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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愛生命 擁抱希望 2010精神健康論壇 邀你一同為生命喝采

　當遭逢逆境，有些人一蹶不振，但有些人卻能從中發現茁壯的契機，讓生命越形不

凡，究竟是什麼樣的信心，能讓人不畏風浪，熱切地期待每個天明呢？

　2010年精神健康論壇，將在優美的歌聲中展開，以「珍愛生命，擁抱希望－為自己的

生命喝采」為主題，邀請視障歌手朱萬花小姐，分享她的生命故事，引你看見生命的無

限希望，同聲喝采！

　朱萬花先天患有白內障，因為視盲，她曾難以參與這個世界，還因跌傷雙手，無法從

事盲人按摩工作，但，她不氣餒，勇敢築夢，不但成為知名女高音，也是盲人音樂藝術

推手，並成為散播希望的公益家。

　2010精神健康論壇將在朱萬花小姐優美的歌聲中展開，而國內知名生命教育專家將從

不同角度與朱小姐對話，一同激盪面對挫折的正向態度，為我們的生命開啟希冀。朋友

們，此刻，正為了現實生活感到困頓嗎？感到疑惑嗎？2010年9月11日，ㄧ同來化逆境

為轉機，為生命喝采吧！

【2010精神健康論壇】珍愛生命，擁抱希望－為自己的生命喝采！

‧活動時間：2010年9月11日 星期六 13:30-16:30　

‧活動地點：中華電信12樓國際會議廳（台北市信義路1段21-3號12樓）

‧與會專家：胡海國教授／精神健康基金會董事長、台大醫學院精神科教授

　　　　　　 陳彥玲老師／精神健康基金會論壇組召集人

　　　　　　 朱萬花女士／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藝文推廣協會秘書長

　　　　　　 柯慧貞教授／成功大學醫學院行為醫學研究所教授

　　　　　　 林綺雲教授／國立台北護理學院生死教育與輔導研究所教授

　　　　　　 馮利斌博士／高雄醫學大學口腔學院生命倫理講師

‧活動內容：

　 【生命故事】阿母的少女夢／朱萬花女士 

　 【專題分享】轉念、寬心、改運：提升你的EQ與AQ／柯慧貞教授 

　 【專題分享】失而不落、悲而不傷：接納生命轉化的契機／林綺雲教授 

　 【專題分享】疼惜生命、享受人生：生命是盞溫暖的燈／馮利斌博士 

　 【綜合討論】／陳彥玲老師及與會嘉賓 

　 【結論與展望】心腦操練‧堆疊幸福：為生命喝采！／胡海國教授

‧指導單位：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

‧協辦單位：中華電信、明慧教育學會、張老師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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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對象：有志鼓舞自己與他人活出美好生命的社會人士、教育團體或心理衛生從業人員

‧活動費用：活動免費

‧報名方式：請上網報名，或電洽本會索取報名表後以傳真02-23279883或e-mail(service@mhf.org.tw)回傳回本會

‧活動洽詢：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　TEL:02-23279938#21

備註：※參與研習之教師與公務員，核發研習時數證明

　　　※請從信義路1段21號大門進入，由工作人員引導進入活動會場。因應國際會議廳場地管理需要，敬請攜帶身分證明文

件，

　　　※如身分證、駕照、健保卡其中之一即可

 
【腦的美麗境界展覽訊息】●宜蘭羅東聖母醫院 9/6-9/16　●宜蘭羅東聖母醫護管理專校 9/20-9/30　●宜蘭羅東高中 10/18-

10/29
 

   

  

 

心腦操練 用心體驗生活

　從事精神醫療、精神健康推廣服務這麼多年來，時常在診間聽到病人抱怨：自己人生

坎坷，被人瞧不起，無法有一番成就；或是埋怨台灣政治環境不好，生活不安定，被社

會亂象所困擾；年紀輕一點的病人，則常自責自己不夠聰明，頭腦不夠好，無法跟同儕

競爭，總是事事不如人……

　不論是抱怨人生坎坷，或是感嘆自己先天體質不佳，我總是苦口婆心的告訴他們：

「我們一起來做心腦操練吧！」

　人有天生特定的腦體質和環境文化，自己是哪一個家庭的成員、哪一個國家的國民，

是一出生就已決定的(除非日後的領養或是移民等法定程序的改變)。然而，不管先天的

體質差異、環境差異有多大的不同，每個人一出生，需要面對的最大課題就是好好的存

活(Surviving well)，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小嬰兒，一出生就學會用不同的哭聲，讓主要照顧者瞭解自己的生理需求，如肚子餓或身

