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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光彩
◎106年板土區國語文競賽

榮獲國中組團體精進獎 第3名

819 鍾予 國語演說 第3名
920 蔡旻哲 閩南語演說 第5名 
804 連柄綸 閩南語朗讀 第2名

 (代表參加新北市南區國語文競賽 榮獲第3名)
914 劉宇晟 客語朗讀 第2名
910 劉凱蘋 寫字 第5名
陳明秋老師 國語演說 第2名 
陳欣怡老師 國語朗讀 第2名 
曾倩怡老師 客語朗讀 第1名
張慧美老師 寫字 第2名

重慶輔訊重慶輔訊

智商（IQ）反映人的智慧水平，而情緒商數（EQ）則反映了人在情感、情緒方面的自控和協調能力。你
可能聰明靈巧，但是，你能管好自己的情緒嗎？ EQ學分沒修好，不但影響人際關係，一旦關鍵時刻失控，更
會引發意想不到的蝴蝶效應。 穩定的心理素質，是提升自我的要件。

這是一個簡單的EQ（情緒商數）小測驗，希望藉此幫助你更了解自己，並進一步為提升自己的EQ而努力
，希望大家都能自我成長為EQ高手。下列各項請你就你真實的狀況有相符者，請在□裡面打『ˇ』。

□B 我可以馬上說出自己個性上的優點和缺點
□C 心情不好時，我大概都知道是什麼原因
□B 我很少有「怎會說這種話」，「怎會做這種
事」等，忽然無法了解自己的情形發生。

□B 有時我會想：現在自己的臉部的表情如何？
□C 我的生活有目標，我很有自信知道自己想追
求的是什麼。

□C 我經常觀察別人的言行，而修正自己的言行。
□A 我知道自己適合穿哪種款式的服飾
□A 對無理的要求，即使對方是強硬的人，我一
樣會拒絕

□B 我不會因衝動而亂買東西
□B 即使心情很煩，我也不會對家人禍朋友亂發脾氣
□C 生氣時，我不會馬上找對方談，我會等情緒平靜後再找他
□A 即使知道對方說謊，我還是不會拆穿他
□C 對別人的指責，我可以冷靜的接納、反省
□A 雖然對方的看法不正確，但因擔心引起爭執，
所以我不會表示意見

□B 已經決定的事，我會努力去完成，堅持到最後一分鐘
□C 我會先預測事情的結果，然後再決定採取何種行動
□C 我常用幾個不同的方法來改變自己不佳的心情

情緒教育育專刊情緒教育育專刊情緒教育育專刊
人雖然是高度自主的動物，可以自由操控自己的思想，但其實操控行為的卻往往是當下的「情緒」。
王意中心理師曾提及: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座情緒衣櫃，櫃子裡每個人所存放的情緒衣服款式不盡相同。同學們，你的情緒衣櫃，衣服

種類有多少？你多久會仔細盤點這心中的情緒衣櫃？
有的人在衣櫃中，掛滿了充滿正向能量的開朗、輕鬆、愉快、興奮⋯⋯等衣服；有的人在衣櫃中，堆積如山般存放著充滿負向能量的

憤怒、畏縮、恐懼、困惑⋯⋯等衣服。
無論如何，情緒衣櫃也需要大掃除，我們必須得定期整理，適時淘汰泛黃、污損、破舊的衣服。當情緒衣櫃經過用心收納、細心揀擇

後，你將會發現順手拿起的是一件件充滿正向情緒的適宜衣著，穿在身上將讓自己處處盡是愉悅明亮。
因此，本期先帶領大家「認識自己」，先由EQ(情緒商數)著手，接著探討自己的憤怒類型，提供一些面臨情緒時應如何溝通、紓解甚至

是飲食的各種建議。想要良好的生活品質嗎?希望獲得更多的友誼、拓展人際關係嗎?本期的情緒教育專刊，你一定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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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
大哉問

