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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溝通力—傾聽與表達
WAC正向回應法



➢重複別人的話

➢五大思考重點

➢是非題與解說

➢真實案例解說



因溝通失敗而產生的裂隙
將會很快地充滿了
毒藥、蠢話以及曲解

--帕金森(C. Northcote Parkinson)

英國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



真實案例一：安安與總經理三堂的溝通困境

某大企業總經理三堂，交代重要事情時，總是再三叮嚀，
講三遍。他有一個非常倚重也很精明能幹的部屬主管安安，
她非常的聰明，總經理講第一遍時，她就聽懂，於是還沒
等總經理說完，她就想要趕快回去進行工作。但是總經理
總覺得他還沒交代完，就對安安說，你怎麼每次都用屁股
對著我。安安只好轉過身來，等總經理講完再出去工作。
而副總經理曼條，是個超級保守的人，聽完總經理的交代，
回來還要再跟安安確認一遍，安安覺得非常的困擾。

請問這個溝通的案例，問題出在哪裡？誰又該如何調整？



安安與總經理三堂的溝通困境(參考答案)

 安安
修練耐心傾聽(放下執著與我慢)，
修練正向回應(WAC法)

 三堂
修練了解部屬，修練溝通換擋，
不放心時可請部屬複述一遍

 曼條
修練控制過當(勇於承擔)，修練
信任部屬(授權能力高意願高)



重複一次別人的話--你的意思是
一個大老闆管理員工頭頭是道，可是卻怎麼也管不住自己的
兒子，直到有一天，他試著重複兒子說過的話後，一切有
了改變..............請看以下故事

李先生，是一個在台中經營出口加工廠的老闆，工廠加公司
有五六百名員工的規模，由於自身積極的投入，不管是在
業務上或是在管理上，均有相當的成效，在運籌帷幄間，
指揮若定，威風八面，宛如領軍千萬的大將，好不神氣。

可是，他就是對他兒子沒辦法，那種代溝，對他們父子倆，
就像是台灣海峽般，怎麼樣也無法跨越，每次一見面，講
沒三句話，又是拍桌又是摔門，弄得家裏雞飛狗跳。



這天，又是因為兒子的晚歸而再度上演鐵公雞，就在雙方面
紅耳赤之際，兒子突然間就住了口，然後一字一字的說出：
「爸，再這樣吵下去也不是辦法，我能不能請你把我剛剛
說的那句話說一遍給我聽？」

「啊？！」李先生真的嚇了一跳，壓根兒也沒想到有這怪招。

「你說……………你說……………作父親的太能幹，當然看不起
兒子。」

「不對！你再想想看，我是這麼說的嗎？」

「渾小子！那你怎麼說的？你自己說過的話，你自己為何麼
不再說一次？」



兒子突然間笑出聲，「你看！從頭到尾，我說什麼你都沒有
在聽，那些話是你自己想的，我可沒這麼說。

我們不是要溝通嗎？那麼，我說什麼，你重複一次給我聽，
再輪到你說，我來重複」。

「喂！哪有那麼多美國時間在那邊重複來重複去！！你是真
的想氣死我啊！」

「爸！我們就試試看吧！否則這種爭吵會沒完沒了的，你再
想一想我到底是怎麼說的？」



李先生想一想，終於承認，「我真的想不起來，你再說一次
好了。」

「好吧！我說，父親很能幹，兒子一方面很佩服，一方面怕
自己跟不上，心裡多少有點壓力。」

李先生冷靜一想，他說的合情合理，自己怎麼會那麼激動？

結果，這天晚上，他們父子兩竟然可以談上兩個小時而不吵
架，這個效果連李先生也意想不到。

一覺醒來，雖然睡眠不足，但李先生可是神氫氣爽，一大早
就到公司。



因為早上要開一個重要的採購會議，討論的是未來所要採購
價值一千萬的機器，到底要用美國貨好、還是日本貨好。

依採購部的報價，日本製的價格便宜，東西也不差，可是工
程師卻主張買美國貨。

會議場上，李先生讓總工程師發表意見，這是一種表面上的
禮貌，總工程師也知道，老闆作久的人，多少喜歡獨斷獨
行，什麼事情早就心有定見，經驗告訴他，老闆問他只是
個形式，誰不想省錢？

老闆要買那一種大家早就心知肚明，因此他無精打采，說不
到五分鐘就說沒意見了。



若是往常，李老闆總是會在這個時候大唱獨腳戲，享受那
種權威感，今天竟然…………

「總工程師，我來重複你的要點，你看我說的跟你的意思
一不一樣；日本製的機器，價格雖然便宜，東西也不錯，
可是將來如果出了毛病，要他們來作售後服務，問題就
來了，他們的人因為語言問題無法跟我們直接溝通，找
來的翻譯對精密儀器又是外行，機器壞在哪裡，我們無
法充分瞭解，下次再發生一樣的問題，還是要請他們的
人來，說不定還會耽誤生產時間，如此算下來，買美國
貨還比較便宜！」



