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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與犯罪預防及矯正

：營養樂活上怎樣幫別人與自己

林明傑

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諮商心理師

嘉義縣體育會獨木舟委員會主委

密西根州立大學犯罪學博士/諮商心理碩士

南華大學自然醫學研究所碩士

猜猜看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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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猜看在哪裡？

六大營養素

� 水

� 碳水化合物[米麵澱粉類/
提供熱量]

� 脂肪 提供熱量

� 蛋白質 提供熱量修補細胞

� 維他命 提供觸媒助身心

� 礦物質[巨/微量礦物質，
以一千mg為區隔，前者
如鈣鎂鈉鉀磷硫氯等，後
者如鐵、錳、銅、鋅、碘
硒。]提供觸媒助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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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的犯罪營養學研究發現
營養改善犯罪行為

� 英國牛津大學Gesch等（2002）以雙盲
實驗研究各一百人補充真假營養品證實充
足的營養兩周使實驗組減少監獄暴行
35%，而停用後又恢復原來水準，且與對
照組達顯著差異。

� 荷蘭再研究各兩百人，補充真假營養品一
個半月也證實如此，但發現人格未改變
[其實只要持續約半年到一年以上人格與
想法必改變]。。

營養預防犯罪

� 加州大學 Schoenthaler 及 Bier（2000）
將兩組各 40 位國小學童做對照，發現給
予真營養品之組減少 47%之內外向偏差
行為而對照組則沒顯著減少。

� 此均在在證明營養對犯罪的預防與改善有
實證效果。

� 但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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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

� 身體需要營養來維持各器官與系統的正常
運作

� 但為何營養可改善心理？因為心理是主要
由神經系統來運作。所以神經細胞的運作
若要好提供充足的營養很重要。

� 但長期犯罪人可能自幼沒有好的營養，現
代人長期營養偏差導致代謝症候群與肥胖
問題等。

神經細胞[又稱神經元]分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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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細胞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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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中神經細胞 [感覺/中間/運動神經元]

上圖中不健康食物導致神經細胞發炎而
失能[憂鬱、焦躁、幻聽視、妄想、暴力]

健康食物導致
神經細胞不發
炎而能順利傳
導且能情緒穩

定

不健康食物導
致神經細胞發
炎而不能順利
傳導且能情緒

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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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神經細胞傷害物：
活性氧自由基(ROS)

活性氮自由基(RNS)

� 自由基是指外層電子軌道具有未共用電子對之分
子或離子。

� ROS具有很高的反應性、半生期很短且極不穩定，
可能攻擊生物分子而引發自由基連續反應。

� 在生理所需的濃度下，ROS可行使正常細胞功能；

� 但若ROS過度產生，則可能造成細胞中DNA、脂
質、蛋白質等分子過度氧化，而造成細胞傷害

三餐怎麼吃最洽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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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問題

� 需否吃營養品？

� 這要問您常吃的米是粗製或精製？

� 您常吃的麵包是哪種製成？

� 化學或濃縮的營養品較好？

簡易營養學

� 問題

1.現代人喜觀精緻食物如白米與白麵包，但只剩碳水
化合物 [建議改吃糙米、五穀米、或胚芽米與全
麥麵包 [去殼一二三次各稱糙米/胚芽米/白米] 

2. 因為土地與化學肥料之過度利用，美日於1980年
之研究均發現現代蔬果的養分已是當時過去30年
之1/3，而2000年已經為1/8-1/20 [謝明哲 p14]  
[建議多買有機耕作農產品。全聯每包29元]

3.現代人之現代病如心血管疾病、癌症、與憂鬱等，
與營養不均衡有關，而須大力倡導營養飲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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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將改變您與家人一生之營養書

建議三個穩定精神的營養品

� B群

� 魚油

� 鈣鎂片

� 再來就是自己要每周至少三次且半小時流
汗之運動

� 我的健康口訣 [請一起背 /可去全聯與家
樂福或cosco買到] 平日一顆 壓力大二顆

兩杯果汁兩排便 B群魚油鈣鎂片

B群魚油早上吃 鈣鎂加水晚九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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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品1     維他命B群

