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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國人罹患肺癌之人數逐年增加，

肺癌的篩檢與防治，已是刻不容緩的議

題。而吸菸，是引起肺癌最重要原因，

且其所產生之二手菸及三手菸，對其他

人健康之危害更大，為了自己，也為了

別人的健康，吸菸者及早戒菸，無吸菸

者鼓勵癮君子戒菸，換來的健康，是無

價的！為促進同仁身體健康，打造健康

職場，總務處用心規劃「脫癮而出 ~為
愛戒菸」活動，活動期間自 107年 5月
2日起至 107年 6月 29日止，過去一
年持續每日吸菸之本行員工皆可報名

  醫師健康講座～

「臺灣新國病－肺癌的篩檢與防治」紀要

參加，並指派本行護理師擔任戒菸者專

屬陪伴天使，以一對一方式提供關懷輔

導，及協助將戒菸者轉介至「國民健康

署戒菸專線服務中心」，以提高其戒菸

成功率，同時此次為增進同仁在「菸害

防制」方面的專業知識，總務處特邀請

國內治療肺癌最具權威性、且對推廣肺

病防治不遺餘力的「肺病防治基金會」

董事長陳晉興醫師，於 107年 5月 9日
在本行臺北大樓 13樓大禮堂，為彰銀
同仁講授「臺灣新國病 -肺癌的篩檢與
防治」這個重要的議題。

總務處 職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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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總經理致詞

由於本行張總經理鴻基對本行活

動極為支持，當天特別抽空到講座現場

致詞，並全程參與聆聽，張總經理致詞

內容如下：

首先感謝肺病防治基金會陳董事

長在百忙中，特別撥冗來行，為彰銀同

仁講授「臺灣新國病 -肺癌的篩檢與防
治」這個重要的議題，陳董事長是台

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不但是

「肺病防治基金會」董事長，也是台大

醫院胸腔外科及台大醫學院外科教授。

陳董事長是彰化二林人，在純樸鄉間成

長的他，仁心仁術，視病如親，多年前

在台大醫院雲林分院擔任外科部主任

時，發現當地居民多為經濟弱勢族群，

遇到肺部疾病需要開刀時，常無法負擔

昂貴的達文西手術費用，為了照顧這些

患者，他研發出一種免插管且傷口小的

胸腔鏡手術，致力於減輕病人傷害，降

低其醫療費用負擔，因而成為台大胸腔

鏡手術的第一把交椅，許多歐美先進國

家的醫療團隊也紛紛來台向陳董事長

學習技術，真是成就斐然！

此外，陳董事長所主持的「肺病

防治基金會」，一直積極辦理肺病衛

教與防治講座，讓國人重視早期肺癌篩

檢，以及初期根治的重要性，相信以陳

董事長的專業與經驗，定能讓同仁對肺

部保健有更深入的瞭解，並有滿滿的收

獲。希望所有聆聽過本課程的同仁，都

能把所學到的寶貴知識分享與其他同

仁，更希望本行所有吸菸的同仁，都能

踴躍參加本行所辦理的戒菸活動，並能

堅持到底，戒菸成功！ 

三、陳晉興董事長講座內容紀要

（一）肺癌： 全世界死亡人數最多的癌症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肺癌

到目前為止是全世界死亡人數最多的

癌症。

肺癌這個疾病到底有多嚴重？它

不是只有在臺灣，目前在全世界都是一

個很重要的健康議題，根據今年 (2018
年 )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肺癌是全世
界死亡人數最多的癌症，不管是先進

國家，甚至在比較落後的國家，都是一

樣，肺癌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疾病。

（二）台灣肺癌現況（2016）

肺癌是癌症三冠王：死亡人數最

多、醫療支出最多、因早期發現不易，

末期比例最高，肺癌是我們的新國病！

▲總經理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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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死亡人數最多

