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看守所暨合署辦公少年觀護所 

111年員工協助方案年度工作計畫 

 
壹、 依據：「行政院所屬地方機關學校員工協助方案」及本所「員工協助方 

        案」辦理。          

貳、 預期效益： 
一、 發現並協助同仁解決可能影響工作效能之相關問題，使其能以健康的

身心投入工作，提升員工士氣及服務效能。 

二、 增加同仁對於機關學校的向心力與凝聚力，提升整體工作與生活品質，

樹立政府機構良好形象。 

三、 藉由多樣化的協助性措施，建立溫馨關懷的工作環境，營造互動良好

之組織文化，提升組織競爭力。 

參、 辦理時程：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含籌備階段)。 

肆、 服務面向 
一、 個人層次： 

（一） 工作面： 

包括工作適應、組織變革之調適、工作與生活平衡、生涯（退休）

規劃等。 

（二） 生活面： 

1. 法律諮詢：包括公務上面臨的法律問題、因公涉訟、車禍、債務、

遺產、婚姻、衝突等。 

2. 財務諮詢：包括稅務處理、債務處理、保險規劃等。 

（三） 健康面： 

1. 心理健康：包括壓力調適、人際關係、情緒管理、夫妻或親子溝

通、職場人際溝通、生涯各階段重大危機之因應與管理等。 

2. 醫療保健：提供政府機關現行公務人員各項醫療保健措施及民間

團體現有醫療保健資源相關資訊。 

二、 組織及管理層次： 

（一） 組織面： 

包括組織變革管理、重大壓力事件管理、績效改善等。 

（二） 管理面： 

包括領導統御、面談技巧、危機處理、團隊建立等，並使管理人員

能夠在員工發生影響工作效能等問題時協助轉介。 

伍、 服務提供方式 
一、 「員工協助方案資源手冊」： 

（一） 作法：整合在地公私部門資源及平台，提供同仁心理、法律、健康 

      醫療、理財四大類諮詢範疇之服務手冊。 

（二） 目標：使同仁瞭解心理、法律、健康醫療、理財四大類諮詢範疇之 

      服務項目。 



二、 辦理多元課程及活動： 

（一） 作法：針對員工感興趣或有需求之議題安排辦理心靈關懷影片賞析 

      等活動，協助同仁生活、工作與身心之健康發展。 

（二） 目標：視實際需求。 

三、 提供心理諮商輔導服務： 

（一） 作法：同仁經輔導後認為有實際需要者，徵得當事人同意後，轉介 

      至醫療院所或民間輔導機構接受專業輔導；並於諮商輔導完 

      成後辦理滿意度調查。 

（二） 目標：有實際需求者。 

四、 辦理員工協助方案教育訓練及宣導活動 

（一） 主管人員： 

(1) 作法：利用網路或集會宣導員工協助方案之服務面向及服務 

      提供方式。 

(2) 目標：本年度預計宣導1次。 

（二） 員工協助方案承辦人員： 

1. 作法： 

(1) 強化人事人員辨識高風險同仁及轉介諮商輔導之能力。 

(2) 利用人事人員訓練宣導員工協助方案之服務面向及服務提供

方式。 

2. 目標：薦送參加相關輔導課程及訓練或線上學習相關課程至少6 

      小時。 

（三） 員工： 

1. 作法： 

(1) 利用各式會議宣導員工協助方案之服務面向及服務提供方式。 

(2) 提供或製作手冊等資料宣導員工協助方案之服務面向及服務

提供方式。 

       2.目標：「資源手冊」分送同仁1份，另轉發電子檔供同仁收存。 

（四） 新進人員： 

1. 作法：利用新進人員報到時，將員工協助方案列入教材。 

2. 目標：本年度預計宣導2次。 

 

 

 

 

 

 

 

 

 

 



111年度服務提供及期程表 
 

編
號 服務提供項目 

執行期程及說明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 辦理多元課程
與活動 ◎ ◎ ◎ ● ● ● ● ● ● ● ● ● 

