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七年 1 月 1 日至九十七年 12 月 31 日止，工作報告：
一月份
97.01.01 休假日

97.01.19 第二梯次小團體輔導

97.01.02 生命線例行事務。

課程，時間：9：00~16：

97.01.03 生命線例行事務。

00，講師，梁翠梅老師。

97.01.04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01.05 第二梯次小團體輔導

97.01.20 志工尾牙暨會員大會活
動，時間：9：00~14：00，

課程，時間：9：00~16：

地點：國揚餐廳：參與人

00，講師：梁翠梅老師。

員：彭秋鈺、陳淑貞、陳

97.01.07 生命線例行事務。

虹曲、黃淵農。

97.01.08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01.21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01.09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01.22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01.10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01.23 感恩基金會來訪，時間：

97.01.11 生命線例行事務。

11：30~13：00，地點：

97.01.12 第二梯次小團體輔導

本會三樓。

課程，時間：9：00~16：

97.01.24 生命線例行事務。

00，講師：梁翠梅老師。

97.01.25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01.14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01.27 第二梯次小團體輔導課

97.01.15 生命線例行事務。

程，時間：9：00~16：00，

97.01.16 生命線例行事務。

講師：梁翠梅老師。

97.01.17 兒童與青少年問題探

97.01.28 生命線例行事務。

討課程：時間：19：

97.01.29 生命線例行事務。

00~21：00，講師：湯

97.01.30 生命線例行事務。

志皓督導。

97.10.31 繳交聯勸方案成果報告

97.01.18 生命線例行事務。

最後一天。

二月份
97.02.01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02.18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02.02 第二梯次小團體輔導課程， 97.02.19 生命線例行事務。
時間：9：00~16：00 講師： 97.02.20 衛生所委託生命線作校園演
梁翠梅老師。

講，地點：卓蘭高中，時間：

97.02.04 生命線例行事務。

13：00~14：50，參與人員：

97.02.05 生命線例行事務。

陳淑貞、黃淵農。

97.02.06 農曆春節，除夕，值班：彭 97.02.21 校園生命教育講座，地點，興
秋鈺。

隆國小，時間：8：00~9：00，

97.02.07 農曆春節，初一，值班：彭

講師：彭秋鈺督導，參與人員：

秋鈺。

陳虹曲。

97.02.08 農曆春節，初二，值班：黃 97.02.22 生命線例行事務。
淵農。

97.02.23 第二梯次小團體輔導課程，時

97.02.09 農曆春節，初三，值班：陳

間：9：00~16：00 講師：梁翠

虹曲。

梅老師。

97.02.10 農曆春節，初四，值班：陳 97.02.25 生命線例行事務。
虹曲。

97.02.26 志工幹部會議，時間：19：

97.02.11 農曆春節，初五，值班，陳

00~21：00，參與人員：彭秋

淑貞。

鈺。

97.02.12 開工。

97.02.27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02.13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02.29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02.14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02.15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02.16 第二梯次小團體輔導課程，
時間：9：00~16：00，講師：
梁翠梅老師。

三月份
97.03.03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03.04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03.05 十七期團督，時間：19：
00~21：00，講師：楊繼鑫，

