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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覺知 主動關懷 在變動社會中找到自己的座標

　過去十年來，你過得好嗎？

　逢精神健康基金會創會十週年，自2002年起執行的「全國精神健康指數調查」也累積

了豐碩的成果。綜觀歷年調查發現，社會局勢的變動對國人精神健康存在著衝擊力，因

此，精神健康基金會董事長、台大醫學院精神科胡海國教授鼓勵國人，不妨回顧十年來

心情的起伏情況，想想看是哪些周遭或社會事件影響了自己，從而更進一步自我覺知，

在變動社會中找到自己的座標，以確保人生幸福。

　精神健康基金會董事、中國醫藥大學校長黃榮村教授綜觀十年來精神健康指數變化表

示，十年來國人精神健康總平均分數呈現微幅波動的情況（見表），但若細看調查內

容，不難發現社會局勢的變化對特定族群有著不容小覷的衝擊。譬如，受金融海嘯衝擊

大者的精神健康得分(74.3分)，明顯低於受衝擊小的族群(84.9分)，另外，待業族群長期

精神健康得分明顯偏低，少子化趨勢下，年輕人對生育的議題若抱持負向態度，其精神健康得分亦較低。凡此種種，一方面政府

要從公共政策作調整，另一方面，個人也應反思生活態度，調整應對的心態與技巧，以面對大局。

　精神健康基金會精神健康指數組召集人、楊聰才診所院長楊聰財醫師則認為，強化正面思考，維持生活規律、培養符合精神健

康之道的生活習慣，是讓精神健康「負分少、加分多」的關鍵。舉例來說，一樣是失業，有些人依然規律生活、參加活動，相較

於那些唉聲嘆氣、生活大亂的人，精神健康水準就較容易維持。

　胡海國教授則指出，處在變動的環境，我們一方面要與時俱進，適應社會變化，但另一方面，更要覺知自己的本色，不隨波逐

流，才不會太容易受到社會波動衝擊。尤其，有些傳統價值歷久彌新，在現今競爭、疏離的氛圍中，傳統社會中「與他人共同存

在」的情懷可以是精神健康的支持力量，不論時局如何變動，都仍值得發揚。

　事實上，歷年的指數調查已指出，「家庭健康」一直是國人在精神健康的四個面向(心身健康、個人價值、生活掌握、家庭健

康)中得分最高者，而與家人同住者，精神健康水準也高於未與家人同住者，對此黃榮村校長便表示，家庭關係的建立與經營，

是維繫國人精神健康的重要力量，也是值得我們持續努力的方向。

　楊聰財醫師則認為，「助人」是促進精神健康最好的良方，因此鼓勵大家，發揮「婆婆媽媽」的精神，突破與家人、親戚、朋

友間的拘束感，表達關心，利己利人，擁抱溫暖與幸福。

【精神健康指數10週年座談會】 變動社會中的精神健康

　世事變化如棋局 何處是立足的座標

　社會脈動的旋律 可曾引吭你我的夢

　一場大師與媒體的對談

　為我們勾勒 幸福健康的未來

【活動時間】2011/10/18(二) 14:00-16:00

【活動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2F視聽教室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2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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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專家】引言人／胡海國(台大醫學院精神科教授、精神健康基金會董事長)

　　　　　　回應人／黃榮村(中國醫藥大學校長、精神健康基金會董事)

　　　　　　　　　　瞿海源(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葉啟政(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講座教授)

　　　　　　主持人／楊聰財(楊聰才診所院長、精神健康基金會精神健康指數組召集人)

【活動對象】關心醫療衛生、精神健康與社會政策之媒體人員、社會大眾及相關領域專業人員、學生、教師

【活動洽詢】(02)23279938#21

   

 【2011腦的美麗境界展覽訊息】 ●高雄市政府特展 10/3-10/7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10/24-10/28  

   

 

  

 

儲備面對 挑戰的能量

　走在生命的旅程中，人的容貌隨著年歲展現出各種不同的樣子，頭殼底下的大腦，其

實也悄悄地適應與改變。胚胎時期頭腦經歷重要的成長，青春期的頭腦幫助我們學習知

識、面對成長中的轉變與衝突。出社會以後，成為社會的中堅份子，還要持續思考和規

劃未來的生涯，腦力更顯重要。

　從一個階段步入下一個階段，面臨內在與外在的變化，對頭腦來說，是一大挑戰。例

如，迎接新生命的到來，本是人生中最值得期盼的樂事之一，但當女性懷孕，身體與體

內荷爾蒙產生很大的變化，體質較為敏感的人可能就難以適應，引發心理上的憂鬱。除

了生理變化，懷孕過程中更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等到孩子出生，為了照顧孩子，生活

