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為四節，利用文獻及相關資料探討有關情緒管理之概念與相關研究、

人際關係之概念與相關研究、臺北市里幹事角色定位與服務項目與現行有關情緒

管理與人際關係之相關研究。 

第一節 情緒管理之概念與相關研究 

壹、情緒的定義與特性 

一、情緒的定義 

情緒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心理歷程，源出於拉丁文「emotum」，原文即具有「波

動而出、蜂擁而上或是使之激動」的意義。德國邁爾大辭典（Meyers Lexikon）

將情緒定義為是一種情感的波動及心靈的激動（林薰香譯，1996）。Daniel Goleman

在所著《EQ-十週年紀念版》中參照《牛津英語字典》的解釋，以為情緒是心靈、

感覺或感情的激動或騷動，泛指任何激烈或興奮的心理狀態（張美惠譯，2006）。 

《人類行為百科全書》（The Encyclopedia of Behavior）解釋情緒是一種激動

的情感，通常指向特定的人或事，包含了廣泛的內臟及組織變化（Goldenson，

1970：387）。 

《心理學百科全書》（The Encyclopedia of Psychology）以為自十九世紀起，

心理學即廣泛使用「情緒」這個名詞，但至今仍未找到一個令人滿意的定義。…

只能大致同意，情緒包含：情感的主觀知覺、外顯行為的各種變化，以及生理狀

態的改變等（Austin，1981：96）。 

《韋氏辭典》（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對情緒的解釋有

四點：（1）情緒是一種生理或社會的不安、困擾或強烈的波動；（2）是意識中的

情意層面（affective aspect），會反應及影響意識層面（aspect of consciousness）；

（3）是一種情緒所引發的良好特質；（4）是一種感受的表達，特別在強烈的感

 8



受上（Gove，1982：742）。 

《朗文心理學及心理治療辭典》（Longman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 and 

Psychiatey） 將情緒界定為：情緒是由刺激引發的複雜反應型態，包括神經、內

臟及骨骼肌肉的變化。而情緒所反應的方式及強度，依所引發的刺激而定

（Goldenson（Ed.），1984：254）。 

情緒的定義眾說紛紜，至今仍無統一的解釋，除上述不同的辭典對情緒有著

不同的註解外，國內外的學者或著眼於心理學、哲學及生物學的角度而對情緒的

定義也有不同的解讀，吾人參酌眾家學者論點，將之整理如表 2-1：  

表 2-1 情緒定義彙整表 

學者 年代 定義 

Drever 1952 情緒是一種複雜狀態，涉及身體各部發生的變化；在

心理上，它伴隨著強烈的情感，以及想以某種特定方

式去行動的衝動。 

Skinner 1953 情緒是虛構的起因，人們把通常應歸因於行為的，說

成是情緒作用。情緒這個字眼只是用來歸類行為，指

出行為與影響其出現機率的環境間之關係。 

Millenson 1967 情緒是某種進行中之操作行為的普遍變化，與強化物

（reinforcer）之呈現或兩者間聯結的撤除。 

Schachter 1970 情緒是根據我們的基本假設，連繫個人與某種身體狀

況的標籤。個人所描述的情感，則是認知因素及生理

喚起（physiological arousal）。 

Peters 1970 以教育觀點將情緒解釋為一種認知的方式或評斷。 

Plutchik 1980 情緒為一種模式化的身體反應，不論是出於破壞、繁

殖、整合、適應、防禦、復原、拒絕、探究或是這些

因素的某種結合，這些反應是刺激所引出來的。 

 9



學者 年代 定義 

Kleinginna,et 

al. 

1981 情緒是一組織複雜的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所產生的交

互作用，受到神經系統和荷爾蒙系統的調節。 

Denzin 1984 情緒是自我感受。情緒是肉體化而以狀態呈現的自我

感受，源於情緒與認知的社會舉動，這些舉動是人們

針對自己，或是別人針對於他們的舉動。 

Hinde 

 

 