97.03.15 宜蘭年會，參與人員：彭秋鈺、 97.03.24 生命線例行事務。
陳虹曲。
97.03.16 宜蘭年會，參與人員：彭秋鈺、
陳虹曲。

97.03.25 富田國小小團體第三次，
時間：12：30~14：00，
領導者：楊孟榛、張賢祥，

參與人員：陳虹曲。

97.03.17 生命線例行事務。

參與人員：詹永香、陳虹

第二組小團體討論，時間：

97.03.18 富田國小小團體第二次，時

曲。

19：00~22：00，討論人員：

間：12：30~14：00，領導者： 97.03.26 兌發票

詹永香、張賢祥、沈秋含、

沈秋含、楊孟榛，參與人員： 97.03.27 大同國小一次團體，時

楊孟榛、邱雅玲，參與人員：

彭秋鈺。

陳虹曲。
97.03.06 1、2、3 慶生會，時間 19：

97.03.19 校園生命教育講座，地點：尖
山國小，時間：13：10~14：

間：10：15~12：00，領
導者：蘇靜美、張維源。
97.03.28 生命線例行事務。

00~21：00，安排課程：助人

40，講師：李文怡老師，參與 97.03.30 婦幼館館慶義賣，時間：

專業倫理，講師：新竹市湯

人員：彭秋鈺、楊繼鑫。

8：00~12：00，參與人員：

智皓督導。

大倫國中小團體第二次，時

陳淑貞、

97.03.07 生命線例行事務。

間：13：05~15：00，領導者：

陳虹曲。

97.03.10 生命線例行事務。

張美玲、彭玉蓮，參與人員： 97.03.31 僑育國小小團體第三次，

97.03.11 富田國小小團體第一次，時

陳虹曲。

時間：13：00~14：30，

間：12：30~14：00，領導者： 97.03.20 鶴岡國小一次團體，分兩班，

帶領者：陳虹曲，參與人

沈秋含、楊孟榛，參與人員：

時間：9：30~11：30，A 班領

員：彭秋鈺、何在光、何

陳虹曲。

導者：李春英、賴富美，B 班

玉蘭。

領導者：彭玉蓮、吳秀美。

富田國小小團體第四次，

97.03.12 大倫國中小團體第一次，時
間：13：05~15，時間 13：

97.03.21 校園生命教育講座，地點：信

05~15：00，領導者：張美玲、

義國小，時間：8：30~9：10，

彭玉蓮，參與人員：彭秋鈺。

講師：黃德興老師，參與人員：

97.03.13 僑育國小小團體第一次，時

陳虹曲。

間：13：00~14：30，領導者：

僑育國小小團體第二次，時

彭秋鈺，參與人員：何玉蘭、

間：13：00~14：30，領導者：

何在光、陳虹曲。

何玉蘭，參與人員：彭秋鈺、

97.03.14 校園生命教育講座，地點：

何在光、陳虹曲。

大同國小，時間：7：50~8：

尖山國小一次團體，時間：13：

30，講師：蘇靜美，參與人

10~15：00，領導者：謝玉

員：陳虹曲。

容，參與人員：蘇靜美、張維
源、朱山珍。

時間：12：30~14：00，
領導者：詹永香、楊孟榛。

四月份
97.04.01 十八期志工培訓課程，時間：19：

苗栗國中小團體第二次，時間：14：

00~21：00，講師：禹耀東、賴富美，

00~16：00，領導者：賴富美、謝玉娟，

參與人員：彭秋鈺、陳虹曲、陳淑貞。

參與人員：陳虹曲。

97.04.02 校園生命教育講座，地點：福基國

頭屋國中小團體第二次，時間：13：

小，時間：8：00~8： 40，參與人

50~15：50，領導者：蘇靜美，參與人

員：陳淑貞。

員：彭秋鈺、張維源、朱山珍。

後龍國小小團體第一次，時間：12： 97.04.10 校園生命教育講座，地點：鯉魚國小，
30~14：00，領導者：張利珍、賴麗

講師：黃德興老師，參與人員：陳淑貞。

華，參與人員：陳淑貞、劉秀香、李

校園生命教育講座，地點：文華國小，

之剛。

講師：李文樞老師，參與人員：陳淑貞。

苗栗國中小團體第一次，時間：14： 97.04.11 獅潭國中小團體第一次，時間：9：
00~16：00，領導者：賴富美、謝玉

00~11：00，領導人：彭秋鈺，參與人員：

娟，參與人員：陳虹曲、江宛蓉。

陳虹曲。

頭屋國中小團體第一次，時間：13： 97.04.13 十八期志工培訓課程，時間：9：00~16：
50~15：50，領導者：蘇靜美，參與
人員：張維源、朱山珍、彭秋鈺。

00，講師：邱英芳，值班：彭秋鈺、陳
淑貞。

97.04.03 十八期志工培訓課程，時間：19： 97.04.14 生命線例行事務。
00~21：00，講師：賴麗華老師，參 97.04.15 頭屋國小一次團體，時間：13：10~15：
與人員：陳虹曲。
97.04.04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04.05 清明節，預定的十八期課程延後一禮
拜。
97.04.07 校園生命教育講座，地點：僑成國

