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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中��常常�到的困

�就是�當別⼈�責你的�

��不知該�何�理�或是衝

動的�擊回去���事�沒做

��關��破�了�



��國��羅斯福��「成功�式中� �
重�的⼀項因素是�⼈相��」

 
在�個課�裡�我���你�何�理�個

�命的溝�問題�讓你學會�識讓你錯的

溝�⽅式�不受別⼈對你�緒勒索���

�責���貶�的影響�並且學會�⽤�

效的溝�技巧�來⾯對和���理�樣的

⾔語攻擊��⽽讓⾃⼰可�維繫�關��

⼜����⾃信�

在本課�裡�你會學到�



在�個單元�我想來跟你�享�為何會

被�責��其實經�我的剖析�我�為

�四個主�的原因�會讓⼀個⼈想��

責另�⼀個⼈�在���享給你們�我

們⼀��討�四個原因���我會跟你

�享��何�套�

為什�本意是�的�卻得到別⼈的�責��

讓我們剖析�四⼤成因（⼀）



洞�其中兩種會被別⼈�責的關鍵成因�

了�到為何⾃⼰會�受到�責�從根源�

⼿�就可��免50%的被攻擊的�會�

為什�本意是�的�卻得到別⼈的�責��

讓我們剖析�四⼤成因（⼀）



�⼀個原因是�

 

對⽅期�的�想�的�沒�發⽣�

我們先來⽤相�的�點�來看⼀下

�個狀況�



其實�⼈⾃�⽽�想�做對的事���

凡你給出的�何建議�做的�何⾏動�

都是�⼀定的理由�⽽且希��來的是

�的結果�



當你給家⼈的⼀個建議�就是希�那個

建議�可�幫助�����問題�或是

可�讓�未來��⼀點的⽇⼦��是�

你現在應該去補��補��所�可��

得�成績�或是你�天出⾨應該不�開

⾞�因為會塞⾞�或是我們就去那家�

���吧�因為�吃⼜便宜......��



或是你去告�別⼈該怎�做��是為�

��讓��省⼀��間�找對⽅法��

��效率⼀點��是�你去告�別⼈

���個專�應該��擇A⽅��因為
�樣�為�司�省較�的成本�或是�

你跟別⼈��不��樣做拉�⼀定會做

錯�或是�你告�別⼈應該不��便�

��現在景�不�......��



或�⾄於你就直�做了��事��直�

開�⾏動��是�你就⾃⼰�定開⾞去

���下��或是�你幫孩⼦報�了⼀

個����你幫�司�定不跟�個廠�

合作...��你做��事�都是希�結果
是�的��幫助的�



�上���⼦�不�結果�何�你�擇

�樣�或�樣做�本意都是希����

來�較�的����較對的結果�



�⽽當事�不�預期�結果不盡�⼈意�

我在�強��是『對⽅不�意』�不是你

不�意��果事���不是對⽅想�的結

果��就會開�產⽣問題�就會開���

責發⽣�



所�的�責��就責��在字典的定

義裡�它的意思是��出�錯�加�

�評�其實�來定義�錯��就是結

果⼤�上不太��不�⼈�意��就

是對⽅並不�受�樣的結果�所�就

會產⽣�責�



所��⼀個原因是�

對⽅期�的�想�的�沒�

發⽣��會想��責你做得

不��不對�



�⼆個原因是�

 

