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時間
影片名稱 講座主題 講師

4/16（四） 

13:30-16:30
我的意外爸爸

家庭價值的建立 

－詮釋幸福

張立人 

欣漾自然醫學診所院長

4/23（四） 

14:30-17:30
舞動人生

誰說只有女生（男生）才可以做？－挑

戰傳統價值觀的性別自我認同

胡綺祐 

長庚科技大學諮商心理師 

表達性藝術媒材與自我探索工作坊講

師

5/14（四） 

14:30-17:30
八月心風暴 本是同家人，相煎何太急？

楊聰財 

楊聰才診所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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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精神樂活」美滿人生經營系列影展，將播放《我的意外爸爸》、《舞動人生》、《八月心風暴》、《白日夢冒險王》

等四部電影，邀請您在美好的春日午後，與我們共賞電影，重新開啟樂活人生之大門！第一場即將在4月16日（四）13:30-

16:30，於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展開。 

近年來，精神健康議題引起社會大眾廣泛注目，如何在有限的人生中找到新的平衡，也深切影響民眾生活。文學、電影等文化

創作中，不乏對精神疾患及健康生活的探討。「健康生活」本身即包涵諸多層面，如人文、教育、藝術、音樂、生理、心理、

社會關懷等。 

鑑此，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藉由四部精神健康相關電影情節，搭配精神醫學、腦與心智專家講解賞析，深入淺出地介紹

精神健康的表相與疾病表癥，以多元型式擴散傳媒與知識力量。引導大眾從生活做起，體驗生活的美麗與感動，開創幸福的生

命境界。 

看影展‧抽好獎 

活動當天，與會貴賓只要在現場與精神健康基金會之LOGO合照並打卡上傳至Facebook，即可參加「神秘獎品抽獎」活動！獎

項種類豐富、人人有獎，趕快來打卡吧！此外，講座結束後，將由講師抽出一位「現場加入註冊家族的新朋友」，可獲得講師

額外提供的精美禮品，場場皆有不同驚喜，還等什麼？快邀約親朋好友一起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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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四） 

14:30-17:30

白日夢冒險王 找到實踐夢想的力量 

－樂活人生

張智棻 

吾心文教基金會諮商心理師

 

指導單位：行政院衛生福

利部 

主辦單位：臺北市立圖書館、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 

活動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10F國際會議廳(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125號) 

參與對象：對關注精神健康促進有興趣的一般社會大眾 

活動方式：免費自由參加 

活動洽詢：(02)2327-9938#13王小姐、brain013@mhf.org.tw 

備　　註：參加活動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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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

 

  

 

