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愛的家長您好

用愛戰勝兒童癌症   建立癌童的全人關懷

在臺灣，每年約有 500 位新發病的癌症兒童，

當其他孩子快樂地成長時，這群孩子則在醫院裡勇敢地和病魔抗戰，

這是他們人生中的第一個大挑戰，也是癌童家庭的長期抗戰。

每個抗癌家庭背後，都有一個讓人動容的抗癌故事，

這是只有經歷過的癌童家庭才能了解，真摯且深沉的故事。

在勇敢接受治療的過程中，

孩子們的童心總能樂觀面對，帶給大人們努力往前的力量，

也提醒著我們，

在正規的醫療團隊治療與社會大眾的支持鼓勵下，

這群癌兒有極高的治癒機會。

目前臺灣七至八成的癌症兒童接受正規完整治療可重獲健康，

所以每個人都不應該放棄希望。

讓我們一起用愛協助孩子們，

勇敢面對治療過程中遇到的所有挑戰。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癌症基金會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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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父母的主要任務是保護您的孩子，但是兒童癌症

卻是父母完全無法準備及預防的，當然也沒有任何疫

苗可以保護孩子不受癌症的破壞性影響，這樣的影響

也會在整個家庭中產生效應。

當您的孩子確診罹患兒童癌症時，很自然地您會

有許多的情緒及焦慮感湧上心頭，儘管您希望自己能

努力的為孩子克服面對癌症治療的恐懼，但仍會同時

接收到來自專業醫療人員，或者各方親友等關心的訊

息，您或許知道要傾聽、理解這些訊息，但還是會被

孩子恐懼及痛苦的眼神給攪亂，甚至對於未來的不確

定性湧上心頭，讓您感到不知所措。

本手冊主要介紹兒童癌症相關資源，在孩子甫確

診罹癌之際，可能因而產生不同類型的需求，以下將

相關資源分為兒癌基金會服務、教育資源、兵役、其

他相關資源四大項，您可以依據您的需要，閱覽資源

並了解運用方式。



會談服務

會談服務是一種協助的方式，透過面對面的談話與討論，

可舒緩癌症所造成的精神壓力，與家長們一起分析、理解來自

各方關心的訊息，陪伴癌童及家長們在不同的治療階段中適應

各種情況，以及可能因治療而帶來的家庭轉變，並能協助家長

們找尋合適的社區資源來解決困境；因此，儘管孩子需要長期

面對治療的辛苦，家庭依然能繼續成長與發展。

基金會的會談人員是由一群受過專業訓練的社工組成，恪

遵守密原則，竭誠的為住院或非住院之癌症兒童及家長們提供

最適切的服務與協助。基金會相信每個人都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只是當下的困境讓您感到受挫，一時無法施展能力與動力；因

此，會談中社工會與您一起分析、討論所遇到的困難及問題，

絕對不會強行指導與批評您的決定。

基金會的社工可以透過電話會談、醫院訪視、家庭訪視或

在基金會辦公室會談等等方式，並可以E-mail方式進行問題諮

詢，讓您在陪伴孩子治療的路上不孤單。

兒癌基金會各區辦公室：

台北辦公室

電話：（02）2389-6221..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6樓

台中辦公室

電話：（04）2237-7563

地址：台中市北屯區進化北路63號7樓之1

兒
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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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辦公室