� 維他命B群 [尤其B3可改善憂鬱性格與穩
定情緒]

� Ｂ群包含維生素B1、核黃素(B2)、菸鹼
酸(B3)、泛酸(B5)、維生素B6、生物素
(B7)、葉酸(B9)、維生素B12等十多種B
族維生素。Ｂ群為人體正常代謝時所需的
維生素，主要是調節體內的新陳代謝，維
持皮膚和肌肉健康，增強免疫系統和神經
系統功能，促進細胞生長和分裂。

� 穩定神經B3菸鹼酸與B9葉酸

尤其B3菸鹼酸niacin

� 缺乏會有4D[腹瀉、糙皮、失智、死亡]
� 加拿大Abram Hoffer生化博士與精神科醫師，
終生提倡精神分裂病的源頭是5%的人類提早進
化到取消菸鹼素轉化酶，以致體內嚴重不足，故
需吃每日建議量40mg的三百倍1200mg。其改
善加拿大九成的精神病患。

� 菸鹼素提供電子使腎上腺素在氧化為腎上腺素紅
以導致精神不穩之情況能結合而抗氧化。

� 菸鹼素也能抗發炎癒合受傷細胞及清除血管脂肪
斑，故認定為重要保健品

� 因其會有潮紅現象，可上網買到無潮紅的六肌菸
鹼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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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現代社會的穀類、麵食都經過精緻加工(白
米飯、白麵包、麵條、拉麵或餅乾等)，日常生
活飲食中較難攝取到豐富的維生素Ｂ群。當Ｂ群
攝取不足時，主要症狀多為情緒不穩、焦慮不安、
脾氣暴躁或疲倦不已等現象，若是長期攝取不足，
則會影響心臟及肌肉功能、免疫系統、貧血、皮
膚發炎等，甚至易得到高血壓、糖尿病、心臟血
管疾病等慢性疾病。長期過量攝取也會有神經病
變等症狀出現。

� 若有憂鬱症則最好每天吃到六顆 [見 王緒．李德
南．周朝雄．鄭增加．盧信芬．蘇銘煜(2008) 
吃對營養不生病 台北：東佑 ]

營養學2    魚油

� 魚油就是深海魚油
� 補充每日2至6顆含omega 3之深海魚油(素食者可改亞麻仁油，須不可超過65度c，可淋上煮好之菜)，若為血友病患者或服用抗擬血藥物者則諮詢醫師、藥師、或營養師相關替代品。
� 目前有證據顯示可改善精神分裂病、憂鬱症、躁鬱症、老人癡呆症、自閉症、過動症之症狀，並降低復發之機率。由於omega 3是一種人體無法合成且必須的不飽和脂肪酸，其含有EPA和DHA，其中DHA是細胞膜的重要成分，尤其是腦部神經細胞(見下一頁圖片)和視網膜細胞。補充DHA似乎是腦部細胞膜流動性和彈性的一個主要因子，DHA對維持我們的思考和感覺方式，扮演重要角色(Amen, 
2006；楊榮強，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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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醫王興耀醫師/教授 認為因現代人飲
食吃太少百年前差太少以致癌症與精神
壓力無法改善

臨床研究發現魚油對可改善之精神異常
有實證療效

� 原理：當神經傳導物質要經過不同神經元細胞之突觸或樹狀突之細胞膜發出或吸收時都會經或其細胞膜，而其藥理是使若能使細胞膜之DHA經補充而平衡，就不必再受到神經傳導物質過多或過少(精神分裂病是多巴胺過多，而憂鬱症是血清素過少等)影響而須在發射端抑制濃度或促進其再吸收與接收端抗拮與促進其接收。
� 因此深海魚油在近十年之研究均可降低精神異常之再發病，效果不低於一般精神科用藥，也無副作用。國內已有不少精神科醫師會推薦魚油為精神異常案主的營養補給品(蘇俊賓，2010：陳豐偉，2010) 
� 一般而言DHA若要有明顯療效須有3000-4000mg，可能每天須10-20顆一般市面之深海魚油。 切勿超過30顆[每顆1000毫克，因其會抗擬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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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學3  鈣鎂片