2 提供心理諮商
輔導服務 ◎ ◎ ◎ ● ● ● ● ● ● ● ● ● 

3 

辦理員工協助
方案教育訓練
及宣導活動－
主管人員 

◎ ◎ ◎ ● ● ● ●      

4 

辦理員工協助
方案教育訓練
及宣導活動－
員工協助方案
承辦人員 

◎ ◎ ● ● ● ● ●      

5 

辦理員工協助
方案教育訓練
及宣導活動－
員工 

◎ ◎ ◎ ● ● ● ●      

6 

辦理員工協助
方案教育訓練
及宣導活動－
新進人員 

  ◎ ●   ●      

符號說明：◎計畫執行籌備期間   ●預計執行月份 

 

陸、 經費：於本所年度相關經費項下勻支。 

柒、 資料保存及調閱規定 
一、 資料保存：應妥善保管輔導資料，包括諮商記錄、書面資料、電腦處

理等資料，個別或團體錄音或錄影帶及心理檢測等相關資料，未經當

事人同意，任何形式均不得外洩。 

二、 調閱規定： 

（一） 本人調閱：不得拒絕，除非輔導資料可能對當事人產生誤導或不利 

          的影響。 

（二） 其他人士調閱：應視具體情況及實際需要，為當事人的最佳利益著 

              想，須徵得當事人書面同意後，方可調閱相關資料， 

              並審慎處理。 

三、 資料保存及調閱規定均遵循心理師法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 

捌、 倫理責任 
本所、專業機構或專責單位（人員）辦理本計畫各項服務時，應遵守下列

倫理規範及保密責任，並應事先明確告知同仁以維其權益： 

一、 同仁求助於本計畫之決定應出於個人自由意志。 

二、 本計畫各項服務程序之訂定與實施，應確保同仁不會因推介接受治療、

諮商或醫療個人的問題而影響其工作、陞遷及考績等相關權益。 

玖、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看守所暨少年觀護所員工協助方案資源手冊 

諮詢項目 服務內容 
 

提供服務機關（單位）及諮詢專線 

心理諮詢 
 

壓力調適、人際關係、情緒管理、生涯各

階段重大危機因應與管理等心理諮詢服務 
 

彰化縣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彰化市中山路二段162號2樓) 

  電話：04-7127839 (免付費協談) 網址：https://center.nccu.idv.tw 

  郵件：mtc@mail.chshb.gov.tw 

彰化縣生命線協會：直接撥打「1995」免付費協談專線。 

彰化縣張老師：直接撥打「1980」免付費協談專線。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精神科(彰化市中山路一段542號) 

 電話：04-725-6166 

芙樂奇心理諮商所(彰化縣員林市南和街64號) 

  電話：04-8346028 

法律諮詢 
 

買賣房屋或汽（機）車糾紛、購屋或租屋

契約、民刑法解釋、民刑事訴訟程序等法

律問題諮詢服務 
 

法律扶助基金會彰化分會(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36號2樓） 

  電話：(04)837-5882  郵件：changhua@laf.org.tw 

消費者服務專線：1950。 

醫療諮詢 
 

飲食營養、運動保健、用藥安全、健康檢

查評估建議、各項衛教等諮詢服務 
 

戒菸服務諮詢全國性、衛生局、各鄉鎮市衛生所專線： 0800-636-363 

健康體重管理電話諮詢服務： 0800-367-100 

彰化縣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彰化市曉陽路1號5-6樓) 

  電話：(04)7278503，提供居家護理服務、居家復健服務、日間照顧服務等資源。 

理財諮詢 
 

理財、保險規劃及購屋、節稅諮詢服務 
 

國民旅遊卡特約銀行(玉山銀行)諮詢服務電話：(02)5578-1383 分機5906  

提供稅務問題諮詢服務 

  ※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員林分局(彰化縣員林市惠明街319號) 

  電話：04-8320140 

  郵件：p401@changtax.gov.tw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員林稽徵所(彰化縣員林市三義里惠明街319號) 

  電話：(04)8332100 

法務部團體保險專案：新光人壽保險公司：02-23895858 分機2324 藍小姐 

法務部團體保險專案：國泰人壽保險公司：03-9573416 游先生 

法務部團體保險專案：華南產物保險公司：(保險經紀人 0985-890081 洪先生) 

