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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家族 喜迎新年新希望

　新的一年到來，精神健康基金會感謝各界的鼓勵與愛護，讓腦知識與精神健康概

念的推廣、各地精神健康學苑的設立與精健家族的招募，皆隨著時間的進程愈加穩

固發展，在2012年綻放美麗飽滿的成果—精神樂活書籍：實用精健道、活著、心腦

操練的出版、每月固定舉辦的優築生命教室、全國精神健康指數發表、腦科學與精

神健康講座：藝念之間、美滿人生經營系列講座以及全國精健學苑所舉辦的一系列

精神樂活講座、影展，與「腦的美麗境界」巡迴展覽等，總參與人數達萬人以上。

胡海國董事長期盼能使越來越多的人，藉由本會認識精健道（精神健康之道），實

踐於生活中，讓大腦維持健康的狀態，達到「保養頭腦，免於煩惱」樂活精神。胡

董事長表示，「壓力」不應該被濫用、汙名化。在不斷變動的社會與生命狀態中，

我們更應善用不可避免的壓力，同時累積這些「渡過」壓力的經驗，長此以往即能

改變大腦結構，並能在用心生活下豐富內在，堆疊幸福。

　「我們的願景，是讓全臺統計中所顯示約兩百萬不幸福的人，人人都變得幸福。」胡董事長表示，

未來十年，本會將持續努力，達到普及全臺三萬位精健家族的目標，使每個村里至少有3到5位的精健

家族成員。精健家族朋友們，可以在本會透過不同的成長階段，獲得不同的認證：從加入精健家族成

為註冊家族開始，實踐自己的保養頭腦功夫，透過精健道的學習成為種子精健家族；以行動家的方式

研讀、學習、服務及關心周圍親朋好友的樂活精神，真正成為精健行動家；最後能成為具有規劃精健

活動、帶領家族能力的精健領航員為最高層次的目標，領航於鄰里間，落實精神樂活全民健康運動，

讓幸福的氣氛充滿在臺灣社會每一個角落。歡迎您的加入與我們一起開創自他彼此皆幸福的樂活人

生。

　目前精神健康學苑有12處，今年一月底金門精神健康學苑正式啟動後，更將成為外島的第一個精健學苑。胡董事長期許各地的精健家

族，以自身為中心點，帶動身邊朋友瞭解精健道，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精健道，建立相互的溫暖關懷，讓彼此「三五成群」分享心情與生

活，充實生命的故事與色彩。胡董事長表示「這就是精神健康基金會最重要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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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精神健康嘉年華】希望樂活音樂會

　以「希望樂活」為主題，於12/15臺灣精神健康日舉辦的精神健

康嘉年華音樂會，胡海國董事長在開場致詞時表示，許多人透過

我們辦理的各類型活動，與本會結緣，認識精健道。新的一年，

本會將積極全面推動各地精健學苑一系列講座與精健家族種子培

訓課程，期使越來越多的人加入精健家族，成為在團體裡精神健

康知識的傳遞中心，感受學習、服務帶來的回饋，樂活人生。

 

 

　「希望樂活」音樂會，場內外可見到多位警察大學、醒吾大學

的學生志工，及精神健康家族朋友們忙碌穿梭服務引導的身影；

舞台上小提琴家盧耿鋒與雙簧管演奏家許芷芸、Overhear驚聆人

聲樂團的人聲無伴奏及鋼琴家任俞仲的演出，豐富精采。中場並

頒獎予「希望樂活圖文徵稿大賽」得獎者、一路走來持續投入本

會活動的精健家族朋友、精健家族領航團及家族團隊老師，以及

團體機構等，感謝他們對本會的熱忱付出。各地精健學苑執行長

在臺上，與精健家族同聲齊頌會歌，氣氛溫馨如同家族聚會，在

彼此的陪伴中，度過歡樂時光，許下新年新希望，讓「樂活」成

為生活的最佳狀態。

 

