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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基金會 十年成長與未來使命

　精神健康基金會成立於21世紀初(2001)，21世紀是腦科學的時代，也是人類生活充滿

變異的時代。21世紀的社會與大自然均對人類有重大的挑戰。資訊的高度發展，自然環

境高度開發，生活型態劇烈變動，人類活動的徹底全球化，使每個人的生活受到空前的

重大衝擊。

　每個人承受生命衝擊的能耐來自每個人的腦力。腦力的掌握、腦力的操練，需要當代

腦科學知識為基礎。精神健康基金會肩負時代的使命，致力於日常生活所需的腦科學知

識的宣導與傳播，致力於推廣以腦科學為基礎的優築生命、豐富自我的十二種精神健康

之道，簡稱精健道。

　精健道之推廣重在個人生活之體驗，使個人生命面對時代更迭的衝擊中，因實踐保養

頭腦而有優質腦力；因有健壯的腦，而可以安然面對生命的變化與挑戰。精健道之終極

呈現，強調自己用心生活，對別人關懷，以增加台灣社會鄰里的敦厚度，使人人幸福平

安。

　為達到精神健康基金會之宗旨，精神健康基金會在北、中、南、高屏與東部均成立有

精健學苑，廣設精健教室，開展台灣精健家族，期望達到台灣40,000位精健家族成員，

使每個鄰里均有3~5成群的精健家族互相攜手，邁向充滿「花明性」的人生與社會。

　精神健康基金會十歲了，從一間小辦公室草創，到今日於台中、雲林、嘉義、台南、

屏東、花蓮等地均設有精神健康學苑，這十年來的生根與茁壯，最感謝的是全台各地認

同本會理念的熱心人士，出錢出力，讓以腦科學為基礎的精神健康觀念，能逐步厚植在

民眾的心底。

　精健推廣的腳步永不停歇，我們將持續推廣「保養頭腦‧優築生命」的理念，推動各地

精神健康家族的凝聚，並強化編製深入淺出的腦科學與精神健康推廣教材，讓民眾更輕

鬆領略精神健康的內涵，落實於生活。

 

   
   

 時尚腦＝保養頭腦＋享受生活＋擁抱幸福 繽紛時尚的2010精神健康嘉年華  

 

　2010年精神健康嘉年華—時尚腦，於12月12日至18日圓滿舉辦，18日台灣精神健康

日當天，數十位穿著各色時尚T恤的家族朋友穿梭會場，讓現場五彩繽紛；精神健康合

唱團歌聲，時而深情款款，時而朝氣蓬勃，就像訴說人生百態，都是跳動在生之歌的音

符；單人創作舞班的勁舞活力四射，舞動著每顆企盼幸福的心；而心理學博士、韓德彥

心理師主講的「正向思考‧全面啟動」講座，生動地引用電影《波麗安娜》的數個片段，

讓大家感受電影中小女孩的童言童語所散放的希望之光！

　靜態展示區，則用最簡單的紙板、色紙「純手工」打造出獨具時尚感的展場，從入口

處讓人驚豔的簽名牆，引導民眾參觀「腦的美麗境界」腦科學展；而後來到影片放映

區，欣賞影片創作甄選「WHAT A WONDERFUL WORLD」入圍佳作，八部影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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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看見希望的時尚視角，飽滿了參觀者的心靈。

　在精神健康家族的才藝展示區，不管是毛線編織，或是攝影、彩繪作品，都巧思獨具；「時尚腦雜誌框」等在出口處，吸引參

觀者擺出各種姿勢拍照，成為最佳主角，也體會到：發揮創意，展現自信去面對挫折，便是最時尚的幸福之道！

   

 
【2011腦的美麗境界展覽訊息】 

●花蓮慈濟醫院 2/21-3/31　●成功大學 3/14-3/25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4/4-4/15　●宜蘭縣立文化中心 6/18-6/29
 

   

 

  

 

