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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紅十月關懷情
母女姊妹們相邀一起來 乳房健檢

  在台灣每天有44名婦女被診斷出乳癌，從2007年確診人數為7502人

到2017年新增至1萬3965人，短短10年多近了一倍，乳癌成為台灣女

性好發癌症第一位。

  台灣婦女罹患癌症的平均年齡比歐美少10歲，超過6成(62%)年齡不

到60歲。多年來在政府及民間團體大力的宣傳乳癌篩檢下，早期(0-1

期)發現的比率增加，而(0-1期)五年存活率都是9成以上，第2期也有

89%，第3期78%，到第4期就大大降至34%，可見早期發現的重要性和

存活率息息相關，需要你我相互提醒，先生關心太太，兒女陪伴母親，姐妹好友相邀一起

來定期接受乳房健康檢查。

  國民健康署推動【45~69歲】歲婦女 或【40~44歲】二等親內有乳癌家族史者，提供

兩年一次免費乳房X光攝影檢查。定期接受乳房X光攝影檢查能降低四成的乳癌死亡率。

  乳癌防治基金會在國際乳癌防治月，與香格里拉台北遠東，美麗佳人聯手推出《粉紅十

月 時尚公益下午茶》邀請大家享受午茶的同時，也能同步關注乳癌防治的重要。

   10月籌辦了一系列的粉紅講座，且與SKETCHERS、ELLE、沃醫學，合力宣導防治活動

，用柔和堅韌的粉紅力量，大家同心協力，您我一起來參加，以實際行動推廣乳癌防治。

《定期接受乳房X光攝影能發現早期乳癌，並降低死亡率》

�1�0�9�/�0�9�/�2�2� 企業合作�_雀巢公司員工篩檢及衛教活動。



粉紅十月裡，當然要穿戴粉色系！胡孟洋主廚以時尚圓筒

包造型創造這款讓女孩眼睛為之一亮的「女孩最愛包 

(Ladies Best Friend)」，以白巧克力包裹著焦糖杜斯巧

克力奶霜內餡，加上粉色提把與美麗佳人品牌吊飾，優雅

造型不失可愛感。而另一款粉色小洋裝造型餅乾 「穿出

自信 (Dressed for Success)」，將肉桂餅乾裹上粉色糖

霜，手工繪出洋裝飄逸裙擺的動感線條，現代女性不論是

忙於職場、自我成長或是投入家庭，主廚向扮演不同角色

的女力致敬。

「穿出自信」 果仁糖肉桂餅乾 &「女孩最愛包」焦糖杜斯奶霜 
Dressed for Success & Ladies Best Friend

「帽」美如妳 蜂蜜薰衣草磅蛋糕襯櫻桃凍

It´s a Hat Thing 

另一款讓少女心噴發的造型甜點，是主廚以女性時尚配件

為發想，就像走過高級精品店的櫥窗，讓人忍不住駐足欣

賞的時尚單品，以經典餅乾作為基底，將蜂蜜磅蛋糕塗上

自製薰衣草糖漿，並將紅寶石巧克力噴在蛋糕表層，再將

櫻桃凍鋪陳於蛋糕上方，最後再以自製莓果醬及巧克力做

成粉色手工帽，細膩精緻的造型與香甜口感，絕對讓妳難

以抗拒！

「球」個圓滿 柑橘香檳球Orchard flower affair

主廚以財團法人乳癌防治基金會的使命目標「圓滿」

及其標誌中翱翔的大雁為發想，將白巧克力球注入柑

橘香檳內餡再淋上粉色巧克力釉呈現迷人光澤表面，

上面點綴羽毛造型的白巧克力與粉色花瓣，巧克力與

香檳苦甜相依，就像有滋有味的人生，品嘗苦盡甘來

的幸福滋味。

「粉紅十月� 時尚公益下午茶」主廚推薦特色美點

香格里拉台北遠東�X美麗佳人�X乳癌防治基金會

再度聯手推出《粉紅十月� 時尚公益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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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煮宜蘭鴨胸佐栗子襯台灣草莓

Slow Cooked Yi-lan Duck Breast with 

Chestnut and Taiwanese Strawberry 

另一款獨家設計的精品點心美味又美型，主廚將

燻鴨肉切成方型，再將栗子加入中式辛香料包含

八角、丁香、五香粉、肉桂等增添整體風味，經

過半小時的燉煮時間並等候冷卻後，拌入一些草

莓再放入塔殼內，上方點綴草莓做為裝飾。此道

中西合璧的午後點心，巧妙用草莓的酸甜味帶出

軟嫩鴨胸的鹹香，獨特風味迴蕩唇齒間。

甜菜根漬鮭魚佐奶油起司慕斯馬卡龍 

Beetroot Cured Salmon, Cream Cheese Mousse 

and Macaroon

馬卡龍也可以這樣創新吃！主廚將台灣甜菜頭去皮加糖

後打成泥狀，把新鮮的鮭魚菲力放入其中浸漬兩天，再

將鮭魚菲力切成薄片捲成玫瑰花造型，最後將奶油起士

抹於馬卡龍上方，放上甜菜鮭魚花，朵朵就像盛開的紅

玫瑰，主廚還特別取甜菜頭汁液將馬卡龍染成粉色呼應

，重新詮釋法式馬可龍。

番茄布拉塔起司麵包佐青醬 Tomato and Burra-

ta Cheese on Crostini, Basil Pesto 

「番茄」的特別，值得您細心品嘗！

這款教人驚喜連連的「偽番茄」是主廚先將馬茲瑞

拉起司及布拉塔起司拌勻，並捏成番茄狀後送入冷

凍定型，再將紅番茄打成泥狀，過濾番茄汁後加入

洋菜粉煮至稠狀，最後將起司球換上以番茄汁製成

的紅衣裳，將麵包表層塗上自製青醬並將番茄起司

球放置上方，豐富層次的驚喜口感，吃得到主廚的

巧思。

�2�0�2�0�/�9�/�1�9�-�1�1�/�1� 週末限定「粉紅十月� 時尚公益下午茶」

馬可波羅酒廊� �(�3�8�F�)� 訂位專線：�(�0�2�)� �7�7�1�1�-�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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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 日期、時間如有異動，以官方網站、官方粉絲團公告為準。

