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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開講 帶您一窺腦與心智奧秘 來場智慧巡禮 啟動幸福人生

　腦科學研究已一步步揭開心靈與心智的奧秘，但台大神經生物與認知科學研究中心主

任嚴震東教授表示，研究人員在學院凝結出的智慧結晶令人驚嘆，卻很少有向一般大眾

分享的機會。此次，特別邀請相關領域學有專精的學者們安排一系列「智慧巡禮A Trip

into the Mind：腦與心智科學的生命教育講座」，期能帶領民眾認識腦與心智之奧妙。

　 智慧巡禮系列講座由台灣大學神經生物與認知科學研究中心、台大心理系與精神健康

基金會合辦，舉凡腦內心智活動、意識、錯覺、恐懼、成癮等生活體驗都是本講座的分

享話題。台大醫學院精神科教授、精神健康基金會董事長胡海國表示，日常生活的種種

體驗都是大腦心智運作的結果，腦科學的知識除了是本世紀的顯學，更是對於人生的經

營深具啟發意義的瑰寶，亟待民眾認識。

　 腦與心智(Brain and Mind)是智慧的工具，精神健康基金會提出「心腦操練」的觀念，意在提醒民眾善待這個上天給予我們的

心智工具，使之擁有完善的功能，如此一來，便能擁有縱深的精神來源，創造出深邃智慧，保證人生的圓熟與通融。

　 想一窺腦與心靈的奧密，擁抱更幸福的人生，別錯過「智慧巡禮」系列演講，2010年2月起每月最後一個週六上午，在台灣大

學第一活動中心(2月-6月)及台大心理系館(7月)，心與腦的饗宴歡迎您的參加！

 

   
   
   

 台灣精神健康日 歌聲昂揚 幸福微笑處處綻放  

 

　以「Brain LOHAS：Circle well-being」(樂活大腦，幸福圍繞)為主題的2009台灣精

神健康日暨嘉年華系列活動，在12月12-19日帶給民眾滿滿的豐收。本次嘉年華規劃多

項讓人幸福的活動，包括「開啟幸福腦」講座、「發現幸福祕境」腦科學展、「彩繪生

活‧編織幸福」生活藝展、「腦吾腦以及人之腦」精神健康篩檢站，以及壓軸活動：「聆

聽幸福旋律」精神健康音樂大賞等，提醒著國人：幸福隨時都在！

　 在「彩繪生活‧編織幸福」生活藝展，中國結、編織等傳統才藝現場教學，讓親子在

DIY體驗中增進感情；而兩場「開啟幸福腦」系列演講座無虛席，引領了聽眾發現周遭

俯拾即是的幸福契機；此外，巡迴台灣多年的「腦的美麗境界」腦科學展仍然吸引民眾

目光，甚至有人連著兩天到場，共花了6小時細聽導覽，並與導覽員分享、討論展覽內容，展現著對腦科學新知的熱切好奇。

　 而在12月19日壓軸的精神健康音樂大賞會場，六組從327件參賽作品脫穎而出的音樂創作團體進行Live決選，讓現場氣氛沸

騰，到了活動尾聲，全場民眾手牽手、肩並肩，和著前一年冠軍歌曲「幸福原點」的溫暖旋律，將溫馨的氣氛帶到最高潮，也讓

所有走出會場的人，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

　 精神健康基金會董事長胡海國教授說，精神健康嘉年華舉辦的目的，是希望呼籲國人多重視人際的關懷互動，不但感受溫情，

也能增加抗壓力，進而擁有更完滿的精神健康生活。期待精神健康生活的實踐，就從走出會場，分享感動開始，一點一滴散放出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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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啟國人精神健康的閱讀風氣《心靈座標》雙月刊 上網Ｅ點靈  

 

　肩負啟發國人關注自我精神健康使命的「心靈座標」雙月刊，發刊以來已成為許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心靈糧食，陪伴許多朋

