1/13 馮馨醇營養師演講「手術期的營

養攻略」 

2/17 馮馨醇營養師演講「乳癌病友的

營養照護」 

  
5/12 馮馨醇營養師線上直播演講「肺

癌的營養攻略」 

7/14 馮馨醇營養師線上直播演講「放

療期的營養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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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補給班~癌症飲食系列講座 

  

12/15 呂佳蓉社工師(左)為線上直播講
座開場介紹 

線上直播時病友以文字訊息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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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癌醫學講座(真善美俱樂部) 

  癌症資源中心呂佳蓉社工師與乳癌病友團體「真善美俱樂部」舉辦 2

場次活動，提供照護與治療新知，同時也在癌症資源中心衛教諮詢室提供

頭巾取用與假髮租借服務，分述如下： 

10/24 舉辦新病友座談會，先進行「抗癌不孤單」主題，由呂佳蓉社工師介

紹「認識癌症資源中心」、王茹宜腫瘤個管師介紹「腫瘤個案管理照護」，

再邀請雲林分院麻醉護理師李溫女士分享「勇敢活出自己喜歡的樣子」，也

由化學治療室陳曉萍護理長演講「關於乳癌的你問我答」，共 33 位病友參

與。 

12/8 舉辦醫學講座暨真善美歲末聯歡活動，邀請復健部葉千瑜物理治療師

演講「告別痠痛，運動是靈丹」，營養室葉宜玲營養師演講「健康飲食·美

麗人生」，並安排病友交流茶敘時間，共 45 位病友參與。 

  

10/24 王茹宜個管師介紹腫瘤個管服務

內容 

10/24 李溫女士分享抗癌歷程，期許病

友都能「勇敢活出自己喜歡的樣子」 

  
10/24 呂佳蓉社工師與陳曉萍護理長、

李溫老師、志工合影 

10/24 病友 Teresa 分享~以自己化療期

間完成登山、多場馬拉松來勉勵病友

「遇見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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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癌醫學講座(真善美俱樂部) 

  
12/8 葉千瑜物理治療師演講「告別痠

痛，運動是靈丹」課程，病友一起伸

展運動 

12/8 葉千瑜物理治療師教導病友使用

彈力帶運動 

  

12/8 舉辦乳癌醫學講座與歲末聯歡活

動，呂佳蓉社工師與葉千瑜物理治療

師、輔療中心陳逸雯護理師合影 

12/8 營養室葉宜玲營養師演講「健康

飲食·美麗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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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癌病友「珍愛自己-快樂成長陪伴營」 

  癌症資源中心呂佳蓉社工師協助乳癌病友籌組「快樂成長陪伴營」，

邀請臺大護理系與社工系老師與本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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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疫情影響，4 月曾中斷至 10/25

恢復課程，平均每週聚會 1 次共計舉辦 22 場、176 人次參與。 

  舉辦的主題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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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師帶領進行「勇於參與治療」 林慧芬物理治療師介紹術後復健運動 

  
個管師介紹「認識乳癌及相關治療」 莊慧秋作家分享「寫出你的內心戲-60

個有趣的心靈寫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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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醫學講座 

癌症資源中心呂佳蓉社工師與胸腔腫瘤團隊合作舉辦 2 場次醫學講座，

考量疫情，邀請醫師以預錄影片方式上架本院健康影音平台，並於本院官方

粉絲團發佈訊息，讓癌友及其家屬連結聆聽。 

5/25 上架課程為邀請外科部胸腔科廖先啟醫師演講「肺癌篩檢與胸腔手術新

發展」，上架當日講座影片瀏覽人次達 145 人次。 

8/16 上架課程為邀請腫瘤醫學部放射腫瘤科楊文綺醫師演講「放射治療在肺

癌的角色」，上架當日講座影片瀏覽人次達 126 人次。 

  
5/25 廖先啟醫師演講「肺癌篩檢與胸

腔手術新發展」 

8/16 楊文綺醫師醫師演講「放射治療在肺

癌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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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頸癌醫學講座 

