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勇源輔大基金會 

109年度工作計畫書 

一、 計畫依據：依據捐助章程第三條規定辦理。 

二、 計畫內容： 

工作項目 
經費預算 

（新台幣元） 
計畫內容 預期成果(最多 200 字) 備註 

出版品 240,000 

1.季刊：例行於 1、4、7、10

月發刊。提供基金會最新活

動與健康知識予會員及相關

團體、社會大眾。 

2.會務宣傳：配合線上平台

主題製作衛教與小冊。其他

包含會務介紹單張、海報、

酷卡、年報等會務宣傳。 

1.對社會大眾廣布基金

會訊息。 

2.作為基金會與乳癌病

友交流平台。 

3.宣導乳癌防治、傳播健

康觀念以提升大眾的健

康素養。 

(會務) 

辦公費、會議 946,264 

1.郵電、差旅費、文具用品、

雜支等辦公費用。 

2.預計辦理 2次董監事會議、

2-3次專案審查委員會；12次

例行/行政會議。 

3.辦公室租賃年費、會議費、

公關費、印刷設計、維護保

固費、會計簽證費、相關顧

問、職員業務技能訓練費用

等。 

1.會務例行運作。 

2.任務或個案業務則採

專業諮詢，達到會務運

作有效與永續經營。 

(會務) 

人事費 2,813,736 

1.擬編列 4名專任同仁薪資、

保險、退休金提撥、職工福

利等費用。 

2.臨時人員、工讀人力會務

協助。 

1.朝專業化人才培養與

招募方向運用人力。 

 (會務) 

經費預算小計 4,000,000    

  



工作項目 
經費預算 

（新台幣元） 
計畫內容 預期成果(最多 200 字) 備註 

乳癌防治月系

列活動－歌唱

比賽(1) 

450,000 

舉辦全國性歌唱比賽活動，

以歌會友，唱出自我。 

舉辦首次「歌唱比賽」，可

增進乳癌病友、病友家屬以

及關心乳癌議題的朋友們情

感交流，進而達成同慶同樂

之效。 

1.提升基金會於全國的

知名度。 

2.透過活動凝聚全國各

乳癌病友團體之力量。 

3.鼓舞乳癌病友、家屬的

資源。 

4.提升國人對於乳癌防

治重要性。 

(防治活動) 

乳癌防治月系

列活動講座

(1) 

40,000 

1.邀請乳癌相關名人病友經

驗分享。 

2.邀請乳癌相關醫學專家 

1.情意面：透過講座分

享，作為撫慰罹癌病友

之支持力量及療癒。 

2.認知面：提升病友、家

屬、國人對於乳癌疾病

認識。 

(防治活動) 

乳癌防治月系

列宣誓活動

(1) 

35,000 

1.舉辦 FB 粉絲專頁宣誓活

動與鼓勵小語，配合乳癌防

治月，提升國民乳癌防治的

意識。 

1.情意面：透過宣誓分

享，作為罹癌病友支持

力量與療癒。 

2.認知面：提升病友、家

屬、國人對於乳癌疾病

認識。 

(防治活動) 

在地健康講座 

(1) 
15,000 

1.舉辦地區性講座，提供民

眾衛教知識。 

2.與輔大附醫共同擔任新北

市區公所年度講座協辦單

位。(上下半年度預計邀請 4-

8 位講師主講醫療與防癌知

識。) 

1. 提升基金會於地方的

知名度，拉近與在地民

眾距離。 

2.培養專業領域講師與

基金會合作之友好關

係。 

(防治活動) 

吉祥物相關產

品製作(1) 
80,000 乳癌防治活動搭配贈送品 

提升基金會於全國知名

度。 
(防治活動) 

研究、對外捐

贈(1) 
200,000 

1.乳癌相關研究計畫 

2.乳癌相關組織捐助費用 

1.增進乳癌相關研究技

能並提升乳癌病友裨益 

2.與乳癌相關組織互助。 

(研究活動) 

(對外捐贈) 

醫院交流(1) 80,000 

1.走出輔大-與全國接軌：夏

威夷舞體驗工作坊(4 間醫

院) 

1. 提升基金會知名度。 

2. 拉近與全國各醫院病

友資源連結距離。 

3.友好關係。 

(防治活動) 

經費預算小計 900,000    



工作項目 
經費預算 

（新台幣元） 
計畫內容 預期成果(最多 200 字) 備註 

急難救助專案

(2) 
4,100,000 

1.補助對象為： 

乳癌病友生活救助(400 萬)。 

2.依據本會『急難救助辦法』

辦理。實際補助項目、名額

與金額，待相關委員會討論。 

以暫時性經濟補助，緩

解乳癌病友家庭經濟壓

力。 

(急難救助) 

經費預算小計 4,100,000    

病友關懷與支

持工作坊(3) 
444,000 

1. 提供乳癌病友實質關懷

支持，舉辦病友主題系列課

程。 

2.目標族群：乳癌病友 

執行方式： 

(1)辦理醫療工作坊：以剛罹

癌新病友為主要對象 

(2)辦理主題式工作坊，以治

療後期、追蹤期之病友為主

要對象。 

3.每年一次病友大會堂 

1.透過工作坊小規模授

課，增加病友與講師之

間互動，達到身心支持

與關懷服務之目的。 

2.透過工作坊運作，促進

病友情感交流、互動。 

3.結合輔大附醫，建立病

友關懷支持網絡。 

(乳癌學校) 

出版乳癌專書

(3) 
400,000 

1.規劃以乳癌病友為主軸的

書籍出版。 

2.目標族群：乳癌病友、社會

大眾。 

執行方式： 

(1)進行相關文獻資料蒐集

與內容規劃。 

(2)預計以乳癌病友罹病心

路歷程為主軸，達到鼓勵病

友並讓社會大眾更了解病友

抗癌心聲。 

3.另一專書為 108 年徵文比

賽稿件與專家文章集結成

冊。 

出版乳癌相關書籍 1-2

本。 
(乳癌學校) 

  



工作項目 
經費預算 

（新台幣元） 
計畫內容 預期成果(最多 200 字) 備註 

乳癌學校影音

教材架構(3) 
706,000 

1.規劃並完善乳癌教育課程

架構，線上影音教材軟硬體

建置與運作。 

2.建置乳癌希望學校架構，

並發展線上影音教材，透過

網路傳遞乳癌知識，重點包

含 

(1)辦理專家會議規劃數位

教材課程內容 

(2)建置網站前後台與試行 

(3)影片攝錄製作。 

3.分階段進行主題影音上

架。 

1. 乳癌教育線上影音教

材建置 1 類主題與運

作。 

2. 主題： 

(1) 乳癌學校形象 CF 

(2) 照護篇 

(乳癌學校) 

網站維護經營

(3) 
50,000 

1.進行網站系統功能維護。 

2.網站內容定期更新，集合

各方面乳癌相關資訊。 

1.提供病友及大眾一個

易於使用、資訊豐富的

平台，提升使用者的使

用意願。 

(乳癌學校) 

APP 程式設計

(3) 
400,000 

1. 擬設計 APP 程式，仿病

人護照使用功能。 

提供病友及大眾一個易

於使用、資訊豐富的平

台，提供使用者的使用

意願。 

(乳癌學校) 

經費預算小計 2,000,000    

合計 11,000,000    

製表人：許媛婷                 執行長：魏中仁                 董事長：賴洋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