當溝�的��中�可�在�個�間

點�對⽅堅��個�點�⽽你�堅

�了�個�點�⽽在溝���中�

你不⼩⼼的責�對⽅了�否定對

⽅����採�更兇猛的⽅式回擊

了�



�個狀況其實很常發⽣��⾄於��⼀個

原因�常發⽣。

 
�常常發⽣在彼�意⾒不合的�����

��⾃⼰���想�把話�完�但是可�

�受對⽅的打斷�或者是否定�����

想��⼀步的去告�對⽅��其實都沒�

瞭�⾃⼰�或者沒��⾃⼰真正想��的

話�覺得對⽅很���或是沒�����

�的�不�是�意或是�意的�其實�已

經不⼩⼼的先讓對⽅錯了���就��更

��的相互�責了�



�個點�很容易跟�⼀個點交錯�⾏��

�⼀種�環�雞⽣蛋�蛋⽣雞的�覺��

⼀⽅不⼩⼼的開��責了���彼�交錯

下去�就�下對跟錯的狀況����況變

得更為���



所��⼆點來⾃於��⼀⽅�意

或�意的�先開��責了對⽅�

讓對⽅錯�或是不⼩⼼的就打斷

溝��讓對⽅�法把話�完��

�就��了�續的�責了�



為什�本意是�的�卻得到別⼈的�責��

讓我們剖析�四⼤成因（⼆）

�三個原因�

 

很����個成因�會��不⼀定是

「理性」的�責�它常常發⽣在�對⽅

被�去的事�刺激到了�覺得⼜發⽣⼀

�������的�覺到不舒服�所�

想�把�發在你⽣上�



��可�是事�真的不⼩⼼出錯了�或者

不�預期�或是��個狀況其實實在跟之

�發⽣���的事�太相�了�所�對⽅

��的就被刺激到了��覺到很不舒服�

想�⽣��



我相信你⾃⼰可������的經驗��

是�到���⾳�或是��話�就�不住

想�⽣���是我�個朋友��只�⼀�

到⼈家跟���那�樣你�了嗎�語�不

⼀定不��但是�就很受不了�或是�是

�到否���的狀況�就很不⾼興��是

�到⼈家�到�就會�⼀種�個⼈��了

的�覺�想�⽤盡所�的⼒��來罵�或

是�正���樣做真的很不對�



��被刺激到的⼈��會��其��就�

很��緒�應��常會想�把錯都怪在對

⽅�上��種狀況�你可�不⼀定真的做

錯���可�你根本�沒做什��但是你

刺激到�了�所�會��⼀���其�的

�責����責�不⼀定合理�或合�

��或是��理�



�個�⼦�你可�正在打�動�你什�事

�沒�做�你只是在打�動�就��了對

⽅被刺激到��覺得�不開⼼的事���

⼜發⽣⼀�了��就會責罵你為什�⼀直

打�動�不理��或是不去做正事�



�種�責�常常會����字眼�為什�

你�是犯同樣的錯�為什�你都做⼀樣的

事�為什�你都�樣回�我�它常常伴�

的是�你�是�樣�你�是那樣�你都怎

樣�⼀�性�否定�部�



��就��其�的給�⼀��責�我必須

強��在�點�責並不⼀定是合理的��

的���會讓你�覺到��其��但是�

責�是發⽣了�在�種狀況下�你必須學

會讓對⽅��下來���跟你理性對話�

�樣你才��會改��個關��



�四個原因�

 

很�單�就是真的錯了�結果不是

�的��是專�效果不佳��應⼈

家的事沒做��或是�了�或是搞

砸了��事��不該做的做了�該

做的沒做���單��就是做錯

了�



�乏��

出錯的原因可�是�

�乏計劃

或是不⼩⼼...



不�是什��因�但是就是做

錯了�別⼈受到了影響�所�

想�責怪你�



�上就是會��別⼈�責的四個成因��

我們⼀開��的�你的本意是�的�你�

希�因為你的參������讓結果是�

的�可是卻��的�或者是真的得到別⼈

的�責...
 
