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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腦科學與精神健康系列講座　藝念之間－穿越理性與感性 窺探藝術中的大腦奧秘

　藝術是文化的結晶，遠古時代，人類就在岩壁上留下繪畫，以樂舞歌頌天地。藝術不僅呈現多樣化的

「美」，更是人們情感表達與溝通的媒介。透過藝術，我們得以體會深刻的感動，隨著音聲與畫面進入

無邊無際的想像世界。

　您可曾好奇：藝術如何喚起個人的情緒與記憶，在腦中產生美感？藝術家的大腦和我們有什麼不同，

為何能發揮驚人的創造力？藝術是否能療癒心靈，改變精神狀態？

　神經學家塞莫‧薩基（Semir Zeki）在《腦內藝術館》書中寫道：「藝術品豐富了我們的文化，讓我們

讚賞不已。如果我們對頭腦的運作方式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們的驚嘆和讚賞也會更深，因為這時我們讚

嘆的已不只是藝術，更包括了成就藝術的頭腦。」

　2012年腦科學與精神健康系列講座，集合跨領域專家，連結浪漫的藝術與理性的神經科學，引領您窺

探大腦中的美感運作。著名醫師江漢聲現任輔仁大學校長，琴藝出眾的他，著有《江漢聲的音樂處方

箋》系列書籍，於本系列首場講座中，將由醫學角度解析音樂療癒，發掘音樂撫慰身心的功能。台灣大

學音樂學研究所蔡振家教授，根據其研究藝術與大腦的經驗，將通過「另類閱聽」的視野欣賞歌曲、舞

蹈、電影，分析表演藝術如何呈現創作者與劇中人的內心世界。世界神經外科學會會長杜永光醫師，則

將剖析主宰美術欣賞的腦部功能，從繪畫藝術出發，貼近藝術家的精神狀態。邀請您一起通過「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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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意念」之間的橋樑，悠遊美感世界！

◎　指導單位：行政院衛生署

◎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 

◎　活動對象：一般民眾，每場120名，活動免費，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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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報名方式：網路報名、電話報名(02-23279938#13)，或來電索取報名表，　

　　　　　　　e-mail(brain013@mhf.org.tw)或傳真02-23279883並來電確認是否報名成功。

◎　備註：各場次講座核發高中職以下教師在職進修、台北市終身學習時數證明。

   

 【 最 新 出 版 】  

 

作者：胡海國

　永續樂活須由腦、心理、自我三方面逐步進行，培養健康的生活態

度與習慣，學習覺察和評估精神狀態，追求豐富多元的人生，並透過

人際關懷，創造高層次的生命意義，構建具有長度、寬度與高度的自

我內涵。

　《心腦操練─人生新主張》集結胡海國教授行醫與推動精神衛生多

年心得，盼讀者藉此文集，擁有對人生的另一種體會，對一己人生的

經營有所助益，在人生發展的路程中，心智臻於完熟與圓融。

 

 

編著：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

　人生在世，面對寒窗苦讀的艱辛、養兒育女的煩惱、親密關係的考

驗與生老病死的失落等情景，生命變動無常，很多困難無法解決，只

能渡過。

　胡海國教授於《精健道》一書提出適用於每一個人的頭腦保養、正

向調適、豐富自我、優築生命的心腦操練方法。本書《實用精健道─

人生十二景》則闡述精健道在不同人生階段、不同場景之實務應用。

期待讀者藉本書拓展自我存有的豐富性，修養人生變局中的應對進退

技巧，增強內在之平安幸福感受。

 

作者：胡海國

 

http://www.mhf.org.tw/news/act_02.php?nscno=47


 

　精神功能包含哪些？情緒、認知、行為與生命動力如何運作？生命

意義又是如何產生？

　你我都能覺知外在世界、思索過去到未來的一切、感受苦痛與愉

快，這些「精神作用」是生活在世，面對人生變故的生活工具。胡海

國教授根據多年來精神病理研究經驗，針對「精神」的七個面向予以

分析，帶領您了解精神的作用，從生活經驗提昇精神功能，平安渡過

生命種種衝擊，增長人生「活著」的智慧。

 