電話：（07）223-9520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206號8樓之7

社工諮詢專用E-MAIL：ccfrocsw@gmail.com

經濟援助服務

當孩子確診罹患癌症之後，醫院會立即協助孩子申請重大

傷病卡，以利後續治療可運用健保來支應相關醫療費用，相信

您也會啟動家庭可能有的醫療保險來支應治療期間所衍生的一

切開支。但是，罹患癌症兒童的家庭仍可能會遇到經濟上的困

難需要協助。

兒童癌症治療是長期性的，特別是治療過程中仍可能有少

部分的化療藥物是需要自費負擔的；另外，父母中必須有一人

辭去工作，專心照顧治療中的孩子，家庭收入頓時少了一半，

更遑論單親家庭中的經濟壓力。兒童癌症基金會除了提供經濟

援助之外，還協助家庭與社區間的資源連結起來。

兒童癌症基金會提供經濟補助項目如下；

一、新個案關懷補助：（基金會收案條件如下）。

....1.具中華民國國籍。

....2.十八歲以下之癌症兒童。

....3.有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者。

....4.填寫新個案關懷表。

二、醫療相關類：

....1.醫療費用補助。

....2.藥物費用補助。

....3.眼球或肢體摘除關懷金。

....4.義具補助（義眼、義眼片、義肢）。

兒癌基金會資源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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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緊急生活類

....1.急難救助補助。

....2.經濟弱勢生活補助。

....3.喪葬關懷慰問金。

附註：

1..因本基金會服務對象為18歲以下之兒童，故申請者初次發病、

...復發、二次癌等，年齡皆須於18歲以下，方符合申請資格。

2..醫療相關類，申請者須透過醫院社工室轉介，且需經由本基

...金會之審核小組評估，使得核發補助金額。

3..緊急生活類，可透過醫院社工室或本基金會社工協助申請，

...且需由本基金會之審核小組評估，使得核發補助金額。

4..以上補助均需檢附應備文件方能辦理申請。

5..詳細資訊可來電基金會各區辦公室洽詢，或上兒癌基金會官

...網查詢。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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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絲帶小勇士創作徵選

孩子罹癌後，必須經歷種種治療，他們的生

命就像歷經了特別的困難與磨煉，彷彿黃金在熊

熊烈火之中磨煉出閃亮的生命韌性與厚度，因此，

我們稱這群勇敢的孩子為「金絲帶小勇士」。

兒癌基金會關心孩子的過程中發現，每天面

對艱辛而漫長的療程，使孩子的生活裡充滿了單

調和無助感。為使孩子的生活中再度充滿創意與

色彩，兒癌基金會遂於1992年起，每年舉辦創

作徵選活動，希望透過不同類型的創作，重新點

燃孩子豐富的創意及生命力。因此每年約暑假期

間，於兒癌基金會官網或臉書粉絲團公告辦理創

作徵選訊息，歷年徵選項目有繪畫、作文、攝影、

微電影、標語設計、真人四格漫畫等等，徵選項

目會逐年微調，邀請全台灣各地的金絲帶小勇士

們踴躍投稿，分享療程中的小故事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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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絲帶小勇士獎助學金 家庭活動及團體