體不舒服，讓自己適時得到基本需求的滿足而生存下去，若是小嬰兒餓了不懂得發出訊號尋求別人協助，很可能就有發育的問

題。

　人生成長的過程中，一路上充滿許多難題，有一些困難是我們沒有辦法改變的，我們就是不斷地在種種難題中學習「好好的存

活」。每個人的本性有差異、環境有差異，唯一沒有差異的就是我們都可以學習操練大腦並自我超越。因此，我們要學習認識一

己的本性、接受和別人不同之長處或短處，進而在環境困境中，發揮所長，累積經驗，讓自己的本性與週遭環境有良好之互動，

並且有所超越，增長智慧，悠然自得，這就是所謂的心腦操練。

　心腦操練的第一步即用心生活。自己用心可以在平凡的生活中，多所體驗，獲得人生經驗，進而有腦內世界改變腦神經迴路的

構造，才不會像腳印在沙灘上，海水一沖就沒了，沒有留下痕跡；對別人用心就是所謂的關懷，瞭解他人的情緒變化，適時提供

溫暖，分享喜悅或分擔其困難，真正做到里鄰關懷的實踐性，創造一己生活的意義與尊嚴。

　用心生活的另一個重要意涵也就是體驗生活中的各種順境與逆境，順境是每個人都喜歡體驗的，但我更想強調的是逆境的體

驗：體驗自己在逆境中的感受和體驗自己度過逆境的方法，從中操練學習而有所成長，累積人生智慧。同樣的逆境第一次遇到時

覺得有10分的苦，萬一，第二次再遇到時，覺得只剩6分的苦，你的操練就成功了。

　人生跟大腦都是「動態」的，根據每個人經驗到的事情和處理的態度不斷地改變，腦與人生都會有所變化。人生雖然會遇到種

種的苦，但透過操練，使我們能有豐富的自我內涵，能以多元角度與看法看待事情，就可以有效降低外界困境對自身的威脅性，

大腦內部的結構也會隨著我們外在行為、環境的改變以及心態的改變而跟著改變，使自我的豐富內涵，有茁壯的腦為實質的基

礎。

　勉勵大家一同學習「心腦操練」，未來，當遇到生命的挫折時，將可以處理的更得宜，也因此贏得別人的讚賞，增強自己的成

就感與自我信心，真是一舉數得，何樂而不為呢！ 　

 

 更多胡海國教授【腦與生活】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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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針引線 幸福交織－精神健康毛線手作屋 林彩瓊老師

