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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鼻⼦子醫⽣生計畫
每⼀一個⼈人到醫院都多多少少會有⼀一些焦慮的情緒，
更更遑論兒童。去醫院，對他們⽽而⾔言代表的是害怕、
焦慮、緊張與抗拒。在醫院所度過的⽇日⼦子，不管時
間長或短，都對他們的未來來有著深遠的影響。在醫
院所經歷的經驗——是正⾯面或負⾯面，微不⾜足道或重
⼤大創傷——無論在⽣生理理上或⼼心理理上都會決定他們未
來來⾯面對⼈人⽣生的態度。 

紅⿐鼻⼦子醫⽣生計畫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藉由遊戲
以及戲劇表演的⽅方式，讓病童能夠主動參參與在⼩小丑
的表演當中，進入到充滿奇幻的想像世界裡，並且
得以充分的表達⾃自我，讓醫院的兒童能夠得到持續
與平衡的⾝身⼼心發展。透過遊戲、想像⼒力力的刺刺激、⾓角
⾊色扮演以及情緒宣洩管道的提供，⼩小丑醫⽣生讓在醫
院的兒童重新找到⾯面對病痛的⼒力力量量，並且為未來來進
入外⾯面的世界做準備。 

⼩小丑醫⽣生本⾝身並不具有治療的功效。它不提供醫療
⾏行行為，但是它能提供有助於治療的環境：讓病童重
拾拾歡笑，幫助他們紓解⾝身⼼心的病痛與壓⼒力力，進⽽而增
強病童回復健康的動⼒力力、期待痊癒的未來來。 

同時它的服務對象遍及所有兒童醫院的醫院團隊，
以及兒童⾝身邊的每⼀一個⼈人：醫師、護理理師、社⼯工、
家長、親⼈人、朋友……⼩小丑醫⽣生藉由表演來來緩解醫
療團隊⼯工作的壓⼒力力，並且安慰家屬精神上的疲憊。 

我們的每⼀一位⼩小丑醫⽣生都經歷過專業的訓練；內容
除了了表演藝術課程還包括衛教、醫學常識、兒童及
青少年年⼼心理理發展、⼼心理理治療、病理理學等等理理論課程。
他們完全知道如何在醫院這個特別場域去針對每⼀一
個兒童設計最適切與⾼高品質的表演。 

2014年年起，沙丁龐客劇團引進並開始推廣⼩小丑醫
⽣生，期望能在臺灣成立⼀一個專業的⼩小丑醫⽣生組織，
為醫院帶來來溫暖與歡笑。 

2016年年底，我們正式獲內政部核准籌備成立「社
團法⼈人紅⿐鼻⼦子關懷⼩小丑協會」，全⽅方⾯面推動紅⿐鼻⼦子
醫⽣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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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月

2016年年度回顧

- 紅⿐鼻⼦子醫⽣生正式進駐台中榮⺠民總醫院，展開合作。 

- 紅⿐鼻⼦子醫⽣生正式進駐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展開合作。

⼩小丑醫⽣生在台中榮總

⼩小丑醫⽣生在中國醫兒醫

- 第⼆二屆紅⿐鼻⼦子醫⽣生計畫⼩小丑醫⽣生演員培訓甄選計畫正式啟動。

兒童友善醫療專題課程畫⾯面

醫院情境模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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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獲信義公益⾦金金⾦金金會基⾦金金會贊助⽀支持，認養紅⿐鼻⼦子醫⽣生計畫於台

⼤大兒醫演出⾄至2018年年，使溫暖得以延續與成長。 

- 開始與錠嵂藍藍鵲社會福利利慈善事業基⾦金金會舉辦「2016尋找紅⿐鼻
⼦子鵲寶童樂會全臺公益系列列活動」，巡迴北中南。 

- 信義公益⾦金金⾦金金會×紅⿐鼻⼦子醫⽣生計畫×台⼤大兒醫聯聯合記者會，正式
公告合作。

認養⽀支持台⼤大兒醫之紅⿐鼻⼦子醫⽣生計畫

紅⿐鼻⼦子醫⽣生協助錠嵂藍藍鵲社會福利利慈善事業基⾦金金
會，結合⼩小丑表演，推動系列列公益活動

月- 受邀⾄至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兒童醫療及健康研究中⼼心、國
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兒童醫院主辦之「以兒童⽣生命價值
為導向之健康照護研討會」分享⼩小丑醫⽣生。

