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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廖肇華

走過凜凜寒冬，徐徐春風撲

面而來，生命故事在疫情的寒冬

中依然留下美麗意境，2021年

聖誕鈴聲悄然離去，在每一段小

小的溫馨傳愛中，匯聚成一處溫

柔之境，撫慰著每個進出醫院病

友的心靈，在愛與盼望中開啟了

新的一年。

綜觀這些跨越艱辛的時日，

我們努力去經驗自己未曾熟悉的

領域，協會理監事與工作同仁們

共同研商如何因應醫療的進步、

世局的變遷仍將我們的愛與關懷

推展到全台各地甚或偏鄉醫療資

源不足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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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就是在別人的需要上

看見自己的責任。透過資訊的發

達，我們有幸在線上

相遇，連結了許多素

未謀面卻像家人般親

近的病友及家屬，在

迫切的需求中，我們

仍排除萬難扶持，以

實際行動前去關懷。

愛～不只是在言語和舌頭

上，總要在行動和真誠上表

現出來。

面對新的一年我們仍將

持續藉由資訊與通信科技以

面對瞬息萬變的局勢，在協

會善心平台上，迎接各項新

的挑戰，讓愛在你我當中永

不止息！



臺北榮總楊淑賢社工師

社工督導梁乃文 「健康之源：優質睡眠」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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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多方協商與評估，協會季

刊因應環保將轉換為春夏、秋冬

兩版，盡量減少紙本，開始推行

電子刊物，並加強應用網際網路

方式，將所有舉辦醫療專題講座

採錄影方式保存，上傳至官方網

站，讓需求者更容易取得資源與

訊息。

今年三月，長期幫助我們

的北榮楊淑賢社工師由服務三十

多年的榮總社工師職務退休，她

的愛心伴隨著協會成長，許多病

友都受過她的關照，物換星移她

社工專責越加精深，愛心與能力

更是廣披病友及家屬；因協會的

需求，在夥伴們誠摯的邀約歡迎

中，我們得著菁英全力加入協會

愛心行列與大家並肩作戰，可喜

可賀！

初春時刻，向大家問候之

際，更祝福您身心靈健壯，得以

乘風破浪，迎向各種挑戰，享受

得勝且豐盛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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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友支持團體服
務

本會自110年，開啟一系列的

病 友 支 持 團 體 活 動，分 別 建 立

LY M及MM病友支持團體。兩個

團 體 的 剛 開 始 成 形 的 契 機 不一

樣，前者是以小團體為雛型，參加

成 員僅有六人，因有一人固定缺

席，故最終參加成員僅有五人，主

要是聘請諮商心理師來帶領五次

的團體活動，再加上疫情因素，採

線上形式進行活動，且需要開鏡

頭，活動內容從關係的建立到使

用媒材來訴說自己的心情，並分

享自身的經驗，與其他病友做交

流，也從過程發掘自己的優勢，

最後彼 此回饋 及寫信給未來一

年後的自己，這是一個建立更深

層關係的病友支持團體，也因如

此，在進行活動時，有人數上的

限制，避免無足夠的時間進行深

層交流，在五次的團體活動結束

後，這樣的五人團體便成形；後

者則是以大團體為雛形，因為在

辦理小團體時，發覺大部分的病

友不太 願意參 與 培養深層關係



MM病友支持團體LYM病友支持團 AML病友支持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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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友支持團體，尤其是在訴說的

