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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無法閱讀本信件，請按此繼續閱讀

 

本 期 焦 點

★重要講座-2017腦科學與精神健康系列講座 ★精彩講座─思覺失調與美麗境界-從專業和家屬角度全面解析

★ 紀實報導-用「一粒葡萄乾」找回幸福感 ★腦與生活專欄-我要怎麼做？ ~好好把握今天~
★腦力壓力紅綠燈—精神健康自我檢測APP 上架發佈記
者會

 

重 要 活 動

2017腦科學與精神健康系列講座 
 壓力有利生存，還是有害健康？ --科學研究這樣說！

你的生活中是不是也充滿令人窒息的龐大壓力？ 
 

沈重的經濟負擔、疏離或緊繃的人際關係、不友善的職場環境、動盪

不安的局勢…， 
 

這些無形的壓力，可能反映在各種身心症狀和令人遺憾的社會事件

中， 
 

再次化為另一種壓力源，成了難以阻斷的惡性循環。

精神健康基金會邀請您一起從最新的科學研究認識生活中如影隨形的

『壓力』！ 
 

『原來壓力不只是當面臨威脅挑戰時的一種感受而已? 更會全面性影

響情緒反應、行為模式、認知功能和生理狀態！』 
 

『壓力是如何在不知不覺中影響我們的工作表現、人際關係和身心健

康?』

『面對壓力時，該如何即時偵測，妥善調節和運用，才能避免讓健康

受到危害？』

<<詳細講座訊息請至精神健康基金會官網>>

↑TOP

精 彩 講 座

http://www.mhf.org.tw/epaper/mhf_epaper_2017_138.html
https://www.facebook.com/BrainLOHAS/
https://www.youtube.com/user/BrainLOHAS/
http://www.brainlohas.org/wp-content/uploads/2017/06/2017%E8%AA%A0%E5%93%81_%E7%B5%82%E7%A8%BF-Copy.jpg
http://www.brainlohas.org/%E3%80%90%E5%8F%B0%E5%8C%97%E3%80%912017%E8%85%A6%E7%A7%91%E5%AD%B8%E8%88%87%E7%B2%BE%E7%A5%9E%E5%81%A5%E5%BA%B7%E7%B3%BB%E5%88%97%E8%AC%9B%E5%BA%A7%EF%BC%9A%E3%80%8C%E5%A3%93%E5%8A%9B%E6%9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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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基隆優築生命教室4月場】孫振愷院長-思覺失調與美麗境…

攝影剪輯/紀實報導志工 張欽嵐

講  題：思覺失調與美麗境界-從專業和家屬角度全面解析
 

講  師：孫振愷院長/基隆心身心精神科診所院長、基隆精神健康學苑執行長
 

時  間：2017/04/22(六) 10：00-12：00
 

地  點：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中正樓二樓觀光休閒教室（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336號）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

影音連結：【Part1】、【Part2】

想更了解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嗎？
 

官方網站：http://www.brainlohas.org/
 

臉書粉絲頁：https://www.facebook.com/BrainLOHAS
 

YouTube頻道：https://www.youtube.com/user/BrainLOHAS
 

加入我們：http://ppt.cc/IKQBb
 

捐款支持：http://ppt.cc/RXt3P

↑TOP

腦 與 生 活 專 欄

專題文章：我要怎麼做？ ~好好把握今天~

 年事高了，夫妻相互扶持是人間幸福的圖像。長年相處，夫妻間相互瞭解更

是透徹，不管有沒有談話，彼此對於對方都已經觀察入微、知之甚深，都認為

自己對於對方已經非常瞭解。有些夫妻因為相互瞭解而更加欣賞對方，但也有

些夫妻卻因為相互瞭解而更怨懟對方，以致和那人間幸福的圖像愈離愈遠。人

生在世將近百年之歲，如何構築這相互扶持的人間幸福圖像，的確是人生的一

個重要課題。以下是一個常見的案例，而「我要怎麼做？」的問題，也常令我

感嘆不已。

( 全文請連結至「腦與生活部落格」)
↑TOP

紀 實 報 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JzOiUObfok
https://youtu.be/PJzOiUObfok
https://youtu.be/MIlR7uLwFFE
http://www.brainlohas.org/
https://www.facebook.com/BrainLOHAS
https://www.youtube.com/user/BrainLOHAS
http://ppt.cc/IKQBb
http://ppt.cc/RXt3P
http://haigohwu.pixnet.net/blog/post/222403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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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粒葡萄乾」找回幸福感－湯華盛醫師談正念的生活態度

