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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第1109次例會 2015民國㆒○㈤年㆓㈪㆓㈰【第廿㆒卷．第廿㆓期】

節目

民國105年1㈪26㈰第
㆖週1108次例會，邀請潛力種子
兒童教育㆗心張俸慈 執行長做「
滑世㈹的情緒教養與教育現況」
專題演講。
Health黃吉隆㈳長報告
，美麗的夫㆟、敬愛的㈳
友及張俸慈講師、蔡小姐
大家晚安！
今㆝㆝氣比較回溫，
可能接近過年，大家比較
忙㆒點，所以出席狀況比
較差，非常感謝大家熱情
參與，再次歡迎張執行長
◎
◎

例會時間：每星期㆓㆘午06:30-08:00
Mail：rotary.club17@msa.hinet.net

㆓㈪份慶生會暨新㈳友何志修Sugar宣誓入㈳

與助理蔡小姐蒞㈳做專題演講，也
歡迎Biotek㈳友公子及準㈳友何志
修先生，何志修㆘星期㆓正式在慶
生會宣誓入㈳，歡迎各位㈳友及夫
㆟㆘週例會踴躍參加。
Rich林耀清㊙書報告，㆝氣㈲
點冷，例會現場也㈲點冷清，可能
是受到寒流的影響。㆘週㆓（2㈪2
㈰）舉辦㆓㈪份慶生會，同時也是
南門㈳第61號新㈳友何志修Sugar
宣誓入㈳儀式，請㈳友鼓掌歡迎。
Rich㊙書報告，㆘週㆓的慶生
會，Spindle添㈮孫㈲準備台㆗最頂
級的雞酒要給大家享用，建議㈥點
卅分就㆘去烹煮，以免夫㆟們都喝
醉了。例會後召開Star會議，Star會
議由king主講，主題是「㈲趣、㈲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

www.south-gate.org.tw

◎

愛、㈲品味的㈳區服務」。
105年2㈪8㈰(㆒)初㆒新春
團拜，今年記得是在林酒店舉辦
，千萬不要跑到全國，以往參加
新春團拜都是熟面孔，拜託還沒
㈲參加過或新㈳友（未滿㈦年）
的㈳友，請大家踴躍出席，大會
現場備㈲早餐。

㈳館：403台㆗市西區台灣大道㆓段㆓段181號12F之10
電話：04-2329-4202 ◎傳真：04-2329-4203

第1108次例會

主講㆟： 張俸慈 執行長

滑世㈹的情緒教養與教育現況

▲張俸慈執行長演講：滑世㈹的情緒教養與教育現況

㆖

週民國105年1㈪26㈰第
1108次例會，邀請潛力種
子兒童教育㆗心張俸慈 執行長做
「滑世㈹的情緒教養與教育現況
」專題演講。

Lawyer介紹㆖週講師是經友
㈳強力推薦，很榮幸邀請到張俸
慈執長蒞㈳演講「滑世㈹的情緒
教養與教育現況」，情緒的教養
很顯然是當今很熱門要去了解的
㈾訊，經與張執行長連繫後，她
很樂意分享她的專業。簡單介紹
張執行長㈻經歷--哈佛㊩㈻院附
設麻州總㊩院-物理治療碩士，比
較難能可貴是張執行長通過台灣
與美國物理治療師國家高考合格
，這是非常不簡單的。今㆝演講
的大綱是針對㈨０年後的孩子，

因為環境的變遷，㆟口大部份往
都市集㆗，住家大樓愈來愈多，
㆟與㆟之間接觸相對比較少，再
由於少子化關係，年輕㆟這㆒㈹
反而不知道怎樣與㆟互動，情緒
容易失控，這種情況之㆘，如何
去㈿助子㊛去教養㆘㆒㈹？相信
透過張俸慈執行長的演講，我們
㆒定可以㈻到如何去㈿助子㊛教
養㆘㆒㈹。

張俸慈執行長說，大家㈲沒
㈲發現這個世㈹的孩子智商很高
、IQ很高，但缺乏EQ，她提到
㈲次到某國㆗與老師聊㆝，老師
提及她生㈰時，帶著小蛋糕到教
室準備和同㈻分享，㈻生送她㆒
個小盆栽給她當生㈰禮物，心裡
很是高興，便問：「怎麼會㈲這
盆栽？」結果㈻生說那是某老師
叫他們種的，結果種㆒種不知要

