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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精神健康論壇

台灣社會的出路：轉向未來－好好活着，超越困境

 　當今台灣社會案件發生頻仍，經濟景氣傾頹不起，自殺事件、憂鬱、焦慮等精神症兆蔓延，縱使政府與民間單位投入諸多自殺、憂鬱

等防治心血卻難見起色，恐上述作為僅治標不治本，補救而非預防。

　2013年精神健康論壇將以「精神健康與健康促進」為主題，由百略學習教育基金會、光智基金會附設青少年心理衛生中心、精神健康

基金會共同主辦，分別從文化社會、家庭、個人層次為台灣社會現況把脈，描述問題癥結並求突破，從促進國人健康的角度探討因應對

策，盼國人在目前陰鬱低谷中，找尋未來出路，再現柳暗花明，享受樂活人生。

　欣逢主辦單位之一光智基金會附設青少年心理衛生中心二十周年慶，其基金會三十週年慶，謹以此論壇，為台灣心理健康與社會發展

長久以來默默付出、投注心力的機構團體表達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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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精神健康學苑1/27成立

　在金門鴻運股份有限公司與當地各民間、學校單位的共同努力

下，金門精神健康學苑正式於1/27成立！開幕當天，金門精神健康

學苑執行長吳阿瑾醫師、精健之友會會長張金春女士、顧問蔡育仁

董事長、精神健康基金會董事長胡海國教授、台南精神健康學苑歐

陽文貞執行長等，皆出席共襄盛舉，獲當地名城電視台採訪。自

2012辦理「風獅爺的守候」精神健康講座及腦的美麗境界展等系列

活動，獲得熱烈迴響後，金門精神健康學苑將延續這股熱潮，今年

續於金門農工、金門高中、金門大學等校辦理「樂活生命、堆疊幸

福」講座與影展，並將逐步規劃當地精神健康家族之招募，讓精神

健康概念深入校園與社區。

 

腦的美麗境界展－新竹生活美學館開幕式

　腦的美麗境界展〜腦科學教育巡迴展來到新竹囉！3/9於國立新

竹生活美學館所舉辦的開幕儀式，眾多新竹當地關心腦與精神健康

知識的貴賓蒞臨，如新竹市長許明財、呂學樟立委服務處李榮勝主

任、婦女社區大學蘇秋桂主任、關帝廟許雲水主委、前台灣諾華人

資處處長陳文堂、前中華大學校長林樹、台南精健之友會會長溫彩

棠及新竹師範學院的資深教育界前輩等。新竹生活美學館館方代表

陳惠姝秘書表示非常榮幸與本會合辦此次展覽，希望能再次合作，

以貼近生活的講題、影展開始，辦理精神健康教育推廣活動。精神

健康基金會董事長胡海國教授也表示，希望以此次活動集結當地社

會多元力量，期盼在不久的未來能見新竹精神健康學苑的成立，落

實新竹的精神健康，造福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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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幸福的源頭