⼩小丑醫⽣生在台⼤大兒童醫院 ⼩小丑醫⽣生在台⼤大兒童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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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為使紅⿐鼻⼦子醫⽣生計畫更更加完善，法國微笑醫⽣生組織(Le Rire 
Médecin)組團訪台，創辦⼈人Caroline Simands與資深⼩小丑醫⽣生教
師Lory Leshin與Guy Lafrance來來台展開為期兩兩週的學術、技術
交流 

- 配合國際交流計畫，開設針對台灣⼩小丑醫⽣生演員之專業⼯工作坊，
並對外開設專為助⼈人⼯工作者設計之⼯工作坊 《溫暖的連結》 

- 於瑞信兒童醫療基⾦金金會舉辦之「2016兒童友善醫療起⾶飛研討會」
台北與⾼高雄場介紹⼩小丑醫⽣生，並報告在台灣實施狀狀況與效益 

- 內政部核准籌備成立「紅⿐鼻⼦子關懷⼩小丑協會」

微笑醫⽣生組織觀摩紅⿐鼻⼦子醫⽣生計畫之 
實施狀狀況並給予指導

法國與台灣兩兩位創辦⼈人Caroline Simonds與⾺馬照琪於2016兒童友善醫療起⾶飛研討會主講「⼩小丑醫⽣生」

台灣⼩小丑醫⽣生與培訓學員接受微笑醫⽣生組織專業課程訓練

微笑醫⽣生組織觀摩台灣⼩小丑醫⽣生實施狀狀況並給予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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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月

- 第⼆二屆紅⿐鼻⼦子醫⽣生計畫⼩小丑醫⽣生演員培訓正式結訓 

- 紅⿐鼻⼦子醫⽣生進駐台北榮⺠民總醫院，正式展開合作 

- 瓦城泰統慈善基⾦金金會贊助北榮演出計劃展開 

- 「紅⿐鼻⼦子關懷⼩小丑協會」協會發起⼈人會議與第⼀一次籌備會議 

- 「紅⿐鼻⼦子醫⽣生」官⽅方網站與協會籌備展開同步上線

- 與信義公益基⾦金金會於台北101旁信義房屋⽉月亮公⾞車車前廣場合辦《⽉月
亮公⾞車車同樂會》，與⼤大家同樂，並推廣⼩小丑醫⽣生。 

- 瓦城泰統慈善基⾦金金會×紅⿐鼻⼦子醫⽣生計畫×台北榮總 聯聯合記者會

紅⿐鼻⼦子醫⽣生網站成立 台北榮總演出畫⾯面

協會籌備前導分享會第⼆二屆培訓學員合照

信義⽉月亮公⾞車車活動剪影 紅⿐鼻⼦子醫⽣生×瓦城泰統慈善基⾦金金會聯聯合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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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專業助人工作者而設計的工作坊—— 溫暖的連結

台灣小丑醫生演員內部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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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夥伴

公部⾨門指導與補助/贊助、協同單位

演出合作醫院

演出計畫贊助、認養單位

惠康社會福利利基⾦金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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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夥伴單位

數據統計

項⽬目 累計數據 備註

演出醫院數 4 間

服務病房數 6 層區

出勤勤⽇日數 214 天

演出次數 332 次

服務觸及⼈人次 約 14440 ⼈人

表演場數 約 8000 場

參參考法國微笑醫⽣生組織之計算⽅方
式：每次出勤勤所表演的即興片段
數之統計，每⼀一個片段都是⼀一個
完整的表演。

* 以上數據係從2016年年1⽉月1⽇日使統計⾄至12⽉月31⽇日⽌止 

台⼤大兒醫每週2次，每次2樓樓層 
台中榮總每週1次，每次1樓樓層 

中國醫兒醫每週1次，每次1樓樓層 
台北榮總每週1次，每次2樓樓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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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狀況