時序大亂，許多改變超出自己的期待，沉重的壓力極易使腦力不堪負荷，這時候，外在

環境的支持力便非常關鍵。

　過去台灣人很重視坐月子，長輩燉麻油雞、準備補品，給予生產婦女無微不至的照顧。事實上，「麻油雞」除了強身健體的作

用，更象徵著家庭的關愛，能溫暖心靈，增強頭腦的穩定度，使她在生命中的重大時刻不感孤單。

　親友支持的力量就如房屋的樑柱，在人生的風雨中守護我們度過困境。夫妻關係、婆媳關係、家庭關係如果良好，可以發揮很

大的支持力量。若大家平常三五成群，互相關懷，當群體中有人宣佈新生命即將誕生的好消息，大家給予特別多的支持與鼓勵，

準媽媽才能儲備豐沛的腦力，應付人生的重大轉折，享有迎接新生的喜悅。

　因此，面對挑戰所需的能量，必須仰賴平時一點一滴地儲存。若生命是艘航行的船，豐富的生活經驗就如同吃水量很渾厚的大

船，即便船上承載著沉重的貨物，仍能在又深又廣的海洋中揚帆千里。

　根據我的觀察，社會中女性通常較踴躍參與活動，也擁有較完整的社交網絡。我們平常在街上看到幾個好友一起喝下午茶、逛

街聊天，往往以女性佔多數。與人互動的經驗成為生命中的養分，更使女性在脆弱時刻，能即時得到關懷與照料。男性則背負著

不同的社會期待，許多男性生活中較缺乏深層的互動，困頓時也難以向外界求助。由此可見，社會賦予人們角色，人們又對自己

與他人的角色有所期待，內在與外在的要求造成壓力，因應之道便是提升生命的豐富性，關照自己，也關懷他人。

　事實上，適度的壓力是有功能的。人需要壓力，正如飛行時需要風的推進，如果翅膀不夠強韌，面臨強風來襲便容易受傷，但

若擁有豐厚的羽翼，順風逆風，便僅是沿途的風景。許多偉人擁有較強的腦力，因而能夠登峰造極，開創一番成就，我們無法要

求自己像他們一樣，但可以了解自己的特質，知道自己頭腦活動的能耐，為即將來臨的挑戰作足準備，在適當時機發揮最佳狀

態，活出屬於自己的理想。 

 

 更多胡海國教授【腦與生活】系列文章  

   
   
   

【人物寫真】從善路，自有助力－最「資深」實習生－何金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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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精神健康基金會的資深志工，也是彩虹情公益推展協會的創會理事長，目前，何

金珠還以半百之齡就讀實踐大學社工系，今年暑假，她以學生身份到精神健康基金會實

習，與年紀比她兒子還小的「同學們」協力完成「養腦防老--腦的美麗境界社區展」，

展現的熱情真不輸給年輕人。

　說她「活到老學到老」，她會對「老」字發出抗議，但在這樣年齡仍投入學業的人確

實不多，對金珠來說，讀書，是圓青春時期未完成的夢；但選讀社工系，則是因為覺得

中年以後要走一條不一樣的路：回饋。

　曾移民加拿大，因體會移民者家庭、心理適應問題的重要，金珠對心理學產生興趣。

2002年返台期間，她無意間看見精神健康基金會的志工培訓簡章，深受吸引，從此與精

健會結緣。小時候因為家庭環境因素無法完成學業，中年後，金珠重拾書本，從高中讀

起，後來決定念大學，做了多年生意的她卻沒有往企管領域進修，而選讀社工系，理由

也是：「因為這個科系有教心理學」。

　金珠關心精障朋友，因此創辦彩虹情公益推展協會，致力為精障朋友尋找社會資源，

希望讓他們明白自己是有用的人。而精神健康基金會，則為金珠帶來成長養份。金珠覺得，多數人對精神疾病是陌生的，而社會

上學習相關知識的地方卻很有限，也因此，精神健康基金會是很可貴的學習平台，在這裡，她學習到關於精神健康與疾病的正確

知識，「了解精神疾病發生的原因，就有機會找到幫助精障朋友的方法」，金珠這樣說。

　然而，創辦一個協會所需要的可不只有精神健康的知識，沒想到，為了學心理學而選讀的社工系，在此時幫了大忙。社工系讓

金珠學習一個協會的運作方法，且經營協會的實際經驗可以和課業相互印證，「從善路，自有助力」，金珠又滿懷收穫地說。

的確，金珠一路走來的歷程屢屢印證「從善路，自有助力」這句話，就像2011年8月初在精健會實習期間，颱風威脅著即將舉辦

的「養腦防老--腦的美麗境界社區展」，大家不時擔心風雨壞了好事，金珠卻老神在在。漸漸增強的雨勢，竟真在8月5日展覽的

那個下午停了，不但讓佈展順利進行，也讓短短3小時活動吸引近百人次參觀。

　從「養腦防老」展覽，就看得出金珠的努力獲得不少認同。展覽當天，許多與彩虹情協會友好的單位盛情參與，不但讓現場像

個Party，也開啟了這些共同在社工、社福領域努力的朋友認識腦科學的契機。

　然而，金珠卻覺得，收穫最大的仍是自己，「我從一個容易自怨自艾的人，轉變成肯定自己的專業人」，她認為，本身受益

後，面對患者會覺得更有信心與力量，她期待更多志同道合者，投入精神健康推廣的工作。

 

