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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健家族攜手共進 精神樂活利己利人
　精神健康基金會感謝各界的認同與協助，回首2013年，我們將目標放在精神健康家族的深耕與發展，搭配各類型的精神健康推廣活

動，持續畫下嶄新的一頁。其一、於全國各地設立精神健康學苑與推廣。2013年1月27日金門精神健康學苑正式成立與運作，並於新北

市、新竹、苗栗、南投等地結合當地組織，共同為精健道拓展而努力；其二、以各地精健家族為基礎進行拓展與培訓，對內籌辦全國精

健學苑領航員、各地學苑種子精健家族培訓、定期召開領航團會議、自組精健道讀書會，對外與新北市銀髮族協會合辦培訓、參與各類

志工博覽活動，盼能深化精神健康理念於家族夥伴，並以利己利人的精神，引領更多人體驗精神樂活；其三、以「腦的美麗境界」腦科

學教育展為主題，於台北、新竹、台中、嘉義、高雄等地巡迴展出，總計14場次逾16,000人次；其四、以各類講座、影展、宣傳管道推

廣活動，如優築生命教室講座、智慧巡禮講座、精神樂活影展、精神健康論壇、心靈座標會訊、電子報與網站等，引發民眾興趣進而探

求精神健康之道。

　展望新年，精神健康基金會將持續耕耘精健家族夥伴的成長與發展，期盼各位朋友透過參與精健活動，與我們結緣成為「有緣/隨喜家

族」；有意進一步瞭解精神樂活而留下聯絡方式的朋友成為「註冊家族」；有意提升個人精神健康可參加【精健道入門】培訓，萌芽成

為「種子精健家族」；透過聆聽講座、服務學習、自組讀書會研讀精健道，付諸實踐而成為「行動精健家族」；最終，為體現自助助人

的精神，參與領航精健家族工作坊，成為「領航精健家族」。「領航精健家族」扮演在社會中引領家族夥伴邁向精神樂活的關鍵角色，

發揮創意與行動力推廣精健道，帶領各層次的精健家族集合團，在腦力可操練與承受的範圍下，學習「心腦操練」，創造自身與社會的

價值，提昇台灣幸福度。「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期許未來在精神健康之道上，能與更多志同道合的夥伴一同投入精神健康、樂

活精神的推廣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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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幸福精神健康嘉年華】歡喜腦 Here and Now

　精神健康基金會成立已十二年！於12/14台灣精神健康日舉辦「2013幸福精神健康嘉年華–歡喜腦 Here and Now」，「幸福」是抽象

的概念，透過「心腦操練」實踐「精神樂活」的生活方式，是本會胡海國董事長所倡導的核心理念。嘉年華由精神健康單人創作舞班的

婀娜舞姿揭開序幕；「男版夜后」朱育陞用吟唱歌劇曲目展現假聲高音實力；魔術師王海以華麗的舞台魅力讓觀眾如癡如醉；景美女中

舞風社的表演令人耳目一新、石涵萱嘹亮的歌喉驚豔全場；峰迴路轉，新樂國樂團以「新鴛鴦蝴蝶夢」等歌呈現傳統樂器的新風貌；鋼

琴家蘇敬涵的精湛演奏令人屏息傾聽；終場精神健康合唱團與眾人齊聲合唱精神健康基金會的會歌，感謝在場各位合作單位與家族夥伴

一年來的辛勞，盼望未來攜手共同努力邁進。

 

   

  

 