友度過多年時光，內容不僅刊載本會活動資訊與報導，更提供「腦與生活」系列專欄，讓您我隨時吸收腦科學與精神健康方面的

新知。

　為能讓更多朋友受惠《心靈座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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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網際網路

無遠弗屆、打破時空限制的特性，藉由電子報中連結訊息的傳遞，讓更多的親朋好友即時獲得精神健康資訊。未來期望透過本會

豐富的精神健康相關資源的E化，達到提升社會大眾的精神與心理健康水準的效果。

◎《心靈座標》以及電子報皆是免費訂閱，為了愛護我們唯一的地球，希望您可以盡量選擇「電子報」的方式，以減少紙張的浪

費，並同樣可以獲得豐富、即時的精神健康訊息。

→如欲取消《心靈座標》紙本寄送，請來電02-23279938#16，提供您的大名、住址或編號即可

→如欲訂閱「心靈座標」電子報，請至本會網站www.mhf.org.tw，點選「加入會員」，完成免費會員申請，即可定期收到本會

電子報

　

 

 
【腦的美麗境界展覽訊息】●台中縣立大里高中 3/8-3/19　●高雄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3/22-4/3　●國立清水高中 4/12-4/23　

【腦的美麗境界展覽訊息】●國立豐原高中 5/17-5/28
 

   

  

 

改變，讓生活無限寬廣

　常聽到有人說「真是生不逢時，若是早出生個幾年就好了…」或是「以前我們都是這

樣做事情都沒問題…為什麼現在就不行這樣做…？」又或是「我跟其他人面臨一樣的困

難，為什麼其他人都可以輕鬆面對，我自己卻身陷困境，不知如何解決…」事實上，每

一個人的生活習慣與成長的文化背景都各自不相同，所屬的主流年代也有所分歧，隨著

時代的變遷，不同世代的人們對事物看法也不斷在改變，因此，個體自我要如何安適地

自處於所處的環境、生活或時代，是個體自我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隨著時代的改變，人們需懂得順應大環境的改變，適時調整自己的想法、調整自己的

心態以符合自己所處的環境，而不是墨守成規，一昧堅持自己舊有的想法。譬如五十年

前，台灣地方上的小雜貨店相當賺錢，它可以供應該鄉鎮大部份人口的日常生活所需，

也是雜貨店老闆得以養活一家人的重要經濟來源，然而，若是老闆的兒子堅持承襲父親經營雜貨店的方式而不懂得變通，面對當

今社會如雨後春筍般的便利商店、講求以量制價的大賣場以及人們已逐漸改變的購物習慣，堅持不變的傳統雜貨店很可能只有走

上關門的命運。

　 雜貨店老闆的兒子可能會問，自己沿襲了父親經營雜貨店的模式，為什麼父親當時那麼成功，自己的雜貨店卻被淘汰了呢？答

案其實很簡單，因為大環境已經改變了，而雜貨店老闆的兒子卻不懂得改變。

　 雜貨店的例子看似簡單，但其實道出了許多現代人常發生的人際問題。在精神科門診或心理諮商室常見到的人際問題，如伴侶

問題、婆媳問題、親子問題…等其實都和傳統雜貨店所面臨的存活問題有異曲同工之處。若以婚姻來說，已結婚的一對夫妻，若

沒有將心態調整成---為家庭付出、負責的心態，依舊各自保有單身時自由自在的作法，即很可能因彼此的期望落差而造成家庭失

和問題，進而走向離婚一途。

　 在家庭和諧上，生長在傳統婦德家庭中的婆婆在面對身兼職業婦女的媳婦時，若是無法將「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認知調整成符