人性的多元性與樂觀性-導讀《非典型的力量》

　以多層面人類行為的實證資料，來審視自己人格的方法，可拓展自我的瞭解。「非典型的

力量」（大牌出版社，2014）是一本分析人格病態的書，作者凱文．達頓(Kevin Dutton)引經

據典地以淺顯易懂的言語敘述「人格病態」者的外在表現與潛藏腦內事件，著實令人陶

醉！    

        相對於傳統的精神分析理論與行為學習理論，此書不只讓讀者對人格病態者的行為有深

度的瞭解，並帶領讀者認識人類行為的新境界－經由腦功能知識探討的資訊來掌握人類行

為。例如：作者在「火車的道德難題」一節中，列舉哲學家菲利帕．富特（Philippa Foot）

的道德難題一，當事者以切換軌道開關，讓失控的火車開進另一條支線，雖然犧牲一個人的

生命，卻可以挽救在火車幹道上，另外五個人的生命。另一個是哲學家茱蒂斯．湯姆森

（Judith Jarvis Thomson）的道德難題二，當事者要犧牲一位陌生人，把他推下軌道，以擋住失控的火車，挽救那在軌道上的

五個人的生命。作者更引述哈佛大學心理學家約書亞．格林（Joshya Greene）對此兩種火車難題的解讀：【難題一】是跟個人

情感無關的道德難題，它牽涉到大腦前額葉及後頂葉皮層，那是跟理性同理心的客觀經驗有關的大腦部位，意即負責推理和理

性思考的腦部位；【難題二】猛烈撞擊大腦情感中心的大門－杏仁核，那是感性同理心所在的迴路。在「難題一」時，大部分

的一般人和人格病態者一樣均可順利做出反應，但在「難題二」時，一般人很難做決定，但人格病態者就和一般人不同了，他

們照樣可以輕易地做出反應，推下那個站在前面的人，以解救另外五個人的生命。作者進一步陳述，一般人碰到「難題二」具

情感困擾的道德難題，就會促使杏仁核及相關大腦迴路亮起來，但人格病態者就不會有此反應。顯然人格病態者與一般人比較

起來，其理性同理心是相似的，但其感性同理心就有「缺陷」了。用此腦科學知識來了解人格病態者，不受情緒困擾，而能冷

靜、冷酷處理困難情境，是很具說服力的。

        人格病態者的人格特質有多種元素，包括冷靜、自信、無畏、魅力十足、專注、缺乏反省、喜歡操控別人…等。作者在本

書的一貫論述是「人格病態」存在一般人身上，甚至一般人也擁有種種精神疾病，如「憂鬱症」、「思覺失調症」的特性。就

腦科學來說，人人均有一個腦，腦是生活的工具，腦力是處理日常生活難題，擁有開創、發展生活精彩度的能力，腦有很多具

不同功能的區塊，各區塊間各類神經細胞之聯繫通路非常多元，其腦（精神）功能之多元表現，即發揮自我存活與應對環境要

求之各種多元腦功能特性（各種人性）。因此，說每個人有各種本性是可以理解的，但擁有各種本性，並不等於是有疾病或人

格病態，故說每一個人多少均有「人格病態」，並不恰當。因為病態與非病態在功能上具有明顯的斷層，且造成病態也有其另

外的、特定的病理因素。       

        這本「非典型的力量」，可以提供專業與非專業人士觀察人性的重要參考。作者廣泛引述解釋人類行為的種種論點，諸如人

類演化學、腦科學、生物神經科學、認知神經科學、社會神經科學、宗教、哲學…等。閱讀此書，使讀者跳脫解釋人類行為的單

一理論，使讀者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受，對人類行為有更明朗的解釋，這也是我認為此書「引人入勝」之處。我一向關心每個

人日常生活的成功調適，也強調在日常生活中，人人要學習覺知自己的腦力，及學習掌握腦功能特性；我也極力推廣，人人要

保養頭腦、訓練腦功能、成長智慧腦的精健道。「非典型的力量」這本書，有助於對腦功能、人格特性的瞭解，當然也有助於

台灣社會精健道（精神健康之道）的推廣，我也因此樂意推薦此書，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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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胡海國教授【腦與生活】系列文章  

   
   
   

 

