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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幸福精神健康嘉年華

【歡喜腦－Here and Now】

生命的美好  在於珍惜每一刻

分享  使你我更充實

支持  使你我更堅強

付出  讓你我變快樂

精神樂活歡喜腦   幸福就是   現在 

—Here and Now. Live with LOHAS！

　精神健康基金會以腦科學為基礎，自2001年成立至今，於全國推動從保養頭腦做起，樂活精神、敦厚鄰里幸福的「精神健康之道」。

在每年12月的第3個星期六定名為「臺灣精神健康日」，透過一年一度精神健康嘉年華活動，廣邀家族成員團聚，帶領大家以嶄新的視

角體驗生活中的片刻，一同關注精神健康議題，用心對待自己與他人，永續的幸福感即能油然而生，朝樂活的人生方向踏實邁進。

　本屆嘉年華以「幸福」為概念，訂定主題「歡喜腦」，展現正面、活潑、熱情的氣氛，凝聚社區鄰里情感，特別邀請景美女中學生社

團、樟文里新樂國樂團與魔術社、鋼琴家蘇敬涵老師、北藝大朱育陞先生，與本會的精神健康家族團隊，充滿活力的單人舞創作團、精

神健康合唱團等以豐富多元的表演形式展現。更於景美女中文化走廊舉辦「腦的美麗境界」腦科學教育校園巡廻展，增進校園師生腦科

學知識，於12月14日至12月15日開放社區民眾參觀，將精神健康概念紮根於鄰里；也透過「《遇見幸福》微電影創作競賽」活動，拉抬

全國民眾關注精神健康，感受幸福。在此邀請全臺灣關心精神健康、追求樂活人生的民眾與我們共襄盛舉，在2013精神健康日，讓我們

三五成群迎向2014年，一起用心腦，體會新幸福，歡喜慶嘉年！

活動時間：2013/12/14(六)14:00-16:30(13:30開放憑票入場)

活動地點：臺北市立景美女中 大禮堂 (臺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三段312號)

交通方式：至「景美女中」公車站牌下車

捷運站名
接駁公車

http://www.mhf.org.tw/volunteer/volunteer.php
http://www.mhf.org.tw/
http://brainlohas.pixnet.net/blog
mailto:service@mhf.org.tw
http://www.mhf.org.tw/
http://www.mhf.org.tw/mhball/
http://www.mhf.org.tw/support/support.php
http://www.mhf.org.tw/about.php
http://www.mhf.org.tw/news/news.php


 

　

辛亥站(文湖線) 237(忠順街口下車)、295、611

萬芳醫院(文湖線)  237(忠順街口下車)、611、671、綠2

木柵站(文湖線) 251、252、棕7

大坪林站(新店線) 252、棕2、1080、1073

七張站(新店線) 252、綠1、棕7、1080、1073

報名方式：活動免費，憑票入場 

電話訂票：(02)2327-9938 (週一至週五9:30-18:00)

網路訂票　http://ppt.cc/KDyI　登錄索取 

【索票方式】 

1. 親至本會：週一至週五9:30-18:00領取票券(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22號6樓，捷運中正紀念堂站2號出口出站後，直走羅斯福路右轉寧

波　　　　　　西街後於7-11旁門口搭電梯至6樓)

2. 現場取票：訂票後，12/14(六)13:00起至活動現場領取

洽詢電話：(02)2327-9938

Facebook粉絲專頁：BrainLOHAS

指導單位：行政院衛生福利部／臺北市文山區公所

主辦單位：台北新生扶輪社／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

合辦單位：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樟文里辦公處

協辦單位：臺北市立實踐國民中學／臺北市立實踐國民小學

　　　　　　　社團法人新北市銀髮族協會／久勝旗幟有限公司 　　　　　

　　　　　

 

 

 