過去長久以來，肝癌都是國人死

亡人數的第一名，也因此肝病一直有

「台灣國病」之稱。但其實自 10年前
開始，肺癌死亡人數已超過肝癌，依據

衛生福利部統計資料得知，2016年的
時候，肺癌死亡總人數已經超出肝癌 1
千多人。但其實在台灣，患病人數最多

的癌症是大腸癌，每年被診斷人數約 1
萬 5千多人，死亡總人數 5千多人；而
肺癌，每年被診斷的總人數僅次於大腸

癌，約有 1萬 2千多人，但肺癌每年的
死亡總人數高達 9千多人，代表肺癌被
診斷出來時，其存活率極低。

2. 醫療支出最多

而肺癌死亡率這麼高，在健保支

付上卻也是最多的，根據健保署分析

資料可知，肺癌在 104年的健保支出
為 113億元，治療人數為 53,976 人，
而同年大腸癌與乳癌的健保支出分別為

111億元及 109億元，治療人數分別為
97,291人及 112,979人。換句話說，每
一位肺癌病人，平均比大腸癌、乳癌多

花 2倍多的錢，惟其死亡率，還是遠遠
大過大腸癌與乳癌，顯見政府在治療肺

癌上投入的醫療支出，效益不大。

104年健保支付前五大癌症排行

癌症 肺癌 大腸癌 乳癌 肝癌 口腔癌

醫療費用（元） 113.3 億 111.4 億 109.2 億 88.1 億 67.4 億

人數 ( 人 ) 53,976 97,291 112,979 60,963 44,831

3. 因早期發現不易，末期比例最高

（1） 臺灣肺癌平均存活率遠低於其他
國家之因，在於初次發現時，以

末期居多。

（2） 根據張基晟教授自 2007 年到
2015年的統計分析資料顯示，大
部分 (約 50-60%)新診斷病人都
是末期！第一期病患只有 22%。

（3） 決定肺癌存活率的關鍵，就是發
現時的期數，要治好肺癌，最重

要的，就是早期診斷！

（三）肺癌的危險因子

1. 遺傳體質

臺灣成人吸菸率二十年來已從

29％降至 15％，照理說，肺癌發生率
也應隨之下降，結果卻不然，女性肺癌

發生率反而一路上升，到現在都沒有下

降的趨勢。且如肺癌患者副總統陳建

仁、前副總統蕭萬長、鳳飛飛小姐等都

沒有抽菸的習慣，所以，遺傳或體質，

是可能誘發肺癌的危險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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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有很多基因研究，運用在癌

症基因檢測，但陳董事長並不鼓勵民

眾接受癌症基因檢測。美國知名女星

安潔莉娜裘莉，做了基因檢測後把乳房

切除，這樣做法似不值得鼓勵，雖然她

未來會得到乳癌的機率是 70％，可是
她忽略了醫療的進步，未來有可能吃些

藥，這樣的病變就能改善，未來的事是

很難說的。同樣的狀況，大家試想，如

果你發現未來有可能會得肺癌，難道把

兩邊的肺都切掉嗎？比較好的方式，應

該是現在就要知道我們有沒有肺癌，而

且，越早發現才能提高治癒機會，所以

早期篩檢是非常重要的。

2. 環境致癌物質

（1）抽菸（一手菸，二手菸，三手菸）：

最常見的環境致癌物質，就是抽

菸！公衛學者作過研究，吸菸會引起肺

癌，這是沒有爭議的事實。吸菸者把菸

吸進來的時候，就很有機會會得到肺

癌，但是我們後來發現，很多婦女會得

肺癌，與其暴露在二手菸、三手菸的環

境中是很有關的。所謂的二手菸，就是

呼出來的菸，會讓其他人吸進去。那什

麼是三手菸呢？就是在抽菸之後，菸不

只是飄散在空中，它會在吸菸者的手、

臉、衣服上殘留，這時候如果家人跟吸

菸者有親密接觸時，他們一樣會把這些

有害物質吸進去，這就是三手菸所造成

的危害。所以抽菸不是只有一手菸危害

自己，還會危害到家人及其他人。歡迎

各位把資料與大家分享，讓他們知道抽

菸不只影響自己，更影響別人。

（2）空氣污染：

空氣汙染不是亞洲人的專利，英

國倫敦其實就是因為工業革命燒煤產

生大霧，有「霧都」之稱，而在我國臺

中，因為有全亞洲最大的火力發電廠，

空氣污染也很嚴重。

已經有很多的研究期刊證實，

空氣汙染與癌症、心血管疾病有關，

WHO 把空氣污染，當作是一級致癌
物。當空氣不好的時候，較易引起肺

癌，而且還會引發心血管疾病。臺大

醫院曾經有做一個統計，當冬天 PM2.5
越高的時候，急診人數也越多，是因為

心血管疾病與肺部疾病 (氣喘、肺炎發
作等 )增多造成的，所以我們必須知道
現在戶外的 PM2.5是多少 (可從環保
署網站或 Edigreen網站查詢 )，並採取
必要的作為。

