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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腦力發展 不再「遇霸」不能

　「霸凌」事件頻傳，讓生活安全蒙上陰影，也影響了我們的精神健康。專家表示，健

全腦力的均衡發展，尤其是強化同理心、社群意識有關的腦部功能，才能有效減少霸凌

事件的發生。

　 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研究所講座教授劉焜輝指出，霸凌問題與施霸者對善惡的判斷

能力差、不能瞭解他人內心痛苦有關。精神健康基金會董事長、台大醫學院精神科胡海

國教授則認為，現代社會強調個人主義，鼓勵競爭求勝，追求立即滿足，卻忽略傳統社

會中「與他人共同存在」的仁愛、慈悲之情，此現象，以腦科學的觀點來說明，即是強

化了求「自己」生存的邊緣系統中情緒化的面向，而疏忽展現理智、關照「群體」共存

的額葉皮質，造成大腦內在本性的發展失衡。

　狹義的「霸凌」，指的是發生在校園，同學之間以強欺弱的行為，劉焜輝教授指出，

校園欺凌問題普遍存在，其特徵是對特定對象、持續而長期地以陰險、殘忍的方法施

暴，不能單純以惡作劇或打架視之。精神健康基金會會務委員、楊聰才診所院長楊聰財醫師則認為，不管是施霸者或受霸者，其

大腦均面臨偏頗的發展，造成人格扭曲，長期而言，此負面效應將蔓延到職場、家庭以及社會上各種人際關係，形成惡性循環，

釀成每個人都得共同承擔的社會後果。

　因此，霸凌的問題亟需每一個人的共同關注。劉焜輝教授認為，霸凌問題的原因不但與教師的教學、輔導有關，也與幼小時期

父母管教、社會風氣等家庭、學校、社會的問題複雜地糾纏，必須由學校、家庭、社會一起面對才能收效。

　胡海國教授則認為，透過心腦操練，讓人人重拾本就深植於大腦的仁愛之心，是預防霸凌的根本。對此楊聰財醫師建議，學習

用「如果我是他，我希望……，我不希望……」的方式來思考所面對的情境，如此一來，能促進同理心的開發，啟動社會「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的良善風氣，減少霸凌發生。

【2011腦科學與精神健康系列講座】

不再「遇霸」不能－霸凌的處置與防制

9/10(六)14:00~16:00

終結霸凌必殺技－談校園暴力的成因、預防與處置

【主持人】湯華盛醫師　台北市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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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德彥心理師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助理教授、精神健康基金會精健之友

10/1(六)14:00~16:00

打在你身『不』痛在我心－從腦科學解析霸凌、同理心、依附關係

【主持人】蔡盧浚醫師　台北市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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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基金會會務委員暨精神健康指數組召集人

11/26(六)14: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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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霸凌事件談現代人的心理調適

【主持人】楊聰財醫師　楊聰才診所院長、精神健康基金會會務委員暨精神健康指數組召集人

【講　師】劉焜輝博士　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特聘教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生輔導中心諮詢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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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地點：誠品書局敦南店B2視聽室(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45號)

‧活動費用：活動免費，活動由台北市衛生局補助部分相關費用

‧活動對象：教師、相關教育人員、其他民間教育團體、心理衛生工作人員及關注此議題之有志青年與社會人士

　　　　　　每場120名，額滿為止！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或來電索取報名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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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各場次講座之高中職以下教師與公務人員可核發2小時研習時數證明。

   

 【2011腦的美麗境界展覽訊息】 ●高雄市立中山高中 9/13-9/23　 ●高雄市政府特展 10/3-10/7  

   

  

 

