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學生人際情緒勒索行為與情緒適應的輔導

邱珮思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碩士生

許維素 國立台灣師大教育心理與輔導系副教授

壹、前言

當孩子正式踏出從小到大熟悉的家庭環境之後，進入需嘗試學習與他人互

動的「小型社會」—學校；學生開始與其他人有進一步正式交往與互動的機會。

由是可知，學生在學校的人際互動狀態裡的「情緒表達」方式，將為學生塑造各

種不同的人際關係；亦即，學生「情緒適應」(emotional adjustment)與否，將

是其成長發展階段中一個很重要的環節，也將會影響其人際關係品質的好壞。

當學生的生心理隨著年紀的增長，接收到外界環境各種刺激會增加，心理感

受的能力亦逐漸成長，所以難免會因與老師、同儕互動與溝通的經驗，體驗到因

外在環境的刺激而引發自己內心情緒起伏不定的經驗，甚至還會干擾到自己的行

為決策。因此，處於青少年時期的學生，或多或少，都曾有過想要好好在自己生

活裡扮演「情緒的主人」的念頭。然而，根據張美惠（民 85）的研究卻發現，

國內青少年學生並不是那麼能夠清楚覺察與具體表達出自己所感覺到的情緒；當

學生覺察與表達情緒能力尚未發展成熟，就容易受到自己內在起伏情緒的控制，

而形成負面的行為結果。

因生氣而大叫、因悲傷而大哭，是一種尚可理解的情緒表現；而攻擊他人、

威脅別人、自我傷害、或哭鬧，則是深令教師擔憂或頭痛的行為。然而，這類情

緒表達的方式，行為的背後可能隱含值得教師需要去敏銳察覺的警戒訊息---以

「情緒勒索」（emotional blackmail）方式，在人際關係中要求對方順從、讓步，

替自己「爭取利益」或尋求自保，以能握有「關係控制權」，而「提升」自己在

人際關係中的地位與價值---即是「人際情緒勒索行為」。

許多人際情緒勒索行為的實例，很容易於一般學校學生的人際關係中看

到。例如，當學生看到自己的朋友受到其他同學的捉弄時，內心會感到忿忿不平，

而選擇採用恐嚇威脅或是暴力行為的手段。如此，此學生極有可能已踏入「人際

情緒勒索行為」的惡性循環中。或許這位學生的目的只是為了支持朋友、表現自

己拔刀相助的義氣，但是，他在表達自己想法與情緒的同時，已造成對方內心的

恐懼與被威脅的感受。所以，這些都不是適當的情緒表達方式及人際衝突的解決

方法。然而，對於學生的人際衝突，有些成人會以偏蓋全地認為他們正處於青春

期的狂飆時期，因其思想與行為的叛逆，這樣的人際情緒勒索情況只是暫時的、

不必特別去管束與教導；如此一來，此類學生便無法從學校的同儕互動過程中，

學習新的、適當的情緒適應方法，而改進其人際情緒勒索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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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老師和學生的角色是共存的。教師除了集思廣益地處理學生外顯