 

   

  

 

腦與生活：轉個彎看待人生

　原先是肯亞國家代表隊後備隊員的Henry Wanyoike，某日突然中風導致失明，頓失了生存的

價值。當他決定重啟長跑訓練時，起初總是撞得頭破血流。但咬牙堅持，終得到殘障奧運馬拉

松比賽冠軍，並陸續締造失明者在五千米馬拉松的世界記錄。運動天賦是Henry改變命運的寄

託，雖不幸失明，他卻能從強烈失落感中調整，不被命運打敗，並以傳遞平權理念為自己的人

生事業。一位漁業水產養殖所的學生，發現研究所與自己想做的不同，加上家鄉養蚵的長輩年

事已高，毅然決定休學接手事業，並採網拍經營，但生意不如預期。退伍後正式轉型，在夜市

擺起烤生蚵的攤子，由於堅持品質，知名度迅速打開。他拋開學歷迷思，返鄉承接被視為夕陽

化的養殖產業，卻能轉而利用所學，做好高度海產品質管控。在站穩腳步之後，他目前更遠大

的志向是盼望促進家鄉繁榮，帶來漁村的新希望。

做過環評工程師、生態調查解說員的生科所博士候選人黃同學，回到臺南家鄉時，發現黃金海岸侵蝕嚴重，變成消波塊墳場，震撼之

下，決定放下學業、工作，展開環臺海岸之旅，用足跡記錄沿海醜陋的風景，並將沿途那些令人怵目驚心的垃圾、泡在黑水中的藻

礁、螢光綠色牡蠣等一一拍下，透過臉書每天更新，引起廣大迴響。

　這三個例子看似不相干，其實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就是在社會主流價值觀的人生旅程上，轉個彎看待人生，並確實地看重生命的

價值、善用生命。

重新思考個人珍視的價值

　自臺灣經濟起飛之後，從政府到民間，無不以工業、科技發展作為重點發展項目與社會價值之主流，影響所及，年輕人看待傳統經

濟是落伍、沒有經濟價值的，於是只有老人守在家鄉，看著傳統的農、漁、林業逐漸沒落。然而近幾年來，陸續有若干覺醒的年輕

人，走出科技、商業、學歷的迷思與表淺的生命價值，轉個方向看到生命的豐富、重視存在的真實價值。

　由於全球經濟不景氣，工業、科技業首當其衝，許多人都抱怨找不到好的工作、被迫放無薪假、同事傾軋、血汗工廠壓榨人力，人

民痛苦指數直線上升，民怨高漲。尤其都會地區的生活消費水準高，生活更加艱難。年輕學子在完成高學歷之後，才發現市場供需失

衡，不僅延遲就業時間，對工作的加分也有限，無奈之餘，高學歷低就的案例比比皆是，大家心中都充滿怨懟。

多元觀點，豐厚生命意義

　從精神樂活的角度來看，在不景氣的低氣壓中，似乎更值得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意義，過去不擇手段的政治對決、功利主義掛帥的

大環境中，大家遺忘或忽略了生命價值之所在。也許，這正是個契機，提醒我們省視家鄉故里，祖傳下來逐漸荒廢的田園，是否有轉

型發展、重新出發的可能。如果我們對自己生活的這塊土地多一點認識和接觸，也許可以利用自身所學到的科技知識和技術，認真發

展，追求另一種落實的生命意義及自我肯定。

　我們生活的這塊土地是美好的，傳統的家族、鄰里關係是值得珍惜的，如果我們能投入心力，重新注入新觀念，轉個彎看待人生，

吸引出走的年輕人重回家鄉，將活水帶入地方夕陽產業，改頭換面，給整個家族、村落帶來新的前景，生命的價值會更實在而豐厚，

生命的意義更能臻於極致，或許這是現代人豐富自我的一種可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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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胡海國教授【腦與生活】系列文章  

