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修科技大學 學年度第二學期

依據104年度教育部補助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第2-3-2-28項

正修科技大學103學年度第二學期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會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會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學生事務處
協辦單位：學生輔導中心
活動時間：1 0 4年 4月 9日 (四 )

9 : 0 0 - 1 2 : 0 09 : 0 0 1 2 : 0 0
活動場地：活動中心2樓演講廳



正修科技大學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會 

ㄧ、目  的：為提升教師輔導知能，俾利新舊任導師推動班級各項業務。 

二、依  據：104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第 2-3-2-28項 

三、活動時間：104年 4月 9日(四) 8:40~12:00 

四、主辦單位：學生事務處 

五、實施方式：專題演講 

六、參加對象：全校各學制導師、教職員工（共約 300人） 

七、活動地點：學生活動中心 2樓演講廳 

八、線上報名：http://goo.gl/sUwZkG  

九、活動流程： 

時 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講者 
認證

時數 

8:40-9:00 簽到、領取資料 學生輔導中心團隊  

9:00-10:30 

【專題演講一】 

快樂職場-情緒壓力好管理 

主持人：學務處 

        林烈利學務長 

講 者：胡果文創工作坊執行長 

    胡國強 老師 

2 

小 

時 

10:30-12:00 

【專題演講二】 

正向思考-吸引力法則與心

想事成 

主持人：學生輔導中心 

    邱美文主任 

講 者：台南市北區樂齡中心講師 

    廖淑純 老師 

2 

小 

時 

12:00           賦    歸 

※備註一：全程參與可獲正修科技大學導師輔導知能研習課程時數認證共計 4小時。 

※備註二：主辦單位保留對任何活動項目取消、變更及修改之權力。 

※備註三：配合環保減碳，與會人員請自備環保水杯！ 

http://goo.gl/sUwZkG�


情緒壓力好管理情緒壓力好管理情緒壓力好管理情緒壓力好管理

主講人 胡國強主講人 : 胡國強

主講人 : 

H 嘉義 水上 湘Hugo 嘉義 水上 湘

笑裡藏道演說家笑裡藏道演說家
別號:笑裡藏道、胡言亂輿、胡嘶亂響

現任:   
創成集團 策略長
胡果文創工作坊 執行長胡果文創工作坊 執行長
聖心教養院 顧問

特殊經歷 : 口吃. 早產

知道自己要做什麼是幸運的
知道自己在做什麼是幸福的知道自己在做什麼是幸福的

國事未平 大丈夫豈能苟安偷生國事未平，大丈夫豈能苟安偷生
強樑赤禍，是男子就應效命疆場



2014有聲書作品:
教育親子教養系列教育親子教養系列33套套
天生我材怎麼用天生我材怎麼用?? 談家庭教養與孩子成長關係談家庭教養與孩子成長關係天生我材怎麼用天生我材怎麼用?~?~談家庭教養與孩子成長關係談家庭教養與孩子成長關係
我家孩子搞不定我家孩子搞不定~~教育應該如何啟發孩子教育應該如何啟發孩子
陪他一起成長陪他一起成長!!~~讓孩子更具競爭力讓孩子更具競爭力陪他一起成長陪他一起成長!! 讓孩子更具競爭力讓孩子更具競爭力

全方位有聲書系列全方位有聲書系列44套套::

職場 如何成為職場萬人迷 生活 樂在工作 愛在生活職場: 如何成為職場萬人迷 生活:樂在工作、愛在生活。
兩性: 新世紀好男好女 親子: 先懂孩子再懂教

你快樂嗎你快樂嗎??你快樂嗎你快樂嗎??

人不快樂的原因有很多，
情緒控管絕對是最重要的原因情緒控管絕對是最重要的原因

人的快樂應該由誰決定?人的快樂應該由誰決定?

世上的道理沒幾條，
就看你能不能做到!



教師情緒的由來教師情緒的由來教師情緒的由來教師情緒的由來

該教的都沒教

教育政策的大錯誤
~零體罰、做沒意義的事
從理想變無感情的機器從 想變無感情的機器

無法快樂學習與快樂教書無法快樂學習與快樂教書

上 下 左 右的壓力上、下、左、右的壓力

凡事先出心情再處理事情~生氣是…..