◎ 精神健康推廣教材義購，請至http://www.mhf.org.tw/support/support_goods.php  

  

 

 

掌握本性，超越限制

　台灣的父母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心切，有時候，我會遇到家長憂

心地問：該如何鍛鍊孩子的學習與專注力？現代生活與過去單純的

環境不同，充滿快速流動的資訊，孩子們隨時隨地都受到手機、電

視、電腦吸引，想要掌控注意力，變得越來越困難。

　追求立即的愉悅是人類天生本性之一，我們往往為了眼前的快

樂，而犧牲長期的滿足。看卡通、吃零食、打電動的確能讓大腦快

速輕鬆地產生愉快感受，然而，生活中有許多事情，需要用心學

習、靜心累積成果，之後才能獲致持續而長久的幸福感。

　思考判斷的能力由大腦前額葉掌控，使個體作出最有利的決定。事實上，延宕滿足的能力是可以訓練

的，例如，小朋友幫忙做完家事才能吃糖果、寫完功課再看球賽轉播，就能按部就班地安排生活，兼顧

各個層面，不致忙碌慌亂。若能進一步安排多樣的活動，例如參加社團、營隊等等，在完成事情中累積

成就感，透過與人相處獲得快樂，並能學習為他人付出，從而創造意義，或許未來更有內在動機，主動

設定目標，達到成就。

　我們都生活在不斷變動的情境中，不過，人性中也具有某種以不變應萬變的特質。為了存活下來，每

個人都有無窮的欲望，希冀獲得成就、享有快樂、擁有財富、生活安適、滿足口腹之欲等等。追求欲望

的過程，遭遇外界的限制，心理上便產生挫折。渴望的對象與強度因人而異，欲求越強，所面臨的挫折

也可能特別嚴重。例如，成癮者就是因為無法控制自己的欲求，造成各種生活上的痛苦。

　人的本性具有功能，帶給我們存活的動力，我們雖然難以扭轉改變，但也並非完全受限，了解自己的

特質，並願意超越限制，不斷經驗與學習，就能訓練大腦掌握本性。面對每天的生活情境，都應該分析

場景，幫助自己調適與因應。例如，如果覺得自己容易與人產生衝突，為情緒控制而煩惱，可以試著觀

察：自己和哪些人在一起、發生什麼事時，特別容易感到憤怒？每次生氣時，自己怎麼處理、又會引起

對方什麼反應？透過操練控制情緒的前額葉，讓情緒如水龍頭，隨時調整水溫與水量，能夠優雅地表達

想法，讓對方感受自己的情緒，又能保有和諧的關係。

　與人相處時，理解他人的特質，也有助於溝通。我曾在門診遇過一個孩子，一直埋怨父母對他不好，

母親很委屈，說自己對每個孩子一視同仁，為什麼他的感受特別負面？這位母親說得沒錯，但她忽略

了，這孩子可能特別敏感，感受比別人豐富，那麼，教育方式與相處模式就該隨之調整。

　生命就如越過一重又一重的高山，每超越一層限制，我們就能感受到多一些自由，準備迎接另一個可

能的新限制。人生的每個階段、處在每個工作崗位上，都會有自由發揮的空間，也有感到挫折的時刻。

不過，只要不停向前，生命的視野便得以拓展，在成長的道路上，漸漸掌握自我，開創寬廣的人生。

 

 更多胡海國教授【腦與生活】系列文章  

http://www.mhf.org.tw/support/support_goods.php
http://brainlohas.pixnet.net/blog/category/1395389


 

   
   
   

 

