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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 

 

文/風傳媒-李梅瑛 

    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成立 30 周年

暨第 5 屆自殺防治宣導活動，9 日舉辦「珍

愛生命線，感恩 30th 音樂晚會」，除了邀

請知名作家、資深媒體人蔡詩萍為防治自

殺公益代言外，晚會同時安排多個藝文團

體精彩演出，新北市副市長呂衛青也蒞臨

支持。 

新北生命線協會理事長江惠貞

表示，該會自民國 77 年 12 月 4

日開線以來，至今走過整整 30

年的歲月，期間協助、處理自

殺防治與家暴事件個案不計其

數，「1995」已成為搶救輕生及

協助弱勢最重要的公益專線，

而這一切的成就均有賴於龐大

志工團隊堅持傾聽、陪伴的無

私精神，以及始終信守珍愛生

命的核心價值。 

    傾聽、陪伴助過難關，成

守護他人生命的貴人 

    呂衛青致詞先感謝志工們

的辛苦付出，她也表示，生命

是無價的，60%有自殺傾向的人

都有警示症狀出現，這時候，

若家人朋友能適時給予安慰及

關心，就能幫他渡過難關，扮

演關鍵角色，成為守護他人生

命的貴人。今年適逢新北市國

際生命線協會成立 30 周年，國

慶日前夕新北生命線協會擴大

舉辦感恩音樂會，除規劃長期熱心公益的

蔡詩萍親臨代言，包括由新象雜技團指導

的慢飛天使新心劇團、樂界新竄起的 MIT

米特薩克斯風重奏團、板橋粘晶晶樂團與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馨懷乳癌關懷協會等

團體登台演出，節目精彩，逾百位民眾開

心渡過愉快的夜晚。 

    

活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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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務 

日期 內容 地點 人員 備註 

7/02 重新線上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 43 人 協會 社工組長  

7/06 擬向社會局申請志願服務獎勵 3 人 協會 社工組長  

7/23 協助志工團報名生命線總會幹部訓練 協會 社工組長  

●會議召開 

日期 內容 地點 人員 備註 

7/06 107 年度第 2 次志工督導會議 
協會 總幹事、社工及志工

督導 
 

8/15 第 15 屆第 11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協會 各理監事  

9/08 第 24 屆第 2 次志工團幹部會議 協會 志工團幹部  

9/12 第 15 屆第 1 次選務委員會議 協會 選務委員  

●方案執行 

日期 內容 地點 人員 備註 

7/02 網路信件回覆一封 協會 社工員  

7/03 網路信件回覆一封 協會 社工員  

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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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 關懷老人個別輔導服務（土城區） 協會 社工組長  

7/05 網路信件回覆一封 協會 社工員  

7/06 網路信件回覆一封 協會 社工員  

7/09 網路信件回覆一封 協會 社工員  

7/13 自殺防治後續追蹤 L107020 協會 社工員  

7/13 網路信件回覆一封 協會 社工員  

7/18 關懷老人團體輔導（三重順德）-2 三重 
志工督導林惠玲 

社工組長、實習生 
 

7/24 自殺防治後續追蹤 L107021 協會 社工員  

7/31 關懷老人團體輔導（蘆洲農會）-4 蘆洲 
志工督導林惠玲 

社工組長 
 

8/01 更生人出監前大團體輔導（80 人） 台北看守所 
社工組長、社工員、

志工 
 

8/07 自殺防治後續追蹤一通 L107022 協會 社工員  

8/08 自殺防治後續追蹤一通 L107022 協會 社工員  

8/09 網路信件回覆一封 協會 社工員  

8/10 網路信件回覆二封 協會 社工員  

工作執行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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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關懷老人團體輔導（三重順德）-3 完 三重 
志工督導林惠玲 