改變來自於改變來自於改變來自於改變來自於

勿忘初衷

知道做這件事的價值、意義

心安理得心安理得

讓每個人學會為自己的選擇負責讓每個人學會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自我的改變 勝過各種的改變自我的改變，勝過各種的改變



忙茫盲的人生最易令人抓狂忙茫盲的人生最易令人抓狂忙茫盲的人生最易令人抓狂忙茫盲的人生最易令人抓狂

忙什麼?

找不到生活重心自然就會”茫”然

盲目的追求得到了什麼?

EQ比IQ重要得多了!EQ比IQ重要得多了!

小事抓狂小事抓狂 EQEQ來治來治小事抓狂小事抓狂,EQ,EQ來治來治

這世界有兩樣東西應該是我們的奴隸，
現在卻成了我們的主人!現在卻成了我們的主人!

衝動的懲罰

凡事先出心情再處理事情



你還在亂你還在亂比比嗎嗎??你還在亂你還在亂比比嗎嗎??
歲 愛• 1～4歲 比可愛

5～7歲 比聰明比學藝（幼稚園）
• 8～12歲 比成績（國小）
• 13～15歲 比cool（國中）• 13～15歲 比cool（國中）
• 16～18歲 比帥比漂亮比討不討人喜歡（高中）
• 19～22歲 比女友比男友（大學）
• 23～24歲 比體力（當兵）23～24歲 比體力（當兵）
• 25歲比學歷比工作（找工作）
• 26～27歲 比汽車
• 28～32歲 比老婆比老公28 32歲 比老婆比老公
• 33～35歲 比小孩
• 35～40歲 比事業
• 41～50歲 比房子歲 比房子
• 51～55歲 比錢
• 56～60歲 比媳婦
• 60～65歲 比聲望
• 66～70歲 比子孫
• 70～75歲 比健康
• 75歲~~~~比老比退休...
• 您正處於哪個年紀？您正在比嗎？

你認識情緒嗎?你認識情緒嗎?

基本情緒 : 基本情緒
喜 : 在情緒高漲時,表現出的歡娛行為.

怒 : 受強烈刺激時所表現出的暴躁行為.怒 : 受強烈刺激時所表現出的暴躁行為.

哀 : 受沉痛打擊所表現出來的行為.

懼 : 受劇烈的恐嚇時所表現出的驚恐行為懼 : 受劇烈的恐嚇時所表現出的驚恐行為.



情緒能使自己快樂也能讓自己痛苦情緒能使自己快樂也能讓自己痛苦

 情緒是受到某種刺激所產生的身心激動狀態 可 情緒是受到某種刺激所產生的身心激動狀態 , 可
區分為四個層面 :

 認知反應 : 個體對於引發情緒的事件或刺激情境, 所
做的解釋或判斷.

 生理層面 : 如心跳加快.呼吸急促.血管收縮或擴張.

 心理反應 : 如愉快 平和 不安 緊張 厭惡 憎恨 忌妒 心理反應 : 如愉快.平和.不安.緊張.厭惡.憎恨.忌妒.

 行為反應 : 個體因情緒而表現出來的外顯行為.

心境改變世界就改變心境改變世界就改變心境改變世界就改變心境改變世界就改變

不過一碗飯

博士找工作博士找工作

 本書一本書

個性決定命運個性決定命運



負面就是手剎車負面就是手剎車~~轉念的重要轉念的重要負面就是手剎車負面就是手剎車~~轉念的重要轉念的重要

不忌妒 \相關資料\相關影片\2潘婷廣告 fl不忌妒..\相關資料\相關影片\2潘婷廣告.flv

看破看破

左手

不要動不動就
理所當然理所當然

學會放鬆心情 寄情於興趣學會放鬆心情、寄情於興趣

掌握掌握EQEQ從從““心心””做起做起掌握掌握EQEQ從從 心心 做起做起

不計較不計較

3x8=243x8=24

成功者與情緒管理

態度與選擇將左右人生



找到你的位置找到你的位置，發揮你的強項，發揮你的強項

1983年 哈佛大學發展心理學教授G d 提出

找到你的位置找到你的位置 發揮你的強項發揮你的強項

1983年，哈佛大學發展心理學教授Gardner提出
「多元智能」的觀念。他認為每個人都至少有八
種智慧：語言、數學邏輯、空間、肢體動覺、音
樂、人際、內省和自然觀察智能。G:\演講課程\精湛演講\其實我們都不

