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癌症資訊全人關懷協會 

第二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一、  時間：2009年 12月 26日  下午 3：30-5：30 

二、  地點：台灣癌症資訊全人關懷協會 會議室(台北市民權東路

三段 189號 7樓) 

三、  出席人員： 

        理事：謝瑞坤、呂宜興、葉坤輝、廖宗琦、方俊凱、李英

芬、賴裕和、蘇文浩 

監事：黃純瑩、鄭翠芬 

四、  請假人員：蔡麗雲、林哲斌、林榮錦、邱昌芳、張正雄、趙

大中、侯明鋒、王正旭、張明志、劉景萍 

五、  列席人員：彭安林、黃信凱 

六、  主席： 謝瑞坤           記錄：黃信凱 

七、  主席致詞：又到了年底回顧的時間，謝謝各位的付出。我們

今年最大的進展的是新網站上線了，新的設計，大家的反應也不

錯。新的網站出來我們總是要有新的作為，各方有給我們建議，

我們希望找一些同好，未來要做得更好，謝謝大家。 

八、  報告事項： 

A.  協會營運報告 

          i. 新版網頁上線 

在各方委員的努力之下，新版的網頁順利上線營運，相較於舊

版網頁，有著更活潑的色調，適宜的網站架構，以及更人性化

的使用介面，從今年十月截至十二月二十四日為止累積點閱次數：

132,508次。 

新網站的特色為： 

⚫活潑的版面設計，請芯瑤為我們作設計。 

⚫清楚的分類架構。 

⚫一目了然的中央動態訊息。 

⚫畫面簡潔，容易閱讀。 

⚫提供更方便的繁、簡體互換。 

⚫網友的心情分享區，可以由官方挑選較佳的文章。 

⚫醒目的伙伴超連結。 

⚫舊網頁會持續營運半年的時間。 

⚫十二月開始採用 google的記數器，其內建的統計軟體，

更能有效分析瀏覽數據。 

⚫從 google 的資料顯示，七成的使用者是經過搜尋引擎

找到 TCI網站，另外有兩成是直接連結進來。 



⚫【認識癌症】是使用者主要觀看的頻道，其中又以腹部、

早期發現及腦癌為使用者最常觀看的資料。 

⚫【認識癌症】是目前網站瀏覽率最高的頻道，各種癌症

都有詳細的解說，是民眾喜愛的原因。 

⚫【我的部落】提供類似部落格的心情分享區域，只是目

前人氣不高，尚未有群聚效應出現，尚待推廣。 

⚫【專業諮詢】同樣為最夯的頻道，由專業醫師在三天內

回覆，是民眾尋求第二意見的專區。 

⚫【活動快訊】提供協會活動的公告頻道，未來會放入政

府及其他 NGO的活動公告，讓民眾一站得知所有活動。 

⚫【資訊站】主要是提供最新的研究發展報告，之後會加

入醫學年會的摘要報告，豐富內容。 

⚫【藥品字典】提供民眾和專業人員在用藥上的參考，也

提供常見的治療組合供參考。 

⚫【醫護專欄】主要是提供最新專業人員瀏覽和投稿頻道，

而【熱門新聞討論】也是民眾愛看的文章。 

⚫【臨床試驗】在國內相關資訊整合不全，而這頻道則是

希望聚合眾人之力，為民眾提供相關資訊。 

⚫【社會資源】包含支持團體、政府/非政府組織以及專業

醫師資訊的整理，減少民眾尋找的時間。 

        ii. 開站問卷調查 

目的：藉由問卷調查可以進一步了解使用者對於本網站的使用

方式，包括使用者的行為模式、使用者族群分析、新網站的接

受度、網站使用意見…等等，協助網站更新設置及推廣。 

活動期間：2009/11/15~2010/1/31(首頁動態訊息中輪播) 