　我在診間看過一位朋友，對剛開始談戀愛的他來說，看到女朋友時總會感受到一種「人生完

滿的幸福」。雖然這僅是一種衝動性的愉快感，但可以看出每個人對「幸福」的定義都不盡相

同。幸福本身即具有許多面向，若要眾人來討論「幸福」的樣貌，真會是說也說不盡。不丹國

以國家的角度，推動全民的幸福感，但我們在思考國家、社會的幸福前，先要追求的是「個人

的幸福」。

　「個人的幸福」可分為以下幾個面向，分別是「身體有活力、未來會更好、心情愉快、與別

人相處滿意、滿意成就、付出是值得、生活有意義、滿意身份地位」等。

　要達到個人的幸福，不一定要成為眾所皆知的政治家或什麼鼎鼎有名的大人物。我在醫院每

天都會見到一位清潔人員，他總是非常細心地擦拭樓梯扶手，力求上面沒有細菌。我常常和他

們熱絡地互相打招呼，互道早安、晚安，我由衷地感謝他，讓我總能安心使用院內的扶手。雖

然不知道他過去的經歷，但是就目前的這個職位，這位清潔人員所做的事情是為大家欣賞、感

恩的，相信他能對自己的身份、地位感到滿意，進而相信自己，展現個人的自信，感受幸福。

　我們的傳統文化，對幸福感的追求則有不同的解釋。「生死有命，富貴在天」這句俗諺，說

明了較為消極與被動的心態，好似我們躺著不動，就能引來幸福；其他像是「積恩報福」、「知福則幸福」等較為宗教性的說法也所

在多有。這些說法都沒錯，但都僅說明了幸福感來源的其中幾個方向，而且多著重在個人宿命與態度上。

　在追求幸福的路途上，每個人確實都會受到天生宿命的影響：父母給予的基因特性、腦的發展、小時候的生活環境等等。因此，父

母的角色顯得十分重要，首要能做的，就是在良好的身體狀態下生育，讓孩子具備好的生理結構；避開讓腦受傷、感染的危險；成長

階段提供良好的生活環境、充份的營養等等。

　由於上述「天生宿命」的影響，都是個體在能自由做決定前無法控制的，所以當我們開始「承接」自己的命運時，要清楚觀照個人

的宿命，並接受其「無從避免」的特質，才能盡早在發現自己不符合現今環境的要求時，深切地接受自己的宿命，並能及時心腦操

練，善用自我的優勢天賦，並能避開自己之弱點，好好地開創屬於自己的人生。

　一位常參與「優築生命教室」講座的朋友，向我說明她的苦惱：她家庭經濟狀況不佳、與丈夫感情不睦、女兒又所嫁非人，於是常

常因此埋怨，認為一切都是命。可能因為過去的成長環境所致，她相信宿命決定了她的人生，給她一次又一次的難題，而她只能受限

其中，束手無策。

　我們都能感受到上面故事主人翁的哀怨與憤恨，但我們的個性、過去的命運，並不能決定我們明天的幸福—能用心生活，以改變大

腦結構，調整面對外在環境的態度，才能突破宿命，活出幸福。

　人生中有許多困境難以解決時，就「渡過」它。舉例來說，要橫跨台灣到東部，直觀地選擇爬過玉山山頂，雖然看似捷徑，但它既

高且危險；若能夠繞路過去，雖然要花上更多時間，但是我們能力做得到的，也能因此感受不同的風景，這就是「渡過」的意義。

「渡過」的過程，並不是沒有挫折、痛苦與疑惑的，但是一步一步地去做，幸福就會在不遠的近處等待。

　幸福是可以在生活中逐步堆疊起來的，要活出幸福，建議循序漸進把握以下三個態度：當下，足定氣靜而不亂；當日，節律充實而

不忙；當生，用心關懷而不惑。實踐這些態度，能重拾生活應有的步調，提升生活品質。

　進入第三個境界「當生，用心關懷而不惑」時，幸福更會開始滋長、廣佈。因為屆時個體即能夠以「渡過」所累積的人生經驗，分

享而幫助他人，並習慣於透過生活中的小事，累積自己的成就感—像是買了件好看的新衣、泡了杯好茶等等，在現有地位中獲得簡單

的滿足，從小處確立自我價值，打造內心的「豪宅」。如此，人生就會具有展露性與開創性，並具備包容性與成就感，讓希望與快樂

常存，就能產生源源不絕的幸福了。

 

 

 更多胡海國教授【腦與生活】系列文章  

   
   
   

【人｜物｜寫｜真】回饋鄉里，深耕金門精神健康的推手 

專訪金門精神健康學苑吳阿瑾執行長

金門精健之友會張金春會長、蔡育仁顧問

http://brainlohas.pixnet.net/blog


 

 

在金門，精神健康知識的資源相對較少，一般民眾對於精神疾病的態度也偏保守，因此，推動精神健康教育好似不甚容易。

但轉個念思考，會看見金門有優質社會福利制度，鄰里間凝聚力也更強，故雖是從零開始，卻也充滿樂觀…

金門精神健康學苑－吳阿瑾執行長

　吳阿瑾執行長現為金門醫院的精神科醫師，民國71年自金門高中畢業，經甄試錄取，獲公費

保送台北醫學院醫學系就讀，學成後返金門醫院服務。83年赴台北市立療養院(現聯合醫院松德

院區)接受訓練，86年成為金門地區「第一位金門籍的精神科專科醫師」。

　「很多真正需要幫助的人，不一定會來醫院；就算我在醫院服務，能幫助的其實也只是少數

的人。」過去，在忙碌的診療業務外，吳執行長僅能在偶爾受邀演講時，為精神健康教育推廣

付出一些心力。與蔡育仁顧問、張金春會長是高中同學的他，接任金門精神健康學苑執行長，

就是希望結合當地有心人士的力量，跟著胡海國董事長的腳步，投入金門地區的長期精神健康教育推廣，貢獻所學，增加金門當地民

眾接觸腦科學和精神健康知識的機會。

　「從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來看，所謂的健康狀態，即身體、心理和社會三個面向，皆能共同維持一種『安適的狀態』。」吳阿瑾執