【實｜習｜日｜記】蛻變之後，找到真實的勇氣 　作者/楊于萱（政治大學心理學系　精神健康基金會實習生）

編按：今年六月，精神健康基金會實習生──政治大

學心理學系楊于萱同學策劃的「探索‧腦」腦科學教

育特展，於政治大學盛大舉辦。本活動由政治大學

心理學系、身心健康中心與神經科學研究所支持合

辦。三天的展期，吸引為數眾多的師生與社區民眾

參觀。于萱將幾個月來於精健會實習的點點滴滴化

為文字，與您分享學習成長的心情軌跡……

第一次來到精健會

　這是我學習生涯中第一次的實習機會，還記得那

天我帶著忐忑、興奮的心情來到基金會。辦公室內

的工作人員不多、擺設一切從簡，這景象跟我的想像有些衝突。在網站與主題活動的設計裡，我看到充

滿創意、豐富的活動內容，原以為或許辦公室裡會如企業般大而氣派，但是真正瞭解後才知道，基金會

的資金有限，為了將「優築生命」這個宗旨推廣到全台灣的各個社區，工作人員寧可捨棄漂亮的工作環

境，盡可能將最好的資源留給服務對象。

精神健康家族與我

　「家族回娘家」是台北精健學苑每個月的例行活動，也是家族成員們見面、交流的機會。在我參與的

那次活動，分享過程中，我看到成員們仔細聆聽，也不時點頭表示贊同。當下，我更能體會到家族的箇

中之妙。故事的分享，或共鳴，或激勵。共鳴之處，能發揮支持與同理效果；激勵之處，則能點燃一盞

希望之燈，讓人對於未來有更高的想望。在回娘家的活動中受益良多，讓我看到成員們很熱心的參與活

動，並提供服務。同時了解到家族中除了能自我成長外，也能發揮關懷、支持的功能。

精健家族培訓課程，上課囉！

　很開心能參與這個活動，因為我在這裡看到很多很可愛、很上進的叔叔、阿姨們，以及年輕的大學生

等等。課程請到了很多優秀的講師，內容很豐富。十分慶幸自己這麼年輕就能接觸到心理相關的知識，

這樣我就能夠提早養成屬於自己樂活的生活型態。同時，我也很期待自己未來也能從事推廣工作，將所

學知識交與至他人手中，協助他們用不同的觀點看待生命與破除困擾。

志工們的精彩人生

　在基金會裡，我很喜歡跟已退休的家族志工們聊天，看到他們將人生安排得如此豐富、精彩，善用生

命的每分每秒、不斷地精進自我、服務他人，給我一些體悟。人生才正要開始的我，也應學習他們的努

力與活力，把握眼下的一切，時間雖如流沙一般逝去，但是如果能真正地經驗當下，我將會獲得一輩子

都不會流失的回憶。要達到「年紀老，心卻不老」的境界，是須要自己去思考與精心策劃的！

探索‧腦 Discovering Your Brain, Now!

　當我接到任務，開始規劃政大校園腦科學展覽時，心情實在忐忑不安，但又為此特別的挑戰感到興奮

不已。這次的活動是一個難忘的經驗，要企劃與執行一個完整的活動的確是不簡單的。從初期的構思到

實際跑行政流程、宣傳等，過程中最重要的是不斷地「尋找資源」。很幸運地，一路上我獲得許多人的

協助。尋求協助並非不好的事情，唯有主動積極的態度，才能讓資源浮現且使事情順利進行。虛心與堅

持之心也是同樣重要，不管面對什麼樣的狀況，如果能虛心接納之，堅持下去不放棄，事情就不再變得

那麼困難。

　這次的經驗讓我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但更重要的是，讓我看到自己潛在的力量。過程中的點點滴滴

都讓我能夠多認可自己、接納自己，這樣的收穫就足以讓我有勇氣面對未來的挑戰！

實習中的自我探索與蛻變

　實習階段裡必須接受許多教科書上不曾教過的任務，也看到不同於校園的社會面貌。面對這些挑戰讓

 