EQ
大哉問

項目1       得分：

□A 我相信「有志者事竟成」這句話
□C 我認為適度的壓力可以成為助人的動力
□C 我經常擬定自己的目標（生活、讀書、
工作等短程、長程目標）

□C 我不介意把自己的糗事或失敗的經驗說
出來給朋友聽

□B 即使有什麼煩惱的事情，我晚上還是睡
得著

□C 做任何事，即使遇到挫折，我也不會馬
上放棄

□B 我認為人生可以憑自己的努力去開創
□B 情緒低落時，與其悶悶不樂，不如放開

心胸
□A 我覺得自己身邊有許多「益友」

項目3       得分：

□B 我在看小說或戲劇時，常會完全投入故
事情節中而哭或笑出來

□C 我常說「太棒了」「你好厲害」「好酷
喔」等讚歎詞

□C 我會靜靜的聽別人把話說完，很少打斷
而急著表達自己的看法

□A 對我的好朋友或家人，我只看表情就大
概知道他們的心情

□B 當朋友有困難時，本來就應該互相幫助
□B 我對當義工很有興趣
□A 約會臨時取消是因為工作分不開身的話
，我不會責怪對方

□C 我做任何事大多會為對方的立場著想一下
□C 當朋友心情不好時，我會主動去安慰他

項目4       得分：

□C 朋友常找我傾吐心事或商量事情
□B 我和初次見面的人可以很輕鬆的交談
□B 我有兩個以上結交很久的好朋友
□A 對自己和別人說的祕密，我會守口如瓶
□C 當對方不想說話時，我不會一再的逼他
說出來

□C 跟意見不同的人，我也可以相處得很好
□A 即使是清晨，我覺得以和藹的口氣接電
話是一種禮貌

□C 雖然很累，但如果朋友有
事找我談，我還是會聽他說

□B 我常講笑話讓大家開心的笑

項目5       得分：

項目2       得分：

結果解釋
一、計分方式：有打勾的題號為A的得1分，題號為B的得2分，題號為C的得3分。
二、各項目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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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8(六)19:00~21:30
敬老獻藝歌仔戲

新北市政府多功能集會堂(3樓)

     10/28(六)9:00~11:00
2017板橋花開富粿慶重陽-「手作點心呷平安」、
「祈福麻糬搶鮮嚐」、「花開富粿贈好禮」、「公
園命名投票趣」、「開運園藝添好運」等系列活動

板橋萬坪公園(文化路ㄧ段與民權路口)

     11/18(六)10:00~11:30
桃樂絲的奇幻旅程

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3樓演講廳

     11/6(一)6:00~9:00
工安盃路跑

新北市板橋華江河濱公園

     11/18(六)19:00~20:30
電影-麥田書香

板橋區公所6樓

     11/4(六)19:00~21:10
電影-關鍵少數

板橋區公所6樓

     11/22(二)19:00~21:00
不動產聰明節稅法

板橋區公所6樓

     11/8(三)19:00~21:00
福爾摩沙輕旅行

板橋區公所6樓

     11/3~11/24  18:50~20:50
法國語言藝術文化讀書會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分館

     10/29(日)14:00~16:20
電影-下一站說愛你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四維分館

     10/29(日)14:00~15:50
電影-超級選秀日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分館

     11/1~11/30  8:30~21:00
天天好書交換活動

板橋國光圖書閱覽室、板橋四維分館、板橋分館

     11/1~11/30  8:30~21:00
書展-健康飲食報你知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國光圖書閱覽室

     11/1~11/30  8:30~21:00
書展-電鍋料理全攻略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四維分館

     11/1~11/30  8:30~21:00
書展-性別平等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分館