【 精健寫作班佳文共賞 】喜劇泰斗羅賓．威廉斯留給我們的生命啟示

文/精健家族領航員 梁家綺

　2014年8月11日羅賓威廉斯被發現於加州住家內窒息式自殺身亡。這事件引起世人很大的震驚，尤其那些深愛他的親友及粉絲

不僅無法置信也難隱心中之傷痛。

一個專業的演戲精靈就此自我了斷地消失，此種悲劇已經不是頭一樁。喜劇演員深受憂鬱、躁鬱症所苦的人更不在少數。遠從

卓別林、豆豆先生、金凱瑞，近到張國榮、倪敏然等人皆然。曾經在「時尚玩家」節目中，看到「浩角翔起」兩位主持人在舞

台上、鏡頭前搭檔得天衣無縫，兩人互動中的默契簡直像一對同卵雙胞胎，浩子說他私下很少說話，也很少跟阿翔互動……感覺

這種情況有點奇怪，也令我不解。

舞台上有既定的腳本需透過表演來詮釋，有特定的任務或將歡樂或將訊息傳遞給觀眾。舞台上的一切是虛擬的，全是角色的扮

演。舞台下，回到真實生活的世界才是真正的自己。那些喜劇演員，尤其是將歡樂帶給大家，卻把悲傷留給自己的人，反而是

最需要關注的。因為這種人容易被大家認為是幽默的人，堅毅的人，對於挫折，困境能一派輕鬆地一笑帶過，是擊不倒的強

人，這些誤會反而讓他們更難顯示自己的脆弱，更不容易將心裏的痛苦說出口。

羅賓‧威廉斯的自殺事件反應了功成名就與否和自殺沒有絕對的關係，但是人們會有自殺的行為卻跟大腦之運作有密切關聯。據

說他除了患有重度憂鬱症之外，近年來還患上路易氏體症，其症狀類似「帕金森氏症」，是老年失智症之一。「帕金森氏症」

是大腦中的化學物質失衡，尤其是腦內多巴胺低下導致手腳僵硬，行動呆板。一般可能施以提升多巴胺的藥物來舒緩症狀和治

療，羅賓‧威廉斯在自殺前一周才開始服藥。然而藥物對每個人的效用不盡相同，他會不會因為多巴胺過於高漲，產生幻覺，幻

聽。這些幻覺，幻聽又以負面訊息居多，所以讓一代紅人羅賓‧威廉斯活得痛苦不堪，感到生不如死。於是喜劇泰斗的生命卻以

悲劇寫下休止符。如果他能早點就醫，早點服藥，並和醫師討論服藥反應，可能就不會發生這種令人遺憾的事了。 

再者，早年的經驗也影響著每個人。尤其是創傷，痛苦的經驗烙印更深，因為與情緒連結的記憶最牢固，這些傷痛的兒時經驗

像無形的僵索，可能束縛綑綁每一個人，一輩子難以掙脫。藉此事件希望社會大眾及身為父母者能對兒童的教育及撫養方式多

多提供正面與歡樂的氣份，好讓孩童長大後能更正向地去面對人生，提高挫折忍受力，以及抗壓的能力。我覺得快樂的童年是

人生路上最好用也最耐用的養份；從童年開始打好基礎，在成長路上到老去的過程中也不忘鍛鍊大腦，增強心理的堅韌度，就

比較不至於走上自殺之路。很多時候過不去的煩惱和困境，是因為個人心境上過不去所致，而大腦與心理又是相互影響運作，

所以「心腦操練」是不論性別，不論年紀每個人都要做的重要功課，最好是處處做，時時做心腦操練。操練過的頭腦，心理韌

性佳，也比較容易體會出「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滋味。

羅賓‧威廉斯若是平日能經常找人說話聊天，說出自己心裡的話，而不是一個人獨自承受痛苦，可能也就不會走上自殺之路。根

據統計顯示，超過九成以上的自殺者在自殺前都會有些徵兆。像羅賓‧威廉斯把一生珍愛的幾隻手錶裝在襪子裡交由朋友並要他

務必好好保管，就是很明顯的徵兆之一。當然，現在說來是事後諸葛，於事無補。但是盼望今後大家能多一點心思對待身邊的

人，多一點敏感去察覺並阻止悲劇的發生。

        「活著就有希望」雖說如此，然而對於想自殺的人，在那個當下就是感受不到任何希望，又沒有貴人適時出現，於是憾事才

會發生。所以我們平時要多注意自己和週遭的人的精神健康。一旦精神健康亮起紅燈，期望能盡早發現，早日就醫，切勿擅自

停藥，或尋求其他協助，緊急必要時二十四小時陪伴在側，也是防範自殺的有效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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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活動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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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2/05 台北精神健康學苑 

家族回娘家-手做迎春．中國節DIY(林秀枝 老師)