　記得2009年精神健康嘉年華會場，一個由毛線帽、領巾等衣飾物佈置的角落，讓人宛

若置身時尚櫥窗，動人的針織作品彷彿就在訴說，針線之間交織的不只是織者的巧思，

更是學員間濃濃的感情，與彩瓊老師旺盛的生命力！

　曾經歷憂鬱症之苦，彩瓊老師很能體會深陷憂鬱泥沼時的痛苦與無助，然而，每次發

作的經驗都告訴她，走出家門，找事做，接觸人群，是讓心情再度開朗的ㄧ帖良方。

　彩瓊老師分享道，第一次憂鬱症發作是產後憂鬱，當時已育有二女的她，在長輩期許

生男孩的壓力下再度懷孕，卻依然生下女兒，公婆不願意帶小孩，家庭經濟較困難的彩

瓊老師無法外出工作，挫折之下憂鬱病發。所幸，後來在姊姊的協下，讓彩瓊老師能走

出家門，從簡單的工作開始，參與人際，恢復元氣。

　而今，三個女兒，除了優秀，更是貼心，以三女兒為例，為了照顧媽媽病情，她捨棄出國深造，親情令人感動。而令人刮目的

是，女兒在陪伴媽媽度過病苦後，再次奮起，成為哥倫比亞大學的講師。談到女兒，彩瓊老師欣慰與驕傲之情溢於言表。

　事實上，正是因為女兒幫媽媽報名了精神健康家族培訓坊，讓彩瓊老師與精神健康基金會結緣，從學員成為推廣志工，並在幾

個月後，協助精健會開辦了「精神健康毛線手作屋」，帶領學員探索針線之間的樂趣。2009精神健康嘉年華，彩瓊老師台上分

享成為精健家族的心情，女兒台下拍照歡呼，母女情深令人動容！ 

　人生真的是這樣：念頭一轉，挫折往往是未來的契機，就像女兒們的貼心，讓彩瓊老師不禁嘆道：「奇怪，當年怎麼會因為生

女兒而心情鬱悶？」事實上，當年為了填補憂鬱空虛的時光，彩瓊老師鑽研了毛線技藝，而今開啟另一道幸福之門。

　在毛線手作屋，彩瓊老師傳授技藝之餘，與學員們感情更是融洽，除每週一次切磋，更不時舉辦「堂外課」，相約茶樓、公

園、咖啡館，多了一群聊天談心的好朋友，幸福之泉，也豐沛源源！ 

活‧動‧心‧得‧集‧錦

　在精神健康園地成長的喜悅，字字句句呈現在精健家族護照與回饋問卷上，藉著欣賞

學員們的體驗分享，成為我們大家持續前進的動力吧！

● 林先生／台北精健家族培訓坊／精健護照編號 北-01-0043

　初次接觸頭腦科學，頗感稀奇。瞭解到頭腦可以保養，提升抗壓力，進而解除壓力。

保養頭腦十大法即生活正常有規律，人生活得有意義，多關心別人。

● 孟小姐／精健家族回娘家／精健護照編號 北-01-0006

　由學員導讀的「人生的高峰與低谷」，了解到人生不是一帆風順的，總有高潮與低

潮，但是在低潮時應如何做心腦的操練，尤其是思考與立場的改變，很重要。

● 王小姐／高雄精健家族培訓坊

　認識腦，從知識變成價值，很有意義。把「知道」提升到「做到」很不容易，要建立我們自己的人生價值，需要實踐、推廣，

並和週遭親友分享。 

 

 

【徵稿啟示】廣大的精神健康家族朋友們，只要您曾參加過精神健康活動，體驗過精神健康之道的成長與喜悅，歡迎您踴躍

投稿至本刊《精神健康家族園地》，讓我們一起在生活中擴散精神健康的漣漪，讓幸福的氣氛充滿在社會每一個角落。(來稿

請寄：service@mhf.org.tw，標題請註明：投稿精神健康家族園地)

●更多精健家族相關報導　　●精神健康家族活動訊息　　●精健家族團隊招生訊息　　●加入精健家族

 

   

 

  

 2010腦科學與精神健康系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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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台灣大環境的不安衝擊了國人精神健康，面對挫折時，有些人能正向以對，化危機為轉機，但卻也有很多人被畏懼與

逃避的念頭淹沒，輕則失志，裹足人生現狀；重則沉溺成癮世界，在菸、酒，藥物或網路、賭博中尋求片刻歡愉，卻失去人生的

自主權。

腦科學已一步步揭開成癮現象的腦內機轉，更證實成癮對腦功能長遠而深重的危害，成了成癮防治最有力的知識工具，想要一窺

成癮行為的腦內奧秘，或是知曉如何遠離成癮之害，掌握自我，都不容錯過本系列講座！

9/25(六）14:00~16:00

癮與非癮之間：從腦科學看成癮現象

【主持人】湯華盛醫師 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精神科主治醫師、精神健康基金會腦科學教育組召集人暨會務委員

【講　師】邱麗珠教授 台灣大學醫學院藥理學科教授、精神健康基金會腦博館籌設組召集人暨會務委員

10/30 (六)14:00~16:00

不再「癮癮」作痛：各式成癮的戒斷與防治

【主持人】蔡盧浚醫師 聯合醫院中興院區精神科主治醫師、精神健康基金會執行長

【講　師】楊聰財醫師 楊聰才診所院長、精神健康基金會指數組召集人暨會務委員

11/27 (六)14:00~16:00

癮，藏不住：談藥酒癮的生理心理危害

【主持人】楊聰財醫師 楊聰才診所院長、精神健康基金會指數組召集人暨會務委員

【講　師】束連文醫師 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成癮防治科主任

‧活動地點：誠品敦南店B2視聽室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45號B2視聽室(捷運忠孝敦化站6號出口)

‧指導單位：台北市政府衛生局、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

‧活動對象：教師、相關教育人員、其他民間教育團體、心理衛生從業人員及關注此議題之有志青年與社會人士，每場120名，名

額有限，額滿為止！

‧活動費用：活動免費

‧報名方式：請上網報名或電洽本會索取報名表後以e-mail(irene@mhf.org.tw)或傳真02-23279883回本會並來電確認是否報名成

功

‧活動洽詢：02-23279938#17

‧備註：參與各場次講座之高中職以下教師與公務‧備註：人員可核發2小時研習時數證明

 