     8/12~11/5  9:00~17:00
模擬機器：張騰遠動畫創作個展

府中15新北市動畫故事館4F

     8/12~11/5  9:00~17:00
阿推的漫遊─風竹城

府中15新北市動畫故事館3F

     10/2~12/29  8:00~17:30
卓芬蘭個人創作畫展-花繪

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二、三樓

     8/9~11/5  9:00~17:00
說個好故事-吳德淳動畫創作展

府中15新北市動畫故事館5F

     10/2~12/31  8:00~23:50
『資訊安全小知識』有獎徵答網站活動

http://www.banqiao.land.ntpc.gov.tw/

     9/9~11/8  8:00~18:00
濕地故事館套裝行程

板橋435藝文特區濕地故事館

平面圖說明

一、在圖片上畫出五個項目的得

分，並連接各點。

二、連接出來的五角形，各點之

間的面積越大，代表EQ越

高喔！

三、建議大家要努力地肯定自己

較高的項目，且繼續保持喔

！另外，較低的部分，就努

力補強它吧！

項 目 得 分 意 義 分 數 結果解釋

一、 自我情緒的
認知能力

對自己的情緒能
瞭若指掌並正確
掌 握， 是 EQ 高
手的基本條件。

14 分以上 能夠正確掌握自己的情緒，重坦率表
達

7-13 分 雖然知道自己的好惡與脾氣，但在別
人的影響之下，還是容易看不清自己

6 分以下 對自己的心情常捉摸不定，不太瞭解
自己

二、 自我情緒的
控制能力

面對衝突，能否
妥善處理當時的
情境，是情緒控
制能力的一大考
驗

14 分以上 能成熟理智的控制自己的情緒

7-13 分 略帶幾分任性，但仍不失理性，或做
適度的讓步，屬他人尚能接受的程度

6 分以下 容易與人發生爭執與摩擦，讓別人無
所適從

三、 自我肯定的
能力

做事積極充滿自
信，勇於追求目
標，是擁有美好
人生的關鍵

14 分以上 對自己充滿信心，只要決定了目標就
會全力以赴

7-13 分 雖然有強烈的動機，但因抱持謹慎的
態度，導致缺乏具體行動
凡是過份小心謹慎，顧慮太多，較缺
乏自信

四、同理心

能設身處地為他
人著想，瞭解並
體 諒 他 人 的 處
境，是良好人際
關係中不可缺少
的

14 分以上
能從他人一些不明顯的小動作中，察
覺對方的想法和感受，並為其設想周
到

7-13 分 雖然能察覺別人的想法，但卻不知自
己要怎麼做才對雙方是最有助益的
只要別人不贊成，不順從自己的意
見，就感到很生氣

五、溝通能力

融 洽 的 人 際 關
係，良好的溝通
態度是與人相處
的重要能力

14 分以上 具有不引起不必要爭執的智慧，是人
際溝通的高手

7-13 分 即使發生了爭執，也有化解的智慧
6 分以下 很可能因發生爭執，而全盤否定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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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分 解 釋 與 建 議