� 一般而言鈣片的功能是補充骨骼容易流失的鈣質，
而鈣片多會添加鎂以使鈣能順利被身體吸收。
Mindell (1991)在其名著維他命聖典一書中提到：
「鈣和鎂（鈣為鎂的2倍）是天然的鎮痛劑。」。
Davis (1994)也提到鈣和鎂均可以改善神經系
統的傳導感應，具有穩定情緒、緩和緊張焦慮、
改善失眠、甚至良好的止痛作用，如果缺乏則會
暴躁易怒。甚至好奇為何美國不推廣以無副作用
且改善體質的鈣片來代替現有之鎮靜劑及安眠藥。

� 其建議成年人每日至少需攝取1千毫克的鈣質

� 衛生署建議6歲兒童每天應攝取鈣質600毫克、7~9歲為
800毫克、10~12歲為1000毫克，13-19歲的青少年為
1200毫克，成年人則為1000毫克。調查發現，我國學童每天平均攝取鈣質約400~600毫克，只有建議量的五至六成。而各年齡層約只攝取到一半而已(藍青，2006)。

� 至於鎂，Davis(1993)認為若嚴重缺乏則會思緒不清、甚至明顯沮喪或精神錯亂而產生幻覺，甚至抽筋或癲癇，服用適度的鎂後這些現象會消失。鎂也可防治心臟病。但也不可服用過多，會有軟便或腹瀉。
� 鈣鎂比例以3:1是最洽當也最能吸收。牛奶已被證實
因比率為9:1，喝多反而導致鈣流失。

� 可每天改喝無糖豆漿加黑芝麻，代替牛奶。
� 無糖豆漿有豐富植物性蛋白質與大豆異黃酮
� 黑芝麻有豐富鈣與omeg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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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輔導時會鼓勵吃營養品，因為不貴且
自己簡單作到的身心壓力克服法

� 我會詢問來矯正諮商的犯罪者與性騷擾學生

� 「改善行為上幾成要自己努力？」

� 「有一方法是能簡單自己作到且確保改善其中4
成，三個月一千元的營養品會不會貴？」

� 「可以去全聯或屈臣氏買到B群、魚油、鈣鎂
片。」

� B群魚油早上吃 鈣鎂加水晚九吃，平日一顆壓
力大兩三顆，身心都能保舒暢

怎樣根據體重算出合宜每日熱量攝取

� BMI換算所需卡路里及比例 (1) BMI = 公斤 / 公尺X 公尺 如：一個52公斤的人，身高是155公分，則BMI為 : 52(公斤)/1.55 X 1.55)= 21.6
� 體重正常範圍為 BMI=18.5～24  再到27之間為過重、大於27為輕度肥胖、大於30為中度肥胖 、 大於35屬於重度肥胖
� (2)以同一公式算出 理想體重 = BMI理想值22X(公尺

X公尺)   再根據理想體重乘以 (臥床老人X25) (輕度工作X30) (中度工作X35)學生老師屬之 (重度工作
X40)打石搬家者 算出合宜的每日熱量與均衡搭配

� 如上例之人 52X35=1820大卡
� 若是一過胖或過瘦之人則應依據身高算出理想體重，再根據理想體重乘以每日合適公斤熱量就可算出合適每日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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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果579，保護性食物，
每份拳頭大，吃到才長壽 [國內只一成作到]

油脂

� 改橄欖油或芥花油[因omega3高，抗發
炎]，少用大豆油[因omega6高，促發炎]

� 每日堅果種子約一湯匙份量，建議每日一
湯匙黑芝麻較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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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課師：以下課程蒐尋 “taiwanlife 性
騷擾” 開課期程4/10—6/11

� 您不知道如何輔導性騷學生嗎？

� 您想要知道性侵性騷都怎樣發生嗎

� 課程9小時：包含6小時性侵性騷預防知能，最後
3小時是可給性騷學生的八小時性平教育

整合矯正諮商整合矯正諮商整合矯正諮商整合矯正諮商：：：：以現實療法與優勢觀以現實療法與優勢觀以現實療法與優勢觀以現實療法與優勢觀
點為取向之再犯預防認知行為點為取向之再犯預防認知行為點為取向之再犯預防認知行為點為取向之再犯預防認知行為
療法療法療法療法

