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在充滿多元壓力的現代社會裡，我們是否經常用追求美食或吃到飽來撫慰

自己？而跟隨在情緒性或壓力性飲食之後的罪惡感與焦慮感，又讓我們陷入強迫性節

食、用力雕塑身材、斤斤計較卡路里與放棄任由肥胖上身的惡性循環裡？ 
 每個人每天都會進食，但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漫不經心、不帶覺察地慣性、自動導

航的吃喝。經常，人們不是為了餓而吃，而是為了焦慮、空虛、叛逆、悲傷、尋求慰

藉，或是喜悅。當身心與食物的關係裂解，該吃什麼、怎麼吃就都成了問題。飲食的

習慣，可能帶來對食物的貪著、厭惡或偏執，甚至過量、不足，乃至於身心的不適、

疾病等。 
 正念有助於連結身心，創造出與自己在一起的空間與時刻，由慣性的反應轉換到

有覺知的回應，因此，能幫助人們將飲食與生活中的各個層面帶向平衡與和諧。正念

能培育內在的智慧，覺知身心如何回應；也能開展外在的智慧，而能將營養、滋養、

飲食的相關資訊與建議導向最適合自己身心與生活的需要。 
 「正念飲食覺知訓練」（Mindfulness-Based Eating Awareness Training，簡稱 MB-
EAT）是一套實證有效的「樂活慢食」方法，藉由認識自己進食當下的情緒，用不批

判的方式瞭解自身的飲食習慣，建立合適的進食模式，最終能得到享受食物，維持體

態與健康，還能紓解壓力，達到心靈平靜的效果。 
 「想像自己不必經過掙扎，不必放棄最喜愛的食物（一片蛋糕、一塊炸雞、一些

薯條、一塊巧克力），不必靠意志力苦撐，仍可以成功減重又不復胖；想像自己在享

受美食之餘，卻不必被罪惡感纏身，不必擔心一旦開始吃就停不下來。這樣的人生，

會有多自在？」（《正念飲食》，珍‧克里斯特勒、艾莉莎‧鮑曼著，顏佐樺譯，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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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介】 
 正念飲食覺知訓練（MB-EAT）創始大師珍‧克里斯特勒(Jean Kristeller)博士首度

來到亞洲授課，將帶領一般社會大眾及專業人員學習這套——結合：健康照護與營養

學專業知識，以及 Jon Kabat-Zinn 博士所創、近年來風靡全球的正念減壓課程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覺知訓練，告訴您如何「覺察自己

為什麼吃，比吃什麼、怎麼吃更重要！」協助您重新建構與飲食和體重的均衡和正向

關係。 
 本課程將介紹 MB-EAT 的主要觀念、科學研究方法與成果，更重要的是教授實際

練習生活中可行的進食方法與其理念，以能理解及體驗正念飲食。讓每一口都成為自

在的享受和愛自己的練習。 
 

【適合對象】 
1. 一般社會大眾，對此主題有興趣者。（以下簡稱「一般大眾」） 
2. 專業人員，包括： 

所有醫事人員（精神科、家醫科等各科醫師、牙醫師、護理人員、營養師、諮商心

理師、臨床心理師）、MBSR 或 MBCT 或 MBWC 合格教師、運動健身教練、瑜珈

教師、輔導老師及各級學校教師等。 
 

【主辦單位】 
臺灣正念發展協會 
 

【協辦單位】（依筆畫順序排列） 

5P 医学 APP 
台灣正念工坊 
正念助人學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 
振芝心身醫學診所 
浙江師範大學正念研究實驗室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 
救國團運動產業處 
華人正念減壓中心 
臺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臺灣諮商心理學會 
聯安預防醫學機構 

（陸續邀請中，報名前，歡迎進入活動網站查詢完整協辦單位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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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日期】 
1. 一般大眾： 2018/11/30 (五)～12/1 (六)，共 2 天，合計 13 小時。 
2. 專業人 員： 2018/11/30 (五)～12/2 (日)，共 3 天，合計 20 小時。 
註： 
2019 年以後若要參加「正念飲食覺知訓練」（MB-EAT）教師培訓，需先完成本次工

作坊完整三天之研習。 
 
 

第一天 11/30 (五) 
一般大眾、專業人員 

14:00-17:00、18:00-21:00 

第二天 12/1 (六) 
一般大眾、專業人員 

9:00-12:00、12:00-13:30 (用餐練習)、13:30-17:30 

第三天 12/2 (日) 
專業人員 

9:00-12:00、13:00-17:00 

 

