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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世代的環境特質

近年來，在新聞上看到憂鬱、自殺的事

件頻傳，有明星藝人、有大專學生，當然也

有年輕的國高中學生。現今的國高中生中介

於 13 ～ 18 歲之間，屬於「Z 世代」，是指

從 1990 年代末期到 2010 年代初期出生的

人們。

根據維基百科，這個世代的人們更熟悉

科技產品，不過卻比其他世代在同年紀時，

比起來更自律、更在意學業表現和就業前

景，不過更高的自我要求，似乎帶來更多的

心理壓力，這個世代的人們有容易有心理健

康的問題。

Z 世代在科技、網路、社群網站的時代

成長。因此，許多人會對他們抱有成見，認

為他們沉迷於科技，不過更準確來說，他們

是「擅長使用科技產品」。同時，面對龐大

的資訊爆炸浪潮，如何分辨與篩選，對青少

年而言，更容易產生無形的壓力與焦慮。

根據衛福部統計，13 ～ 18 歲的國高中

生中，大約有 1/4 的孩子被憂鬱情緒困擾，

甚至因此罹患「青少年憂鬱症」。當孩子罹

患憂鬱症時，很多父母不知道該如何面對，

甚至將孩子的情緒當作是青春期的叛逆行

為，因此錯失及早治療的機會。

什麼是青少年憂鬱症？為什麼經常被家

長忽略？

首先，「憂鬱症」和「憂鬱情緒」是不

同的，憂鬱情緒通常是生活遇到挫折，導致

心情低落，可能是考試成績不好、和朋友吵

架，或是單純遇到梅雨季節……，但這樣的

情緒會隨著時間消散、雨過天晴。

而憂鬱症則是大腦的神經傳導物質，如

多巴胺、血清素等分泌異常導致，患者會長

時間情緒低落、對熱愛的事情失去興趣、失

眠、食慾不佳，甚至有自殘及自殺的念頭。

通常，當周遭的人出現上述症狀時，應

該很容易被察覺，但青少年的憂鬱症傾向，

文 /呂學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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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經常被家長解讀為叛逆期行為，以為他們