10，領導者：朱山珍、張維源，參與人
員：陳淑貞。
富田國小小團體第六次，時間：12：
30~14：00，領導者，詹永香。
校園生命教育講座，地點：富田國

小，時間：13：10~13： 50，講師：

小，時間：13：20~14：00，講師：

彭秋鈺督導，參與人員：陳淑貞。

何玉蘭老師，參與人員：彭秋鈺。

97.04.08 富田國小小團體第五次，時間：12： 97.04.16 校園生命教育講座，地點：新隆國
30~14：00，領導者：楊孟榛、沈秋

小，時間：10：25~11：05，講師：

含，參與人員：陳虹曲。

張美玲老師，參與人員：陳虹曲。

97.04.09 後龍國小小團體第二次，時間：12：

信義國小老師講座，時間：13：

30~14：00，領導者：張利珍、賴麗

30~15：30，講師：黃俊雄校長，參

華，參與人員：陳淑貞、李之剛、劉

與人員：陳淑貞。

秀香。

四月份
苗栗國中小團體第三次，時間：14： 97.04.21 生命線例行事務。
00~16：00，講師：賴富美，參與人 97.04.22 富田國小小團體第七次，時間：12：
員：張美玲、陳虹曲。

30~14：00，領導者：詹永香、張賢祥，

頭屋國中小團體第三次，時間：13：

參與人員：陳虹曲。

50~15：50，講師：朱山珍、張維源， 97.04.23 後龍國小小團體第四次，時間：12：
參與人員：彭秋鈺。

30~14：00，領導者：賴麗華，參與

後龍國小小團體第三次，時間：12：

人員：陳淑貞、李之剛、張利珍、劉

30~14：00，講師：賴麗華老師，參

秀香。

與人員：李之剛、劉秀香。

栗林國小一次團體，時間：13：30~15：

新隆國小一次團體，時間：13：

30，領導者：謝玉娟、李春英、江宛

00~15：00，講師：吳秀美、彭玉蓮。

蓉，參與人員：陳虹曲。
焦點治療讀書會，時間：19：00~21：

97.04.17 消防局課程，時間 8：00~11：00，
講師：邱英芳老師，參與人員：彭秋
鈺。

00。
97.04.24 僑育國小小團體第六次，時間：13：

97.04.18 校園生命教育講座，地點：南河國

00~14：30，領導者：陳虹曲，參與人
員：何玉蘭、彭秋鈺。

小，時間：8：00~8：40，講師：陳
虹曲老師，參與人員：彭秋鈺。

97.04.25 生命線例行事務。

校園生命教育講座，地點：栗林國小， 97.04.26 金師獎活動。
時間：8：40~9：20，講師：江宛蓉，
參與人員：陳淑貞。

十八期志工培訓課程，時間：9：00~16：
00，

獅潭國中小團體第二次，時間：9：

講師：邱英芳

00~11：00，領導者：彭秋鈺，參與

老師，值班：陳虹曲。

人員：陳虹曲。

97.04.28 生命線例行事務。

信義國小一次團體，時間：8：30~10： 97.04.29 校園生命教育講座，地點：信德國小，
00，領導者：吳秀美、彭玉蓮。

時間：12：50~13：40 講師：賴富美老

僑育國小小團體第五次，時間：13：

師，參與人員：陳淑貞。

00~14：30，領導者：何玉蘭，參與

富田國小小團體第八次，時間：12：

人員：何在光、陳虹曲。

30~14：00，領導者：張賢祥、詹永香，

97.04.19 十八期志工培訓課程，時間：9：

參與人員：陳虹曲。

00~16：00，講師：邱英芳老師，參 97.04.30 後龍國小小團體第五次，時間：12：
與人員：陳虹曲、陳淑貞。

30~14：00，領導者：陳淑貞，參與人

李文怡志工面談個案，時間：10：

員：李之剛、劉秀香、張利珍。

00~12：00。

五月份
97.05.01 消防隊課程，時間：8：00~11：

教育局小團體，時間：8： 97.05.24 十八期志工培訓課程，邱英

00，講師：邱英芳老師，

30~13： 30，地點：大明寺，

芳老師，時間：9：00~16：

97.05.02 生命線例行事務。

參與者：彭秋鈺。

00，參與者：陳淑貞。

97.05.03 十八期志工培訓課程，時間：9：97.05.17 十八期志工培訓課程，邱英 97.05.26 校園生命教育講座，時間：
00~16：00，講師：邱英芳老師，

芳老師，時間：9：00~16：

8：10~8：40，張維源老師，

值班：陳虹曲。

00，參與者：陳淑貞、彭秋

地點：建中國小，陪同：陳

鈺。

虹曲

97.05.05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05.06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05.18 志工日活動，地點：童軍營 97.05.27 十八期培訓課程：自我探索
地，時間：9：00~12：00，