 
第一名：回音OVERTONE

第二名：幸福這麼簡單

第三名：祈　跑

佳　作：愛在幼葉林

佳　作：《遇見幸福》

2013《遇見幸福》微電影創作競賽，於12/14(六)14:00-16:30，

景美女中大禮堂(台北市木新三段312號)，舉行頒獎。

感謝所有參加此次活動的全國朋友們，您們的支持及鼓勵是我們最

大的動力來源，請大家持續關注精神健康基金會的相關活動資訊！

謝謝~

更多資訊請上StreetVoice街聲網站、精神健康基金會網站

展覽期間：12/2(一)-12/15(日)10:00-16:00

　　　　　 【12/14(六)-12/15(日)開放社區民眾參觀】

展覽地點：景美女中文化走廊

展覽內容：認識身體最高指揮官－頭腦

　　　　　 用腦體驗世界－精神功能ABC

　　　　　 當頭腦生病時－精神疾病與腦

　　　　　 寶貝我的頭腦…等豐富腦科學知識展示

活動洽詢：02-2327-9938#17 林小姐／精神健康基金會

　　　　　 02-2936-8847#210 許小姐／景美女中

指導單位：行政院衛生福利部／臺北市文山區公所

主辦單位：台北新生扶輪社／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

合辦單位：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樟文里辦公處

協辦單位：臺北市立實踐國民中學／臺北市立實踐國民小學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BrainLOHAS/164606886869
http://www.mhf.org.tw/
http://ppt.cc/KDyI
http://tw.streetvoice.com/


　　　　　 社團法人新北市銀髮族協會／久勝旗幟有限公司

 

   

  

 

退一步海闊天空–會否小人當道？

　有時人生中許多遭遇，如果能退一步、換個角度看，就能多出空間用理智思考、判斷，達到海闊

天空的心境。曾有民眾在優築生命教室講座提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如果我們退一步，是不是