隨著李老闆的重複說明，總工程師眼睛漸漸亮了起來，
他打起精神，再次補充，就著麼你一言我一語的，大
家滔滔不絕的討論了起來…………

各位，如果是要吵架，彼此只顧著反擊對方就好了，如
果是要解決問題，就應該誠心去理解對方的想法，那
麼，重複對方的話，一方面可以讓對方放心，知道你
們之間沒有誤解，另一方面，也可以讓你在反擊或下
結論前，把對方的意思消化一下，通常，這時你會發
覺，吵架不再是吵架，而是積極的溝通了。



深度溝通力─五大思考重點-1

➢在日常生活中，真理是越辯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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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是透過對話(Dialogue)而形成 O



深度溝通力─五大思考重點-1

➢在日常生活中，真理是越辯(Debate)越明？ X

➢辯論是反擊的意思，只會造成爭吵與對立

➢太好辯、太多嘴，只會惹人嫌，是壞習氣

➢日常生活不須辯論，辯論可以留給學術探討

➢真理是透過對話(Dialogue)而形成 O

➢共同目標(同一國的人)，真誠的，平等的



人際關係
是生命中的第一要務，
而對話是讓關係更深遠、
更充滿愛的關係元素。

--洛伊 J. 奧格威(Lloyd J. Ogilvie)



深度溝通力─五大思考重點-2

➢溝通是把我想要說的，講清楚，說明白？



深度溝通力─五大思考重點-2

➢溝通是把我想要說的，講清楚，說明白？X

➢溝通是引發共鳴，建立雙方共識的過程 O



深度溝通力─五大思考重點-2

➢溝通是把我想要說的，講清楚，說明白？X

➢溝通是雙方的事；不能只有說，還要聽

➢溝通是引發共鳴，建立雙方共識的過程 O

➢互相商量，考量對方，彼此互敬、互愛、互
諒、互讓。



共知、共識、共行

➢你清楚我的明白(有你有我，有來有往)

➢承諾尋求共同目標

➢知、識、行、心、腦合一



構想 編碼 媒介 解碼

反饋

收訊

噪音

發送者 接受者

溝通的模型



溝通的模式(修訂)

編碼

解碼 編碼

解碼

編碼

編碼

解碼

解碼

有時雙方使用同一管道溝通
但有時接收者使用不同管道



深度溝通力─五大思考重點-3

➢對同一件事情，每一個成熟的人都應該和
我有一樣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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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同一件事情，每一個成熟的人都應該和
我有一樣的認知？ X

➢對同一件事情，每一個成熟的人都可以有
不同的認知 O



深度溝通力─五大思考重點-3

➢對同一件事情，每一個成熟的人都應該和
我有一樣的認知？ X

➢都應該是非理性的；我是自我中心

➢對同一件事情，每一個成熟的人都可以有
不同的認知 O

➢尊重每一個人是一個獨特的個體



了解對方的習性與習慣，記得溝通時要換檔

分析型 駕馭型

平易型 表現型

認知反應快

認知反應慢

決策果斷快決策果斷慢



深度溝通力─五大思考重點-4

➢溝通的時候表達優於傾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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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的時候傾聽優於表達？ O



深度溝通力─五大思考重點-4

➢溝通的時候表達優於傾聽？ X

➢不要只顧著表達自己的意思

➢溝通的時候傾聽優於表達？ O

➢溝通最重要的是聽出對方的需求，
還要非語言溝通，要用心傾聽、
回應、探詢、對焦、確認



傾聽是一種尊重與了解，也含有關懷的成分

傾聽可以釋出愛的善意，愛是了解、關懷、尊重、責任

龍女轉身成佛的修練如下:

文殊師利言：「有裟竭羅龍王女，年始八歲，智慧

利根，善知眾生，諸根行業，得陀羅尼，諸佛所說

甚深秘藏，悉能受持。深入禪定，了達諸法，於剎

那頃，發菩提心，得不退轉，辯才無礙。慈念眾生、

猶如赤子，功德具足，心念口演，微妙廣大，慈悲

仁讓，志意和雅，能至菩提。」



希望看到那人家看不到的
感受那人家感受不到的
成就那人家不可能成就的
HOPE SEES THE INVISIBLE, 

FEELS THE INTANGIBLE AND 

ACHIEVES THE IMPOSSIBLE.

領導是一種希望工程，自我修練看到希望的能力，再修練
帶領眾人也看到希望。



希望看到那人家看不到的
感受那人家感受不到的
成就那人家不可能成就的
HOPE SEES THE INVISIBLE, 

FEELS THE INTANGIBLE AND 

ACHIEVES THE IMPOSSIBLE.