課程，時間：19：00~21：

12： 30~14：00，領導者：劉秀

參與人員：陳虹曲、陳淑

00，A 班：賴富美、李春英

香，參與人員：李之剛、陳淑貞、

貞、彭秋鈺。

老師，B 班：周碩政、彭秋

97.05.07 後龍國小小團體第六次，時間：

張利珍。焦點治療讀書會，時 97.05.19 生命線例行事務。
間：19：00~21：00。

97.05.20 第九屆第五次理監事會

鈺老師。
97.05.28 校園生命線教育講座，時

97.05.08 生命線例行事務。

議，時間：16：00~18：00，

間：8：00~8：40，地點：

97.05.09 教育局小團體，時間：8：30~13：

地點：國楊餐廳，參與人

中興國小，張維源老師，陪

30，地點：大明寺，參與者：彭

員：陳淑貞、彭秋鈺、陳虹

同：陳虹曲。

秋鈺。

曲。

97.05.29 校園生命教育講座，時間：

97.05.10 十八期志工培訓課程，邱英芳老 97.05.21 後龍國小小團體第七次，時

7：50~8：30，地點：福基

師，時間：9：00~16：00，參與

間：12：30~14：00，領導

國小，李春英老師，陪同：

者：陳淑貞、陳虹曲。

者：劉秀香，參與人員：李

陳淑貞。

97.05.12 生命線例行事務。

之剛、陳淑貞、張利珍。

生命教育講座，時間：7：

97.05.13 十八期培訓課程：自我探索課

十七期智工團督課程，時

50~8：30，地點：大同國小，

間：19：00~21：00。

張美玲老師，陪同：陳虹曲。

程，時間：19：00~21：00，A

班：賴富美、李春英老師，B 班： 97.05.22 校園生命教育講座，時間：

十八期培訓課程：自我探索

周碩政、彭秋鈺老師。

7：50~8：30，地點：建功

課程，時間：19：00~21：

國小，武筱平老師，陪同：

00，A 班：賴富美、李春英

陳淑貞。

老師，B 班：周碩政、彭秋

教育局小團體，時間：8：

鈺老師。

97.05.14 焦點治療讀書會，時間：19：
00~21： 00。
97.05.15 十八期培訓課程：自我探索
課程，時間：19：00~21：

30~13：30，地點：大明寺， 97.05.30 生命線例行事務。

00， A 班：賴富美、李春英

參與者：彭秋鈺。

97.05.31 十八期志工培訓課程，邱英

老師，B 班：周碩政、彭秋鈺老 97.05.23 生命線例行事務。

芳老師，時間：9：00~16：

師。

00，參與者：陳虹曲。

六月份
97.06.02 家扶中心個案研討，時間：8：
30~12：00，參與者：彭秋鈺。

班：賴富美、李春英老師，B 班： 97.06.19 教育局小團體，時間：8：
周碩政、彭秋鈺老師。

97.06.03 十八期培訓課程：自我探索課 97.06.11 校園小團體領導人團督課程，

30~13：30，地點：大明寺，
參與者：彭秋鈺。

程，時間：19：00~21：00，A

18：30~21：00，梁翠梅老師， 97.06.20 生命線例行事務。

班：賴富美、李春英老師，B

參與者：彭秋鈺、陳虹曲。

班：周碩政、彭秋鈺老師。

97.06.12 十八期培訓課程：自我探索課

97.06.21 十八期志工培訓課程，邱英
芳老師，時間：9：00~16：

校園生命教育講座，時間：7：

程，時間：19：00~21：00，A

00，參與者：陳虹曲、陳淑

50~8：30，地點：銅鑼國小，

班：賴富美、李春英老師，B 班：

貞。

李文樞老師，陪同：陳淑貞。

周碩政、彭秋鈺老師。

97.06.04 焦點治療讀書會，時間：19：
00~21：00。

97.06.23 生命線例行事務。

教育局小團體，時間：8：30~13：97.06.24 生命線例行事務。
30，地點：大明寺，參與者：彭

97.06.25 4.5.6 慶生會，梁翠梅老師，

秋鈺。
97.06.05 十八期培訓課程：自我探索課

97.06.13 校園生命教育講座，時間：13：

程，時間：19：00~21：00，A

時間：19：30~21：00，地
點：本會四樓。

10~13：50，地點：仁愛國小，
班：賴富美、李春英老師，B
李之剛老師，陪同：陳虹曲。
班：周碩政、彭秋鈺老師。

97.06.14 基礎志工培訓課程，時間：13：