操練大腦神經通路 包容文化差異

　時序又接近農曆年節，最近開始出現一些煩惱著過年是該趁著假期和朋友出國玩，還

是應該回老家陪伴父母的兩難問題。「一年中只有過年時有這麼長的假期，不出去玩好

像對不起自己，但不回家好像又對不起父母…」坐在診療椅上的年輕女子如是說。

　 其實這樣的兩難不只是在門診會聽到，和朋友聊天時也常聽到朋友表示：「兒子、媳

婦過年時要出國度假，不回家過年了，雖然知道他們平時上班很辛苦，希望趁年假出國

旅遊，但聽到他們不回家過年還是覺得很遺憾…」

　 台灣的農曆年在每一個人心中確實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每每到了過年，每一家總是

有各自整套的儀式，諸如：大掃除、包水餃、年夜飯、包紅包…等。文化的定義，可說

是在每個人的心中都有被規範的「一套標準或一套邏輯」，就像台灣人不回家過年，自

己心裡會覺得有些不對勁，家人也會認為這樣的作為似乎有違常理。

　 從腦科學的觀點來看，「文化」其實就是透過每天跟不同的人相處互動的過程，進而發展出伴隨自己的文化。譬如小時候父親

帶著你到棒球場看球賽，長大以後，父親老了走不動，你自己也會去看球賽，由此可見，文化是會遺傳的，它不僅影響每一個人

的生活，甚至會跟著人一輩子。

　 由此可見，文化對人的影響是無所不在且固著的，而這固著產生的場景，就發生在大腦結構中的海馬迴內，海馬迴與學習和記

憶息息相關，各種情境連結的訊息和經驗都會儲存在海馬迴中，並在適當的時間被提取，此外，大腦中的杏仁核也會同時協助處

理腦內和情緒相關的學習與記憶經驗。

　 因此，當人們第一次在某特定場景(過年)從事某一特定行為(家人團聚)時，大腦中會為此「場景—行為」開闢一條新的神經連

結通路，海馬迴就會儲存下這個特定的行為反應，以利於日後遇到相同場景時，再提取出相同或相似行為反應。久而久之，這條

神經通路就成為一種自動化歷程，漸漸形成我們所說的文化。

　 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大至不同的國家如美國有美國的文化；台灣有台灣的文化，小至不同的家庭如樓上王媽媽家的文

化、隔壁李伯伯家的文化等等。不同的文化沒有所謂的對與錯，但當兩種不同文化有所抵觸時或是從事與自己的文化不盡相符的

行為時，透過真心對話便可異中求同，包容與自己不同之處。

　 但要能做到包容與他人差異之處，仍需要透過努力學習的，也就是需要操練頭腦，操練出一條能夠妥善處理人際相處、包容文

化差異的神經通路。如此一來，除了頭腦會變得更強壯，也會增加我們應對進退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進而提升自身的精神健康指

數與自信心，在生活中體驗實踐精神健康之道的幸福自在感受。

 

 更多胡海國教授【腦與生活】系列文章  

   
   
   

【2010全國精神健康指數調查發表】養兒不只防老化 更是精神健康之道!!

　精神健康基金會2010年的精神健康指數調查，特別以「少子化」議題為調查重點，也是國內首度將生育態度與精神健康指標

作交叉分析的調查研究。

　 2010年12月7日舉辦發表記者會，除了本會董事長胡海國教授、精健指數調查召集人楊聰財醫師外，本次記者會邀請事業成

功、家庭幸福的藝人陶晶瑩出席，分享她養育子女的心得，也鼓勵年輕朋友在能力可負擔的條件下，多多生育。

 

http://brainlohas.pixnet.net/blog/category/1395389
http://brainlohas.pixnet.net/blog/post/26247959


 