只是情緒不穩定或失控而已，導致經常被家

人忽略。

精神科門診中的青少年都是被父母帶來

看診，而且孩子出現嚴重的自殘，甚至已經

有自殺行動，這時才知道問題的嚴重性。

青少年憂鬱症的成因

青春期是憂鬱症好發的年紀，這個時期

的孩子由於性荷爾蒙開始大量分泌，生理和

心理的狀態都有重大的改變，開始積極尋求

自我認同，容易過度在意別人的看法、心情

浮動，因此種下青少年憂鬱症的危險因子。

此外，同儕的相處、課業壓力及親子關係等，

也可能導致青少年憂鬱症。以下是四種常見

的主要成因：

1. 青春期症候群：缺乏溝通，感覺自己不被

理解

青春期的孩子除了荷爾蒙分泌出現變化

之外，開始建立社交生活圈及塑造價值觀的

過程中，很容易與家人、朋友發生衝突，如

果和同儕的關係不好，父母又因為工作忽略

孩子的感受，長時間缺乏溝通及抒發情緒的

管道，就很容易罹患青少年憂鬱症。

2. 青少年壓力：來自課業及同儕的壓力

 由於升學壓力的影響，青春期的孩子會

開始在意自己的成績表現，無形之中增加很

多負擔。此外，與同儕相處的過程中，也會

形成很多壓力，會開始注意自己的穿著、打

扮，害怕無法融入人群，有些班級、群組甚

至會出現霸凌現象，使孩子在不知不覺中，

累積很多負面情緒。

3. 感情因素：在愛情中投入過多情感依賴

處於情竇初開的青春期，孩子很容易

投入一段感情，有些人可以在感情中找到穩

定的情感依託，進而紓解課業及生活中的壓

力，但如果在感情的處理上不夠成熟，或是

過度依賴這份情感，反而會造成反效果，產

生很多痛苦的情緒。

4. 手機世代：資訊氾濫、網路交友與霸凌

這個階段的孩子，由於自我主管力尚未

養成，容易無休止地瀏覽社交媒體或線上遊

戲，導致熬夜而影響健康。他們也喜歡在網

上結交朋友，而不是在現實生活中，造成在現

實中很難交到朋友。同時由於沉溺於網路中，

跟隨而來的，便是容易遭遇網路霸凌問題。

手機的影響力不可忽視

對青少年而言，一支手機就是全世界，

青少年必須透過手機得到「身分和認同」，

像是人際關係網路化、幽微的霸凌言語和行

為迅速傳播，以及全世界的大小災難，都一

併照單全收。

「身分和認同」不是來於自己的內心，

而是透過外來的評價，或手機上的回應，這

其實是非常危險的。但令家長最無力的就

是，無法避免手機，因為學校訊息是透過手

機群組佈達的。

手機容易成癮的孩子，主要是為了逃避

現實與困難。孩子並沒有能力去調節或解決

情緒困擾，不管是人際關係，或是和家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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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不和。此外，他們認為讀書無趣、人生無

趣，只為了升學，這樣的孩子就會逃到網路

世界裡。

一旦沉迷網路，結果就更容易憂鬱、

降低思考能力。很多案例都是網路成癮引起

的，例如孩子為了沉迷遊戲，上學遲到、功

課沒交，學業壓力更大。老師、家長的指責，

在惡性循環之下，又碰到霸凌或感情上的問

題，整個就壓垮了。

但即使透過諮商師，很多孩子也不會

認為是自己情緒失控、手機沉迷、沒做好本

分…等，反而是指責家長在成長過程中太嚴

格，或是社會上太多負面資訊的影響。

五大常見憂鬱症症狀

4

憂鬱症形成的原因很多，並非單一原因

造成，大部分的孩子是不會說出真正的原因

的，反而會責怪父母、責怪別人，或根本不

知道是什麼原因，就是莫名的憂鬱。如果孩

子出現以下情形，建議多關心孩子的狀況，

並在必要時積極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 

(1) 吃不好：心情低落而失去食慾，也有人會

選擇過度進食而變胖。

(2) 睡不好：因過於緊張或憂慮而失眠，或者

為了保護自己而嗜睡。

(3) 不想活：當狀況嚴重時，青少年可能出現

自殘以及自殺的念頭。

(4) 情緒起伏：長時間心情不好，情緒起伏很

大，易怒、易哭、煩躁。

(5) 興趣減退：對以前喜歡的活動、食物等失

去興趣，完全提不起勁。

除了上述的五個情況之外，只要孩子出

現異常情形，都要記得多關心孩子的狀況，

多一點的耐心與關心都可能成為孩子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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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幫助憂鬱症的孩子？ 

1. 正視孩子病情，勇敢面對憂鬱症療程

首先要了解憂鬱症是一種身心疾病，

一定要看精神科醫師接受診斷，遵循醫生的

指示服用藥物與治療，不能因為在意社會觀

感，或是害怕孩子過度依賴藥物等理由而延

遲就醫。

2. 先顧好自身的情緒

陪伴憂鬱症患者需要很多的耐心和時

間，長時間的陪伴容易讓人疲乏，甚至產生

逃避、抱怨的情緒，建議父母在情緒疲乏的

時候適當休息，給自己消化情緒的時間，避

免將自身情緒投射在孩子身上，必要的時

候，父母也可以尋求心理醫師的協助。

3. 一起尋找抵抗憂鬱的方法

除了花時間多了解孩子的想法之外，也

可以多安排有趣的活動，挖掘孩子的興趣，

在生活中尋找能讓孩子快樂起來的方法，遠

離憂鬱的情緒。

4. 陪伴憂鬱患者的三不原則

面對憂鬱症患者時，傾聽就好，陪伴時

可以參考「三不守則」。

1) 不鼓勵：不要鼓勵「要加油」「要正向思

考」等。

2) 不責備：不要責備「都是你的錯」「你太

不懂事了」「你自以為是」。

3) 不反駁：不要反駁「你想太多了」「你太

負面」「你講的都是錯的」。

而應該常說：「我聽你說」、「我陪你

出去走走」、「不急慢慢來」、「我會一直

陪著你」……。

只有當家長足夠了解孩子時，多陪伴與

關心，才能及早預防青少年憂鬱症。想要盡

早發現孩子的憂鬱症傾向，一定要適時關心

孩子的狀況，多觀察孩子的行為變化，每天

花一點時間與孩子相處，也可以向學校詢問

學習狀況。愛與關心，傾聽與接納，才是治

癒憂鬱症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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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9 年連續 2 年暑假，純潔協會