部分，對病友而言是不太自在，故在

MM病友支持團體，我們是採線上講

座的方式辦理，分別聘請醫師、護理

師、營養師、生命教育講師來主持，

以及病友自己主持的交流座談，過程

中不需要開啟鏡頭，也可以默默地參

加上課，五次後大家熱烈回饋、欲罷

不能，期待能延續辦理。而今年我們

預計要再多成立一個AML病友支持

團體，加上原有的LYM及MM病友支

持團體，共有三個病友支持團體，雖

然後續活動尚未公告，若大家有任何

建議，可以進來社群留言或來電告知

我們，我們會斟酌主題，邀請相關領

域的講師來上課，歡迎有興趣的病友

及家屬加入！

◎病友支持團體的社群皆屬於匿

名社群，故在掃描後，必須回答問題

（真實姓名及電話），群組的暱稱則

由自己決定，可以使用綽號或小名。

陳郁欣 護理師 舒宜芳 營養師 蔡淳光 血液科主治醫師



營
養
專
欄

Turmeric

www.tbmtsa.org  6

薑黃（Turmer i c）為薑科薑黃屬植

物，其根莖部常用來食用或藥用，能廣

泛用於許多疾病，亦用於一般食物中的配

料，生食粉料、乾品均可。它與一般薑有

什麼不同？在外觀上相似，但營養成份則

大不相同，在本刊98年07月出刊（23期）

的薑（夏日藥食兩用的食材）一文中看出

有所不同。但在歷史及生長過程則很相似

為一年生植物，薑黃在每年12月下旬採回

製成產品（粉、乾薑片）。薑黃、鬱金、

莪朮都有薑黃，同屬薑科，因成份的性味

功能，在中醫看薑黃辛苦、溫、鬱金、辛

苦寒。薑黃破血行氣，通經止痛，鬱金活

血止痛，行氣解鬱清心涼血，疏肝利膽。

莪朮則類鬱金性能，一般採用薑黃得事前

請教，細心審查使用目的，在西醫療中用

途廣泛，採用不對也不行，好在使用量上

食用不多，傷害有限，但須慎用。薑黃生

於向陽地。分佈於福建、廣東、海南、貴

州、台灣、雲南、西藏，東亞及東南亞廣

泛栽培，國外、印度、非洲、印尼…等地

有種，鬱金為藥材用的產在四川溫江及樂

山地區，廣東也產莪朮（述藥）亦產上述

地方。呈乾片、厚狀、液狀（油劑呈現）

使用時略加分辨，以防用錯。

薑黃均含有薑黃素，具有抗氧化作

用，和抗炎症反應，適用於癌症，心血管

疾病…等。據2006年行政院衛生福利部調

查研究中指出，含有薑黃素的薑黃、鬱

金、莪朮三種同含薑黃中的薑黃素混用於

臺灣中藥市場。但因在腸胃道吸收不易，

到了肝臟快速代謝，可用性不容易達到有

效的濃度，目前多半加入食物中增香氣，

和食物一起代謝，常加咖哩粉一起使用。

薑黃的營養成分

依據衛福部食品營養成分線上資料庫

提供如下：薑黃的重量100公克中所含的

營養成分：屬調味料，及香辛料類的薑黃

粉，屬混合均勻粉（110.10.03），熱量309

卡，水份6.5公克，蛋白14.6公克，粗脂肪

0.8公克，灰粉7.2公克，總碳水化合物69.0

公克，纖維14.6公克，葡萄醣0.69公克，

果糖1.1公克，半乳糖0公克，蔗糖1.9公

克，0礦物質，鈉5毫克，鉀3416毫克，鈣

142毫克，鎂269毫克，鐵5.4毫克，鋅2.3毫

克，磷364毫克，銅0.515毫克，錳4.564毫

克，維他命K1 13.75微克，維他命K2 31.35

微克，維他命B1 0.14毫克，維他命B2 0.16

毫克，維他命B群與C 557毫克，維他命

B6 0.13毫克，維他命B2 0微克，葉酸28毫

克。水解胺基酸總量市13660毫克，天門

冬Asp 2476毫克，酥胺酸Thr 750毫克，絲

薑 黃
雅 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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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酸Ser 740毫克，麩胺酸Glu 1825毫克，