76-100 分 恭喜你是 EQ 高手，大家對你有很好的評價，請繼續保持！這是
一個很棒的事情∼

51-75 分 你的 EQ 有很好的素質，繼續加油喔！如果各項目的分數不均衡，
建議你可加強較弱的部分，讓自己成為 EQ 高手

26-50 分
大多數的人都跟你一樣，建議你加強 EQ 分數較高的部分，大家
對你的評價會更高喔，改進分數較低的部分，則可提升 EQ 的素
質

0-25 分
你的 EQ 能力還在沈睡中，即使 IQ 高，要成功還是會很吃力喔！
要下功夫去研究到底 EQ 是什麼、EQ 要如何提升，對你才是最好
的喔！

良好的情緒控制能力：能了解並控制自身的情緒。 

自尊心高：自我感覺良好，不易受外界影響。 

能按捺衝動，達成最終目標：為了終極的目標，能按捺

當下的衝動。 

良好的壓力管理：控制壓力並能適應變化。 

自我激勵，主動積極：以樂觀積極的態度回應人生，達

成自我目標。 

卓越的溝通能力：能和他人有效溝通。 

圓融的社交技巧：能體諒他人感受，與他人建立正面的

人際關係。 

保持身心平衡：在事業與家庭，責任與娛樂之間維持平衡

高EQ的人有著以下的特性：

Amigo信箱
親愛的Amigo老師：

段考剛結束，我拿到了成績單，但我這次的成績超差，因此回家被爸媽罵了一頓，害我最近的心情都很糟糕。前幾天，我的

好友凱鈞問我這次段考考得如何，但他這次考超好的，所以讓我覺得他會問我一定是想要跟我炫耀他的好成績，因此我很生

氣地回嗆他說：「關你屁事！」，結果凱鈞就罵了我三字經後我們就開始冷戰了⋯Amigo老師，我該怎麼辦？我會不會就此

失去一個朋友？我很想控制我的情緒，但我不知道該怎麼做？

1.WHAT─意識自我情緒：我們在社會習慣與氛圍的框架下經

常會壓抑自我的情緒，甚至認為有情緒是不好的行為，這導

致我們不喜歡「情緒」，因而忽略它。事實上，「情緒」並

沒有好壞、對錯之分，只有我們如何展現、轉化的差異。因

此，情緒管理的第一步就是「覺察與接納」自我的情緒。

2.WHY─找出情緒原因：每一種情緒的產生都會有其原因，

然而，只有在我們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緒感受之後，才

能真正的對症下藥並處理它。所以，請你好好想一想，會造

成你產生這種情緒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3.HOW─如何處理情緒：老師在這邊提供幾種處理情緒的方