行長認為現代腦神經科學、神經心理學、精神醫學及認知行為科學加速發展，人們愈來愈注重腦與精神健康的維護，各種針對腦部、

精神、心理的健康促進與保養方法的學說及倡議，可以說百家爭鳴。來自古老東方的正念禪修，除了本身是修行開悟的宗教行為，也

被證明有減輕壓力，提升精神健康，增進身體的免疫力的功效，甚至用來治療憂鬱症、焦慮症、精神分裂症等各種精神疾病。

　雖然現代社會越來越多人開始關注「腦」，卻不知道精神健康跟腦健康是「一體兩面」的正相關。吳執行長說，精神健康相對於身

體健康，是比較抽象而不容易體會，一般民眾與其說是不關心，不如說是因為這方面的知識不夠普及，缺乏接觸造成的。

　為促進精神健康知識於金門既深且廣地傳播，未來吳阿瑾執行長將積極尋求與金門社區各種民間發展協會、健康營造中心、衛生單

位及各機關學校互相合作，辦理演講，及電影賞析、讀書會等各項活動，增加與民眾的互動，並招募更多鄰里長成為精健家族，深入

社區。吳執行長希望善用金門人口流動率不大、易動員且人情味重、消息傳播較快的特性，讓每次宣傳與活動辦理效益都能通達全

島，「這也是金門精神健康學苑的優勢，由於地方小，同學、親友之間不論是實際或心理距離都很近，就容易藉由活動串聯出一家親

的感受。」讓吳執行長對於未來精健家族的招募，表示樂觀其成。

金門精健之友會蔡育仁顧問(左)、張金春會長

　蔡育仁顧問有著很典型的「金門故事」—幼時在金門成長，高中畢業後來到本島就學。對從

小就離開金門，並曾居住過中國大陸、美國與台灣等地的蔡顧問來說，到各地離鄉背井出外打

拚的經驗，養成了他隨遇而安，積極向上的人格特質。由於早年通訊不便，書信的往返常常需

要一個月以上，有時候甚至一整年都無法回金門探親，所以當事業有成，生活也漸趨穩定後，

蔡顧問選擇回應心中長期對故鄉的思念。歸鄉金門後，蔡顧問也不吝於將自己的成就，回饋予

這塊養育他的土地，並在與本會接觸後，偕同妻子張金春女士－亦為金門精健之友會會長－一

同慨然投入精神健康教育推廣志業。

　2011年，透過廖健男監察人的引薦，蔡顧問與張會長認識了精神健康基金會與胡海國董事長，並於2012上半年戮力促成金門地區首

次腦的美麗境界巡迴展「風獅爺的守候」，更於今年初協助設立金門精神健康學苑，對於精健會在金門的耕耘與拓展，兩位可說是最

重要的推手。

　「精神健康相關教育要從小開始建立，例如在美國，孩子很小的時候，有關公家機關團體就很積極地在宣導反毒、愛滋防治及憂鬱

症防治等等，這是我們可以效法的。」熱心於教育推廣的張金春會長特別提到，現下的兒少在成長階段因沉迷遊戲、網路，未建立良

好人際關係，可能出現自我封閉傾向，影響未來個人與社會發展。

　在2012年腦的美麗境界巡迴展系列活動中，各協辦學校反應熱烈，對此蔡顧問感到非常欣慰。「金門高中和金門農工兩所學校，每

年加起來有700名畢業生，若每一屆同學都能接觸到腦科學知識，並以十年做為一個里程碑，屆時回頭檢視，相信在時間的累積下，

必能看到金門地區民眾，在精神健康素質的明顯提升。」

　蔡顧問與張會長都認為，在金門推廣精神健康觀念需要長久的功夫。雖然進入資訊流通快速的工商業社會，受限於地理因素的金

門，對精神健康議題的接受度尚有可以拓展的空間。蔡顧問與張會長只求穩紮穩打，並期許從精神健康學苑的幹部開始投入推廣工

作，讓影響力擴散、讓議題發酵，希望未來可以讓更多金門地區民眾明瞭「預防勝於治療」的重要性，能以正面態度面對精神疾病；

同時，金門精健學苑也會持續與學校單位合作，以教育方式將精神健康概念植入在地人的生活，實現金門人人精神樂活的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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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區精神健康學苑相關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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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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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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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六) 10:00-12:00

