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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務 

日期 內容 地點 人員 備註 

5/24 申報 106 度團體結算綱路申報 協會 社工組長  

5/30 申報 106 度團體結算綱路申報第二次 協會 社工組長  

6/13 郵寄申請聯合勸募第二期款項 協會 社工員  

6/11 填寫聯勸請款單 協會 社工員  

6/22 郵寄申請 44 人志願服務榮譽卡 協會 社工組長  

●會議召開 

日期 內容 地點 人員 備註 

4/12 4 月份行政會議 協會 理事長等 5 人  

4/27 第 15 屆第 9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二辦 各理監事  

6/14 
第 15 屆第 10 次理監事聯席會暨聯誼餐

會 

海生樓餐廳 
理監事暨會務人員  

●方案執行 

日期 內容 地點 人員 備註 

4/03 社區老人心理健康講座（新莊雙連） 
新莊 

志工督導彭于真 

社工組長 
 

4/09 藥物防治暨心理健康宣導(新北市地檢

署) 
土城 

張嘉紋心理師 

社工員 
 

4/10 
關懷老人團體輔導（新莊雙連）-1 新莊 

志工督導彭于真 

社工組長 
 

4/11 更生人出監前大團體輔導（48 人） 台北看守所 社工組長、志工  

4/12 關懷老人團體輔導（中和福美）-2 中和 
志工督導彭于真 

社工組長 
 

4/16 自殺防治暨高關懷個案後續電話追蹤 協會 社工員  

4/17 
關懷老人團體輔導（新莊雙連）-2 新莊 

志工督導彭于真 

社工組長 
 

4/19 自殺防治暨高關懷個案後續電話追蹤 協會 社工員  

4/20 
藥物防治暨心理健康宣導(中華麥田關

懷協會) 
新店 

葉子菁心理師 

社工員 
 

4/24 關懷老人團體輔導（蘆洲農會） 蘆洲 
志工督導林惠玲 

社工組長 
 

4/25 社工督導團體督導（聯合勸募方案補助） 協會 
翁慧真督導、社工組

長、社工員 
 

工作執行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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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自殺防治暨高關懷個案後續電話追蹤 協會 社工員  

5/02 更生人出監前大團體輔導（84 人） 台北看守所 
社工組長、社工員、

志工 
 

5/04 藥物防治暨心理健康宣導(三重五華里) 三重 
心理師簡玉坤 

社工員 
 

5/07 
藥物防治暨心理健康宣導(新北市地檢

署) 
土城 

心理師張嘉紋 

社工員 
 

5/07 社區老人心理健康講座（新莊頭前） 新莊 

志工督導彭于真、社

工組長、實習生李沛

貞 

 

5/08 關懷老人團體輔導（新莊雙連）-3 新莊 
志工督導彭于真 

社工組長 
 

5/10 關懷老人團體輔導（中和福美）-3 中和 

志工督導彭于真、社

工組長、實習生李沛

貞 

 

5/14 關懷老人團體輔導（新莊頭前）-1 新莊 

志工督導彭于真、社

工組長、實習生李沛

貞 

 

5/15 關懷老人團體輔導（新莊雙連）-4 完 新莊 
志工督導彭于真 

社工組長 
 

5/16 社區老人心理健康講座（三重順德） 三重 
志工督導彭于真 

社工組長 
 

5/16 關懷老人個別輔導（中和區） 協會 社工組長  

5/17 關懷老人團體輔導（中和福美）-4 完 中和 

志工督導彭于真、社

工組長、實習生李沛

貞 

 

5/18 社區老人心理健康講座（三重五華） 
三重 志工督導徐育珠 

社工組長 
 

5/21 關懷老人團體輔導（新莊頭前）-2 新莊 
志工督導許蕋、社工

組長、實習生李沛貞 
 

5/25 關懷老人團體輔導（三重五華）-1 三重 
志工督導林惠玲 

社工組長 
 

5/28 藥物防治暨心理健康宣導(新莊雙連) 新莊 
心理師葉子菁 

社工員 
 

5/28 關懷老人團體輔導（新莊頭前）-3 完 新莊 
志工督導許蕋、社工

組長、實習生李沛貞 
 

5/29 關懷老人團體輔導（蘆洲農會）-2 蘆洲 
志工督導林惠玲 

社工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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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 關懷老人團體輔導（三重五華）-2 三重 
志工督導林惠玲 