式給同學參考，每個人可以依照自己的習慣來使用。

A.心情平靜法：深呼吸、肌肉鬆弛法、靜坐冥想、運動、

聽音樂⋯。

B.宣洩情緒法：大哭一場、聊天、塗鴉⋯。

C.內在對話法：改變自我內在的語言，告訴自己可以怎麼想

或者換種角度來思考。例如：我不必讓這件事影響我、我

可以保持冷靜、我選擇不要被他影響心情、生氣能幫助到

我嗎、他真的是這個意思嗎⋯。

D.自我表達法：當我們懂得運用不同的語氣或表達方式來面

對他人時，就會給別人不一樣的感受，甚至降低因為情緒

而導致衝突發生的機會。如：「當你問我這次段考考得如

何的時候，我覺得這令我感到很不舒服，因為你這次考得

很好而讓我有種你想要像我比較並向我炫耀的感受。」

最後，對於你向朋友發脾氣而導致友情破裂的部分，

老師想給祥祥一些提醒與建議：如果當你知道自己情緒不

佳時，為了避免自己可能會做出傷人的言語或行為而破壞

關係，這時，可以先「打斷情緒，開始思考」，讓自己不

要在第一時間就表達想法，而是停頓一下，讓自己有個思

考的時間後再做回應；但如果你真的沒辦法在短時間之內

就思考好該如何恰當的表達自我感受，這時則可以先「離

開現場」，告訴朋友你想要上廁所或轉移話題，然後留下

時間與空間給自己，去思考一下該怎麼面對。相信翔翔在

經過這次的事件與自我省思後，只要你試著好好地學習面

對自己的情緒並處理它，你就會發現你真的可以做到控制

情緒這件事。另外，要記得好好地跟凱鈞道歉喔！我相信

，當你願意真誠的道歉就可以化解很多的問題喔！

有一個男孩有著很壞的脾氣，於是他的父親就

給了他一袋釘子；並且告訴他，每當他發脾氣的時

候就釘一根釘子在後院的圍籬上。

第一天，這個男孩釘下了37根釘子。慢慢地

每天釘下的數量減少了。他發現控制自己的脾氣

要比釘下那些釘子來得容易些。終於有一天這個男

孩再也不會失去耐性亂發脾氣，他告訴他的父親這件事，父親告訴他，

現在開始每當他能控制自己的脾氣的時候，就拔出一根釘子。

一天天地過去了，最後男孩告訴他的父親，他終於把所有釘子都拔

出來了。

父親握著他的手來到後院說：「你做得很好，我的好孩子。但是看

看那些圍籬上的洞，這些圍籬將永遠不能回復成從前。你生氣的時候說

的話將像這些釘子一樣留下疤痕。如果你拿刀子捅別人一刀，不管你說

了多少次對不起，那個傷口將永遠存在。話語的傷痛就像真實的傷痛一

樣令人無法承受。」

【想想看】

人在不開心的時候，「發脾氣」無疑是最簡單，也是最直接、暢快

的事。但發脾氣時說的話永遠都像釘子一樣傷人，或許你是無心的，但

那傷口就像籬笆上的疤痕，已經造成嚴重的傷害了，事後的道歉並不能

彌補你所造成的傷害，它將會一直留存在別人的心中。

所以，別急著放出情緒的猛獸，先等一等、想一想，穩定了自己的

情緒，才能為你帶來真正的寧靜與和諧，並在各方面獲得更多助益，達

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祥祥 敬上

我的
情緒
我作主

我的
情緒
我作主

小故事
大啟發
小故事
大啟發

親愛的祥祥：

首先，Amigo老師要給你一個肯定，因為你有意識到自己將憤怒的情緒宣洩在他人身上的情況，而這就是學習控制情緒的第

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喔！正所謂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相信你學會以下所說的幾個步驟之後，就能好好掌控自我，並重