反而會讓小人當道呢？」面對社會上不講公義的情況，如果我們只是轉彎、退開，看似縱容不厚

道、不當得利的小人，但所謂退一步、轉個彎，並非放棄當下，意在爭取時間和空間，累積技巧和

智慧，處理難題更順利、妥當。

　舉例來說，早在二、三十年前有少數人開始倡議反對「核能」，認為核能發電雖可用於民生事

業，若一旦發生意外，對於人民、土地與萬物會造成無法挽救的傷害。但當時講究經濟成長的聲浪

中，反核人士的意見得不到政府官員接納，民眾也不了解核能意外的嚴重性，以致於這群人以抗

議、陳情推動反核都毫無結果。

　就我觀察，這些反核人士就採用「退一步海闊天空」、「轉個彎看待人生」的技巧，當時並未採取非常手段激烈抗爭。他們仍不斷宣

傳、舉辦遊行來宣揚理念，與國外反核人士交流核安課題吸收新知，加強人脈累積更多社會資源。他們常年的努力，表面看似退一步、轉

個彎，實則奠定反核根基。2013年3月9日，日本福島核災屆滿兩周年前夕，登高一呼，引領臺灣社會展露跨越政治意識的新社會公民運

動。

　我們設想一下，在二、三十年前的社會運動中，這些熱心人士若不能以理智面對冷酷的社會反應，採取退一步、轉個身的方式，可能會

悲壯地以視死如歸的態度，採取暴力、激烈的社會運動方式，結果反而會折損他們的組織能力，不為社會大眾接受，也不能繼續累積他們

的熱情、知識、反核的能力，更不可能像今天這樣帶動臺灣的新社會運動。

　從反核運動經歷種種困難來對照個人生活，人生要面對的挫折與不公平亦不在少數，倘若對此產生過度生氣、憂鬱、焦慮不安的激烈情

緒反應，都會直接影響到面對困境時的看法及行為反應。臨床上不時有個案述說過去對兄弟姐妹生氣、動粗，或看不慣孩子行為而打罵，

如今心生悔意，當初過意不去的事件並沒想像中嚴重。若不能轉個方向看人生場景，就像走在單向稜線上，非把對方推開才能向前走，這

樣狹路相逢的推擠容易讓人喪失理智判斷，造成終生遺憾。

　從精神樂活觀點來看，我鼓勵每個人在生活中實踐「退一步海闊天空」、「轉個彎看待人生」的心腦操練工夫。樂活的英文是「living of

happiness and sustainability（LOHAS）」，精神樂活就是人在精神層面上，縱然歷經種種困境，仍能持續保有幸福、快樂這些正面感

受。面對人生挫折或變動時，如果沒經過觀察、思索，就容易忽略細節，若只用舊有的觀念理解當前的困境，結果用老套、不合宜的方式

處理，就只會徒增困擾，無法獲取人生的歷練。若能將心情冷靜下來，對困境有真實的掌握，於自己能力或可用資源的範圍內可解決的，

經過用心處理，就可以順利化解，並且獲得新的經驗。

　至於面對自己能力及可用資源不能解決的問題，雖然心理感到折磨、痛苦，但也不能像飛蛾撲火似地向前衝，造成自己及對方的嚴重傷

害、損失，使困難更加複雜。這種情況最好先沉住氣、平靜心情讓思緒清晰，多給自己一些時間去收集相關資訊，並請教可信任的相關人

士意見。如此，雖然問題仍橫亙在眼前，對每天的生活造成一些負擔，但自己還能維繫日常生活、工作與家庭親友。經過一段時日後，困

境可能也有所轉機，發揮累積的個人能力與可用資源，就能適當地解決。

　不過人生中，往往有些事不是透過努力就一定能解決。假使遇到無法解決的問題，由於自己對此有更多的了解，更有信心與智慧去掌握

困難的情境，能體會問題雖不能解決，但日子難過也照樣會過去，達到勇敢度過困境的境界。

　綜合來說，「退一步海闊天空」、「轉個彎看待人生」並不會促發社會的不公平、不正義，也不至於造成小人當道的場景。它讓我們在

轉個彎產生另一種看法，用心平衡情緒，積極累積知識，也一步一步地重整可用的資源，去發掘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即使問題不能解

決，也可以平安地渡過人生旅途中的困境。要達到精神樂活，每個人都需要學習這種心腦操練的功夫。

 

 更多胡海國教授【腦與生活】系列文章  

   
   
   

【人｜物｜寫｜真】精神樂活的實踐者

專訪自然體驗教室講師王年祥大哥

　「大家一起聚集起來呼個口號，我喊『LOHAS』，大家就比出勝利的手勢喊『YA！』」每次有他的活動，總少不了這樣元氣滿滿的吆

喝聲。他，是王年祥大哥，除了是臺北精健家族的一份子，更是精神健康自然體驗教室的講師。

http://brainlohas.pixnet.net/blog


 

 

　回想起自己第一次與精神健康基金會結緣的契機，就在2010年年底，從報紙上看到

精健會於臺北市圖總館舉辦精神健康嘉年華，因為家住附近，趁著地利之便就來參加活

動。活動當天參加民眾人山人海，現場的座位都坐滿了，索性就坐在走道上觀賞表演，

除了讚嘆各個演出團體精彩豐富的表現外，整場音樂會中傳遞精神健康的元素更是令王

年祥大哥印象深刻。隔年再次參加嘉年華活動後，就決定填寫招募精神健康家族報名

單，想更深入了解精健會的各類活動。

　參加精健家族種子培訓課程後，除了學習簡單、具體可實踐的精神健康技巧外，讓王

年祥大哥最喜愛，就是「精神樂活」這個概念。原來樂活不僅僅是指環保、有機等概

念，更重要的是讓自己的大腦、精神都能夠健康，讓快樂、幸福等正面感受能持續地保有在人的生活中。因此，受到胡海國董事長理念的

感召，基於對植物生態的熱情，在自家住宅庭院重新裝潢、增加採光，布置各式各樣的花草盆栽，讓人與自然可以更密切的相處。王大哥

親密地稱之為「樂活花園」，藉此推廣居家環境綠美化的概念，更讓自己能從日常生活中養成樂活精神，從打造、維護、樂趣中得到心靈

撫慰，也廣邀親朋好友一起分享這塊美好的小天地。

　除此之外，也自告奮勇開辦「精神健康自然體驗教室」，結合個人興趣與精健會的價值做發揮，希望讓精健家族夥伴能從接觸大自然做

起，進而認識、喜愛甚至保護大自然的美好，除了豐富個人內涵，更重視精神樂活的體驗。王年祥大哥謙虛地說，自己的園藝技巧並非科

班出身，但是因為用心投入，打好相關知識基礎，所以過去同事知道後，甚至還會請教他，實踐了普遍級精健道的「對自己用心、對周遭

關懷」，找出自己的幸福源頭。從開辦團隊以來，已經前往臺北市周邊多個生態景點，如富陽自然生態公園、芝山岩、士林官邸公園等，

都可以看見王大哥帶領精健家族們認識植物、體驗生態的足跡。

　王年祥大哥很敬佩精健會在推廣精神健康上所做的努力，提供很多樣化的資源，因此他也盡個人棉薄之力，將生態導覽上的經驗回饋給

精健會，並持續參與各項活動。最喜歡的活動，莫過於「家族回娘家」，透過每個月定期的聚會，可以認識新朋友，一同以提升精神健康

為目標，分享彼此的經驗，每次參與都收穫滿滿，希望未來能與家族夥伴有更密切的互動。因為個人志工經驗豐富，在投入精健會服務的

過程中，更加體悟認到志工服務不應該只為了個人的榮譽或服務後所得的優惠，如此便喪失原本志願服務的精神。他期許自己也樂於分

享，將「不只願意，更是樂意」的志工服務理念散佈給身邊的親朋好友，讓更多認同精神健康理念的民眾加入精健家族的行列，三五成

群、關懷他人，敦厚社區鄰里的幸福感。

王年祥大哥帶領參加精神健康自然體驗教室的家族朋友參觀士林官邸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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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活精神‧心腦操練」優築生命系列講座  