⼀旦別⼈�責了我們�但我們沒�辦法�

��理的話�就會��更�的關�破��

不僅讓⾃⼰漸漸失去⾃信��會讓事�沒

辦法完成�



�何對�責做出正⾯回應�是⼀⾨很⼤的

學問�

 
《�爾街⽇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報��出���正⾯看��評
的⼈�較�發揮�意�並����價值的

溝��所�在�個課�裡�我���你�

我們�怎�樣來�理別⼈的�責�把把負

⾯的責��⽤溝�技巧來轉�它�讓它成

為正⾯的⼒量�



�識兩種不同�責⽅式��⼀步�����效

的相對應⽅式�來���個責��

�責�兩溝�⽅式��理⽅式⼤不同



我在�個單元裡��跟你��兩種不同的�責

⽅式�雖�都會讓你�覺到不舒服��緒�

��或是⽣�的�覺�但是當你⽤錯⽅式去回

應的���會��更��的結果�

�責�兩溝�⽅式��理⽅式⼤不同



當⼀個⼈�到�責的���很容易�覺到⽣

��沮喪��果�法回應和�理�就會�覺到

��為⼒�想�放�溝�和�段關���到另

�⼀個�⽅去�但是�當你是可�回應和�

理��⾄於���轉溝�形式�讓對⽅可��

同⾃⼰的做法��⼀步相互討論再��出共識

的���你不僅僅���⾃信�⽽且�發揮溝

�的影響⼒�讓事��向正軌��樣的狀況

下�你不僅僅把事�做�了���得了良�的

關��



所�現在�我們�來�識兩種不同的�責⽅

式��兩種的表現⽅式和溝�⽅式⼤不同�但

是同樣都是在�責你的錯��或是評論你的不

�切⾏為�



�種直�了當的責�你�對⽅所產⽣出來的�

緒�會�常是⽣�或者是不耐�的�應�表現

出來不同意你�樣做��不了�為什�你會�

樣做�

�⼀種⽅式是�直�了當的責�你



���常伴�的責�的語⾔��是�

 

你怎�����

你為什�就是沒辦法把事�做��

��再����為什��不會�

你到�在搞什�東西�你就是不會�別⼈想�

都很⾃私......��

 

���責�都會是顯⽽易⾒的�就是讓你知�

你�樣做是不對的�不��的�



�種直�了當的責��衝擊⼒很⼤

 

所��很容易引發�彈�所�溝�

破�會�是��球⼀樣�越來越

⼤�



對於�種�責��⼀個�做到

的是���不��的回應�



專��理�站“Mind Tools”在「⾯對不�允的
�評」（Dealing with Unfair Criticism）⼀⽂
中��出�受到�評��別強�⾃⼰⾺上做出

��的回應��不��⼀�⼝�之��轉⽽攻

擊對⽅�



所��到�種狀況��

�⼀�點是��。



�⼆種⽅式是��由稱讚你的⽅式�

��來�你沒做到�讓�失�了�的

�種��是�由⾃⼰�⼀步�卻��

⼀步的�讓你知�你做不到�期�的

那���很不應該�

 

�是⼀種相對�較��的責怪⽅式�

但是�傷⼒卻很⼤�



�種⽅式�會�由先稱讚你�或者是�出⾃⼰

期�你應該�做對�做��但是結果卻讓�⼤

失所��

 

我來�⼀�常常�到的�⼦��是�

我�為你是�話�話的⼈�沒想到���單的

��卻做不到...

 

我想�你⾃⼰⼀個⼈可�搞定的�沒想�卻�

��⻑的�間...

 

我�為你�在乎我�沒想到我卻不是那�重�...