合現今雙薪家庭中「認真的女人最美麗」，則可能會認為自己的媳婦不賢慧、不懂得持家，進而產生複雜難解的婆媳問題。

　 從子女教養上來說，父母若堅持用自己幼時被教育的方式來教育二十一世紀的子女，卻忽略了兒女所面對的多元化社會與二、

三十年前的農業社會已大不相同，此時父母若不懂得加以調整自己育兒的方式，就容易產生兩代之間的代溝問題。不管是伴侶、

婆媳或是親子之間，只要有一方用舊有的行為方式活在現代的社會，就很可能像是用古法經營現代的雜貨店，將會面臨因調適不

良而將被淘汰的情況。

　 雜貨店的例子同時也可套用在精神方面比較脆弱的人，因每個人天生的個性不盡相同，具有憂鬱氣質傾向的人，在日常生活中

比較容易擔心、憂鬱；具有躁鬱傾向的人，心情容易隨著氣候變化而起伏不定；具有精神分裂方面傾向的人，要花比一般人多一

點的時間才能信任別人…等。對於精神方面比較脆弱的人來說，如果沒有先瞭解自己個性上的特性，卻勉強自己的方式處理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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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種困境，則容易感到身心耗竭，覺得自己不快樂，進而產生一些身心方面的壓力症候群。困此，當自己警覺到

自己精神方面有比較脆弱的傾向時，最好的方法是先勇於瞭解自己並接受自己的本質，學習因應自己的特質而做改變，在日常作

息中操練頭腦，好好保養頭腦，調整生活方式以避免腦力超過負荷。只要透過適當的調整，每個人都能安適地自處於現今環境並

維持身心健康。

　 如何調適自己的心態以便我們能安適地自處於現今環境，已成為每一個人維持身心健康的重要課題。我們不是要學會如何「解

決」問題，而是要學習如何「度過」問題。有些問題無法解決，我們無法像藤子不二雄筆下的「哆啦A夢」一樣坐時光機穿梭到

任何一個我們喜歡的時代或環境以求根本解決問題，我們也無法在出生時選擇自己的個性和體質，但我們可以透過操練頭腦，學

習、調整自己面對環境改變時的心態，順應時代洪流以求順利度過問題。學習接受自己的本質，活在自己所屬的時代，隨時因應

環境改變而調適因應方式是每一個時代的人都會遇到的問題也是都需學習的課題，希望大家都能共同勉勵學習之。 

　

 更多胡海國教授【腦與生活】系列文章  

   
   
   

 