   
   
   

 

【人｜物｜寫｜真】人文關懷，專業醫療 專訪雲林精神健康學苑執行長張立人及副執行長黃勺寧

自2010年成立，雲林精神健康學苑即將邁入第三年。新任執行長張立人，目前為臺大醫院雲林分院精神部主任；副執行長黃

勺寧曾至日本、美國等地精進舞蹈，現為藝風舞詩舞團團長。在各自的醫療、舞蹈專業表現中，他們不約而同地以人本關懷

與服務熱忱，積極深耕雲林的精神健康推廣。

雲林精神健康學苑執行長—張立人

　家中並無醫師背景的張執行長，就讀雄中時，由於當時的時代背景對醫師救人天職給予相當

尊崇，就此定下人生道路，考取臺大醫學系。形容自己「離經叛道、不滿足於現狀」的他，在

大二時發現對藝術、文學的喜愛，雖無法如願轉系，但文字寫作就此相伴未來人生。透過細膩

感知，結合臨床經驗所寫成的文字，張執行長得以同理心思考病人的處境，並以相對友善的文

字，包裝艱澀的醫學知識，讓病人甚至一般民眾皆能有所借鏡與領悟。

　熱愛寫作的張醫師，除了部落格、張老師月刊的固定專欄外，並曾出版「如何用詩塗抹傷

口？」、「25個心靈處方」等書。前者主要陳述「加法人生」，鼓勵讀者可以積極體驗，堆疊成為人生財富；後者則以「減法人生」

為主軸，過簡單的生活，為自己而活，就能找到生命點滴中最純粹的價值。

　常在初見張立人執行長，獲知他的真實年齡時，為他的年輕外表與豐富歷練而驚訝。在雲林的四個年頭中，他與精神部團隊並肩作

戰，在歷屆主任與葉寶專前主任帶領下，共同投注心力，推動巡迴醫療與居家治療計畫，改善了雲林偏鄉精神醫療資源缺乏的問題，

最近精神部還獲得「第五屆健康促進醫院創意計畫選拔」健康平權類優等獎的肯定！

　對於政府長期忽視精神健康，張執行長感慨很深，以泰國政府為例，此類預算是臺灣的6.8倍；此外，國內研究發現，憂鬱症病例已

在7年內增加10倍，在在顯示政府在相關政策上尚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因此，他認為透過精神健康學苑等民間力量一同推動，就顯得

更為重要。

　「走出醫院、進入社區」，是張執行長接任此職的初衷。學苑剛成立時，他在信安醫院的第一場演講，聽眾只有三位。因此他了解

在雲林推廣精神健康，需要很大的勇氣與野心。2012年，講座地點轉移至市中心，亦為現在苑址的田納西書店藝術人文空間，當時他

看見座無虛席的現場，深刻感受到雲林精健學苑在這三年間奠定的基礎。

　「人是一條污濁的河流，若要不被汙染，那就成為大海！」他引用尼采的名言勉勵我們，若心如水溝狹隘則易壅塞，導致煩惱滋

生，故要以成為廣納百川的大海為目標，積極學習累積、擴大生命價值，此也與胡海國董事長所提倡的「心腦操練」概念相似。未來

張執行長將透過每月固定精神樂活講座的辦理，讓雲林的民眾不用到醫院，就能學得知識，並期許越來越多的鄉親，感受到精神健康

知識的獲得後願意加入服務回饋的行列，成為雲林精健家族的一份子！

雲林精神健康學苑副執行長—黃勺寧

　生長於嘉義偏遠鄉村的黃勺寧副執行長，因小時候無意間看過的芭蕾表演，啟蒙了她對舞蹈

的認知，也更認識自己的身體與心靈。到了國外之後，她才發現國內對舞蹈的認識很薄弱，甚

至仍有負面印象。黃副執行長回國從事舞蹈表演與教學後，卻決定走上另一條道路。

　自接觸精神醫學後，黃副執行長發現比起舞蹈的技巧訓練，她更熱愛生命與關懷他人。「我

教導的舞是現代舞，沒有民族色彩，回歸生命與身體主體的自由表達與探索。」她發現透過現

代舞的肢體活動，可以覺察個體發展障礙、過動症外顯行為的徵候；而在美國二次大戰後，為

治癒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軍人，舞蹈與精神醫療結合，亦確實發揮效果。以舞蹈完善更多人的身心健康，就是黃副執行長的人生