為花蓮美崙國中足球隊辦理「素養導向的營

隊」，培養團隊合作的運動家精神，並促進

身心健康的情緒穩定。美崙國中向來是足

球場上的常勝軍，尤其今（111）年還奪下

HFL 國中甲級冠軍，七度封王；這次比賽的

選手中，有好多位都曾參加過純潔協會的營

隊活動。

睽違兩年，在花蓮縣政府指導、原住民

族委員會補助下，純潔協會與美崙國中第三

次合辦「夢想起飛～培力營」，自 8/15 起

連續四天的活動，讓成員練習情緒管理、兩

性關係、靜心冥想等，幫助體育班學生自我

覺察，進而提升自信心與賽場抗壓力，並透

過實作體驗，將所學內化成為帶得走的能

力。

開幕式當天以對口相聲「夢想非飛」開

場，主角天馬行空亂定目標，以致夢想變成

不切實際的妄想，希望青少年明白生涯規劃

時應先了解自己，選擇適合自己的方向，並

按部就班充實相關的學能，努力不懈，才能

美夢成真。

「情緒教育」則透過淺顯易懂的輕鬆

對話，幫助學生建立良好的人際溝通、培養

樂觀開朗的健康性格，引導學生正確認識情

緒，提昇 EQ的生活技能。其中特別安排「靜

心冥想」課程，從呼吸調節開始，搭配語音

引導，進行自我觀照，或予以他人祝福，循

序漸進，有助於訓練孩子與自己對話，調節

煩躁的情緒。

「情感教育」則反映時下青少年生活、

運用電腦遊戲媒體互動模式，幫助青少年學

習自我管理、自我肯定、做決定、創造性思

考、壓力調適等多項重要的「生活技能」。

結業式這天，美崙國中孫台育校長表

示，球員們要向足球巨星 C 羅看齊懂得自

律之外，也要學習情緒管理，彼此尊重、培

養專注力，因為球場上瞬息萬變，必須耐得

住高壓，營隊中反覆練習的靜心冥想是不錯

的方式；更勉勵體育班學生不是只有夢想起

飛，更要從現在開始，培養自己成為未來的

領袖！

隊員回顧四天的所學所感，分享在營隊

的成長心得：「謝謝校長與教練的安排，讓

我們能清楚描繪夢想藍圖，從自己的足球強

項開始，著手計畫實現夢想的具體方法，到

可能會遇到的困難及如何克服解決。原來有

負向情緒時，可以用情緒紅綠燈的『數6秒、

想一想、去做吧！』來調適緩和，我覺得非

常好用！」

文 / 校園服務處 劉威群

花蓮美崙足球隊

   ～夢想起飛培力營

特別致謝：花蓮福容大飯店提供公益價

與優質環境，讓純潔宣導講

師有美好的休憩空間。

花蓮地方新聞 ( 有線洄瀾 )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偏鄉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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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猜一猜活動

課前暖身體驗 靜心冥想

結業式大合影

性教育桌遊



「喂，你是誰？」

「我是老師。」

「蛤？什麼老師？」( 直接掛電話…)