脯胺酸258毫克，甘胺酸725毫克，丙胺

酸Ala 532毫克，胱胺酸Cys 178毫克，纈

胺酸Val 844毫克，上述成份中，維他命

K1及K2有抗凝作用，維他命B群和C合計

5.57毫克，B6 0.13毫克，葉酸均有價值，

特殊成份是薑黃素。

1.黃心的薑黃（片薑黃），除薑黃素

類，倍伴萜類及酸性醣等化合物。

2.鬱金：主含薑黃素類化合物及揮發

油。薑黃的藥理作用保肝、抗血凝和抑制

血小板聚集，降血脂、抗氧化、生育、腫

瘤，病原微生物及原蟲，有毒。鬱金的藥

理作用是緩解肝內損傷性免疫反應，中樞

神經抑制效應，保護心肌損傷，保護肝損

傷，抗孕，在功能上區別薑黃、辛、苦、

溫。鬱金：辛、苦、寒。薑黃破血行氣，

通經止痛。鬱金：活血止痛，行氣解鬱，

清心涼血，疏肝利膽。莪朮類鬱金富含醇

及酮。

薑黃與癌症關係

薑黃在薑科植物中含有薑黃素的種類

有薑黃，莪朮和鬱金三種（但其他書籍

中，尚有高良薑，淡乾薑可能同名異科）

，均含有薑黃素，屬於抗氧化力強的植化

素，抗癌功效，含有多酚的食品和藥品，

也含有少許松烯類的藥食成份叫薑烯，

占薑黃重量的1%-3%不等，分別以不同類

別，1918年國際正式說薑黃素可以抗癌。

薑黃素能抑制癌細胞生長，促進癌細胞凋

亡，降低癌細胞的侵犯性和轉移性，因而

對多種癌症都有預防和治療的功效，如非

小細胞肺癌，薑黃素能增加化療藥物的治

療效果。降低乳癌侵犯周邊組織或轉移的

風險。對攝護腺癌細胞中因有薑黃素亦能

促使癌細胞凋亡，逆轉癌細胞的抗藥性，

增加癌細胞對藥物的敏感性，達到治療目

的。含有葉酸可抑制細胞訊號傳遞功能。

因癌細胞的成長需要生長激素造成癌細胞

分裂成長而受抑制。薑黃素可增加身體的

抗氧化能力並加強免疫系統能力，是抗癌

者第一要素，達成抗癌體力的基本力量。

薑黃與疾病關係

薑黃素能抑制心肌細胞肥大、延緩高

血壓或心肌梗塞所引起的心臟衰竭。對糖

尿病前症（第二型）轉變成糖尿病的風

險。在印度和中國傳統醫學中，用來治療

有千年歷史，能有效降低血糖和糖化血色

素，尿糖及改善胰島素的敏感性，增加胰

島素及脂蛋白脂肪酶的分泌，因此對於糖

尿病的血糖控制，血脂肪異常，都有發揮

治療效果。至於腎單核細胞和巨噬細胞堆

積在腎絲球內病變，造成細胞死亡及腎臟

纖維化，因用薑黃之故，對其減少巨噬細

胞和單核細胞的浸潤，得以減輕腎功能衰

退的速度。減緩腎功能的惡化和衰退。固

薑黃素有抗發炎及抗氧化的作用，因而對

於肥胖及相關的慢性病，具有預防和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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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效。至於骨質疏鬆的途徑因由薑黃