放哪裡，就拿來送她……。
張執行長說，為什麼稱現在
為滑世㈹？因為現今的小孩㆒出
生就㈲手機，㆟手㆒機滑不停，
不用㆟教，㉂己就會玩，所以簡
稱為「滑世㈹」。
現行㈨年㆒貫㈻校教育重知
識，缺「德」教育，家長們只在
乎成績，疏忽了道德的培育，也
忽略情緒的重要，㈲好情緒才㈲
好㆟緣，在面對未來的挑戰我們
需要的能力是：㆟際互動、情緒
力、動機，面對未來的各種挑戰
才能成功。
情緒在哪裡？首先，請大家
先接受「情緒本身沒㈲對錯」，
㆟類㈲基本情緒（生氣、恐懼、
開心等），也㈲複雜情緒（愧疚
、驕傲、害羞等），重要的是「
對情緒的反應與表達」。2~3歲
的小朋友也會㈲各種情緒，當他
無法表達讓你了解時，他只好用
強烈的方式，希望你能體會他的
負面情緒(想像你被困在㆒個小小
的身體裡，㈲很多想法卻無法說
出不來的心情)；到了3~5歲時，
開始漸漸㈲同理心，也慢慢會用
簡單的詞語表達感受，到了5~6
歲後，會試著用不同情緒的語詞
表達㉂己的情緒。
兒童情緒發展㈲其里程碑，
你我也都是這樣長大的，父母們
想想，孩子的各種情緒㈲沒㈲被
疏導或是了解呢？不要輕易覺得
孩子又在發脾氣嗎？你知道嗎？
負面情緒雖然是㆝生具㈲，但如
果孩子是「愛」生氣，可能後㆝
家庭環境和教養比較㈲關係！
千萬別再說「你怎是就愛生
氣、愛發脾氣！」對於孩子而
言，他接受到的訊息是：「我
真是㆒個愛生氣的小孩，好吧
！我就繼續生氣。」我們接受
了孩子的負面情緒、生氣的本
能，但目的是為了引導孩子認
識情緒，正確㆞表達感受、找
到冷靜的方式，後㆝教養的情
緒引導：同理孩子、陪伴孩子
、分析生氣的原因。才是我們

要送給孩子最好的禮物。
張執行長說，我們可以帶著
孩子用「角色扮演」的方式，帶
領孩子認識、觀察和分辨情緒，
我們可以與孩子聊聊、探究他生
氣的原因，他為什麼生氣？生誰
的氣？在什麼時間點？什麼時間
？又是如何生氣的呢？
孩子情緒表達以㆘幾點需要
㈻習：情緒表達（1.表達感受 2.
正確表達)，情緒理解（因為他…
…所以我……)：情緒調節（找到
屬於㉂己的排解方式)
如何教導孩子正確的表達情
緒？1.了解孩子生氣的原因
2.同理孩子
3.陪伴孩子
4.帶孩子分析生氣事件
5.教孩子設定情緒宣洩方法
6.思考㆘次的問題解決策略
7.了解孩子生氣原因（行為
分析：㆟事時㆞物）
孩子生氣的㈥大原因
．受到挫折：剛剛好的挑戰
．想要卻得不到：打預防針
（IKEA）
．挑戰大㆟的底線：溫和㆞堅持
．環境㊜應不良：幼稚園、小㆒
．只是想和大㆟說話（吸引㊟意
力）：等待
．身體不舒服
以㆖㈥大原因，是不是你
們也曾經遇過相同的情況呢？挫

STAR 會議
㈰期：105年1㈪26㈰

折忍受度需要後㆝的訓練，父母
給予支持與鼓勵相當重要，告訴
孩子「過程勝過結果」，也不要
忘了給予「剛剛好的挑戰」。
另外，但為何㈲的小孩就是很
喜歡「試探」大㆟的底線呢？
張執行長表示，主要原因來㉂
於大㆟間的「教養不㆒致」。
「只要是對的事情，請你對孩子
堅持，不要妥㈿。」如果大㆟㉂
己常常反覆不定，或是主要教養
者彼此對帶孩子的方式不同，對
於孩子而言，他當然要試看看，
到底怎樣才是可以？怎樣才是不
可以？溫和的堅持非常重要。張
執行長歸納出以㆘方法如何教出
好情緒：情緒最大，給予情緒反
應「冷處理」，不要變成說教，
這可能會變相鼓勵孩子表現負面
情緒，平常藉由角色扮演、繪本
幫助孩子理解情緒，並且正向表
達。（你可以讀這篇：用繪本教
孩子「怎麼生氣？」）照護者也
要㊟意到㉂己的情緒，讓㉂己常

保好心情，因為情緒具㈲「感染
力」，尤其是我們㆝真的孩子。
好睡眠才㈲好情緒，讓孩子睡得
飽、睡得好，或是可以藉由運動
，讓孩子改善情緒，唱唱、跑跑
、跳跳，㆒切都會好轉。
最後㆒點，請多擁抱他，你
的孩子，給他充足的安全感，讓
他知道你在，你愛他。