失控的小霸王

就任課後班前，為了想了解班級的狀

況，因此我到教室去認識學生。我按了據點

課後班的對講機，王浩（化名）詢問我是哪

位，並跑下樓查看，他像「泰山」一樣爬在

安全網上，面帶疑惑地看著我。

進到教室，只聽到王浩的聲音四處宣

揚，對他的第一印象是，儼如課後班的「老

大」，同學都怕他三分，不敢惹他。

我了解一開始接觸，要以溫和的方式引

導王浩，但互動之後，發現他非常不配合指

導，甚至會發生劇烈的衝突。例如他不想寫

作業、時常走動。功夫扇才藝課時，動作馬

虎、不認真，一直跑來跑去，影響課程和其

他孩子們。請他認真上課，他不願意，持續

玩球、走動。

當我嚴肅地大聲要求他：「請站到教室

門口冷靜！」他一氣之下逕自跑出教室外，

繞了球場三大圈才走進來，接著就揹著書包

直接走人了。

看見與尊重，讓孩子有所改變

王浩自我中心的行為常常帶來困擾，

打斷課程無數次，除了憂心同學的學習進度

和團體氣氛低迷外，更擔心同學們會有樣學

樣，面對這樣的窘境，常令我陷入長長的深

思中。

我開始思考改變我的教學方式，決定和

王浩「當朋友」，一方面也鼓勵孩子，可以

時常和他互動，不去強調他的問題和缺點。

接下來幾天，他到課後班，我開始陪伴他寫

數學，與他聊學校和家裡的事，跟他開玩笑，

一起打羽球…等。

經過這段時間的努力，我和王浩的關係

開始好轉，他會漸漸會主動與我分享學校的

大小事，在家裡如何與哥哥一起玩遊戲等，

心情也變得較輕鬆自在。他每天會坐在我旁

邊寫數學，雖然有時情緒不穩時，還是會起

來走動與丟球，但經我提醒後，因為知道是

要來寫作業的，所以會快速回到座位完成作

業，態度順從許多。

文 /課輔老師 陳怡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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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你教會我愛

人一旦做對的事情沒受到關注，就會試圖去做不對的事情，以求「負面關注」。但我們不

該為迫使人生陷入悲慘境遇的事而努力。我們應該努力贏得「正面關注」，哪怕是再瑣碎的事

也沒關係。

～阿德勒 /奧地利精神病學家～

兒少服務

課後班的老大



成長在於勇於正視問題

其實王浩的學習快、邏輯強、體能非常

好，但個性較為懶散，自信不足；遇到困難

或寫數學時，總會先說「不會」，但其實他

是會的，只是一直抗拒罷了。因此，我時常

鼓勵王浩：「你自己寫數學作業，不會老師

再教你。」增強他的信心。

另外，我也製造他被看見的正向機會，

請他擔任「功夫扇小老師」，協助指導中低

年級孩子的動作與姿勢，也請他號召中高年

級的孩子一起練習，現在，他已經是我的最

佳助手了。

有一次發生意外，王浩在寫作業時丟

球，打破了電燈，大家都被嚇到，我第一次

看到他驚嚇的表情。「還要再丟球嗎？」「不

要了！」王浩緊張地看著破掉的電燈。「自

己去跟媽媽說明事情真相，誠實面對問題。」

我鼓勵他，他點頭答應。

回家後，他跟媽媽說：「我打破電燈

了！」媽媽並沒有責罵他，決定一起買燈管

補償與裝設回原樣。以前王浩遇到類似的問

題，可能會選擇逃避，但現在他願意負責任

解決問題，對他而言，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與進步。

原來，人都需要被愛與關注

王浩曾是我課後班最頭痛的孩子，一開

始他的自我意識很強，不太願意理會我，也

不寫作業，常失控吵鬧等，如今，他願意與

我分享學校與家裡的事，在課後班能用心完

成當日作業，改變真的令人驚訝！

現在他加入田徑隊，努力練田徑，生

活上有了新的目標，是一個可以被期待的孩

子。原來，人都需要被愛與關注。

我很慶幸，在班上遇到像王浩這樣的孩

子，他教會了我，即便是一個看似頑劣不羈

的孩子，令你感到頭痛不堪、壓力龐大；但

他卻是一個更需要你看見，並給予更多耐心

與愛心的小孩。王浩，謝謝你教會我愛。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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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泰（化名）朝我走過來，說他得完成

一篇作文「寫給未來的我的一封信」，儘管

他明白這是一個展望未來的課題，卻不知如

何起頭，問候那個看不見的自己，以致遲遲

無法下筆。

夢想是從問號變成驚嘆號

我告訴他，任何夢想都是從問號 ( ？ )