金融海嘯週年 國人精神健康指數止跌回升

　本會「2009年全國精神健康指數調查」在金融海嘯餘波下出爐，該調查發現過去一年有近300萬人嚴重受到金融海嘯衝擊，也

有約200萬人曾經動過結束生命的念頭，這些人的精神健康分數分別只有74.3分與68.9分，明顯地低於國人平均82.2分的水準，

顯示金融海嘯對部分國人的精神健康造成相當負面的傷害。

　 但好消息是，今年國人得分82.2分，已較2008年的80.1分回升。深入研究後發現，調查顯示，過去一年「沒有結束生命念

頭」者被評定為「精神健康良好」的機率是「有過結束生命念頭」者的5倍，「抗壓性強」、「受金融海嘯衝擊小」、「溫暖的

人際互動較多者」，被評定為「精神健康良好」的機率亦分別是「抗壓性弱」、「受金融海嘯衝擊大」、「溫暖的人際互動較

少」者的4、3、2倍，故本會提出了下列「幸福之道」，期待給國人在金融海嘯下追求精神健康的指引。

　幸福之道：

　‧熱愛生命，絕不輕言放棄 

　‧操練腦力，提升抗壓能力 

　‧簡樸生活，不求追逐名利 

　‧關心朋友，參與社區關懷

掌握省思生命意義的契機

　 本會2008年執行國人精神健康指數調查的時候適逢金融海嘯發生，國人精健指數得分因此比2006年明顯下滑，為密切把脈國

人精神健康，2009年特委託輔仁大學統計諮詢中心於2009年10月上旬再度執行指數調查，並在2009年12月8日召開記者會向媒

體發表調查結果。

　 2009年國人「整體精神健康」得到82.2分，較2008年回升。在精神健康指數的四個層面：「心身健康」、「個人價值」、

「生活掌握」、「家庭健康」上，國人得分依序是81.0分、78.6分、81.5分、87.7分，均較2008年的79.2、76.3、79.7、85.6

高分，其中「家庭健康」分數翻上歷年新高，逼近90分。

　 幾個重點強調的調查項目上，發現「受金融海嘯衝擊大」、「抗壓性弱」、「生活壓力大」、「缺乏溫暖的人際互動」、「有

過結束生命念頭」者精神健康分數均明顯偏低，分別只有74.3、71.2、75.3、74.8、68.9分，值得注意的是，有上列狀況的人口

均在兩、三百萬之譜，不容社會輕忽。

　 本會指數組召集人、耕莘醫院精神科主任楊聰財表示，動盪時局衝擊了國人原有的生活步調，也讓生命意義的探尋成了國人得

重新面對的課題。這點從調查發現「是否覺得生命過得有意義」對精神健康得分高低具有重大影響力便可窺知一二。楊聰財表

示，這一年來，許多職場人被迫回到家庭，卻意外重拾親情互動的溫暖，許多人因此更了解，除了事業名利，生命還有更值得追

求的事物，這是金融海嘯為我們帶來的反省與契機。

　 精神健康基會董事長、台大醫學院精神科胡海國教授則進一步指出，雖然國人整體精神健康得分回升，但若細看各題項，發現

國人的「睡眠狀況」以及「歸屬感」分數尚未恢復水準；待業者中自覺壓力大者，有60%以上有「不珍惜生命」的想法，而就業

者自覺耐壓力弱者，也有22%的人會產生「不珍惜生命」的想法。

　 胡海國建議，國人宜(1)努力強化精神健康指數的提升，努力保養頭腦，學習面於煩惱的生活技巧；(2)加強培養每天生活懂得

放鬆一下習慣，並且多增加人與人相互關懷的人際互動，以增加抗壓能力。如此，才能擁有更完滿的精神健康生活，以成功面對

金融海嘯對國人的持續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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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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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智慧巡禮A Trip into the Mind】腦與心智科學的生命教育講座

　 ‧補助單位：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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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學務處、台大醫學院醫學系、臺大醫院精神醫學部

　　　　　　　台大理學院心理系、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

　‧活動網址：neuroscience.ntu.edu.tw

　‧活動地點：台灣大學第一活動中心(2月-6月)

　　　　　　　台灣大學心理系北館視聽教室(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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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傳真至02-33663828 

　‧講座主持人：嚴震東教授(台大神經生物與認知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動物所教授)

　‧場次內容：

　　

 

   
   
   
 2010社區精神健康家族培訓  

http://brainlohas.pixnet.net/blog/category/1395388
http://neuroscience.ntu.edu.tw/
http://www.mhf.org.tw/volunteer/volunteer.php
http://brainlohas.pixnet.net/blog/post/24784270
http://www.mhf.org.tw/volunteer/volunteer_detail.php?vno=10


 

 

台北地區第一梯次培訓坊

‧活動時間：3/12、3/19、3/26、4/2(五) 19:00-21:00，共4堂課8小時(全程參與者將於最後一堂課核發結業證書)

‧活動名額：30人(報名費用200元，場地容納人數有限，額滿為止)

‧活動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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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洽詢電話：(02)23279938#13

‧課程內容： 【一股腦兒全知道】/呂喣宗醫師

　　　　　　 【精健道】/吳佳璇醫師

　　　　　　【腦與精神健康】/喻劍飛醫師

　　　　　　【做自己精神健康的主人】/賴孟泉醫師

台中地區第一梯次培訓坊

‧活動時間：4/8、4/15、4/22、4/29(四) 19:00-21:00，共4堂課8小時(全程參與者將於最後一堂課核發結業證書)

‧活動名額：30人(免費參加，但場地容納人數有限，額滿為止)