社工組長 
 

6/05 社區老人心理健康講座（永和莘） 新莊 
志工督導彭于真、社

工組長 
 

6/06 更生人出監前大團體輔導（84 人） 台北看守所 
社工組長、社工員、

志工 
 

6/11 自殺防治後續追蹤電訪 L107015 協會 社工員  

6/12 後續追蹤方案個案研討會 協會 社工師林正鄆  

6/15 關懷老人團體輔導（三重五華）-3 三重 
志工督導林惠玲 

社工組長 
 

6/19 社工團體督導 協會 
社工師翁慧真、社工

組長、社工員 
 

6/20 關懷老人團體輔導（三重順德）-1 三重 
志工督導林惠玲 

社工組長 
 

6/21 藥物防治暨心理健康宣導(永和耕莘) 永和 
心理師張嘉紋、社工

員 
 

6/22 藥物防治暨心理健康宣導(大同育幼院) 永和 
心理師張嘉紋、社工

員 
 

6/22 關懷老人團體輔導（三重五華）-4 三重 
志工督導林惠玲 

社工組長 
 

6/26 關懷老人團體輔導（蘆洲農會）-3 蘆洲 
志工督導林惠玲 

社工組長 
 

6/29 關懷老人團體輔導（三重五華）-5 完 三重 
志工督導林惠玲 

社工組長 
 

6/29 
自殺防治後續追蹤電訪兩通 

L107018、L107019 
協會 社工員  

●志工訓練 

日期 內容 地點 人員 備註 

4/14 
必修課：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社會資源

連結運用 

信義國小二

樓會議室 
社工師陳俊佑  

4/14 團體課：傾聽身體的聲音 協會 志工督導郭色棉  

4/27 志工督導團體督導 協會 心理師簡玉坤  

4/30 志工督導個別督導（郭色棉） 協會 心理師陳悅華  

5/10 必修課：輔導原理與實務 協會 心理師陳悅華  

5/26 團體課：我可以被擁抱嗎？ 協會 志工督導胡惠珠  

6/16 必修課：性別與多元文化 信義國小 心理師倪家珍  

6/24 第 30 期志工儲訓第一階段(1) 協會 
總幹事、社工組長、 

社工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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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 團體課：輔導歷程及後追研討 協會 志工督導徐育珠  

●活動辦理 

日期 內容 地點 人員 備註 

5/19 志工團春之旅（42 人） 宜蘭 志工  

●公共關係 

日期 內容 地點 人員 備註 

6/26 第 21 屆第 3 次主任總幹事會報 
高雄 

凱旋醫院 
社工員  

●其他項目 

日期 內容 地點 人員 備註 

4/09 網路信件回覆一封 協會 社工員  

4/15 2018春季電子發行 協會 社工員  

4/16 網路信件回覆一封 協會 社工員  

4/19 
台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實習生李沛貞的

老師機構拜訪 
協會 

副教授林昭吟 

社工組長 
 

4/26 網路信件回覆一封 協會 社工員  

4/30 網路信件回覆一封 協會 社工員  

5/03 網路信件回覆三封 協會 社工員  

5/08 網路信件回覆一封 協會 社工員  

6/01 感恩基金會方案申請 協會 社工員  

6/08 防身術學習 
板橋分局 理事長、總幹事、社

工人員暨志工 
 

6/14 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系統 新北市政府 社工員  

6/25 網路信件回覆一封 協會 社工員  

6/29 網路信件回覆一封 協會 社工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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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執行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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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秀葉        $6,000  

彭于真        $5,200  

李士坤        $5,000  

楊孟達        $4,000  

張瓅文        $3,000 

曾柏硯        $3,000 

許蕊          $2,400 

基督教福和堂  $2,000 

王臻稜        $2,000 

理監事        $2,000 

賴鎮安        $1,500 

唐高明霞      $1,000 

劉玉蓮        $1,000 

麥金羽琳      $900 

潘柏愷        $900 

楊俊勇        $800 

楊凱傑        $800 

徐育珠        $400 

楊俊欣        $400 

楊思恬        $400 

楊斯貽        $400 

劉晨寧        $300 

工作執行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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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行政中心 

    