志業。

　黃副執行長為照顧年長父母而來到雲林長住，過去曾與雲林家扶中心、發展學園合作，讓她接觸到防禦心強、心智發展停滯這些看

似「特別」的孩子。但她強調，一般孩童由於僅被要求學業成績，被視為「正常」的孩子也可能有心理健康的問題。雖然幾堂課程無

法立即顯現孩童精神健康提升，但在教學經驗中，她感受到舞蹈是種改善個人精神狀態更友善的方式，並樂於看見許多人透過舞蹈認

識身體後，展現的喜悅與心境的提升。

　曾修習心理學的黃副執行長，發現了心腦之間的相連，並透過當時本會在桃園舉辦的講座與腦的美麗境界展，認識精神健康基金

會。閱讀會訊，參與胡董事長的演講後，她發現「執著性」是一種慣性思考模式，這種偏見會影響大腦的連結，扼殺創造力，直到年

老時，這些執著的思考就根植在大腦，形成惡習，窄化生命的體驗。

　舞蹈能成為讓人更美好的工具，儘管不會跳舞也能藉此增加大腦連結，拓展生命，並讓人從被社會面具掩蓋的「社會我」，最終轉

為了解自我生命願景的「理想我」。她期盼未來能建立更多人對精神疾病的認知，亦希望有更多父母參與講座，讓精神健康與學業表

現同樣受到重視。黃副執行長也歡迎更多退休人士，成為精健家族志工，為推廣雲林的精神健康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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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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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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區精神健康學苑相關活動訊息

 

  

 「樂活精神‧心腦操練」優築生命教室講座系列  

　

「樂活精神‧心腦操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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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精神健康學苑　

活動地點：臺北精神健康學苑(臺北市寧波西街3號2樓，捷運中正紀念堂站2號出口)

報名方式：電話報名，活動免費。(02)2327-9938#17楊小姐

備註：參與講座可核發高中職以下教師研習及北市圖終身學習時數

 

　3/23(六) 10:00-12:00

　心理腫瘤學

【講師】吳佳璇｜精神健康基金會會務委員

　　　　　　　　臺大醫院腫瘤醫學部兼任醫師

●臺中精神健康學苑

活動地點：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3樓多元學習教室(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100號) 

報名方式：活動免費，歡迎踴躍參加。

詳情請洽(04)2326-9728王先生／james@mhf.org.tw; (04)2254-2292陳先生 ; (04)2262-2293#1906 張先生

 

　3/15(五) 14:30-16:30

　樂齡學習－從壓力調適談大腦保健

【講師】蘇冠賓｜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一般精神科主任

　　　　　　　　臺中精神健康學苑苑務委員

●雲林精神健康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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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方式：電話或e-mail報名，活動免費，(05)532-7966 ; (02)2327-9938#17、brain017@mh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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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六) 14:00-16:00

　幼兒教育與心理發展

【講師】吳光名｜嘉義精神健康學苑執行長

　　　　　　　　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授暨系主任

 　3/23 (六) 14:00-16:00

　動作與聲音工作坊

【講師】劉紹爐｜光環舞集藝術總監

●嘉義精神健康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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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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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衛生局、精神健康基金會 

協辦單位：嘉義大學、嘉義精神健康學苑

備註：參與以上嘉義精神健康學苑活動場次，可核發公務人員研習時數

 