聯勸期中報告上傳至網頁。

97.06.26 教育局 A、B 梯次小團體，
8：30~15：30，參與者：彭
秋鈺。

00~17：30，地點：身心障礙中
教育局小團體，時間：8：
心。
30~13：30，地點：大明寺，

97.06.15 基礎志工訓練課程，時間：9：

參與者：彭秋鈺。

97.06.27 教育局 A、B 梯次小團體，8：
30~12：00，參與者：彭秋鈺。
97.06.28 十八期志工培訓課程，邱英

00~15：30，地點：身心障礙中
97.06.06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06.07 十八期志工培訓課程，邱英芳

芳老師，時間：9：00~16：
心。
97.06.16 生命線例行事務。

老師，時間：9：00~16：00，

00，參與者：陳虹曲、陳淑
貞。

97.06.17 十八期志工自我探索課程測
參與者：彭秋鈺。
驗，時間 19：00~21：00，地點：
97.06.09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06.10 十八期培訓課程：自我探索課

本會四樓，值班：彭秋鈺。

97.06.30 聯勸期中審查，時間：11：
00~12：00，報告者：彭秋
鈺。

97.06.18 焦點治療讀書會，時間：19：

程，時間：19：00~21：00，A
00~21：00。

七月份
97.07.01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07.02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07.21 鶴岡國中團體第一次，時間：8：00~9：30，
帶領者：蘇靜美、彭秋鈺。

97.07.03 婦女成長團體，時間：19：00~21：00， 97.07.22 生命線例行事務，
A、B 兩組，A 組帶領者：吳秀美、張美 97.07.23 鶴岡國中團體第二次，時間：8：00~9：30，
玲，B 組：李春英、蘇靜美。

帶領者：蘇靜美、彭秋鈺。

97.07.04 生命線例行事務。

教育局 D 組團體課程，時間：8：30~15：30，

97.07.05 十八期志工基礎課程測驗，時間：9：

參與者：陳淑貞。

00~12：00，地點：本會四樓，值班：陳 97.07.24 婦女成長團體，時間：19：00~21：00，A、B
虹曲。
97.07.07 十八期志工基礎課程測驗，時間：19：
00~21：00，地點：本會四樓，值班：陳
虹曲。

兩組，A 組帶領者：吳秀美、張美玲，B 組：
李春英、蘇靜美。
97.07.25 地檢署開會，時間：9：00~12：00，參與者：
彭秋鈺。

97.07.08 生命線例行事務。

署苗借場地，時間 18：00~20：30，值班：

97.07.09 志工督導行前會議，值班：陳虹曲。

彭秋鈺。

教育局 C 組團體課程，時間：8：30~15： 97.07.26 第三梯次團體課程，時間：9：00~16：00，
30，參與者：陳虹曲。
97.07.10 婦女成長團體，時間：19：00~21：00，
A、B 兩組，A 組帶領者：吳秀美、張美
玲，B 組：李春英、蘇靜美。
教育局 C 組團體課程，時間：8：30~15：
30，參與者：陳虹曲。
97.07.11 教育局 C 組團體課程，時間：8：30~15：
30，參與者：陳虹曲。
97.07.14 十八期志工見習開始。
97.07.15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07.16 教育局 C 組團體課程，時間：8：30~15：
30，參與者：陳虹曲。
97.07.17 教育局 C 組團體課程，時間：8：30~15：
30，參與者：陳虹曲。
97.07.18 教育局 C 組團體課程，時間：8：30~15：
30，參與者：陳虹曲。

值班：陳淑貞。
97.07.29 教育局 D 組團體課程，時間：8：30~15：30，
參與者：陳淑貞。
97.07.30 鶴岡國中團體第三次，時間：8：00~9：30，
帶領者：蘇靜美、彭秋鈺。
97.07.31 婦女成長團體，時間：19：00~21：00，A、B
兩組，A 組帶領者：吳秀美、賴富美，B 組：
李春英、蘇靜美。

