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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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專線協談人員及精神疾病照顧者線上視訊場次 
課程表 

 
★時間：110 年 12月 9日(四)09：00-12：00。(報到時間 08：30) 

 

★課程表： 

時間 主題 貴賓/講師 

08：30-09：00 報到 

09：00 
09：05 

來賓致詞 國際生命線台灣總會 黃俊森 總會長 

09：05 

10：00 
精神障礙者處遇技巧與實務 

台北市社會工作師公會 
張如杏 理事長  

10：00 

11：00 
危機事件(自殺自傷)處理與預防 

11：00 

12：00 
精神障礙者與照顧者服務資源介紹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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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專線協談人員及精神疾病照顧者線上視訊場次-參與人員名冊 

 

編號 單位名稱 姓名 編號 單位名稱 姓名 

1 基隆市生命線協會 李○惠 31 苗栗縣生命線協會 陳○紅 

2 新北市生命線協會 錢○為 32 台中市山海屯國際生命線協會 陳○滿 

3 新北市生命線協會 李○琴 33 台中市山海屯國際生命線協會 賈○鶯 

4 新北市生命線協會 蔡○羽 34 台中市山海屯國際生命線協會 呂○嬌 

5 新北市生命線協會 王○雄 35 台中市山海屯國際生命線協會 江○愛 

6 新北市生命線協會 賴○如 36 台中市山海屯國際生命線協會 廖○如 

7 桃園市生命線協會 林○子 37 台中市山海屯國際生命線協會 邱○林 

8 桃園市生命線協會 王○絲 38 台中市生命線協會 陳○如 

9 桃園市生命線協會 林○伶 39 台中市生命線協會 廖○兒 

10 桃園市生命線協會 尤○蓮 40 台中市生命線協會 蕭○霞 

11 桃園市生命線協會 何○樺 41 台中市生命線協會 莊○敏 

12 桃園市生命線協會 雷○貞 42 台中市生命線協會 曾○珍 

13 桃園市生命線協會 范○文 43 台中市生命線協會 王○玲 

14 桃園市生命線協會 傅○芬 44 台中市生命線協會 蕭○武 

15 桃園市生命線協會 陳○玲 45 台中市生命線協會 黃○華 

16 桃園市生命線協會 臧○梅 46 台中市生命線協會 陳○卿 

17 桃園市生命線協會 楊○芬 47 台中市生命線協會 邱○玲 

18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馬○容 48 台中市生命線協會 林○辰 

19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連○花 49 台中市生命線協會 王○冬 

20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鄒○琳 50 台中市生命線協會 盧○峯 

21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鄭○暖 51 彰化縣生命線協會 洪○柃 

22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謝○麗 52 彰化縣生命線協會 陳○瑾 

23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黃○玲 53 彰化縣生命線協會 楊○滿 

24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范○娘 54 彰化縣生命線協會 鄭○汝 

25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何○道 55 彰化縣生命線協會 鍾○治 

26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楊○雯 56 雲林縣生命線協會 劉○文 

27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徐○英 57 雲林縣生命線協會 盧○枝 

28 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蔡○蓁 58 雲林縣生命線協會 林○又 

29 苗栗縣生命線協會 許○菁 59 雲林縣生命線協會 江○鶯 

30 苗栗縣生命線協會 廖○珊 60 雲林縣生命線協會 廖○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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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單位名稱 姓名 編號 單位名稱 姓名 

61 雲林縣生命線協會 曾○蓁 91 大臺南生命線協會 蔡○雯 

62 雲林縣生命線協會 唐○得 92 大高雄生命線協會 都○嫻 

63 雲林縣生命線協會 黃○貞 93 大高雄生命線協會 何○如 

64 雲林縣生命線協會 高○慧 94 大高雄生命線協會 陳○珠 

65 雲林縣生命線協會 江○川 95 大高雄生命線協會 陳○美 

66 雲林縣生命線協會 蔡○珊 96 大高雄生命線協會 楊○音 

67 雲林縣生命線協會 許○春 97 大高雄生命線協會 黃○貴 

68 雲林縣生命線協會 廖○超 98 大高雄生命線協會 吳○花 

69 雲林縣生命線協會 賴○煌 99 大高雄生命線協會 高○雲 

70 雲林縣生命線協會 劉○雪 100 大高雄生命線協會 徐○霞 

71 雲林縣生命線協會 何○仁 101 大高雄生命線協會 葉○峯 

72 雲林縣生命線協會 莊○芬 102 大高雄生命線協會 何○雲 

73 雲林縣生命線協會 廖○華 103 大高雄生命線協會 江○華 

74 雲林縣生命線協會 胡○萍 104 大高雄生命線協會 陳○靜 

75 雲林縣生命線協會 蕭○源 105 大高雄生命線協會 李○強 

76 雲林縣生命線協會 莊○隆 106 大高雄生命線協會 蕭○坤 

77 雲林縣生命線協會 鄭○琪 107 大高雄生命線協會 廖○○指 

78 雲林縣生命線協會 廖○卿 108 高雄市生命線協會 余○康 

79 雲林縣生命線協會 葉○錦 109 高雄市生命線協會 陳○勤 

80 雲林縣生命線協會 廖○娟 110 高雄市生命線協會 周○珠 

81 雲林縣生命線協會 楊○蓮 111 屏東縣生命線協會 林○慧 

82 嘉義縣生命線協會 陳○娟 112 屏東縣生命線協會 李○一 

83 大臺南生命線協會 謝○超 113 台東縣生命線協會 陳○青 

84 大臺南生命線協會 蔡○財 114 宜蘭縣生命線協會 黃○耀 

85 大臺南生命線協會 沈○惠 115 宜蘭縣生命線協會 李○鳳 

86 大臺南生命線協會 李○治 116 宜蘭縣生命線協會 黃○玲 

87 大臺南生命線協會 林○月 117 宜蘭縣生命線協會 黃○如 

88 大臺南生命線協會 陳○雲 118 宜蘭縣生命線協會 紀○虹 

89 大臺南生命線協會 吳○香 119 宜蘭縣生命線協會 潘○安 

90 大臺南生命線協會 魏○美 120 宜蘭縣生命線協會 李○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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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單位名稱 姓名 編號 單位名稱 姓名 

121 宜蘭縣生命線協會 黃○華 135 照顧者 林○怡 

122 宜蘭縣生命線協會 胡○慧 136 照顧者 余○芬 

123 宜蘭縣生命線協會 游○敏 137 照顧者 楊○憲 

124 金門縣生命線協會 黃○治 138 照顧者 戴○星 

125 照顧者 趙○勵 139 照顧者 張○民 

126 照顧者 繆○清 140 照顧者 劉○眞 

127 照顧者 朱○玲 141 照顧者 賴○文 

128 照顧者 Joe 142 照顧者 張○敏 

129 照顧者 黃○如 143 照顧者 謝○ 

130 照顧者 陳○豫 144 照顧者 徐○鴻 

131 照顧者 吳○芳 145 照顧者 高○庭 

132 照顧者 劉○玲 146 照顧者 廖○伶 

133 照顧者 郭○璵 147   

134 照顧者 沈○緞 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