    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於

107 年 6 月 24 日開辦第 30 期志工儲備訓

練，本期共有 14 位學員報名參加，男性

學員 6 名，比例相當高，更顯難能可貴。 

    第一階段課程，由王韻齡心理師帶領

學員了解兒童的心理世界、青少年的次文

化，教導我們藉由理解兒童及青少年在成

長過程中所會經歷的階段與心理歷程，學

會如何與他們溝通互動。陳莉榛心理師帶

領的中老年人的危機與心理調適，以清鬆

活潑的口吻，以及自身例子，使學員們能

夠感同身受去理解長者們的困境。社會局

的鄭明學股長以及林坤宗專委，透過長期

的實務經驗，將枯燥乏味的志願服務倫理、

內涵、法規、發展趨勢，以生活化的例子

呈現，生硬的法規瞬間變得平易近人。郭

宏基老師所帶領的課程：他與她的情事-

兩性相處與溝通，讓我們了解男女大不同，

如何站在各自的立場角度，生活適應方式

來認識彼此，增進關係的熱度。最後由范

文千社工師為我們講解社會福利概況以

及社會資源運用，豐富的實務經驗以及各

種充滿笑料的例子，讓整堂課程在輕鬆的

過程下同樣達到收穫滿滿的效果。 

    經歷了連續四週的密集課程後，第

30 期志工儲訓於 7 月 15 日完成結訓，由

理事長江惠貞親自前來給學員們鼓勵，並

頒發結業證書。且本次階段 14 名學員全

數通過，成果十分良好。 

    第二階段的課程將於 7月 29日開辦，

若將第三階段及第四階段的課程也涵蓋

進來，那整個課程將持續到明年 1 月底才

會告一段落，生命線

的志工培訓課程十

分漫長並辛苦，也更

顯得志工們是多麼

的令人敬佩。期許我

們的新學員新血們，

能夠順利過關斬將，

一同加入生命線的

大家庭。

 

  

活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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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行政中心彙整 