��樣的溝��其實�是⼀種�責�但是�較

�是暗�中��不知不覺間�就讓你�到不舒

��沮喪��種�責⽅式的�理⽅式�就不⽌

是��不回應了��⽽是�友��但是直�了

當回應�詢問對⽅�出錯的點在哪��哪�事

�跟�期�的不同���由詢問出更�對⽅想

��卻沒��出來的⼼裡話�⼼裡不��你才

���⼀步的�理掉�個��的�責�我�會

在下⼀個單元給你更�的�明�



了�到為什�⾃⼰�不�的�覺到���沮

喪�不開⼼��會學會�識�⾃⼰是否已經�

受了其�⼈話語攻擊��由了���原因�就

��⾯對�理�

為何你會��的�到沮喪和�⼒���



為何你會��的�到沮喪�不舒服��我之所

�把�個主題拿出來�當作⼀個完整單元來�

�你�是因為我發現很����我們在上課單

元提到��⼆種��的�責⽅式�往往不會被

�覺到�你只是會覺得沮喪��⼒�不開⼼�

覺得⾃⼰不會溝��或是不會做事�⽽當你�

應�來它�是⼀種�責的���你已經千�百

孔了�



你�為只�⼤�責罵�和互相吵��才會讓你

難受嗎�那�直�的攻擊�會讓你�覺到⽣

��想��擊�但是��都�是你輕易�理的

�圍��的�����⼤��擊�講�理�或

許就可��理掉�但是那�看��讓�但是卻

讓你�話可�的�才是讓你��傷痕���中

彈�卻不知�是什�引�的�



��對話熟�嗎�

 

「沒�關��你真的可�去啊��正你�常常

�樣對我�」

 

「話都是你�的���我�什��都�是我的

錯可�吧�」

 

「�正你��慣了都是⾃⼰做�定�那你就�

�⾃我吧��正我跟你不⼀樣�我是不會�樣

對別⼈的」�



��來不�是罵你���讓你對�但是卻⼜讓

你��來�刺��覺得對⽅根本就是在講�

話�根本不是真的沒關��或是真的�了是⾃

⼰的錯�但是對⽅�沒�真的罵你���種溝

�⽅式�會讓⼈⼀�����來或是糾結在⼀

��但⼜�不出話來�對嗎�



其實��種溝�⽅式�是⼀種��的否定��

就是我們常常�的講�話��先貼⼀個�⼈�

�給你������你讓�失��可���⼜

補⼀句��了��不跟你計較�



�是�

 

����「�你幫我做��⼀點點事⽽已�你

�做不到�我真是看錯你了�當初結�我��

為你是個�貼的�⼈��了��正我��慣都

是我⾃⼰做了……」

 

或是����「我�為你很�順�就�很會照

�家⼈�誰知�我是�⼈�你都只�你��那

我����樣�兒⼦�那�我命就會�了」�



或是�闆��「�現在⽉�五���可����命

的準�下�的⼈�我想�只�你了�可�你很�

明�都不��加��其�⼈�較�」......�

 