年長無子女者 精神健康狀況較差

　在年輕人普遍對於生養小孩興趣缺缺之時，本次調查特別探討，擁有小孩者是否過得

較快樂？調查發現，大體來說，不管在哪個年齡層，擁有小孩的人，精神健康狀況比較

良好。若以10歲為一組，則發現20-30歲、31-40歲、41-50歲、51歲以上「擁有小孩」

的人，其精神健康得分分別是86.7分、82.2分、83.5分、83.2分，而「沒有小孩」的

人，精神健康得分則分別是83.5分、82.0分、80.0分、76.8分。

　 由上述數據發現，對31-40歲的父母來說，其精神健康分數與「沒有小孩」者差不

多，也是各年齡層當中，有、無子女兩個族群差異最小的。隨著年齡增長，擁有小孩的

人精神健康狀明顯比沒有小孩的人好，到50歲後仍沒有孩子，精神健康狀況甚至跌破80，到了不及格的程度，所以，與會的專

家與發言人一致認為，生養小孩是長遠的幸福投資，鼓勵年輕人生育。

陶晶瑩：哥哥弟弟站起來

　陶晶瑩以親身經驗為例表示，生小孩很有意義，希望大家在量力而為的前提下，「都去生小孩」。他說，自己兼顧事業與家庭

的秘訣就是「李李仁(丈夫)加褓母」，她舉「慾望城市」影集中的夏綠蒂說，即使懷疑褓母勾引老公，仍然覺得不能沒有褓母，

可見養育小孩的壓力有多大，也因此，他格外強調，哥哥弟弟(泛指男性)要幫忙分擔家務，才能共享生養小孩的天倫樂。

　 陶晶瑩還分享，他有位朋友，品味高尚、走雅痞路線，很難想像他這樣的人會想要婚姻和家庭，然而，他突然結婚生子了，問

他感想，他還說：「生了小孩，我的人生才往下翻了一個篇章」。

　 陶晶瑩覺得，很多女性害怕生小孩後，工作和自我價值就必須中斷，所以遲遲不敢跨越雷池，所以她呼籲，我們應從兩性教育

做起，實踐正確、符合時代的兩性相處之道，讓男性以及其他家人，都能有共同分擔養育工作的共識。此外，政府必須做好配套

措施，讓大家生小孩能無後顧之憂，如此才能有效舒緩少子化的現象。

胡海國教授：作好時間規劃

　胡海國教授則建議，年輕人妥善作好時間管理，將時間畫分成三等分，平均分配給工作、家庭、自我成長，如此應能較不排拒

生小孩。他認為，生養小孩是幸福人生的長遠投資，雖然在事業起步、子女年幼的時期壓力較大，但若對人生做養育子女的有效

規劃，則能為未來人生的長遠幸福，尋求最有效的保證與準備。

 

  

 精神健康家族才藝班開課訊息  

 

　凡加入精神健康家族服務或參加講座滿4小時以上即可報名參加精神健康家族才藝班

上課地點：台北精神健康學苑（台北市寧波西街3號2樓）

報名條件：對精神健康的追求有興趣，並有興趣學習生活才藝之一般民眾

報名洽詢：(02)23279938#17 張小姐

 

精神健康中國結班　

　蝴蝶、水果、龍舟、甚至大腦，中國結藝的千變萬化，是超乎你想像的神奇。推廣中國傳統結藝不遺餘力的林秀枝老師，是資

深家政老師，也是精神健康基金會家族成員，帶領學生動手DIY編製中國結，讓大家手裡的彩線不僅編織出精美藝品，也交織學

員的生命感動，歡迎您一同加入！

上課時間：2011年2月- 6月，每月第二、第四個星期五 14:00-16:00

　　　　　(2/11、2/25、3/11、3/25、4/8、4/22、5/13、5/27、6/10、6/24)

指導老師：林秀枝老師 資深精神健康家族，國中退休家政教師

招生對象：凡對中國結藝有興趣的朋友，達6人開班

報名費用：300元(不含材料費用)

 

 



 