    107 年 5月 10日，由陳悅華心理師

帶領的輔導原理與實務，課程主題有四點，

包含：倫理議題、個案問題與需求評估、

焦點解決諮商概念、自傷(殺)危機評估與

處理原則，以下分點簡述。 

    輔導專業倫理-在實務工作中，志工

根據個人的哲學觀、價值觀、倫理規範、

機構的規定、個案的福祉、社會的規範，

做出一個合理且公正的道德選擇的依循

標準。生命線的接線倫理守則，老師羅列

如下：(1)我不告訴個案我的姓名、電話

以及其他連絡方式，也不可以私下見面。

(2)對於個案任何的資料，我絕對保密。

(3)我不使個案受到傷害，也不讓個案傷

害我。(4)使個案獲得最大福祉。(5)尊重

並維護個案有自我決定的權利。(6)我不

因為個案的年齡、性別、種族、文化背景、

社經地位與宗教等因素受到影響，一律用

公平公正與愛的態度幫助他。(7)不斷在

專業與生命上自我成長。 

    個案問題與需求評估-在接線時，要

試著將個案概念化，諮商員蒐集與當事人

問題相關的資料，系統的統合這些資料，

以對當事人的問題、內在心理動力、個人

功能、問題演變、求助原因以及相關的因

素有統整性的了解與評估，形成對當事人

問題的假設與判斷，進而選擇適當的諮商

策略，擬定對應諮商計畫及對諮商效果的

預先評估之整體認知過程與結果。問題評

估的部分，則依序為(1)了解問題：建立

關係，協助案主說故事。(2)澄清問題：

協助案主看見盲點/新觀點、協助案主思

考真正需求。(3)解決計畫：協助案主找

出各種可行方法、協助案主選擇適合自己

的策略、協助案主草擬計畫。(4)結束協

談。 

焦點解決理論-焦點解決短期諮商的原則

有八點。(1)如果沒有用，就不要固著在

同一個點上。(2)如果有用，就多做一些。

(3)如果沒有用，就做一些別的。(4)一小

步可以導致大改變。(5)晤談焦點不需要

和問題有直接的相關。(6)接決之道的要

素與所描述問題的內容不見得是相關聯

的。(7)沒有問題會一直持續發生，總有

「例外」可以運用。(8)未來是經由創造

和協商出來的。焦點短期諮商十分適合用

於線上協談個案，活用以上八點原則將可

妥善的帶給個案幫助。 

    自殺危機評估-自殺風險評估=自殺

危險因子+自殺意念。自殺危險因子包含

(1)人口學變項：年齡、性別。(2)生活環

境：重大壓力源、缺乏重要他人。(3)過

去經驗的連結：家庭成員曾自殺、過去企

圖自殺的經驗。(4)臨床狀況：急性酒精

中毒、精神疾病。引起自殺意念的因素則

包含(1)外在壓力源：重要他人死亡、失

業、嚴重生理疾病等。(2)內在衝突：僵

局、衝突、束縛。(3)神經生理功能失常：

外來的酒精/毒品/藥物作用、內在的生理

疾病，憂鬱症等。當遇到有自殺危機個案

時，我們不必擔心詢問自殺計畫會提供病

人一些新的主意，在透過討論與引導後，

我們可以讓病人再次思考自我毀滅的決

定。

活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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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行政中心 

 

    一直以來協會致力於線上個案的協

談服務，今年度透過聯合勸募協會的方案

補助，開始推動針對高關懷個案的後續追

蹤關懷訪視服務，希望能擴大並延展服務

涵蓋的層面，針對自殺防治做更有效的處

遇。 

    線上高關懷個案處遇模式，將口號濃

縮為：「三標三問」，即為三項指標與三個

問題，藉由簡單的口號增進夥伴們的印象。

以下分別說明「三標三問」之內容。 

「三標」- 三項指標 

(只要有一項成立即符合轉介標準) 

一、自殺意念/行為 

    個案若有自殺意念，可詢問： 

   (一)自殺意念強度。 

   (二)自殺計畫是否完整可行。 

   (三)過往自殺經驗。 

    藉由這些向度來判斷個案的自殺傾

向高低，決定是否轉介。 

二、憂鬱症 

    遇到有憂鬱症的個案，可詢問個案是

否經醫師確診，目前就醫與服藥情況。 

三、藥酒癮 

    詢問個案藥物、酒精的使用強度，使

用歷史(多久了)，使用頻率，藉以了解個

案目前的狀況。 

    以上三項指標，只須符合其中一項，

即可進行轉介。轉介到行政中心前，有幾

個重要的問題要請志工夥伴先行詢問。 

 

「三問」- 三個問題 

一、稱謂 

    詢問個案應該如何稱呼。 

二、是否願意接受協會服務 

    若沒有經過個案同意，協會不能主動

撥打電話給個案，故此問題最為重要。 

三、連絡電話與時間 

    詢問個案的聯絡電話，方便在甚麼時

間接聽電話，以 9點到 6點為主。 

    當「三標三問」都依序進行後，記得

溫暖的提醒個案，會請協會社工再行與個

案作聯繫，請個案仍要好好照顧自己。掛

上電話後，請填寫個案關懷單，紀錄下與

個案協談的過程內容，方便社工盡快了解

個案狀況。 

    若遇到個案目前正在自殺(傷)中，或

對自己或他人具有立即危險性者，請盡速

通報 110 做處理。 

 

文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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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陳玲碧 

 