可見的暴力行為之外，也應當重視學生語言之外的「非肢體」、「非語言」之人際

情緒勒索之「隱性暴力」行為，並應協助學生處理相關情緒適應與人際衝突問題。

是以在本文中，於先介紹人際情緒勒索行為，之後，再說明情緒的定義以及情緒

適應的內涵，以提供教師用以輔導具有人際情緒勒索行為的學生，幫助此類學生

改善情緒適應，並能以適當的情緒表達方式與人互動，而能擁有健康的人際關係。

貳、人際情緒勒索行為的認識

（一）、人際情緒勒索行為的類型與要素

這一方：

「是他們要弄我的！我有跟他們說，再弄我的話，我就要『給他們好看』！」

「好啊！來啊！老子我就是看他們不爽，我的耐性是有極限的，我要請他

們『吃土豆』！」

「要不然咧！我就是看他不爽，反正又不會是我去『打』他們，我只是先

跟他們『講』。我不用出手他們就會得到教訓了。」

「我只要在他的耳邊說『我要請你吃生日蛋糕喔！』，這樣他們就會怕了！」

那一邊：

「我『不要理他們』就好了。我『忍著』就好了。」

「我不高興的時候，我會『甩門』進房間睡覺。」

「就『不講話』、『冷戰』啊，免得又吵起來。」

「我會『瞪』他們！」

「大不了就一死，『自殺』，你就沒有辦法再影響我了！」

「沒有關係，我不重要，『你不理我』也沒有關係，反正我就是一文不值。」

這些都是語言或非語言式的人際情緒勒索行為！怎麼說呢？

「給他們好看」、「請吃土豆」、「跟他們講」、「請吃生日蛋糕」，其實未清楚

說明的對話內容，最能引人好奇，並勾起擔心與猜疑等負向情緒感受。曖昧不明

的溝通方式，除了讓人搞不清楚說話者所要表達的意義，亦會讓聽話者陷入在猜

測對方到底在警告什麼的不安感之中。具有人際情緒勒索行為的學生在此溝通過

程中獲得了勝利，他想讓聽話者怕他，而成功在人際權力結構中處於上位。此種

「主動攻擊」的人際情緒勒索方式，的確可以讓此類學生取得氣勢上的領先。

然而，「我忍著」、「甩門」、「不講話、冷戰」、「瞪他們」、「自殺」、「你不用

理我」則是具有「以退為進」、「被動攻擊」之人際情緒勒索者慣用的招數。此類

學生會：「製造聲響」，清楚明顯地讓你知道「我真的生氣了」；無聲的抗議，透

露著讓你知道「我受傷了」的訊息；回頭看著你，意味著「我看著你所幹得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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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學生採用「終止」與對方有所關聯的方式，的確讓對方在人際關係中的地位

搖搖盪盪，而擔憂自己何時才能「解除終止連結」的懲罰，但其結局又需端看人

際情緒勒索者的心情而定。由於這行為將會成功地勾起對方的罪惡感、擔心被拋

棄的負面感受，所以此類「化卑為尊」的手段，贏得了旁人的「敬畏」，在人際

關係中亦是獲利。

是以，Susan Forward 的研究發現，在人際關係中，有六個構成情緒勒索表

達的要素（杜玉蓉譯，民 89）：

1. 要求（demand）

人際情緒勒索者通常會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管對方處境與感受，而一

味要求對方配合，或是讓步以達成自己的目的。

2. 抵抗（resistance）

有時被勒索者內心也會因受到勒索而產生不舒服的感受，以致於提出反

應，或是做出抵抗的行為。

3. 壓力（pressure）

人際情緒勒索者有可能因為被勒索者出現的抵抗行為而感覺到自己在關係

中受到壓力，反而出現「反抵抗」的手段。此時人際情緒勒索者會強調自己在關

係中的付出與犧牲，來「提醒」被勒索者有關自己在關係中的特殊性、必要性、

或是重要性，並設法在關係中製造出壓力源。

4. 威脅（threat）

除了施以被勒索者壓力之外，人際情緒勒索者也會說出威脅的話，讓被勒

索者內心惶惶不安。像是以「曖昧說辭」、「切斷關係」等威脅恐嚇的話語，而使

得被勒索者籠罩在恐懼與害怕的情境中。

5. 順從（compliance）

為了能維持或是保有眼前的關係、擔心自己被遺棄、遭到對方的拒絕，被

勒索者通常會採取「順從」或是「讓步」的方式，來表示自己對這份關係的需要

與重視。

6. 重複（repetition）

上述關係中所出現的人際互動模式會因一方不願意放棄關係，放大「短暫

蜜月期」的相好關係而忍受與縱容此種不健康關係，此種不良的關係因而也會重

複持續存在。

此外，針對有人際情緒勒索特質的學生所做出的研究中發現，「性別」似乎

不是唯一的分類指標（杜玉蓉譯，民 89；Sen & Crick,2005）。雖然男性、女性

的情緒表達方式略有不同，但關係中的男女都有可能在人際互動中採取人際情緒

勒索的行為，以作為「保護自己」、「保住地位」或是「維護關係、經營關係」的

方式。

（二）人際情緒勒索行為對己對人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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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有人際情緒勒索行為的人會採用控制、限制、剝奪、懲罰的方式，加