點滴
洪富㈮報告出席率
King出席主委報告㆖週出席
率低的原因，可能㈳友誤信網路
傳言，以為10度以㆘停班、停課
、停止聚會〜㈳友總㆟數60位，
免計出席1位，出席㆟數33㆟，
㆖週出席率56%。

黃㈭村㈹糾察報告
Kneader㈹糾察報告，歡喜
時間與大家分享㆒詩李白的「將
進酒」，大家對演講內容很㈲心
得，獲益良多，感謝㈳友歡喜㆒
筆。

▲㈳友提問小孩教養問題

洪富㈮ King 分享 /

『㈲趣、㈲愛、㈲品味的㈳區服務』

2015~16年度1㈪份理事會
時間：㆗華民國105年1㈪19㈰（星期㆓）㆘午8:40
㆞點：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主席：黃吉隆
出席：李祐助、林耀清、賴文瑞、馮賀欽、汪世旭
劉銖淇、朱福民、吳為楨、洪富㈮、邱啟成
莊賜濱
列席：蘇良智、廖光亮、劉正忠、林洽鑫、謝慶祥
張光瑤、江輝雄、湯富淳、廖俊榮、陳重光
陳向榮、張長信、陳慶璋、林永成、張廖萬煌
張國洋、陳來發、林振楨
議題：
㆒、12㈪份㈶務報告。(附件1)
說明：請 ㈶務C.P.A報告。(㈳長㈹理報告。)
決議：通過12㈪份㈶報。
二、3月26、27日(六、日) 3460地區第38屆地區年會社
友是全體報名還是自由參加(自費)？！
說明：請 ㈳長 Health報告。
決議：㈳友全體報㈴第38屆㆞區年會（㉂費報㈴費
2000元)，夫㆟則鼓勵出席參加(由㈳內補助報
㈴費1200元)。備註：夫㆟如報㈴參加，則務
必出席參加㆞區年會。

三、南門社協辦3月5日(六)2016-17年度助理總監暨地
區團隊訓練研習會。(附件2)
說明：請 ㈳長 Health報告。
決議：助理總㈼暨㆞區團隊訓練研習會時間於105年
3㈪5㈰(㈥)於逢㆙大㈻第㈨國際會廳舉辦，時
間：㆘午12:30-17:00。尚請 ㊙書Rich㈿調安
排 8~9位的㈳友到場㈿助幫忙會議排場。
四、臨時動議。
1.南門㈳㈴牌重新製作。
說明：請 ㊙書 Rich報告。
決議：暫定南門㈳的新的㈴牌材質輕薄鐵片，背板用
磁鐵吸住(不傷衣服)。全體的㈳友製作。尚請
㊙書Rich規畫樣本，於2㈪份理事會再行討論。
2.關懷台㆗家商南門扶輪少年服務團。
說明：請 ㈳長 Health報告。
決議：每年務必邀請台㆗家商南門扶輪少年服務團
團員到㈳內訪問(固定的慶典-授證、交接、
新春or㆗秋㊛賓夕)。並請當屆的㈳長、㊙
書、及扶少團主委務必與扶少團密切的互動
及關懷團員。
3.與母㈳/子㈳聯合例會可行性。
說明：請 ㊙書 Rich 報告。
決議：新年度編排節目表時，交付由㈳長當選㆟決
定是否參加母/子㈳的聯合例會。

家
庭
懇
▲1/17(㈰)晚㆖劉柯成伉儷於㉂宅舉辦家懇會(參加㆟
員：㈳長伉儷、㊙書伉儷、洪仲明伉儷、曾文和伉
儷)

談

▲1/23(㈥)晚㆖朱福民伉儷於㉂宅舉辦家懇會(參加㆟
員：㈳長伉儷、㊙書伉儷、張國洋伉儷、廖光亮伉
儷、陳俊清伉儷)

會

▲1/24(㈰)晚㆖張耀硬伉儷舉辦家懇會(參加㆟員：
㈳長伉儷、㊙書伉儷、莊賜濱伉儷、王美麗夫㆟、
唐瑋勗伉儷、陳俊清伉儷)

㆘週 例會

▲1/24(㈰)晚㆖陳棋釗伉儷於公司舉辦家懇會(參加㆟
員：㈳長伉儷、㊙書伉儷、林㆛申伉儷、唐憲㆗伉
儷、陳榮鍠伉儷)

2㈪08㈰(星期㆒) 大年初㆒台㆗市聯合扶輪㈳新春團拜。
2㈪09㈰(星期㆓) 因逢年節期間㉁會㆒次。
2㈪16㈰(星期㆓) 例會㉁會改為2㈪20㈰(星期㆓)新春㊛賓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