　拓展心田、路更寬

【講師】胡海國｜精神健康基金會董事長

　　　　　　　　臺大醫學院精神科榮譽教授

 　5/25(六) 10:00-12:00

　人該如何窮則變、變則通

【講師】胡海國｜精神健康基金會董事長

　　　　　　　　臺大醫學院精神科榮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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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六) 14:00-16:00

　戰勝食物上癮，成功減肥

【講師】何政岳｜信安醫院主治醫師

　　　　　　　　前雲林精神健康學苑執行長

 　5/25 (六) 14:00-16:00

　在斗六遇見「黑天鵝」-精神科醫師與舞蹈家的對談

【講師】張立人｜雲林精神健康學苑執行長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精神醫學部主任

【講師】黃勺寧｜雲林精神健康學苑副執行長

　　　　　　　　 藝風舞詩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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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六) 14:00-16:00

　淺談睡眠障礙-睡眠

【講師】董俊良｜大林慈濟醫院身心醫學科主任

 　5/11(六) 14:00-17:00

　片名：幸福在路上(探討主題：人際學習)

【講師】許世輝｜嘉義基督教醫院精神科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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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六) 14:00-16:00

　人文歷史與精神健康

【講師】施義修｜國立空中大學推廣教育班講師

【地點】臺南市立圖書館3樓視聽室(臺南市公園北路3號)

 　5/4(六) 14:00-16:00

　家庭關係與精神健康

【講師】郭清榮｜楊桃樹下書畫學會會長

　　　　　　　　台南精神健康學苑精健推廣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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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小姐(07)751-3171#2321或2322；w123475@seed.net.tw；0932-725-506蔡先生

【活動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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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辦單位】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http://www.mhf.org.tw/wb2012


 

 

　4/10(三) 13:10-15:00

　你是下一個林書豪嗎？－談精健道的成功學

【講師】張立人｜雲林精神健康學苑執行長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精神醫學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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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 (六) 10:00-12:00

　銀髮族代謝症候群

【講師】邱秀山｜ 迦樂醫院精神科醫師

●金門精神健康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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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三) 13:10-14:45

　淺談情緒管理-情緒

【講師】吳永富｜署立金門醫院身心科醫師

【活動地點】金門農工職校大禮堂(金門縣金湖鎮復興路1之11號) 

 　5/23(四) 15:30-17:30

　淺談憂鬱症預防-憂鬱症

【講師】吳阿瑾｜署立金門醫院身心科醫師

【活動地點】金門大學楊肅斌演講廳(金門縣金寧鄉大學路1號)

 

   
   

 ●苗栗精神健康推廣活動  

 

活動地點：苗北藝文中心B1視聽教室（苗栗縣竹南鎮公園路206號）
報名方式：活動免費，電話或e-mail報名。psychiaic@gmail.com；(037)676-811#53373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協辦單位：精神健康基金會

 

 

 

 

　4/27(六) 14:00-16:00

　憂鬱年代的心理調適

【講師】吳佳璇｜精神健康基金會會務委員

　　　　　　　　 遠東聯合診所身心科專任主治醫師

 

 

   
 

【精華摘錄】

 智慧巡禮  

2012.12.17

腦死了怎麼辦？

●主講：黃勝堅(台大神經外科教授、台大醫院金山分院院長)