社工組長 
 

8/16 社工人員團體督導 協會 社工師翁慧真  

8/20 感恩基金會方案申請複審 協會 
總幹事、社工組長、

社工員 
 

8/22 自殺防治後續追蹤一通 L107023 協會 社工員  

8/24 聯合勸募提案說明會 實踐大學 社工員  

8/28 關懷老人團體輔導（蘆洲農會）-5 蘆洲 
志工督導林惠玲 

社工組長 
 

8/28 自殺防治後續追蹤一通 L107024 協會 社工員  

8/28 網路信件回覆一封 協會 社工員  

8/31 網路信件回覆一封 協會 社工員  

9/03 老人社區心理健康講座 新北消防局 
志工督導彭于真 

社工組長 
 

9/04 老人社區心理健康講座 永和竹林里 
志工督導彭于真 

社工員 
 

9/05 更生人出監前大團體輔導（89 人） 台北看守所 
社工組長、社工員、

志工 
 

9/07 聯合勸募 Love Link 說明會 台灣大學 社工員  

9/10 老人社區心理健康講座 
三重社福中

心 

志工督導彭于真 

社工組長 
 

9/12 網路信件回覆一封 協會 社工員  

9/13 網路信件回覆一封 協會 社工員  

9/18 老人社區心理健康講座 永和店街里 
志工督導彭于真 

社工組長 
 

9/19 社工人員團體督導 協會 社工師翁慧真  

9/19 自殺防治後續追蹤一通 L107024 協會 社工員  

9/20 
自殺防治後續追蹤二通 L107021 、

L107026 
協會 社工員  

9/20 網路信件回覆一封 協會 社工員  

9/20 老人社區心理健康講座 中和衛生所 
志工督導彭于真 

社工組長 
 

9/21 網路信件回覆一封 協會 社工員  

9/25 關懷老人團體輔導（蘆洲農會）-6 完 蘆洲 
志工督導林惠玲 

社工組長 
 

9/27 老人社區心理健康講座 
新莊雙營社

福中心 

志工督導彭于真 

社工組長 
 

9/28 網路信件回覆一封 協會 社工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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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訓練 

日期 內容 地點 人員 備註 

7/1 第 30 期志工儲訓第一階段(2) 
協會 陳莉榛心理師、鄭明

學股長、社工員 
 

7/8 第 30 期志工儲訓第一階段(3) 
協會 郭宏基老師、林坤宗專

委、社工員 
 

7/14 必修課：助人者心理健康照顧工作坊 
信義國小 簡玉坤心理師、 

社工組長 
 

7/15 第 30 期志工儲訓第一階段(4) 
協會 范文千社工師、 

社工員 
 

7/27 志工督導團體督導 
協會 張嘉紋心理師、 

社工組長 
 

7/29 第 30 期志工儲訓第二階段(1) 協會 
簡玉坤心理師、 

社工組長 
 

8/04 團體課：對話-從「心」開始 協會 志工督導林姝伶  

8/05 第 30 期志工儲訓第二階段(2) 協會 社工員  

8/11 必修課：自殺防治與因應策略 信義國小 副教授吳佳儀  

8/12 第 30 期志工儲訓第二階段(3) 協會 社工員  

8/19 第 30 期志工儲訓第二階段(4) 協會 社工員  

8/28 第 30 期志工儲訓第三階段(1) 協會 社工組長、社工員  

9/04 第 30 期志工儲訓第三階段(2) 協會 社工員  

9/08 選修課-電影賞析（明天別再來敲門） 信義國小 志工督導陳巧凌  

9/11 第 30 期志工儲訓第三階段(3) 協會 社工員  

9/15 選修課-電影賞析（心靈時鐘） 信義國小 志工督導王珮齡  

9/18 第 30 期志工儲訓第三階段(4) 協會 社工員  

9/25 第 30 期志工儲訓第三階段(5) 協會 社工員  

9/29 選修課-電影賞析（意外製造公司） 信義國小 志工督導楊曉青  

●活動辦理 

日期 內容 地點 人員 備註 

7/7 志工團小組聯誼（關懷組與文宣組） 陽明山 志工團  

8/18 107 年會員及志工聯誼公益參訪之旅 陽明山 全體人員  

●公共關係 

日期 內容 地點 人員 備註 

7/21 監事陳志明的媽媽告別式 彰化溪洲 
理事長江惠貞暨理

監事 
 

9/28 志工姜碧嬪的公公告別式 板橋殯儀館 
前理事長李榮鏗與

志工 
 

●其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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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內容 地點 人員 備註 

