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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調適愛心會 

2019富邦公益大使結案報告 

 

108年愛心志工培育計畫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調適愛心會是臺灣第一個，亦是唯一全國性的精神官能症關懷團體，民

國 85年 3月正式在內政部立案成為一個全國性的社會服務團體，89年 6月轉型為精神官能症

支持性的關懷團體，以期引進更多社會資源，為病友提供作更廣泛的協助。 

 

服務對象為針對焦慮症、恐慌症、憂鬱症、強迫症、身心症、重大創傷後症候群……等精

神官能症，以及勇於面對自己情緒和壓力問題，願意改變和成長的朋友。 

 

服務宗旨為結合社會各界志願從事社會服務之人士，向大眾推廣身心健康正確的理念，關

懷精神官能症朋友，協助建立「治療與預防」並重之觀念，並以如何達到與病共存的「生活調

適」和「生命學習成長」為終生之學習目標,並於每年度配合舉辦『愛心志工培育計畫』,以能

達到自利利他、服務人群的目標。 

 

一、108年 1/1-10/31專案推展成果詳如以下說明: 

(一)、活動名稱: 系列活動之一『熟齡的體貼』電影賞析 

(二)、活動日期: 108/02/12 

(三)、活動地點: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 57號 11樓 1105室  

(四)、協助公益團體: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調適愛心會 

(五)、活動內容:藉由觀賞電影探討包括中年後的統整、同理與陪伴等人生重要議題。 

(六)、成果說明:參加人數:32人次 

 

(一)、活動名稱: 系列活動之二『心理自然調適課程』講師:林惠蓉臨床心理師 

(二)、活動日期: 108/03/27-108/05/22 共 8梯次 

(三)、活動地點: 臺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四)、協助公益團體: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調適愛心會 

(五)、 活動內容: 心理自然調適是從心理、精神的層面，而非生物學的層面去調整您 

心理、認知、情緒上的偏差，配合順應自然，事實為真，為所當為， 

實踐體驗，結合森田理論的東方心理學理念。 

(六)、成果說明:參加人數:27人次 

 

(一)、活動名稱: 系列活動之三『你好，家人才會好公益演講』 

講師:台大醫院腫瘤科吳佳璇醫師 

(二)、活動日期: 108/04/20 

(三)、活動地點: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英堃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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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協助公益團體: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調適愛心會 

(五)、活動內容: 講者從自身臨床醫療與照顧父母經驗出發，分享如何強化照護知識， 

運用各種資源，以及照護任務來臨時，該抱持何種態度面對。期望與聽

眾一起創造「你好，家人才會好」的雙好社會。 

(六)、成果說明:參加人數:110人次 

 

(一)、活動名稱: 系列活動之四『我們與憂鬱症的距離』 

講師:長庚醫院精神科張家銘醫師 

(二)、活動日期: 108/06/04 

(三)、活動地點: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 57號 11樓 1105室 

(四)、協助公益團體: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調適愛心會 

(五)、活動內容:介紹國內外針對精神官能症醫療的趨勢及現況。 

(六)、成果說明:參加人數:33人次 

 

(一)、活動名稱: 系列活動之五『集談會飛牛牧場』行為治療旅遊 

(二)、活動日期: 108/06/02 

(三)、活動地點: 苗栗縣通霄鎮 

(四)、協助公益團體: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調適愛心會 

(五)、成果說明:參加人數:35人次 

 

(一)、活動名稱: 系列活動之六『認識人格違常』講師: 宏慈療養院院長劉慧卿醫師 

(二)、活動日期: 108/08/06 

(三)、活動地點: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 57號 11樓 1105室 

(四)、協助公益團體: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調適愛心會 

(五)、活動內容:『人格違常』（personality disorders）是精神疾病中，對於一群特定

擁有長期而僵化思想及行為病患的分類。這類疾患常可因其人格和行

為的問題而導致社會功能的障礙。目的為瞭解什麼是『人格違常』及

志工如何區辨人格違常及因應之道。 

(六)、成果說明:參加人數:46人次 

 

(一)、活動名稱: 系列活動之七『如何以森田理論的情緒法則面對焦慮、恐慌、憂鬱』 

(二)、活動日期: 108/07/06 

(三)、活動地點: 臺北市立圖書館－李科永紀念分館 

(四)、協助公益團體: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調適愛心會 

(五)、活動內容:心理健康公益系列講座 

(六)、成果說明:參加人數: 110 人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2%BE%E7%A5%9E%E7%96%BE%E7%9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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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名稱: 系列活動之八『從腦部功能影響談焦慮與憂鬱及治療』 