活動辦法： 

即日起凡填寫完整問卷者每人都可獲得 TCI 網站便利貼小禮一

份(每人一份)。參加以人為計次，每人限填一次問卷。 

活動截止後將抽出 30名，每人一份 TCI 4G隨身硬碟，感謝大

家的擁躍支持。 

活動歡迎台、澎、金、馬以及海外的華人參與，唯因禮物寄送

問題，本活動的禮物並不寄到海外地區，如有不便敬請見諒。 

問卷分析調查結果： 

⚫建議增加活動快訊內容、藥物資訊、法律條文、飲食營養資訊、

政府資訊、正面勵志文章以及成功個案分享。 

⚫建議提高社群參與度，部落格人氣不高。 

⚫建議多對外推廣網站，知名度不高。 



⚫囿於目前首頁為輪播出現，並非每位網友進入 TCI 後皆可得知

活動，且時間較短，故樣本數目前仍太少。 

⚫明年度會針對以上意見採取改善的措施。 

  

      iii. 開站遊戲 

目的：開站活動最主要的目的在於提升使用者對本網站的熟悉

度，藉由簡易闖三關活動，增加網站與網友的互動同時認識 TCI

所提供的內容以及網站的利用率和曝光度。 

活動期間：2010/1/15~2010/3/31 

活動辦法：第一獎： TCI，4G隨身碟，每月 30名共 60名  

          第二獎：TCI，多功能便利貼，每月 30名共 60名 

          轉介獎：TCI，4G隨身碟，每月 20名共 40名 

活動內容：主要是分為三個關卡，從易到難，我們也設有網站

的地圖協助找尋答案，活動是一月份開始。 

B.  編輯活動報告 

   編輯主委致詞： 

   又到了歲末喔，感謝各位編輯委員的幫忙，未來也要請各位繼

續幫忙。 

          i.  FAQ回應 

95~98年 TCI網站 FAQ累計總共 1057題，已經是一個很大的資

料庫，特別感謝~TCI編輯委員的幫忙，未來仍需請大家多幫忙!

各分類別如下 

疾病類別 副作用類 藥品相關 診斷相關 安寧照護 臨床試驗 心理調適 

523題 91題 82題 295題 19題 29題 18題 

98 年 TCI 網站 FAQ 累計總共 406 題，相較於 97 年的 283 題，

有大幅度的成長。 

疾病類別 副作用類 藥品相關 診斷相關 安寧照護 臨床試驗 心理調適 

107題 39題 46題 184題 8題 11題 11題 

        ii.  熱門新聞回應 

95~98年 TCI網站熱門新聞回應累計達 34篇，98年則有 29篇，

相較於 97 年的 7 篇也有大幅度的成長。感謝~TCI 編輯委員的

幫忙，未來仍需請大家多幫忙！ 

      iii.  國中生癌症教育課程設計 

李英芬督導致詞： 

⚫目的：學生的為修改方針，調整原有上課講義。 

⚫進度：教材編寫由『蔡麗雲主任、李英芬督導及劉景平護理

長』共撰寫第一版本，目前已完成。 



⚫另外，由於圖片的使用有版權的問題，建議由我們自己來拍

攝繪製。舉例來說，台大某課程使用網路上的版權圖片而正

在司法訴訟中，那我們現下使用的圖片是來自於政府單位的

圖片，是屬於公開使用的不會有問題。對孩子來說文字比較

枯燥無味，建議我們能夠提供屬於自己版權的圖片，而這樣

也會有一致性。 

  

        iv.  線上癌症大考驗 

目的：透過實體的演講後，於網路舉辦遠離癌症知識大考驗，

藉由參與癌症網路知識問答，加深課後學習效果，並且經由活

動轉寄功能，擴大至全省國中生一同學習並對癌症有正確的認

識。下半年做了以下的調整，增加網站的點閱率，今年四月上

線至十二月二十四日已有 1919人次參加線上考驗!! 