所以好的空氣品質是多麼重要，

但是我們希望電費不要漲，又不要有核

能⋯，這個議題，真的要好好深思！

圖片來源： 陳晉興醫師「臺灣新國病－
肺癌的篩檢與防治」簡報

1900 英國倫敦莫內筆下的倫敦大霧

全亞洲最大的臺中火力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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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黑心建材：

例如甲醛、油漆或石綿等。於進

行裝修時，一定要選擇綠色環保材料，

避免甲醛對呼吸道的危害，在室內粉刷

時，最好全程使用活性碳口罩，並打開

門窗、且用電扇將室內空氣往外吹，讓

有害有機物能揮發、飄散到室外。

（4）廚房油煙：

長期暴露廚房油煙者，罹患肺癌

風險高，所以家裡一定要裝好一點的除

油煙機，炒菜時打開抽油煙機，且煮完

一定還要再開個 10~20分鐘，把油煙
排完。

（5）燃香拜拜：

全台高達 1萬 2千多座寺廟，廟
宇香火鼎盛卻造成空氣汙染，為響應

環保與維護健康，臺北行天宮約在 4年
前，全面撤掉香爐，信眾前往參拜，只

需雙手合十，虔誠祝禱即可，而龍山寺

也減爐減香，如今僅剩「1爐 1香」(僅
剩佛祖爐，信徒參拜只需拿 1炷香 )，
大廟面對社會責任，也盡力兼顧環保與

傳統，以期兩全其美。

(四 )如何早期發現肺癌？

胸部電腦斷層可比 X 光片提早
5-10年發現肺癌，為能在第一期就發
現肺癌並予以根治，鼓勵作「低劑量胸

部電腦斷層檢查」。

肺癌在第一期時，手術切除即可

根治，但從第二期開始，要做化學治

療，根治的機會只剩下一半。根據統

計資料發現，臺灣北部的人，發現肺癌

時以初期之比例較多，而中南部人發現

時，常常都不是初期了，這有可能是因

為北部人比較會去做早期篩檢所致，但

這其實是國家應該要努力改善的事，因

為這些病人被診斷出來，國家還是要花

很多錢去處理，用化療、標靶或免疫治

療，為什麼不花一點錢讓他去做早期篩

檢？ 

肺癌從一顆癌細胞，長到能看得

到，至少要十年以上的時間，所以在 1
公分以下的時候就趕快處理，2公分時
變化就很大了，這也就是為什麼需要藉

由「低劑量電腦斷層肺癌篩檢」以達到

早期診斷、早期治療的目的。

「肺病防治基金會」成立的目的，

就是希望做政府沒有做的事，該基金會

現正積極推動定期「低劑量電腦斷層肺

癌篩檢」，「定期做 CT 健康深呼吸」。
民眾如果都沒有做過，建議 40歲以上
做第一次，檢查沒有問題的，之後 2-3
年做一次就好；如果檢查後發現有問

題，醫院會協助轉介給專家處理。

什麼樣的人要做篩檢呢？如果直

系親屬有肺癌者，建議 40歲以上就開
始做，另外，長期吸菸或處於高風險

之環境 (空汙 )，也是 40歲以上就開始
做，如果都沒有這些危險因子的，也鼓

勵 45歲以上的人都應該要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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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迷思與真相

迷思 真相

‧ 只有抽菸會引起肺癌？ 除了抽菸以外，還有許多其他原因，例如遺傳體質、
環境 ( 二手菸、三手菸、空氣汙染、黑心建材、廚
房油煙、燃香拜拜等 )，但抽菸是引起肺癌最重要
原因。

‧ 有症狀時盡快就醫，可以早期診斷肺癌？ 出現咳血、聲音沙啞、呼吸喘，或骨頭酸痛等症狀
時，通常已經是肺癌晚期，所以，請留意，如有前
述症狀時，當然請儘速就醫，但是沒症狀前的例行
檢查更重要。