八月份
97.08.01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08.02 第三梯次團體課程，時間：9：00~16：00，
值班：陳淑貞、陳虹曲。
97.08.04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08.16 第三梯次團體課程，時間：9：00~16：00，
邱英芳老師，值班：陳淑貞。
97.08.18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08.19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08.05 教育局 D 組團體課程，時間：8：30~15： 97.08.20 生命線例行事務。
30，參與者：陳淑貞。
97.08.06 十八期志工團督課程，周碩政老師，時

97.08.21 婦女成長團體，時間：19：00~21：00，A、
B 兩組，A 組帶領者：吳秀美、賴富美，B

間：19：00~21：00，值班：陳虹曲。

組：李春英、蘇靜美。

婦女成長團體，時間：19：00~21：00，

教育局 C 組團體課程，時間：8：30~15：30，

A、B 兩組，A 組帶領者：吳秀美、賴富

參與者：陳虹曲。

美，B 組：李春英、蘇靜美。
97.08.07 生命線總會來訪，時間：15：30~17：00。
教育局 D 組團體課程，時間：8：30~15：
30，參與者：陳淑貞。
97.08.08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08.22 教育局 C 組團體課程，時間：8：30~15：30，
參與者：陳虹曲。
C、D 組團體成員聚餐，地點：國揚餐廳。
97.08.23 第三梯次團體領導人課程，時間：9：00~16：
00，邱英芳老師，值班：陳虹曲。

97.08.09 第三梯次團體課程，時間：9：00~16：00， 97.08.24 生命線例行事務。
邱英芳老師，值班：陳淑貞。

97.08.25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08.11 督導團督課程，時間：19：00~21：00， 97.08.26 生命線例行事務。
張貞祥老師，值班：陳虹曲、彭秋鈺。 97.08.27 婦女成長團體，時間：19：00~21：00，A、
97.08.12 生命線例行事務。

B 兩組，A 組帶領者：吳秀美、賴富美，B

97.08.13 生命線例行事務。

組：李春英、蘇靜美。

97.08.14 婦女成長團體，時間：19：00~21：00，A、 97.08.29 生命線例行事務。
B 兩組，A 組帶領者：吳秀美、賴富美，
B 組：李春英、蘇靜美。
97.08.15 生命線例行事務。