   

 

　 電影反映人生，也蘊含豐富精神健康素材，透過電影畫面，能具體

而生動地引領你體驗精神健康的重要性，提升幸福感，誠邀您參加

2010精神健康影展，透過影片欣賞與專業醫師解析，開創精神健康的

美麗境界！

8/21(六)14:00-16:30

冏男孩　　 【影評講師】李冠瑩 署立嘉南療養院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醫師

9/18(六)14:00-16:30

心靈獨奏　 【影評講師】張立人 詩人、台大醫院雲林分院精神科醫師

 



 

‧活動地點：台南市立圖書館3樓視聽室（台南市公園北路3號）

‧活動報名：電話報名，活動免費，歡迎踴躍參加 

‧活動洽詢：(06)2255146#123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台南市立圖書館、財團法人樹河社會福利基金會暨附設悠然山莊安養中心

　　　　　　行政院衛生署嘉南療養院、社團法人台南市熱蘭遮失智症協會

 

 

2010「心腦操練‧堆疊幸福」優築生命教室系列講座

　現代人穿梭在車水馬龍、忙碌的工商社會中，忙著為家庭煩心、為工作煩惱，每天從早醒來的那一刻起，頭腦就轉啊轉的為生

活大小事操煩，鮮少人有機會放慢腳步，好好感受自己與周圍環境之間的關係，更少人懂得給日理萬機的大腦一個喘息的機會，

造成許多現代人迷失在變化快速的環境洪流中，大腦也經常處於缺乏保養，腦力不濟的狀態。長期來說，生活自然缺乏品質，人

生的幸福感也在一點一滴中流逝。

　「2010心腦操練‧堆疊幸福」系列講座特別強調現代人長期慣於忽視的「心腦」，並主張優質生命要從「築心」和「築腦」開

始，以操練頭腦為手段，透過精健道12步驟，讓每個人能自覺保養頭腦的重要，以悠然的態度面對人生中各種酸鹹苦辣澀鹹的經

歷，建構成豐富的素材，進而追求精采生活的厚實度與幸福感。

●台北精神健康學苑

  

　8/21(六)10:00-12:00

　個體自我的天人合一性

　變動時局的心身安適之道

 

　9/18(六)10:00-12:00

　個體自我的天人合一性

　環境與自我的調和

【講師】胡海國｜精神健康基金會董事長、台大醫學院精神科教授

【講座地點】台北精神健康學苑｜台北市寧波西街3號2樓(捷運中正紀念堂站2號出口)

【報名方式】活動免費，課程講義100元現場義購

【洽詢電話】02-2327-9938#13(免費參加，但座位有限，請事先來電或線上報名)

●台中精神健康學苑

  

　8/21(六)14:00-16:00

　活在當下：用愉悅的心情迎接健康與幸福

【講師】許嘉宏｜草屯療養院臨床心理師

【活動地點】台中精神健康學苑(中港路與忠明南路交叉口，長春健診中心)

【活動報名】電話報名，活動免費，歡迎踴躍參加

【活動洽詢】(04)23269728、0935-083130 王先生

●雲林精神健康學苑

  

　8/14(六)14:00-16:00

　如何用詩塗抹傷口

【講師】張立人｜詩人、台大醫院雲林分院精神科醫師

 

　9/11(六)14:00-16:00

　了解你的心理健康

【講師】黎士鳴｜信安醫院臨床心理師

【活動地點】信安醫院(雲林縣斗六市江厝里瓦厝路159號)

【活動報名】活動免費，歡迎踴躍參加

【活動洽詢】(05)5223788#305

●嘉義「優築生命‧豐富人生」系列講座

　為將腦科學知識融入日常生活的文化中，並結合嘉義市政府推動健康城市之政策，普及精神健康教育，特舉辦本系列精神健康

講座，歡迎踴躍參與。

  

　8/14(六)14:00-16:00

【講座】親子關係與生涯輔導
 

　9/11(六)14:00-16:00

【講座】壓力與失眠

 

 

http://www.mhf.org.tw/news/act_02.php?nsc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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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黃財尉｜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教授 【講師】余承樺｜署立嘉義醫院身心科醫師

【講座地點】嘉義市政府文化局1樓演講廳(嘉義市忠孝路275號)

【報名方式】免費自由入場，現場可容納180人

【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文化局、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

【協辦單位】嘉義大學

 ●各地區精神健康學苑相關活動訊息  

   
   
   

 