優築生命系列講座特別強調現代人長期忽視的「心腦」觀點，並主張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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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優築生命的意

涵。2013-2014年度，全國各地精健學苑推出多元主題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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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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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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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方式：電話或e-mail報名，活動免費。(02)2327-9938#21、brain010@mhf.org.tw

備註：參與以上活動場次，可核發高中職以下教師研習、公務人員及北市圖終身學習時數

 

　2014/01/11(六)10:00-12:00

　掌握本性，超越限制

【講師】胡海國｜精神健康基金會董事長

　　　　　　　　 臺大醫學院精神科名譽教授

 　2014/02/22(六)10:00-12:00

　心靈健康的提升

【講師】韓德彥｜精神健康基金會會務委員

　　　　　　　　 臺北醫學大學學生輔導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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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brain013@mhf.org.tw

備註：參與以上雲林精神健康學苑活動場次，可核發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2013/12/21(六)14:00-16:00

　狂亂世界中的靜心法－認識正念療法

【講師】李燕蕙｜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副教授

 　2014/01/25(六)14:00-17:00

　片　　名：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

　探討主題：活在當下

【講師】張立人｜雲林精神健康學苑執行長

　　　　　　　　 台北人間診所主治醫師

●嘉義精神健康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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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核發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2013/12/14(六)14:00-16:00

　淺談情緒–情緒管理

【講師】黃敏偉｜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身心醫學科主任

【地點】嘉義市政府文化局1樓演講廳(嘉義市忠孝路275號)

 　2014/01/11(六)14:00-17:00

　片名：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

　探討主題：生命教育

【講師】林琮瀚｜嘉義精神健康學苑副執行長

　　　　　　　　 財團法人民雄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地點】嘉義市政府文化局1樓演講廳(嘉義市忠孝路275號)

 

 

　2014/01/17(五)14:00-17:00

　片名：心靈鑰匙

　探討主題：生命教育

【講師】曾麗娟｜稻江科技管理學院諮商心理學系主任

【地點】嘉義縣人力發展所二樓202階梯教室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二路東段8號)

 　

 

●臺南精神健康學苑

報名方式：電話或e-mail報名，活動免費。(06)595-4188#812 ; judy1136@yahoo.com.tw

※活動異動，請以本期電子報內容為主

 

　2013/12/14(六)10:00-12:00

　再見老樹，老樹再見

【講師】李文雄｜莉莉水果文化館館長

　　　　　　　　 老樹節促進會代表

【地點】臺南市立圖書館3樓視聽室(臺南市公園北路3號)

 　2013/12/07(六)10:00-12:00

　腦發展教育與精神健康

【講師】郭乃文｜成功大學行為醫學研究所教授

　　　　　　　　 精神健康基金會精健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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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精神健康學苑

活動地點：迦樂醫院7樓國際會議廳(屏東縣新埤鄉箕湖村進化路12-200號)

報名方式：電話或e-mail報名，活動免費。(08)798-1511#814；calopsy@ms41.hinet.net

主辦單位：屏東精神健康學苑、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

協辦單位：迦樂醫療財團法人迦樂醫院

 

　2013/12/21(六)10:00-12:00

　酒精與精神疾病

【講師】許勝豪｜迦樂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金門精神健康學苑

報名方式：免費自由入場

主辦單位：金門縣衛生局、國立金門高中、國立金門農工職校、金門精健之友會、金門精神健康學苑、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

協辦單位：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備註：參與以上金門精神健康學苑活動場次，可核發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2013/12/18(三)13:10-14:45

　男腦、女腦大不同–淺談兩性關係

【講師】韓德彥｜精神健康基金會會務委員

　　　　　　　　 臺北醫學大學學生輔導中心主任

【地點】金門農工職校大禮堂(金門縣金湖鎮復興路1-11號) 

 　2014/01/18(六)14:10-16:45

　電影賞析-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

【講師】吳阿瑾｜金門精神健康學苑執行長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精神科主任

【地點】金門高中大禮堂(金門縣金城鎮光前路94號)