癌症資源中心呂佳蓉社工師與頭頸部腫瘤團隊合作舉辦 2 場次醫學講

座，考量疫情，邀請醫師以預錄影片方式上架本院健康影音平台，並於本

院官方粉絲團發佈訊息，讓癌友及其家屬連結聆聽。 

6/29 上架課程為邀請腫瘤醫學部放射腫瘤科陳婉瑜醫師演講「頭頸癌病友

放射治療與照護」，上架當日講座影片瀏覽人次達 62 人次。 

7/27 上架課程為邀請復健部戴孜玲物理治療師演講「頭頸癌病友的照護指

引與復健運動」，上架當日講座影片瀏覽人次達 95 人次。 

  
6/29 陳婉瑜醫師演講「頭頸癌病友放

射治療與照護」 

7/27 戴孜玲物理治療師演講「頭頸癌

病友的照護指引與復健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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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醫學講座 

  癌症資源中心呂佳蓉社工師與肝癌團隊合作舉辦醫學講座，11/28 邀請

肝炎研究中心曾岱宗醫師演講「讓肝癌止步~淺談 BC 肝炎治療」，腫瘤醫

學部劉宗灝醫師演講「保肝大作戰~肝癌的藥物治療」，共計 37 人參與。 

  
11/28 邀請肝炎研究中心曾岱宗醫師演

講「讓肝癌止步~淺談 BC 肝炎治療」 

11/28 邀請腫瘤醫學部劉宗灝醫師演講

「保肝大作戰~肝癌的藥物治療」 

  
11/28 癌症資源中心呂佳蓉社工師為演

講開場 
11/28 病友向曾岱宗醫師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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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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場次心衰竭病友活動，考量疫

情，除以實體課程，也同步進行線上直播，藉由醫學講座協助病友瞭解疾

病及提供醫療知識，解答病友困惑之外，更是增進病友間正向支持的最佳

機會。 

1/25 邀請內科部黃道民醫師介紹「心衰竭與腎臟病治療」，並邀請營養室

王文霆營養師進行「心衰竭與慢性腎臟病飲食」，計有 19 位參與。 

8/4 邀請復健部莊泓叡醫師演講「心衰竭的心臟復健簡介」，復健部滕婷物

理治療師演講「居家心臟復健」，計有 32 位參與。 

8/16 邀請內科部陳政維醫師演講「心衰竭與糖尿病介紹」，營養室詹貽婷

營養師介紹「心衰竭與糖尿病飲食控制」，計有 14 位參與。 

11/21 邀請內科部洪啟盛醫師演講「心衰竭與心律不整介紹」，陳建豪藥師

分享「心衰竭與心律不整藥物治療」，計有 20 位參與。 

  
1/25 黃道民醫師講授「心衰竭與腎臟

病治療」 

8/4 莊泓叡醫師講授「心衰竭的心臟復健

簡介」 

  
8/16 宋宛怡社工師主持病友提問   11/21 陳建豪臨床藥師講授心衰竭與心律

不整藥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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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病友健康講座 

  許麗雪社工師與移植小組、心臟移植病友會共同舉辦 1 場心臟移植病

友健康講座，於 10/1 邀請內科部陳永瑄醫師演講「後疫情時代呼吸照

護」，藉由醫學講座協助病友瞭解疾病及提供醫療知識，解答病友困惑之

外，更是增進病友間正向支持的最佳機會，共計 32 位病友參與。 

  
10/1 陳永瑄醫師予心臟移植病友進行

演講，會後大合照 

10/1 許麗雪社工師與團隊成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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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友加油站」醫學講座 

  癌症資源中心呂佳蓉社工師針對康復階段之癌友舉辦「癌友加油

站」課程，3/30 邀請精神部蘇泓洸醫師介紹「提昇抗癌續航力，找回睡

眠力」，營養室葉宜玲營養師演講「康復期的飲食原則」，藉由攸關身

心健康的睡眠議題與營養資訊分享，讓癌友及其家屬瞭解睡眠的重要與

治療過程如何吃得均衡與健康，共有 62 人次參與。 

  

3/30 由精神部蘇泓洸醫師介紹「提昇

抗癌續航力，找回睡眠力」 

3/30 營養室葉宜玲營養師演講「康復期

的飲食原則」 

  

呂佳蓉社工與葉宜玲營養師、輔療中心

陳逸雯護理師、志工合影 
課程結束後病友向蘇泓洸醫師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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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精神疾病病友衛教講座「照顧小錦囊」 

  李俐俐社工師統籌規劃 8/4 門診病人家屬衛教講座，並與陳力慈社

工師主講「照顧者如何自我照顧」與「常用的社會資源」，共同關注疫

情下的心理衛生與社會資源，在門診候診區進行演講，並與病人家屬進

行交流 Q&A 時間，鼓勵善用資源，提升調適能力以因應壓力，共 23 人

次參加。        

  