強前述構成人際情緒勒索行為要素的效果。尤其，具有人際情緒勒索特質的學生

通常手段「高明」，他們能在關係互動中觀察到被勒索者內心的需求與渴望，然

後再針對被勒索者所重視的一切，進行剝奪或利誘（杜玉蓉譯，民 89）。雖然此

類學生似乎能看透被勒索者的弱點與在乎的部分，但是他們卻不會重視或關照被

勒索者的需求，反而是利用被勒索者的需求及自己所觀察到的一切，進行情緒勒

索的動作，以便維護自己在關係中的「控制感」、「重要性」、「被需要性」等不健

康的價值觀。（杜玉蓉譯，民 89；；張美惠譯，民 85）。

亦即，具有人際情緒勒索行為的學生，基本上都會出現「剝奪」對方重視

與在乎的手段，也間接地讓對方產生「罪惡感」或「加害人」的幻覺，而使對方

痛苦得不知所謂。再者，不管是被勒索者被威脅的是無形的「關係」、「情感」或

是有形的「金錢」，他們也容易從一開始的反抗，到最後，採取讓步、順從的方

式，以尋求人際情緒勒索者的認同，並期待藉此化解人際的衝突。如此一來，更

增強人際情緒勒索行為的出現，並形成惡性循環（杜玉蓉譯，民 89；；張美惠

譯，民 85）。

是以，在這樣的人際惡性循環下，具有人際情緒勒索行為的學生也容易產

生與加強內心的一些非理性信念（林亞屏譯，民 92）：

(1) 不管我怎麼努力，都沒有用。

(2) 我從來都沒有辦法如願。

(3) 從來都沒有人會關心我的需求。

(4) 我不知道我該怎麼做，我才能得到我想要的。

(5) 假如沒有順我的意，不知道自己能否承受得了打擊。

(6) 沒有人像我關心他們一樣關心我。

(7) 他們到最後都是會離開我的。

(8) 他們都只為自己著想。

在上述所列舉的非理性信念認知的引導下，具有人際情緒勒索行為的學

生，往往在人際關係問題處理會有使不上力的感覺，即使他們的外表是耀武揚威

的。特別是，這種非理性的習慣性思考方式，最後將會把此類學生推入所設想出

來的情境中，不但容易產生二分法思考，也容易擁有誇張式的自我貶抑作風，而

導致精神與能量耗弱，並不斷如此循環之（南琦，民 93；陳逸群譯，民 91）。

當這樣不合理的思考模式帶入真實的人際互動裡，往往就會產生了不良的

後果，特別是犧牲、痛苦等負面的感受。在人際情緒勒索行為之下，最初對人際

關係所編織的美好感覺被一一破壞了，伴隨而來的卻是關係中所附加的強烈負面

情緒感受。此時，此類學生會因內心產生負向情緒而想去選擇表現於外的行為，

但又發現自己在人際互動中又是遭遇了「人際溝通障礙」。當學生無法充分而精

確地表達自己內心的情緒與想法時，則可能會啟動過多、不當的心理防衛機轉，

轉；例如採取逃避的方式來處理內心來勢洶洶的沮喪、焦慮等情緒，或是否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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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內心需求與抗拒關係中的變動，最後又做出人際情緒勒索行為。當然，此類