擁抱「樂活」 希望幸福

　這幾年，社會上很流行「LOHAS」這個詞，中文譯為「樂活」，也很傳神。然而，如

果我們仔細看看「LOHAS」的本意：「Lifestyles of Happiness and

Sustainability」，便會發現「樂活」並不只是追求「快樂的過活」，而是鼓勵人們用一

種能增進自我與旁人長久福祉的方式來生活，包括維持健康、重視環保、關心社會問題

以及個人成長，並且用一種「適可而止」的態度來經營生命。

　坊間對於「LOHAS」的討論，時常聚焦身體健康、環境保護等議題，但其實

「LOHAS」所宣揚的精神，用在精神健康的追求上，更有異曲同工。因為21世紀是個

人類生活充滿變異的時代，社會與大自然的景況均對人類形成重大的挑戰，資訊快速發

展、環境高度開發、生活型態劇烈變動、人類活動更徹底全球化，每個人的生活受到空

前的衝擊。

　譬如，前陣子發生的塑化劑風波，在以前是不可能發生的。以前的人喝果汁很可能是自己摘水果，或者是到市場買水果回來打

汁，雖然較不方便，但絕對「貨真價實」。而今，包裝飲料充斥便利商店，非常方便，卻讓人們無從掌握自己喝下肚的是什麼化

學劑料，也讓塑化劑有機可乘。

　當今資訊爆炸，科技養成了人腦追求立即回饋的慣性，以前的人，可能要存很久的錢，很早預約，才看得到一次偶像演唱，現

在，則是隨時可以上網，什麼時間想看，想看幾次都可以。物質與資訊的寬裕，讓人們習慣貪求更多，且降低了人們「延宕滿

足」的能力，及大腦對不確定性的耐受力，偏偏，我們每天接受的資訊，卻像便利商店的飲料，虛虛實實，讓人們一面忙著汲

取，又一面惶惶不安，兩相交迫，使21世紀人們的精神健康，面臨嚴重挑戰。

　所以，「LOHAS」觀念正提醒我們，關照他人的需求，檢視自己真正的需要，適度滿足，避免無止境地盲目追求，才是幸福

之道。譬如提倡環保、節約，與萬物共生共榮，以感受真正的幸福，不僅是「LOHAS」的理念，在追求精神健康上，道理是一

樣的。

　從「精神健康之道」的觀點來說，樂活的真義，是「感受愉快、享受快樂、擁有幸福」。「感受愉快」指的是生理的滿足，譬

如吃飯後的飽足感，人人都需要，卻不宜過度追求。有些人餐餐山珍海味，吃得過飽過胖，顯然，就不符合「LOHAS」的理

念。

　「享受快樂」，是心理層面的滿足，譬如完成工作、老友相聚，會讓我們感到快樂。我鼓勵大家，不只注重結果，也要享受追

求快樂的過程，譬如與老友相聚，與其約明天，不如約兩、三禮拜後，讓期待的感覺每天充盈心頭，不也是美事一樁嗎？

　「擁有幸福」，是精神健康最終極的追求，著重的是心靈上的意義感，是一種詳和、悠然、充實的心境。懂得幸福的人，必然

懂得關懷他人、關照環境，適度地擷取環境資源，卻懂得留下更多，給予生生不息的芸芸眾生。幸福感，來自於一舉一動，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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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他人臉上的笑靨；一動念一抉擇，都帶給未來滿滿的希望！

 更多胡海國教授【腦與生活】系列文章  

   
   
   

 

【2011精神健康論壇】珍視每一個人的價值－少子化時代的心身安適之道

　2011精神健康論壇以「珍視每一個人的價值－少子化時代的心身安適之道」為主題，

邀請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李允傑主任委員、台北市政府教育局馮清皇主任祕書、台灣

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林萬億教授、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郭東曜創辦人等專家與會，分析台

