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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家庭架構與個人成長

成長階梯與自我形象

家庭關係與溝通模式

深層渴望與傷痛不代傳



家庭溝通型態 Virginia Satir



Virginia Satir (1916-1988)  

• Virginia Satir was an American author and psychotherapist, 
known especially for her approach to family therapy and her 
work with family reconstruction. She is widely regarded as 
the "Mother of Family Therapy" Her most well-known books 
are Conjoint Family Therapy, 1964, Peoplemaking, 1972, 
and The New Peoplemaking, 1988.

• She is also known for creating the Virginia Satir Change 
Process Model, a psychological model developed through 
clinical studies. Chang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gurus of the 1990s and 2000s embrace this model to define 
how change impacts organizations.

Source: http://en.wikipedia.org/wiki/Virginia_Satir



家庭溝通型態 Virginia Satir

•討好型-Placate

•指責型-Blamer

•電腦型-Computer

•打岔型-Distracter



家庭溝通型態

自己

他人 環境



家庭溝通型態-討好型 (Placater)

自己

他人 環境



家庭溝通型態-討好型 (Placater)

•內在想法：我覺得自己甚
麼都不是，沒有你我不能
生存，我沒有價值

• 無論你想要甚麼都可以，
我的目的只為讓你快樂

總是試著取悅別人

(都是我不好) 



家庭溝通型態-討好型 (Placater)  

50% (中國30%)

•不管感覺/想甚麼，都說「是」
以和為貴，想盡辦法避免衝突

•怕得罪人，寧願犧牲自己

•安撫別人，壓抑個人的想法，
敢怒而不敢言

•常處於緊張狀態

•溝而不通



家庭溝通型態-指責型 (Blamer) 

自己

他人 環境



家庭溝通型態-指責型 (Blamer) 

30% (中國50%) 

•我是這裡的老闆

•內在：我很寂寞和不成功



家庭溝通型態-指責型 (Blamer)

30% (中國50%)

•吹毛求疵的獨裁者

•表現優越

•逃避別人對他的責備

•錯不在我



家庭溝通型態-電腦型 (Computer)

自己

他人 環境



家庭溝通型態-電腦型 (Computer)

•我是穩定的、冰冷的而且鎮定的

•內在：我是容易受傷和易受攻擊的



家庭溝通型態-電腦型 (Computer) 15%

•自己非常地「對」/「有道理」

•理性邏輯分析

•避免談及感受

•害怕別人揭露其短

我根本不明你為什麼用這種方法
去處理問題，依據我的分析應
該…..



家庭溝通型態-打岔型 (Distracter)

自己

他人 環境



家庭溝通型態-打岔型 (Distracter)

•說話不切題、沒意義、
沒重心

•內心：沒有人在乎我及
關心我，沒有地方容得
下我

說話無主題，
非針對重點反應

(好啊，我來! 噢! 等等!) 



家庭溝通型態-打岔型 (Distracter) 0.5%

•沒有焦點

•內在感覺昏亂

•迴避衝突/恐懼/擔心

你的意見不錯！啊！我忘記告訴你
今天在百貨公司買了件襯衫給
你……..



各類溝通型態的連鎖反應

•討好-Placate:引發指責型的罪惡感→憐憫我

•指責-Blamer:引發對方害怕→服從我

•電腦-Computer:引發對方羨慕→依賴我

•打岔-Distracter:追求笑鬧→容忍我



各類溝通型態的連鎖反應

•反映：

•沒有信任

•操控

•恐懼

•隱藏真實→

•討好-隱藏自己需要

•指責-隱藏自己對別人需要

•電腦-隱藏自己及別人在情感上的需要

•打岔-全部需要都漠視



其他不良溝通方式

•說話行為不一致

•冷漠沉默

•貶抑揶揄



可以怎樣改變我們的溝通型態？



溝通型態-表裡一致型 (Leveler) 4.5% 

自己

他人 環境

真誠溝通，觀念及情感的交流。



溝通型態-表裡一致型 (Leveler) 

•你會誠懇地為你非蓄意所犯的錯誤而道歉

•你會理性地分析，同時會表達你的感受

•你表裡一致，自然誠實，不具威脅性

•你的回應表現出當下此刻真實完整的你

Virginia Satir, The New Peoplemaking, 



改變由覺醒開始………

•明白自己的溝通型態

•這種型態帶來的影響

•背後的需要

•期望的轉化/更新



欣賞獨特之處，強化所欠缺的

•討好型

•締造和平---表達自己

•指責型

•堅持立場---聆聽對方

•電腦型

•重於理性---留意感受

•打岔型-Distracter

•輕鬆愉悅---活在當下



積極聆聽
Active Listening……….



積極聆聽

•耳 (not hearing but listening)：

•說話內容

•內容背後含意、感受、需要

•眼：鑑貌辨識

•心：正面心態、專心一意、心無旁鶩

•口：不插咀、不打岔、不給意見



如何說~正面積極表達

Submissive 

退縮

Assertive 

積極自信
Aggressive 

挑釁性

討好型 電腦型 指責型打岔型 一致型



說話的威力

•原來我們在許多事上都有過失；若有人在話語上沒
有過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雅各書3：2)

•所羅門王說：「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
網子裏。智慧人的勸戒在順從的人耳中，好像今環
和金首飾。」(箴言25：11)。

• The right word at the right time is like a 

custom-made piece of jewelry, and a wise 

friend’s timely reprimand is like a gold ring 

slipped on your finger. (The Message)



如何說~正面積極表達

1. 慢慢的說

2. 說話合宜

3. 從心出發



如何說~正面積極表達

我感到………當你(因為)……我希望你……



Please Understand Me II
by David Keirsey (American psychologist)

•如果我所願非你所願，請別嘗試告訴我我所願是錯誤

•又或我所信非你所信，最低限度在更正我的見解之前

停一停

•又或面對同一情境，我的情緒比你低落或高漲，請別

嘗試叫我感受多一點或少一些

•容讓我依據或不依據你的想望來行動

•我沒有請求你明白我，除非你願意放棄改變我成為你

的倒模

http://keirsey.com/pumII.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