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9 腦與⽣活 Brain LOHAS e-paper

www.mhf.org.tw/epaper/mhf_epaper_2020_179.html 1/5

若您無法閱讀本信件，請按此繼續閱讀

 

本 期 焦 點

★腦與⽣活專欄-增強腦⼒，腦⼒的操練 ★精彩講座-癮路⼈：給網路成癮者的⼼靈處⽅
★《紀實報導》-找到超越困境的⼒量 ★【⼼腦操練】要瘦也要動：維持⼤腦煞⾞⼒的關鍵
★2020精神健康嘉年華-腦「動」全開，快樂GO!! ★基⾦會公告-精神健康LINE貼圖上架囉

2020精神健康嘉年華－腦「動」全開 快樂GO!!
時間：2020/12/19(六)13:00-17:00

◎地點：⼆⼆八和平公園露天⾳樂台(台北市中正區懷寧街105號)近捷運台⼤醫院站⼀號出⼝

◎活動內容：

歌舞青春藝文表演 
藝術的⼤腦不⼀樣。各年齡層的表演藝術家，準備在12⽉19⽇的舞台上渾⾝
解數將才藝呈現在各位眼前。為冷冽的冬季帶來⼀股熱情有活⼒的表演。 
腦⼒樂活補給站 
和精神健康基⾦會共同組成的友好聯盟，⼀同共襄盛舉。感謝台北市政府衛
⽣局、台北市防癌協會、台北新⽣扶輪社等，⼀同帶來充滿趣味遊戲的樂活
攤位，讓推廣精神健康成為我們的共同使命。 
⼤腦解密闖關趣 
要有健康的⼤腦，怎能不認識您的⼤腦，「腦的美麗境界」展覽讓您學習腦
科學的奧妙，透過闖關活動寓教於樂，原來動動腦動動⼿都在活化⼤腦、樂
活精神，豐富的獎品還能讓您滿載⽽歸。還在等什麼，⼤⼩朋友們快來⼀同
報名參加！ 
◎參加⽅式：免費，報名網址：http://www.brainlohas.org 、
https://forms.gle/BRX417LScFr2jcy67，
https://www.facebook.com/BrainLOHAS、或電洽(02)2327-9938 ＃13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衛⽣局、財團法⼈精神健康基⾦會 
◎合辦單位：台北市防癌協會、台北新⽣扶輪社、全球社區規劃師國際城鄉交流協會、台北市彩虹情公益活動推展
協會、
社團法⼈新北市兒童創傷服務協會、新北精神健康學苑、基隆精神健康學苑

◎協辦單位：衛⽣福利部八⾥療養院、社團法⼈中華⺠國康復之友聯盟、關懷⼩丑協會、社團法⼈台北市⼼⽣活協
會、私立⽲康康復之家、⽵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腦庫、中華國際公益協會、愛你的舒⼼粉彩、悅康管理⼯作
室、新北市⼤坪國⼩擂⿎隊、台⼤追夢舞團、台灣風絮葫蘆絲團、精神健康單⼈舞創作班、精神健康合唱團、傑⼠
三重唱

↑TOP

http://www.mhf.org.tw/epaper/mhf_epaper_2020_179.html
https://www.facebook.com/BrainLOHAS/
https://www.youtube.com/user/BrainLOHAS/
http://www.brainlohas.org/
https://www.facebook.com/BrainLO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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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報導》

找到超越困境的⼒量

作者 梁家綺 全國領航精健家族團總團⻑

 韓德彥副教授⼀直以來熱愛⾳樂與電影，寫過多本相關書籍。最新的作品是【電影教我的33項⼈⽣智慧】。今天
特地為在場的嘉賓及追求精神健康的國⼈推薦⼀部耐⼈尋味，笑中帶淚的《幸福綠⽪書》，此部電影獲得第七⼗六
屆⾦球獎的⾳樂及喜劇類最佳影片、最佳男配⾓及最佳劇本三項⼤獎，值得推薦給還沒有機會觀賞的⼈。