‧ 每年胸部 X 光檢查可以早期發現肺
癌，提高存活率？

因為胸部 X 光看不出早期的肺癌，所以推薦定期接
受低劑量胸部電腦斷層檢查 ( 自費 )，才可早期發
現、早期治療，提高存活率。

‧ 肺部有結節就是肺癌？ 肺部結節，先別驚慌！最常見的原因，就是以前發
炎後的結疤，其他常見的原因還有良性腫瘤、發炎
或感染。

‧ 低劑量胸部電腦斷層檢查很麻煩？ 不麻煩，因為不須禁食、不必顯影劑、無危險性、
只要 5 分鐘。

‧ 肺癌是絕症，發現後只有等死？ 其實肺癌並非不治之症，是可以預防及治療的。初
期肺癌甚至可完全治癒，越早治療，效果越好！

‧ 腫瘤小，代表癌症初期，不必急著處理？ 肺癌的特性難以預期，開始變大就可能引起轉移。
肺癌一開始成長了之後，它的變化速度就很快，所
以有變化的時候，應該就要趕快處理。

‧ 肺癌有四期，只要在一至三期發現治
療即可根治？

第一期手術治療即足夠，二至四期必須包含化療、
標靶或免疫治療 ( 健保巨大資源 )，我們現在就是
在推廣，能在第一期就發現肺癌，才以根治。

四、結語

「預防重於治療」，這是很重要

的。陳董事長提供給大家提升免疫力的

健康四寶，第一是「均衡的飲食」，第

二是「適度的運動」，第三是「充足的

睡眠」，第四是「樂觀的心態」，這是

全世界公認的。另外陳董事自己再加一

個，就是「清新的空氣」，但這一定要

政府協助，改善空汙問題。

目前政府大力推廣免費的四癌篩

檢，包括乳癌、大腸癌、口腔癌、子宮

頸癌，但是死亡率第一的肺癌，到目前

為止沒有納入。臺灣目前肺癌第四期病

患比例仍然很高，而國家每年花了一百

多億元在治療肺癌上，若能將部分經費

用在早期篩檢，效益會更好。如果一個

病人是初期就發現，手術可以根治，他

可活五年、十年，甚至更久，也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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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標靶藥物，而「低劑量電腦斷層肺癌

篩檢」可以達到早期發現之目的，所以

這也就是「肺病防治基金會」推動早期

篩檢的初衷，這個觀念，希望大家都能

知道。

健康，從呼吸開始！希望能讓我

們國人的肺病越來越少，空氣的品質越

來越好，能夠讓我們的孩子都能夠健康

的呼吸，甚至未來我們的診間外面，都

是只有來做健康檢查的民眾，沒有人得

到肺癌需要來治療。

∼本文係總務處陳怡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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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
化銀行為了關懷弱勢長輩，落實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理念，

於 5月 6日假開南商工活動中心舉辦
「愛老人 動起來」運動會。當日由王
副總經理洪綱、秘書處張處長秀玉、第

一區營運處林處長朝乾及 15位經理共
同領軍，率領彰銀志工投入服務長輩的

行列，讓平時少動的獨居長輩們，能夠

在安全舒適的環境下，健康、樂活、動

起來。

王副總經理於活動致詞時表

示： 台 灣 已 邁 入 高 齡 社 會，65 歲
以上人口佔台灣總人口比例高達

14.05%，其中台北市更高達 16.58%。                             
所以未來不論城市或鄉村，守望相助或

長期照顧都越顯重要。希望藉由此次的

活動，能夠拋磚引玉，鼓勵年輕人為我

們的長輩盡一份心力。                 

「愛老人		動起來」運動會
邱炳勳

2018「幸福家庭」公益系列活動

▲本行為主要贊助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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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當天就在開南商工儀隊帥氣

的操槍表演中揭開序幕，緊接著由台北

醫學大學醫護人員引領長輩們一同進

行樂活健康操，活動活動老人家筋骨。

暖身完畢後，由百歲人瑞何奶奶與任郭

奶奶及現場所有長官一同切壽桃蛋糕，

提前歡度母親節。華山基金會照顧兩位

奶奶迄今已達十年之久，日常提供關懷

訪視、物資協助及護理服務，讓她們感

受有如家人陪伴的溫暖。

活動現場設有相當多攤位，包含

有義務剪髮可以幫長輩們整理儀容，簡

易體檢幫長輩們量血壓、檢測頸動脈，

還有按摩舒壓及人體彩繪，讓長輩們從

頭至腳煥然一新。        

活動高潮莫過於由彰銀志工團隊

擔任關主的闖關遊戲拿獎品了，有「九

宮格擊倒三高」及「坐氣球拿獎品」二

項。現場不時可以聽到長輩們過關開心

的歡笑聲，彷彿時光瞬間回到了童年時

期，而時間也在歡笑聲中不知不覺地快

速流逝。                                         

▲

人瑞奶奶切壽桃蛋糕，提前歡度母親節 

▲頸動脈檢測

▲義務剪髮

▲九宮格擊倒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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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所有犧牲假日前來幫忙的長