  

https://center.nccu.idv.tw/
mailto:changhua@laf.org.tw
mailto:p401@changtax.gov.tw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看守所暨合署辦公少年觀護所 
推動員工協助方案輔導個案作業流程圖 

 

 

  

個案單位主管、人事主管或晤談諮商人員主動察覺，或因同仁自行尋求協

助，或同儕得知單位員工出現異常症狀： 

1.工作適應不良，2工作效能衰退，3.情緒失衡，4.生活違常，5.行為異常 

初步判斷其問題 

不影響工作 明顯影響工作 

持續關懷與追蹤 

身心狀態

復原良好 
恢復不良 

1. 報告機關首長。 

2. 由個案、單位主管或人事主管主動或被動提出協談

申請。 

3. 「員工關懷協助小組」介入輔導。 

個人生理、心理因素造成 非個人生理或心理因素造成 

1. 持續關懷與追蹤，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2. 輔導過程記載於個案輔導紀錄表。 

1. 持續關懷與追蹤，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2. 輔導過程記載於個案輔導紀錄表。 

3. 必要時轉介衛生局專業諮商輔導人員協

談。 

 

身心狀態復原良好 恢復不良 

持續安排接受輔導或就醫 

核予延長病假或留職停薪 
依規定辦理資

遣或退休 
恢復不良 

恢復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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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心理及精神衛生資源 

一、彰化縣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一、中心服務宗旨 
1.推廣正確的心理衛生觀念 

2.落實心理衛生的實務工作 

二、服務對象 設籍、居住或工作在彰化縣的民眾 

三、服務項目 

1.專業服務—心理諮商諮詢及轉介服務 

2.自殺防治─自殺個案通報及關懷輔導 

3.心理健康促進—社區、校園、職場宣導 

4.心理衛生資訊提供—單張、圖書、期刋閱覽、網路資

訊。 

四、免費心理諮諮詢服務 

1.社區心理諮商服務： 

服務內容：面談、諮商輔導 

諮商人員：臨床心理師 

預約方式：採預約制，可向本中心預約或由各鄉鎮市區

衛生所轉介 

2.校園心理諮詢服務： 

服務內容：專業諮詢、個案討論 

諮詢人員：精神科醫師 

預約方式：採預約制，由各校輔導室轉介 

五、諮詢電話 

04-7127839 

彰化市中山路二段162號 

http://center.nccu.idv.tw 
 

生活中常有許多壓力不知該向誰傾訴 

有時礙於面子或礙於身份，而不知該如何去說、去表達自己的狀況 

試著給自己一個機會吧! 

「尋求專業人員的協助，你會發現世界開始變的美好」 

修訂日期:108/11/27 

http://center.nccu.id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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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彰化縣精神醫療資源 
序號 機構名稱 電話 地址 服務項目 