活出自己的一片天–養兒防老一場夢？

　隨著時代演變，傳統的「養兒防老」觀念也面臨挑戰。臨床工作中接觸的案例，除了傳統的婆媳

相處問題外，也有不少人會埋怨子女對自己不理不睬。這類個案通常是60至70歲左右、具傳統價值

觀念的族群，他們一輩子辛勤工作養家活口，對上要孝敬、奉養父母，對子女也照顧得無微不至，

尤其對子女的付出更是不計代價，最後卻落到滿腹苦水。

　有位個案，是近70歲的婦人，丈夫意外過世後，兒女因遺產分配而產生家庭紛爭，導致婦人出現

睡眠障礙的問題，抱怨頭暈、腸胃不舒服等身體不適，對子女不斷訴苦與嘮叨，女兒陪著她到處求

醫都檢查未果，最後勉強同意到精神科看診。經過會談後，逐漸透露在丈夫過世後，媳婦對自己冷

言冷語、兒子不理不睬、女兒處處批評她，讓她自覺一無是處，對子女感到失望和氣憤。好像過往

美滿的家庭生活，隨著丈夫去世一切成空。

　治療中，婦人開始可以輕鬆地描述丈夫在世時的美滿家庭場景。雖然夫妻兩人嗜好不同，丈夫喜好動態活動，婦人則喜歡靜態的活動，

但並未影響家庭的溫暖。過去她也喜歡跟老同學、朋友參加活動、加入社團、聽音樂會，尤其喜歡田園交響樂之類的曲目。雖然現在仍喜

歡這些音樂，但反而會勾起對美滿家庭破碎的感傷情懷。

　從精神樂活的觀點來看，顯然婦人對兒女的期待完全落空，兒女對其不禮貌、不關心的言行，令她受創極深。丈夫過世也讓她失去家庭

重心，原來經營家庭的能力似乎瓦解，無法在家庭中維持主導的地位。其實，上了年紀的父母輩長者，面對已成家的兒女時，需要設法了

解他們的生活態度與方式。透過了解，就可以重新學習讓自己樂活的方式，擁有健康的生活態度與習慣，活出自己的一片天。

就心腦操練的觀點，我有幾點建議可以做為參考：

　(1)如前文提及的婦人，她喜歡田園交響樂，我就引導她從自己熟悉的音樂，也就是過去的生活內容，作為延續過去生活習慣及態度的基

礎。雖然家庭發生變故，但仍可與過去的同學朋友在一起感受三五成群的生活樂趣，也可以重新參加過去習慣的團體活動，或與好友一同

組團旅遊。

　(2)有前述困境的人，要有效地面對人生的失落和不安的感覺。因為失落和不安產生身體不適的症狀，除了做常規的內科、家庭醫學科檢

查外，也要安排精神科或心身醫學科門診，以利處理、改善這些不良的心理壓力反應，與連帶產生的種種身體不適。症狀嚴重時，精神科

 



 

醫師可能會開一些抗焦慮或抗憂鬱藥物做短期治療，以減輕使個案痛苦不堪的身體症狀。

　(3)身體症狀改善後，不能、也不必長期服用精神科藥物。建議個案學習一套足定氣靜的操練法，增加身體與心境的放鬆與舒坦，使身心

能有效耐受家庭變故後引起的內在不安感。

　(4)建議面臨此類變故的朋友能試著去了解子女在新時代中的生活觀，以及現代社會中的緊湊步調與生活壓力。現代媳婦通常需身兼二

職，既要照顧家庭子女，又得工作養家，生活上的壓力也是相當的沉重，腦力顯然不夠用，要每天心平氣和地對待公婆，有其難度。而且

新時代子女講究獨立、自我負責，成家後也如此要求他們的子女，或許對父母也這樣期待。若能基於理解，如案例這類年長為人父母者，

能夠開展自己家庭之外的活動，逐步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圈，活出自己的一片天，當兒女家庭需要特別的協助或幫忙時，就可以適時地關

心，提供必要的建議與協助。如此就能培養上下輩互相了解、支持，同時各自能獨立安排生活及活動的相處模式。當家中有特別節慶，大

家可以幸福地歡聚一堂，不會因為一直失落哀怨，破壞了本來可以發展的新的家庭氣氛。

　 由於時代的變遷，社會結構改變與觀念的變化，因此成年兒女在現代生活步調中，容易腦力不夠用。已成家的兒女輩與年紀漸長、不必

再對原來家庭負責的父母輩，需要重新建立兩代間新的家庭氣氛與互動模式。為人父母的長輩可以活出自己的一片天，也讓已成家的兒女

可以好好利用自己的時間，構建樂活的精神。如此一來，既有的親情，在新的家庭結構與功能、家庭成員互動模式下，得以滋長。這應該

是現代台灣社會成年人，值得學習的人生課題。

 更多胡海國教授【腦與生活】系列文章  

   
   
   

 