2017.06.17 范晴云

還記得葡萄乾的外表是什麼樣子嗎？摸起來是什麼感覺？聞起來是什麼味道？它被咬下第一口時是酸甜濃郁、還是

清香爽口呢？每個人都吃過葡萄乾，但很少有人注意自己當下的感覺。湯華盛醫師以簡單的「吃一粒葡萄乾」，引

導我們體會正念基本觀念───「不帶任何評價地專注於當下感受」。

<<全文請至精神健康基金會官網>>

↑TOP

腦 力 壓 力 紅 綠 燈

 在繁忙多變、資訊爆炸、價值觀多元而矛盾的現代社會中，許多人都曾面臨各種心身壓力與精神困擾。精神健康

基金會2016年底發佈的全國精神健康指數調查發現：有超過3成的受訪者自覺有記憶困難或睡眠障礙，超過2成自述

曾有憂鬱、焦躁、動力低落的狀況。

 精神健康基金會董事長胡海國教授表示，「倘若這些壓力反應與精神困擾，缺乏即時察覺和適當調適，就容易導

致腦力不足的現象，可能傷害寶貴健康與生命，造成家庭和社會的嚴重負擔。因此精神健康基金會的宗旨是幫助社

會大眾接觸正確的相關資訊，並學習如何辨識、處置和預防精神疾病的方法。」
 

<<全文請至精神健康基金會官網>>

↑TOP

全國精神健康學苑活動

【台北】08/19(六) 如影隨形的親子關係-從家族治療的觀點談起 講師：葉紅秀
 

【新竹】08/19(六) 通往幸福的心門 講師：陳采熏
 

【台中】08/30(三) 樂活人生讀書會-健康退休生活 講師：游文治
 

【彰化】08/26(六) 好好睡一覺-認識相關基本睡眠障礙知識與其如何影響心理健康 講師：凃健程 
 

【雲林】08/26(六) 失智長者的樂活人生 講師：林筱君
 

【嘉義】08/19(六) 老人精神醫療與失智症照護 講師：歐陽文貞
 

【嘉義】08/22(二) 正念減壓 講師：詹桓宜
 

【台南】08/19(六) 徬徨少年時-瞭解青少年 講師：李冠瑩
 

【台南】08/19(六) 影片賞析-當櫻花盛開 講師：王盈彬
 

【台南】08/12(六) 健康老化 講師：顏世卿
 

【高雄】08/05(六) 為何您總是傷我的心-家庭中的無效溝通 講師：徐瑋澤
 

【高雄】08/25(五) 在日常中自我療癒-音樂治療(上) 講師：鍾玉琪
 

【南投】08/24(四) 動中找健康 講師：張朧心

精 健 家 族 園 地

種子精神健康家族培訓課程「精健道入門」內容豐富，
 

歡迎您報名，從「覺知、築腦、築心、築我、築你我」中學習精神健康之道！！
 

各精健家族團隊，目前也受理報名喔！！
 

一同學習腦與精神健康知識，與精神健康家族朋友們攜手邁向樂活人生！

2017 精神健康之道入門課程
 

時間：08/23(三)19:00-21:00
 

洽詢：(02)2327-9938#17；brain017@mhf.org.tw

http://www.brainlohas.org/%E3%80%90%E7%B4%80%E5%AF%A6%E5%A0%B1%E5%B0%8E%E3%80%91%E7%94%A8%E3%80%8C%E4%B8%80%E7%B2%92%E8%91%A1%E8%90%84%E4%B9%BE%E3%80%8D%E6%89%BE%E5%9B%9E%E5%B9%B8%E7%A6%8F%E6%84%9F%EF%BC%8D%E6%B9%AF%E8%8F%AF/
http://www.brainlohas.org/%E3%80%90%E5%8F%B0%E5%8C%97%E3%80%91%E8%85%A6%E5%8A%9B%E5%A3%93%E5%8A%9B%E7%B4%85%E7%B6%A0%E7%87%88-%E7%B2%BE%E7%A5%9E%E5%81%A5%E5%BA%B7%E8%87%AA%E6%88%91%E6%AA%A2%E6%B8%ACapp%E4%B8%8A/
http://www.brainlohas.org/%E3%80%90%E5%8F%B0%E5%8C%97%E3%80%91%E5%8F%B0%E5%8C%97%E5%84%AA%E7%AF%89%E7%94%9F%E5%91%BD%E6%95%99%E5%AE%A4%E7%B3%BB%E5%88%97%E8%AC%9B%E5%BA%A7-106%E5%B9%B4%E4%B8%83%E6%9C%88%E8%87%B3%E4%B9%9D/
http://www.brainlohas.org/%E3%80%90%E6%96%B0%E7%AB%B9%E3%80%912017%E5%B9%B4%E5%BA%A6%E3%80%8C%E6%A8%82%E6%B4%BB%E5%88%97%E8%BB%8A%E5%9C%A8%E6%96%B0%E7%AB%B9%E2%80%A7%E6%84%9B%E8%88%87%E6%88%90%E9%95%B7%E3%80%8D%E7%B3%BB/
http://www.brainlohas.org/%E3%80%90%E5%8F%B0%E4%B8%AD%E3%80%91%E5%8F%B0%E4%B8%AD%E7%B2%BE%E7%A5%9E%E5%81%A5%E5%BA%B7%E5%AD%B8%E8%8B%91%E5%85%AB%E6%9C%88%E8%87%B3%E4%B9%9D%E6%9C%88%E8%AC%9B%E5%BA%A7%E8%B3%87%E8%A8%8A/