<全文請連結⾄「精神健康基⾦會官網」>

↑TOP

⼼ 腦 操 練

要瘦也要動：維持⼤腦煞⾞⼒的關鍵

文 王俊智 國立臺灣師範⼤學體育學系碩⼠
  張育愷 美國北卡羅萊納⼤學格林斯堡校區健⾝與競技運動科學系博⼠
     現任國立臺灣師範⼤學體育學系研究講座教授

⽣活需要執⾏的⽬標處處皆是，你的⾃制⼒還⾜夠嗎？
根據實驗，維持標準體重與⾼⼼肺適能皆有助於保養⼤腦煞⾞。
  ⼤腦的剎⾞功能在學術上稱為抑制功能（Inhibition），其為執⾏功能的⼀種，指的是個體可抑制環境中不必要
的訊息，並專注於需要執⾏⽬標的能⼒。⼤腦剎⾞功能如同汽⾞的剎⾞⼀樣重要，汽⾞的剎⾞功能不佳，會造成汽
⾞失控，⽽⼤腦的剎⾞功能不佳，則會導致⾃⼰的⾏為難以掌控。你⼤腦的剎⾞功能還夠靈光嗎？當你在駕⾞時，
是否曾因來不及踩剎⾞，⽽闖紅燈呢？愛吃甜食與炸雞的你，看到這些食物，是否曾控制不了⾃⼰的⼿，⼀塊接⼀
塊地塞進嘴裡呢？甚⾄為何臨床上的成癮患者（如3C成癮、毒癮、酒癮患者）無法克制住對某些特定物品的誘
惑？以上狀況皆代表⼤腦煞⾞已經不太靈光囉！

<全文請連結⾄「精神健康基⾦會官網」>

↑TOP

精 彩 講 座

【2020⼗⽉彰化優築⽣命教室】癮路⼈：給網路成癮者的【2020⼗⽉彰化優築⽣命教室】癮路⼈：給網路成癮者的……

http://www.brainlohas.org/%e3%80%90%e7%b4%80%e5%af%a6%e5%a0%b1%e5%b0%8e%e3%80%91%e6%89%be%e5%88%b0%e8%b6%85%e8%b6%8a%e5%9b%b0%e5%a2%83%e7%9a%84%e5%8a%9b%e9%87%8f_%e6%a2%81%e5%ae%b6%e7%b6%ba-%e5%85%a8%e5%9c%8b%e9%a0%98%e8%88%aa/
http://www.brainlohas.org/%e3%80%90%e5%bf%83%e8%85%a6%e6%93%8d%e7%b7%b4%e3%80%91%e8%a6%81%e7%98%a6%e4%b9%9f%e8%a6%81%e5%8b%95%ef%bc%9a%e7%b6%ad%e6%8c%81%e5%a4%a7%e8%85%a6%e7%85%9e%e8%bb%8a%e5%8a%9b%e7%9a%84%e9%97%9c%e9%8d%b5_/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fEv8wiuc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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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為癮路⼈：給網路成癮者的⼼靈處⽅
講師：陳⼒源 醫師/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彰化基督教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彰化精神健康學苑 副執⾏⻑ 
引⾔⼈：吳潮聰 醫師/彰化精健之友會會⻑、吳潮聰精神科診所院⻑
時間：2020/10/24 (六) 14:00~16:00 
地點：彰化縣文化局演講廳(彰化縣立圖書館－彰化市中⼭路⼆段500號)
主辦單位：吳潮聰精神科診所、溫建文診所、社團法⼈彰化縣⽣命線協會、財團法⼈弘道老⼈福利基⾦會、財團
法⼈「張老師」基⾦會彰化中⼼、社團法⼈彰化縣康復之友協會、彰化縣臨床⼼理師公會、彰化縣諮商⼼理師公
會、台灣基督⻑老教會彰化永福教會、彰化縣新住⺠家庭服務中⼼、社團法⼈彰化縣基督教青年會YMCA、社團
法⼈台灣⼼靈健康資訊協會、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鹿港基督教醫院⻑青院區