 



我更深刻地體悟到何謂真實的「勇氣」。整體而言，我非常滿意這次的實習經驗，感謝精神健康基金會

的所有同仁對我的照顧、包容與認可，未來我希望自己能展翅高飛，也期待基金會能夠持續堅持理想，

為台灣社會畫下一道美麗的精健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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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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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健康種子培訓】台北精神健康學苑－2012社區精神健康家族培訓坊

活動時間：9/5、9/12、9/19、9/26 (週三)19:00-21:00 (全程參與者將核發結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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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德彥（台北醫學大學學生輔導中心主任） 

　 　 湯華盛（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精神科主治醫師） 

　 　 楊聰財（楊聰才診所院長） 

　 　 蔡盧浚（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精神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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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洽詢：(02)2327993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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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活精神‧心腦操練」優築生命教室講座系列

　「樂活精神‧心腦【活動看板】操練」系列講座特別強調現代人長期忽視的「心腦」觀點，並主張優築生命要從「築

心」和「築腦」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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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苦辣澀鹹的經歷，建構成

生命旅程的豐富素材，進而追求精彩生活的厚實度與幸福感。

　2012年度，全台精健學苑將推出多元主題講座，由精神健康基金會胡海國董事長及各領域專家學者主講，歡迎您加

入追求樂活精神的行列！ 【活動網站】www.mhf.org.tw 【指導單位】行政院衛生署

●台北精神健康學苑

  

　8/25(六)10:00-12:00

　活出幸福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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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六)10:00-12:00

　提升心理韌性，面對挑戰與挫折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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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會務委員

【活動地點】台北市寧波西街3號2樓(捷運中正紀念堂站2號出口)

【活動報名】電話報名，活動免費，課程講義100元現場義購

【活動洽詢】02-2327-9938#17

【備註】參與以上場次講座，可核發高中職以下教師研習及終身學習時數證明

●台中精神健康學苑

  

8/23(四)16:00-18:00

　公視人生劇場：十七號出入口

【講師】吳博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精神醫學部主治醫師
 

9/20(四)16:00-18:00

　公視人生劇場：幸運號碼

【講師】許博一 

　　　　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退休教授

http://www.mhf.org.tw/soulpaper/www.mhf.org.tw
http://www.mhf.org.tw/volunteer/volunteer_detail.php?vno=10
http://www.mhf.org.tw/volunteer/volunteer_news.php?vcno=1
http://www.mhf.org.tw/volunteer/volunteer.php


 

　　　　精神健康基金會精健之友 　　　　精神健康基金會精健之友

【活動地點】國立台中圖書館3F視聽室（台中市南區五權南路100號） 

【活動報名】活動免費，請於活動開始前10分鐘入場 

【活動洽詢】國立台中圖書館(04)2226-1105#938、台中精神健康學苑(04)2326-9728

●雲林精神健康學苑

  

　8/11(六)14:00-16:00

　有願就有力，人與人關係之建立

【講師】陳綢 ｜ 財團法人良顯堂社會福利基金會榮譽董事長

 

　8/18(六)14:00-16:00

　如何面對死亡與精神健康學習

【講師】黎士鳴 ｜ 信安醫療社團法人信安醫院心理師

   

  

　9/8(六)14:00-16:00

　 我能‧你也能

【講師】 陳明瑟 ｜ 社團法人雲林縣身心照護協會總幹事

【活動地點】田納西書店3F藝術人文空間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南路6號)

【活動報名】電話報名，活動免費

【活動洽詢】(05)522-3788#206、207

【備註】參與以上雲林精神健康學苑活動場次，可核發公務人員研習時數

 

●嘉義精神健康學苑

  

　8/25(六)14:00-16:00

　淺談失智症

【講師】 歐陽文貞 ｜ 署立嘉南療養院高年精神科主任 

　　　　　　　 　 　 台南精神健康學苑執行長

 