的使用再活化骨質，恢復造骨細胞的增

生，緩解骨質疏鬆的嚴重度。薑黃素亦

能分解沉積在腦組織類澱粉斑塊，減少

腦細胞的壞死。減少神經細胞凋亡。薑

黃素的抗氧化作用可減少乾癬病兆的氧

化壓力，因利用薑黃素的抗炎的特性，

抑制皮膚細胞的異常增生，同時降低血

清中50%的發炎因子。薑黃含有維他命

K1、K2，有抗凝作用，對病毒和血液有

凝固功能差，若屬有血液凝固病情者，

有助益，尤週邊血液凝固有問題者。維

他命B群（B1、B2、B6、B12）在薑黃含

有維持每日維生素消耗，不可或缺，鉀

含量高，列入統計參考使用量，加以利

用或控制。

薑黃的吃法

薑黃食用品，其成品市售：有罐裝

飲料、乳製品、烘焙產品、冰淇淋、優

格、薑橙汁、餅乾、糖果、蛋糕、調味

粉、薑醬汁。做成咖哩粉、生的薑黃、

乾燥的薑黃片、薑黃油。佐料食用的薑

黃市場供應者呈黃紅色心長相如生薑、

味不像薑嫩，是苦澀味、性溫和寒不

同，目的也不同。

• 生薑黃：止血用，印尼老人家對產

婦產後出血，傷口處用薑黃汁塗於

縫合傷口處作為止血用。當時很痛

疼，之後癒合很好，傷口用薑黃片

帖上可止血止痛。

• 薑黃的飲料：吃後藉由出汗及休息、退

燒、去風寒、止痛。

• 薑黃湯：在湯內主要配料是薑黃，實際上

是印尼的一種什錦湯，什麼都放，如黃

瓜、炸熟的雞蛋、干貝、一些豆芽、高麗

菜、紅蘿蔔…煮在一起成湯羹狀，此中

放入薑黃（拇指大小一塊薑黃，大約5至7

片），經常與米飯一起用手指抓著吃，有

消炎、消腫、減肥…功能，羹呈淡黃色，

美觀。

• 薑燒牛肉（羊肉）加入拇指片的3至5粒薑

黃過水去味，放鍋炒透加入薑黃（拇指大

的3至5片或一塊拇指大小），著色再加水

煮到軟，能吃再加番茄、洋芋、紅蘿蔔、

洋蔥再煮起鍋，有時加入咖哩粉食用。破

血行氣、通經止痛，能解血液凝固功能。

請看清放入的薑黃是實體堅實，斷面為金

黃色，氣味香濃才對（薑黃的實體樣），

有抗凝作用。

• 咖哩雞：一隻半土雞配一包咖哩粉（粉中

已含有薑黃），經過先炒好咖哩粉、蔥、

蒜、土豆、紅蘿蔔、番茄、洋蔥和出香味

後再放入半土雞炒勻，加水煮熟食用，不

必經常吃，因營養成分高，薑黃油脂高。

薑黃在此以增香氣及著色的調料呈黃色食

物，若出現無黃色者是另一種薑黃叫莪

朮，其薑切面是呈白色，作用相異，療效

不同，買時小心核對。

• 薑黃漱口水：口服或外敷，使用時間最多

不要超過八個月，若短期作為灌腸劑或漱

口水時，大致上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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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常用警示，特錄於此。

一、薑黃：薑黃藥理保肝，抗血凝和抑

制血小板聚、降 血脂、抗氧化、抗生

育、抗腫瘤、抗病原微生物及原蟲，有

毒性。性味辛、苦溫、能破血行氣、通

經止痛。（每次生用20公克，粉約1/2湯

匙和指示濃度若屬重量低於200毫克）。

二、鬱金：緩解肝鬱，體內損傷性免疫

反應，中樞神經抑制效應，保護心肌損

傷，保護肝損傷 。性辛苦寒，活血止

痛，行氣解鬱，清心涼血，疏肝利膽，

做成油劑，乾片、粉狀，藥用多，由處

方給予。

薑黃使用禁忌與選擇

薑黃以堅實，斷面金黃色，無辣味，苦

辛，湯呈黃色，氣香濃者為佳。性溫和與

寒涼，作用於人體結果不同一般說有下列禁

忌：

1. 為正值孕期或哺乳期，由醫師建議的藥

物。

2. 正在服用其他藥物，包括不需要處方，坊

間購買的成藥或指示藥物。

3. 對任何含有薑黃的物質過敏或對其藥物（

含草藥）過敏者禁用。

4. 本身患有其他疾病如生理系統失調，和其

他任何健康狀況不適者。

5. 對某些物質過敏，例如特定食物，人工色

素、防腐劑…等。薑黃和薑一樣腐爛後都

不能吃，會中毒，在禁忌中不適合的人（

食用者），以實際情況下有七種：

(1)體質燥熱者，薑黃少吃，易口乾舌

燥、便秘。

(2)準備懷孕、正在懷孕和經期階段的婦

女不適合吃。

(3)胃食道逆流的人，薑黃最常加在咖哩

料理中，會刺激胃酸分泌，加上其他

辛香料，會情況加重。

(4)剛手術後的人，因抗凝血活性，不利

傷口癒合。

(5)膽結石或膽道功能異常的人，薑黃會

促進膽汁分泌，因此膽結石或膽道異

常患者可能不適合補充或增加。

(6)高劑量的薑黃會降低血糖的後果，因

此糖尿病的人已吃降血糖藥不宜不必

加量受害。

(7)計畫生育的男性暫時慎食高劑量薑

黃，因會降低睪固酮，會減少精子的

活力。受妊機會受影響。

(8)貧血或缺鐵者若攝取大量薑黃可能會

阻止鐵的吸收，慎用才好。

◎附註：本文首先謝謝可愛的Tiana，蒐

集有關薑黃在醫學雜誌文獻資料，方能寫

出本文，也再謝謝我家南西（印尼人）對

薑黃的認識並煮食品，方有各種的吃法，

是一篇有趣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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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10月22日 