8/4 李俐俐社工師介紹「照顧者如何自

我照顧」 

8/4 陳力慈社工師介紹「常用的社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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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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劇等媒介辦理病友支持性團體，因為新冠肺炎的疫情因素，多數時

間由社工師與醫療團隊共同籌辦活動，待疫情解封後邀請公益團體參與。  

精神部 1E3 病房團體心理治療「心理演劇」 

  心理演劇治療活動為半封閉式團體，成員約有 60 位，每週五固定於

早上 10：00-12：00 進行，目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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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精神部醫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心理師與社工師組成的團

隊，在舞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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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有治療團隊會後會，討論心理演劇的過程對病人的助益及探討其他協助

病人的可能策略。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配合防疫政策，活動皆須保持

社交距離，心理演劇暫停舉辦。為兼顧防疫安全與病人活動參與需求，8

月起調整活動方式，由陳力慈、陳韻如與田禮瑋三位社工師與其他人員輪

流擔任原心理演劇時段的活動帶領者，採小班制，以活動、演講、欣賞影

片、討論、分享、書寫學習單的方式，達到獲得新知、如何安排生活增加

生活樂趣、增進疾病適應的目的。共進行 7 場，總計 197 人次參與。 

  
陳韻如社工師向病人說明生活新知以
利學習單的書寫 

田禮瑋社工師說明討論單的內容，透過大
團體提問協助暖身進入下階段的謄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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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和醫療病房節慶活動 

    吳家鳳社工師與緩和醫療病房團隊於 12/23 下午 14：00 舉辦聖誕節

關懷活動，至病房分送聖誕小禮物，同時進行疫情以來的第一次慶生會，

由程劭儀主任、姚建安病房主任、彭仁奎醫師、許美柔護理長、6A 志

工、吳傳健牧師與陳閩秀傳道一同關懷祝福病友及其家人，鼓勵癌末病人

家屬一起同樂，轉換心情，總計 75 人次參與。 

  
舉辦聖誕節關懷活動，程劭儀主任與醫療團隊致贈聖誕小禮物給住院病人家屬 

  
以歌聲「The Most Precious Gift」開啟

佳節關懷活動 
6A 病房志工夥伴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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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癌病房活動 

  胡善喻社工師聯結兒童醫院的兒童友善醫療團隊、床邊教學老師、

光點兒童重症扶助協會、紅鼻子醫生等團體，在兒癌病房舉辦教育性與

聯誼性兼具的活動，豐富病童治療的生活，活動如下： 

1、「穿越時空碰到你」：紅鼻子醫生視訊服務： 

因應疫情門禁管控政策，紅鼻子醫生無法定期於病房駐點服務，故改

為視訊及專屬影片活動，讓病童可配合療程及身體狀況每週預約 1 次

視訊，於視訊過程與紅鼻子醫生進行遊戲及音樂、舞蹈表演；對於過

去未曾接觸紅鼻子醫生的兒癌病童，則由紅鼻子醫生拍攝專屬影片，

讓病童可以經由影片觀賞專屬的小丑表演，藉由歡笑緩解身體與心理

上的病痛及壓力。本活動共計舉辦 28 場、1,276 人次參與。 

2、舉辦四場兒癌病童慶生與圓夢活動： 

(1)2/26 與友善醫療團隊、床邊教學老師共同於病房舉辦慶生會，邀

請病童與主治醫師一同進行射擊挑戰。另外安排病童最喜歡的釣

酒瓶遊戲，過程中病童主動指點團隊成員遊戲訣竅，讓參與者都

能順利同歡，該場慶生會共計 12 位病童及其親友參與。 

(2)3/7 因應病童生日及結束療程，與床邊教學老師於病房為病童舉辦

畢業同樂會。考量病人就學期間多在院治療，對於人際互動較無

自信，在同樂會中設計病人擅長的摺紙活動，教導其他病童及家

長們摺紙，讓病童在同樂會中發揮「暖男」特質，期望提升病童

自信，該場活動共計 15 位病童及家長參與。 

(3)8/9 因新發病病童的家人同時住院治療，為鼓勵病人在生日期間仍

積極面對療程，並替病人打氣，協助適應住院生活，由社工實習

生辦理慶生活動。考量病人將因治療落髮，於慶生過程中一同製

作「頭髮的家」，並邀請病童寫下與頭髮一定再度相會的話語，與

落下的頭髮置入「新家」中，期待治療順利結束，病童及家長共

計 16 位參與。 

(4)11/29 與喜願協會合作，為即將前往中國治療的病童在院舉辦圓夢

活動，同時邀請病童喜歡的偶像 Youtuber「黃氏兄弟」來院訪視與

病童合唱她最喜歡的曲子，該活動病童及家長共計 12 位參與。 

3、舉辦藝術教育課程：與光點兒童重症扶助協會共同舉辦，每月安排線

上藝術教育課程，讓病童可以與家長及病友透過視訊課程參與作品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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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癌病房活動 

