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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精神障礙者專業知能教育培訓課程 

1995專線協談人員及精神疾病照顧者新竹場次 
報名成功名冊與注意事項 

 
★課程時間：109 年 9 月 25日(五)09：00-12：00。(報到時間 08：30) 

★課程地點：新竹市稅務局 B2 文康中心 (新竹市中央路 112號 B2) 

★課程表： 

時間 主題 貴賓/講師 

08：30-09：00 報到 

09：00 
09：10 

來賓致詞 

國際生命線台灣總會 張秀輝 總會長 

新竹市衛生局 楊清媚 代理局長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張祖琰 常務理事 

09：10 

10：00 
精神衛生法簡介與精神醫療基本概念 

臺大醫院兒童心理衛生
中心 

張如杏社工師 

10：00 

11：00 
精神障礙者與照顧者服務資源介紹 

11：00 

12：00 
精神障礙者處遇技巧與實務經驗分享 

12：00 賦歸 

★注意事項： 

1.本課程不收費，請夥伴們珍惜資源全程參與，如因故無法出席，請於 9/22(二)前以

mail 或致電總會 02-27189595 取消。 

2.為配合課程場地防疫措施，請務必遵守下列事項： 

(1) 本課程皆須配戴口罩入場。 

(2) 請配合相關檢疫措施：測量額溫、使用酒精消毒等。 

3.為響應環保，請自行攜帶環保杯與環保餐具。 

4.會場內禁止飲食。 

5.全程參與課程者將核發研習證書，公務人員及社工師可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及社工師教育積分。 

6.課程當天聯絡電話：0975756195 

7.上課當日如遇颱風、地震等不可抗因素影響，經主管機關公佈時，課程順延，本會

將另行通知課程時間。 

 

非常歡迎您的參與，課程會場見了！(課程聯絡人-葉婉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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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國際生命線台灣總會 
Taiwan LifeLine International 

109年精神障礙者專業知能教育培訓課程 

1995專線協談人員及精神疾病照顧者新竹場次-參與人員名冊 

 

編號 單位名稱 姓名 編號 單位名稱 姓名 

1 基隆市生命線協會 張○亮 31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曾○君 

2 新北市生命線協會 洪○芳 32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汪○卿 

3 新北市生命線協會 徐○珠 33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楊○雯 

4 桃園市生命線協會 顧○敏 34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劉○雄 

5 桃園市生命線協會 張○明 35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曾○雯 

6 桃園市生命線協會 余○雄 36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許○琴 

7 桃園市生命線協會 謝○梨 37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徐○英 

8 桃園市生命線協會 張○州 38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鄭○暖 

9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謝○燕 39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廖○佳 

10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黃○秋 40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呂○雲 

11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何○道 41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彭○璃 

12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李○立 42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葉○韾 

13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羅○梅 43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鄒○琳 

14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吳○仁 44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柴○萍 

15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范○娘 45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曾○春 

16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施○美 46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王○鳳 

17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范○文 47 新竹縣生命線協會 薛○玲 

18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蕭○芬 48 苗栗縣生命線協會 許○聲 

19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甘○華 49 苗栗縣生命線協會 羅○英 

20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張○玉 50 苗栗縣生命線協會 蘇○正 

21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林○連 51 苗栗縣生命線協會 魏○暖 

22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朱○容 52 苗栗縣生命線協會 鄭○慧 

23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陳○玉 53 苗栗縣生命線協會 范○花 

24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林○蓉 54 苗栗縣生命線協會 楊○靜 

25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蔡○蓁 55 苗栗縣生命線協會 謝○娥 

26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許○嬌 56 苗栗縣生命線協會 徐○甄 

27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楊○蘋 57 苗栗縣生命線協會 梁○蓮 

28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張○靜 58 台中市生命線協會 周○如 

29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盧○新 59 南投縣生命線協會 陳○朱 

30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黃○玉 60 南投縣生命線協會 張○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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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單位名稱 姓名 編號 單位名稱 姓名 

61 南投縣生命線協會 吳○美 77 精神疾病照顧者 蔡○珠 

62 南投縣生命線協會 鄭○芳 78 精神疾病照顧者 蔡○欣 

63 南投縣生命線協會 洪○秋 79 精神疾病照顧者 盧○ 

64 雲林縣生命線協會 江○鶯 80 精神疾病照顧者 魏○傑 

65 雲林縣生命線協會 楊○蓮 81 精神疾病照顧者 葉○美 

66 宜蘭縣生命線協會 黃○玲 82 精神疾病照顧者 林○玲 

67 
精神疾病照顧者/新竹市精神健

康協會 
彭○泉 83 精神疾病照顧者 周○ 

68 
精神疾病照顧者/新竹市精神健

康協會 
謝○宇 84 精神疾病照顧者 鍾○珠 

69 
精神疾病照顧者/新竹市心理健

康促進協會 
林○鳳 85 精神疾病照顧者 王○美 

70 精神疾病照顧者 黃○仙 86 精神疾病照顧者 陳○生 

71 精神疾病照顧者 陳○美 87 精神疾病照顧者 林○華 

72 精神疾病照顧者 陳○如 88 精神疾病照顧者 張○文 

73 精神疾病照顧者 李○花 89 精神疾病照顧者 李○珊 

74 精神疾病照顧者 廖○翠 90 精神疾病照顧者 鄒○芮 

75 精神疾病照顧者 曾○銘 91 精神疾病照顧者 楊○秀 

76 精神疾病照顧者 蔡○惠 92 精神疾病照顧者 陳○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