學生也可能是受到不斷由心底發出的內在負向自證預言以及非理性的信念所影

響，而導致自己被捲入在不健康情緒表達方式的漩渦裡，進而衍生出更多的憂鬱

與自我貶抑的可能。然而，依艾瑞克森的心理與社會發展階段論來看，青少年學

生的發展任務，主要是獲得良好的人際關係以及經營親密關係；是以，人際情緒

勒索行為阻礙了此類學生無法順利於在求學階段中學習建立與經營良好的人際

關係，也造成他們無法擁有建設性地解決人際問題的態度與技巧，甚至更將進一

步地影響他們未來無法進入成人階段所需具備與人親密的能力。

是以，了解情緒，並進一步地對具有人際情緒勒索行為的學生進行情緒適

應的輔導，是青少年於求學階段的人際關係發展過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處遇方

針。

參、情緒適應的輔導

一、 認識情緒

（一）、情緒的層面

情緒是天生的，是個體與生俱來的本領。情緒形成歷程，基本上可以從三

個層面著眼，可作為教師觀察與了解學生內在情緒變化因素的參考（南琦，民

92；張美惠譯，民 85；黃惠惠，民 94；Bocchino, 1999）：

1.心理層面的變化

學生所經驗到的情緒，主要都是受到外界環境刺激所產生的主觀反應，所

以每一個人的情緒經驗都是獨特的、個別化的。不管情緒表達得好與壞，基本上，

每一個人的情緒都應受到尊重。

而變化多端的情緒，影響學生內在的反應會有哪些？簡單說來，依據一般

學生心理層面受到情緒的影響而產生的變化，通常可將情緒分為正向與負向情

緒，這兩種大方向的分類是常見的情緒種類劃分方式，若要再細分情緒的種類，

則還可細分為：(1)愛；(2)歡樂；(3)生氣；(4)難過；(5)害怕；(6)焦慮；(7)

沮喪；(8)憂鬱；(9)冷漠；(10)孤獨；(11)恐懼；(12)悲傷；(13)罪惡等各種正

負向情緒感受(Bocchino, 1999 ;Hatfield, Cacippo, & Rapson, 1994 )。

2.生理層面的發展

情緒感受能力的發展程度，和學生大腦神經系統發育成熟與否有關。當學生

大腦神經系統成熟後，情緒感受能力才能相對地得以發展，學生也才能具備面對

外在環境刺激的知覺能力 (黃惠惠，民 91；Bocchino, 1999)。

3.認知層面的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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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學生處在情緒起伏波動的狀態下，難以持客觀的角度看待事情。而且，

學生本身對事情看法的切入點以及對事情解釋的角度不同時，將會對事情產生不

同的情緒反應，而選擇不同的行為表現(Bocchino, 1999)。

（二）、可觀察的情緒線索

我們如何知道學生產生了一些情緒的反應？其實因情緒反應所呈現於外的

「非語言」行為是非常重要的線索，像是呼吸急促、肌肉緊繃、四肢發抖、臉部

泛紅等，都是了解對方當下狀態的簡易觀察線索。不過，基本上，Hatfield、

Cacippo 與 Rapson(1994)認為，可以藉由下述五個部分來觀察到學生所要表達的

情緒：

1. 臉部表情

意指學生利用臉部神經的牽動，作為表達自己內心情緒的方式。

2. 說話的語氣與語調

意指學生的情緒是藉由說話的過程表達之，其如語調高低起伏、聲音的抑揚

頓挫，以及聲音暫停時間的長短與次數等，都是會影響聆聽者情緒感染的方式

（Bocchino,1999）。亦即，學生說話時的語氣會透露出內在情緒起伏，影響聆聽

者當下的情緒體驗。

3. 姿勢

指學生說話時的肢體擺動。對某些學生而言，某種固定姿勢可以代表他當下

的情緒感受。姿勢，亦可為個體表達內在情緒的象徵符號。

4. 肌肉

指學生生理肌肉反應，會因為內在情緒的激發，而讓身體出現緊繃的現象。

5. 眼神

有句話說，「眼睛為靈魂之窗」；學生的眼神會透露出沒有說出口的內在訊

息。例如，像是兇惡的眼神，有可能意味著生氣、憤怒的情緒。

(三)、情緒表達的複雜度

學生的「非語言」溝通，可以分為臉部表情、說話時的語氣、身體姿勢、

眼神接觸，甚至是呼吸的深淺度等，都是屬於情緒標誌。換句話說，當個體接收

到外界環境刺激後，內心的情緒會藉由語言及複雜的肢體行為表達出來，甚至是

依據自己的情緒狀態來選擇表達的方式。例如，當學生處在危險或被威脅的情境

中，內心的恐慌與害怕等負面感受是相對的增加；而當下學生選擇留下面對或是

逃跑離開，便是學生在情緒反應出現後所做出的行為選擇（Bocchino,1999;

Hatfield,Cacippo,&Rapson,1994）。

可見得學生的情緒表達是「複雜」的；情緒會影響學生選擇何種行為來呈

現自己的內心感受。尤其，我們眼前所見有關「情緒」的每一個形容詞，不僅僅

只是指單一情緒，其實，每一個「情緒的形容詞」都還會由其他情緒成分構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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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學者都同意將情緒視為一個具有許多其他情緒成分的「包裹」，因