金絲帶小勇士頒獎典禮

金絲帶小勇士們在癌症治療期間，課業被迫中斷，短則幾

個月、長則幾年，完成治療回到學校後，著實需要一番努力。

兒癌基金會看見孩子學習的困境，每年提供高額獎學金，肯定

及鼓勵金絲帶小勇士們在學業上的努力。金絲帶小勇士獎學金

每年約9月份辦理申請，除了各年齡層的學業獎助學金之外，

還有在校內、外各項比賽成績優異者，憑獎狀可申請獎學金。

支持性團體及講座

當孩子確診罹患癌症時，相信家長們都會陷落震驚、焦慮，

手足無措的情境裡，面對孩子治療時，心理的壓力也不是人人

能體會的，您們心裡的苦，兒癌基金會都知道。兒癌基金會為

陪伴癌童的家庭，每年為家長及癌童們舉辦支持性團體，內容

包含情緒紓壓團體、疾病認識與照顧團體、親子關係講座、兒

童手作團體、兒童不童凡想團體，以及喪親撫慰團體。

金絲帶小勇士展翅生活營

兒癌基金會從2007年起，每年與台灣大學童癌童語社學

生合作，為完成治療的金絲帶小勇士及手足或朋友於寒假期間

辦理三天兩夜「展翅生活營」。藉由團體生活及團隊活動，協

助孩子跨越障礙，培育孩子融入同儕適應，學習合宜的人際互

動，降低人際適應壓力，讓返校之路更加順暢。

兒童癌症基金會每年為金絲帶小勇士舉辦專屬的頒獎典禮，

受獎對象皆為當年度參加才藝徵選及獎學金之得獎者。兒癌基

金會敦聘專業評審老師指導，能呈現更多金絲帶小勇士們豐富

的創作。盛大的頒獎典禮，是為了給予金絲帶小勇士更多肯定

與鼓勵。典禮中，也安排金絲帶小勇士才藝表演，讓金絲帶小

勇士們在舞台上發光發熱，更鼓舞仍在治療中的孩子持續加油。

兒癌基金會資源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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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麻雀合唱團

唱歌對孩子來說是一種療癒。兒癌基金會於訪視孩子的過

程中發現，孩子們也會喜歡以唱歌來展現自己的心情。2016年

起，開始招募團員，單純的聚集一群喜歡唱歌的金絲帶小勇士

及手足，並於兒童癌症基金會35周年慶時，正式成立「小麻雀

合唱團」。每年透過不定期舉辦宣導活動、公益記者會中演出，

希望藉由孩子們純真的歌聲，宣導正確認識兒童癌症觀念，呼

籲社會大眾對兒童癌症及其家庭的關心與重視。

社區服務

宣導活動

台灣每年約500位新發病癌症病童，由出生到18歲均有可

能，幼兒常因無法確切的說出不舒服，大孩子則因不好意思說

出身體變化，而延誤了就醫。

本會推行「愛自己」校園生命教育宣導，透過圖片、影片、

有獎問答等多元互動，提倡孩子們關注自己的身體健康以及培

養孩子的同理心，友善對待生病同儕，間接提升癌童返校的班

級適應。

另配合相關單位辦理宣導活動，每年不定期辦理大型宣導

活動（例如：健走、園遊會等），藉此提升社會大眾對兒童癌

症的認識與關心。

兒癌基金會資源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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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

本會每季（3月、 6月、 9月、12月）定期出版會訊，提

供醫療資訊、活動資訊、經驗分享等訊息。

天使家庭關懷

親愛的孩子離開我們，這是任誰也無法接受的事實，隨著

失去孩子襲捲而來的悲傷情緒，也影響著之後我們所要面對的

人生。悲傷的調適是一個正常的過程，不是疾病，是需要一段

時間恢復心理平衡的；然而悲傷調適期的長短沒有時間表，因

此也經常被人誤認為悲傷是一種負面的情緒反應，甚至和憂鬱

症混淆在一起。悲傷情緒調適的過程，是一種哀悼的任務，它

要帶領我們愈來愈能找到自己。

第一個悲傷的階段：不願意承認，或是不願意正視至愛的

親人已經離開的事實，或許我們也會問：「為什麼會發生這種

事？為什麼偏偏是我的孩子？神怎麼可以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神怎麼可以這樣待我？」當我們發現悲傷情緒中還夾雜著憤怒

和生氣時，不要覺得奇怪，也不要為自己的情緒感到窒息。其

實，忽略這些悲傷對人的心理是不好的。在這個階段中也會產

生很多混亂的情緒，一種最明顯的情緒就是告別傷痛，利用各

種方式止住悲傷，但還是要承認因為這個告別，不能在和親愛

的孩子在一起的傷痛，會存在心中。

兒癌基金會資源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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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悲傷的階段，我們會看到混亂的情緒裡，不僅包括