1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

院 
04-8298686 

埔心鄉中正路二段

80號 

門診、住院、急診、

日間留院、居家治

療、藥癮治療、家族

治療 

2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

團法人彰化基督教

醫院 

04-7238595 彰化市南校街135號 

門診、住院、急診、

日間留院、居家治

療、藥癮治療、家族

治療 

3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04-7813888 鹿港鎮鹿工路6號 

門診、住院、急診、

日間留院、居家治

療、藥癮治療、家族

治療 

4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

團法人鹿港基督教

醫院 

04-7779595 
鹿港鎮埔崙里中正

路480號 
門診 

5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

團法人鹿港基督教

醫院長青院區 

04-7789595 
鹿港鎮東崎里鹿東

路二段888號 

門診、住院、急診、

日間留院、居家治

療、藥癮治療、家族

治療 

6 敦仁醫院 04-7071727 
員林市員水路1段

102巷74弄99號 

門診、住院、家族治

療 

7 明德醫院 04-7223138 
彰化市中山路二段

874巷33號 

門診、住院、居家治

療、藥癮治療、家族

治療 

8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

秀傳紀念醫院 
04-7256166 

彰化市中山路一段

542號 

門診、住院、藥癮治

療 

9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

團法人二林基督教

醫院 

04-8952031 
二林鎮南光里大成

路一段558號 
門診、藥癮治療 

10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

團法人員林基督教

醫院 

04-8381456 員林市莒光路456號 門診 

11 員生醫院 04-8339595 員林市莒光路359號 門診 

12 
道周醫療社團法人

道周醫院 
04-7566995 

和美鎮和光路180

號、和善路118號 
門診 

13 
吳澄第神經科精神

科診所 
04-7226814 彰化市成功路345號 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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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吳潮聰精神科診所 04-7239121 彰化市長發街3號 門診 

15 高杏診所 04-8347798 
員林市民生里中正

路226號 
門診 

16 李光耀診所 04-8221899 
田尾鄉溪畔村中山

路二段407號 
門診 

17 陳建達診所 04-8877228 
北斗鎮新政里中正

路153號 
門診 

18 修慧診所 04-7266158 
彰化市五權里金馬

路3段59號及61號 
門診、藥癮治療 

19 頤晴診所 04-7288333 
彰化市福安里中山

路二段271號 
門診、藥癮治療 

20 存寬診所 04-8366800 
員林市仁美里浮圳

路二段405號 
門診 

21 溫建文診所 04-7784018 鹿港鎮民權路155號 門診 

22 和美身心醫學診所 04-7577566 
和美鎮和西里和線

路58號1樓 
門診 

 



4 

三、彰化縣心理諮詢資源 
序號 機構名稱 電話 服務項目 

1 
彰化縣社區心理衛生中

心 
04-7127839 

(免費)心理衛生諮詢與心理

諮商預約服務 

2 自殺防治安心專線 直撥1925 (免費)24小時心理電話諮詢 

3 男性關懷專線 0800-013999 (免費)心理電話諮詢 

4 彰化縣生命線 直撥1995 (免費)電話諮詢/預約面談 

5 彰化縣張老師 直撥1980 

(免費)電話協調/心理諮詢/預

約面談 

服務時間： 

週一到週六 14:00~17:00、

18:30~21:00 

週日 18:30~21:00 

6 全國家庭教育諮詢專線 
4128185 

(手機撥打請加02) 

(免費)家庭教育諮詢服務 

服務時間： 

週一到週六 9:00~12:00、

14:00~17:00 

週一到週五 18:00~21:00 

7 
兒福聯盟「踹貢少年專

線」 
0800-001769 

(免費)青少年電話諮詢 

服務時間： 

週一到週五 14:00~18:00 

8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中

區暨彰化區駐點服務學

校-彰化高中 

7222121 轉 35102 、

35205 

(免費)彰化縣高中職學校教

師及學生心理諮商服務 

9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

心 

北區7285236 

南區8360430 

(免費)彰化縣國中小學生心

理諮商服務 

10 彰化家庭扶助中心 

彰化服務處7272085 

和美服務處7569336 

員林服務處8370590 

田中服務處8762388 

二林服務處8953595 

(免費)18歲以下兒童及少年

電話諮詢 

11 彰化縣婦女服務中心 8762967 (免費)婦幼心理協談與諮詢 

12 
彰化縣兒童青少年福利

服務中心 
8850010 

(免費)兒童青少年心理協談

與諮詢 

13 
彰化縣新住民家庭服務

中心 
7237885 新住民關懷支持、語言翻譯 

14 大休息心理諮商所 

彰化市中山路二段

920巷88號 

0958-685119 

心理諮商(請先電話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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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四季心心理諮商所 

員林市浮圳路二段

470號1樓 

0966-189708 

心理諮商(請先電話預約) 

16 芙樂奇心理諮商所 
員林市南和街64號 

04-8346028 
心理諮商(請先電話預約) 

 

 

彰化縣社區心理諮商服務站 

序號 諮商地點 地址 預約電話 

1 彰化縣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彰化市中山路二段162號 04-7127839 