♦♦♦♦一整合矯正諮商模式應有一整合矯正諮商模式應有一整合矯正諮商模式應有一整合矯正諮商模式應有「「「「課程四重點課程四重點課程四重點課程四重點」」」」，，，，

即是即是即是即是「「「「確定方向確定方向確定方向確定方向、、、、找出做法找出做法找出做法找出做法，，，，找出優點找出優點找出優點找出優點、、、、

慢慢做到慢慢做到慢慢做到慢慢做到」」」」。。。。



2017/4/20

17

♦♦♦♦ 對個案在課程上對個案在課程上對個案在課程上對個案在課程上，，，，最好強調本課程有二重點最好強調本課程有二重點最好強調本課程有二重點最好強調本課程有二重點，，，，

即前兩個重點即前兩個重點即前兩個重點即前兩個重點「「「「確定方向確定方向確定方向確定方向、、、、找出做法找出做法找出做法找出做法」」」」，，，，而後而後而後而後

面兩個重點面兩個重點面兩個重點面兩個重點，，，，因為是鼓勵個案的架構之用因為是鼓勵個案的架構之用因為是鼓勵個案的架構之用因為是鼓勵個案的架構之用，，，，不不不不

一定需要對個案明講這是我們對每人的課程重一定需要對個案明講這是我們對每人的課程重一定需要對個案明講這是我們對每人的課程重一定需要對個案明講這是我們對每人的課程重

點點點點，，，，當然明講也可能有很好的效果當然明講也可能有很好的效果當然明講也可能有很好的效果當然明講也可能有很好的效果。。。。

一.確定方向

建議順序如下建議順序如下建議順序如下建議順序如下：：：：

1111.... 向左走或向右走向左走或向右走向左走或向右走向左走或向右走：：：：詢問詢問詢問詢問「「「「每個人來參加輔導之後都會每個人來參加輔導之後都會每個人來參加輔導之後都會每個人來參加輔導之後都會

有兩條路選擇有兩條路選擇有兩條路選擇有兩條路選擇，，，，也就是選擇向左走也就是選擇向左走也就是選擇向左走也就是選擇向左走、、、、還是向右走還是向右走還是向右走還是向右走。。。。向向向向

左走是左走是左走是左走是：：：：再犯與再回來參加輔導再犯與再回來參加輔導再犯與再回來參加輔導再犯與再回來參加輔導，，，，而向右走是而向右走是而向右走是而向右走是：：：：不再不再不再不再

犯及不用再回來參加輔導犯及不用再回來參加輔導犯及不用再回來參加輔導犯及不用再回來參加輔導。。。。雖說向右走雖說向右走雖說向右走雖說向右走，，，，它其實是選它其實是選它其實是選它其實是選

擇一條本來在您正前方的路擇一條本來在您正前方的路擇一條本來在您正前方的路擇一條本來在您正前方的路，，，，因為您現在走到左邊因為您現在走到左邊因為您現在走到左邊因為您現在走到左邊，，，，

若想向右走只是走回您原來應該走的正路若想向右走只是走回您原來應該走的正路若想向右走只是走回您原來應該走的正路若想向右走只是走回您原來應該走的正路，，，，您選擇哪您選擇哪您選擇哪您選擇哪

一條一條一條一條？？？？」」」」 此時可以就以下圖此時可以就以下圖此時可以就以下圖此時可以就以下圖12121212----1111之選擇三角形海報給之選擇三角形海報給之選擇三角形海報給之選擇三角形海報給

個案看個案看個案看個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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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勿有百分百把握勿有百分百把握勿有百分百把握勿有百分百把握：：：：詢問詢問詢問詢問「「「「您有幾分的把握以後選擇向您有幾分的把握以後選擇向您有幾分的把握以後選擇向您有幾分的把握以後選擇向

右走呢右走呢右走呢右走呢？？？？想提醒您的是不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想提醒您的是不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想提醒您的是不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想提醒您的是不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因為因為因為因為