九月份
97.09.01 生命線例行事務。

校園生命教育講座，時間：13：

00~20：30，帶領者：楊繼

97.09.02 婦女成長團體，時間：19：

20~14：00，地點：頭屋國小，

鑫、陳虹曲。

00~20：30，帶領者：楊繼鑫、陳虹曲。

謝玉娟老師，陪同：陳淑貞。 97.09.24 教育局 C 組團體督導課程，

97.09.03 生命線例行事務。

教育局 A 組團體督導課程，時

時間：8：30~12：00，許育

97.09.04 生命線例行事務。

間：18：00~21：00，地點：福

光老師，參與者：陳虹曲。

97.09.05 生命線例行事務。

星國小舞蹈教室，梁翠梅老師。

教師諮詢團體，時間：13：

97.09.06 第三梯次團體課程，時間：9： 97.09.17 督導團體課程，時間：18：30~20：

00~15：30，許育光老師，參

00~16：00，邱英芳老師，值

30，張貞祥老師，參與者：陳虹

班：陳淑貞。

曲、陳淑貞、彭秋鈺。

97.09.08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09.18 婦女成長團體，時間：19：

與者：陳虹曲。
97.09.25 公益彩券方案審查會。
97.09.26 教育局 D 組團體督導，時

00~21：00，A、B 兩組，A 組帶

間：13：30~16：30，參與

00~20：30，帶領者：楊繼鑫、

領者：吳秀美、賴富美，B 組：

者：陳淑貞。

陳虹曲。

李春英、蘇靜美。

南湖國中團體第二次，時

97.09.10 教育局 C 組團體督導課程，時

校園生命教育講座，時間：8：

間：13：30~15：30，帶領

間：8：30~12：00，許育光老

10~8：50，地點：明德國小，何

者：彭秋鈺、陳虹曲。

師，參與者：陳虹曲。

在光老師，陪同：彭秋鈺。

97.09.09 婦女成長團體，時間：19：

教師諮詢團體，時間：13：

97.09.19 南湖國中團體第一次，時間：

00~15：30，許育光老師，參

13：30~15：30，帶領者：彭秋

與者：陳虹曲。

鈺、陳虹曲。

97.09.11 婦女成長團體，時間：19：

97.09.27 第三梯次團體督導課程，時
間：9：00~16：00，邱英芳
老師，值班：陳淑貞。
97.09.30 婦女成長團體，時間：19：

教育局 D 組團體督導，時間：

00~20：30，帶領者：楊繼

00~21：00，A、B 兩組，A 組

13：30~16：30，參與者：陳淑

鑫、陳虹曲。

帶領者：吳秀美、賴富美，B

貞。

組：李春英、蘇靜美。
97.09.12 聯勸方案說明會-台中場次，
8：30~17：00，參與者：彭秋
鈺。
97.09.15 教育局 B 組團督課程，時間：

97.09.20 第三梯次團體督導課程，時間：
9：00~16：00，邱英芳老師，值
班：陳虹曲。
97.09.22 校園生命教育講座，時間：13：
50~14：30，地點：九湖國小，

9：00~12：00，地點：富田國

黃德興老師，陪同：陳虹曲。

小，參與者：彭秋鈺。

7.8.9 慶生會，自殺防治策略課

97.09.16 婦女成長團體，時間：19：
00~20：30，帶領者：楊繼鑫、
陳虹曲。

程，沈秋含老師，時間：18：
00~21：00。
97.09.23 婦女成長團體，時間：19：

十月份
97.10.01 第九屆第六次理監事會議，時間： 97.10.21 生命線例行事務。
18：00~19：30，地點：盈之味餐廳。 97.10.22 文林國中團體，時間：14：05~15：45，
97.10.02 生命線例行事務。

帶領者：彭金蘭、李嘉豪、江玉然、周

97.10.03 南湖國中團體地三次，時間：13：

錦素。

30~15：30，帶領者：彭秋鈺、陳虹

頭屋國中團體，時間：13：05~15：25，

曲。

帶領者：李炳友、羅福貞、黃永金，陪

97.10.04 第三梯次團體領導人培訓課程，時

同：陳淑貞。

間：9：00~16：00，講師：邱英芳老 97.10.23 生命線例行事務。
師，值班：陳淑貞。
97.10.06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10.24 志工實習階段，督導行前會，時間：19：
00~21：00，參與：陳虹曲。

97.10.07 婦女成長團體，時間：19：00~20： 97.10.25 志工自強活動-台南之旅。
30，帶領者：楊繼鑫、陳虹曲。

97.10.27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10.08 苗栗高商青少年講座，時間：13： 97.10.28 生命線例行事務。
00~15：00，講師：禹耀東老師，參 97.10.29 文林國中團體，時間：14：05~15：45，
與者：陳淑貞。

帶領者：彭金蘭、李嘉豪、江玉然、周

97.10.09 生命線例行事務。

錦素，陪同：陳虹曲。

97.10.11 第三梯次團體領導人培訓課程，時

頭屋國中團體，時間：13：05~15：25，

間：9：00~16：00，講師：邱英芳老

帶領者：黃春美、羅福貞、黃永金，陪

師，值班：陳虹曲。

同：陳淑貞。

97.10.13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10.14 婦女成長團體，時間：19：00~20：
30，帶領者：楊繼鑫、陳虹曲。

97.10.30 獅潭國中團體，時間：15：00~16：35，
帶領者：湯美芳、陳武清、黃德興，陪
同：陳淑貞。

97.10.15 文林國中團體，時間：14：05~15： 97.10.31 聯合勸募協會方案寄送。
45，帶領者：彭金蘭、李嘉豪、江玉
然、周錦素，陪同：陳淑貞。
97.10.16 獅潭國中團體，時間：15：00~16：
35，帶領者：湯美芳、陳武清、黃德
興、彭秋鈺。
97.10.17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10.20 生命線例行事務。

十一月份
97.11.03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11.22 教育局團體領導人培訓課程-實務課程，

97.11.04 生命線例行事務。

時間：9：00~16： 00，講師：楊淑貞老

97.11.05 大湖農工青少年講座，時間：13：

師，參與：彭秋鈺、陳虹曲、陳淑貞。

00~15：00，講師：李炳
友老師，參與：陳虹曲。
97.11.06 十八期志工團督課程，時間：19：

97.11.24 獅潭國中團體，時間：14：00~16：00，
帶領者：李嘉豪、周錦素、江玉然老師，
參與：陳虹曲。

00~21：00，講師：賴富美老師，參與： 97.11.25 生命線例行事務。
陳虹曲、陳淑貞。

97.11.26 教育局團體領導人培訓課程-理論課程，

97.11.07 生命線例行事務。

時間：9：00~16：00，講師：邱英芳老

97.11.10 生命線例行事務。

師，參與：彭秋鈺、陳虹曲、陳淑貞。

97.11.11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11.27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11.12 頭屋國中團體，時間：13：05~15：25， 97.11.28 建國國小講座，時間：8：40~9：20，講
帶領者：李炳友、羅福貞、黃永金，