【活｜動｜花｜絮】領航成群、深耕社區–三重地區「腦的美麗境界」展推廣之我見

領航精健家族暨腦展總召集人  陳玉庭

　去年10月「腦的美麗境界」腦科學教育社區展籌辦是領航精健家族投入鄰里關懷的啟

航，透過與三重區敦親睦鄰協會的合作，使展覽如期於三重老人文康活動中心舉辦。從9月

初到區公所申請場地，到活動前一天的會場佈置，中間經過場地勘查、活動內容規劃、導

覽志工培訓及活動前的場地佈置，都是領航精健家族大家群策群力參與完成。其流程及注

意事項說明如下：

1. 1.　申請場地：開始規劃活動時，先與精神健康基金會共同研擬展覽企劃書的撰寫，完成

企劃書後，送至三重區公所申請場地舉辦腦展活動。場地以開放空間大，可方便掛展覽掛

軸為佳，可與地方組織洽談合辦，團結力量大，媒合各類資源、尋求公益場地租用。最好

在活動前一個月申請到場地，以利後續作業。

2. 場地勘查：感謝王清香副團長開車載家族夥伴們前去場勘。大家依據活動現場拍下的場勘照片，於領航團會議中分配工作及規劃

當天的活動。其中，要注意現場如何陳列展覽掛軸與動線安排。

3. 活動內容規劃：將勘查後照相的場地圖做成簡報，於領航團會議中提出活動內容規劃，領航團員們集思廣益來討論佈展細節，並

於展期前規劃導覽志工培訓。其中，要注意如何依投入的家族夥伴適才適所地分配工作。

4. 導覽志工培訓：決定培訓日期後，便分配展覽各區負責主講的領航團人選，「認識身體最高指揮官–頭腦」為梁家綺團長、「用腦

體驗世界–精神功能ABC」為蘇秀俐精健家族志工、「當頭腦生病時–精神疾病與腦」為吳仙里領航員、「寶貝我的頭腦」為陳玉

庭領航員、「失智症」展覽掛軸為孟繁敏領航員。導覽志工培訓，就是發揮領航精健家族平時對腦科學和精健道所累積的實力。除

了為合辦單位有興趣的志工授課導覽外，也以身作則為其他精健家族志工示範了導覽的豐富內涵。

5. 佈置場地：活動前一天，集合大夥在展覽地點，由場佈組組長劉祺祥帶領佈置掛軸、安排講座座位與測試硬體設備。在大家的協

助之下，領航精健家族也充分展現效率，一幅幅展覽掛軸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陳列。

　活動當天展現家族自主性，安排簽到、分配座位、引導入場等不假他人。下午利用空檔大家聚在一起觀賞失智症影片「憶不容遲」，更互相討論現

場導覽的技巧。雖然下午時段民眾入場參觀不多，但家族成員都嚴陣以待，仔細對參觀民眾導覽每一幅掛軸，讓民眾對腦科學及保養頭腦的概念印象

深刻。這次啟航仍有許多地方有待加強，但看到領航家族的熱心投入，讓這一路以來的辛苦多了一份感動。

　若要長期深耕社區精神健康之道的推廣，以下是我個人的建議及心得：

※在社區方面：對社區居民來說，腦科學及精神健康之道不是一朝一夕便可了解，若要深耕，需於社區定期巡迴、定點舉辦常態性展覽

活動，成果才會逐漸發酵。

※在領航團志工方面：若要配合社區腦展活動，平日便需有計畫加強內部的導覽培訓，除了必備的腦科學及精神健康之道專業知識外，

還要加強對專業知識的說明能力與社區民眾互動的傾聽能力。這些都是要長期以討論或讀書會的形式來累積。

※志工個人認知方面：精神樂活與腦科學是基金會推廣的主軸，其主要目的是讓社區居民了解這些知識之後，能夠自發地調整日常生活

作息來保養頭腦，進一步由精健道中來體悟觀念的調整。這些意義和樂趣若不具備，志工只是當作「應該做的事」而不是「想要做的

事」，就會感到乏味，也無法體會籌辦每一場活動的過程中自己的收穫和成長。如同哈佛大學正向心理學教授塔爾．班夏哈(Tal Ben-

Shahar)所言：「我們在追求有樂趣也有意義，又能同時照顧到現在和未來利益的目標時，正是在『活用』時間而非『消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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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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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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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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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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5(六)10:00-12:00

　保養頭腦免除煩惱

【講師】湯華盛｜精神健康基金會腦科學教育組召集人暨會務委員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精神科主治醫師兼醫務長

