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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國際生命線台灣總會 
Taiwan LifeLine International 

 

110年精神障礙者專業知能教育培訓課程 

專業人員線上視訊場次 
課程表 

 
★時間：110 年 12月 9日(四)13：00-17：00。(報到時間 12：30) 

 

★課程表： 

時間 主題 貴賓/講師 

12：30-13：00 報到 

13：00 
13：05 

來賓致詞 國際生命線台灣總會 黃俊森 總會長 

13：05 

14：00 
以復元為導向之精神障礙者服務理念 

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吳慧菁 主任 

14：00 

15：00 
精神障礙者處遇技巧與實務 

15：00 

16：00 
精神障礙者服務之倫理與反思 

16：00 

17：00 
精神疾病汙名化對專業服務之影響 

17：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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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國際生命線台灣總會 
Taiwan LifeLine International 

     110年精神障礙者專業知能教育培訓課程 

專業人員線上視訊場次-參與人員名冊 

編號 單位名稱 姓名 編號 單位名稱 姓名 

1 基隆市明德國中 楊○恬 28 梧棲國中 陳○哲 

2 同德診所 李○惠 29 台中市政府消防局溪湳分隊 蔡○亮 

3 信心基金會 李○娥 30 大里仁愛醫院 陳○玫 

4 康怡康復之家 林○榛 31 台中建國康復之家 劉○眞 

5 1957福利諮詢專線 郭○昀 32 大和康復之家 范○綉 

6 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 廖○妤 33 清濱醫院 冼真 

7 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 周○巽 34 生活旗艦店社區復健中心 陳○美 

8 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 李○姿 35 生活旗艦店社區復健中心 陳○圓 

9 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 李○庭 36 生活旗艦店社區復健中心 蔡○霈 

10 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 林○羽 37 台中仁愛之家附設靜和醫院 湯○婷 

11 
健順體系─臺北市東區家庭

照顧者支持中心 
韓○祐 

38 
台中仁愛之家附設靜和醫院 李○真 

12 
台灣省私立健順養護中心（承

辦）聘顧移工家庭安心支持計畫 
陳○怡 

39 
台中仁愛之家附設靜和醫院 蔡○娟 

13 台北地院 莊○雯 40 安然居健康整合 周○微 

14 台灣省私立台北仁濟院 林○男 41 台灣盲人重建院 姚○文 

15 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陳○蓁 42 台中市政府就業服務台 賴○君 

16 
開南大學健康照護技術學院

園藝治療師 
韋○玉 

43 
彰化縣明湖國小 吳○芳 

17 
桃園市私立怡德老人長期照

護中心怡仁居日間照顧中心 
游○榛 

44 
彰化和群國中 劉○玲 

18 顧得樂居家長照機構 陳○蓉 45 彰化縣視障者關懷協會 陳○蓉 

19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賴○如 46 彰化監獄 林○蔓 

20 苗栗縣生命線協會 何○明 47 彰化縣視障者關懷協會 廖○冠 

21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苑裡綜

合醫院 
郭○毅 

48 雲林縣政府北港區社會福利

服務中心 
邱○昭 

22 台中市生命線協會 陳○如 49 社團法人中華耀齡協會 李○萍 

23 台中市生命線協會 康○紋 50 嘉義市心康復之友協會 莊○宸 

24 台中市生命線協會 廖○兒 51 聖馬爾定醫院精神科 蔡○梅 

25 台中市生命線協會 王○涓 52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袁○玲 

26 岸裡國小 許○娟 53 嘉義市心康復之友協會 蔡○霏 

27 臺中市太平區建平國小 張○瀅 54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廖○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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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單位名稱 姓名 編號 單位名稱 姓名 

55 嘉義市政府社會處 黃○惠 74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黃○凡 

56 嘉義市政府衛生局 魏○楟 75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謝○容 

57 嘉義市政府衛生局 伍○蓉 76 高雄市社區心衛中心 楊○欣 

58 林森國小 劉○雲 77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張○瑜 

59 慈心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陳○哲 78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張○苓 

60 嘉義市心康復之友協會 蔡○蓉 79 宜蘭縣大同鄉衛生所 郭○璵 

61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 林○偉 80 金山社區復健中心 陳○群 

62 苗栗縣立苑裡高中 陳○娟 81 金山社區復健中心 嚴○明 

63 台東縣生命線協會 陳○青 82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吳○汝 

64 
臺南市常青樹協會 黃○慧 

83 宜蘭縣康復之友協會附設復

健中心 
蔡○庭 

65 
臺南市常青樹協會 沈○瑭 

84 宜蘭縣康復之友協會附設復

健中心 
邱○程 

66 
臺南市常青樹協會 陳○珍 

85 宜蘭縣康復之友協會附設復

健中心 
林○雯 

67 
臺南市常青樹協會 蔡○芷 

86 宜蘭縣康復之友協會附設復

健中心 
黃○鴦 

68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劉○慧 

87 宜蘭縣康復之友協會附設復

健中心 
李○嘉 

69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莊○筑 88 身心健康及成癮防治所 陳○旎 

70 營新醫院 蘇○瑄 89 花蓮縣衛生局心防所 李○萱 

71 
大高雄生命線協會 曾○智 

90 花蓮縣培恩長照專業社會福

利發展協會 
蕭○柔 

72 衛福部國健署 蘇○璇 91 門諾基金會 胡○華 

73 高雄市社工師公會 蔡○星 92 國立金門大學 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