 

   
   

 ●新竹精神健康推廣活動–「樂活精神．堆疊幸福」電影賞析暨專家演講  

 

活動地點：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2樓視聽室 (新竹市武昌街110號)

報名方式：活動免費，每場限額55位，請電洽(02)2327-9938#13，或e-mail至brain013@mhf.org.tw報名。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 
協辦單位：社團法人新竹市精神健康協會、呂學樟立委新竹服務處 

備註：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部分補助

 

　2013/12/14(六)14:00-16:00
　永遠在學習中的腦

【講師】曾志朗｜中央研究院院士

　　　　　　　　 精神健康基金會顧問

 

 

   
 

【精華摘錄】腦科學與精神健康講座：大腦樂活運動會

 運動與神經可塑性  

2013.09.07

●主講：李立仁(臺灣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副教授)

　洪聰敏教授曾擔任2012年奧運運動科學心理組召集人，扮演運動員心理支援者的

角色，讓選手在強大的壓力之下，還可以在奧運競技場上保持一定的表現水準。

「成功的人一開始並不知道自己會成功。」洪教授希望大家能夠找到專屬自己一套

面對壓力的方式，用運動塑造你的人生，持續達成目標。

　人接收新資訊時可分為「知道、意圖、行動、習慣」四個階段，從意圖銜接行動

是最困難的步驟。我們知道每天運動三十分鐘對身體有益，也有意圖執行，但生活

中人們常找藉口不去行動，就無法變成習慣。從生理來看，大腦神經元是形成行動

和習慣的重要細胞，若不經常刺激特定神經迴路連結，行為無法長久表現，就不會

變成習慣。此外，從心理層面來看，人處理事情時都會對自己有所要求，如果可用

資源與要求有落差，或得知事情沒做好有嚴重後果，就會形成壓力，造成身體弱

化、行為退縮、認知與心情悲觀等負面作用。但壓力也有正面效果，例如可提高動力、發揮潛能，產生競爭優勢等。抗壓能力好的人，

更容易超越別人。

　面對問題時，焦慮與期待只有一線之隔，出現哪種情緒取決於對事情的準備程度。正確的態度決定抗壓能力的深度，良好的行為決定



抗壓資源的廣度，面臨任何情況都當成是一個遊戲舞台，認真在這舞台上玩遊戲，將會豐富你的人生經驗。從飲食、作息、情緒和運動

四方面著手，強化身體機能，養成一次進步一小步就足夠的觀念，讓自己有成就感，提昇自尊，產生良性循環。

　洪教授闡述，運動可以解除壓力帶來的思考抑制作用、改變觀點與思考。而運動本身也是種壓力，可促使身體過度補償，為未來的壓

力做準備。將運動樂趣化，找尋回饋自己的方式，並讓身體有時間適應、避免突然劇烈運動，可強化生理。心理強化上，增進多元生活

經驗，拓展視野。人際上，發掘人性正面，稱讚他人優點，滿足人期待受肯定的需求；多參與互動性運動，增加人際接觸。「困難讓你

淘汰競爭對手，越困難的事情讓我們成為少數供給方。」將困難視為挑戰，跨越之後，人生將可推向更高的境界。

 

運動養生也養腦－養生保健與腦科學的對話

 

2013.10.26

●主講：林怜利(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運動健康與休閒系副教授)