 

●雲林精神健康學苑

活動地點：雲林精神健康學苑（雲林縣斗六市民生南路6號，田納西書店3F演講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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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2(六)14:00-16:00

　舞蹈與紓壓–自我探索與蛻變

【講師】黃勺寧｜雲林精神健康學苑副執行長

　　　　　　　　 藝風舞詩團長

 　03/29(六)14:00-17:00

　片　　名：被遺忘的時光

　探討主題：失智症介紹

【講師】李松泰｜臺大醫院雲林分院精神醫學部社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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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8(六)14:00-16:00

　幸福的泉源–心腦操練系列

【講師】吳光名｜嘉義精神健康學苑執行長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授

【地點】嘉義市政府文化局1樓演講廳(嘉義市忠孝路275號)

 　03/08(六)14:00-17:00

　片　　名：舞動人生

　探討主題：正向思考

【講師】丁建谷｜嘉義市臨床心理師公會理事長

【地點】嘉義市政府文化局1樓演講廳(嘉義市忠孝路275號)

 

 

　02/21(五)14:00-16:00

　永遠在學習的腦–腦科學知識

【講師】曾志朗｜精神健康基金會顧問

　　　　　　　　 中央研究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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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4(五)14:00-17:00

　片　　名：被遺忘的時光

　探討主題：失智症

【講師】黎世宏｜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精神部行政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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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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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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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5(六)10:00-12:00

　人生旅途 三五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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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臺南市立圖書館3樓視聽室(臺南市公園北路3號)

 　03/15(六)10:00-12:00

　如何跟孩子有效溝通

【講師】林明宏｜台南市美好基督教會牧師

【地點】臺南市立圖書館3樓視聽室(臺南市公園北路3號)

 

 

　03/01(六)10:00-12:00

　如何跟孩子有效溝通

【講師】林明宏｜台南市美好基督教會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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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地點：高雄市立凱旋醫院凱旋廳(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0號)

報名方式：電話報名，活動免費。0932-725-506蔡先生

主辦單位：高雄精神健康學苑、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

協辦單位：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02/12(三)13:30-15:30

　接住孩子的青春變化球

【講師】陳美儒｜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教師

　　　　　　　　 兩性專欄作家、青少年心理親子教育家

●花東精神健康學苑

活動地點：花蓮慈濟醫院前棟大愛2樓第一會議室(花蓮市中央路三段707號)

報名方式：免費預約(03)856-1825#3354、2060莊小姐、傳真(03)857-8252、kiki@tzuchi.com.tw

主辦單位：花蓮慈濟醫院精神醫學部、花東精神健康學苑、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

備註：需先預約，限額30位

 

　02/12(三)18:30-19:30

　我失眠，何時該求醫？

【講師】陳紹祖｜花蓮慈濟醫院一般精神科主任

 　03/12(三)18:30-19:30

　我失眠，該如何求醫？

【講師】陳紹祖｜花蓮慈濟醫院一般精神科主任

 

   
   

 
●2014「腦的美麗境界」腦科學教育巡迴展

　高雄地區–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特展
 

 

活動洽詢：0932-725-506蔡先生

‧「腦的美麗境界」腦科學教育巡迴展

　展覽期間：03/03(一)-03/14(五)10:00-16:00
　展覽地點：雄中藝廊(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50號，圖書館B1)

‧導覽志工培訓
　培訓時間：02/26(三)09:30-12:30

　培訓地點：雄中藝廊

 

　03/13(四)09:30-11:30

　優質睡眠

【講師】陳正宗｜高雄精健之友會會長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院長

【地點】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家長會讀書會演奏廳

 

 

●2014「腦的美麗境界」腦科學教育巡迴展

苗栗地區–苗北藝文中心特展
 



活動洽詢：037-612669*522 鄭小姐、037-690846 吳小姐

‧「腦的美麗境界」腦科學教育巡迴展

　展覽期間：03/08(六)-03/23(日)09:00-17:00，週一休館
　展覽地點：苗北藝文中心地下藝廊(苗栗縣竹南鎮公園路206號)

‧導覽志工培訓
　培訓時間：03/07(五)10:30-17:00

　培訓地點：苗北藝文中心B1視聽室

 