【研習地點】 
臺灣銀行人力資源處行員訓練所活動中心（臺北市士林區陽明山山仔后和平路 10 號） 
 

【授課師資】（課程以英文教授，搭配中文口譯） 

珍‧克里斯特勒博士（Dr. Jean Kristeller） 、安德莉雅‧李伯斯坦（Andrea 
Lieberstein）。 
 
珍‧克里斯特勒博士（Dr. Jean Kristeller） 
 學歷： 

美國耶魯大學臨床心理學博士 
 現職： 

正念飲食中心（The Center for Mindful Eating）共同創始

人 
美國印第安納州立大學心理學系榮譽退休教授 
臨床心理師和研究學者 

 主要經歷： 
美國印第安納州立大學心理學系專任教授 
美國印第安納州立大學健康、宗教、精神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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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印第安納州立大學瑪麗瑪格莉特華爾特癌症研究計畫主任 
麻州大學醫學院助理教授 
哈佛大學醫學院精神醫學系講師級臨床心理教師 
日本京都大學醫學院研究助理 

 代表著作： 
《正念飲食》(The Joy of Half a Cookie: Using Mindfulness to Lose Weight and End 
the Struggle with Food) 

 當前任務： 
致力於正念在飲食疾患、肥胖以及其治療效果等相關領域逾 30 年，在「正念飲食

覺知訓練」(Mindfulness-Based Eating Awareness Training, MB-EAT) 的持續研究與

推動。 
 
安德莉雅‧李伯斯坦（Andrea Lieberstein）  
 學歷：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公共衛生碩士 
史丹福大學人類生物學系 

 專業資格： 
美國註冊營養師  
美國瑜伽聯盟註冊師資 
國際正念飲食專家以及正念減壓(MBSR)與自我慈悲

(MSC)課程指導者 
 經歷： 

在美國多所專業機構發展、實施及教導正念及身心計畫與課程逾 20 年 
在世界各地帶領一般大眾與專業人士正念飲食及營養相關的訓練及密集靜修營 

 代表著作：  
Well Nourished: Mindful Practices to Heal Your Relationship With Food, Feed Your 
Whole Self, and End Overeating。 

 

【學分認證】 
本課程正申請各專業學會繼續教育學分認證。 
 

【時數證明與認證證書】 
1. 本課程為臺灣正念發展協會認證課程。 
2. 全程參與者，授予研習證明。 
  

【研習費用】 
研習費用包含：講師費、研習教材、現場翻譯費、茶點、第一天晚餐、第二天午餐、

第三天午餐（專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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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大眾：   9,900 元 
2. 專業人員： 18,000 元 
 
註：交通費、住宿費，請自理。（可申請住宿，住宿費另計） 
 

【優惠方案】 

單位：新台幣 元 
早鳥 A（10/20, 週六 前） 早鳥 B（10/31, 週三 前） 

一般大眾 專業人員 一般大眾 專業人員 

每人 9,400 16,200 9,600 17,000 

三人同行 (每人) 8,800 14,400 9,400 16,200 

主、協辦單位會員 

無論人數 (每人) 8,800 14,400 9,400 16,200 

 
註：11/1 (週四) 起恢復原價。 
 

【住宿申請】 

本活動毋需住宿，唯對於遠道而來有住宿需求的學員，可以申請住宿。 
 

單位：新台幣 元 

一般大眾 專業人員 
入住：11/30 (五)下午 入住：11/30 (五)下午 

退房：12/01 (六)上午 退房：12/02 (日)上午 

單人房 1,500 3,000 
雙人房 (每人) 1,100 2,200 

【備註】 
1. 住宿費皆含早餐。 
2. 盥洗用具及茶杯請自備，本活動恕不提供。 
3. 請自行拆、裝枕套、被套及床套。如不自行拆、裝者，請另繳交 80 元代

金，委請清潔工代為拆、裝。 
4. 退房時，垃圾請收妥，並投入洗衣間大垃圾桶。 

 

【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 2018/11/15（四）截止。 
 

【報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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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上網填寫報名表及繳費，並將您的（匯款日期、金額、帳號後五碼）填寫在報名

表內，若您為臨櫃現金存入，請務必於存款單備註欄寫上您的全名，以供查詢。 
2. 請確認繳費金額正確，逾繳、多繳、錯繳而需退費者，將先扣除 20% 手續費後再

行退費。 
3. 若有疑問，請與我們聯繫。 
【報名表請按此連結】https://goo.gl/ReiEq2 
【活動網站】https://mbeatmastery.wordpress.com/ 
【臺灣正念發展協會官網】http://www.mindfulness.org.tw 
【匯款資訊】匯款銀行：臺灣銀行土城分行（銀行代碼：004 ） 
                        匯款戶名：臺灣正念發展協會 
                        匯款帳號：111-00102321-2 

4. 主辦單位收到您的報名表與繳費金額後，將於一週內回函確認報名成功，若您未收

到確認函，請主動與我們聯絡。 
 

【聯絡方式】 
聯絡信箱：mindfultaiwan@gmail.com 
聯絡電話：（02）2261-0404 
聯絡手機：0986-598-926 董小姐 
 

【注意事項】 
1. 開課前 10 天內，因故無法參加課程而欲辦理退費者，請以電子郵件親自提出申請；

審核通過後，退總費用之 80%。 
2. 開課後（含開課當日），恕不退費，敬請見諒。 
3. 如有不可抗力因素或招生人數不足導致無法開班，將

全額退費。 
4. 本課程無法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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