官方網站：http://www.breastcf.org.tw/　官方粉絲團：https://www.facebook.com/breastcfcf

名額有限� 敬請預約報名　電話:(02)2392-4115

時 間

地 點

109.12/12 �(週六�)� 下午1:30 - 5:00

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1�1�F�(�1�1�0�1廳�)

�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1�1號�)

乳癌病友及家屬
依預約報名先後排序，額滿為止

活動對象

乳癌    病友座談會大型

10月6日(二)
下午 2:00-4:00

張金堅 教授
乳癌防治基金會� 董事長

臺大醫學院名譽教授

乳癌的成因及預防之道

年輕乳癌的心路歷程

10月29日(四)
下午 2:00-4:00

10月20日(二)
上午10:00-12:00

葉顯堂 副院長
羅東博愛醫院

郭文宏 醫師� 
臺大醫院外科部� 

個人化醫療：談年輕及

年長乳癌的治療策略

HER2陽性新契機：

談乳癌標靶治療

簡立喆 主播
ET today� 新聞雲

講座地點：台北市林森南路�4�-�2號�6樓�(青林大廈�)近善導寺捷運站_2號出口日� 期 主　　題 講　　　師

粉紅講座國際乳癌防治月 粉紅講座國際乳癌防治月
乳癌防治基金會

影片頻道
2020年 婦女健康系列講座第四季 

※演講結束時間依講師為主 贊助單位|  

講座地點：台北市林森南路�4�-�2號�6樓

線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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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將肉桂捲剪成符合瀝水杯高

度，放入杯中盡可能將空間填滿。 

2.將蔓美擬枝條前後加上兩枝鐵絲

後插入肉桂固定，陸續將入枝條塑

形，請記得，每個枝條都要有兩個

固定點才會牢固喔！ 

3.空間架構完成後陸續加入果

實類花材，建議有前後高低配

置比較具有層次感，作品會更

加耐看。 

4.最後，將金色海葡萄葉加鐵

絲後安排進架構中，塊狀面積

的材料能使作品更有力量，並

且點出視覺焦點，因此避免加

在正中央，構圖容易呆板。 

    別再為花器、海綿傷腦筋了！廚房餐具的瀝水杯

與肉桂就可以充當花器與海綿，我們一同用生活唾手

可得的物品打造美麗的花藝作品吧！ 秋天，總令人

感懷，令人珍惜。 在這個收穫的季節，我們用果實

呈現秋季的物哀之美，物哀的「哀」（あわれ／あは

れ）其實不是單指「悲哀」，而是指對一切所見所聞

所觸所感之事，在心的感受之下所發出的感歎，這個

感歎可以是優美的、歡喜的、感動的當然也可能是悲

傷的，本次選擇的材料已經離開植株，將會邁向生命

的終點，不過依舊能將美麗呈現給我們長達數個月，

實在非常珍貴。 中秋佳節與朋友歡笑聚首的我們，

也試著把時間留給自己，靜靜思考、靜靜欣賞生命給

的美好，珍惜所有，把握每一個時刻。

步驟1

材料

步驟2

步驟3
步驟4

感謝 克莉絲汀花卉 提供示範 

杯舉 邀 明 月

作品

  準備餐具瀝水杯、鐵絲

、花剪、肉桂捲與魔帶，

花材由左至右依序為蔓美

擬、酸漿果、牛頭茄、噴

金海葡萄葉。  

又到了秋風颯颯的季節，於此靜享物哀之美  



6

感 性 園 地感 性 園 地

癌後療癒，從「心」出發

張金堅教授/乳癌防治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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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峻宇 醫師/ 台北榮總 輸血醫學科

談乳癌診斷及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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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花 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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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亮恭醫師_年長者照護中的照護 08/20

張金堅教授_癌後人生如何從「心」開始 8/13 

乳癌「新病友」座談會 7/13；9/7 

劉峻宇醫師_談乳癌診斷及治療 08/27

(一 )

講解乳癌醫療治療的基本觀念，劉醫師教你診斷報告怎麼看，民眾熱烈發問。

剛罹癌新病友，最需要的是指引她們如何面對疾病正確的認知態度。

張教授 幽默風趣的演說癌後人生得心境要如何調適與應對，還特別講解新冠肺炎知識，讓民眾大呼過癮!

讓民眾了解年長者的各種長照服務，進而促進民眾更加重視健康與生理機能，達成預防或延緩失能的目標。



公益下午茶嚴選健康新鮮食材，今年還特別邀請知名全方位主持人黃子佼與全能跨界不敗女神徐若瑄共襄盛舉。

乳癌防治基金會今年用粉紅絲帶變成美麗的蝴蝶，許多朋友們也與我們一同響應乳癌防治，帶著蝴蝶紋身一起跑。

活 動 花 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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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LLE RUN WITH STYLE 風格路跑 9/12

粉紅十月 時尚公益下午茶 馬可波羅酒廊X美麗佳人X財團法人乳癌防治基金會 09/17

(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