這種告別的悲傷，還有其他情緒在這混亂的情緒中，例如憤怒，

對逝者的憤怒，對醫護人員的憤怒，對神的憤怒。另外一種混

淆的情緒就是罪惡感。覺得自己沒有好好盡心力照顧孩子，沒

有好好和孩子道別，沒有對孩子說和善的話等等；有時，也會

利用這樣的罪惡感來逃避悲傷情緒。我們要容許這樣的懷疑顯

現，但要把這樣的感覺和最親近的人說出來。悲傷是可以轉變

的，這個階段裡我們應該好好來重新建立關係，我們要相信孩

子是帶著我們的愛離開，所以我們一定要去接受這個悲傷，因

為罪惡感會使我們一直停留在死亡這件事情上，沒有辦法真的

進入悲傷的過程，然後走出悲傷。

第三個悲傷的階段，用回憶轉化悲傷，不要害怕回憶會勾

起我們的眼淚。眼淚是愛的標記。回憶的同時，我們不是要一

直停留在悲傷當中，而是要問自己，孩子要透過他的生命與死

亡告訴我們什麼訊息？了解孩子真正的想法要過什麼樣的生命？

孩子在生命中留下的足跡？想要了解這些，可以去閱讀孩子喜

歡的書，聽孩子喜歡的音樂，看看孩子寫下的東西，透過書籍、

音樂，書寫讓我們可以去體會或理解到底是什麼樣的事情會感

動孩子的生命？孩子想要透過他的生命告訴我們什麼事？透過

真正了解孩子的心意，我們也能和孩子重新建立新的關係。

第四個悲傷的階段，和孩子建立新的關係。在悲傷中，最

重要的是真正與孩子告別，我們要和孩子建立新的關係，也要

和自己建立新的關係。我們必須勇敢的放下，有時緊抓著過世

的孩子，會使我們原地打轉。所謂的放下，並不是全然的忘記

孩子，而是能心懷感激，將孩子當做生命中內在的陪伴者。孩

子曾接觸到我們內心的心靈，孩子過世，我們可以碰觸到自己

內心一些潛在的能力.，透過悲傷我們也可以找到自己內在的歸

屬感、安全感、支持和堅定；在我們的裡面已經有一個愛、生

命力和力量的泉源。

                               摘錄自《陪伴一生的安慰》，古倫神父著，鄭玉英譯

兒癌基金會資源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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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傷撫慰團體

兒童癌症基金會透過「悲傷撫慰」團體，由專業團體帶領

者陪伴家長們認識悲傷情緒，並能透過團體互動達到釋放悲傷

情緒感受。同時，陪伴因癌症失去孩子的家庭可以彼此認識，

分享自身的悲傷經驗與歷程，進而能抒發悲傷情緒並相互支持。

會談服務

您也可以透過電話，或親自到兒童癌症基金會各區辦公室

會談。基金會的會談人員是由一群受過專業訓練的社工組成，

恪遵守密原則，真誠的陪伴您撫慰失去孩子的心靈，透過悲傷

找到自己內在的歸屬感與堅定的力量。

兒癌基金會資源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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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中較相關之條目如下：

因傷病住院七日以上或發生意外死亡者，核給新臺幣一萬

元；符合全民健保重大傷病標準者，核給新臺幣二萬元。

但其原因事實係可歸責於學生之故意違法行為，而該學生

年齡在十八歲以上者，不予核給。

三、詳細申請方式與細項內容，請向學籍所在學校洽詢。

＊其他細項規定，詳參學產基金網頁（QR.CODE詳參P37）。

學生平安保險、學產基金

學生平安保險

一、「被保險人」各級學校（包括進修學校）具有學籍在學學

生及幼兒園幼兒。（注意：若因疾病因素休學，請務必保

留學籍，並持續繳納學生平安保險費，方可申請學生平安

保險）

二、其中較相關之條目如下：

1..醫療保險金的給付.

(1)住院醫療保險金.

(2)專案補助重大手術保險金

2..失能保險金的給付.

3..身故保險金的給付.