    2018 年 5 月 19 日，天氣晴！生命線

春之旅在總幹事的佛心接送晚到志工到

休息站會合後，大家歡欣鼓舞地往今天的

景點前進。就在活動組長發送蘋果之際，

赫然發現西瓜領隊沒上車。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一天的旅遊就在這溫

馨、愉悅的氣氛中揭開了序幕！ 

    然後，我們來到位於礁溪與烏來界線

上，早期林班地界內運輸用的木馬道，也

是昔時以馬傳送公文的淡蘭便道，故稱跑

馬古道。因曾與浴蘭同寢，認為我有良好

的腳力足以擔當領頭羊，便成為活動組員，

帶領大家走這古道。沿途青山綠水、鳥語

花香、微風習習，夥伴們在馬不停蹄的前

進中更不忘熱情地交流與歡笑，沿途居高

臨下飽覽蘭陽平原的綺麗風光，當雲霧散

去，太平洋上的龜山島身披薄紗，露出嬌

羞的身影，令人不禁陶醉神往！眾夥伴們

不耐我的浪得虛名，一一超越而去。落後

的夥伴許是善行吸引善行，竟得到善心人

士接送而先馳得點的等在終點！真是讓

人羨慕又感動！！ 

    活動後的午餐，特別美味，一送上桌，

便馬上像秋風掃落葉般盤盤見底，吃完還

感覺意猶未盡呢！然後來到昔日「蘭陽十

二勝」之一的龍潭湖。是蘭陽五大明湖中

面積最大的湖泊，三面環山，山腰有廟宇

數座，暮鼓晨鐘，在此安眠的夜總會諸先

人，庇佑陽世子孫安康幸福！我們在此有

漫長的 2 小時自由活動時間。有別於夥伴

們興致勃勃的環湖，我只想細細品味這湖

光山色！ 

    因為上個月我參加的旅遊行程也來

到此地，環湖一周大概 40分鐘，有點馬

不停蹄。沒機會享受這美好的湖光山色！

我想出遊就是要放慢腳步，紓解平日緊張

的生活步調，早上已充分運動了，這會兒

我用行禪的步伐，一步一步再一步地活在

當下，看夥伴餵食魚群，水鴨也來助興，

夜鷺優雅地停靠樹上，成為相機聲此起彼

落最佳模特兒，那數量龐大的成群蝴蝶是

意外的驚喜，而在水面上相互追逐嬉戲，

濺起朵朵浪花的一對水鴨，讓我有了關注

的快樂！信步走到堤防木棧道的大樹下，

迎面而來的涼風，讓我有了停駐的渴望！

於是坐了下來，閉目靜坐，享受這美好的

午後時光。再次睜開眼，湖光山色、如茵

綠草，還有在椰子樹天空中輕舞飛揚的風

箏，歲月靜好的人間天堂就在眼前。環湖

的夥伴正迎面向我走來！ 

    「幸福啊因為有任大家！」感謝這一

路上所有出現的人，我們一個都不能少，

有你，有我，大家都幸福！青山常在，綠

水不改，我們緣起不滅，永續幸福，期待

下次再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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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張浴蘭 

 

    從接棒活動組組長那日起，就開始搜

集活動資料，準備辦春之旅。在年初的幹

部會議中表決通過：宜蘭的跑馬古道與龍

潭湖。一日遊的春之旅，一部車的報名很

快就爆滿，但距出遊還有兩個月的時間，

人數異動變化太大了，(退與進幾乎對半)。

到出遊的前一天得知有位剛離開生命線

團隊的伙伴不去春之旅了，因旅平安險已

辦妥，一切已安排就序，只能說抱歉不退

旅費了。  

    519終於到了，明定 6:50集合上車，

7:00出發，遊覽車 6:30不到已在等候大

家了，我們的伙伴也都很準時的陸續到達。

以往都是人等車，這次是車等人…讓我第

一個驚奇!大家很合作很主動的協助搬食

品與水果上車並協助召呼帶位點名，只有

一位伙伴因堵車延遲而沒趕上遊覽車,後

來由蘇總幹事親自開車趕到石碇休息站

來會合。蘇總幹事載人追車，從新埔捷運

站追到石碇休息站，讓我們真感動。謝謝

蘇總幹事…讓我第二個驚奇! 

    接到人了，下車方便的伙伴也全數上

車了，我回報司機「人數到齊」，司機就

緩緩開出擠滿人與車的休息站。吃完早餐

後就開始發送蘋果，也分送給司機與服務

小姐，才發現服務小姐小玉不在位置上。

問了司機，司機說在車上，我說沒有耶，

我告訴司機小玉真的不在車上，我馬上打

手機找小玉，小玉的手機在座位上響。司

機立斷決定馬上下坪林交流道回頭找小

玉，因車子回頭走我須告訴伙伴們原因，

當我說「小玉不在車上，我們要回石碇休

息站找人」當下哄堂爆笑。客人全上車了，

車子開走了，服務小姐竟然未上車，全車

笑到東倒西歪…讓我第三個驚奇，又好

笑!"  