7/02 
輔仁大學社工學系學生李芝儀、台北大

學社會工作學系李佩縈，進行實習說明 
協會 社工組長  

7/09 
學校實習生團體督導 1（李芝儀、李佩

縈） 
協會 社工組長  

7/16 學校實習生個別督導（李佩縈） 協會 社工組長  

7/17 
學校實習生團體督導 2（李芝儀、李佩

縈） 
協會 社工組長  

7/25 自殺通報 110 一件 協會 社工組長  

7/25 學校實習生個別督導（李佩縈） 協會 社工組長  

7/30 
查核106 年度衛生福利部精障方案會計

帳目 
協會 會計師黃立棠  

8/01 
學校實習生團體督導 3（李芝儀、李佩

縈） 
協會 社工組長  

8/03 
輔仁大學社工系學生暑期實習機構拜訪

（李芝儀） 
協會 

陳怡青老師 

社工組長 
 

8/13 
台北大學社工系學生暑期實習機構拜訪

（李佩縈） 

協會 施侒玓老師 

社工組長 
 

8/14 學校實習生個別督導（李佩縈） 協會 社工組長  

8/24 聯合勸募 108 年申請方案說明會 實踐大學 社工張哲宇  

8/29 學校實習生個別督導（李芝儀） 協會 社工組長  

9/06 
台北市立大學心理與諮商系實習說明（林彥

妤、蔡艾庭） 
協會 社工組長  

9/10 學校實習生團體督導（林彥妤、蔡艾庭） 協會 社工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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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執行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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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                                    $100,000 

社團法人新北市普心公益推展協會                                  $70,000 

怡樺興企業有限公司                                                $20,000 

美倫獅子會                                                         $20,000 

真心國際同濟會                                                     $20,000 

財團法人邱春木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20,000 

富全風機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新北市板橋東區扶輪社                                             $20,000 

靖大冷凍空調有限公司                                             $20,000 

蕙心國際同濟會                                                    $20,000 

新北市三重三陽扶輪社                                             $17,000 

板橋中區扶輪社                                                    $10,000 

品佳金屬建材有限公司                                             $10,000 

納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馬斯特包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陳秀玉地政士事務所                                                 $10,000 

嵐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6,000 

新北市板橋區工商婦女企業管理協會                                   $5,000 

金翼翔有限公司                                                     $2,000 

苗粟縣生命線協會                                                  $2,000 

基督教福和堂                                                      $2,000 

黑殿飯店                                                         $1,030 

新北市淡水區工商婦女企業管理協會                                   $1,000 

捐款箱                                                           $18,000 
 

工作執行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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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慶                   $100,000  