期間: 2009/4/1~2009/12/31 

實體： 

⚫配合台東地區國中生演講、發公文以及學生活動宣傳明

信片至台東、花蓮、南投以及屏東等偏遠縣市之國中學

校。 

⚫延長活動時間，由原本的十一月延至十二月。 

  虛擬： 

⚫Yam天空的網路新聞。 

⚫八月分題目在編輯委員的努力之下由原本只有是非題

增加選擇題，共增加 45 題題目，以維持新鮮感。目前

共有 124題目輪播，其中 79題為是非題，45題為選擇

題。 

⚫及格者約占 55% 。 

  

  

  

  

⚫各地參與人次以台東最多。 

  

  

C.  推廣活動報告 

           i. 國中生遠離癌症教育課程計畫 

目的：教育國中生從青少年起對於預防癌症、遠離癌症有正確

認識，並且影響其家庭，期待一同建立健康生活型態。今年總

共安排八個場次，如下表： 



日期 地點 題目 主講人 人數 

4/3 
卑南國中 

大禮堂 

癌症是什麼？ 
林炯森醫師 

台北馬偕醫院 /血液腫瘤科主治醫師 
425 

4/8 
鹿野國中 

大禮堂 

癌症是什麼？ 
侯明鋒 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癌症中心主任 
170 

4/22 
豐田國中 

大禮堂 

癌症是什麼？ 
謝瑞坤 醫師 

台北馬偕醫院/血液腫瘤科主任 
265 

5/8 
初鹿國中 

大禮堂 

癌症是什麼？ 
張正雄 醫師 

彰化基督教醫院/血液腫瘤科主治醫師 
130 

10/15 

泰源國中 

大禮堂 

癌症是什麼？ 
謝瑞坤 醫師 

台北馬偕醫院/血液腫瘤科主任 
150 

11/11 

知本國中 

大禮堂 

口腔保健，遠

離紅唇 

夏毅然 醫師 

三軍總醫院/口腔外科主任 
200 

11/16 

都蘭國中 

大禮堂 

癌症是什麼？ 
李英芬 督導 

台北馬偕醫院/護理部督導 
註 1 

12/9 

花崗國中 

大禮堂 

癌症是什麼？ 
鍾昌宏 醫師 

基督教門諾會醫院/放射腫瘤科主任 
120 

註 1，該校由於當天因感冒請假人數達教育部規定而全校放假。 

⚫建議製作教具，以利戶外教學使用。 

⚫遠離癌症講座成果分析–以知本國中為例 

上課的內容你覺得? 

  

醫師的演講你是否聽得完全明白? 

非常同意                非常不同意 

  



上課後你是否能對癌症有初步的認識? 

非常同意                非常不同意 

  

參加後，你會盡力遠離癌症因子嗎? 

非常同意                非常不同意 

  

   

         ii. 九十八年與希望協會合作事項 

⚫藉由與希望協會合作，延伸宣傳觸角每兩月一次的希望會

刊，會刊載一則本會網站上之FAQ，九十八年度共6則FAQ。 

⚫TCI提供 10台電腦於全台灣各醫院之希望小站。 

日期 醫院 

98年 1月 高雄榮總、高醫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新店

慈濟 

98年 2月 奇美柳營分院 

98年 3月 花蓮慈濟 

98年 5月 林口長庚 

98年 7月 新店慈濟、中國醫、苗栗大千 

98年 11月 高雄長庚 

⚫參與會議推廣 

◼於二月十三日至台大醫院參加國際護理學會宣傳。 

◼於九月二十日至台中榮總參加台灣癌症安寧緩和醫學

會宣傳。 

◼今年癌症醫學會無法參加，希冀明年度可以順利參展。 

⚫協會由原本台北市民權東路三段 189 號六樓遷至台北民權

東路三段 189號七樓。 

◼搬至七樓每年租金成本可節省 108,000元 

◼租金包含網路費及水電費用。 

◼可提供開會場地。 

九、  討論提案 

A. 工作計畫 

          i.   兒童癌症資訊網站 

目的：架構以孩童閱讀為主的癌症資訊網，預計明年年中

上線。 

討論：1.為了使兒童更容易使用，網站整體主架構須重新

編寫。 

      2.同時網站內容需再增加，敦請編輯委員幫忙。 



決議：通過。 

         ii.   TCI網站內容增設與維持 

目的：豐富內容，持續更新。 

討論：1.藥物組合查詢— 目前尚未完成。 

      2.新增全國各醫院癌症相關的進行中的臨床試驗資

料。(目 

        前各醫院臨床試驗部分皆被要求公開，臨床試驗

資訊都放 

        在網路上，更方便我們進行整理。) 