第十四屆第2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暨醫療健康講座

時間：10：00-12：00

地點：天成飯店悅華聽17F

04月23日

第十三屆第12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暨醫療健康講座「Fun輕鬆-

談壓力調適與共處」

時間：10：00-12：00

地點：天成飯店悅華聽17F

05月21日

「癌好由我們一起努力」

時間：13：00-16：00

地點：新光摩天大樓一樓廣場
07月23日 

第十三屆第13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暨醫療健康講座

時間：10：00-12：00

地點：天成飯店悅華聽17F

08月27日 

第十四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暨第十四屆第1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暨醫療健康講座

時間：09：00-12：30

地點：天成飯店天采聽1F

10月15日

「疫情之下，建立心關係」

─111年志工特殊訓練

時間：08：30-12：30

地點：天成飯店悅華聽17F

交通資訊
天成飯店：

•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43號/
臺北車站M3出口旁

新光摩天大樓一樓廣場：

•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66號/
臺北車站M8出口附近

◎詳細地點及時間以官網公告為主。



 　             心靈點滴

沈志萍

能有機會服務，表示有病人受益真的很感謝
捐贈者的無私，及替受贈者的福氣恭喜。

涂秀蘭

出勤時背著滿滿的希望、使
受得以著陽光，更感謝捐贈
者，及協會給的機會。

何淑蓮

能去取髓，表示我健康、我有時
間，所以能出勤，是我很大的福
氣很感恩，上蒼給的恩典。

11 中華骨髓移植關懷協會

雲彩般的

志工愛

郭秀鳳

參與志工服務多年，想撥出一點心力至周
遭，不管撥出多少，都是傳遞溫暖的起點，
生活不再只有「自己」。從事志工服務，心
中自然快樂充實，幫忙取髓工作意義重大，
促使我樂於參與。

羅梅瑛

擔任志工，讓我體驗到不只是
傳遞寶貴的骨髓，更多的是助
人與合作，這是擔任志工最幸
福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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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玉琴

從志願服務過程中，關懷
幫助需要的人，讓對方更
能肯定其生命的價值。

王麗女

很樂意做志工，其實去服務
是我一天最快樂的事！看到
他們平平安安健康出院，我
感到非常高興，也感謝協會
讓我有機會服務，謝謝！

蔡麗雪

志願服務是個人人生中的
經驗累積，與病友相互分
享其奮鬥的歷程，也與其
互相鼓勵，共勉之。

白若佳

在協會擔任志工將近五年，深刻學習到生命的
價值不在乎擁有豐富的物質生活，而是能在任
何情況都能擁有喜樂平安的旺盛生命力！

因此願意每禮拜花時間與協會
的病友聯絡，貢獻自己微薄的
心力關心陪伴，一起成長！

李碧雲

取髓志工是專業的延續、並
能發揮一點點的愛心！

才廣愚

因緣際會下加入取髓
志工行列，因此認識
了關於骨髓疾病的相關新知，及結識了其他
取髓志工新朋友。

雖然每次出勤取髓需要早早出門趕車、取
髓，並帶回醫院完成任務，但同時也促使一
位病患，可以有希望恢復健康，就感到無比
的欣慰，願每次的移植都能順利成功。

郭錦奇

在服務的過程中，感受到健康是
人生最棒的財富，平安是最美的
幸福，送快樂給病友，平安健康
一起來！



　            心靈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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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末年終，溫馨喜樂的聖誕節又到