　運動可以改造我們的大腦，你能想像嗎？此處的運動，包含自己主動與被動式的

運動，對於臥床或行動不便的人，就可以採取被動式運動療法。運動，還可以刺激

腦內的神經傳導物質，如血清素、多巴胺的分泌，使我們感到精神愉快，同時也幫

助學習與記憶等等。運動與腦科學的關係實在密不可分，藉由運動，不只能促進身

體健康，更對精神健康有所裨益。

　運動改造大腦有其科學根據。美國曾進行「零時體育課（Zero Hour PE）」的研

究，零時體育課是學生上課前，先從事有氧運動，並監測心跳，確保達到足夠強

度。長期觀察下來，研究員發現從事零時體育課的學生，相較於沒有零時體育課的

學生，成績有明顯的進步；除此之外，進行零時體育課的學校，在一年後「留校察

看的累積時數」較對照組顯著降低；所以運動的確可以改造大腦，可提升專注力、學習效率，也能改變人的行為，使我們的學業、工作

表現更好。對照臺灣重視學科的文化下，體育課往往淪為「主科」借課（有借無還）的目標。美國已經開始推動零時體育課的制度，對

於增進學童的學習成效，我們是否應摒棄「主科文化」的思想，以增加運動量的方式，使我們青少年的健康以及學習成效共同提升？

　除了國外的研究，林怜利教授也著手實驗，讓他的學生和其患有帕金森氏症的祖母一起進行運動治療，項目包含舉手、用手打垂釣在

天花板的羽球等，並確實記錄每天的運動狀況。幾個月後，學生原本因腦性麻痺而總是垂著的頭，肌力改善後，已經可以轉頭向現場觀

眾打招呼；也觀察到祖母到病情減緩惡化的趨勢。

　林怜利教授演講時，也帶領現場觀眾進行坐在椅子上就可進行的運動，如抬抬腳、活動肩膀等，大家紛紛表示身心舒暢許多。然而運

動時需注意強度，過強的運動反而會導致運動傷害。建議運動強度達到「最大心跳率」即可，最大心跳率計算方式為（220－年齡）×

0.7，林教授提醒現場民眾下次運動時，不妨留意自己的心跳，調整強度，才能在促進健康的同時也避免運動傷害。一個運動循環最為

適宜的次數為重複六次，且不宜勉強自己，應在身體的肌肉、關節可負荷範圍內，讓運動部位帶動全身。此外，林教授還推廣結合穴道

按摩的小運動，與舒緩五十肩的簡易復健方法讓現場觀眾嘗試。

　俗話說：「要活就要動。」運動，不只能鍛鍊肌肉、強化心肺功能，它在我們精神層面的健康、工作成效等都有許多益處。所以，別

再說自己不方便運動了，只要有心，從小小的運動開始，人人都可以透過運動，提升我們的身體與精神健康！

 

   

   

  

您加入精神健康家族了嗎？

加入家族，您可以…

˙定時獲取精神健康活動訊息，隨時補充新知、增廣見聞。

‧結交活出亮麗人生的朋友，感受溫暖的歸屬感，並懂得照顧自己及關懷他人的精神健康。

‧參與精健家族成長三階段培訓課程，投入志工服務，豐富精采人生！

精神健康家族培訓活動

　 針對不同學習階段的精神健康家族：首先歡迎您註冊加入精健家族。之後，您可參加精健家族種子培訓課程及授證，於生活中實踐

並體驗精健道；種子培訓時間請參閱下表。

您行動了嗎？

　完成種子培訓課程後，為了在日常生活中落實體驗精健道，我們特別設計了「666行動方案」，包含參與精健樂活讀書會6小時、精

神健康講座6小時，及精健服務6小時，讓您有機會進一步與社會產生溫暖連結，往精健行動家邁進。關於「666行動方案」，詳細資

訊歡迎您與本會連繫。



 

　　

 

臺北精神健康學苑－2013社區精神健康家族種子培訓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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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1(六)10:00-12:00

　精健道入門

【講師】呂宜瑋｜精神健康基金會執行秘書兼辦公室主任

 

臺南精神健康學苑－2014社區精神健康家族種子培訓坊

‧活動報名：電話報名，活動免費，歡迎踴躍參加。

‧活動洽詢：(06)595-4188#812李小姐

 

　2014/1/18(六)14:00-16:00

　精神健康種子課程–精健道

【講師】林界男｜臺南精神健康學苑苑務委員

　　　　　　　　 心田診所院長

【地點】臺南市立圖書館3樓視聽室(臺南市公園北路3號) 

 　2014/1/4(六)10:00-12:00

　精神健康種子課程–精健道

【講師】顏世卿｜臺南精神健康學苑苑務委員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神經內科主任

【地點】金門高中大禮堂(金門縣金城鎮光前路94號)

 

 

 

 

精神健康家族團隊開課訊息

上課地點：臺北精神健康學苑(臺北市寧波西街3號2樓)

本會開設合唱團、生活氣功班、單人創作舞、毛線手作

屋、心靈彩繪班、精健滿溢讀書會、正向心理學讀書

會、精神健康攝錄影班、精神健康自然體驗教室、精神

健康生活花苑班等，詳洽精神健康基金會網站

http://www.mhf.org.tw/或電洽(02)2327-9938#17

 

精神健康中國結班

上課時間：2013年12月，隔週週五13:30-15:30，

　　　　　共10堂(達5人開班)

指導老師：林秀枝老師

報名費用：300元(不含材料費用)

洽詢電話：(02)2327-9938#13

 

   
   

精神健康教材，歡迎認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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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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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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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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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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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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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