灣少子化衝擊下的情況與因應之道。

　一位與會聽眾提問：少子化時代，高等教育機構紛紛敞開大門搶學生，但學子態度不

精進，學校又不希望老師當學生（怕影響校務財政）。教育者要如何珍視自己的價值，

看到年輕學子的價值……？

　這樣的提問，道出了很多教育工作者的矛盾與無奈，也讓與會專家們有感而發。台大社會工作學系林萬億教授建議，從釐清師

生關係的定位開始，思考學生的處境、出路，以引導出適切的教學方式；而台北市教育局馮清皇主任祕書也鼓勵教育工作者，建

立專業認同，組織專業社群，有助於維持動力，面對教育挑戰。

胡海國：創造自我價值感

　面對這個時代的困局，一切還是要從調整自己的心念以及人際關係去建設。精神健康基金會董事長胡海國即表示，精神健康的

追求有三個層次：腦健康、心理健康、自我健康，意即創造意義感、價值感。而面對少子化的衝擊，建立每個人立足於家庭、工

作崗位的價值感，也是維持心身安適的關鍵。

林萬億：價值觀帶來超低生育率

　林萬億教授指出，台灣已進入「超低生育率」國家之列，除了有偶率降低、婚育年齡延後、女性勞動參與率提高等因素外，還

有價值觀的影響。譬如台灣社會對未婚生子的接受度遠低於歐美國家，且普遍認為孩子要「自己照顧」，因此兒童照顧公共化的

比率，相對偏低；另外，諸多價值觀變遷，如「立業須重於成家」、「不婚可以有性」等，也降低年輕人對生小孩的興趣。

　而少子化現象的擴大，帶來人口老化加速、性別失衡、勞動供給不足、人際關係改變等衝擊；尤其，以往家庭的「兄弟軸」消

失，「親子軸」過度聚焦，下一代青年人的人格特質，也將不同以往。

李允傑：協助健全青年人身心發展

　青輔會主委李允傑對新一代青年人的特質頗有觀察，他認為，少子化的趨勢下，確實容易讓年輕人產生自我中心，抗壓性低、

不懂分享等特質。他指出，在這種情況下，家庭、學校、政府等支持系統，更格外顯得重要。在他眼中，少子化雖可能為年輕人

的人格發展帶來隱憂，但現代年輕人也具有一些優秀的特質，如高度熱情、創意無窮、執著的態度等，善用這些特質，健全青年

身心發展，可以幫助其在未來人生旅途上找到心身安適之道。

馮清皇：問題，也是契機

　少子化的現象，也衝擊了家庭、教育環境和孩子的生活經驗。台北市教育局馮清皇主任祕書表示，從教師結構到教學方式，都

正因為少子化而面臨改變，以台北市為例，就持續規劃小班、小校到併校的推動。

　不過，馮清皇也強調，「問題也是契機」，他認為，少子化的現象正可以帶來教育新價值的建立，譬如學生人數減少，可以藉

此推動教師人力的轉化，增置專任輔導教師；校舍空間，則因此可以更寬敞，甚至還可以提供社區活動使用，讓校園氣氛多元

化。另外，「普通班在減班，資源班卻在增加」，這也表示對於弱勢學生的照顧，現在可以做得比以前更周到。

郭東曜：推動老人志工服務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創辦人郭東曜董事則分享中老年人因應少子時代的要領。他表示，養兒防老不可得，老年人更要自強。自

強之首要，就是維持身體健康，保持好體力；其次是培養休閒嗜好，解決孤單寂寞。

　另外，許多子女外地工作，無法照顧父母。郭董事說，鼓勵每個人都加入老人服務志工系統，也就是所謂「志工人力銀行」的

概念。他說，在弘道基金會，舉例來說，南部年輕人若離鄉在台北工作，無法照顧父母，可以在北部加入志工，服務老人，由中

南部的志工協助照顧中南部的父母。

三五成群‧用心關懷

　論壇尾聲，胡海國教授指出，全民可透過「精神健康之道」的操練，充實腦力，感受幸福。尤其，組成三五成群的人際團體，

分享快樂、分擔煩憂，或是加入「精神健康家族」，如此一來，在少子化時代，人生仍不孤單，仍能確保精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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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智慧巡禮 A Trip into the Mind 腦與心智科學的生命教育講座  

 