　2/2(六) 14:00-16:00

　精神樂活 人生新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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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六) 14:00-17:00

　片名：克里斯汀貝爾的黑暗時刻 (探討主題：失眠症)

【講師】余承樺｜署立嘉義醫院精神科醫師

　　　　　　　　精神健康基金會精健之友

●台南精神健康學苑

報名方式：電話或e-mail報名，活動免費。(06)595-4188#813 ; judy1136@yahoo.com.tw

 

　3/16(六) 10:00-12:00

　談人生智慧—有感傷感幽默感

【講師】郭清榮｜楊桃樹下書畫學會會長

 　2/2(六) 14:00-16:00

　家庭關係與精神健康

【講師】林明宏｜美好教會牧師

 

http://brainlohas.pixnet.net/blog/post/24784270
http://www.mhf.org.tw/wb2012
http://www.mhf.org.tw/volunteer/volunteer_detail.php?vno=10
http://www.mhf.org.tw/volunteer/volunteer.php
http://brainlohas.pixnet.net/blog/category/1395388
http://www.mhf.org.tw/news/act_01.php?ncno=1


 

　　　　　　　　臺南精神健康學苑苑務委員

【地點】臺南市立圖書館3樓視聽室(臺南市公園北路3號)

【地點】臺南市歸仁文化中心2樓國際會議廳

　　　　(臺南市歸仁區信義南路78號)

●高雄精神健康學苑

報名方式：電話或e-mail報名，活動免費。(07)751-3171#2321或2322；w123475@seed.net.tw 劉小姐 ; 0932-725-506蔡先生

 

　2/24(日) 14:00-16:00

　身心平衡，幸福滿分

【講師】林昌億｜大和診所院長

【地點】臺灣天主教高雄教區救世主堂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一路271號)

【主辦單位】高雄精神健康學苑、精神健康基金會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生活調適愛心會高雄分會

 　3/13(三) 13:10-15:00

　今天很印度－請來體驗靜心紓壓

【講師】陳妙｜國立中山大學學生事務處

　　　　　　　諮商與職涯發展組輔導老師

【地點】高雄市立新興高級中學後棟大樓5樓演講廳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218號)

【主辦單位】國立中山大學、高雄市立新興高級中學、高雄精神健康學苑

●屏東精神健康學苑

活動地點：迦樂醫院7樓會議室 (屏東縣新埤鄉箕湖村進化路12-200號) 

報名方式：電話報名，活動免費，(08)798-1511#260 郭小姐

 

　2/16(六) 10:00-12:00

　 無「鬱」一身輕

【講師】黃時仁｜ 迦樂醫院身心科醫師

●金門精神健康學苑

活動地點：金門高中中正堂 (金門縣金城鎮光前路94號)

報名方式：免費自由入場

主辦單位：國立金門高級中學、金門縣衛生局、精神健康基金會 

協辦單位：行政院衛生署金門醫院、金門縣商業會、金門鴻運股份有限公司(金門精神健康學苑)

備註：以上活動皆可核發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3/1(五) 14:40-16:30

　腦的美麗境界－創意與腦科學

【講師】黃裕達｜草屯療養院臨床心理科主任

 　3/30(六) 18:30-21:30

　片名：神鬼玩家 (探討主題：強迫症)

【講師】吳永富｜署立金門醫院身心科醫師

 

   
   

 ●花蓮精神健康學苑—多元藝術‧心靈探索工作坊  

 2013年，花蓮精神健康學苑將以電影與多元藝術的方式，帶領大家探索自己的內在世界，重啟與豐富你的心靈生活！  

 

活動時間：3/8起19:00-21:00，每月兩場

活動地點：乙皮畫廊 (花蓮市林森路210-2號，近博愛街)