三、詳細申請方式與細項內容，請向學籍所在學校洽詢。

＊本手冊僅列出較相關條目，其他細項詳細內容，詳參學生平

. 安保險網頁（QR.CODE詳參P37，每年承辦保險公司不同，

. 若連結失效請以關鍵字搜尋）。

學產基金

一、適用對象為各級學校（包括進修學校）在學學生及幼兒園

幼兒。但不包括就讀大學校院碩士班、博士班、空中進修

學院與空中大學研究所碩士班、空中大學及其附設專科部，

或年齡滿二十五歲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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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教育階段

說明：若需要申請相關特殊教育資源，需請學籍學校輔導室協

助申請鑑定安置，申請特教身分（癌症病童通常會是以

身體病弱項目提報），由鑑輔會鑑定通過，取得特教身

分，才能夠運用相關特教資源。

＊特教身分申請，務必於考試前一年最後一次鑑定安置期程申

請（跨教育階段），若錯過則無使用特教資源之權利，申請

期程通常為每年8-10月份，詳細期程仍需請洽各縣市特教資

源中心，聯絡資訊請參閱P35-36。

國中升高中(需於跨教育階段期程進行
鑑定，確認其特教身分)  

一、特教生參加一般生考試，加分25%

二、身心障礙適性輔導安置(免試)

填報志願序後，需審議身心狀況，若評估有不適性者，必

要時辦理「晤談」。

參加晤談之學生，請原就讀國中教師或輔導教師務必出席，

學生家長(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應陪同參加晤談。

＊詳細資訊請搜尋關鍵字：身心障礙適性輔導安置。

求學階段 ( 國民教育 )

床邊教學   

「床邊教學」以銜接學校學習內容為

主，主要針對長期住院接受醫療的學生，

接受適性化、個別化之特殊教育服務，使

孩子的學習不因疾病而中斷。

在家教育 

「在家教育」以指導在家學習策略為

主，可配合孩子的治療時間及家長的需求，

安排上課時間。

申請床邊教學及在家教育的孩子，老師會依照目前個案數

量狀況，安排孩子上課的時間，並依據孩子目前疾病狀況、教

育階段、科目喜好等進行評估，擬定適宜孩子的個別化教育計

畫。

＊各縣市關於床邊教學的規定不同，床邊教學與在家教育兩者

. 可同時使用，但各縣市運作方式略有不同，詳細申請資格、

. 應備文件等，請洽學籍學校輔導處或學籍所屬縣市之教育局

. 特教資源中心，聯絡資訊請參閱P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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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校適應

融入困難

在漫長的住院治療期間，所處的生活狀態，多半都是以孩

子本身為中心，包括生活作息、生活步調、飲食喜好等等，都

是以孩子為主，但返校後，需要和同儕進行團體生活，跟上團

體的步調，遵守團體規範，並且嘗試融入同儕。

在這樣的過程中，對於初返校的孩子而言是擔心且焦慮的，

在這時候可以與老師討論融入團體的方式，透過班級活動、分

組討論等等，製造與同儕互動、合作的機會，在尚未融入團體

前也可先觀察他人的互動方式與技巧，並且告知孩子若有困難

可以尋求老師、學校輔導處的協助，讓孩子清楚了解求助的管

道。

高中升大學

一、一般入學管道（特教/身障學生不加分）：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指定科目考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

驗

二、特殊升學管道

1..身心障礙學生升大專校院甄試：每年12月份開始受理報名，

約於3月份考試，詳細日程表請於時程內上網查詢。

2..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單獨招生：需自行確認欲報名

學校之時間期程。

＊詳細資訊請搜尋以下關鍵字：

身心障礙學生升大專校院甄選招生、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

校院單獨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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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就低落