　03/08(六)14:00-16:00

　人生旅途 三五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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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苗北藝文中心B1視聽室

 　03/15(六)14:00-16:00

　如何跟孩子有效溝通

【講師】郭乃文｜成功大學行為醫學研究所副教授

　　　　　　　　 精神健康基金會精健之友

【地點】苗北藝文中心B1視聽室

 

   
 

【精華摘錄】「樂活精神‧心腦操練」優築生命系列講座

 幸福美滿婚姻的幾件事  

2013.10.19

●主講：林明宏(台南美好基督教會牧師)

　

「人生大事『婚姻』，有順遂也會有波折，不是白雪公主配上白馬王子，就可以幸

福一輩子。」林明宏牧師如是說，過去父母親結婚的年代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

婚姻就是彼此用一生走過一輩子，視為命運的安排。反觀當今世代自由戀愛普及，

婚姻中應努力維繫感情的本質卻愈受忽視。目前台灣高離婚率與低出生率的影響，

將會是未來我們每個人都得面對並處理的社會問題。

　 婚姻的價值，在於雙方用一生一世相伴的態度維繫感情。很多時下的年輕人都

有想結婚的念頭，觀念裡卻不看重婚姻。婚姻的經營要透過兩人共同努力，別想說

離婚後再找「對的人」結婚就好，但誰知道對的人在哪呢？時間久了、心態急了，

婚姻擇偶標準逐漸下降，反而讓婚姻的價值在內心中貶值。「每對戀人都該好好珍惜已經擁有的」，林牧師也從自身經驗出發，提供幾

點如何努力朝向幸福美滿婚姻的小撇步。

　首先，要用配偶接受的方式來表達愛。送禮物要送到人心坎裡，貼近對方需要就是最好的禮物；彼此間也要多肢體接觸，傳遞彼此情

感。甚至，每天早上都以肯定的言語，存進配偶的「情感銀行」。洗碗、洗衣服不是妻子的義務，一直付出，感情就會枯竭。對其付出

表達肯定與感謝，例如上班前在冰箱貼個紙條「親愛的，晚餐好好吃，辛苦你了，謝謝你」，就能讓妻子感到安慰與成就感，無形中增

加彼此情感存摺的厚度。此外，善待你的配偶。兩人帶著恩慈的心敬重彼此，待對方像待自己一樣，關心對方勝過關心自己。心中始終

相信配偶是出於善意，不要互相挑釁，講話才不會有壓力。「他做的、想的，都是為你而好。」互相信任，才能持續架構美好的婚姻。

　當然在婚姻也未必一帆風順，面對可能的風雨，仰賴雙方共同預防與解決，度過困境，當作心腦操練的生命素材，更能讓婚姻圓融完

滿。不要拿自己的婚姻與別人的相比，我們常不自覺地跟別人比較，但這只會讓自己感到委屈或不幸福。也不要將配偶視為理所當然，

多體諒與重新回顧彼此，終究會再次看見對方的優點，了解自己擁有的是獨一無二的「另一半」。謹慎言語說帶有生命力的話，說得好

不如說得巧，多用肯定的語言，以互相鼓勵的態度相處。假使遇到爭執，共同面對問題，當天解決和好後才上床睡覺，不要同床異夢，

「無論如何都要溝通，不溝通是最差的溝通。」最後，林牧師鼓勵已婚或即將進入婚姻的朋友，愛是一個很美好的禮物，抱著無條件去

愛對方的心，享受婚姻帶給彼此的幸福滋味；上述幾點建議，也適用與親友間的相處之道，在三五成群中更能彼此同享精神樂活！

 

人生旅途 三五成群

2013.11.16

●主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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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旅途 三五成群」主要闡述人際歸屬感搭配個人的心腦操練，如何增加大腦的耐受力，常保精神樂活。胡教授先以孩童遭受家

長、大人虐殺、殘害的新聞與統計數據為例，強調事件的發生並非偶然，而是經過長期的醞釀而引爆。須關心的是，在發生不幸之前，

施虐者遭遇哪些衝擊與挫折？使其處理事情的腦力耐受不足，最終在生氣、憤怒、絕望的狀態走上不歸路。



 