精健滿溢讀書會　

　俗諺說：「活到老，學到老」，不管在什麼年紀，都要持續學習。但最新的腦科學研究則發現「學到老，才能活到老」，因

此，藉由閱讀、學習、分享、討論的過程，讓大腦中的神經細胞會不斷被活化、刺激，並產生新的聯結網絡，如此一來，我們的

大腦不但永保健康，更會越來越聰明！

　 精健滿溢讀書會，聚集一群喜好學習新知、自我成長的精健家族成員，透過每個月一次的聚會，彼此分享、交流閱讀的心得以

及實踐知識的體驗，彼此深度激盪，不斷開拓視野、挑戰自我，體驗人生。

　 歡迎您加入我們，長久的幸福人生路，自此邁步！

上課時間：3/16起，每月第三個星期三 19:00~21:00

活動方式：由成員共同決定閱讀的書目，每個月由1-2位成員負責導讀

閱讀書目：以腦科學、精神健康之道、正面思考等主題為優先

活動對象：精神健康家族、腦的美麗境界導覽志、或對精神疾病、腦科學與衛教推廣有濃厚興趣的社區大眾

活動人數：名額以15名為限

◎ 本會另開設合唱團、生活氣功班、單人創作舞班、毛線手作屋、攝錄影班，洽精神健康基金會網站或電洽(02)23279938#17

   

 

【精神健康家族種子培訓】台南精神健康學苑2011社區精神健康家族培訓坊

活動時間：2/19、2/26(六) 09:00-12:00 (計兩天六小時)

活動地點：悠然山莊(台南市關廟區下湖村1-26號)

活動報名：(06)2795019#1075 郭小姐

活動費用：免費

課程內容：精神健康之道、一股腦兒全知道、腦與精神健康、心腦操練 、做自己精神健康的主人、如何做個快樂的志工

等

課程講師：歐陽文貞醫師(署立嘉南療養院高年精神科主任)、 江文庸老師(台南精神健康學苑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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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心腦操練‧堆疊幸福」優築生命教室系列講座

　「2011心腦操練‧堆疊幸福」系列講座特別強調現代人長期忽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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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六)10:00-12:00

　個體自我的演進性－

　發現挫折的積極意義

 

　3/19(六)10:00-12:00

　個體自我的演進性－

　向幸福人生邁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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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免費參加，但座位有限，請事先來電或線上報名)

 

http://www.mhf.org.tw/volunteer/volunteer_detail.php?vno=10
http://brainlohas.pixnet.net/blog/category/1395388
http://www.mhf.org.tw/
http://www.mhf.org.tw/volunteer/volunteer.php
http://www.mhf.org.tw/news/act_02.php?nscno=1
http://brainlohas.pixnet.net/blog/post/24784270


 

●台中精神健康學苑

  

　3/12(六)14:00-16:00

　現代人應如何追求健康管理

【講師】賴明珠｜長春健診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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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精神健康學苑

  

　2/19(六)10:00-12:00

　精神健康促進

【講師】顏世卿｜嘉南療養院神經內科主治醫師
 

　3/19(六)10:00-12:00

　水果心、鄉土情

　─從台灣水果體驗美感生活與精神健康

【講師】李文雄｜莉莉水果店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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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5019#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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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精神健康學苑

  

　2/19(六)14:00-17:00

【影展】心靈獨奏

【講師】司徒惠禎｜嘉義榮民醫院精神科醫師

  

 

  

　3/12(六)14:00-16:00

【講座】永遠在學習的腦

【講師】曾志朗｜行政院政務委員

 

　4/9(六)14:00-16:00

【講座】藝術意境與人生

【講師】劉豐榮｜亞洲大學創意領導中心主任、心理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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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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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hf.org.tw/news/act_01.php?ncno=1
http://www.mhf.org.tw/news/act_03.php?nno=33
http://www.mhf.org.tw/news/act_03.php?nno=33
http://www.mhf.org.tw/volunteer/volunteer_detail.php?vno=10
http://www.mhf.org.tw/news/act_03.php?nno=33
http://www.mhf.org.tw/news/act_03.php?nno=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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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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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活動心得   