　9/8(六)14:00-17:00

　全面啟動

【講師】 許世輝 ｜ 嘉義基督教醫院精神科臨床心理師

【活動地點】嘉義市政府文化局1樓演講廳(嘉義市忠孝路275號)

【活動報名】免費自由入場，現場可容納180人

【備註】參與以上場次講座，可核公務人員研習時數

●台南精神健康學苑

  

　8/18(六)10:00-12:00

　繪本與精神健康-少年西拉雅

【講師】張又然 ｜繪本作家

 　8/18(六)14:00-16:30

　心中的小星星-淺談閱讀障礙

【講師】李冠瑩 ｜署立嘉南療養院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醫師

　　　　　　　　 精神健康基金會精健之友

   

  

　9/15(六)10:00-12:00

　北竿風情-父子之間的親密密碼

【講師】林界男 ｜署立嘉南療養院高年精神科醫師

　　　　　　　　 台南精神健康學苑苑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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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5146#123

  

　9/1 (六) 14:00-16:00

　放輕鬆 請傾聽身體的聲音

【講師】王幸惠｜台灣健康促進暨衛生教育學會健康管理師

 　10/6 (六)  14:00-16:00

　歷史文化與精神健康

【講師】歐財榮｜臺窩灣民居負責人

　　　　　　　　精神健康基金會精健之友 

【活動地點】台南市歸仁文化中心2樓國際會議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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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6505#108

 

●高雄精神健康學苑

  

　8/18(六)14:00-16:00

　面對挑戰，迎向陽光－社會服務與精神健康

【講師】蔡順安 ｜高雄精神健康學苑執行長

　　　　　　　　 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無障礙之家主任

【活動地點】高雄精神健康學苑(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57號，文榮光精神科診所)

【活動報名】電話報名，活動免費，歡迎踴躍參加 

【活動洽詢】(07)743-9705、(02)23279938#21(現場徵求精健家族服務志工，歡迎踴躍加入！)

 

●各地區精神健康學苑相關活動訊息

   

 【2012「腦的美麗境界」巡迴展場次】  

 

●嘉義輔仁高中特展

9/17-9/28 嘉義天主教輔仁中學大禮堂

  

　9/19(三)  15:20-17:00

　我的大腦主人

【講師】郭乃文 ｜台灣臨床心理學會會長

　　　　　　　　成功大學行為醫學研究所教授

 　9/22(六)  10:20-12:00

　腦科學與健康「心」觀念

【講師】黃裕達 ｜署立草屯療養院臨床心理科主任

　　　　　　　　精神健康基金會精健之友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特展

9/17-9/21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導覽志工培訓 

【活動時間】9/13(四)、9/14(五)  8:30-11:30 

【活動地點】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腦科學教育講座

 

　9/22(六) 9:30-11:30

　老是睡不好─談老年睡眠障礙

【講師】陳正生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活動地點高雄醫學院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醫技大樓精神科3樓衛教室(3T教室)

【活動洽詢】(07)743-9705、(02)2327993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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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精神健康生活氣功班§

 

http://www.mhf.org.tw/news/act_01.php?ncno=1


‧上課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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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健康心靈彩繪班§

‧上課時間：9月5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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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會另開設合唱團、單人創作舞班、讀書會、攝錄影班、毛線手作屋，詳洽精神健康基金會網站或電洽(02)2327993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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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健康基金會新增線上捐款平台，歡迎多加利用！

§線上捐款步驟如下§

1. 請上精神健康基金會網站點選「線上捐款」

2. 捐款頁面開啟後，點選「我要捐款」

3. 選擇線上信用卡捐款或ATM銀行匯款，依循步驟

填寫資料並完成捐款程序

§其他捐助方式§

【捐款】

匯款後請將存根聯傳真至基金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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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定額信用卡、郵局捐款】

簡易的三個步驟

(填寫授權書→將授權書傳真02-23279883或郵寄本會→

捐款確定)