　通常在不幸事件發生前，這些施虐者已經有一長段時間處在孤單無助的狀態下，

自己把門關起來，成為孤島現象的受害者，情緒找不到出口，愈加鑽牛角尖。當腦

力的智性運作被排山倒海的情緒反應覆蓋，無法用理性分析與掌握狀況，結果就把

憤怒的情緒轉移到小孩身上，成為父母、大人在腦力不濟、喪失理性下衝動性傷害

行為的代罪羔羊。如果當事者能從另一種角度看待事情，或離開當下的環境，由於

神經傳導速度就在毫秒之間，縱使只是短暫片刻，就能避開情緒巨浪的襲擊與衝動

性反應，藉此恢復腦力的彈性。

　首先，建議每個人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心腦操練，培養樂活精神。若把人生

看過一張座標圖，Y軸是種種變動的環境，X軸是個人的狀態，要讓自己在腦海中

有地圖的概念，參考座標了解處境，依循環境做出不同的選擇。學習在生活變動

中，隨時重新審視、覺知自己的生活，依個人腦力所及，逐步從事具建設性的生活調整與改變，尋找個人在現實生活環境中的新定位，

努力生活，累積成就感與自信心，朝著正向情緒的快樂方向航行。把遭遇到的種種挑戰視為生活的營養品，克服後，就像人生已度過萬

重山，感到圓融自在。若能從苦海與樂海中都能擷取經驗，豐富人生，就是精神樂活。

　另外，也提倡三五成群的重要，除了親友陪伴，更歡迎加入精健家族，彼此關懷、扶持與鼓勵，凝聚歸屬感，並與夥伴一同成長，一

齊心腦操練與茁壯。從案例觀之，若當事人在衝動情緒累積的過程中，有親友可以幫忙疏導；或讓他們在苦海浮沉中抓到一塊浮木，找

到希望；或適時地提供另一種思考方向，幫忙他們心念轉向，或許就能避免不幸發生。即便在親友共同承擔與協助下，其困境仍在，若

及時協助他尋求專業機構之協助，都有助益。為了讓現場觀眾體會三五成群，胡教授鼓勵在座的家族民眾們，大家左右互相認識，精健

家族林瓊姿女士更主動帶領大家自我介紹與表達友善的開場白，現場歡笑聲不斷。胡教授鼓勵大家善用心腦操練、三五成群，「大家有

責任自己樂活，也讓身邊的人也一起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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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參加種子精健家族訓課程及授證，於生活中實踐並

體驗精健道；種子精健家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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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行動精健家族邁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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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種子精神健康家族培訓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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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徽章及授證證書)

 

　02/27(四)14:00-16:00

　精健道入門

【講師】陳玉庭｜領航精神健康家族

 　03/27(四)19:00-21:00

　精健道入門

【講師】王慧玲｜領航精神健康家族團副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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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8(六)14:00-16:00

　精神健康種子課程–一股腦兒全知道

 

 



 

 【講師】歐陽文貞｜臺南精神健康學苑執行長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高年精神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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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精神健康學苑籌備處－2014社區精神健康家族種子培訓坊

※活動異動，請以本期電子報內容為主

‧活動地點：耶斯列會議中心(中興新村光華路100號2樓)

‧報名方式：電話或e-mail報名，活動免費。0975-793-025、amaiw2001@yahoo.com.tw陳社工師

‧主辦單位：南投精神健康學苑籌備處、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

 

　03/22(六)14:00-16:00

　精健道入門

【講師】呂宜瑋｜精神健康基金會辦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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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健康攝錄影班

開課時間：2014年02月20日，每月週四19:00-21:00，

上課時間：2/20、3/20、4/17、5/15、6/19、7/17

指導老師：李惠玲老師

報名費用：300元(自備相機)

洽詢電話：(02)2327-9938#15

 
精神健康中國結班

上課時間：2014年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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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向心理學讀書會 
活動時間：【第二期】2/11(二)-4/22(二)，隔週週二早上

09:45-11:45
活動內容： 2/11(運動與冥想)、2/25(逆境還是機遇)、

3/11(感激)、3/25(積極的情緒)、4/8(如何改變)、4/22(養

成良好習慣)

洽詢電話：(02)2327-993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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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健康風向球-量表實用手冊】 100元

【樂活健康小樹苗CD】- 以有趣劇情啟動學 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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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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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媒

體

教

材

習，從兒少開始建立精神健康觀念。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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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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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