了，讓人心中滿懷了無限的憧憬和喜悅。

記得在中學時代（我唸的是臺東女

中），班上有一位和我很好的同學-世芳（

到現在都還很懷念她）。每逢星期假日

都會到她家，和她一起騎單車和她家人

一起去教會。特別是聖誕夜，我們會跟著

許多人一起挨家挨戶去報佳音，唱著平

安夜的聖歌，把歡樂喜悅和感恩平安帶

到每個家庭中。為每一個庭祝福，希望每

個人在未來的一年都有一個平安喜樂、

無憂無慮且豐收的一年。

疫情稍微趨緩之際，12月22日我們舉

辦了到病房報佳音溫馨傳愛的活動。這天

上午09：30到恊會辦公室集合，理事長裝

扮成聖誕老公公拿手搖鈴、揹著大袋禮

物，我們志工們帶著聖誕節氣氛濃厚而

且閃閃發亮的頭飾，推著一車禮物，一路

走著把聖誕氛圍傳到每個角落，如歌曲所

唱：我們跟著和平歡欣歌聲翩然地來到血

液科每一個病房、每一床去報平安佳音，

為大家帶來早日康復的盼望與祝福，除了

收到禮物外更感受了心裡平安與喜樂。

理事長這位聖誕老公公以過來人的

經歷鼓勵著躺在床上的困苦病友，連陪伴

的家屬們都感動得頻頻拭淚，加油！漫長

治療過程雖艱辛，但忍耐著跨越而不放

棄，終將享受勇敢奮戰的美好果實。當病

人聽見了理事長的活生生的見證，病人的

眼睛從憂鬱的眼神中一個個瞬間轉變成

充滿著喜悅和希望。

聖誕
 佳音



111年『愛相髓』獎助學金申請 
第二階段公告 

• 收件日期：08月29日至09月30日 
• 繳交方式：親送或郵寄 
• 詳情請掃QR-code！或至官網
（tbmtsa.org）的表單下載處下載！ 

•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骨髓移植關懷協會 
• 若有疑問請洽（02）2874-8538蔡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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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隊伍，電訪關

懷志工白若佳吹奏著口

風琴，大家沿路唱著平

安夜和聖誕節的歌聲，

許多人興奮地說：聖誕

老公公真的來了！多日

來的疫情苦悶、就診看

病的不安，頓時煙消雲

散，排除憂鬱和低落的

心情，我們所到之處都

能感受到悲 傷 化 為喜

樂、憂愁轉為平安。每

一個微笑的臉龐跟著哼

唱著那熟悉的聖誕歌

聲，我真的很高興有機

會跟著協會團隊把愛、

喜悅和溫暖帶給每一

個人，即或走再遠的

路，耗 費再 多 的 體

力，都是值得的！



緣起
艱辛的治療過程中，難免遇到低沉的負面情緒，有些人選擇徜徉在藝術的懷抱裡，藉此

成為心靈的出口，由藝術創作、攝影及音樂等方式，帶給自己心靈的力量。

有鑑於此，除了文筆的分享外，我們也額外設置了藝文天地，歡迎大家投稿，提供自己
的創作，分享您對生命更深層的體驗，也讓勇氣與力量傳遞給大家，期待每個人都能找到屬
於自己的小天地！

投稿方式
將作品拍攝成照片、作品電子檔或影音檔投稿至tbmtsa@hotmail.com

若有疑問或需要協助，請洽（02）2874-8538

15 中華骨髓移植關懷協會

十幾年前由教職退休，剛開始學粉臘筆畫，這是要一層一層疊上來做層次，還要用打

火機燒粉臘，是很費工的，壞了可以再修飾。

這幅畫是我去埔里奧萬大回家時把當時看到的景色畫下來。

另一張是水墨花鳥，隨性創作小品。

病後人生，琴與畫仍伴隨著生活，帶

來無比樂趣，願以此畫和戰友們分享。

謝美麗
藝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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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10 月 -111 年度02 月服務成果

項目
 
 