講師: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陳易隆醫師  

(二)、活動日期: 108/07/13 

(三)、活動地點: 臺北市立圖書館－李科永紀念分館 

(四)、協助公益團體: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調適愛心會 

(五)、活動內容: 心理健康公益系列講座 

(六)、成果說明: 參加人數: 94 人次 

 

(一) 、活動名稱: 系列活動之九『失衡的壓力與情緒～談精神官能症照顧者的身心平衡』 

講師: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臨床心理科吳孟璋主任 

(二)、活動日期: 108/07/20 

(三)、活動地點: 臺北市立圖書館－李科永紀念分館 

(四)、協助公益團體: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調適愛心會 

(五)、活動內容: 心理健康公益系列講座 

(六)、成果說明: 參加人數:86 人次 

 

(一)、活動名稱: 系列活動之十『睡睡平安 ~ 談如何睡好覺及如何治療失眠』 

講師：前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醫務長湯華盛醫師 

(二)、活動日期: 108/07/27 

(三)、活動地點: 臺北市立圖書館－李科永紀念分館 

(四)、協助公益團體: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調適愛心會 

(五)、活動內容: 心理健康公益系列講座 

(六)、成果說明: 參加人數:112 人次 

 

(一)、活動名稱: 系列活動之十一『後山埤公園～南港公園』一日遊行為治療 

(二)、活動日期:2019/09/21 

(三)、活動地點: 後山埤公園～南港公園 

(四)、協助公益團體: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調適愛心會 

(五)、活動內容: 

參加的對象除了志工大部份為參加醫院團體心理治療的病友及親友,因為有志工的隨 

行及陪伴，促使病友在旅遊中更能放鬆享受旅遊的樂趣並與親友有更多元互動機會， 

培養正向的情緒及健康的身心靈。 

(六)、成果說明: 參加人數:40 人次 

 

(一)、活動名稱: 系列活動之十二『好望角淨灘淨心』行為治療一日遊行為治療 

(二)、活動日期:2019/11/09 

(三)、活動地點: 苗栗縣後龍鎮後龍灣瓦海防哨沿岸 

(四)、協助公益團體: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調適愛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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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內容: 苗栗縣後龍鎮後龍灣瓦海防哨沿岸淨灘公益活動 

(六)、成果說明: 參加人數:40 人次 

 

二、專案成果說明: 

(一)、108年台北總會愛心志工培育計晝截止至:11/09/2019共計舉辦 12場次的活動, 

含括 1.行為治療旅遊 3梯次 2.心理健康公益系列講座 4梯次 3.志工教育訓練 

5場次,參加人員共計:765人次。(未含括台中及高雄分會的活動) 

 

(二)、針對由 7/6-7/27共計四場次的心理健康公益系列講座，參加人員共計:402人次, 

活動滿意度達 93%。 

 

(三)、配合以上專案進行,針對個案陪伴及關懷達 87人次。 

 

(四)、藉由富邦職工參與社會服務等活動,積極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並建立優質企業公益的 

楷模及提昇社會良善的風氣。 

三、活動照片 

心理健康講座 吳佳璇醫師  

 

 

心理健康公益系列講座 湯華盛醫師 心理健康公益系列講座 陳易隆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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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山埤公園～南港公園一日遊  

 

 

 

 

好望角淨灘淨心活動  

  

志工培訓課程: 劉慧卿醫師  
 

 

 

 

志工培訓課程:張家銘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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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費用支出明細表 

日期 活    動 金   額 備     註 

108/04/20 講師鐘點費-林惠蓉臨床心理師 9600 領據 

108/04/20 講師鐘點費-吳佳璇醫師 3200 領據 

108/04/20 講師鐘點費-徐玉章老師 2000 領據 

108/06/04 講師鐘點費-張家銘醫師 3200 領據 

108/07/06 講師鐘點費-徐玉章老師 4000 領據 

108/07/13 講師鐘點費-陳易隆醫師 4000 領據 

108/07/20 講師鐘點費-吳孟璋心理師 4000 領據 

108/07/22 講座講義影印費 1040 RP26888001 

108/07/23 講座講義影印費 2960 RP26888002 

108/07/27 講師鐘點費-湯華盛醫師 4000 領據 

108/08/06 講師鐘點費-劉慧卿醫師 3200 領據 

108/08/06 課程-餐盒 3690 收據 

108/08/06 課程-教室清潔費 304 SG-5931-4553 

108/08/06 課程-紙杯 25 SG-5931-2039 

108/08/06 課程-垃圾袋 272 繳款證明 

108/08/19 親山健走-點心盒 5600 TS20721094 

108/08/21 親山健走-點心盒 700 TS20721573 

108/08/23 親山健走講師鐘點費-謝重申老師 3200 南港公園戶外導覽 

108/08/23 親山健走-飲料 294 TX66747821 

總    計   552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