‧活動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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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洽詢電話：(04)23269728

 

 

2009「心腦操練‧堆疊幸福」優築生命教室系列講座

　近年來，台灣社會變遷劇烈，人口結構、社會經濟條件、生活方式與過去大不相同，生活壓力成為普遍存在的問題，為國人的

精神健康帶來相當大的衝擊。

　「心腦操練，堆疊幸福」精神健康系列講座舉辦目的，在於增進台灣各縣市居民對於腦科學知識的瞭解，面對種種不可預期的

事情時，能學習使用一套輕便、有效的生活技巧，輕鬆地面對挑戰，進而分享給社區鄰里，增進個人與社會的幸福！

●台北精神健康學苑

  
　3/13(六)10:00-12:00

　個體自我的地理性-環境變遷與自我調適
 
　4/17(六)10:00-12:00

　個體自我的歷史性-認識自我，優築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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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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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六)14:00-16:00

　快樂元素—正向思考
 　

【講師】黃裕達｜署立草屯療養院臨床心理科主任 

【活動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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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踴躍參加

【活動洽詢】(04)23269728

 

http://www.mhf.org.tw/news/act_02.php?nscno=1
http://www.mhf.org.tw/news/act_03.php?nno=33
http://www.mhf.org.tw/news/act_03.php?nno=33


 

●台南精神健康學苑

  
　2/27(六)10:00-12:00

　你所不知道的日常生活常見營養份與精神健康
 　

【講師】歐陽文貞｜台南精神健康學苑執行長、署立嘉南療養院高年精神科主任 

【活動內容】瞭解何謂精神健康之道、保養頭腦十大方法量表使用方法及精神健康家族成員使命等

【報名方式】活動免費，但因當天教材準備，敬請事先報名。請將您的基本資料E-mail至mhf@yuzen.org

　　　　　　或請電06-5954188 社工蔡明錕先生(台南精神健康學苑設於財團法人樹河社會福利基金會暨附設悠然山莊安養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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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台南市立圖書館、財團法人樹河社會福利基金會暨附設悠然山莊安養中心

　　　　　　行政院衛生署嘉南療養院、社團法人台南市熱蘭遮失智症協會

●嘉義「優築生命‧豐富人生」系列講座

　為將腦科學知識融入日常生活的文化中，並結合嘉義市政府推動健康城市之政策，普及精神健康教育，特舉辦本系列精神健康

講座，歡迎踴躍參與。

  

　3/6(六)14:00-16:00

　永遠在學習的腦

【講師】曾志朗｜行政院政務委員

 

　3/13(六)14:00-16:00

　生死觀與腦科學

【講師】周士雍｜嘉義長庚醫院精神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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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點滴的關懷，就是支持我們最大的力量

2009精神健康嘉年華為本會年度盛事，誠摯邀請您

的蒞臨，並懇請您共同參與此精神健康與生命建設

行動，給予本活動經費上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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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hf.org.tw/news/act_03.php?nno=33
http://www.mhf.org.tw/news/act_03.php?nno=33
http://www.mhf.org.tw/news/act_01.php?ncno=1
http://www.mhf.org.tw/volunteer/volunteer_detail.php?vno=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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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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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in LOHAS紀念義購品 伴您度過樂活每一天

 