歡迎加入彰化精健家族：http://line.me/R/ti/g/PEERMr0l5h 
臉書粉絲團【彰化精神健康學苑－活出優質「⼼」⽣命】https://www.facebook.com/BrainLohasCHW/

歡迎免費下載「腦⼒壓⼒紅綠燈 APP」為⾃⼰做個精神健康檢測！ 
Android ⼿機下載請⾄ https://goo.gl/3NqVS9 
iOS ⼿機下載請⾄ https://goo.gl/YjaPtY

↑TOP

腦 與 ⽣ 活 專 欄

專題文章：增強腦⼒，腦⼒的操練

 不論在臨床上，或是在⽇常⽣活中，我們經常可以發現有不少⼈是處在腦⼒
不夠⽤的狀態下。例如有些⼈會因為⼯作忙碌，缺乏休息，引發情緒暴躁；因
為事情太多，煩惱太重，也會使腦⼒負荷不起，產⽣失眠的現象。臨床上經常
可以看到，有些病⼈原來的精神疾病治療得相當成功，已經沒有什麼精神症狀
的困擾，也很⾼興能夠找到⼀份⼯作，但往往在⼯作1、2個⽉後，⼜開始出現
睡眠品質不好、情緒不穩定的狀況，甚⾄引發原來精神疾病的惡化。

( 全文請連結⾄「精神健康基⾦會官網」)
↑TOP

基 ⾦ 會 公 告

歡迎夥伴們下載～
於【LINE STORE 貼圖⼩舖】搜尋【精神健康基⾦會】
提醒⾃⼰或朋友常保笑容，帶給⾝邊的⼈溫暖的關懷
讓您可以隨時進⾏腦保養的精健⼩語
希望帶給您精神健康，樂活⼈⽣每⼀天！ 
下載連結：https://line.me/S/sticker/711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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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redirect?v=H7sk_c7K4mM&event=video_description&redir_token=QUFFLUhqa0JMbWY5VHlBRzBEMUZmSEljMGZRNkdCTmctZ3xBQ3Jtc0tuNUdLTThaQmhseU1nY3hkLWVMYUtGMEJTRVEyRXBMS0xRVGxKZWJpZzlLdU9aQUR0RFE2VlNBY0NMNmFxSUxQRi1lR3BEd2QxbVhVUzgwS080Z2FENXB4d1F5aGNWYXZ2WEZQNmxnOE1Fd3lTMEpZdw%3D%3D&q=http%3A%2F%2Fline.me%2FR%2Fti%2Fg%2FPEERMr0l5h
https://www.youtube.com/redirect?v=H7sk_c7K4mM&event=video_description&redir_token=QUFFLUhqa0tlTmQwaTdOb0h4a0o5VUU1OVh4ZTVkTFVtd3xBQ3Jtc0tuRmExVURsZXJCaThaSWtGUzJ6b25ObF9EUTF5YmxGcFJMU0YxMlQ1OWRucENBRTVZSE5veHlVaEZNQl9JTW1aMjlJYnpmWTVpeVVkcGpZamVnNnRXQ0tjdXZXc0l2ZGY3dEdvX3dUS2tvekV5RDQzMA%3D%3D&q=https%3A%2F%2Fwww.facebook.com%2FBrainLohasCHW%2F
https://www.youtube.com/redirect?q=https%3A%2F%2Fgoo.gl%2F3NqVS9&redir_token=qgTCIIgdPLYttz8sr68MySOMvwl8MTU4MzMwNjk0OEAxNTgzMjIwNTQ4&event=video_description&v=WxKSZGb8-yg
https://www.youtube.com/redirect?q=https%3A%2F%2Fgoo.gl%2FYjaPtY&redir_token=qgTCIIgdPLYttz8sr68MySOMvwl8MTU4MzMwNjk0OEAxNTgzMjIwNTQ4&event=video_description&v=WxKSZGb8-yg
http://www.brainlohas.org/%e3%80%90%e8%85%a6%e8%88%87%e7%94%9f%e6%b4%bb%e3%80%91%e5%a2%9e%e5%bc%b7%e8%85%a6%e5%8a%9b-%e8%85%a6%e5%8a%9b%e7%9a%84%e6%93%8d%e7%b7%b4%e8%83%a1%e6%b5%b7%e5%9c%8b%e6%95%99%e6%8e%88/
https://line.me/S/sticker/711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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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健康基⾦會董事⻑胡海國教授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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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六) 腦、腦⼒與⼈⽣：掙脫⼈⽣的枷鎖 講師：胡海國
【基隆】12/17(四) 精神樂活⾃我成⻑團體
【桃園】12/12(六) 網路上癮 講師：林⼦堯
【南投】12/05(六) 如何成為老化的黃⾦貴族講師：藍祚鴻
【台南】12/13(⽇) 夜夜好眠-失眠的非藥物治療 講師：郭建成
【台南】12/19(六) 園藝治療-植物說的稍稍話(⼆) 講師：任惠茹
【彰化】12/12(六) 淺淡壓⼒調適與情緒管理 講師：黃冠豪
【雲林】12/12(六) 從⼈文社會關懷與藝術共融談活化社區，活化老化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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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精神健康之道入⾨課程
活動時間：12/24(四) 19:00-21:00
活動地點：臺北精神健康學苑（臺北市寧波⻄街3號2樓，捷運中正紀念堂站2號出⼝）
報名⽅式：請來電(02)2327-9938#17或mail⾄brain017@mhf.org.tw與唐⼩姐聯絡，或以 QR code 線上報名報名費
⽤：含課程講義、精神健康徽章及授證證書，共計100元（現場繳交，費⽤捐給本會）
2020精健家族成⻑團體
活動時間：12/09(三) 19:00-20:30
活動地點：臺北精神健康學苑（臺北市寧波⻄街3號2樓，捷運中正紀念堂站2號出⼝）
報名費⽤：書籍費50元（現場繳交，費⽤捐給本會）
報名⽅式：請來電02-2327-9938#13或mail⾄brain013@mhf.org.tw 與劉⼩姐聯絡
精神健康單⼈舞創作班 
活動時間：每週三上午10:00-12:00 
報名⽅式：(02)23279938#13 
報名費⽤：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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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健康合唱團 
活動時間：每周⼆19:00-21:00
報名⽅式：(02)23279938#15 
費  ⽤：1000元(⼀期10堂課)