懂我們的孩子.wmv

1993年，多元智能理論由政大吳靜吉博士正式引
入台灣，配合教育部所推動之九年一貫課程，七
大領域學習及十大基本能力培養等政策，幫助孩大領域學習及十大基本能力培養等政策 幫助孩
子在現有的教育環境中，適性發展。

發揮優勢智能的代表人物
音樂智能 邏輯數學智能 語文智能 內省智能

發揮優勢智能的代表人物
邏輯數學智能 語文智能 內省智能

自然觀察智能
人際智能

空間智能肢體動覺智能



情緒是生活不快樂最大的殺手情緒是生活不快樂最大的殺手

• 蘇格拉底

‧生氣 憤怒 抓狂‧生氣.憤怒.抓狂

• 不生氣的方法

微笑 幽默是最好的調‧微笑、幽默是最好的調
解劑

用幽默調解生活鬱悶用幽默調解生活鬱悶



人生有比錢還重要的東西人生有比錢還重要的東西人生有比錢還重要的東西人生有比錢還重要的東西

有了錢 你可以買到房子 但買不到一個家

有了錢 你可以買到時鐘 但買不到時間有了錢 你可以買到時鐘 但買不到時間

有了錢 你可以買到一張床 但買不到睡眠有了錢 你可以買到 張床 但買不到睡眠

有了錢 你可以買一本書 但買不到知識

有了錢 你可以買到醫療服務 但買不到健康

有了錢 你可以買到地位 但買不到尊重

有了錢 你可以買到血液 但買不到生命有了錢 你可以買到血液 但買不到生命

有了錢 你可以買到性 但買不到真愛有了錢 你可以買到性 但買不到真愛

 掌握情緒，掌握人生

 轉念 讓一切更好 轉念，讓一切更好

 思考、個性、態度、選擇將改變
人生人生

 微笑、幽默，讓自己快樂

 別急，風水輪流轉

 能與人分享者是最幸福的人



這世界不斷的在淘汰有這世界不斷的在淘汰有
學歷的人學歷的人學歷的人學歷的人

但不會淘汰但不會淘汰但不會淘汰但不會淘汰
有學習能力有學習能力

並願意改變的人並願意改變的人並願意改變的人並願意改變的人

想充實口袋想充實口袋想充實口袋，想充實口袋，
先改變腦袋先改變腦袋

新世紀生命系列新世紀生命系列: : 四單元四單元8CD8CD
親子、兩性、職場、生活。親子、兩性、職場、生活。

SOSO，夠了、教育親子教養系列，夠了、教育親子教養系列6CD6CD



吸引力法則吸引力法則

2014/4/092014/4/09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廖淑純Stella Liao老師簡介廖淑純Stella Liao老師簡介

•暨大教育學碩士/AAH催眠治療師/NLP神經語言學執行師

•教育部首屆「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專案管理人」& 「樂齡學習規劃師
」& 「家庭教育種子師資」&「服務學習種子師資」/交通部路老師、
英語領隊、華語導遊英語領隊、華語導遊

•現任：台灣樂富品格理財教育協會顧問/台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葛吉夫催眠中心講師/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 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
畫」講師/台南生產力中心特約講師/中正大學清江學習中心特約講師

•曾任：安泰人壽&保誠人壽業務主管&外勤講師、台北市中正&松山
社大/新北市樹林社大講師、、新北市汐止動態閱讀協會花格格劇團
團員 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 講師 汐團員、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講師、汐
止愛笑瑜伽俱樂部笑長、 美商Wilson Learning「一分鐘推銷人OMSP
」課程講師、台南北區開元國小/仁德區大甲&仁和國小樂齡中心講師