郵局自動轉帳付款授權書

請來電02-23279938#16或傳真02-23279883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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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hf.org.tw/volunteer/volunteer_detail.php?vno=10
http://www.17885.com.tw/ddonate/donate.asp?MTarget=N&Doserial=N169&DoTitle=%B0]%B9%CE%AAk%A4H%BA%EB%AF%AB%B0%B7%B1d%B0%F2%AA%F7%B7|
http://www.mhf.org.tw/soulpaper/images/201208/%E5%AE%9A%E6%9C%9F%E6%8D%90%E6%AC%BE-%E6%8E%88%E6%AC%8A%E4%BF%A1%E7%94%A8%E5%8D%A1-%E6%96%B0.doc
http://www.17885.com.tw/member/member_page.asp?class=spe&serial=169
http://www.mhf.org.tw/
http://www.mhf.org.tw/volunteer/volunteer_detail.php?vno=10
http://www.mhf.org.tw/


  

 

 
活動花絮

【美滿人生】創造生活中的小確幸─樂活，俯拾即是！

2012.5.11 健康生活

● 講師：蕭水銀(台大醫學院藥理所名譽教授)

　時下流行「養生」話題，在高齡化社會中，每個人

都希望能活得久，更要活得好。台灣大學藥理學研究

所蕭水銀教授對於養生保健累積了豐富心得，帶領聽

眾了解，如何營造身心健康的生活。

　 擁有樂觀進取的信念，是養生保健的第一步。若成

天憂心忡忡、認為自己無法逃離病痛，身心都感到負

擔沉重，反之，對自己的健康有信心時，身體自然趨

向健康調節。人體具有某種程度的自癒力，以積極的

態度維護健康，內在療傷能力便得以發揮。

　有些人或許疑惑：如果先天性遺傳到某些疾病的基因，還能透過後天改變嗎？蕭教授強調，健康的影

響因素含「三分遺傳，七分保健」。每個人身上，都可能具有某些遺傳而得的危險因子，但是，人體可

能同時相伴而生其他基因產物，具有平衡作用，能減弱、延遲或消除變異基因的異常表現。更重要的

是，透過健康生活習慣的建立，也可以減少疾病發生的機率，或延緩發病。 

　從微小處開始做起，食、衣、住、行等各個層面，都是養生保健的關鍵。粗茶淡飯，多吃當季蔬果，

避免油炸與過鹹的食物，就是健康的飲食。有些人非常強調有機飲食，蕭教授說，其實生物有代謝功

能，少量毒素通常可以自然排出，但若長期食用重口味、含有害添加物的食物，自身的代謝能力便可能

受到毒害。住的方面，少用化妝品、清潔劑、殺蟲劑，維持室內通風，能減少環境毒素。養成運動習

慣，平時多走路，不但加強免疫力，運動時腦內啡分泌，還能讓人心情愉悅，充滿活力。外在毒素需要

排除，內在壓力更要適當紓解。許多研究顯示，壓力與各種身心疾病相關，生活作息規律，排除焦慮與

煩惱，笑口常開、常保善念，自然能排解壓力。 

　由於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生活環境及習慣也不同，養生保健的方法應「個人化」，因應各自的特

性。蕭教授說，「藥」與「毒」有時是一體的兩面，身體消化、吸收與代謝的過程複雜且因人而異，因

此，「我的藥可能是你的毒」，了解自身特質，找到適合的保健方式，為自己打造長期的保健規劃，才

是不二法門。

【精華摘錄】智慧巡禮

2012.5.19 疼痛面面觀

● 講師：謝松蒼 (台大醫院神經科主治醫師、台大解剖與細胞生物研究所教授)