變成驚嘆號 ( ！ ) 的，試著把你在意的、疑

惑的，以及那些你確信是美好且重要的事

物，通通變成問號吧！如果遊戲是不斷的解

開任務清單才會升級，那麼你想成為什麼樣

的角色，劍士、魔法師，還是神射手，這便

是一連串的選擇，最終通過選擇與努力後才

能過關，得以看見那位令人驚豔的「自己」。

我引導他「自我提問」，陪著他通過晤

談、歸納與澄清中，完成了這篇文章。

你好！ 20 歲的小泰，你過得好嗎？我

是 11 歲的你，我有好多問題想問你，想知

道你有沒有繼續讀書？你是不是還跟以前一

樣，留著帥氣清爽的短髮，臉上有沒有時常

掛著笑容呢？現在的你是不是已經是大學生

了，如果是，你是讀美術系嗎？有沒有一直

朝著美術方面發展呢？

現在的你還有跟媽媽繼續同住嗎？生活

作息是不是都很正常？我可不希望你現在是

一個愛抽菸、喝酒的人。你應該要一直朝著

美術的夢想前進，我也相信你會喜歡現在的

工作與生活，有著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你還記得國小的事情嗎？如果忘了沒關

係，讓我來告訴你吧！疫情的時候，我們每

天都要戴口罩，學校常常停課，只能待在家

裡線上課程，好久都沒有辦法看見同學，也

沒有辦法參加運動會表演。

以前放學都會去社區據點，你還有去

嗎？還有見到過去的老朋友嗎？還記得小仁

嗎？他是你最好的朋友，有一次你有點想念

爸爸，然後就哭了，也是他來安慰你的，可

惜後來他轉學了。你還記得每一個用心教你

的老師嗎，像是一年級葉老師、據點的陳老

師和黃老師，還有四年級的楊老師呢？

你現在應該不會調皮搗蛋和全身髒兮兮

了吧，而是活潑大方、很好相處，朋友很多

吧！除了工作之外，你還喜歡 DIY 勞作嗎？

我相信你現在應該是很幸福快樂的，因為這

一路上，有很多人愛著你，對你很好，你是

帶著許多愛的力量一步一步長大的。

希望持續有人陪伴你長大，並跟大家

保持聯繫，更重要的是，你一直都是乖巧的

人，希望你選擇對的朋友，不要誤交壞朋友，

也不要染上抽菸喝酒的習慣。要好好加油努

力，我相信你做得到，對不對？ 11 歲的你，

為你加油！

文 /據點社工 陳治勳

個案故事

「寫給未來的我」

一封信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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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是現在的相反？