廖淑純 Stella Liao 著譯作廖淑純 Stella Liao 著譯作

• 書+催眠CD
+宇宙銀行支票
+心想事成便條紙+心想事成便條紙

「不管你是誰，也不論那是什麼，只要你真心
渴望一樣東西，就放手去做，
因為渴望是源自天地之心。

而當你真心渴望某樣東西時，而當你真心渴望某樣東西時

整個宇宙都會聯合起來幫助你完成。

不要忘了，你遇見的所有事物都只為了一件事，
再也沒有別的。 」

Paulo Coelho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演講大綱

一.吸引力法則是什麼？.吸引力法則是什麼

二.吸引力法則科學嗎？
三.萬一心想事不成？

四 如何練習心想事成？四.如何練習心想事成？

一、吸引力法則是什麼



• 人是一個能量體，時時刻刻傳送出

磁性能量，吸引相同振動頻率的人事物

出現在生命中出現在生命中

• 容格稱為同時性、共時性

運用吸引力法則的流程運用吸引力法則的流程

意念意念能影響物質嗎?
心想事成

發出 個意念

意念意念能影響物質嗎? 就是
發出意念

進而成真 發出一個意念
在物質界形成

一個事實

進而成真

個事實



二、吸引力法則科學嗎?

吸引力法則科學嗎?吸引力法則科學嗎?

→意念/情緒能影響物質嗎?→意念/情緒能影響物質嗎?
• 影片欣賞：腫瘤消失了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qCpwC
UJ60Y&feature=relatedUJ60Y&feature related

• 美國「心數研究所（Institute of 

HeartMath）」進行的一系列有關情緒與

感覺對身體的影響力的實驗。

實驗結果顯示受試者的情緒影響了燒杯中實驗結果顯示受試者的情緒影響了燒杯中

的DNA扭轉或鬆開。的DNA扭轉或鬆開。



祈禱有用嗎? 
→有趣的祈禱研究

心臟病專家 d l h d醫師發表了1988心臟病專家Randolph Byrd醫師發表了

一項為期十個月有關祈禱的研究：項為期十個月有關祈禱的研究

• 心臟重症病人393位隨機分成兩組，

組 人接受代禱 組 人為對照組• 一組192人接受代禱、一組201人為對照組，

• 每個代禱者都為許多病人祈禱；每個代禱者都為許多病人祈禱

• 祈禱組的每個病人都有5‐7個人為他祈禱

p.s.資料來源：《心風潮》Hearling Words by Larry Dossey

/智庫文化

祈禱有用嗎? 
→有趣的祈禱研究

Randolph Byrd的研究 祈禱組 對照組

需要抗生素 3人 16人需要抗生素 3人 16人
因心臟無法正常壓縮導 6人 18人
致肺水腫

需要氣管內導管 0人 12人需要氣管內導管 0人 12人

去世 (此項未達到統計 13人 17人去世 (此項未達到統計
上的顯著性)

13人 17人



吸引力法則吸引力法則
Law of Attraction ＝Law of Attraction ＝

物 類聚 同類相吸 同頻共振物以類聚、同類相吸、同頻共振

運用吸引力法則就是有意識的運用吸引力法則就是有意識的

去汲取宇宙能量場的能量！去汲取宇宙能量場的能量！

真的有宇宙能量場嗎？真的有宇宙能量場嗎？

一個代表性的研究：

俄國量子生物學家Vladimir Poponin及
在 年出版的研究論Peter Gariaev在1995年出版的研究論

文，根據其實驗顯示人類DNA能直接影
響物質世界。

他們抽光特殊試管中的空氣，製造出真
空環境，但真空中並非空無一物，仍空環境 但真空中並非空無 物 仍
有「光子」存在，「光子」是組成世
界的量子物質。界的量子物質。

p.s.《無量之網：一個讓你看見奇蹟，超越極限， 心想事成的神祕境地》



俄國量子生物學家Vladimir 俄國量子生物學家
Poponin及Peter Gariaev的研究：

• 他們運用特別為偵測粒子設計的儀器，測
量出光子以完全隨機的方式散佈在試管中。量出光子以完全隨機的方式散佈在試管中

• 但當人類的DNA 放入試管中後，光子卻不再• 但當人類的DNA 放入試管中後，光子卻不再
隨機分佈於試管中，而是以某種規則排列自己。

• 是否DNA與光子仍然互相連結，只是我們看
不見？ 他們稱其為「DNA魅影效應 The DNA 
Phantom Effect」」
• DNA直接影響光子的排列，而且移走DNA之
後光子仍然受到影響，推論宇宙間存在某種能後光子仍然受到影響 推論宇宙間存在某種能
量母體，使宇宙萬物彼此連結。