　腦與心智(Brain and Mind)是智慧的來源，是智慧的工具。有良好的心智工

具，有縱深的精神來源，就能創造出深邃的智慧，保證人生的圓熟與通融。 

　 智慧巡禮(A Trip into the Mind)系列講座由臺灣大學認知與神經科學研究團隊

共同參與，將深澀的研究化為日常的知識，引領社會大眾一窺腦與心智的堂奧，

進而體會智慧之源，豐富生命。

2011/8/13 (六)10:00~12:00

了解大腦：四十分鐘學會影像判讀—你也可以

【講師】黃勝堅教授／台大醫院神經外科主治醫師、教授

2011/9/17 (六)10:00~12:00

在經驗塑造下的腦部發展

【講師】李立仁教授／台大解剖與細胞生物研究所教授

 

【主辦單位】台灣大學神經生物與認知科學研究中心

【合辦單位】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暨研究所、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

【補助單位】本活動由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教育處支援

【活動網址】neuroscience.ntu.edu.tw

【活動對象】教師、相關教育人員及其民間教育團體、心理衛生從業人員及關注此議題之高中、大學生與社會人士

【活動地點】心理系北館視聽教室（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

【報名方式】請上網進入智慧巡禮專區或下載並填妥活動報名表e-mail (ntuncsc@ntu.edu.tw)或傳真02-33663828。

　　　　　　免費活動，歡迎踴躍參加 

【活動主持】梁庚辰教授(台大神經生物與認知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心理所教授)

 

  

 

【精神健康家族團隊開課訊息】

【上課地點】台北精神健康學苑(台北市寧波西街3號2樓)

【洽詢電話】(02)23279938#17

精神健康中國結班

‧上課時間：2011/9/9(五)起，隔週週五，13:3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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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健康毛線手作屋

‧上課時間：2011/9/8起，每週四，10:00-12:00，共12堂課

‧指導老師：林彩瓊老師(精神健康家族志工) 

‧招生對象：對毛線編織有興趣之精健家族或一般大眾

　　　　　　約10~12人 

‧報名費用：300元(材料費另計，將完成2~3樣作品)

   

精神健康生活氣功班
 精神健康心靈彩繪班

 

http://neuroscience.ntu.edu.tw/
http://www.mhf.org.tw/news/act_03.php?nno=142
http://www.mhf.org.tw/news/act_02.php?nscno=36
mailto:ntuncsc@ntu.edu.tw


 

‧上課時間：即日起，每週二，15:00-17:00

‧課程講師：林文傑先生

　　　　　　精神健康基金會會務委員、資深氣功老師

‧招生對象：對氣功有興趣，想促進身心健康的朋友

　　　　　　隨時可加入

‧報名費用：每10堂300元

‧上課時間：2011/9/14起，每週三，14:00-17:00，共10堂

‧指導老師：李悅寧老師

　　　　　　身心靈整合課程研修、完形學派統整助人工作者 

‧招生對象：對繪畫有興趣之一般大眾，達8人即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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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另開設太極拳班、合唱團、單人創作舞班、攝錄影班、精健滿溢讀書會、生命故事書寫班，詳洽精神健康基金會網站或電

洽(02)2327993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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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講座與影展

　「2011心腦操練‧堆疊幸福」系列講座與影展特別強調現代人長期忽視的「心腦」，並主張優築生命要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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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六)10:00-12:00

　善用壓力‧豐富自我

【講師】韓德彥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助理教授

 　9/17(六)10:00-12:00

　轉個彎，看見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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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精神健康學苑

  

　8/11(六)10:00-12:00

【影展】火柴人

【講師】劉俊顯

　　　　署立台中醫院精神科主任

 　9/17(六)10:00-12:00

【講座】情感性精神疾病之預防與治療

【講師】游舒涵

　　　　中山醫大醫院身心科醫師

【講座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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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展地點】國立台中圖書館(台中市北區精武路291之3號)

【活動報名】電話報名，活動免費

【洽詢電話】(04)23269728、0935-083130王先生

【主辦單位】國立台中圖書館、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台中精神健康學苑

●嘉義精神健康學苑

  

　9/10(六)14:00-17:00

【影展】火柴人

【講師】謝玲玉｜嘉義榮民醫院身心科心理師

  