作。總計舉辦 12 場次、480 位病童及家長參與。 

4、3/30 舉辦快閃音樂會：針對長期治療、年齡較大的青少年病人，為增

加其自信，由床邊教學老師協助，針對其專長於病房舉辦活動，其中

一位病人擅長爵士鼓表演，故舉辦音樂會，讓病人自信展露專長，共

50 位參與。 

5、舉辦各式節慶活動： 

(1)3/30 邀請紅鼻子醫生舉辦兒童節活動，當時正值疫情高峰，紅鼻子醫

生無法入院進行，改由醫療團隊協助發放兒童節禮物盒，內含紅鼻子

醫生繪本及招牌的紅鼻子道具，希望能讓無法實體接觸的病童們認識

紅鼻子醫生，總計 103 位參與。 

(2)5/13 由友善醫療團隊舉辦母親節活動，讓病童挑選適合母親的形容詞

以表達對照顧者的感謝，並拍攝親子紀念照留念，共 67 位參與。 

(3)12/24 至 12/31 由 5PE 病房護理師與社工師舉辦 HOHO X’mas～5PE 病

房聖誕活動，總計有 67 位參與。 

(4)12/25 與紅鼻子醫生舉行「聖誕公益禮盒送禮活動」，由紅鼻子醫生親

臨病房發送聖誕禮物盒，總計有 32 位參與。 

  
舉辦「穿越時空碰到你」：紅鼻子醫生透過視訊與病童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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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癌病房活動 

  

11/29 為病童舉辦圓夢活動，邀請其偶
像 Youtuber 黃氏兄弟進行見面會 

8/9 社工實習生為病童慶生，請病童寫
下化療後即將掉髮的感受，與頭髮對
話，期待頭髮新生的到來。 

  

2/26 盧孟佑醫師與友善醫療團隊、床邊教學老師共同為病童慶生，安排病童最

喜歡的釣酒瓶遊戲， 

  

3/30 舉辦快閃音樂會，病童表演爵士鼓 
與光點兒童重症扶助協會合作，進行藝
術教育課程，病童結伴視訊進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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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癌病房活動 

  
3/7 舉辦病童治療結束之畢業暨慶生同

樂會，由其發揮擅長摺紙的技藝，教導

來參加同樂會的病友及家長們摺紙。 

5/13 社工師及友善醫療個管師舉辦母

親節活動 

  

12/23 紅鼻子醫生於聖誕節親臨病房發放聖誕禮物盒，與病童及醫療人員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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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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官捐贈者家屬關懷暨感恩追思活動 

  許彣伃社工師與外科部器官勸募小組、移植團隊共同舉辦 2 場器官捐

贈家屬關懷活動： 

3/19 協同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及病人自主推廣中心於埔心牧場舉辦

「111 年器官捐贈者家屬關懷活動（北區暨中區場）」，透過進行捐贈者家

屬座談聯誼、餐敘，關懷捐贈者家屬及促進家屬間相互交誼。本院捐贈者

家屬共 30 位參與。 

11/19 與外科部、公共事務室等單位共同舉辦「與愛同行」器官捐贈感恩

追思音樂會，於兒童醫院 B1 視聽講堂，邀請名聲樂家簡文秀教授、薩克

斯風演奏家孫維廷老師與長笛演奏家華姵老師為捐贈者家屬演出以及播放

紀念專輯，邀請捐贈者家屬分享走過喪親之痛的心路歷程以及受贈者分享

移植後重獲新生的感動與感謝之情，藉音樂會活動，一同追思與感念捐贈

者的義行，也至大愛至善牆追思對捐贈者的無限懷念，並陪伴器官捐贈者

家屬走過喪親之痛，音樂會總計 159 人出席。 

  

3/19 陪伴捐贈者家屬參與器官捐贈移植
登錄中心舉辦之關懷活動 

3/19 捐贈者家屬於埔心牧場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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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贈者家屬關懷暨感恩追思活動 