品嚐生活的美好

Enjoye es Life馬克杯【NT.200】

潔白的馬克杯上說出你的心聲，讓人想

要放鬆享受生活的步調。簡單的設計，

傳遞出在生活中充滿俯拾即是的幸福。

請給懂得享受生活的的你一個鼓勵與支

持，享受每個停頓的片刻。

【產品說明】

Enjoye es Life全瓷馬克杯選用鶯歌陶

瓷，由1260度以上高溫燒製而成，瓷

質細緻，質地堅硬耐用，不易沾上污

漬，若是在使用過後留有茶漬或咖啡

垢，只要用清水沖洗，再用海綿或菜瓜

布輕輕一抹便潔白如新。

‧材質：全瓷，可微波

‧產地：台北鶯歌鎮 

‧尺寸：高9cm 口徑8.2cm 12盎司

‧包裝：瓦楞包裝盒裝

 
保存生命的香醇

神奇環保杯蓋【NT.150】

人生中充滿酸甜苦辣澀鹹多種滋味，如

同面對一罈陳年老酒，只有細品慢嚐，

才能品出真正的香醇甘美。創意十足的

新世代用品，讓平凡的生活，增添一抹

愉悅的氣息，保存您我生命中的香醇

【產品說明】

Enjoye es Life神奇環保杯蓋，只要輕

輕一壓，即可吸附杯口，防止茶水外

漏，也可防止灰塵。冬天保溫、夏天保

冰，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用品。 

‧材質：特優食品級(矽膠)

耐熱溫度230度

‧保存期限：10年/製造日期

‧產地：台灣

‧製造商：圻霖有限公司

‧包裝：透明盒裝

 
滿載精神健康生活

Enjoye es Life環保提袋【NT.150】

精神健康的生活需從日常生活中做起

從生活中累積分享快樂的能量

享受簡單的幸福

讓生活滿載精神健康

【產品說明】

Enjoye es Life環保提袋設計簡潔大

方，採用進口塗料及PE材質製成，符

合環保再使用原則，能有效減少地球的

負擔，大幅降低土地和水質的污染。 

‧尺寸：400x305mm，底寬100mm

‧材質：PE

‧容積：可容納A4書本和雜物

　　　　是生活中的好幫手

‧包裝：塑膠套包裝

‧製造商：圻霖有限公司

     

幸福快樂穿著走 

Circle Well-being紀念T恤【NT.250】

簡潔亮眼的設計款式

柔軟舒適的純棉高質感素材

讓您在平凡的生活中隨時感受不平凡的幸福

陪伴您度過樂活快樂的每一天

【產品說明】

美式滾筒無接縫T恤採用美國圓筒T恤第一品牌GILDAN生產之100%美國棉T恤，使

 
聆聽幸福的旋律

2009精神健康音樂大賞紀念CD

【NT.100】

 

http://www.mhf.org.tw/volunteer/volunteer_detail.php?vno=10


 

用美國最受歡迎的圓筒布(seamless無接縫)織法製作，一體成型、舒適自然。每件

都附有歐盟環保布料認證，不含有害身體物質，放心又安心

‧製作廠商：亞馬遜團體服

‧備註：本款尺碼皆比台灣尺寸大一號，若平常穿L，選擇M購買即可

 

 【黑色款】 【白色款】

 女版 男版 女版 男版

尺寸 小M S M L 小M S M L

衣寬 16 17 10 21 16 17 10 21

衣長 24 27 28.5 29.5 24 27 28.5 29.5

數量 9  6 1 19 4 4 5

搖滾的、抒情的

輕快的、柔和的……

不變的是旋律帶來的力量

溫暖著你的心

當你悲傷，它給你撫慰

若你快樂，它讓你散放更幸福的能量

給你所遇見的每一個人

【產品說明】

從2009精神健康嘉年華音樂大賞327首

參賽作品中，經由本會與專業音樂評審

共同精挑細選出來前10名創作收錄於本

CD，風格清新、正向，鼓舞人心，曲

曲皆是不可錯過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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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財名稱 捐款

書

籍

【精健道】 250元

【一股腦兒全知道】 300元

【各年度精神健康年報】 200元

【2002精神健康指數調查報告】 200元

【2004精神健康指數調查報告】 200元

【2006精神健康指數調查報告】 200元

【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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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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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台大醫院喜悅園美食坊-義購精神健康教材

　地　址：台北市常德街1號(台大醫院西址地下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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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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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元

【純棉休閒帽】 250元

【精神健康徽章】 50元

【書籤夾】 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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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Mental Health Foundation｜心靈座標雙月刊【電子報】2010年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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