【活動花絮】養腦防老－腦的美麗境界士林公民會館特展

　今年暑假，來自實踐大學、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大學的實習生，共同策劃了「養

腦防老--腦的美麗境界社區展」，8月2日導覽志工培訓當天，老老少少近40位學員擠滿

了台北精神健康學苑的教室，各顯神通，用創意學習講解腦科學；8月5日，展覽於士林

公民會館登場，包括台北市彩虹情公益活動推展協會、中華五眼協會、青溪婦聯會、國

軍北投醫院等單位的好友皆共襄盛舉，不少朋友還從此持續參與精健家族相見歡或其他

精健講座，成為精神健康家族的成員。

 

  

 【活動花絮】精健家族領航員 快樂出航  

 

　今年夏天，有一群精健家族朋友，孜孜不倦，每兩週聚首一次，研習「精神健康之

道」，經過兩個多月的「修煉」，個個鍛鍊出分享「精健道」的好身段。9月1日，他們

合力舉辦了精健家族相見歡，帶領新朋友加入精健學習的行列。董事長胡海國教授親自

頒授「精健家族領航員」榮譽證書，期待首航的領航員們，快樂啟航，號召社會大眾投

入精神健康的行列，帶領新的精健家族團隊，將「精健道」散佈到全國鄰里，優築幸福

人生。

 

   
 【精神健康種子培訓】台北精神健康學苑2011家族培訓坊  

‧活動時間：11/2、11/9、11/16、11/23(三) 19:00-21:00 (全程參與者將於最後一堂課核發結業證書)

‧活動名額：30人

‧活動地點：台北精神健康學苑(台北市寧波西街3號2樓)

‧報名電話：(02)23279938#17

‧報名費用：200元 (含課程講義、精神健康風向球等教材、精神健康徽章及家族護照)



 

 ‧課程內容：一股腦兒全知道、壓力與腦力、腦與精神疾病、精神健康之道

‧課程講師：陳文佑 精神健康基金會會務委員

　　　　　　湯華盛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精神科主治醫師、精神健康基金會會務委員

　　　　　　喻劍飛 西園醫院身心科醫師、精神健康基金會精健之友

　　　　　　蔡盧浚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精神科主任、精神健康基金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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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健康單人創作舞班

‧上課時間：2011/10/5~12/7，每週三，11:00-12:00

‧指導老師：王清香老師

　　　　　　(資深精神健康家族，國中退休家政教師)

‧招生對象：凡想舞動肢體，活出健康的朋友均歡迎參加

‧報名費用：300元

 精健滿溢讀書會

‧活動時間：每月第三週三 19:00~21:00

‧活動方式：由學員輪流推薦書目並導讀

‧招生對象：喜好閱讀或吸收新知，對身心健康促進有興趣者

‧閱讀書籍：以腦科學、勵志、精神健康促進相關領域書籍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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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六)10:00-12:00

　擺脫愁苦與恐懼

 　11/19(六)10:00-12:00

　愛與關懷，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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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六)10:00-12:00   
 

http://brainlohas.pixnet.net/blog/category/1395388
http://www.mhf.org.tw/volunteer/volunteer.php
http://www.mhf.org.tw/volunteer/volunteer_news.php?vc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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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detail.php?vno=10


 

  　少子化時代 精神生活之調適

【講師】許博一｜靜宜大學社工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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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報名】電話報名，活動免費

【洽詢電話】(04)23269728、0935-083130王先生

●嘉義精神健康學苑

  

　10/8(六)14:00-16:00

　薛西佛斯也瘋狂—淺談強迫症

【講師】湯華盛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精神科醫師

 

　11/12(六)14:00-16:00

　淺談超現實主義 —繪畫心理治療

【講師】陳　哲

　　　　陳哲美術館(藝術家)/ 精神健康基金會精健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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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精神健康學苑

  

　11/19(六)10:00-12:00

【講座】性別與工作職場健康

【講師】嚴祥鸞｜實踐大學社會工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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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六)15:00-17:00

【影展】冏男孩

【講師】范庭瑋｜心樂活診所院長

 

　11/12(六)15:00-17:00

【影展】小太陽的願望

【講師】王盈彬｜王盈彬身心精神專科診所

【活動地點】台南市歸仁文化中心國際會議廳(台南市歸仁區信義南路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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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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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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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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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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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花絮