　8/6(六)14:00-16:00 　10/8(六)14: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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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座】觀IN!用腦體驗世界

【講師】郭乃文｜台灣臨床心理協會理事長

 【講座】薛西佛斯也瘋狂－淺談強迫症

【講師】湯華盛｜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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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入百元，給未來一個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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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滿人生三部曲

2011.06.10 三五成群‧用心關懷

● 講師：張翠華主任(桃園生命線協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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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翠華主任多年來從事自殺預防，她發現，由於陌生感使然，加上被標籤化的疑慮，

一般人比較不容易找專業人士如精神科醫師、心理諮商師訴說心事，因此，親人、朋友

間的互助更顯重要。她認為，當我們成為傾訴對象，其實正是有機會幫助別人的時候，

我們應學會更敏銳察覺他人負面語言、行為，適時傾聽，提供協助。

　不像朋友間的雙向互動關係，助人關係是單向的，因此更須先體察自身觀念、特質、

個性等，才能避免自己的想法、價值觀過度強加對方，如此一來，才更能協助對方釐清

困難，找到出路，或及時挽救可能發生的遺憾。另外，專注傾聽、態度真誠、尊重支持

等，都很重要，而適當的非語言訊息，如眼神(勿長時間直視)、表情等，都能縮短彼此

內心的距離，幫助卸下心防，一同了解所面對的困境。

　助人能帶來成就感、提高自我價值感，但別忘了要秉持客觀，留給對方自己做決定的機會，尤其當遇到非自願案主(如親子關

係中的青少年)反彈的情況，更是如此。關懷的第一步是停止指責，整理好自己的情緒，才能照顧別人，避免落入自怨自艾。

　結交三五成群好友，用心彼此付出，是一件快樂的事，能讓自己人生有往前的動力。要記得與身邊朋友一起分享快樂，分擔痛

苦，如此人際關係自然會變好，心情也更加愉悅，精神也就更健康。

 

【活動花絮】

宜蘭巡迴閉幕 腦的美麗境界展出發至高雄

　「腦的美麗境界」腦科學展在宜蘭多所學校、醫院巡迴後，六月於宜蘭縣文化中心展

出，腦科學推廣的腳步永不停歇，九月起，將與甫成立的高雄精神健康學苑合作，巡迴

高雄市政府、高雄中山高中、鳳山高中等地，敬請南部鄉親熱切期待。

　6月18日是「腦的美麗境界－宜蘭文化中心特展」的開幕式，包括宜蘭縣文化局鄭文

堂局長、精神健康基金會胡海國董事長、宜蘭大學趙涵捷校長、羅東聖母醫院陳仁勇副

院長、羅東聖母醫護管理學校張國基主任以及多位宜蘭在地團體的貴賓皆熱烈出席。文

化局長鄭文堂指出，藝術與醫學之間的對話，一直引人入勝，精神健康雖然以腦科學與

精神醫學為基礎，但樂見其來到以藝文展演為主的文化中心，開拓民眾的視野。而精神

健康基金會和宜蘭文化局共同策劃，自2012年起，每月於文化中心舉辦一場精神健康講

座及影展，讓精神健康的多元內涵持續深耕宜蘭。

　台北精神健康家族的志工們，也藉此難得機會到宜蘭一日遊。雖然平日就常接觸精神健康相關的訊息，但腦的美麗境界展仍讓

大家意猶未盡。下午，則一同出發到蘭陽博物館、宜蘭設治紀念館等地參觀，除品嘗宜蘭的山水人文，更連絡感情，分享生活，

享受「三五成群」的喜樂。

　精神健康基金會董事長胡海國教授則期待，透過一步一腳印，推動精神健康的理念，未來宜蘭地區也能擁有自己的精神健康家

族社群，分享正向、幸福的能量，為宜蘭鄉親優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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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個心靈處方】NEW 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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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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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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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純棉休閒帽】 250元

【精神健康徽章】or【書籤夾】 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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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