報名方式：電話（03）858-0631或傳真（03）857-8252

參與對象：精健家族成員、講師、有興趣的社工、心理、諮商、輔導等專業人員

活動費用：「電影讀書會及工作坊」免費，「助人者的四季小旅行」視行程規畫

主辦單位：花蓮慈濟醫院、乙皮畫廊、東區精神醫療網、花蓮縣衛生局、月牙灣夢想銀行籌備處、精神健康基金會

 

   
 

【精華摘錄】

 2012全國精神健康指數調查發表  

2012.12.04

「心靈海嘯」襲捲臺灣社會，近300萬人欠缺心理韌性！

　精神健康基金會2012年度精神健康指數調查，首次針對「心理韌性」為主題，於2012

年12月4日舉辦發表記者會。本會董事長胡海國教授、精健指數調查召集人楊聰財醫師

與邀請知名演藝團體SHE中Selina的父親，任明廷先生出席，分享他陪伴女兒度過人生

低潮的經驗。

近半數民眾「不認為將來會更好」

　自2002年起本會執行全國精神健康指數調查發現，社會與經濟狀況對國人身心影響有直接關係：2008年適逢金融海嘯，全國得分為80.1

分；隨景氣逐年復甦，精神健康狀況回穩，然而今年分數驟降至81.6，可以「心靈海嘯」比擬。

 



　此次調查以國內1108位20歲以上的成人為對

象，於四大面向進行調查，分別為心身健康、

生活掌握、家庭健康、個人價值，而其中「心

身健康」從2010年的82.3分跌至79.3分；「生

活掌握」則從83.8分跌至81.6分。至於在「生

活掌握」面向上，更有高達43.4％的人表示

「不認為將來會更好」。而「家庭健康」是所

有面向中的最高分。

　今年調查首度針對「心理韌性」深入分析，

包括「個人在面對無法預料的事情發生時，會

如何處理」、「能不能夠相信自己的判斷和決定」、「遇到困難時用什麼態度面對」、「遇到個人

問題時如何解決」等，發現約95萬人屬於「低心理韌性」。值得慶幸的是，分析後發現若此題項得

分愈高，整體精神健康得分就愈高，顯示只要掌握心理韌性的提升技巧，精神健康即能改善。

任爸：陰影背後，終有陽光

　知名星爸任明廷先生以女兒Selina拍戲遭燙傷為例，強調家庭是永遠的避風港，可幫助人撫慰心

靈。當時任爸與全家人讓Selina在滿滿的愛與支持中復健，才沒有因此掉入憂鬱的泥沼中。

　他也坦言中年失業時，有過自殺念頭，後在親友鼓勵下走出人生陰霾。兩年前女兒受傷時，他的父親更同時呈現病危狀態。回想種種不順

遂，任爸說遇到逆境時，更要勇敢面對挑戰，才能不為困境擊敗。「有些人面對陽光時，擔心後面的陰影；我喜歡反過來說，也就是不要擔

心眼前的陰影，因為身後終會有一道陽光出現的。」

增強心理韌性，樂觀迎來幸福

　召集人楊聰財醫師指出：「透過掌握個人生命的意義維繫良好的家庭關係，相信對個人的精神健康提升，具有正面及安定的作用。」楊醫

師也建議民眾透過本會出版的《精神健康風向球》，定期檢測個人精神健康。

　幸福的要件為：「身體有活力、明天會更好、人緣好相處、成就與身分滿意、富有意義」。胡海國董事長建議民眾在悲觀氣氛下，更應維

繫良好社區與家庭關係，或透過閱讀本會出版書籍、參與交流，獲得心靈支持；人生困境難免，不如將之視為訓練正面思考能力的操練機

會，不需過度悲觀，就能安然度過這波心靈海嘯。

優築生命教室

2012.9.22 　提升心理韌性，面對挑戰與挫折

●主講：楊聰財 (精神健康基金會會務委員、楊聰才診所院長)