孩子因療程需要通常會密集就醫，加上擔心在校接觸人群

會有感染風險，往往被迫中斷學業。療程後期或療程結束後，

在醫師評估許可的狀況下，孩子重返校園，最直接面對的是課

業進度落後問題，可能影響其自信心，造成學業成就低落。

另外，部分孩子因腫瘤或治療因素，導致某些生活功能（

體力、站、蹲、跑、跳、走等等）、視聽感官或是身體功能之

協調性、穩定性受影響，也可能在注意力、記憶力、抽象理解

力上有不同程度的影響，這些都可能讓孩子在課堂上受挫，進

而降低學習自信及動力。

因此，若家長有心智評估報告或物理、職能評估報告，也

可提供給校方，協助校方從專業的角度來提供孩子更適切的幫

助。但重要的是，家長不要給孩子或自己太多壓力，除了關心

孩子的身心狀況，適度的陪伴、談話、傾聽，都有助於協助孩

子發現困難與問題。

同儕異樣眼光

因疾病及治療可能造成外貌的改變或有

明顯的特徵，孩子有可能會因此擔心同儕異

樣的眼光，擔心同儕如何看待自己，但這些

眼光不一定帶有惡意，有較大部分的原因是

出自於好奇或是不了解。若是遇到這樣的情

形，可以告訴孩子，不是每個人都能夠理解

自己的狀況，遇到這些異樣的眼光，可以選

擇忽略，面對同儕的詢問，也可以嘗試說明，

但若是同儕仍無法理解，也無須過度在意。

時常請假

孩子初返校時，可能因為身體不適、抵抗力弱、擔心感染

或需頻繁回診等諸多因素，而時常請假或彈性調整上課時間。

家長可找尋能跟校方及醫院保持順暢溝通的方式，讓彼此都能

理解孩子的需求及現況，並在就醫需求、

課程調整、進度銜接、評量方式上有共識。

家長也可利用離開學校的路程，跟孩

子聊聊學校生活、傾聽孩子的開心與擔心，

並適時給予鼓勵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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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役

面對情緒壓力狀況

經歷長時間治療，孩子初返校時需要更多時間適應。特別

是各種情況的挫折感累積起來，都會讓孩子容易產生情緒過度

激動或情緒低落，甚至拒絕上學的狀況。請家長首要記得，孩

子面對問題及情緒壓力的態度，遠比學業表現來得重要。家長

可以常與班導師或輔導室連絡，並鼓勵孩子有這些情緒壓力是

正常的，真的很難過時可以請班導師或輔導老師幫忙。

家長要鼓勵孩子尋求協助，學習表達自己的需求；同時，

也要幫助孩子找尋可以抒發情緒壓力的方式，例如運動、閱讀、

唱歌、畫畫…等等。每個人都有解決困難的能力，唯有陪伴孩

子面對，才能讓孩子漸漸成為勇敢又樂觀向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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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相
關
資
源

兵役

依據現行制度，曾經罹患癌症之

兒童，在兵役年齡，可以免服兵役（

體位區分標準表－第五項）。請於兵

役課通知兵役體檢時，先電話詢問兵

役課申請免役需攜帶之相關文件，並

至兵役檢查醫院申請辦理。

兵役訊息請依照政府公告之標準，

可參考國防部軍醫局網站（QR.CODE

詳參P37）。

https://goo.gl/igy4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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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會／協會

1..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喜願協會

2..社團法人臺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協會

3..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

4..財團法人瑞信兒童醫療基金會.

5..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關懷腦瘤兒童協會

6..財團法人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會

7..社團法人台灣神經母細胞瘤病友關懷協會

8..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骨肉癌關懷協會

一、政府資源

（一）低收入戶：

1..就讀高中(職)以上學校，學雜費全額減免

2..健保費全額減免

3..因疾病、傷害治療所需醫療費用補助

4..就業服務、職業訓練、以工代賑

5..依列冊低收入戶款別，核發生活費

（二）中低收入戶：

1..就讀高中（職）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60%

2..健保補助50%，18歲以下全額補助

3..患嚴重疾病者，補助部分醫療費用

4..就業服務、職業訓練、以工代賑

5..中低收入戶幼兒就讀幼兒園補助

（三）身心障礙福利：

1..身心障礙生活補助

2..健保補助

3..就學費用減免

4..輔具用電優惠

（四）急難救助：

急難救助是針對遭逢一時急難的民眾，及時給予救助使

其得以渡過難關，迅速恢復正常生活的臨時救助措施。

＊詳細申請方式、應備文件等細項，請洽戶籍所在地區／鄉公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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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各縣市特教資源中心聯絡方式一覽表