月份

門診
服務

電話
關懷 舉辦活動 訪視關懷 移植座

談會
取髓
出勤

關
懷
病
友

民
眾
諮
詢

關
懷
病
友

活
動
邀
約

講
座

病
友
團
體

聯
誼

音
樂
主
題

無
菌
室

病
房
家
訪
自
體
異
體
臺
中
花
蓮
嘉
義

十月 0 0 11 48 42 17 0 0 20 0 1 2 3 0 2 2

十一
月 0 0 31 22 0 109 0 0 15 0 2 3 6 1 3 0

十二
月 0 0 27 0 0 32 0 0 19 0 4 4 3 0 1 1

一月 0 0 85 24 0 30 0 0 15 2 0 0 5 0 2 1

二月 0 0 116 0 0 0 0 0 11 0 1 8 5 0 1 2

合計 0 0 270 94 42 188 0 0 80 2 8 17 22 1 9 6

課程影片
↓

按讚按起
來↓

↑
官網~
最新消息
都在這

↑

接收消息
最迅速！



110年12月01日
麥晁新志工迎新活動

110年12月22日
病房聖誕報佳音

111年02月25日
社工督導榮退餐敘

111年01月23日第十三屆
第1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7 中華骨髓移植關懷協會

活動大紀事
110年10月23日第十三屆
第10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10年10月23日醫療健康講座

「健康之源：優質睡眠」



110年10月-111年02月醫療補助名單
學生姓名 獎助學金 學生姓名 獎助學金

湯○華 15,000元 游○發 15,000元
王○新 15,000元

總計 45,000元 www.tbmtsa.org  18

　

金額 捐款芳名

100元 張麗明

200元 王敔硯　丁子益　陳紹軒

215元 廖禹媃

250元 陳冠樺

300元 翁珮芳　林真慧  潘俊生  謝春年

340元 謝美蝦

400元 蕭翠淑

420元 謝麗翎

500元 蔡郁芬　廖肇安　陳泰廷　朱彥曦
徐寶珠　洪義村　江建菖　吳　純

600元 洪我郎　洪我憲　郭柏軒　無名氏

800元 蔡怡琪

1,000元 王永慶　洪美雪　吳修緯　朱翊瑞
陳御麟　葉秀蘭　李艾蓁　許洪琴
黃玉珍　蔡先倫　國艷春　徐建三
黃欣凱　孫蘭祥　侯愛花　鍾麗珍
簡權榮　葉建宏　李昀逸　王美玉
林翠娥　黃孟嬌　葉乃華　巫靜宜
林灑華　周奕良　魏筱嵐　魏憶琳
范定送　藍美琴　黃　甚　吳　沾
張林素雲　發票中

1,200元 廖弘仁

1,300元 羅高瑞瑤

1,400元 程芳芝　黃寶珠

1,500元 葉桂臻　劉林春梅　高林麗華  
王資普　洪天生

1,900元 楊汝免

1,967元 韓進忠

2,000元 周柏志　呂承恩　李淑貞　林晶美
林彩清　俞彩月　陸慈乾　林斯桐
陽純諸　蕭志旺　魏維峻　陳鶴洲
段文治　王禮忠　高裕富　李素丹
洪耀智　李葉鳳招 總金額共計：$607, 622元

2,500元 林佳篁　林亮瑄　林家怡　林靜怡
章永貞　溫樺嘉

3,000元 萬億錢　湯金龍　黃芳雄　萬譯云
張鈺淇　呂珮華　盧建君　陳采雲
陳簡玉梅　

3,300元 徐守智

3,604元 連瑤土

5,000元 林承寬　賴姵蓉　高仲俊

6,000元 黃光嬋　陳婧純　歐陽自立

70,00元 林玉惠

10,000元 張明才　黃美歡　林秀真　林岱麒
黃正麟　無名氏

11,000元 劉俊賢

12,000元 范鋼信

14,000元 蔡麗雪

15,000元 張浣芸　廖慶隆

20,000元 柴慧齡　何堯森　張快

24,109元 廖肇華

30,000元 李才華　祈佩君

50,000元 謝凱生

100,000元 陳祥甫

金　額 其　他

217元 發票箱現金

捐贈內容 捐贈單位

發票976張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停車場

發票547張 士東市場（黃光嬋）

發票70張 江翰威

110年10月-111年02月捐款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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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郵寄地址：112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201號

2.電子信箱：tbmtsa@hotmail.com

『抗癌路上，有你有我 』徵文活動

投稿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