　當您看見半杯水，可能會有兩種想法：「杯子只剩半杯水了」或「杯子還有半杯水」。這兩個回答

各代表正向與負向的思考模式。楊醫師常聽到病患回答前者，並接著引發「為什麼我只有這麼少

水？」等忿忿不平的想法，這種負向思考充斥在腦中，就會嚴重影響到他們的生活功能。

古語有云：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所以要如何讓自己有正面思考，是人生可以修習的最高境界。

「杏仁核」存在大腦的邊緣系統中，被稱為恐懼中樞的它，就像腦中的警報器，當遇到危險時即釋放

訊息，讓我們有安命保身的本能。

　深層邊緣系統也包含海馬迴、乳狀體及扣帶回繞組織，且皆與情緒反應有關。杏仁核旁的海馬迴被稱為「記憶中樞」，當被壓力干擾時，

會釋放一種荷爾蒙，讓我們輕則失憶，重則失智。而邊緣系統過度活躍時，就會使人缺乏幹勁、自尊心，充滿罪惡及無助感。所以若要做好

理智與感性的平衡，以有效掌握事務，首先要保持正向思考，第二就是讓情緒系統正常運作。

　透過運動增強大腦功能，是楊醫師最鼓勵的方法。運動能釋放多巴胺，提升我們的活力，並同時產生血清素、讓我們可以做出即時反應的

新腎上腺素、減少煩躁的腦內嗎啡等。維持每週三次，每次30分鐘，心跳每分鐘130下的運動習慣外，桌球也是可以帶動全身及訓練快速反

應的運動。

　情緒系統是演化的結果，喜怒哀樂等面部表現，都具有生存價值意義—「悲傷」其實給我們很大的情緒緩衝功能，該表情可有效引起同

情、獲得協助之外，還可以將注意力轉往內在，並在這段強迫性的短暫休息(time-out)中慢慢適應新生活。

　哀傷的情緒並非是永久的，複雜的腦使我們擁有自動復原機制，讓我們即使經歷極大哀傷，仍可正常反應情緒。研究者柏南諾（George

A. Bonanno）和肯特納（Dacher Keltner）從剛失去親友者的臉部表情分析發現，他們即使哀傷，但當感到愉悅而笑出來時，以觀察臉部肌

肉作為自然笑容準則的杜鄉氏笑容（Duchenne expressions）比對後，發現那些笑容竟都是發自內心的。這種天生「笑得出來」的復原能

力，讓我們即使心情低落，還能以微笑的心境向前走，這是對自己及身邊的人具有正面影響的。

　急性壓力疾患ASD(Acute Stress Disorder)，及創傷後壓力疾患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是分別在經歷創傷事件後產生的

短、長期無助與恐懼症狀。然而我們也從美國一位戰爭中殘障仍樂觀度日的女性準將之創傷後成長(Post-Traumatic Growth)經驗，發現維持

兩個信念的重要：「苦難是成長的必經之路」及「每天都感謝自己還活著」。

　我們一生中會面臨很多人的離去，而感到悲傷，但我們不應該停止腳步，而是要與身邊的人一起積極向前。只要找到好的紓壓方法，並且

進行如運動等非藥物方式培養心理韌性，則本身的生理功能即足以面對創傷與悲傷。最重要的是身邊要有陪伴，像是人們常說的「老友、老

狗、老伴」，都可以給予我們心理復原莫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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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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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授權書→將授權書傳真或郵寄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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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精神健康學苑—精神健康家族種子培訓坊