另一個代表性的研究：另 個代表性的研究

• 1993年發表在Advance期刊的研究報告披露了美
國陸軍所做有關DNA的研究 當受試者經歷不同的國陸軍所做有關DNA的研究，當受試者經歷不同的
情緒經驗時，
例如看戰爭片 喜劇等 相距數百公尺的DNA（從例如看戰爭片、喜劇等，相距數百公尺的DNA（從
受試者口中取下的組織樣本）竟然在同一瞬間呈
現出與受試者細胞同等強度的電流反應！現出與受試者細胞同等強度的電流反應！

• 後續的實驗中相隔最遠 次達480公里遠• 後續的實驗中相隔最遠一次達480公里遠。

p.s.《無量之網：一個讓你看見奇蹟，超越極限， 心想事成的神祕境地》



美國陸軍有關DNA的研究美國陸軍有關DNA的研究

提出四項結論：提 項

• 活組織之間存在某種過去不被發現的
能量形式能量形式

• 細胞與DNA透過這個能量場進行溝通
• 人類的情緒能影響活的DNA
• 距離似乎與影響力無關• 距離似乎與影響力無關

俄國/美國陸軍/美國心數研究俄國/美國陸軍/美國心數研究
所三個研究指向:

1. 存在一種能量母體使宇宙萬物彼此連結

2. 人體內的DNA使我們能運用連結宇宙的
能量能量

3 且情緒是汲取此能量場的關鍵

情緒是引導系統

3. 且情緒是汲取此能量場的關鍵
~當然這還不是科學界的定論



宇宙能量場的其它名稱宇宙能量場的其它名稱
• 李嗣涔:信息場

• Braden：無量之網The Divine MatrixBraden 無量之網The Divine Matrix

• 阿波羅號太空人Edgar Mitchell：自然心智

• Nature’s Mind

• 物理學家加來道雄Michio Kaku ：物理學家加來道雄Michio Kaku ：

• 量子全像圖Quantum Hologram

• 量子力學之父普朗克Max Planck：

• 萬物的母體，具有意識與智慧的心智萬物的母體，具有意識與智慧的心智

• 佛家：一 One、空 Emptiness

• 夏威夷原住民：零極限Zero

三、萬一心想事不成



心想事成的陷阱心想事成的陷阱

• 當心想不事成時，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當心想不事成時，相信 切都是最好的安
排， 例如：塞翁失馬

當 想事成時 要小 陷阱 例如 猴掌• 當心想事成時，要小心陷阱， 例如：猴掌

• 對宇宙、神及更高層的超越界對宇宙 神及更高層的超越界

保持謙卑與感恩的心

為什麼心想事不成什麼 事 成

意念能影響物質嗎?心想事成
就是

發出 個意念但

意念能影響物質嗎? 就是
發出意念

進而成真 發出一個意念但
情緒狀態卻完全相

在物質界形成

進而成真

反 在物質界形成
一個符合情緒

狀態的事實狀態的事實



四、如何加速心想事成

練習有意識的運用吸引力法則練習有意識的運用吸引力法則
• 靈性層面 相信宇宙的力量、信任直覺• 靈性層面－相信宇宙的力量、信任直覺

•• 情緒情緒層面層面－維持好情緒

• ＝好能量=維持高振動頻率

• 生理層面－增加感官知覺敏銳度、生理層面 增加感官知覺敏銳度

• 運用想像的力量、學會感受成真

• 認知層面－信念：相信你值得認知層面 信念：相信你值得

• 心理層面－思想：正面意圖（正向心理學）/
內在對話：內在對話：肯定vs否定

• 行為層面：感恩與欣賞/設定清晰的目標（本質）
並採取行動/當心想事不成時懂得「臣服」之道/施與
受/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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