此在每一個情緒包裹裡，乃包括了意識的覺察（如臉部、肢體動作的表達），或

是 生 理 神 經 系 統 的 活 動 ， 以 及 選 擇 使 用 何 種 呈 現 方 式 的 要 素

（Hatfield,Cacippo,& Rapson, 1994）。是故，教師應提供學生更為多元與彈性

的情緒表達方式。

二、 情緒適應的內涵

綜合上述對情緒的說明後，可以得知，對正處在青春期的青少年學生來說，

了解情緒的涵意，並且將情緒做適當的表達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仍然是一個

學習的過程。學生要如何才能良好地表達自己的情緒呢？首先他們必須同時具備

兩種能力：(1)對外界刺激具有情緒感受的能力；(2)具備傳達自己情緒感受的能

力。也就是說，當學生經驗到自己的情緒之後，要有辦法將自己的感受依當下的

情境採取適當的方式呈現出來，如此才算是一個完整的情緒表達過程（杜玉蓉，

民 89；黃惠惠，民 91）。

相較於人際情緒勒索行為此種不健康的情緒表達方式，具有「健康情緒表

達」能力的學生，在面對情緒問題的處理態度與方式為：對自己情緒是負責的、

是能良善回應他人的、是具有同理心、懂得站在對方立場著想的；亦即，能夠擁

有健康情緒表達方式的人，基本上是一個「情緒適應」的人（杜玉蓉，民 89；

南琦，民 93；張美惠譯，民 85；修慧蘭，民 92；Kurman & Eshel,1998）。

在學校，教師即扮演著協助學生瞭解情緒適應的重要性，並示範與教導各

種情緒適應的技巧，所以，對教師而言，除了對情緒有清楚的認識外，尚須對情

緒適應有更深的理解。而情緒適應的內容包括：

（一）、覺察自身情緒與同理他人的能力

情緒可由數種形式呈現，如生氣、難過、快樂等正負面情緒。有時會發現

有些人會被自己內心的情緒所淹沒、吞噬，而於外顯行為上則會呈現出暫時失去

控制、喪失理性的行為反應。Goleman 認為，自身情緒的發現，有賴學生自己以

「自覺」的方式來發現之，如此，學生才會不受自身情緒影響而降低自我專注力，

並能賦予自己情緒穩定的功能。這也表示學生的心理層面需要對於自己的內心情

緒，投注大量且持續的觀察與注意（張美惠譯，民 85）。所以，學生應多練習辨

識「何種情境下，何種因素，會讓自己的心理起了何種變化或產生什麼影響」。

而對自己情緒覺察能力的培養，自我認知發展是重要的關鍵之一。

覺察自己情緒的能力，亦可幫助自己與人互動時能將心比心，而提升同理

他人以及瞭解他人情緒感受的能力。在人際溝通的互動過程中，學生除了需要聽

見自己內在的聲音、需求之外，也需要具有敏銳觀察他人情緒感受的能力，進而

能站在他人的立場著想。換言之，愈是具有同理心的情緒適應者，愈能誠實地面

對自己的內在情感，同時，也能進一步外推至觀察別人肢體與非肢體訊息所代表

的含意，而其觀察他人需求、體察別人情緒的敏銳度也就相對提高(Bocch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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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二）、情緒管理與自我激勵的能力