謝美子                    $80,000  

邱仁賢                    $60,000  

江信東                    $20,000  

粘壽星                    $20,000  

陳金鐘                    $20,000  

陳國亮                    $20,000  

黃振昌                    $20,000  

李榮鏗                    $11,200  

彭于真                    $10,800  

陳明月                    $10,000  

謝梅蘭                    $10,000  

顏秀奶                    $10,000  

邵秀葉                    $6,000  

林淑敏                    $5,000  

陳朝龍                    $5,000  

蔡素珍                    $5,000  

謝月子                    $5,000  

楊孟達                    $4,000  

湯明亮                    $3,200  

張瓅文                    $3,000  

陳正忠                    $3,000  

曾柏硯                    $3,000  

涂圓圓                    $2,000  

莊雲英                    $2,000  

賴鎮安                    $1,500  

江簡雪                    $1,000  

何玉娟                    $1,000  

何素梅                    $1,000  

余美雲                    $1,000  

宋玉秋                    $1,000  

林玲華                    $1,000  

林美娥                    $1,000  

林惠英                    $1,000  

張碧妙                     $1,000  

張碧錦                     $1,000  

郭林美惠                 $1,000  

陳美秀                     $1,000  

游寶秀                     $1,000  

黃素蘭                     $1,000  

黃雲卿                     $1,000  

傳麗雲                     $1,000  

詹金戀                     $1,000  

鄧碧麗                     $1,000  

鄭玉秋                     $1,000  

謝秀亭                     $1,000  

簡賴蕊                     $1,000  

羅淑慧                     $1,000  

何江壽美                   $900  

麥金羽琳                   $900  

林姝伶                       $800  

楊俊勇                       $800  

楊凱傑                       $800  

吳孝恩                       $600  

莊淑景                       $600  

陳秀玉                       $600  

劉李幸                       $600  

潘柏愷                       $600  

吳淑華                       $500  

李彩                       $500  

李模勤                       $500  

沈璧華                       $500  

林環                       $500  

邱碧玲                       $500  

張秀香                       $500  

張美櫻                       $500  

張碧齡                       $500  

陳美美                       $500 

工作執行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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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絲                      $500  

陳艷梅                      $500  

游來春                      $500  

雲美珍                      $500  

黃美藝                      $500  

黃翊慈                      $500  

黃靜雯                      $500  

蕭冬雪                      $500  

謝淑禎                      $500  

簡余綵鈺                  $500  

蘆富敏                      $500  

楊俊欣                      $400  

楊思恬                      $400  

楊斯貽                      $400  

劉瀞涵                      $400  

江蕙如                      $300  

何游秀玉                  $300  

宋淑幸                      $300  

李翠玲                      $300  

林妙香                      $300  

林信竹                      $300  

林美伶                      $300  

林貴女                      $300  

洪秀鶴                      $300  

高麗玲                      $300  

張玉雪                      $300  

張淑甄                      $300  

許陳免                      $300  

郭鄭明良                  $300  

陳秀媚                      $300  

陳淯浚                      $300  

陳淯陞                      $300  

陳嘉泰                      $300  

彭春蘭                      $300  

黃香代                      $300  

黃香菊                      $300  

楊秀玉                      $300  

楊益政                      $300  

楊錦雀                      $300  

劉晨寧                      $300  

歐文玲                      $300  

簡素英                      $300  

簡清美                      $300 

工作執行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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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實習生-李佩縈 