官與同仁，儘管大家隸屬單位不同，但

服務的理念與熱忱卻都是相同的。也正

因為如此，大家更能合作無間，共同

完成此次任務，讓活動在歡樂的氣氛下

結束。雖然只有短暫的半天，但是「服

務的種子」已深植於你我心中，也盼望

長輩們能留下美好的回憶。現代醫學進

步，超高齡社會勢必到來，我們無法藉

由短暫的關懷來解決，但可藉由類似活

動，喚起人們關懷長輩的心，讓愛持續

蔓延下去。

幕後花絮～
彰銀志工初體驗

作業處  林麗玲

這次「愛老人  動起來」活動，是
我加入彰銀志工隊所參加的第一個活

動，經過工作分組後，我被分派到健

檢組，負責幫長輩們量血壓。因為平

時也有幫家人量血壓，所以對於血壓機

操作一點也不陌生。血壓是長輩們平常

身體保健很重要的一環，若有長輩血壓

較高，我會適時提醒他們平日應多加注

意。很多長輩雖然年紀很大，但看起來

非常年輕，害我忍不住跟他們學習起駐

顏之術呢！

半天的活動下來，看到長輩們開

心地笑著、有活力地動著，真的覺得心

裡暖暖的！阿公阿嬤們的笑容，是無法

以任何代價換來的，因為同仁們對長輩

們的熱情及關心，所以今天我們很幸運

的看到了他們充滿陽光般的笑容。爺爺

奶奶們就像是我最親愛的家人一樣，替

他們服務我感到萬分榮幸！                                 

北新分行 鍾金益

平日喜愛攝影的我，107年 5月 6
日起了個大早，準備好攝影器材，還沒

7點就出門了，因為今天是個重要的日
子，我要出門做公益！

跟平時捕捉風景不同，今天我要

捕捉的是「臉上的笑容」。有長輩們慈

祥的笑容、闖關活動開心的笑容；更有

志工們親切的笑容、流著汗水服務的笑

容⋯。這些一個個不同的笑容，藉由攝

影機的快門，一一地記錄在我的電腦

裡，也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底。

王副總經理上台致詞時所說的第

一句話：「做公益一天都不嫌少！」深

深打動我的心。在座的每一位長官和志

工朋友們，雖然流著汗水，但臉上都掛

著滿足愉悅的笑容，也讓我覺得今天過

得特別有意義。

圓滿完成這次的活動後，回來我

也馬上報名加入了彰銀志工隊，期待著

往後的每一次活動，能夠為這個社會貢

獻自己的一點點小小心力。

穩健的繼續前進，邁向更光輝燦

爛的下一個 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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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心，是很多人在拍照時最喜歡擺

的手勢，不管是食指與拇指交

叉，或兩隻手併合圍出一個愛心形狀，

但大家有想過除了擺動作外，我們更可

以將愛心發送出去，轉為實際的幫助，

成為傳播愛的天使。

在社會上有一群孩子因父母雙亡

或其中一方過世，造成其生活及求學

上遇到困境，藉由失親兒福利基金會

幫忙，讓這群孩子找回往日的笑容，失

親兒福利基金會原係 1968年成立的台
北市孤兒福利協會，於 2007年 7月起
轉型為基金會，整合推動社會資源，關

「彰銀送愛心，行動助失親」

公益專案

懷孤兒教育與成長之使命，有鑑於此，

本行希望能在積極推廣國家支付品牌 - 
「台灣 Pay」之餘，也可以善盡本行企
業社會責任，成為散播愛心的大天使，

因此與財團法人台北市失親兒福利基

金會（下稱基金會）共同舉辦「彰銀送

愛心 行動助失親」公益活動，希望能
拋磚引玉，讓更多人的愛心能藉由本行

行動網 App掃碼支付捐款，讓關懷心
意實際付諸行動，把愛心送到需要幫助

的孩子手中。

本行積極創新行動支付服務，於

今年初推出彰銀錢包，結合生物辨識與

楊舜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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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本處蔡秀霞代處長、沈鈺堂副處長、