學生需要知道情緒是沒有好壞之分。當學生具備覺察自己情緒的能力之後，

將相對減少情緒干擾與被淹沒的情況，或是產生激烈、過度反應的行為，而能幫

助自己跳脫成為情緒奴隸的陷阱。情緒適應者會考量當下所處情境、地點、時間

等外在因素，幫助自己做出客觀的判斷，選擇適當表達情緒的方法。換句話說，

當學生能夠對自身情緒有所了解時，才有機會發展與發揮管理自己情緒的能力，

並進一步學習對自身情緒行為的後果負責。

再者，情緒適應者會彈性且多元地運作自己的情緒，將負向情緒轉化成為激

勵自己的正向思考，以及刺激解決情緒問題的動機與方法。從 Kurman 與

Eshel(1998)的研究中發現，自我激勵和情緒適應成正相關，懂得自我激勵的青

少年，其情緒適應的能力較佳。是以，學生的樂觀程度將會影響自己是否具有走

出困境的能力；而所謂的樂觀，是指學生對未來所持有的信念，相信當自己面對

挫折、失敗等困境時，能認為事情會有逆轉的可能性，同時，也懂得用正向的語

言來鼓勵自己。反之，非持樂觀態度的學生，會使自己降低對其他事物的興趣，

而易表現出冷漠、失望或是無力感等負面的情緒反應。

（三）、具有人際關係管理的能力

要能有良好的情緒適應能力，學生必須要再加上具備處理他人情緒問題的技

巧。畢竟，個體身處在環境之中，受到環境中與他人互動的影響。人際關係管理

能力指的就是：和他人能良好相處，並且了解自己的情緒表達對他人是具有立即

性的影響性；同時，又能同理對方、敏銳感受對方的內心情緒與想法；以及，能

與人相處時能感到舒服、自在，且有自信地表現自己及回應對方的情緒；甚至具

備與他人一起共同面對所遇到的人際問題與情境的能力。

三、學生情緒適應的輔導策略

在了解情緒適應的內涵與重要性之後，接下來將從學生與教師兩方面，分述

教師在提升學生情緒適應方面，可使用的一些輔導策略（杜玉蓉譯，民 89；張

美惠譯，民 85；黃惠惠，民 91）：

（一）、從學生立場著手

1. 建立穩定一致的師生關係

從師生雙方關係中著手，是奠基日後互動流暢與否的關鍵要務。「穩定一致」

的因子，在「關係」中具有「保證」的功能（修慧蘭，民 92）。嘗試新行為是需

要冒險與勇氣的；對於具有人際情緒勒索行為學生來說，更是如此。教師若能在

學校提供學生一個穩定一致的關係，將可以協助學生透過師生互動關係，重新建

立對人的信任與安全依附感，而讓學生願意試著表達自己內心真實情緒，並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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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與「再經驗」良好人際互動的機會，而終能進一步地揚棄不健康的人際

情緒勒索行為。

2. 事出必有因，需表達同理與接納

教師可以試著藉由使用簡單且基本的「同理」與「我訊息」等溝通方式，

讓學生可以感覺到教師對於自己當下狀態的關心與在意，以及教師就事論事的善

意動機。而此時，教師也正示範一個同理的過程，提供學生覺察自己情緒及學習

同理心的機會。對於具有人際情緒勒索行為的學生，教師特別需要認識與了解此

類學生使用這個不適當情緒表達方式的前因後果，並且深入瞭解其情緒勒索行為

的背後動機與隱藏在行為之下的負面情緒，以幫助此類學生能面對與覺知之，進

而能採取具建設性的方式來處理情緒與人際議題。

3. 協助學生瞭解感受與行為之間的差異

教師可以協助學生正視與了解：每一個人都可以擁有自己的情緒，因為情

緒沒有所謂的對與錯；但是，教師也需要提醒學生：在將情緒化為外顯行動時，

必須要考量自己的行為是不是會對他人與自己造成不當的影響。所謂「三思而後

行」，就是這個道理。所以，教師應讓學生了解：有任何情緒，是被允許的，但

是表達情緒的行動，卻是可以有不同的替代方案的；如此，以能鼓勵學生學習與

選擇適當行為去發洩與表達自己的情緒，並學習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4. 協助學生拓展情緒的覺察與認知