      3.2010年癌症類別重新審核。 

決議：通過。 

       iii.   TCI網站推廣 

目的： 增加網站的點閱率和使用 

討論：1.針對使用者意見進行網站內容編修、調整。 

      2.開站活動。 

      3.學生網路競賽。 

      4.參與各種網站競賽，，如營火獎和金手指，提高

知名度。 

      5.定期舉辦網路活動，增進網路 TCI社群的參與度

及網站知 

        名度。 

      6.增加與於其他癌症團體合作機會，提高曝光率。 

            例如：參與抗癌鬥士網路版相互合作，將鼓勵人心的癌

症鬥 

           士故事推向全球、與希望合作在網路創造虛擬的抗癌接力

等活 

           動。 

            7. 密切留意明年度各項網站比賽 

決議：通過。 

         iv.   校園講座推廣 

目的：延續今年受歡迎的校園講座，讓學生從青少年養成

良好的健 康習慣，癌症遠離威脅並且於家庭中發揮功能。 

討論：1.台東地區 全年 8場。 

      2.花蓮地區 全年 8場。(慈濟腫瘤醫療團隊為配合

的夥伴， 

        由我們提供教材。) 

      3. 另，希冀未來的都能找尋當地的團隊配合，運用

在地的 



         資源，以利永續發展。 

決議：通過。 

  

          v.   癌症教育課程的製作 

目的：提升校園講座的教育品質及建立網路教學組。 

討論：教材校具的製作及網路課程的建立，良好飲食、癌

症預防、常見癌症說明等等主題的模組課程。 

決議：通過。 

  

B. 收支預算表 

科目 98 年度 99 年度 
98 與 99 年

度 說明 

款 項 目 名稱 預算數 預算數 預算數比較 

1     本會收入經費 3,050,000 
3,050,000 

0   

  1    團體捐款 3,000,000 3,000,000 0   

  2    個人捐款 50,000 50,000 0   

2     本會支出經費 3,150,000 
2,843,500 

-306,500   

  1    業務費用 
2,002,500 2,014,000 

11,500   

    1     稿費 
350,000 350,000 

0   

    2     網站費 
1,102,500 944,000 

-158,500   

            網站維護費 
240,000 240,000 

0   

      
      簡繁體互換

費 4,000 4,000 
0   

            網頁架設費 
858,500 700,000 

-158,500 國中教育課程網路工程 

    3     活動禮品費 
120,000 120,000 

0   

    
4 

    宣傳活動費用 
300,000 500,000 

200,000 
增加宣傳的學校數量 



      

十、  臨時動議 

             i.       謝瑞坤理事長提議：與美國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協調合作，由我們翻譯他們現有的教材，作

為宣導之用。翻譯的部分可以交由賴裕和理事所帶領的

學生群進行翻譯，由本會提供獎品，獎勵翻譯學生，不

僅可以節省稿費，也可以讓學生學習回饋社會。 

決議：通過。 

十一、    散會 

 

    5     展覽費 
30,000 30,000 

0 

    6     會議費 
100,000 70,000 

-30,000 實際會議數量不多 

3 2    辦公費用 
937,500 829,500 

-108,000 

  

    1      購置費 
50,000 50,000 

0 

    2      租賦費 
234,000 126,000 

-108,000 
支出減少是因為搬遷至七

樓 

    3      運費 
10,000 10,000 

0   

    4      人事費 
467,100 467,100 

0   

    5      交通費 
30,000 30,000 

0   

    6      郵電費 
40,000 40,000 

0   

    7      保險費 
72,000 72,000 

0   

    8      寬頻費 
14,400 14,400 

0   

    9      水電費 
0 

  0   

    10      手續費 
0 

  0   

    11      雜費 
20,000 

2000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