　我們知道人死不能復生，那麼「腦死」又是什麼意思呢？而「腦死」與「人死」又有何關聯？以神經學的角度來講，我們生命中樞的

腦幹如果死亡就是腦死。但各國法律認定基準不一，台灣採英國系統，即腦幹死亡；但美國則是全腦死亡才是腦死。無論何種認定，腦

死或稱腦幹衰竭，亦即有不可逆無自主呼吸的昏迷現象，停止自主性的呼吸和心跳。

　有些疾病容易導致腦死狀態，如腦部外傷、腦中風病患、或停止呼吸導致腦部缺氧等，這些病患常需要待在加護病房，以維生系統

（如呼吸器）來維繫生命，直到身體與大腦逐漸衰敗。確定腦死的法定測試程序為：首先進行腦幹測試無反應，於十分鐘內身體二氧化

碳濃度上升仍無法自行呼吸；間隔二十四小時後再測試仍無反應，即宣布腦死。因此，腦死也是法律名詞，屆時個體無法自行呼吸，若

不依賴維生系統在三至五天即會死亡，而此時腦部以外器官仍是活的。

　黃教授此時話鋒一轉，提到每年約有七千位病患等待器官移植手術，但一年僅兩百人願意捐贈器官，可見供需甚不平衡。因此對民眾

而言，在就醫前抉擇放棄急救同意書(DNR)或心肺復甦術(CPR)就有其重要性。若選擇DNR，腦幹衰竭時病患即可選擇是否將器官遺愛



人間。選擇CPR，主要可挽回像是溺水、電擊、車禍、心臟病等急性病人的生

命，仍有其醫療價值；但若是長期重症患者，加裝呼吸器、長時間藥物注射、使

用葉克膜、血液透析等設備，對其只是折磨。究竟是要用盡心力搶救，還是能從

「心」照顧？值得我們深思。

　若希望預先選擇在腦死時不實施CPR，可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黃教授將

安寧緩和醫療視為同理心與愛護親人的表現，並能以有限的醫療資源拯救更多生

命—在病症有機會挽救時極力搶救，無機會時配合醫療團隊、親屬陪伴，使之沒

有痛苦地善終。對於慢性之「末期病人」，如癌症末期、心、肺、肝、腎或腦功

能嚴重器官衰竭、運動神經元萎縮末期的病人，則建議選擇DNR才能有尊嚴地離

去。每個人應該都對自己的善終有預防概念，從健康促進、診斷、復健到優質生

命末期照護，都應提早做好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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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精神健康學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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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精神健康學苑

【活動時間】4/23（二）9: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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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再興 / 台中精神健康學苑執行長

　　　　　　朱柏全 / 中山醫院精神科醫師

　　　　　　游文治 / 游文治診所暨身心保養所院長



　　　　　　陳正德 / 台中精神健康學苑副執行長

【主辦單位】北屯扶輪社、台中精神健康學苑、精神健康基金會

【場地贊助】維他露基金會

【活動地點】維他露基金會館（台中市雙十路一段123號）

【活動報名】活動免費，限額50人。(04)2326-9728王先生；(04)2254-2292陳先生

臺南精神健康學苑

●歸仁文化中心場次

【活動時間】4/6（六）14:00-16:00 

【課程內容】一股腦兒全知道

【課程講師】林界男 / 嘉南療養院高年精神科醫師

【活動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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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報名】活動免費。請洽(06)595-4188#813；judy1136@yahoo.com.tw

●臺南市立圖書館場次

【活動時間】4/20（六）14:00-16:00 

【課程內容】腦與精神健康 

【課程講師】顏世卿 / 嘉南療養院神經內科醫師

【活動地點】臺南市立圖書館3樓視聽室(臺南市公園北路3號)

【活動報名】活動免費。請洽(06)595-4188#813；judy1136@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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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7-9938#13

精神健康生活花苑

上課時間：2013年7月20日起，隔六周12:30-14:30上課。

指導老師：廖素娥(仁濟醫院健康管理中心執行長)

報名費用：300元(不含材料費)

洽詢電話：(02)2327-9938#16

本會另開設合唱團、生活氣功班、毛線手作屋、單人舞

班、心靈彩繪班、中國結班、精健滿溢讀書會、攝錄影班

等，詳洽精神健康基金會網站http://www.mhf.org.tw/或電

洽(02)2327-9938#13

歡迎持續參加 【智慧巡禮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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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六) 10:00-12:00 中風病人的腦有可塑性嗎？

【講師】湯佩芳／臺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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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neuroscience.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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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療癒DIY-韓心理師的電影處方籤】 220元

【腦的美麗境界導覽手冊】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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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活健康小樹苗CD】- 以有趣劇情啟動學

習，從兒少開始建立精神健康觀念。NEW
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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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健嘉年華紀念CD】 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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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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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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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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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hf.org.tw/wonderfulbrain/
http://www.mhf.org.tw/volunteer/volunteer_detail.php?vno=10
http://www.mhf.org.tw/soulpaper/www.mhf.org.tw
http://www.17885.com.tw/member/member_page.asp?class=spe&serial=169
http://www.mhf.org.tw/news/act_02.php?nscno=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