單位名稱 連絡電話

基隆市特教資源中心 02-2424-3752

臺北市西區(床邊教學) 02-2308-6378

臺北市北區(在家教育) 02-2875-3425

新北市特教資源中心 02-2967-8114#500~511

桃園市北區特教資源中心 03-339-4572

桃園市南區特教資源中心 03-462-4993

新竹市特教資源中心 03-542.7974

新竹縣特教資源中心 03-557-2346

苗栗縣政府教育處

特殊教育科

037-559701#6、0800-258-880

(免費諮詢電話)

臺中市中區特教資源中心 04-2213-8215

臺中市山縣特教中心 04-2520-5563

臺中市海線特教中心 04-261-53293

彰化縣特教資源中心 04-727-3173

南投縣特教資源中心 049-256-2609

雲林縣特教資源中心 05-552-2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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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項資源QR CODE

兒童癌症基金會

官方網站

「愛自己」生命

教育宣導

學產基金

兒童癌症基金會

Facebook粉絲專頁

學生平安保險

國防部軍醫局體位

區分標準

單位名稱 連絡電話

嘉義市特教資源中心 05-225-4321

嘉義縣特教資源中心 05-221-7484

臺南市民治特教中心 06-633-7740

臺南市永華特教中心 06-241-2734

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07-262-4900、07-375-3528、

07-373-7646

屏東縣特教資源中心 08-737-1783

宜蘭縣特教資源中心 03-931-2385

花蓮縣北區特教資源中心 03-8547145

花蓮縣中區特教資源中心 03-8751343

花蓮縣南區特教資源中心 03-8880365

臺東縣特教資源中心 089-322002

金門縣特教資源中心 082-335978

澎湖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06-926-7902

連江縣特教資源中心 0836-234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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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癌症基金會

我們致力於協助癌症兒童獲得適當的照護
並促進各界對癌症兒童之關懷

服務對象及收案標準

本會提供服務予符合以下標準之收案者：

1..具中華民國國籍.

2..18歲以下罹癌兒童

3..參加全民健康保險

4..填寫新個案關懷表

我們提供的服務

新個案關懷金

當疾病發生，對家庭所有成員而言都是極大衝擊，本會將

於初期提供一份溫暖的關懷金，希望能讓新發病家庭在調適時

暫時毋須擔憂經濟問題。

醫療及經濟補助

經評估後確實有經濟困難者，將提供：醫療費用補助、急

難救助補助、經濟弱勢生活補助。（醫療及經濟補助請由孩子

的治療醫院社工提出申請）

建立關愛與扶持機制

關懷訪視、弱勢資源轉介、喪親關懷活動

宣導兒癌正確觀念

關心自己，主動提出；關懷別人，友善對待

兒癌窗外有藍天

醫療講座、青少年展翅生活營、親子戶外活動、心理靈性

成長團體

出版兒童癌症衛教資料

衛教手冊、會訊、認識兒童癌症九大警徵

就學資源

就學資源詢問、獎助學金、校園關懷宣導

建立臺灣兒童癌症資料庫

兒童癌症團隊教育訓練

成立TPOG臺灣兒童癌症治療群

註：TPOG全稱為Taiwan.Pediatric.Oncology.Group（臺灣

兒童癌症治療群），成員包括臺灣所有小兒血液腫瘤科專科醫

師共同制定多種兒童常見癌症之治療方案，以方便病童在原居

住地醫院治療。目前約有70位顧問醫師分別服務於全臺灣各大

醫療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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