　 俄國作家杜斯妥耶夫斯基曾說：「愛一個遙遠又抽象的人較容易，

但要跟近在眼前的人相處卻很難。」疏離的工商社會中，許多人忙著

勾勒遠大的願景，卻常忽略從關懷身邊親友、同事、鄰居的微小行動

開始，堆疊幸福。加入精神健康家族，成為自己精神健康的主人，也

化為別人生命的天使，誠摯歡迎您加入我們的行列，一同推廣精神健

康教育，開創亮麗人生！

【誰可以加入精神健康家族？】

　只要您希望自己活出更優質、亮麗的生命，或對以腦科學為基礎的

精神健康知識有興趣，都歡迎您加入！

【加入精神健康家族，您可以】

　1.定時獲取本會各項精神健康活動訊息，隨時補充新知、增廣見聞

　2.結交活出亮麗人生的朋友，感受緊密的歸屬感，並能懂得照顧自己

　2.及關懷他人的精神健康

　3.參與志願服務工作，體驗豐富人生

【加入方式】

　請上網「精健家族」頁面 點選「我要報名」，即可加入精健家族，

後續舉辦的精神健康家族培訓課程，將會邀請您的參與。洽詢電話：

02-2327-9938

 

您點滴的關懷，就是支持我們最大的力量

誠摯邀請您共同參與此精神健康與生命建設行動，

給予支持，一起響應精神健康的希望工程，開創生

命的美麗境界。

捐款方式：

【捐款】匯款後請將存根聯傳真至精神健康基金會

　　　　以便郵寄捐款收據

‧匯款戶名：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

‧匯款帳號：玉山銀行總行營業部 0015-440-

011961

‧郵政劃撥帳號：19587190

【捐發票】可郵寄或親自送至精神健康基金會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22號6樓

【定期定額信用卡、郵局捐款】簡易的三個步驟

1.填寫授權書 

2.將授權書傳真或郵寄本會 

3.捐款確定

定期定額信用卡、郵局自動轉帳付款授權書

請來電02-23279938#16或傳真02-23279883索取

 

   

  

活動花絮

【精華摘錄】智慧巡禮第四講

2010.5.29 無意識的人生：心靈與現實之間

● 講師：孫維仁教授

【精華摘錄】智慧巡禮第五講

2010.6.26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害怕的腦內事件

● 講師：梁庚辰教授

http://www.mhf.org.tw/volunteer/volunteer_detail.php?vno=10
http://www.mhf.org.tw/news/act_01.php?ncno=1
http://www.mhf.org.tw/volunteer/volunteer_detail.php?vno=10


 

 

　「睡美人，真的睡

著了嗎？」由這個有

趣的提問開始，孫教

授向大家釐清，在醫

學上，「失去意識」

是怎麼回事。

　孫教授說，意識的

狀態，其實就是生物

體維持感官靈敏的狀態，而若意識流失，到了「昏迷」的狀

態，就喪失了對外界訊息反應的能力。所以，「睡美人不是睡

著，是被下藥」。孫教授解釋，睡眠導因自內在生理機制，有

其週期性，與下藥、麻醉、或外力衝擊帶來的意識流失在意義

上並不相同。

　孫教授說，醫學的麻醉，目的在於讓病患處在「無意識」的

情況下，接受侵入性的治療，當代麻醉，期許醫師們做到讓病

人安然度過麻醉過程，不感到苦痛，也不會在麻醉過程做惡

夢。

　人生呢？

　死亡，是意識的終極流失，每個人都必須死亡(或說，面對

意識的流失)，到那時，是否也能坦然、心安，別把苦痛的夢

靨帶著離去呢？

 

　恐懼，是大家都不

想經歷的情緒體驗，

但梁庚辰教授在演講

開始便說，希望這場

演講，能讓大家對

「害怕」不再那麼害

怕！

　從面部表情到生理

機轉，再介紹到大腦內處理害怕的機制，梁教授意在告訴大

家：害怕的情緒反應是天生的，而害怕之所以形成，是為了保

護我們能在環境中生存。

　梁教授說，害怕對我們最大的負面影響，就在於我們害怕

「我們可能會感受到害怕」的這種擔憂，只要我們能夠看清害

怕是幫助我們活下來的情緒，就不需要過度擔憂它的形成。

　反之，如哲學家洛克所說：「情緒能夠化理想為行動」，包

括恐懼在內的情緒，往往激發生存的熱情，使我們對外在環境

做出積極的因應。

　梁教授引《論語：述而篇》：「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

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告訴大家，一個人如果都不

知道要害怕，那他才是最該被擔憂的人，知道甚麼是可怕的，

才能想出因應策略，避免傷害。

 