    作者主要描述在安寧病房提供病患本人

或病患家屬的藝術治療，一開始閱讀本書便

深感，有些情緒藏在心中，如果有機會藉由

具體的媒介來表達與詮釋，便可以在創作當

中抒發。 

    第一篇文章中的小傑，母親因癌症過世，

他告訴藝術治療師：「我的爸爸死了，我的奶

奶死了，我的小狗也死了，現在，我的媽媽

也死了！」他平靜地安慰著小表哥說：「我希

望你的爸爸和媽媽永遠不會死」，語氣中充滿

無奈，卻聽不出悲傷，一個六歲的孩子，該

如何面對與經歷重大的失落？原先的我，對

於兒童的悲傷陪伴，

只認識遊戲治療，

透過沙遊、玩偶、

繪畫等，從中套入

對自我的看法、家

庭的角色互動，治

療師來詮釋與了解

孩子的狀況。 

    而本書介紹的

藝術治療，可使用

與熟悉的媒材更多

元，像是基本的繪

圖、黏土，甚包含

陶作、噴漆、毛線、

剪報等。過程裡，

尊重、陪伴、接納、

傾聽與支持個案，

這樣的態度與互動，

本身就是治療，提

供適合療傷的時空，

根據個案的狀況設

計適合的活動與不同的創作媒材，讓個案能

夠跟自己互動，了解自己對情緒的反應並作

整理與回應。也因著有作品，作品的完整是

當下卻不是結束，其實可將作品進一步轉化

交織出新的生命，賦予不同的意義。 

    對於安寧病房能有更多認識，不僅於此

書，也從生命線在安寧病房服務的志工身上

可聽見感人的故事。人到了臨終，無論是病

患或家屬，都擔心會有遺憾，怕做得不夠，

怕還有什麼未做，怕人到了另外一個世界，

會留下許多來不及，因為生命有限，有人好

捨不得與愛人的時光，有人好憤怒為何一輩

子處處艱辛而沒

有雲過天青，而這

些想法糾結於病

床上的時光，不知

道該如何好好道

歉、道愛、道別？

書中的第五個海

倫的故事，家庭帶

給他的傷害，一直

到生病後對整段

歲月充滿不甘心，

藉著藝術治療，他

可以處理創傷，並

將不甘心的心情

轉化為挑戰生命

的延續與對未來

的盼望，這便是超

越語言的力量。 

    藝術治療聽

起來神奇，但只是

在助人的形式上

專書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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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在生命線藉由聲音的溫度來關懷一通

通個案，在藝術治療從創作過程來陪伴與同

理。無論是有聲或無聲，我們都試著 being 

here with client，如此之同在給予個案安

全感，可以更放心地抒發、整理，再鼓起勇

氣拾起能量向前走，可見助人的工作裡最重

要的工具便是自己本身，要有自我覺察的能

力以及內在的能量，做好自我照顧。書中作

者提到我們不是要忙著 doing something，

只需 being there。實質上，工作者與個案

的互動本身就是在做些什麼，無論是陪伴、

傾聽、引導等方向，只是這樣的互動是”和

案主一起”，我們如果急著處遇或想做些事

情，常是忘了在你眼前的這個人他的需要，

只為了達成自己的目標，所以與個案的同調

和同步是重要的，而如此同步也才能陪著個

案一起走一段他正在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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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實習生-李芝儀 

    「聽擊者:你好，這裡是 110」這本書以

極短篇小說的形式敘述身為警察的作者席

德•約拿斯•古騰拉特在柏林警局報案中心

任職時所「聽」到的各種電話，各種求助的

聲音。 

    閱讀完這本書，我覺察到 110報案電話

某些部份就如同 1995生命線，而有些地方卻

又完全不同。相同的地方如約拿在接聽每通

電話時皆是千篇一律地用「你好，這裡是 110。

柏林警局報案中心，敝姓古。」而後接著的

才會是各種回應:各種人生百態、各種的憂鬱

情緒、各種的要脅與傷害。然而，可以讀出

的是，無論約拿當下的情緒如何，身體狀況

是否在最佳狀態，他面對每一通來電者的態

度都是一樣的真誠，一樣的關切，一樣的願

意給予。在書中<

英雄與白痴>的

篇章中說道:「若

不是懷抱雄心壯

志的理想主義者，

誰會願意為了這

個社會，獻身於

捨己為人、可能

犧牲生命的工作?