　試想，人在甚麼樣的情況下容易產生疼痛的感覺？感冒發燒的時

候喉嚨痛，意味著身體向你傳達一個訊息：你現在生病了！隨著看

病吃藥病情轉好，疼痛的感覺也會慢慢消退。痛是不舒服的感覺，

卻也是很重要的保護機制，藉由下意識地避開疼痛的原因，可以使

身體免於外在傷害性刺激，如燒傷、燙傷、割傷等等。身體的周邊

（皮膚、肌肉、骨骼）具有感知外界刺激的受體，所謂的感覺受體

即身體各式各樣的接收器，將冷熱、刺觸、壓力緊繃等，透過不同

體感覺系統傳達到我們的腦。　

　 不過，有時候，雖然看不到外在刺激，身體卻會產生確實的疼痛感。例如，當神經受到損傷，即便沒

有任何外力，仍然會有各式各樣的疼痛感覺，諸如電擊麻痺感、針刺感、燒灼感、手腳冰冷甚至四肢僵

硬等沒來由的異狀，這些症狀除了持續不舒服，更會嚴重的打擾生活作息，無法好好睡覺，患者常有

「苦不堪言、生不如死」之感慨。除了自身的不適感，在醫學觀念尚未普及的年代，週遭親友常因無法

了解神經痛帶來的感覺而缺乏耐心，認為患者無病呻吟，更甚者懷疑是否精神出了狀況、邪靈附體等。

錯誤的觀念使患者身心得不到良好支持，這是令人遺憾的事情。病理性的神經痛可以見於各種類型的神

 



 

經疾病，如腦中風、脊髓損傷，尤以糖尿病、尿毒症與化學治療後所造成的周邊神經病變最為常見。

　此外，一些神經受到損傷或感覺系統出了毛病的患者，因為疼痛訊號無法順利傳到腦區，導致身體某

些部位感受不到疼痛或冷熱。患者可能在走路穿拖鞋時，不小心踢到東西，卻沒有感覺，走到一半才發

現自己滿腳是血；也有些患者洗澡時，總是覺得水溫過低，習慣性

調高溫度，久而久之，才發現皮膚怎麼紅腫脫皮？這再次說明，疼

痛是我們趨吉避凶的珍貴資產，少了疼痛感，我們將不知道自己身

處於多麼危險的狀態。

　臨床上診斷與評估神經痛的最大困難，在於上述症狀完全仰賴病

友的主觀敘述，缺少量化診斷工具，兼之文化習性、個人特性也影

響患者對於疼痛的表達，比方說有些人秉持著「打落牙齒和血吞」

的硬漢精神，表達疼痛感時就比較含蓄；反之，有些精神容易緊張

的人，可能只有三分疼痛，卻在敘述時誇大為七分，這些都會影響

到醫師的判斷。有鑑於此，台大醫學院與台大醫院建立了一套完整

的評估系統，包括病理、生理與影像學的檢查，可以對神經痛提供

全方位的診斷及研究，希冀在未來可以成為「個人化醫療」的堅實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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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用精健道-人生十二景】NEW 250元

【活著-精神的分析與體驗】NEW 250元

【心腦操練-人生新主張】NEW 250元

【韓心理師的電影處方箋】 220元

【腦的美麗境界導覽手冊】 100元

【25個心靈處方】 220元

【原來，幸福離我那麼近】 250元

【一股腦兒全知道】 300元

【各年度精神健康年報】 200元

【各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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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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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腦袋文具組】 100元

【精神健嘉年華紀念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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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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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

念

品

【純棉休閒帽】單一尺寸 250元

【LOHAS杯蓋】or【LOHAS環保袋】 200元

【LOHAS馬克杯】 250元

【時尚腦L型夾（四入）】 100元

【精神健康徽章】or【書籤夾】 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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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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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17885.com.tw/member/member_page.asp?class=spe&serial=169
http://www.mhf.org.tw/volunteer/volunteer_detail.php?vno=10
http://www.mhf.org.tw/wonderfulbrain/
http://www.mhf.org.tw/news/act_02.php?nscno=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