2 田中鎮衛生所 田中鎮斗中路一段222號1樓 04-8742053 

3 福興鄉衛生所 福興鄉福興村福興路51巷2號 04-7772371 

4 二林衛生所 二林鎮豐田里斗苑路四段689號 04-8964298 

5 員林市衛生所 員林市仁美里博愛路229號 04-8320315 

6 和美鎮衛生所 和美鎮和東里彰美路五段319號 04-7561514 

 

 

彰化縣學校心理諮商服務站 

序號 諮商地點 地址 預約電話 

1 二林國小 二林鎮東和里斗苑路5段22號 8960963 

2 大村國中 大村鄉中山路二段240號 8521231轉217 

3 南郭國小 彰化市中興路98號 7280366轉5014 

4 北斗國中 北斗鎮文苑路一段136號 8882072轉41、40 

5 成功高中 溪湖鎮福德路310號 8828588轉61、62 

6 和美高中 和美鎮西園路31號 7552043轉245 

7 明倫國中 員林市明倫路2號 8311349轉403 

8 社頭國中 社頭鄉中興路1號 8732047轉400 

9 鹿港國中 福興鄉橋頭村復興路78號 7752466轉1411 

10  彰安國中 彰化市中正路二段530號 7236117轉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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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張老師基金會 在人生的路上，張老師是您一輩子的夥伴，您的心事有我願意聽。 

 張老師基金會 

一、諮商輔導服務 

以電話、晤談、函件、訪視等方式，進行專業輔導，協

助當事人解決家庭、親子、人際、感情、生涯等問題，

促進其生活適應，提昇心理健康。 

二、預防推廣服務 

1.心理衛生推廣活動：  

以演講、座談、系列講座方式為青少年、勞工青年及社

會大眾推廣心理衛生教育。 

2.成長團體、生活營：  

舉辦冬令、暑期兒童，及不定期舉辦自我發展、兩性、

人際、親職等研習團體，提供社會大眾自我成長的機

會。 

3.輔導知能研習會：  

每年九月定期舉辦義務「張老師」儲備訓練，及各類輔

導知能研習會，以培訓輔導人才。 

4.專欄、廣播：  

運用各種報章雜誌、電台、電視等媒體，以製播、合

作、撰稿、受訪方式，適時向社會大眾宣導正確心理衛

生概念，如「張老師」時間、「張老師」信箱等。 

5.辦理活動及訓練： 

結合社會資源辦理各項公益活動，並代辦諮商輔導等相

關教育訓練課程。 

三、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六 下午2：00－5：00 晚上6：30－9：00 

週日 晚上6：30－9：00 

四、張老師網路諮商 
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六 晚上6：30－9：30 

http://www.1980.org.tw 

五、聯絡電話 
1. 電話直撥1980即可直達您所在縣市張老師中心 

2. 彰化張老師諮商專線：(04)7226180 

六、聯絡地址 彰化市卦山路2號 

 

  

http://www.1980.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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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彰化縣生命線協會 千里一線牽，幫助在耳邊 

 彰化縣生命線協會 

一、服務對象 
具有兒童虐待和忽視之高風險家庭、遭受家庭暴力之受

虐婦女、單親家庭、外籍配偶家庭及一般社會大眾。 

二、服務項目 

1. 自殺防治、危機處理 

2. 心理協談服務 (婚姻家庭問題、人際關係問題、 

   男女感情問題、精神心理問題、親職教育問題、 

   生涯輔導……等等) 

3. 婚姻與親職教育推廣 

4. 心理衛生教育推廣 

5. 專業輔導人才培訓 

6. 志願服務推廣 

7. 生命線承辦彰化縣政府委託之業務 

 (1) 婦女保護個案後續追蹤輔導服務 

 (2) 彰化區婦幼福利服務中心 

 (3) 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處遇服務 

 (4) 彰化縣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 

三、服務方式及時間 

1.電話：全國通用簡撥電話：1995 

(04) 725-9595、7236995、7262885 

目前開放時間為每日8:00～22:00 

2.面談：週一～週五 上午9:00～12:00，請事先預約。 

3.寫信：彰化市中華路338號 

4.E-mail：life1995@ms43.hinet.net 

 