這種自願犧牲自

我的人，若非英

雄就是白癡。誰

知道呢?」就如同

我在實習的過程

中，也曾接收過

個案質疑的聲音，

也曾和作者一樣，

耗費心力想要陪

伴個案走出憂鬱

情緒，卻往往看似徒勞。儘管在生命線實習

不會有犧牲生命的危險，然而這份工作無疑

是耗能的。對於助人者而言，和處遇諮商技

巧同等重要的就是自我能量的汲取，在不斷

給予的同時也要平衡自己的需求，才能夠在

這條助人的路上走得更長遠。另外在書中也

學習到許多協談中的技巧:在<當斧頭落下>

的篇章中提醒了我用字遣詞的重要性，使用

「發生」這個詞對於某些特定狀況來說是非

常重要的。因為事情發生，就只是發生了。

事情發生不是誰的錯，用發生這個詞來探問

可以引導對方說出事發經過，而不代入過多

個人的自責、懊悔、甚至是蹭恨的情緒；在<

靜默>的篇章裡，面對不願說話的個案，用敲

擊桌面發出聲響的方式來進行初步的協談，

就像生命線對某類似情況的個案所使用的處

遇方式，也在長時

間的引導下，讓個

案願意開口與協談

志工對話。 

    在其中也看到

許多與生命線不同

方向的處遇方式，

因 110報案中心是

以求助對象的危急

程度來評估處理的

順序，對於無立即

明顯危機的個案，

有時候沒有辦法將

太多的時間與資源

挪用給他們。如同<

柔情>中與丈夫結

婚 23年，卻因丈夫

死於癌症而痛苦失

專書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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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寡婦，她的痛苦在這個世界看來似乎小

之又小，在她的世界裡卻是巨大無比，足以

把她壓垮。這也提醒了我，這就是我在實習

工作中所能努力的，學習將自己的價值觀與

情緒完全地抽離，用個案的眼睛去看個案的

問題，用個案的心去感受那份痛楚，給予真

誠的關懷與陪伴，然後在掛上電話的那刻，

從情境中跳脫回到自身，不被協談的內容影

響情緒。這是十分具有挑戰性的，也是我在

書中所學給自己很大的一個提醒。 

    聽擊者用一篇篇短文，把人情冷暖說的

鉅細靡遺。就如同書中前言所述，這本書刻

畫的是人與人的相處之道、是我們對彼此做

了什麼和沒做什麼、我們為我們的行為所付

出的代價，以及我們如何助人與害人。撇開

個案所說的那些五花八門，甚至可說是光怪

陸離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身為助人工作者

的我們，要如何保持專業，保持能量，在接

聽每一通電話時，皆是從個案的需求出發，

而非「我要給他什麼」。堅持與人為善不容易，

必須時時提醒自己，不只是在工作中體現助

人精神，在生活中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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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志工-楊為志 

    看見愛維養護中心大型專用復康巴士開

來，坐著一群身心障礙的生命勇者，雖然言

語無法溝通但能笑容知曉心情，從車座很費

力移坐到特製輪椅，再從車尾升降推至板橋

車站門口集合，這時候才知道無障礙設施的

重要性，深深感觸這些還可以借助輪椅行動，

那些插管氣切長臥的只能長仰無言。 

  推行來到車站內超商，帶著他們選購飲

料，看見他們喜悅笑容自己則是憂喜參半，

這時出現暖男搶著幫大家付錢，台灣最溫暖

就是人都很善良。繼續推行遊逛商店街，自

己則擔任導覽一一講述，雖然生命勇者們有

的可能無法專注「看」、「講」及「動」，我們

試圖讓他們可以「聽到」、「聞到」及「感覺

到」。 

  接著來到 B1美食街，有各式各樣的美味

食物，他們大部份無法自己進食，只能小口

品嚐蛋塔和牛奶，尤其來到麵包蛋糕區連我

們都聞香下馬。最後上到 2樓餐廳區和家居

衣著區，讓他們感覺到一般居家狀況，和他

們在院區不一樣的部份。相信時間雖然很短，

也在難捨相送後分離。 

  非常感謝協會接連舉辦很溫馨感動的活

動，讓我們可以參與瞭解其中，也讓生命線

服務觸角能夠延伸更多元。這次的活動也讓

我覺得生命的幸福需珍惜，如果我是生命勇

者的他們我將會如何呢？我是不是也像他們

一樣勇敢生存……。 

 

 

 

 

 

文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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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志工-吳云均