腦的美麗境界2010精神健康嘉年華特展導覽心得

操練大腦皮質 讓精神更健康

● 文／精神健康家族 陳玉庭

　在2010年精

神健康嘉年華

「腦的美麗境

界」導覽中，由

大腦的構造及神

經元的連結開

始，之後就介紹

大腦中的思覺功

能-認知功能。這些功能包含注意力、記憶、學習和創造

力。接著，轉而介紹另一個功能-情緒，並引導來參觀的

民眾平時多操練足定氣靜的功夫，來調解自己的情緒。

在引導民眾開始認識精神障礙之前，先由「憂鬱腦V.S.快

樂腦」機台，來瞭解處於這兩種狀態時的大腦腦力的差

別，再引導民眾認識憂鬱症的情緒障礙。在開始教導民

眾保養頭腦前，則先認識最重要的腦保養之道-睡眠。最

後，由操作腦力與壓力的天平遊戲中，來教導民眾認識

腦力與壓力要平衡的觀念：處於高壓的狀態下，連最微

小的壓力都像是最後一根稻草一樣，會讓腦力無法承

受。進而，向民眾講解精神健康之道的重要性。以普遍

級的精健道來說，由心身壓力量表來體認腦力的有限，

並操練足定氣靜和保養頭腦十全大法來達到維護腦功

能，當頭腦保養得宜時，就能呈現不亂(當下)、不忙(當

日)、不惑(當生)的意念及生活態度。以此為基礎便可進

入中階精健道的操練，當操練到進階時我們的腦力便像

天平遊戲中的腦力一樣：由小到中，由中到大。這時，

便是我們學習付出，邁向高階精健道的時候了。

　 從這一系列的導覽過程中，我覺得頭腦中的大腦皮質

 

活動花絮

香港心理衛生會來訪交流

　香港心理衛生會義

工團於2010年12月1

日來訪本會，交流志

工服務、精神健康推

廣的經驗與心得，兩

個多小時的座談讓雙

方都感到獲益良多。

該會心理健康義工服

務小組委員會召集人

鄧潔儀表示，這次交

流令義工在擔任精神

健康推動的角色都得

到不少啟發，相信將

來籌辦活動將顯得更

加具創意及完善。

 

【精華摘錄】腦科學與精神健康講座

2010.11.27 癮，藏不住 莫一時好奇惹遺憾

● 講師：束連文醫師

 

http://www.mhf.org.tw/volunteer/volunteer_detail.php?vno=10


 

非常重要。大腦皮質是一個忙碌的新構造，控制由邊緣

系統所產生的情緒是它，控制我們感官知覺和行為也是

它，進而記憶靠它、學習也要靠它，最後也要它來提供

新點子(創造力)。大腦皮質還在演化中，因此對於這些事

物都處於摸索的階段，每天也耗費大量的大腦能量。所

以我們除了要保養頭腦，讓大腦皮質有許多能量可運用

外，更要操練頭腦，讓大腦皮質對於操作這些功能，能

夠得心應手，這樣它就不會在運作時消耗太多的腦力。

另外，也讓自己學習一些心理調適的技巧，就可以讓大

腦皮質在一個健康的身體環境下，沒有阻礙地去創造我

們人生的幸福。 

　2010年度腦科學與

精神健康講座第三

場，邀請到台北市立

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成

癮防治科主任束連文

醫師，與民眾分享藥

酒癮的生理心理危

害。束醫師強調，不

管是合法或是非法的

物質，過量使用都會對人體造成相當程度的危害。此外，束醫

師以臨床的經驗提醒大家，每一種物質(毒品)都存在上癮的風

險，然而許多毒品如K他命，一般民眾誤以為不易上癮，反而容

易因為一時好奇誤觸毒品，造成下半輩子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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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幸福離我那麼近】NEW 250元

【一股腦兒全知道】 300元

【各年度精神健康年報】 200元

【2002-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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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