看完小泰所期待的「未來自己」，你

就會了解現在的他自己。他在意有沒有跟媽

媽同住，因為爸爸在他生命中缺席了，進而

那個曾經安慰過他的朋友，也變成了他的在

乎。他會關注在據點的日子，是因為被學校

轉介，每天下課後，據點是他停靠的港灣。

此外，小小的夢想裡，美術占了偌大篇

幅，因為那是他的興趣所在。他的衛生習慣

不佳，所以沒有人想跟他玩，總是獨自一人，

靜靜待在位子上畫畫。年紀尚小，雖然沒有

菸酒問題，但走進家門，桌面隨處都擺放著

菸灰缸。比起討厭媽媽抽菸這件事，他更害

怕的是家裡沒有菸味的日子，但他期許十年

後，自己不要染上菸癮或酒癮。

經歷多次搬家、看過大人吵架、母親忙

碌無暇關懷…，種種經驗使得他的人格溝通

型態，落在了「討好者」與「打岔者」之間 (薩

提爾理論的溝通型態 )，因此明明即將步入

高年級，卻總像個幼兒生，常為了一點小事

就找老師討愛，惹得同學都笑說 :「他最愛

霸佔老師了！」他渴望身邊的大人的認同，

然後重複找人玩著討愛的遊戲。「我很棒！

對不對？」「對，你是最棒的！」

從個案的世界中，看到社工的責任

畢竟拒絕成長的心智，匿藏著受傷的過

往，而他脆弱的心靈，何等嚮往接納的愛與

歸屬感。兒少工作的實務裡，我們常常結構

化地理解，個案生命史中的轉折、創傷經驗

及原生家庭議題，同時透過專業地覺察、留

意兒少行為表現，及高關懷議題的閃現 ( 家

暴、受虐、自殘、性侵…)，再重新聚焦，彙

整成一套處遇服務模式，陪伴他們走過一段

人生路程。

然而，每當我感謝又發現一點孩子內心

中的蛛絲馬跡時，卻也同時感傷著，我似乎

又看見了，當更多陪伴孩子時，我所必須扛

起的責任與使命，不管是失親兒的悲傷與失

落、脆弱單親的經濟困境，或弱勢兒少的關

懷與陪伴…。

我想在名為「成長」的時間軸裡，若說

據點的「陪伴」與「培力」是現在進行式，

那我衷心期盼能帶著孩子珍惜眼前、把握當

下，踏穩每一步，好好成長。

然而藉由「寫一封信給未來的自己」，

更是引導他們「展翼」，練習勇敢的自我鼓

勵與勾勒願景，繪出一抹築夢的未來式。所

以為孩子保留一個獨處空間，是非常重要

的！真實傾聽他們內在的聲音，看見未來的

可能性，使之敢於築夢，進而追夢，以便能

成就出一個更美好的生命。



字寫太醜，只好全部擦掉重寫

朱莉 ( 化名 ) 是個單親兒，個性活潑，

但學習態度消極。這學期剛進班就讓我很頭

痛，寫字很不用心，所寫的字實在很醜，我

覺得無法讓她自己完成功課，必須從旁引導

學習態度。

我叮嚀她：「要一筆一畫來寫，筆畫不

要連在一起，先寫三行後再給我看，訂正完

後，再寫新的三行…。」她的英文作業就更

可怕了，簡直慘不忍睹，不只是單字模糊，

連句子也都全部黏成一團，字和字之間沒有

距離，然後句首又沒有大寫，我看了都快要

瘋掉。雖然要求她全部擦掉重寫，很殘忍，

但這一點我必須堅持。

有一次，我特別跟家長說：「朱莉寫的

字太醜了，一直要擦掉重寫，就必須花兩倍

的時間，這樣很浪費時間！」感謝家長的協

助，一起規勸她用心寫。隔天，朱莉寫的字

真的好多了。

對英語感到有興趣

進班之前，朱莉數學成績就不太理想，

而且寫數學時還常常發脾氣，以致於無法好

好完成作業。其實她很聰明，但因為錯誤率

很高，所以也常常要寫很久，我發現，這可

能是跟她的情緒狀態有關。

雖然她的英文作業寫得並不好看，但英

文程度還不錯。有一次志工老師來時，我請

他幫小朋友複習，朱莉馬上說：「老師，我

想＂掛號＂，今天我想先複習英語。」我擔

心她其他功課寫不完，便說：「你先把功課

完成，再去複習英語！」沒想到她瞬間變得

很沮喪，提不起勁來寫功課。

我看到她情緒反差這麼大，就改變心

意，讓她先去複習，複習完後志工老師說：

「朱莉很棒，整篇課文都背起來了，我可以

幫她多加一些榮譽點 ( 集點 )。」我了解她需

要被讚美與肯定，就大大地讚美她。

於是，她整個人神采奕奕，露出得意的

笑容，好像在說：「老師，我很厲害吧，請

多讚美我！」之後朱莉微笑說：「我回家有

跟媽媽一起複習英語呀！」

寫功課時，竟然睡著了

朱莉真的很誇張，有時功課寫一寫，竟

然睡著了，特別是在寫數學時，我還叫醒過

她好多次，實在令人匪夷所思。一開始，我

以為她在家太晚睡了，後來家長說，她每天

9 點就睡覺了。班上同學說：「朱莉在學校

上課時也常睡著，今天她上數學課時又睡著

了，還被老師罰站哩！」

我問：「不是 9 點就睡了嗎？怎麼上課

(文 /星心學苑 課輔老師 )

12

星心學苑

我不是不愛寫功課，

我需要一點讚美

一句讚美，讓萬念俱灰的人燃起希望；一句肯定，可以讓人重拾信心。讚美的力量，猶如

鼓勵的火花，曾經讓許多人的生命，有了奇蹟似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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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會睡著呢？」「因為我很早就起床呀！」