�種溝�⽅式�其實都是很⽤⼒來證明你是錯的�

沒�價值的�你的�理⽅式不對�但�們不是⽤激

�的⽅式罵你�⽽是裝�辜�可�的�受�的責怪

你�



�樣的�式�其實是⼀種溝�⼿段�⽤來讓對⽅服

從⾃⼰的命���求或是期��但是��們卻沒�

直�了當的�出來�或許�們⼼中�期�你�得

��⾃⼰改�但是問題在於��的���沒��

��所�問題就⼀直存在在那裡�



在�裡我�很��⼦�是想�讓你去發現��樣的

溝��式�����你沒�意識到�就被對⽅抹�

了價值�但是��果你發現了對⽅正在做�樣的事

���樣跟你�話�你就��會跳��個�套�你

�就���理�樣的⾔語攻擊了�



學�到為何⾃⼰�法�理別⼈�責的攻擊�去

除掉⼀�不必�的考量�轉為��⾯對�理的

�⼒�

你�法�擊的原因是什���



在�個單元�我想�來跟你�析⼀下�為什�

�����到別⼈的�責�卻�法�擊��

你�法�擊的原因是什���



當��很���別⼈直�了當的攻擊�就會讓

你不舒服�想�直��擊回去�但在�裡我們

不�別討論�⼀個狀況�在之�的單元�已經

跟你�到�當你�到�種直�了當攻擊的�

��你�⼀個�應是����⽽不是直�去回

應那⼀個�責和攻擊�我在�⾯的單元�會跟

你�享該怎樣做�可�去�理掉�種�責⽅

式�



 在�個單元�我想��別提的是����你明

明已經�覺到別⼈跟你�的是你不想�的�或

者是別⼈是��你的�或者是其�⼈的�法並

不對�或�⾄於�可�是�上⾯我們講的那⼀

個狀況�就是看�來��在稱讚你�但是其實

暗�裡再告�你�其實你做的不對��果��

狀況�你已經意識到了�卻沒�辦法去�理的

���就會�成更�惡性�環�會��你��

對⾃⼰失去⾃信��⼈宰��別⼈怎��你都

只�順�來順受�



�不是我們想�的�我們想�良�的關��但

是�是�建⽴在良�的溝�互動上�彼�的想

法是可�互相交��可�雙⽅都同意的�況

下�再討論出共識的�⽽不是⼀昧的�屈求

��所�我想�跟你剖析⼀下為什�你會�法

�擊的原因�



��較�是你在那個�域��⼀���或想法

去阻⽌你�⼀步⾯對和�理那個問題�那��

�是�你�去溝����相衝�的�我們來�

個�⼦��是��果你�個想法是⻑���闆

�的都是對的�那�⾯對�闆的�責的���

你�常就會�擇��的��



 那我們�怎�樣可�找出來�⾃⼰�沒�⼀�

���或想法在阻⽌⾃⼰去溝�� 

 我�⼀個很�單的⽅式�跟你

�享希�對你⽤�來�幫助�

你可�試�去看看⾃⼰相衝�

的��是什��



假設�天�的�況是�樣��⼈�責你了�不

��是⼤�的責�你�或是暗�的�責你�⽽

你�果發現⾃⼰沒�辦法去回應�或�理的�

�...

 

你可��下來問問看⾃⼰是什�原因���你

不想�跟�去衝���為什�你會不想�回應

��



或許你會發現�可�跟�是⻑��關�或者因

為你希�不�傷����或者是你會發現是因

為覺得���⼯作很重�你不想�因為�樣�

就失去��⼯作�當你⾃⼰去�識出來�⾃⼰

�⼀個考量在那裡�

 

���你可��⼀步的衡量⼀下�那��果你

是因為想��重⻑��那�沒關��你可�在

溝�的����別留意禮貌就�；

 

�果你是想�傷����那��就�別留意�

不�⽤爭對錯�或是咒罵回去的⽅式去�理；

 

�果你是怕失去��⼯作�那�你可�想想怎

�溝��是為�司��⽽不僅僅只是為了你⾃

⼰��樣去溝�就會�較�效�



�⽽⾔之�先找到考量點����⼀步思考⽤

對的溝�⽅式�理���結合⾃⼰想�的結

果�做⼀����就可�讓⾃⼰�效的溝��

不⾄於悶��受�不合理的�責�



⾯對�責������度讓你回到主�點



在�個單元裡�我想跟你�享�在我們

�⼀步�理���責的����⼀��

度是你應該��的��樣可�幫助你�

輕�做到�理�不被對⽅影響��可�

讓⾃⼰維�在主�點�來回應���責

⽅式�

⾯對�責������度讓你回到主�點



���度是�⽤的原

則�不�哪種�責⽅

式都�⽤�

⾯對�責������度讓你回到主�點



應�對應的�度

⾯對�責������度讓你回到主�點

��友�的�度



什��況下不回應

⾯對�責������度讓你回到主�點

不在�頭上溝�



專��理�站“Mind Tools”在「⾯對不�允的
�評」（Dealing with Unfair Criticism）⼀⽂
中�出�受到�評��別強�⾃⼰⾺上做出�

�的回應��不��⼀�⼝�之��轉⽽攻擊

對⽅�



�較�的做法是──

 