第一區營運處林朝乾處長、南港分行蔡

淑華經理等長官出席，共襄盛舉。記者

會一開始，由基金會馮玉玲執行長上台

致詞：「表示感謝彰化銀行以實際行動

來支持基金會，截至 5/2為止，經由彰
銀的捐款通路，已有 1,774筆捐款，金
額達 21萬 4千餘元，讓全台 6,000位
寶貝、4,000多戶家庭獲得最實質的幫
助。而失親兒不僅需要經濟支持，也需

要愛與關懷，基金會的社工一路陪伴孩

童度過課業、成長階段，更協助孩童摸

索出未來的方向。」接著由本處蔡代處

長上台致詞：「很榮幸能與基金會一起

舉辦這次的公益專案，孩子是未來的希

望，是社會未來的主人，當我們用心陪

伴自己的孩子成長時，也正有一群失去

親人的孩子需要被愛被關懷，讓我們將

愛一起散播出去。」，會中也請本處沈

鈺堂副處長現場操作使用本行「彰銀行

動網 APP-我要付款」進行捐款，掃描
QR Code一拍即付，快速又方便。

此外，記者會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過程中有一位住在台南的失親兒的

影片，這個孩子雖然學業優良，卻因經

濟因素無法繼續升學，在基金會的幫忙

下，如今已是大四的學生，準備邁向美

好的未來。另一位在記者會表演吉他自

彈自唱的阿酪（化名），3歲時爸爸過
世，媽媽辛苦的獨立撫養她，這八年來

基金會社工一路陪伴她成長，一起面對

課業及成長階段的壓力，幫助她摸索出

未來的方向，而阿酪也遺傳到媽媽的藝

裝置 ID之技術，提供使用者快速登入
之服務，讓銀行的服務可以藉由網路及

行動裝置，延伸到世界各地，更在今年

增加轉帳購物業務，協助客戶降低收受

現金之保管成本及風險，並滿足不同使

用需求的客戶。本行為持續推廣行動支

付，並關懷社會弱勢族群，特別與基金

會合作公益專案，並在全台 185家分行
櫃檯放置專案三角立牌，創造捐款場景

及路徑，同時為感謝民眾捐款，凡單次

捐款 500 元以上至 999 元者，即贈送
由失親兒繪圖之帆布手提袋乙只；單次

捐款 1,000元以上者，即贈 304不銹鋼
悶燒壺，期能讓專案發揮更大的效益，

此外，本行除了率先捐款 20萬元給基
金會外，當客戶每筆捐款達 50元（含）
元以上，本行再加碼 5元，表達企業對
弱勢團體的關懷。順道一提，上述帆布

手提袋上的圖案，是第二屆小星星繪畫

比賽「是愛」獲得國小低年級的優選作

品，住在嘉義國小二年級的芯芯寫下她

的創作理念，「因為和家人在一起很幸

福，還有我們躺在草地上，結果小魚在

池塘裡游來游去，然後風來湊熱鬧，那

個愛心代表大家永遠在一起。」藉由繪

畫傳達珍惜和家人相處的幸福時光，及

期望和家人永遠在一起的願望，非常有

象徵意義。 

本行於 5月 3日與基金會合作舉
行公開捐贈記者會，也邀請許多媒體朋

友到場，希望能透過媒體的宣傳，讓更

多朋友了解「彰銀送愛心 行動助失親」
公益活動的內容及進而奉獻愛心，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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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才華，現在高中自學的她，不只在今

年的小星星繪畫比賽獲得高中組特優，

自己也嘗試音樂詞曲創作及和朋友組

樂團，並從事銀飾和手作設計，在未

來，她更希望朝著目標前進，創造成立

自己的個人品牌，讓與會的朋友都為她

感到高興，也讓舉辦這次公益活動的工

作同仁心裡都感到溫暖及踏實。

參加這次的活動讓我了解，社會

上有許多弱勢團體需要大家的幫忙，不

論是十元、一佰元、一仟元⋯⋯愛心不

嫌少，每個人也可以成為手拿許願棒的

天使，幫助某個人完成他 /她的夢想，
實現願望，讓孩童們對社會存有感恩及

回饋的心念，未來也讓愛的力量持續發

揚光大，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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