彰化縣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社區心理諮商輔導日期一覽表（111 年） 

諮商聯絡點 諮商人員 諮商輔導日期 

田中衛生所 

田中鎮斗中路一段 222 號 1 樓 

聯 絡 人：張護理師 

電話：04-8742053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

彰化基督教醫院 

陳美貴 臨床心理師 

【星期三】  

時段： 13:30-16:30 

1/5、 2/9、 3/2、 4/6、 5/4、  

6/1、7/6、8/3、9/7、10/5、 

11/2、 12/7 

二林鎮衛生所 

二林鎮斗苑路四段 689 號 

聯 絡 人： 劉護理師 

電話：04-8960035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

二林基督教醫院 

謝馥蔓 臨床心理師 

【星期一】  

時段： 14:00-17:00 

1/10、2/7、3/7、4/11、5/2、

6/6、7/4、8/1、9/5、10/3、

11/7、 12/5 

福興鄉衛生所 

福興鄉福興村福興路 51 巷 2 號 

聯 絡 人：吳護理師 

電話：04-7772371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

傳紀念醫院 

侯巧玲 臨床心理師 

【星期二】  

時段： 13:30-16:30 

1/18、 2/15、 3/15、 4/19、

5/17、 6/21、 7/19、 8/16、

9/20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

傳紀念醫院 

李孟澤 臨床心理師 

【星期二】  

時段： 13:30-16:30 

10/18、 11/15、 12/20 

和美鎮衛生所 

和美鎮彰美路五段 319 號 

聯 絡 人：紀護理師 

電話：04-7062455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

傳紀念醫院 

梁詩詩 臨床心理師 

【星期四】  

時段： 13:30-16:30 

1/6、 3/3、 5/5、 7/7、 8/4、

9/1、 10/6、 11/3、 12/1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

傳紀念醫院 

李孟澤 臨床心理師 

【星期四】  

時段： 9:00-12:00 

2/10、 4/14、 6/16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

傳紀念醫院 

張榮斌 臨床心理師 

【星期五】  

時段： 8:00-11:00 

1/14、2/11、3/11、4/8、5/13、

6/10、 7/8、 8/12、 9/16、

10/14、 11/11、 12/9 

北斗衛生所 

北斗鎮地政路 406 巷 17 號 

聯 絡 人：黃護理師 

電話：04-8880344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謝馥璟 臨床心理師 

【星期五】  

時段： 14:00-17:00 

1/28、 2/18、 3/18、 4/15、

5/20、 6/17、 7/15、 8/19、

9/16、10/14、11/18、12/23 

附表 1 



諮商聯絡點 諮商人員 諮商輔導日期 

員林市衛生所 

員林市仁美里博愛路 229 號 

聯 絡 人：周護理師 

電話：04-8320315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

鹿港基督教醫院 

林國勳 臨床心理師 

【星期一】  

時段： 14:00-17:00 

1/10、 2/14、 3/14、 4/11、

5/9、6/13、7/11、8/8、9/12、

10/3、 11/14、 12/12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郭綺苑 臨床心理師 

【星期五】  

時段： 14:00-17:00 

1/7、2/11、3/4、4/1、5/6、

6/10、7/1、8/5、9/2、10/7、

11/4、 12/2 

彰化縣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彰化市曉陽路 1 號 7 樓 

聯 絡 人：黃小姐 

電話：04-7127839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

鹿港基督教醫院 

胡淑惠 臨床心理師 

【星期二】  

時段： 14:00-17:00 

1/11、 2/15、 3/15、 4/19、

5/17、 6/14、 7/12、 8/16、

9/13、10/18、11/15、12/13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邱素鳳 臨床心理師 

【星期三】  

時段： 14:00-17:00 

1/19、 2/16、 3/16、 4/20、

5/18、 6/15、 7/20、 8/24、

9/21、 10/19、 11/16、 12/7 

明德醫院 

張夆悊 臨床心理師 

【星期五】  

時段： 14:00-17:00 

1/21、 2/18、 3/25、 4/22、

5/27、 6/24、 7/22、 8/26、

9/23、 10/28、 11/25、 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