拾友誼囉~

接著，老師要來分享「控制情緒三部曲」：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們看別人的故事總是能清楚地指出問題所在，而自己的問題卻總是摸不清、看不透。因此在

刊物的最後，跟大家分享一則小故事，希望藉由這個小故事能讓大家明白：道歉也許能減緩傷痛，但傷痕永遠都會存在，別讓

一時的情緒控制自己，進而說出或做出讓自己後悔的事。

學好情緒控制，讓自己成為受歡迎的人！



你生氣了嗎？憤怒類型大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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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生氣了嗎？憤怒類型大解析你生氣了嗎？憤怒類型大解析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個性與生活背景，因此每個人表達憤怒的方式都不盡相同。有的人暴跳如雷、有的人暗生悶氣、也有人會自我貶抑⋯⋯無論是哪

一種生氣模式，最重要的是瞭解自己生氣的模式與原因，才能更有效的控制情緒，做情緒的主人。
思考看看，你的憤怒是哪一種模式呢?

一、爆發型：需要很多事情的累積才能把你逼到極端

，但真被逼到極限時，會如同火山爆發，大家避

之唯恐不及。

例子：「我已經忍你很久了！若你再把我的水瓶放

在地上，我就跟你絕交！」

原因：沒有學習如何處理憤怒，只習慣性的忍耐，

直到忍無可忍、超出極限最後爆發出來。

傷害：不斷累積、壓抑情緒直至爆發，到時所說的

話、做的事，往往會超過大家所能接受的程度，因

而對彼此造成極大的傷害。

如何改善：應正視自己每一次的情緒，即使是再小

的情緒也要妥善處理。不要因為不想破壞氣氛、和

諧，強逼自己吞下不滿。 

四、諷刺型：拐彎抹角、半微笑著來表達你的不滿。

例子：「你遲到沒關係，這樣我才有時間反覆聽了四十次音樂。」

原因：你相信直接表達負面情緒是不好的，因此採用間接的方

式表達。若人們生氣了，那是他們的錯，不是你的，畢竟你只

是開玩笑，難道人們不能承受玩笑嗎？

傷害：儘管有些人堅持「嘲笑是智慧幽默感的一種」，但尖銳

的語言可能會損害你的人際關係，即使是對方先傷害自己。

如何改善：直接一點，讓表達清楚、明確。與其向朋友說：「

沒關係啊，你就隨便摔我的手機，頂多到時候我不吃不喝存幾

千元再買一隻。」不如和善的表示：「小心不要摔壞了我的手

機，那是我存了很久才買來的。」你可以在不高興前先說出你

的感受。 

五、消極抗議型：不隱藏也不壓抑你的憤怒，但以隱晦的方式表
達。

例子：「喔？我將所有你喜歡的棒球運動節目，從數位錄影機
中刪除了嗎？」
原因：你不喜歡正面衝突，但也不會默默吞下來。當你感覺外
界壓力威脅到自己的防護線上，原本個性謹慎的人便容易有消
極抗議型的生氣模式出現。
傷害：你對人感到失望，雖然不會直接反擊，但會以「放棄、
無作為」的方式讓對方不好受，同時也不願為自己的快樂而奮
鬥，結果就是：兩敗俱傷。
如何改善：告訴自己生氣是心理宣洩的管道，告訴別人你已經
厭煩被壓迫。例如：不要故意忘記分組應繳交的報告，而是鼓
起勇氣告訴同學你的報告份量過重、無法負荷。 