【精華摘錄】不再「遇霸」不能系列講座

2011.9.10 終結霸凌必殺技

● 講師：韓德彥(臨床心理師、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助理教授)

　終結霸凌，真的有「必殺技」？

　韓德彥心理師指出，「霸凌」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是一個包括當事人的性格、

道德、情緒、認知等因素，和來自環境如父母、同儕、學校、媒體等因素綜合作用產生

的現象。所以，霸凌問題很難由「一招」必殺技來解決；反過來說，能認知霸凌問題的

複雜性，才能一點一滴地，找到預防霸凌的契機。

　韓心理師提醒，我們自己有時候都可能不知不覺成了霸凌者，「你為什麼這麼懶，作

業也不寫？」、「你這個怪胎！」這樣的話雖常見，但對於學童，特別是某些較自卑、

或患有妥瑞氏症、亞斯伯格症的孩子來說，都可能造成莫大心理創傷。

　一般人對霸凌可能有一些迷思，包括認為「被霸凌是成長過程中自然的現象」、「被

霸凌的經驗可以讓人成長」、「小孩玩鬧若沒有太嚴重傷害，不用大驚小怪」、「可憐之人必有可惡之處」等等，韓心理師指

出，這些迷思必須加以破除，因為霸凌事件的發生，不管是霸凌者、受凌者、旁觀者，皆會造成長遠的負面影響。

　對於校園霸凌的預防，韓心理師鼓勵教師、家長可帶領孩童作個案的研討、角色扮演，或以案例中的角色，練習寫求救信或道

歉函；另外，可以透過小遊戲，引導學生學習察覺並處理自己的情緒，並鼓勵孩子發展課外興趣，以轉移旺盛的精力。

歡迎持續參加 【不再「遇霸」不能－霸凌的處置與防制系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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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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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霸凌事件談現代人的心理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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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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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洽詢電話】(02)23279938#17  

http://www.mhf.org.tw/volunteer/volunteer_detail.php?vno=10
http://www.mhf.org.tw/news/act_03.php?nno=141
http://www.mhf.org.tw/news/act_03.php?nno=140


 

 

【精華摘錄】2011智慧巡禮

2011.8.13 了解大腦 四十分鐘學會影像判讀—你也可以

● 講師：黃勝堅(台大醫學院神經外科教授)

　以往大家見到黑黑白白的腦造影，聽到醫生口中各種專有名詞，總覺得大腦是個高深

莫測的器官，腦造影更非一般人所能理解。這場演講由黃勝堅教授以生動淺顯的方式，

帶領聽眾一步步揭開大腦與腦造影技術的神秘面紗。

　首先，當我們看見一張腦造影，如何判斷它代表大腦中哪個位置呢？事實上，CT腦造

影利用X光技術，將腦的組織與構造由顱底至頭頂分為數個橫向斷層面，所以，由造影

上呈現的不同構造，即可判斷此切面位於大腦的哪個部分，如視丘、中腦、橋腦、腦室

等。黃教授以平易近人的比喻描述圖像，例如，底層圖像貌似蘋果、中層造影像隻米老

鼠、腦室形狀則神似香蕉，並引導聽眾覆誦記憶，讓聽眾馬上學會基本的判讀方式。分

析一張腦造影時，辨別其方向及精確描述圖中影像位置亦十分重要。若將圖片分為九宮

格，即可用數字標定大腦皮層區或腦中組織。

　懂得判定腦造影中的構造與位置之後，還要能說出腦袋裡發生了什麼事。腦造影中，深淺不同的顏色其實隱藏了許多秘密──

白色代表高密度的組織，例如骨骼、鈣化、或出血；黑色為低密度組織，如腦水腫或腦梗塞出現的部位；灰色則為等密度的腦實

質或亞急性血腫等；各種顏色混合的影像，則很可能代表挫傷處。

　大腦的血液由前、中、後三條大腦動脈供應，前後動脈為中央部位的命脈中樞，中大腦動脈則支應左右半腦，因此，由積血位

置即能判斷出血來源。此外，顱內高壓可能造成中線偏移、腦迴變少、質塊效應等腦內構造的改變，亦可由腦造影中找到蛛絲馬

跡。 

 

歡迎持續參加 【2011智慧巡禮講座】

2011/10/15 (六)10:00~12:00 嬰兒如何解讀語言密碼

【講師】曹峰銘教授／台大心理系教授

2011/11/26 (六)10:00~12:00 兒童與青少年腦中的語言網絡

【講師】周泰立教授／台大心理系教授

【活動地點】台灣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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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roscience.ntu.edu.t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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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健道】 250元

【25個心靈處方】NEW 220元

 



 

書

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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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純棉休閒帽】 250元

【精神健康徽章】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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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