師：武筱平老師，陪同：陳淑貞。

陪同：陳淑貞。

明仁國中團體課程，時間：13：45~15：

97.11.13 生命線例行事務。

30，帶領者：邱瑞珍、陳瑞妙、黃甘妹、

97.11.14 明仁國中團體課程，時間：13：45~15：

彭秋鈺老師。

30，帶領者：邱瑞珍、陳瑞妙、黃甘

教育局團體領導人培訓課程-實務課

妹、彭秋鈺老師。

程，時間：9：00~16： 00，講師：楊淑

97.11.17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11.18 電影賞欣-潛水鐘與蝴蝶。
97.11.19 教育局團體領導人培訓課程-理論課
程，時間：9：00~16： 00，講師：邱

貞老師，參與：陳淑貞。
97.11.29 教育局團體領導人培訓課程-實務課程，
時間：9：00~16：00，講師：楊淑貞老
師，參與：陳淑貞。

英芳老師，參與：彭秋鈺、陳虹曲、 97.11.30 第三梯次小團體領導人培訓課程團督課
陳淑貞。

程第二次，時間：9： 00~12：00，參與：

頭屋國中團體，時間：13：05~15：25，

陳虹曲、陳淑貞。

帶領者：黃春美、羅福貞、黃永金。
97.11.20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11.21 明仁國中團體課程，時間：13：45~15：
30，帶領者：邱瑞珍、陳瑞妙、黃甘
妹、彭秋鈺老師。

十二月份
97.12.1 獅潭國中團體課程 14：00~16：00，帶領 97.12.21 第三梯次小團體領導人培訓課程，時間：9：
者：李嘉豪、周錦素、江玉然老師，參與：

00~12：00，講師：邱英芳老師。

陳虹曲。

97.12.22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12.2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12.23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12.3 教育局小團體領導人培訓課程，時間：8： 97.12.24 生命線例行事務。
30~16：30，講師：邱英芳老師。

97.12.25 說故事的力量讀書會，時間：19：00~21：00。

97.12.4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12.26 苗栗高中個案研討會，時間：13：00~14：00。

97.12.5 教育局小團體領導人培訓課程，9：

97.12.27 聯合勸募協會報告，時間：10：30~12：00，

00~16：00，講師：楊淑貞老師。

地點：身障大樓。

97.12.8 獅潭國中團體課程 14：00~16：00，帶領 97.12.28 生命線例行事務。
者：李嘉豪、周錦素、江玉然老師，參與：97.12.29 慶生會，18：00~21：00，電影欣賞。
陳虹曲。

97.12.30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12.9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12.31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12.10 說故事的力量讀書會，時間：19：00~21：
00．
97.12.11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12.12 教育局小團體培訓課程，9： 00~16：00，
講師：楊淑貞老師。
97.12.13 會員大會，地點：永興餐廳，時間：9：
00~12：00。
97.12.15 獅潭國中團體課程 14：00~16：00，帶領
者：李嘉豪、周錦素、江玉然老師，參與：
陳虹曲。
97.12.16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12.17 生命線例行事務。
97.12.18 公彩審核報告。
97.12.19 教育局小團體培訓課程，9：00~16：00，
講師：楊淑貞老師。
97.12.20 教育局小團體培訓課程，9：00~16：00，
講師：楊淑貞老師。

社團法人苗栗縣生命線協會

97 年 1-12 月各項服務方案場次及人次
服務項目

服務人次

場次

1995 求助電話服務

3302

面對面諮商輔導服務

5

校園生命教育講座

5926

30

校園教師講座

53

2

青少年講座

3080

4

國中團體輔導課程

339

35

國小團體輔導課程

346

30

校園團體督導課程

67

5

第十八期志工培訓課程

432

36

督導團督課程

24

2

團體領導人培訓課程

158

10

教育局團體領導人培訓課程

670

47

教育局團督課程

84

8

婦女成長團體

209

28

社區宣導活動

800

6

服務總計

15495(人次)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