六、習慣惱怒型：脾氣隨時存在，一直處於氣憤中。

例子：「我十分厭倦你向我借釘書機！自己想辦

法！」

原因：你一直心存不滿，而那種感受持續地滲透

著你時，很可能是心中一直隱藏著一些憤怒、懊

悔或挫折的感受。

傷害：若你總是容易發脾氣，你的朋友、同學、

家人會避免和你接觸。

如何改善：直接找問題核心，什麼事情讓你惱怒

、焦躁不安呢？若你根挖得夠深，你會瞭解問題

根本不在釘書機、橡皮擦或是任何讓你洩氣的小

事。

二、自暴自棄型：把所有的過錯歸咎於自己。

例子：「他會這樣對我，一定是因為我不

好，我是一個很糟糕的朋友。」

原因：在內心某處，你的自尊心曾經被打

敗，因此你認為有時候對自己生氣比對別

人生氣還安全。

傷害：時常把生氣的情緒往內倒，會讓自

己感到失望、沮喪、否定自己。

如何改善：認清情況而非承受所有責任。

學會自我欣賞，列出自己所有的優點，停

止自我抱怨。

三、逃避型：即使火球已經蔓延到你的核心界線，你

依然掛上笑容掩蓋憤怒。

例子：「沒有啊！我很好，沒事！一切都很好。」

原因：你擔心若生氣可能會失去名聲、朋友等，所

以選擇逃避、忽視。

傷害：生氣最主要的功能是發出不對勁、需要解決

的訊號。忽略這個警訊，可能會使自己出現一些不

當行為，例如：暴飲暴食、無度的購物。

如何改善：誠實的面對自己的感受，學習以健康的

態度面對，以正面而有建設性的方式告訴惹你生氣

的人。當然對方或許會意外，甚至因此而生氣，但

正視情緒，彼此的友誼才能長存。

我不爽，我有話要說
認識了EQ、探測了自己的憤怒類型後，接下來我

們就要學習：如何適當的溝通及表達情緒。

有些人為了要直接表達情緒，於是開始將內心的

任何感受一傾而出：「你這樣做讓我很生氣」、「你

沒有等我一起吃飯讓我很難過」、「你老是食言而肥

讓我很失望」、「你好傷我的心」⋯⋯結果情緒表達

變成責罵，將所有的情緒歸咎於對方，這樣反而增加

衝突、於事無補。

當情緒表達的方式以「你訊息」為主，就宛如朝

對方伸出指責的食指，一一數落對方的不是，反而無

法有效溝通。要記住：我們的感覺是我們的選擇，我

需要為自己的感覺負責。因此，正確的情緒表達是需

要以「我訊息」為主。「我訊息」的表達是一種分享

感覺的表達方式，而不是攻擊、責備、批評或抱怨。

「我訊息」的表達可以簡單地以下列的公式來說

明：

這是一個簡單的公式，你可以用你的說話方式加以改變，如：「我好希望能和你一起去看電影，現

在卻不能去，我真的蠻失望的」，或者是「我覺得好失望喔，我好期待能和你多一些機會在一起的。」

所謂的「正視情緒、表達感受」並不是要你發脾氣，而是冷靜地將情緒說出來，讓對方理解自己的

想法，才能有效溝通。所以囉，下次當你覺得委屈、擔憂、生氣時，不妨試試以「我訊息」來表達，說

不定能有意外的收穫喔！

請你跟著這樣吃
當你感覺⋯⋯ 不要吃⋯⋯ 應該吃⋯⋯

緊張、焦慮、
有壓力時

巧克力、酒、蛋糕、
冰淇淋、咖啡。

新鮮水果、乾燥水果、義大利麵、
全麥麵包、烤馬鈴薯、米飯、蔬
菜。

想睡覺、愛睡
覺時

糖果、葡萄酒或啤
酒、比薩、高油食
物。

低脂、高蛋白食物、例如烤魚、
小牛肉和禽肉、低脂起司、蛋白、
水果。

憂鬱時

蛋糕、冰淇淋、麵
包、酥皮點心麵包。

全麥主食、例如米飯和豆類。

有時我們會陷入自己的情緒，因這些負面情緒而感到不舒服，此時若置之不理，積壓久了就會
爆發衝突，造成更大的傷害。這時除了掌握前面所說的「保持樂觀正向的態度、適當且妥善的溝通
」外，其實還有一些更具體的方法，可以使我們更有力量來面對這些失序、不悅的情緒。

　 魔鏡魔鏡幫幫我：
站在鏡子前，靜靜地注視著鏡子裡的自己30秒或1分鐘，然後對著鏡子裡的自己說話，說話的

內容可以是抱怨，可以是氣話，也可以開心地分享事情。在此同時，一邊從鏡子中觀察自己說話時
臉部表情的變化，例如抱怨時是否眉頭深鎖、皺眉、睜大眼睛、嘟嚷著嘴等；說開心的事時，是否
眉毛、嘴角上揚、臉部肌肉放鬆等。

藉由這樣的練習，當發現自己心情不好時，適時走到鏡子前，藉由調整自己的臉部
表情，緩和情緒，進而調整自己的心情。

　 他不走，我走
他怎麼能讓人那麼生氣？那麼就先離開他的面前去別的地方吧。當離開了爭執或是令自己怒氣

衝冠的情境後，才能有效且迅速的冷靜下來，以免因一時的情緒釀成大禍。因此，下次因為看到別
人有錢大血拼，而難過自己沒錢購物時，別忘了：先別去逛街吧！

　 化情緒為力量
考試前很擔心考不好，那就把擔心化為溫習的動力，努力用功念書；不滿社區的治安問題，可

以一起加入巡守隊盡一份心力；害怕沒寫作業會被老師責罰，那就乖乖把作業完成！

　  培養支持系統
平時就把「溫情帳號」存好存滿，當失落、不滿、悲傷、憂慮的時候，朋友的支持、家人的協

助、師長的關懷、同學的關注將會源源不絕的包圍著你。有了外界的溫暖，即使陷入陰暗的幽谷，
也絕對會有人伸手救援，你永遠不會「孤單寂寞覺得冷」。

 　做你想做的
當面對情緒、壓力時，「在不傷害自己和別人的前提下」，不妨利用一些舒壓、發洩的方式讓

自己緩和下來。例如：深呼吸、靜坐、聽音樂、運動、上網、逛街、繪畫、到郊外走走、大哭大叫
、唱歌、冥想、找人聊聊、在紙上亂塗鴉、打電動、吃喜歡的食物、看電影、烹飪、或者是乾脆什
麼也不做，就這樣躺在床上發呆⋯⋯等。只有先讓自己平靜下來，才能成為情緒的主宰。