http://www.brainlohas.org/%E3%80%90%E5%BD%B0%E5%8C%96%E3%80%910826%E5%A5%BD%E5%A5%BD%E7%9D%A1%E4%B8%80%E8%A6%BA-%E8%AA%8D%E8%AD%98%E7%9B%B8%E9%97%9C%E5%9F%BA%E6%9C%AC%E7%9D%A1%E7%9C%A0%E9%9A%9C%E7%A4%99%E7%9F%A5%E8%AD%98/
http://www.brainlohas.org/%E3%80%90%E9%9B%B2%E6%9E%97%E3%80%91%E9%9B%B2%E6%9E%97%E7%B2%BE%E7%A5%9E%E5%81%A5%E5%BA%B7%E5%AD%B8%E8%8B%91%E5%85%AB%E6%9C%88%E8%87%B3%E4%B9%9D%E6%9C%88%E8%AC%9B%E5%BA%A7%E8%B3%87%E8%A8%8A/
http://www.brainlohas.org/%E3%80%90%E5%98%89%E7%BE%A9%E3%80%91%E5%98%89%E7%BE%A9%E7%B2%BE%E7%A5%9E%E5%81%A5%E5%BA%B7%E5%AD%B8%E8%8B%91%E5%85%AB%E6%9C%88%E8%87%B3%E4%B9%9D%E6%9C%88%E8%AC%9B%E5%BA%A7%E8%B3%87%E8%A8%8A/
http://www.brainlohas.org/%E3%80%90%E5%98%89%E7%BE%A9%E3%80%91%E5%98%89%E7%BE%A9%E7%B2%BE%E7%A5%9E%E5%81%A5%E5%BA%B7%E5%AD%B8%E8%8B%91%E5%85%AB%E6%9C%88%E8%87%B3%E4%B9%9D%E6%9C%88%E8%AC%9B%E5%BA%A7%E8%B3%87%E8%A8%8A/
http://www.brainlohas.org/%E3%80%90%E5%8F%B0%E5%8D%97%E3%80%91%E5%8F%B0%E5%8D%97%E7%B2%BE%E7%A5%9E%E5%81%A5%E5%BA%B7%E5%AD%B8%E8%8B%91%E5%85%AB%E6%9C%88%E8%87%B3%E4%B9%9D%E6%9C%88%E8%AC%9B%E5%BA%A7%E8%B3%87%E8%A8%8A/
http://www.brainlohas.org/%E3%80%90%E5%8F%B0%E5%8D%97%E3%80%91%E5%8F%B0%E5%8D%97%E7%B2%BE%E7%A5%9E%E5%81%A5%E5%BA%B7%E5%AD%B8%E8%8B%91%E5%85%AB%E6%9C%88%E8%87%B3%E4%B9%9D%E6%9C%88%E8%AC%9B%E5%BA%A7%E8%B3%87%E8%A8%8A/
http://www.brainlohas.org/%E3%80%90%E5%8F%B0%E5%8D%97%E3%80%91%E5%8F%B0%E5%8D%97%E7%B2%BE%E7%A5%9E%E5%81%A5%E5%BA%B7%E5%AD%B8%E8%8B%91%E5%85%AB%E6%9C%88%E8%87%B3%E4%B9%9D%E6%9C%88%E8%AC%9B%E5%BA%A7%E8%B3%87%E8%A8%8A/
http://www.brainlohas.org/%E3%80%90%E9%AB%98%E9%9B%84%E3%80%91%E9%AB%98%E9%9B%84%E7%B2%BE%E7%A5%9E%E5%81%A5%E5%BA%B7%E5%AD%B8%E8%8B%91%E5%85%AB%E6%9C%88%E8%87%B3%E4%B9%9D%E6%9C%88%E8%AC%9B%E5%BA%A7%E8%B3%87%E8%A8%8A/
http://www.brainlohas.org/%E3%80%90%E9%AB%98%E9%9B%84%E3%80%91%E9%AB%98%E9%9B%84%E7%B2%BE%E7%A5%9E%E5%81%A5%E5%BA%B7%E5%AD%B8%E8%8B%91%E5%85%AB%E6%9C%88%E8%87%B3%E4%B9%9D%E6%9C%88%E8%AC%9B%E5%BA%A7%E8%B3%87%E8%A8%8A/
http://www.brainlohas.org/%E3%80%90%E5%8D%97%E6%8A%95%E3%80%91%E5%8D%97%E6%8A%95%E7%B2%BE%E7%A5%9E%E5%81%A5%E5%BA%B7%E5%AD%B8%E8%8B%91%E5%85%AB%E6%9C%88%E8%87%B3%E4%B9%9D%E6%9C%88%E8%AC%9B%E5%BA%A7%E8%B3%87%E8%A8%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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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費用：含課程講義、精神健康徽章、精神健康家族護照及授證證書。共計100元 （ 於現場繳交）
 