幸福智能讀書會 
活動時間：12/08 (⼆)、12/22 (⼆)14:00-16:30
報名⽅式：02-2327-9938#17
報名費⽤：每堂200元，若訂閱電⼦報或⼼靈座標則減免
為100元

⼼經讀書會
從《⼼經》中學習不⼀樣的⽣活態度
⽇期：每周四下午2：00~4：00 ( 地點：台北精健學苑（台北市中正區寧波⻄街3號2樓，近捷運中正紀念堂站2號出
⼝）

http://www.brainlohas.org/%E8%85%A6%E5%8A%9B%E5%A3%93%E5%8A%9B%E7%B4%85%E7%B6%A0%E7%87%88app/
http://www.brainlohas.org/%e3%80%90%e5%8f%b0%e5%8c%97%e3%80%91%e5%8f%b0%e5%8c%97%e7%b2%be%e7%a5%9e%e5%81%a5%e5%ba%b7%e5%ad%b8%e8%8b%91%e5%8d%81%e4%ba%8c%e6%9c%88%e8%87%b32021%e4%b8%80%e6%9c%88%e8%ac%9b%e5%ba%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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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林文傑/電腦硬體⼯程師，學習靜坐、氣功、楊式太極拳⻑達15年以上
教材：《般若波羅蜜多⼼經》請⾃備經文
活動費⽤：每期500元 (⼀期6堂課)，若訂閱電⼦報或⼼靈座標則減免為300元，請於課程第⼀堂現場繳交
報名⽅式：請來電02-2327-993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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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時間：週⼀⾄週五 09:00 ⾄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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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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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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