解憂消怒秘方大公開

當⋯時候
（陳述引發你情緒
的事情或言行）

我覺得⋯⋯
（陳述你的感受）

因為⋯⋯
（陳述你的理由）

舉
例

當你告訴我你不能
和我一起去看電影

的時候，

我覺得
蠻失望的，

因為我好期
待可以有多
一點的時間
和你相處。

窮秀才「小六子」十年寒窗苦讀，為的就是明天的進京趕考，今晚他特別早早就寢，養精蓄銳，

但可能是太過緊張，睡得很不安穩，頻頻作夢，他夢見有三幅畫…

第一幅畫是「一棵樹種在牆上」

第二幅畫是「一個人穿簑衣戴斗笠，還拿著一把傘」

第三幅畫是「他和他的心上人阿花，兩人脫光衣服，背對背躺在床上」

小六子不知道此夢有何徵兆，大清早連忙去敲隔壁算命師的大門，請他來解夢。算命師聽完他的描述，不禁搖頭

嘆息，勸他不用白費功夫進京趕考了。

算命師說：「第一幅畫，樹不長在地上，長在牆上，這棵樹必死無疑。第二幅畫，已經穿了簑衣帶了斗笠，為何

還要拿傘？不是多此一舉嗎？第三幅畫，你們都已脫光衣服了，卻還背對背，代表不得其門而入。所以你的考試一定

兇多吉少，不會有好結果的。」

小六子聽完之後垂頭喪氣的走回家，正巧碰到阿花，他很不好意思的把這算命師的話講給她聽，阿花聽完後，不

禁放聲大笑，直說這是好兆頭啊！

阿花說：「第一幅畫，樹種在牆上，代表你此行一定『高中狀元』。第二幅畫，簑衣戴斗笠還拿著一把傘，表示

冠上加蓋，之後會飛黃騰達。第三幅嘛…」

阿花語帶嬌羞的說：「都已經脫光衣背對背，表示你『翻身的時候到了』啊！」

小六子聽完後，信心大增，赴京考試，果然狀元及第，衣錦還鄉。

故事中的主人翁，在同一件事情上有著不一樣的解讀後，心境、情緒就完全不同，連帶的影響到他的行為模式，

這是在情緒管理的學習中，很重要的一門功課，叫做「情緒ABCD」。我們可以試著想像一個情境，走在路上，有人

不斷的看我（A事件）…

有種人會想「看x小！」，就產生了憤怒的情緒，下一步可能就是衝突事件了。但如果同一件事，換成另一種想法

：「一定是我很帥/很美喔」，心情就會很愉悅，自然就能避免接下來可能有的失控場面。

所以，做好情緒管理的其中一個關鍵就是「改變想法」，它會連帶的影響我們的情緒與行為。再者，調節情緒的

另一個方法是「改變表情與肢體反應」，一個有趣的實驗是這樣的：

邀請兩組人觀看同一步影片，過程中一組人是嘴巴夾著筆，呈現「微笑」的嘴型；另一組人是嘴巴噘起來，上方

放筆，呈現「生氣」的嘴型。

結果發現「微笑」嘴型的受試者有較高比例覺得這部影片很好看，而「生氣」嘴型則大多覺得影片不有趣。這個

實驗給我們很大的提醒，當你經常表現正向的表情及肢體時，情緒的正能量自然而然就會來找你；反之，常常眉頭深

鎖，擺臭臉，久了心情也很難開心愉悅起來。

最後，影響情緒的因素除了「想法」和「表情及肢體外」，還有一種叫做「生理的激發狀態」。簡單來說，身體

的狀態會回饋給情緒，「十點鐘媽媽」就是一個傳神的例子：剛下班回來的媽媽講話態度都很溫柔，會好聲好氣的要

求我們寫作業，但隨著時間一分一秒的度過，媽媽要求我們寫作業的口氣變得焦躁、態度變得不耐。其實那是因為媽

媽經過一整天的疲勞轟炸，身體很累了，所以情緒也變差了。生理狀態會影響情緒，如果我們能覺察自己的身體反應

，就可以試著做些放鬆，讓身體不那麼緊張有壓力，自然就不會有接下來的情緒，應用在生活中，例如考試前，我們

發現自己的肩膀緊緊的，呼吸急促，手發抖，透過這些生理的機制察覺這是我們出現「緊張」情緒的身體反應，這時

候，就可以運用「腹式呼吸法」（如下圖）或是做做放鬆肌肉的運動來抒緩情緒。

研究證實，高EQ的人身體免疫力強、認知能力優、學習效能高、人際關係好、自我概念佳，而且，EQ是可塑性

極高的一項能力，它是80%後天學習加上20%先天得來的。當你在怨嘆自己IQ不夠高的時候，請記住，學會情緒管理

，讓自己成為高EQ的人，絕對不比高IQ的人差喔！

別讓「負能量」讓你成為厭世代！別讓「負能量」讓你成為厭世代！

A 事件 B 想法 D 行為 C 情緒 

圖片來源：http://www.nzjsw.com/jianshen/2014/05/12/5493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