陪伴這群身心障礙的朋友，雖然他們的外表

與一般人長得不太一樣，有時候甚至會被他

們的外表所嚇到或是感到害怕，事實上，他

們的心靈是比一般人更為單純、更為善良，

或許他們的表達能力不好，但是我們可以從

他們臉部的表情觀察到他們的喜怒哀樂，我

們對他們的用心陪伴，他們是可以感受到的，

甚至還可以直接的給我們回饋，這種用心靈

交流的畫面是不是很美呢？ 

  之前在一本書中看到這麼一句話：什麼

都不知道是最幸福的。我覺得用在這群身心

障礙的朋友身上蠻貼切的，雖然他們的外表

有缺陷，看起來好像也笨笨的，有些人或許

覺得他們很可憐，可能一輩子需要別人的協

助及照顧，但從另一個角度去思考，他們每

天無憂無慮的過日子，茶來伸手飯來張口，

吃得下睡得著拉得出來，俗話說：傻人有傻

福，或許他們也是一種另類的幸福，反而是

照顧他們的老師或是家人比較辛苦，難道不

是嗎？ 

  最後，我覺得施比受更有福，很開心自

己有能力及有時間能夠去陪伴這群身心障礙

的朋友，看到他們臉上幸福的笑容就是給我

最大的回饋，我的內心是踏實的，而這份踏

實感是金錢買不到的，日後有機會要多多參

與這樣有意義的活動。 

 

 

 

 

文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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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志工-李月嬌 

在生命線協談是一種成長的療癒，聽聽別人，

反思自己，很多生命的節奏盡在調整理，協

談可提升傾聽能力，活化對人關愛的靈巧，

從有形的步驟轉為無形的流露，是一條永無

止盡的生命蛻變之路，夥伴們一起踏青、旅

遊，放鬆與放空，是我們最好的滋養。 

  編輯組舉辦二子坪之旅，我馬上報名，

那是我心靈的後花園，好多年不再造訪，滿

滿的回憶，在不同年代和不同的人徜徉在青

青草原上，溫馨的往事一一浮現，又是一次

回歸大自然的擁抱，「二子坪我回來了！」。 

  生命線這個大家庭，人丁眾多，每個人

循著自己的特質，選擇角色扮演，足感心ㄟ！

幾位大姐大帶著自己的拿手好菜，就是要把

你「餵養」讓你好滿足！ 

  玉霞姐更是把自家的農產品做成果醬，

讓我們塗麵包，真的是僅此一家別無分號，

風味特別，甜而不膩，大家也帶著不同的午

餐，共享私房菜的成就感，一路上風和日麗，

微風徐徐，嘰嘰喳喳談笑風生，好幸福。 

  娥媽媽展示了她的超級好用隨身包，我

們覺得很霹靂，因為除了構思實用，手法也

要靈巧，當場很多人預約訂製，可見有多夯，

只要讓人愉悅的好事都很能滋養身心靈。 

  吃飽渴足了，有人先離開，我們幾個意

猶未盡的夥伴，真是藍天為帳，大地為床，

開著大自然的空調，睡它一大回，真是療癒

的二子坪，感謝編輯組夥伴的巧思與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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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愛生命線-感恩 30th 紀念晚會 珍愛生命線-感恩 30th 紀念晚會 

 

 

第 15 屆第 12 次理監事聯席會 選務會議 

  
107新北市人民團體領航銀獎 感恩基金會方案審核 

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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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期志工儲訓 出監前大團體輔導 

 

 
老人心理健康講座(彭于真督導) 老人團體輔導(林惠玲志工) 

  

助人者心理健康(簡玉坤心理師) 自殺防治與因應策略(吳佳儀心理師) 

      

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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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督導團督(張嘉紋心理師) 電影賞析(王珮齡督導) 

  

電影賞析(楊曉青督導) 電影賞析(陳巧凌督導) 

  

志工督導團體課(林姝伶督導) 志工團幹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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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江惠貞 

發 行 日：2018.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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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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