這樣容易自滿或自以為是而再犯或再出手這樣容易自滿或自以為是而再犯或再出手這樣容易自滿或自以為是而再犯或再出手這樣容易自滿或自以為是而再犯或再出手。。。。不如留下不如留下不如留下不如留下

5555～～～～30303030％％％％的空間的空間的空間的空間，，，，讓自己時時警惕讓自己時時警惕讓自己時時警惕讓自己時時警惕，，，，這樣真的較不容這樣真的較不容這樣真的較不容這樣真的較不容

易再犯易再犯易再犯易再犯。。。。」」」」這與再犯預防療法之沒有治癒的概念相同這與再犯預防療法之沒有治癒的概念相同這與再犯預防療法之沒有治癒的概念相同這與再犯預防療法之沒有治癒的概念相同，，，，

務必使每位個案知道務必使每位個案知道務必使每位個案知道務必使每位個案知道，，，，只要不注意自己將很容易再犯只要不注意自己將很容易再犯只要不注意自己將很容易再犯只要不注意自己將很容易再犯。。。。

3333.... 須終身注意小心須終身注意小心須終身注意小心須終身注意小心：：：：此時約有十分之一或二的人會說想此時約有十分之一或二的人會說想此時約有十分之一或二的人會說想此時約有十分之一或二的人會說想

選擇中間路線選擇中間路線選擇中間路線選擇中間路線，，，，此時輔導員可說會尊重選擇即可此時輔導員可說會尊重選擇即可此時輔導員可說會尊重選擇即可此時輔導員可說會尊重選擇即可。。。。且且且且

筆者也發現有另外十分之一或二的人會說有百分之百筆者也發現有另外十分之一或二的人會說有百分之百筆者也發現有另外十分之一或二的人會說有百分之百筆者也發現有另外十分之一或二的人會說有百分之百

之把握之把握之把握之把握，，，，輔導員可說會尊重輔導員可說會尊重輔導員可說會尊重輔導員可說會尊重，，，，但也告知這樣會容易自但也告知這樣會容易自但也告知這樣會容易自但也告知這樣會容易自

滿而再犯滿而再犯滿而再犯滿而再犯，，，，並鼓勵他須更謹慎並鼓勵他須更謹慎並鼓勵他須更謹慎並鼓勵他須更謹慎。。。。

圖12-1 向左走或向右走之選擇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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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12121212----1111 向左走或向右走之選擇三角形向左走或向右走之選擇三角形向左走或向右走之選擇三角形向左走或向右走之選擇三角形

二.找出做法

確定方向後確定方向後確定方向後確定方向後，，，，再來就是要與個案談如何可以確定再來就是要與個案談如何可以確定再來就是要與個案談如何可以確定再來就是要與個案談如何可以確定

向右走向右走向右走向右走，，，，依序如下依序如下依序如下依序如下。。。。

(一一一一)介紹架構介紹架構介紹架構介紹架構

1111.... 詢問詢問詢問詢問「「「「怎麼走可以確定向右走怎麼走可以確定向右走怎麼走可以確定向右走怎麼走可以確定向右走？？？？」」」」請每人提供他想到請每人提供他想到請每人提供他想到請每人提供他想到

的答案的答案的答案的答案。。。。有人會說如何出獄後找工作有人會說如何出獄後找工作有人會說如何出獄後找工作有人會說如何出獄後找工作、、、、好好做人好好做人好好做人好好做人、、、、或或或或

好好戒酒或毒等好好戒酒或毒等好好戒酒或毒等好好戒酒或毒等。。。。

2222.... 再詢問每一個人再詢問每一個人再詢問每一個人再詢問每一個人「「「「請問行為好不好改請問行為好不好改請問行為好不好改請問行為好不好改？？？？」」」」此時每人答此時每人答此時每人答此時每人答

案將不一案將不一案將不一案將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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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再問再問再問再問「「「「請問想法好不好改請問想法好不好改請問想法好不好改請問想法好不好改？？？？」」」」此時每人答案也將此時每人答案也將此時每人答案也將此時每人答案也將