 

   
   

 

開課資訊

心靈彩繪班

繪畫創作是一種進行

自我探索、表達與紓

解的途徑。開班目

的，在使學員透過不

同的創作方法與觀

念，得以連結起內在

自我與外在世界的溝

通管道，從中漸漸找

回生命的完滿與自

足。

‧指導老師：李悅寧老師　

　　　　　　台灣師大美術系及美術研究所創作組畢業、

　　　　　　身心靈整合課程研修、完形學派統整助人工作者

　　　　　　「海寧格家族系統排列」排列師

‧對象及人數：對繪畫有興趣之一般大眾，達8人即開班 

‧上課時間：2010/9/1~2010/11/10

　　　　　　(每週三14:30~17:30 ，共10堂)

‧報名費用：新生 5000元

　　　　　　(含保證金2000元、場地清潔費及代收材料費用)

　　　　　　舊生 2500元(含場地清潔費及代收材料費用)

 

精神健康毛線手作屋

「一線在手，樂趣無

窮」，透過簡單易學

的編織技巧，毛線手

作屋將引導您發揮創

意，編織出屬於自己

的毛線手作品，親手

打造溫暖與幸福。

‧指導老師：林彩瓊老師　精神健康家族志工 

‧對象及人數：對毛線編織有興趣之精健家族或一般大眾

　　　　　　　約10~12人 

‧活動時間：2010/9/9起，每週四 10:00~12:00，共12堂課

‧報名費用：300元(材料自備)將完成2~3樣作品

　　　　　　(視每人程度不同而定將完成帽子及圍巾等)

 

 

精健家族團隊課程報名注意事項：

【上課地點】台北精神健康學苑　台北市寧波西街3號2樓（捷運中正紀念堂站2號出口）

【課程報名電話】(02)2327-9938#17 或電子郵件 irene@mhf.org.tw　　※以上各班報名費用皆開立捐款收據

 

 

http://www.mhf.org.tw/volunteer/volunteer_detail.php?vno=34
http://www.mhf.org.tw/volunteer/volunteer_detail.php?vno=35


   
   
   

 

精神健康教材，歡迎義購

您的每一筆捐款，都將全數作為「精神健康」活動之推廣

感謝您的支持！

教材名稱 捐款

書

籍

【精健道】 250元

【一股腦兒全知道】 300元

【各年度精神健康年報】 200元

【2002精神健康指數調查報告】 200元

【2004精神健康指數調查報告】 200元

【2006精神健康指數調查報告】 200元

【2008精神健康指數調查報告】 200元

【2009精神健康指數調查報告】 200元

【幸福寶典】 100元

【靠岸精華版】 200元

【在睡神的羽翼下安然入夢手冊 】 150元

【精神健康風向球-量表實用手冊】 100元

【腦的美麗境界導覽手冊】 100元

多

媒

體

教

材

【保養頭腦免除煩惱VCD】 200元

【腹式呼吸教學VCD】 100元

【跳躍在腦中的憂鬱精靈DVD】 200元

【在睡神的羽翼下安然入夢DVD】 250元

【活出優質生命DVD】 200元

紀

念

品

【小腦袋文具組】 100元

【愛我的小腦袋萬用卡片】 100元

【仿古水晶腦書鎮】 250元

【純棉休閒T恤】 250元

【純棉休閒帽】 250元

【精神健康徽章】 50元

【書籤夾】 50元

 

 

 

如何取得精神健康教材

1. 填寫「劃撥單」至各地郵局劃撥：

郵政劃撥戶名：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 

郵政劃撥帳號：19587190

請於劃撥單上註明收件人、收件地址及品名與數量，以利

後續寄送作業

劃撥義購教材時：請自行加上掛號郵資費。

郵資部分：1件義購品50元、2件80元、3件以上免郵資

2. 親自前來精健會訂購

　地　　址：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22號6樓

　交通資訊： 公車族－

　【捷運中正紀念堂(羅斯福路)】站

　路線：0東,18,208,214,227,543,648

　【南昌路】站

　路線：

5,35,504,227,235,241,244,295,532,543,662,663,630

　路線：

15,18,204,227,235,241,244,295,3,38,5,630,662,663

　捷運族－【中正紀念堂】站2號出口

感謝您對「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的付出、鼓勵以及愛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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