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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尚缺什麼?一個生命建設工程!
Facts and Problems

~困擾的社會事件層出不窮~

• 2014年5月21日台北捷運殺人事件，
2015年5月29日校園割喉案, 
顯現社會價值觀與人生目標之畸形發展。

• 此外，時有所聞虐兒或弒親的人倫悲劇。
家庭溝通不良、離婚頻傳、孩子教導不易，
容易迷上電玩，甚至有全家自殺之慘劇



Facts and Problems
~精神健康亮起紅燈~

◎ 根據2012-2014年全國精神健康指數調查：
-- 四成的民眾不認為明天會更好，人人覺得 生活不容易，喪失

希望。
-- 三分之一的民眾呈現 睡得不好、感到煩躁、記性不佳 、動力

不佳等心身健康不良的壓力反應狀況
-- 有四分之一以上的民眾覺得個人之人生價值與意義有限。
-- 臺灣社會不幸福者的盛行率為12.1％，約有218萬不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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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s and Problems
國人孤寂感程度人數比例分布

註：20歲以上人口總數:18,605,444人，亦即成年人約1800萬人
(民國103年; 行政院主計處) 

近600萬國人過去一年曾感到孤寂！
且該族群的精神健康得分低於80分！

題目 類別 人數百分比 粗估人口數 整體精神健康

孤寂感

高度孤寂 7.3% 137 萬人 61.8

低度孤寂 24.6% 457 萬人 78.2

無孤寂 68.1% 1267萬人 86.9

高低度孤寂感族群約占總樣本32%，粗估人口數為60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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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精神健康亮紅燈的
病理所在 (Pathology)

腦力不足
缺乏心腦操練
社會孤島現象的出現
弱勢族群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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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需要一個生命建設工程臺灣需要一個生命建設工程

~~有效化解社會孤島現象有效化解社會孤島現象
積極防止弱勢族群產生積極防止弱勢族群產生~~



病理機轉
(Mechanism of Pathology)

腦力與人的長進
~一個動態的存有~

歷鍊與超越
Mercy-Nature: 
OthersOthers-- being being 
(Empathy)(Empathy)

Mercy of all 
lives: 
WeWe--being being 
(ethical value)(ethical value)

Evil-Nature: 
Self SurvivalSelf Survival

constraint

transcendence

ev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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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反應的神經迴路與後果

• 前額葉皮質
• 杏仁核- 海馬迴
• 下視丘－腦下垂體

－腎上腺系統

The Neuroscience of Clinical  Psychiatry P.239-250.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2007 
Edmund S. Higgins & Mark S. Ge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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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Wrong with Happiness?
Soundings 36 July 2007, pp 67-84

By Michael Rustin

No Improvement in Happiness !? 
Economic Growth

• 增加了不同面向的精神困擾：
− 犯罪案件
− 家庭崩解(↑離婚，單親)
− 酒／藥癮
− 意外事件
− 自殺
− 精神疾病

Fu et al: Changing trends in the prevalence of 
common mental disorders in Taiwan: 20-year 
repeated cross-sectional survey. Lancet (381 (9862), 
235-41, 2013



臺灣生命建設工程的落實: 精神健康基金會的努力
精神健康之道(精健道)的推廣

網址: http://www.brainlohas.org

不只關懷弱勢族群
更要積極

防止弱勢族群的產生
願景 (1) -個人面

人人 有樂活的精神
人人精神都樂活了

Mental LOHAS
Living of Happiness and 

Sustainability

願景 (2) - 社會面
優築腦力、活出樂活精神

～心腦操練～人生新主張
培養全台灣每一村里

培養3~5成群精健家族
～創造臺灣社會厚實性



精健道的理論架構
文化融合科學

Mental Health Promotion

Unsatisfied  Mental Health

Culture Neuroscience
Man by Nature,    

by Nurture,  
by Religion, 
by Transcendence

Four Determinants of the MIND

Operationalized Mind-Brain Exerc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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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臺灣生命建設工程的核心技巧
～精健道：心腦操練方法～

◎ 精神道12道，追求精神樂活的十二步驟
 評估腦功能的壓力反應度
 從事足定氣靜的腦基本操練法: 不亂
 從事保養頭腦十全大法
 活出優質生命的源頭: 當下、當日、當生
 活出幸福生命的源頭: 不惑
 善用壓力: 自我覺知、心腦操練
 評估精神樂活: 精神健康檢查
 從事兩元的思考: 兩個面向、兩個取向
 豐富自我: 輕反應、重經驗
 精健道實踐: 每週十分鐘關懷親友
 從事精健家族活動: 精健道的鄰里關懷
 呼朋引伴追求歸屬感: 每一村里有3~5成群精健家族



推動臺灣生命建設工程的核心教材

http://haigohwu.pixnet.net/blog

四書
兩經
一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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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健道的實證研究
放鬆活動與精神健康
心理韌性與精神健康
歸屬感與精神健康
腦保養活動與精神健康



精健技巧的五面向與兩軸向
一、覺知 －腦力有限性的偵測，

心腦操練的作用
二、築腦 －保養頭腦，足定氣靜
三、築心 －自我覺知，善用壓力
四、築我 －豐富自我，創造意義
五、共築你我－關懷他人，堆疊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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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築生命 優質生命

Ⅰ：腦力-心智的充能: 日常生活免於煩惱與失眠
(精健道：保養頭腦、免於煩惱）

Ⅱ：人文-靈性的充能: 日常生活的自在與超越
(精健道：豐富自我、樂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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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各地區精神健康推動:
臺灣生命建設工程的作法

推動臺灣生命建設工作的具體運作架構
其一、各地區 (16) 精健之友會、精神健康學苑與優築生命教室

的設立，並健全其運作。
其二、各地區 (16) 精健家族集合團的發展及精健道的推廣。
其三、以「腦的美麗境界」巡迴展為主題，在社區及校園內

推廣精神樂活與心腦操練教育活動。
其四、常規性精神健康活動含:精神健康腦科學教育、精神健康

指數、精神健康論壇、會訊 「心靈座標」雙月刊、精神
健康網站資訊、精神健康與病理研究及應用、精神健康
年報、腦與精神樂活教育館籌設等。

其五、開展社會孤島生活困擾者的早期偵測與關懷，推廣精神
樂活程度評估（精神健康檢查）含個人幸福指數與心身
壓力指數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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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各地區精神健康推動:
臺灣生命建設工程的落實

A. 各地成立精健之友組織(Friends of Mental Health, 
FMH)

B. 各地成立精健學苑 (Mental Health House, MHH)
C. 各地組成精健家族 (Family of Mental Health, 

FMH) 並開設FMH訓練班，組識三五成群精健家
族，以操練精健道

D. 各地與行政社會資源結合、舉行「腦的美麗境界
巡迴展」並舉行優築生命教室與各式精健活動、
讀學會、以廣為招募精健家族成員
~~~~~~~~~~~~~~~~~~~~~~~~~~~~~~~~~~~~

E. 精健家族成員在日常生活中實踐、體認精健道
F. 各地精健活動經費自己自足 優築生命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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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a Have a LOHASLOHAS day!day!
The End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