後來我觀察她，若是隔天要考�詞及成語，

就會幫她複習。但她覺得負擔太多，就會趴

下睡著，不然就躲到桌子底下藏起來。如果

明天是要考數學，幫她練習時，就更容易睡

著了。

朱莉的情緒影響她的學習狀態甚大，情

緒低落時甚至會直接睡著，放棄學習。而讓

她心情沮喪、排斥努力的最大主因，我猜測

應該是一直被否定，以及一直被要求有關，

導致她的內心產生抗拒。

多一點讚美，少一點否定

朱莉導師對字體端正要求很高，所以她

的國語及數學作業，每天都需要花很多時間

訂正。我對朱莉說：「如果有一天，你國語

或數學，老師都沒有要求你訂正，我就送妳

一個小禮物好不好？」她眼睛為之一亮，立

馬說：「好！」

當下，她就很認真寫字，所寫出來的字，

簡直讓我刮目相看，原來朱莉也可以把字寫

得這麼漂亮，我馬上舉起大拇指說：「你很

厲害耶，這樣的字可以唷！真的讓我太驚訝

了！」最後，我依約送她一份小禮物，她臉

上露出喜悅的表情。

朱莉到課後班有一段時間了，國語、數

學等功課都進步很多。每次學校小考 80 多

分，她都會開心地跑來跟我分享，我也照約

定給予肯定或小禮物。慢慢地，她內心中產

生了自信心，不僅可以面對問題，也不再情

緒低落與逃避。

關於孩子的教育，我發現，責備或要求

是沒有效果的，特別是課後班的孩子，因為

他們可能在學校已經常常被老師責備了。倘

若聽到更多斥責的話語，只會感到排斥與更

消極而已；但是當我多一點讚美，多一點肯

定之時，反而對小朋友是一種很大的動力。

所以我也告訴自己，講話之前先「停、看、

聽」，給孩子多一點讚美，少一點否定，那

才是他們需要的。



社團法人中華青少年純潔運動協會   收 支 餘 絀 表        111/1/1～ 111/8/31
項　目 金　額 百分比
經費收入 佔總收入

會費收入 6,600 0.03%

捐款收入 22,128,356 90.24%

其他收入 2,386,298 9.73%

經費收入總計 24,521,254 100.00%

項　目 金　額 百分比
經費支出 佔總收入

人事費 1,810,253 7.38%
辦公費 315,570 1.29%
校園服務活動費 3,056,160 12.46%
星心學苑活動費 2,049,555 8.36%
社區據點活動費 14,492,808 59.10%
雜項費用 123,817 0.50%
經費支出總計 21,848,163 89.10%

本期餘絀 2,673,091 10.90%

宣導場次表

日期 校名 宣導主題 年級 人數

9/2 西松高中 神 8 50

9/15 埔心國小 家 (2 場 ) 501/503 112

9/15 埔心國小 家 (2 場 ) 502 58

9/16 大里高中 好 8 180

9/16 永建國小 神 6 30

9/16 永建國小 神 5 30

9/19 彰化信義國中小 他 5 112

9/19 彰化信義國中小 他 6 110

9/20 彰化東芳國小 灰 1-2 183

9/20 彰化芙朝國小 灰 1-3 37

9/20 靜心中小學 梁 7 270

9/20 彰化東芳國小 樂 3-4 173

9/22 埔心國小 家 (2 場 ) 502 58

9/22 埔心國小 家 (2 場 ) 501/503 112

9/22 西門國小 灰 1-2 203

9/23 幸安國小 他 5 300

9/27 台中大鵬國小 他 1-5 486

9/27 宜欣國小 小 1 180

9/27 台中大鵬國小 小 1-5 486

9/28 景興國小 他 5-6 300

9/29 彰化明聖國小 好 5-6 44

9/29 彰化東芳國小 好 5-6 160

9/29 東門國小 小 2 270

9/30 彰化芙朝國小 好 4-6 51

9/30 龍井國小 好 6 26

9/30 大園國小 他 5 306

9/30 大園國小 灰 2 294

日期 校名 宣導主題 年級 人數

10/4 大智國小 小 低 255

10/4 大智國小 樂 中 234

10/4 台中旭光國小 他 高 120

10/4 車籠埔國小 神 3-4 142

10/11 逸仙國小 灰 1 87

10/11 文湖國小 小 1-2 135

10/11 靜心中小學 虧 8 270

10/12 靜心中小學 他 4 252

10/13 延平國小 樂 3-4 210

10/14 和平國小 小 1-2 19

10/14 和平國小 他 3-4 29

10/14 白冷國小 他 1-6 15

10/14 桃園青埔國中 虧 7-8 600

10/18 明湖國小 他 4 280

10/18 立新國小 神 5 120

10/19 平等國小 小 1-6 50

10/20 香山國小 小 2 150

10/20 景美國小 情 (2 場 ) 501 56

10/21 景美國小 性 (2 場 ) 603 56

10/24 木柵高工 神 30

10/24 景美國小 情 (2 場 ) 604 56

10/25 東湖國小 小 1-2 350

10/25 瑞塘國小 他 5 244

10/25 車籠埔國小 好 5-6 141

10/28 景美國小 性 (2 場 ) 603 56

10/31 景美國小 情 (2 場 ) 604 56

10/31 中原國小 樂 3 228

10/31 中原國小 灰 1 211

10/31 木柵高工 神 30

9 月份宣導共計 31 場，參加人數 4,621 人 10 月份宣導共計 34 場，參加人數 4,48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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