收入比例例

5%
7%

33%
41%

13%

公部⾨門 群募計劃 企業與NPO
個⼈人贊助 創造收入

過去收入總額

flying V 募資（扣除繳交平台費⽤用後） NT$2,169,093

公部⾨門補助 NT$660,000

企業與基⾦金金會贊助 NT$1,744,101

個⼈人名義贊助 NT$392,432

培訓及對外課程學費 NT$286,372

總收入 NT$5,251,998

2016年年度⽀支出

⼩小丑醫⽣生演員演出費 NT$1,916,302

培訓專業師資費⽤用 NT$465,570

⾏行行政專職薪資 NT$360,000

其他⼈人事費 NT$8,000

事務費 NT$33,887

業務費（含flying V回饋品⽣生產） NT$325,854

旅運費（多數為往返台中演出之費⽤用） NT$240,684

材料雜⽀支等 NT$5,634

國際交流專案 NT$566,619

贊助回饋活動⽀支出 NT$152,430

總⽀支出 NT$4,074,980

明年年可⽤用餘額

收入減去⽀支出 NT$1,177,018

⽀支出比例例

4%
8%

6%

47%

25%

10%

組織營運 培訓與交流 醫院演出
演出交通 推廣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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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工作 

- 取得勸募字號與公證，建立並運作個⼈人⼩小額募捐與定期定額捐款之制度 

- 採⽤用CRM客⼾戶關係整合系統，建立制度管理理經營會員、志⼯工、贊助者與夥伴關係 

- 擴⼤大召募會員預計年年度招募30位以上贊助會員或⼀一般會員 

- 規劃與建置技術贊助⽅方案，發展除了了經費之外的贊助模式，使不同的領域的長才協助組織，

⼀一同推動志業 

- 尋求企業贊助與認養，並合作推廣紅⿐鼻⼦子醫⽣生予⼤大眾 

醫院演出 

- 持續與信義公益基⾦金金會、台⼤大兒醫合作，穩定運作台⼤大兒童醫院之⼩小丑醫⽣生演出 

- 爭取持續運作台中榮總與中國醫兒醫合作之⼩小丑醫⽣生之演出 

- 持續與瓦城泰統慈善基⾦金金會、台北榮總合作，穩定運作台北榮總之⼩小丑醫⽣生演出 

- 預期與台電合作，在⾼高雄洽談新的服務醫院 

教學與推廣 

- 主辦或合辦推廣講座，宣揚紅⿐鼻⼦子醫⽣生計畫之理理念念 

- 舉辦針對助⼈人⼯工作者設計的⼯工作坊，將表演、即興的技巧結合紅⿐鼻⼦子醫⽣生的精神，融入其

助⼈人⼯工作 

- 與沙丁龐客劇團合作辦理理定期團訓，以精進⼩小丑醫⽣生演員的即興創作能⼒力力，同時維持演出

內容的新穎與穩定品質 

⾼高雄紅⿐鼻⼦子醫⽣生實驗計畫 

- 與台灣電⼒力力公司合作，受其委託創作，增設⾼高雄新⼀一演出據點 

- 接洽醫院、討論合作可⾏行行性並且舉辦說明會 

- 舉辦甄選並培訓⾼高雄在地的⼩小丑醫⽣生演員 

- 資深⼩小丑醫⽣生於⾼高雄院內試演並規劃SOP 

- 預計於2017年年11⽉月前後正式展開演出 

- 配合此計劃，同步開始紀錄片拍攝與剪輯

2017年年度紅⿐鼻⼦子關懷⼩小丑協會⼯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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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1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路四段162號4樓樓

DRN@theatresardine.com

dr-rednose.tw

facebook.com/DrRedNose

Dr.Rednose

(02) 2366-1730

紅⿐鼻⼦子關懷⼩小丑協會

若若有任何問題或合作、贊助意願，歡迎以任何⽅方式與我們聯聯繫，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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