不一不一不一不一。。。。

4444.... 再問再問再問再問「「「「行為先或想法先行為先或想法先行為先或想法先行為先或想法先？？？？」」」」此時多數人答案想法此時多數人答案想法此時多數人答案想法此時多數人答案想法

先先先先。。。。

5555.... 告知若想法先那是否要改變行為告知若想法先那是否要改變行為告知若想法先那是否要改變行為告知若想法先那是否要改變行為、、、、是否最好要能是否最好要能是否最好要能是否最好要能

改變想法改變想法改變想法改變想法？？？？

6666.... 行為前到底共有幾個因素行為前到底共有幾個因素行為前到底共有幾個因素行為前到底共有幾個因素？？？？此時可介紹心理學家此時可介紹心理學家此時可介紹心理學家此時可介紹心理學家

研究人的行為共有四因素研究人的行為共有四因素研究人的行為共有四因素研究人的行為共有四因素，，，，先後是先後是先後是先後是「「「「情況情況情況情況→→→→想法想法想法想法

→→→→情緒情緒情緒情緒→→→→行為行為行為行為」」」」，，，，四因素成一行為鏈四因素成一行為鏈四因素成一行為鏈四因素成一行為鏈（（（（表表表表12121212----2222）））），，，，

導導導導致大致大致大致大家有家有家有家有暴力暴力暴力暴力行為行為行為行為，，，，而而而而被送被送被送被送來輔導來輔導來輔導來輔導。。。。

表12-2  行為四因素之流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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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2  行為四因素之流程表

7777.... 告知若能改變自己的告知若能改變自己的告知若能改變自己的告知若能改變自己的「「「「情情情情境境境境→→→→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情緒情緒情緒情緒→→→→行為行為行為行為」」」」四四四四

因素行為鏈因素行為鏈因素行為鏈因素行為鏈，，，，才才才才可能可能可能可能減低日減低日減低日減低日後後後後暴力暴力暴力暴力行為的可能行為的可能行為的可能行為的可能性性性性，，，，也也也也

較不易再較不易再較不易再較不易再被送被送被送被送來來來來接受接受接受接受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8888.... 提醒沒有人可自提醒沒有人可自提醒沒有人可自提醒沒有人可自稱稱稱稱輔導成輔導成輔導成輔導成功功功功或或或或完全完全完全完全改改改改善善善善，，，，唯唯唯唯有自己終有自己終有自己終有自己終

生生生生時時留意時時留意時時留意時時留意，，，，才才才才可能可能可能可能減低日減低日減低日減低日後犯後犯後犯後犯罪罪罪罪行為的可能行為的可能行為的可能行為的可能性性性性。。。。注注注注

意意意意，，，，唯唯唯唯有自己終有自己終有自己終有自己終生生生生留意留意留意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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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高危情況的認出與轉換高危情況的認出與轉換高危情況的認出與轉換高危情況的認出與轉換

1111....認認認認出出出出：：：：詢問詢問詢問詢問什什什什麼樣的情況麼樣的情況麼樣的情況麼樣的情況比比比比較會有當時的行為較會有當時的行為較會有當時的行為較會有當時的行為。。。。

2222....轉換轉換轉換轉換：：：：詢問怎樣可以詢問怎樣可以詢問怎樣可以詢問怎樣可以避開避開避開避開或或或或轉換轉換轉換轉換（（（（如如如如吸吸吸吸毒者要如何毒者要如何毒者要如何毒者要如何避避避避

開開開開毒毒毒毒友友友友、、、、酗酗酗酗酒者要如何酒者要如何酒者要如何酒者要如何避開避開避開避開酒酒酒酒友友友友、、、、婚暴婚暴婚暴婚暴者要如何者要如何者要如何者要如何避開避開避開避開

與與與與配偶配偶配偶配偶易易易易衝突衝突衝突衝突議議議議題題題題或或或或轉換轉換轉換轉換自己行為自己行為自己行為自己行為、、、、性侵害性侵害性侵害性侵害者如何者如何者如何者如何盯盯盯盯

緊緊緊緊自己自己自己自己避開高危險處避開高危險處避開高危險處避開高危險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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