    早上的行程是走礁溪到上新的跑馬

古道，司機很貼心要讓我們走緩坡下山，

所以再次下坪林交流道，走北宜線公路，

在上新下車走往礁溪，全程 7公里，雖有

熱情的太陽招呼，但有徐徐的微風與沿途

的樹陰、有鳥鳴聲、人們的笑聲。「您早!」

「您好!」「哈雷路亞！」聲聲不絕於耳，

沿途景色宜人，伙伴們互相扶持向前走。

最讓我感動的是智賢學長一路陪伴在彩

娥姐的身旁，扶助她走完全程，也看到有

愛心的車友招呼長者搭便車下山。走到三

岔路時，正猶豫走哪一條，李月嬌與其他

伙伴就來電指導方向，伙伴們的賴也傳來

照片圖示，團隊們這麼溫馨，壓後的我哪

會迷路呀！雖走了兩個多小時，大家都沒

有倦容。 

    午餐餐廳的服務生問我：「妳們這團

隊是不是剛下山，食量不錯喔！」(因很

多人都盛了兩次飯)。我笑一笑，說廚師

手藝好，很會煮，色香味佳，我們喜歡。

下午大家漫遊於龍潭湖畔，樹陰下草皮上

都留下足跡與倩影，湖裡的魚兒也讓大家

餵的飽飽的，大部分的伙伴們都結伴環湖

一週，我們的薇莉團長，厲害了，騎自行

車繞了兩圈。 

    帶著快樂的心情離開龍潭湖，直奔雅

文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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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蛋糕工廠，原本想來個大快朵愉，因人

滿為患，要擠進去都困難，只好買幾個蛋

塔分享一下，再轉移陣地最後的景點買宜

蘭名產，因到處都可買得到名產，所以大

家都買的不多。吃完豐富的晚餐，帶著快

樂的心情，坐上回程的車，大家輪著接傳

麥克風，暢談一日遊的心得。大家帶著歡

樂的心情暢談，不知不覺就回到了板橋，

在一首"期待再相會"的曲子後結束春之

旅。 

    這次春之旅活動讓我太感動了，要感

謝的人很多。感謝王世村前理事長贊助春

之旅水果與麵包點心，特地叮嚀要買新鮮

又好吃又衛生安全的，而大家問這麼好吃

的麵包哪裡買，當然是在前理事長李榮鏗

的斯麥爾麵包店訂作的(但沒有知會李理

事長)。感謝我們的江理事長也提共又大

又好吃的芭樂；感謝多位伙伴自備糖果、

點心來分享；也要感謝素貞學姐協助車上

的點名；也要感謝金美姐當我的副手招呼

大家與協助分發食品；感謝一起出遊歡樂

的伙伴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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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屆第 10 次理監事聯席會 後續追蹤個案研討會-林正鄆社工師 

  

志工在職進修-陳俊佑心理師 志工在職進修-陳悅華心理師 

  
社工團體督導(翁慧真社工師) 出監前大團體輔導 

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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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老人講座 老人團體輔導 

 

 

藥物防治暨心裡健康宣導 團體課程(督導徐育珠) 

  
團體課程(督導郭色棉) 團體課程(督導胡惠珠) 

     

  

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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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捐款收據核准字號(78)北縣稅工字第 60074 號 

--------------------------------------------------------------------------------------------------------------------------------------------------------------------------------- 

誠摯感謝您支持本會電話協談、心理輔導與危機處遇之工作推廣，亦感謝您願意贊助

本會業務發展所需經費，請務必詳細填寫下列資料，並回傳真至(02)8967-8899 或 Email：

tplla1995@gmail.com，本會收到資料審核後於每月 20 日進行扣款。 

       信用卡授權書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捐款人姓名  捐款人編號 (勿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公司統編) 

 

聯絡電話  手機號碼  

聯絡地址  

E-mail  

捐款收據抬頭  

收據開立方式     □開立單次收據    □開立年度收據 

收據郵寄地址  

 

信用卡別 
     □VISA   □MasterCard     □JCB  

信用卡號  

發卡銀行  有效期限         月       年 

簽名(請與信用卡簽名相同) 
 

本人同意提供上述信用卡號，作下列捐款事宜(請自行勾選)： 

1.□每年捐款一次，於_____月捐款，每次金額為新台幣____________元整 

2.□每個月捐款一次，自_____年____月起至_____年____月止，每次金額為新台幣  

    ____________元整 

3.□不定期捐款，本次捐款金額為新台幣____________元整 

●本表填寫完請傳真至(02)8967-8899 或 Email：tplla1995@gmail.com 

  亦可郵寄至(220)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 245 巷 89 號  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收 

  另有郵政劃撥帳號：1270-7549 

  銀行匯款：009-001-00007266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板橋南雅分行)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來電洽詢(02)8967-5599 

〜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感謝您的支持與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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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行 所：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發 行 人：江惠貞 

發 行 日：2018.07.20 

會    址：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 245 巷 89 號 

電    話：(02)8967-5599 

傳    真：(02)8967-8899 

協談電話：1995 

網    址：www.1995.org.tw 

E-mail  ：tplla1995@gmail.com 

劃撥帳號：12707549 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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