  

11/19 賴逸儒副院長於「與愛同行」器
官捐贈感恩追思音樂會致詞 

11/19 聲樂家簡文秀教授於「與愛同
行」器官捐贈感恩追思音樂會致詞 

  
11/19 器官受贈者發表感言，感謝捐贈
者大愛 

11/19 賴逸儒副院長與胸腔外科徐紹勛
主任致贈花束予受贈者 

  
11/19 器官捐贈者家屬發表感言 11/19 周迺寬主任向捐贈者家屬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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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贈者家屬關懷暨感恩追思活動 

  
11/19 器官捐贈者家屬至大愛至善牆追

思對捐贈者的無限懷念， 

11/19 舉辦「與愛同行」器官捐贈者感恩

追思音樂會邀請捐贈者家屬參與 

  
11/19 長笛演奏家華姵老師為捐贈者家

屬演出 

11/19 薩克斯風演奏家孫維廷老師為捐

贈者家屬演出 

  

3/19 許彣伃社工師與器官勸募小組成員

一同參與器官捐贈者家屬關懷活動 

11/19 許彣伃、沈祐伃與宋宛怡社工師參

與「與愛同行」器官捐贈感恩追思音樂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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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贈者家屬關懷暨感恩追思活動 

 

11/19 舉辦「與愛同行」器官捐贈感恩追思音樂會全體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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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斯伴侶不孤單—思伴團體 

  精神醫學部簡意玲醫師在成人自閉症類群門診之看診經驗中，發現曾

有多對夫妻，因孩子診斷自閉症類群障礙症，妻子驚訝地意識到丈夫也有

和孩子相同的特質，要求先生前來接受診斷，並尋求治療。多位妻子提及

先生的亞斯伯格症特質如：不善溝通、無法表達情感、極度固執等，導致

夫妻嚴重失和，又如：先生難以表達與調控情緒，導致嚴重的親子衝突。

這些問題需要結構化的家庭工作來協助。於是田禮瑋社工師與簡意玲醫師

於 10 至 11 月開辦為期六週的「思伴團體」共計 6 次，分別擔任團體帶領

者與偕同帶領者。 

  思伴團體的名稱是「亞斯伴侶團體」的簡稱，「斯」取諧音的「思」，

從名詞變更為動詞，既幫亞斯包裝，不凸顯他們的特殊性，又帶出每對伴

侶在關係中都希望有人相互作伴，心與心可以相互靠近的「思伴」意涵。

此團體也希望提供一個支持性環境，讓身陷婚姻苦楚的人，看看別人、說

說自己，也能達到相互扶持前進的陪伴功能。 

    思伴團體參考有實證療效基礎的 PEERS 課程，將團體內容結構化，將

維繫關係的要件變成可依循的規則與步驟，在團體短講後搭配演練，讓每

對伴侶可以實際操作，輔以回家作業，在下一次團體的開始由男女成員分

別分享，了解在家執行的困難，達到團體教育與支持的效果。此次團體共

有五組亞斯伴侶參與，亞斯均為男性，伴侶均為女性，共計 46 人次參與。 

 
田禮瑋社工師主講，協助伴侶掌握自己所處家庭發展階段的任務，並讓
每組伴侶檢視自己處在什麼處境?會面臨的功課?與伴侶攜手合作時可以
注意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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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癌病友身心靈團體 

黃佳琦社工師與腫瘤個案管理小組共同舉辦 2 場次全癌病友身心靈團

體： 

8/25 邀請王絮潔老師舉辦「拈花惹草來舒壓」活動，與病友進行不凋花製

作，共計 10 人參與。 

10/27 舉辦線上「芳香療法身心照護」活動，邀請陳睿羚老師演講「芳香療

法身心照護」共計 15 人參與。 

  
8/25 由王絮潔老師帶領病友進行不凋

花製作 

8/25 病友會活動後，病友一起分享作品

合影 

  

10/27 舉辧全癌病友身心靈團體，邀請陳睿羚老師演講「芳香療法身心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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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移植術後(菁心社)病友團體 

  菁心社為本院之心臟移植術後病友的自助性團體，病友定期於門診關

懷需進行心臟移植或經心臟移植術後之病人家屬，朱志奇、許彣伃及許麗

雪社工師與心臟外科醫療團隊，於 3/18 及 9/16 出席心臟移植術後病友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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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 110 人次參與。 

  

3/18、9/16 朱志奇社工師(左一)出席菁心社慶生餐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