觀察與體驗到自己內在的感受，並且具備覺察自己與他人情緒的能力，對

求學階段的學生而言，並非輕而易舉之事。除了班級中的人際互動議題的及時教

育之外，教師還可利用社會上各類新聞作為「情緒體驗」的例子。再者，教師亦

可邀請學校輔導教師舉辦人際小團體輔導，讓學生藉由小團體互動過程中，得以

直接、間接學習與他人互動的技巧。此外，教師還可以扮演鼓勵的角色，鼓勵學

生在週末假期、課堂之餘，踏出家門，多參與社會服務性質的社團與活動（像是

擔任社福單位、醫院等相關機構的志工），這些活動都將可使學生體驗到不同於

原本生活的經驗，而拓展學生對人的敏銳度，並成為協助學生訓練其人際關係管

理的機會。

5. 觀察非語言訊息

學生是否處在人際情緒勒索情境中，教師可由觀察其「非語言訊息」得知。

學生在校的人際與情緒適應的狀況，教師很難一一監控之。但是，教師可以透過

觀察自己和學生的互動過程、學生同儕之間的相處情形，以及平時的非語言訊

息，如眼神、情緒、對話內容、舉手投足，是否有人際情緒勒索行為發生的可能，

而儘速介入，以減少學生情緒適應不良而衍生出的人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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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教師自身做起

面對學生在人際關係中的情緒反應及其連帶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教師難免

也會經驗到自己內在因處理學生問題而產生的情緒。學生有情緒，教師也會有情

緒。在師生關係中，教師很難避免自己的內在情緒不受學生情緒起伏而被牽動

之。因此教師亦需要適當的自我關照，才能讓自己在幫助學生學習情緒適應之

際，仍不失去對教職的熱情。尤其，要特別注意的是，教師自身情緒表達的方式，

學生也會仿效之；所以，教師需要能先能有效照顧自己，才能在與學生互動過程

裡，健康地進行情緒表達的示範。而教師自我照顧的方法則如：

1. 給予自己等待學生進步的時間與空間

改變一個人的行為是不容易的，更何況學生來自四面八方，各自生活於不

同的家庭背景裡；每一個學生帶著自己的「文化」，聚集在同一空間裡。學生的

心思變化萬千，教師若具備了面對學生情緒問題所需要的「工具」與「技巧」之

後，仍應嘗試以「平常心」看待眼前處於青春期學生們的情緒問題。給予學生「時

間」與「空間」，也等同於是給予自己彈性來面對學生情緒適應的問題，如此，

才不致於對學生揠苗助長，或是反過來認為自己沒有善盡職責。

2. 情緒日記的撰寫

教師除了了解學生情緒表達的方式與原因之外，若能每日養成隨手撰寫自

己情緒日記的習慣，亦可以幫助自己覺察情緒變化的起伏狀態（例如情緒的時

間、情緒類型等）以及情緒變化的原因（像是情緒誘發的相關事件與所連結到過

去類似經驗等）（黃惠惠，民 94）。撰寫情緒日記的方法能協助教師透過情緒文

字的呈現來回顧與反省，而能形成教師情緒表達的衡量指標以及自我監控工具，

以能成為教師自我成長的依據與記錄。

3. 提高自身情緒管理的能力

閱讀書籍、與其他教師分享與討論、參與成長團體、相關的工作坊訓練、

接受個別諮商等等方式，都將增加教師覺察自己的情緒的機會，並能從中學習到

更為多元與彈性的情緒管理觀點與技巧。如此，在對自我有所幫助之下，教師擁

有更多的工具來幫助自己面對與介入各種學生情緒與人際問題，而達事半功倍之

效。

肆、結語

學生進入學校後，教師的工作除了要給予學生充沛的知識之外，帶領學生

體驗與經營穩定的人際關係，亦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協助每位學生都能順利度過

每一個成長階段，幾乎是每位教師的一致心願。然而，不是每位學生天生都具備

良好的情緒適應能力，也不見得每一個學生都懂得使用適當的人際衝突處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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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所以，在現今資訊多元、環境刺激豐富的社會環境下，教師除了不斷提供學

生課堂知識外，也需兼顧培養學生情緒的適應能力，增加連結外在人際資源的機

會，，以求學生身心發展能平安順利。

是以，為了讓學生能夠跳脫人際情緒勒索行為的惡性循環，教師當務之急

的任務，便是採用可行且具效果的方式介入輔導學生的情緒適應問題，以協助學

生能在生活中習得有效的情緒適應方法。如此，從消極面來說，將可降低學生在

人際互動中情緒勒索行為的產生，讓「隱形」的人際暴力行為減少；從積極面來

看，將能培養學生發展出穩定的情緒系統與良好的人際互動，繼而奠定健康人格

發展的基礎，而擁有快樂的學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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