領導是一種希望工程，自我修練看到希望的能力，再修練
帶領眾人也看到希望。

傾聽

感受

態度



深度溝通力─五大思考重點-5

➢遇到意見不同，我必須選擇避免正面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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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意見不同，我必須選擇避免正面衝突？
X

➢遇到意見不同，我可以選擇合情合理的表
達方式 O



深度溝通力─五大思考重點-5

➢遇到意見不同，我必須選擇避免正面衝突？
X

➢必須是不理性的，選擇可以很多種

➢遇到意見不同，我可以選擇合情合理的表
達方式 O

➢意見不同沒關係，不帶情緒的合理表達最
重要



真實案例二：避免與阿珍正面衝突的阿芳
 阿珍與阿芳是同一組的師姊，阿珍非常的資深，阿芳年紀長但

比較資淺。最近在一次參加法親的誦經時，阿珍公開的告訴阿
芳說，你身為證嚴上人的弟子，怎麼可以去……，說的振振有
詞。阿芳非常的不高興，但是放在心裡，也沒有跟阿珍起衝突，
只是情緒憤憤難平。阿珍在不同場合，都會非常理直氣壯地告
訴其他師兄或師姐，你諮詢應該這樣做才對，你走路應該這樣
走才有威儀，你應該這樣，你應該那樣，聽在這些人的耳裡，
非常不舒服。所以阿珍的人緣不好，大家都非常不喜歡跟她正
面相對，都閃著她。但是她自己一開始也不清楚，只是倚老賣
老，指正人家的習氣難改。

 請問這個個案，阿珍與阿芳應該如何自處或自我修正？



避免與阿珍正面衝突的阿芳(參考答案)

 一切都是好的因緣，因為阿珍也用同樣的態度去對了阿秀，而
阿秀也非常的資深，情緒智慧也在30年的修練當中日漸圓融。
她就約了阿珍，用輕鬆的氣氛聊天化解他們之間的衝突。大家
把對事情的看法與感受，以及對對方的期待，攤開來講，結果
獲得共識。從此，他們就不用再彼此閃避著對方。

 同樣的阿芳也應該擁有智慧與大度，不管阿珍怎麼樣，你可以
面對她，也可以把你的感受告訴她，也會像阿秀一樣獲得好結
果。總而言之，人與人之間，要珍惜彼此的緣分，以感恩尊重
愛，保持和諧的人際關係，與大家結好緣。人人知足、感恩、
善解、包容，有一個簡單的心，寬大的胸襟與肚量。



給阿珍的建議(參考答案)

 阿珍如果想要給別人建議，
善意的建議。

 可以使用三明治建議法，先
肯定，再建議，後鼓勵。

 學習EQ，在適當的地點，適
當的時間，對適當的對象，
用適當的方式，表達適當的
情緒。

 有時要先傾聽，再建議，這
樣就可以得到好的結果



Positive Confrontation 正向回應法



WAC法則，擺脫有苦難言的溝通窘境-1

1. 空間霸王

情境：坐我隔壁桌的同事花上大把時間講
電話，周旋在他的社交生活中。這嚴重
干擾到我〈而且他的社交生活比我的還
多采多姿〉。

WAC正向回應的說法：「因為我們兩人坐
得很近，幾乎沒有什麼隱私。我常常聽
到你講電話的聲音，這會讓我分心。我
希望你在講電話時降低音量，可以嗎？」



WAC法則，擺脫有苦難言的溝通窘境-2

2. 電子產品狂

情境：你和表姊在用餐時，她不斷
低頭看手機訊息。

WAC正向回應的說法：「我很喜歡
和你相聚。但是我們在吃飯時，
你不斷收發訊息，讓我很難享受
用餐時光。可以請你把手機先放
一邊嗎？」



正向回應法

WAC英語版 台語版 說明(關鍵公式)

W: What 
什麼

是蝦米
你的什麼行為

引起我的什麼情緒

A: Ask 請求 祙安轉 希望你接下來怎麼做

C: Check in 
確認

甘好
尊重對方，感恩對方

與對方確認



WAC法則，擺脫有苦難言的溝通窘境-3

3. 喋喋不休抱怨者

情境：我有一位朋友，常常會打電話或是傳訊
息來，抱怨她在生活上的大小事情。我對這
種充滿負面字眼的談話，實在感到很厭煩。

WAC正向回應的說法：「茱莉亞，在我們過去
這幾個月來的談話中，你對生活的感受都很
負面。這樣讓我很難再聽下去，也讓我的情
緒低落。你的生活中還有其他很棒的事，我
們也談談那些事吧！我們可以試看看嗎？」



WAC法則，擺脫有苦難言的溝通窘境-4

4. 工作賴皮者

情境：我團隊中的一位成員，沒有盡到
她工作上的責任。

WAC正向回應的說法：「你可能不知道，
我們報告中原本你說會負責的那個部
分，你沒有做，現在變成是我必須幫
你完成。大家都很忙，所以將來請你
在期限內，完成你的部分。如果不行，
也請早一點告訴我們，可以嗎？」



➢學習「重複別人的話」，是積極溝通

➢真理是透過對話(Dialogue)而形成

➢溝通是引發共鳴，建立雙方共識的過程

➢遇窘境，可以使用WAC正向回應手法



證嚴上人完整開示
請看大愛電視台或

奈普敦論壇及奈普敦智慧平台
指教電郵：jack01823@gmail.com

http://neptuner.666forum.com/t15164-topic
https://www.neptune-it.com/learn-buddha-966211/20180313
mailto:jack01823@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