每年的農曆春節，是中國人團圓的傳統節日。在豐富多 元的迎春習俗當中，中國結這項傳統技藝雖廣為人知，卻 逐漸在現代化

的歷史洪流中被漸漸遺忘。二月份的家族回 娘家，有幸能邀請到林秀枝老師來教導大家基礎的「萬字 結」、「雙連結」，不僅

體驗到手做的樂趣，也咀嚼了傳 統技藝的美好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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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健之友園地】

 談天說地　　文/台南精健學苑苑務委員、楊桃樹下書畫學會會長 郭清榮  

　「談天說地」這四個字是早時的一句俚語(用台語說來更為貼切)，在科技尚未發達之前，人們餘興節目相對的少之又少，也

就是說在農閒或假期沒事時，街坊鄰居相聚話家常的一句形容詞。「談天說地」是他們在閒來無事、東家長西家短打發時間的

同時，也藉此可以互相培養感情、互為取暖解決困難不能缺少的一件大事！

近日聽到大陸上的一件訊息：有一位女士到銀行裡填了一張取款單，向銀行員要領取伍佰元現鈔時，這位銀行員臉色顯得有點

不悅而向這位女士抱怨說：「只領伍佰元，到我們銀行門口的提款機提領不就可以了，何必還來麻煩我們！」這位女士聽了以

後想：那我就再重新填一張取款單把我存摺裡的錢都提領出來好了！待這位銀行員接到這張新的取款單時，傻眼了，因為這位

女士所要領的金額竟高達兩億元之多，又再查了這位女士存摺裡的存款也確有兩億元之多…。事後經銀行經理出面向這位女士

致歉並述說一次提領這麼多錢對銀行恐有困難，須延後辦理，如一次先領三十萬倒可以馬上提領。這位女士聽完銀行經理的訴

說後，不熅不火的重新填了一張取款單寫著三十萬元給這位銀行員。這位銀行員則如數點清三十萬元給這位女士。

這則訊息初聽以為到此即將畫下句點，實則不然，它似乎還有下回：這位女士當領到了三十萬元後，即刻又填了一張存款單給

這位銀行員，上面寫著29萬9仟5佰元，並告訴這位銀行員說：我只須要500元，故請您把剩下的29萬9仟5佰元給存回去吧！在

聽完這則訊息後，不覺啞然失笑；就為了500元現鈔，大家折騰了老半天，何苦來哉？

因限於篇幅，「談天說地」到此暫時告一段落，我想小時候阿嬤告訴我的一則人生真諦就留到下回再談吧！

　　

您加入精健家族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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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懂得照顧自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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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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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精神健康單人舞創作班
活動時間：即日起每週三上午10:00-12:00 

報名方式：(02)23279938#13 

報名費用：300元 (一期10堂課)　

備 註：請著輕便運動衣褲及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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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健康正向心理學讀書會 

活動時間：隔週二上午09:45-12:15 

報名方式：(02)23279938#17 

報名費用： 300元 (一期6堂課)，單堂課60元

自然體驗教室 

活動時間：每月第三週五上午09:00-12:00

報名方式：活動免費，歡迎踴躍參加 (活動場地之交通、

門票自理)

洽詢方式：活動內容與地點請洽02-23279938#10

生活花苑班
活動時間：每六週一次

報名方式：(02)23279938#12

報名費用： 花材自費

精神健康攝錄影班
活動時間：每月第三週五晚上07:00-09:00

報名方式：(02)23279938#10

報名費用：300元 (一期6堂課)

生活氣功班
活動時間：四月起，每週五上午10:00-12:00

報名方式：(02)23279938#16

報名費用： 300元(一期十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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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樂活(1)-本性的掌握】NEW 　300元

【精神樂活(2)-超越困境】NEW 　300元

【精健道綱要-讀書會與工作坊】NEW----共

五冊
250元

【精健道】 250元

【實用精健道-人生十二景】 250元

【活著-精神的分析與體驗】 250元

【心腦操練-人生新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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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個心靈處方】 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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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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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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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尚腦L型夾（四入）】 100元

【精神健康徽章】or【書籤夾】 5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