重�對⽅的話�確定你完�理��的意思��

�問�「你是�我………嗎�」
 

當你重�對⽅的話��眼神堅定�看����

�平和的語��不�動��你的⽬的是��個

⼈�⾒�把焦點放在雙⽅意⾒相左的問題上�



�果對⽅的�評�容真的很�譜�你重��的

話��⽽可�凸顯出�的不合理之��



不��千�不��度���假設�⼈�你的�

售�略成效不彰�不���讀成�「你的意思

是��因為我的�售�略����司�收下�

嗎�」那樣只顯得你防衛⼼�重��會讓場⾯

����味�



真的發現⾃⼰⽣�了�就暫停

溝��找⼀個����對⽅可

�的�間�再溝�⼀��

什��況下不回應



每�開⼝�先�什�

⾯對�責������度讓你回到主�點

每�溝��都先表�出你可�

�同對⽅的��點�

 

��再溝�



⾯對�責������度讓你回到主�點

⾯對��於⾯對�失點�

直��定的�錯��常都可�

讓對⽅�間���



�何�定誰不是�伴

⾯對�責������度讓你回到主�點

��不合�的⼈



�何��⾃我�點

⾯對�責������度讓你回到主�點

⾃信�擁�⾃⼰的�點�⽤

事實溝�

讓溝��建⽴在客�事實上



�轉劣�的

關鍵溝�步�

 

照�做�跟�責����



�轉劣�的關鍵溝�步��照�做�跟�責����

回應⼤��責的

溝�⽅式



回應⼤��責的溝�⽅式

在�個單元�我想�跟你�享在不同的�況下�我們�怎�樣�⽤�轉劣�的關

鍵溝�步��來���樣的不���你只�照�做�就可�跟�責�拜拜��下

防彈⾐�從�溝�破�不再困�你�



回應⼤��責的溝�⽅式

在��⼤��責�我們�的是�對⽅

直�把�的不�發洩在你頭上�直�

攻擊你�你可��樣做�



回應⼤��責的溝�⽅式

1. 先讓對⽅把話�完�

 

2.  ⽤詢問的⽅式瞭�發⽣什�事�對⽅在意的點�友�詢

問�問對⽅的期��或是�覺得怎�做�較��

 

3. �果對⽅是��其�的�責你�⽤詢問對⽅的⽅式�協

助對⽅看到事實�⽽�⼀昧�否定�



4. �意對⽅的�點�

 

5. �得對⽅同意�開�講�⾃⼰的�點�先強�只是交�意⾒�

 

6. �到⾃⼰是�忽的點�直�了當�錯�

 

7. �討未來怎�做�較����溝��建⽴共識�

回應⼤��責的溝�⽅式



�轉劣�的關鍵溝�步��照�做�跟�責����

回應���責的

溝�⽅式



回應���責的溝�⽅式

1 .讓對⽅瞭�你�到�的話了�

 

2 .直�了當的詢問對⽅為什��樣

���的期�是什��

 

3 .先讓對⽅把話�完�再讓對⽅知

����樣的�話⽅式�並不會�得

�想�的��的⽅式是��溝��



回應���責的溝�⽅式

4 .�⽤堅定且和�的溝�⽅式�

⾏�

 

5 .�到⾃⼰是�忽的點�直�了當

�錯�



回應���責的溝�⽅式

4 .�⽤堅定且和�的溝�⽅式�

⾏�

 

5 .�到⾃⼰是�忽的點�直�了當

�錯�



恭喜你完成了��常棒�

�下防彈⾐��責��溝��

WWW.JOYTOKNOW.COM

期�你�⽤�個課�的關鍵���讓⽣活�

得更���

 

我��其�不同主題的課��可�培訓你�

理⽣活其�⾯向的問題���你��Joy to
know瞭�其�課��下�課�⾒囉�



Contact Us

service@joytoknow.com
�⼦�件

www.facebook.com/Joytoknow/
Facebook

www.joytoknow.com
官⽅�站

＠joytoknow
官⽅Line

Ⓒ 2020 旭怡國��限�司 ��作����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