忙碌的現代人，鮮少注意保養頭腦的重要性，容易導致不健康的壓力與精神困擾。

精神健康家族種子培訓坊盼啟發國人重視精神健康，在生活中實踐樂活並優築生命，

讓人人都能保養頭腦、免於煩惱。

‧活動目的：

　(1) 增進國人精神健康知能、推廣大腦保養的知識與作法。

　(2) 推動腦力有限之警覺，從事心腦操練的必要性。

　(3) 增進個人自我豐富、自我成長的能力。

‧ 活動說明：凡對精神樂活有興趣的民眾，皆可報名成為註冊精健家族，參加家族

種子培訓坊。第一階段以精健道的學習為基礎，第二階段樂活相見歡暨授證儀式，授

證成為精神健康家族種子，自我操練體驗精神樂活的人生，邁向精健行動家。

備註：每階段日間或夜間任選一次，總計4小時

‧活動地點：臺北精神健康學苑 (臺北市寧波西街3號2樓，近中正紀念堂2號出口)

‧報名方式：請電洽(02)2327-9938#13 或e-mail至brain013@mhf.org.tw

或至本會網站www.mhf.org.tw報名，索取報名表格。

‧報名費用：100元(含課程講義、精神健康家族護照及授證證書)

【更正啟事】2013年2月號心靈座標紙本第四版「臺北精神健康學苑—精神健康家族種子培訓坊」表格內，「第二階段」

「樂活相見歡暨授證儀式」之時間欄位，更正為10:00-12:00；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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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靈座標雙月刊》 上網Ｅ點靈

為能讓更多朋友受惠《心靈座標雙月刊》的優質內容，除

原本以紙本發行的形式外，本會已開發「心靈座標電子

報」，提供免費訂閱。為了愛護地球，期待您踴躍選擇

「電子報」的方式，減少紙張的使用，獲得同樣豐富、即

時的精神健康新知。

→取消《心靈座標雙月刊》紙本寄送，請來電02-

23279938*16，說明您的姓名、住址或編號即可。

→訂閱「心靈座標電子報」，請至本會網站

www.mhf.org.tw，點選「加入會員」，並完成免費會員申

請，即可定期收到本會電子報。

歡迎持續參加 【智慧巡禮講座】

3/16(六)10:00-12:00 注意力不足 過動症的腦與心智

【講師】高淑芬／臺大醫學院精神科主任

4/13(六) 10:00-12:00 用神經科學的手術刀剖開經濟

學　　　　　　 　 　 　　的盒子—神經經濟學淺談

【講師】王道一／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

【活動地點】臺灣大學心理系北館視聽教室（臺北市羅斯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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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洽(02)3366-3827免費活動，歡迎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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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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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的美麗境界導覽手冊】 100元

多

媒

體

教

材

【樂活健康小樹苗CD】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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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養頭腦免除煩惱VCD】

200元

200元

紀

念

品

【小腦袋文具組】 100元

【精神健嘉年華紀念CD】 100元

【純棉休閒帽】單一尺寸 250元

【時尚腦L型夾（四入）】 100元

 

樂活健康小樹苗CD新發售！

在社會急遽轉變下，臺灣的兒少正面

對心智發展階段中各種變化與挑戰。

本會與精神醫學、教育、心理等各領

域之專家學者，研討兒少們的精神健

康議題，彙編成「生活管理篇」、

「學習成長篇」、「情緒調適篇」、

「青春煩惱篇」、「人際關係篇」五

大方向，以趣味廣播短劇，及專業的醫師解說，讓中小學生更能愛護自

己、關懷他人。就讓我們一起開始呵護小樹苗們，讓他們在精神健康的

環境下長成健壯的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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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台灣燈會在新竹，快來為精神健康基金會，及您的家人

 

http://neuroscience.ntu.edu.tw/
http://www.mhf.org.tw/soulpaper/www.mhf.org.tw


【LOHAS馬克杯】

【LOHAS杯蓋】or【LOHAS環保袋】

【精神健康徽章】or【書籤夾】

250元

200元

50元

感謝您對「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的付出、鼓勵以及愛護

點燈! http://xn--kpru75byzg2mb.tw/charity/ (請見第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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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hf.org.tw/wonderfulbrain/
http://www.mhf.org.tw/news/act_02.php?nscno=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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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n--kpru75byzg2mb.tw/char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