報名方式：(1)電話報名：(02)2327-9938*17
 

      (2)網路報名：填寫報名表單  https://goo.gl/p8HUlb  (建議使用)
 

更多詳細資訊，請至”精神健康基金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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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氣功班 
 

活動時間：每周五10:00-12:00
 

報名方式：(02)23279938#16 
 

費  用：500元(一期10堂課)

生活花苑班 
 

活動時間：09/16、10/21
 

報名方式：(02)23279938#12 
 

報名費用： 花材自費 
 

備  註：詳情請至「BrainLOHAS」粉絲專頁

精神健康合唱團 
 

活動時間：08/08起，每周二19:00-20:30
 

報名方式：(02)23279938#15 
 

費  用：1000元(一期10堂課)

精健道系列講座―築一座內在豪宅 
 

日  期：07/18-09/05每個星期二下午14：00-16：00，共計8堂
 

地  點：台北精健學苑（台北市中正區寧波西街3號2樓，近捷運中正紀念堂站2號出口）
 

講  師：精神健康基金會 梁家綺總團長
 

參考教材：《讀書會與工作坊-精健道綱要》「覺知、築腦、築心、築我、築你我」共五冊
 

      精神健康基金會出版(非必要購買)
 

活動費用：請預先報名，免費參加，若欲購買教材可來電洽詢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https://goo.gl/UH2TdK
 

課程洽詢：02-2327-9938#17或E-mail：brain017@mhf.org.tw黃小姐

 
※本頁檢視建議使用瀏覽器：google chrome 閱讀更多腦與生活電子報

      │加入我們 │ 聯絡我們     

聯絡電話：(02)2327-9938 

傳真電話：(02)2327-9883

電子郵件：service@mhf.org.tw
 

聯絡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24號9樓

捐款戶名：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
 

捐款帳號：0015-440-011961 (玉山銀行 總行營業

https://goo.gl/p8HUlb
http://www.brainlohas.org/%E3%80%90%E5%8F%B0%E5%8C%97%E3%80%912017%E7%B2%BE%E7%A5%9E%E5%81%A5%E5%BA%B7%E4%B9%8B%E9%81%93%E5%85%A5%E9%96%80%E8%AA%B2%E7%A8%8B/
https://www.facebook.com/BrainLOHAS/posts/10153814340056870
http://www.brainlohas.org/%E7%B2%BE%E7%A5%9E%E5%81%A5%E5%BA%B7%E9%A2%A8%E5%90%91%E7%90%83/
http://www.brainlohas.org/wonderfulbrai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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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 至 18:00 部)
 

郵政劃撥帳號：19587190

◎腦與生活電子報退訂須知 若您不想收到此電子報，請直接回覆此信退訂，謝謝您的合作

◎避免電子報進入垃圾信 1. 點選信箱「這不是垃圾信」選項 2. 將精健會信箱service@mhf.org.tw加入通訊錄

捐款戶名：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 捐款帳號：0015-440-011961(玉山銀行總行營業部) 郵政劃撥帳號：19587190

http://www.sai-deli.jp/coun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