1985 情緒會受經驗及認知因素的影響，情緒的行為與狀態

之間的關係極為複雜，絕不是一一的對應關係。情緒

應同時被視為是獨立變項、中介變項及依變項。 

Harr’e 1986 情緒只是一種情緒事件中被動加入的反應，屬社會策

略的一部分，在人際互動中使用。 

Lazarus 1991 情緒是一種複雜的心理歷程，由特定型態的事件所引

起。 

Ellis 1997 情緒是人類反應行為中與知覺統整後的複雜狀態，是

一種「認知知覺」狀態。 

游恆山 1993 情緒即情感，它是涉及各種生理結構的一種身體狀

態：它是明顯的或細微的行為；並且它發生在特定的

情境中。 

黃德祥 1994 情緒是個體對某種刺激做反應時，所獲得的主觀情感

與個別的經驗，它是一種意識狀態，對個體具有促動

或干擾的作用。 

張春興 1994 情緒是個體受到某種刺激所產生的一種身心激動狀

態；情緒狀態之發生，雖為個體所能體驗，但對其所

引起的生理變化與行為反應，卻不易為個體本身所控

制，故對個體生活極具影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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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年代 定義 

王淑俐 1995 情緒是一種內在的不安，會產生強烈的心理感受及生

理變化，此種身心感受是屬於意識層面的情意部分，

感受強烈時會促使個體採取外在行動。 

曹中瑋 1997 情緒現象是由內、外在刺激所引發的一種主觀的激動

狀態，此狀態是由主觀感受、生理反應、認知評估、

表達行為四種成份交互作用而成，極易因此而產生動

機性行為。 

吳英璋 2001 情緒具有以下四種意涵：（1）情緒為一種能力，如同

Gardner 多元智力中的人際智力。（2）情緒是一種人際

溝通的方式，藉由情緒來表達。（3）情緒是一種清楚

了解自己的方式，以自我覺察為中介。（4）情緒是一

種具體了解他人的方式，以了解他人情緒為首要。 

王煥琛 2001 情緒包含了生理上的連繫、主觀的體驗、行為上的動

機及社會文化層面，情緒影響人們心理生活的各層

面，且貫穿整個人生。 

葉重新 2004 情緒係指個人在受到某種刺激之後，所產生的心理狀

態。情緒狀態包括生理上激動、認知上的感受及表現

出來的行為。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綜觀上述可知情緒是在人我關係中個體主觀的意識表達，因為外在環境的刺

激，而影響心理狀況，進而引發的各種外在行為。它是連結個體心理層面與行為

表現之間元素。包含了五個層面： 

（一）生理層面：當我們內心經驗某些情緒時，生理上自然會有一些反應產

生（S. Schachter，1970；R. Plutchik，1980；P. R. Kleinginna,et al.，1981；游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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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張春興，1995；王淑俐，1995；曹中瑋，1997；王煥琛，2001；葉重新，

2004）。 

（二）心理層面：即個體的主觀心理感受（Drever，1952；Lazarus，1991； 

Plutchik，1980；黃德祥，1994；張春興，1995；王淑俐，1995；曹中瑋，1997；

葉重新，2004）。 

（三）認知層面：個體對於引起情緒的事件或外在刺激所做的解釋

（ Millenson，1967；Schachter，1970；Peters，1970；Plutchik，1980；Hinde，

1985；Ellis，1997；游恆山，1993；黃德祥，1994；張春興，1995；曹中瑋，1997；

王煥琛，2001；葉重新，2004）。 

（四）行為層面：因情緒所表現出的外顯行為（Skinner，1953；Millenson，

1967；Plutchik，1980：Hinde，1985；游恆山，1993；張春興，1995；王淑俐，

1995；曹中瑋，1997；王煥琛，2001；葉重新，2004）。 

（五）人際關係及社會文化層面：情緒是社會互動的過程（Denzin，1984； 

Harr’e，1986；Plutchik，1994；吳英璋，2001；王煥琛，2001）。 

二、情緒的特性 

情緒是與生俱來的，無論是正面或負面的情緒，皆具有以下的特性：（黃惠

惠，2002；鍾庭良，2004；王淑俐，2005） 

（一）原由性：個體任何情緒的反應都肇因於刺激，而引發情緒的刺激有三

類：其一是有些是外在原始、先天及普遍的刺激；其二是習得的刺激，乃指經過

制約、類化及模仿等過程而新增的刺激；再者則是情境的刺激，意指個人的自尊

受到威脅時，所產生的憤怒、焦慮等情緒。 

（二）主觀性、獨特性：情緒雖然有某種程度的普遍性，例如，被冤枉時大

多數人會覺得生氣或委曲，但並非都是如此單一化或規則化，它是個人主觀認知

判斷的結果，因此相同的刺激事件，因為個人的認知判斷不同，對不同個體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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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的情緒反應也不相同。 

（三）可變性：情緒並非固定不變，隨著個體的身心發展、認知情境的改變，

家庭因素、外在社會環境及文化習俗的因素，所引發的情緒反應也會隨之異動。

上述提及人類的情緒因為是與生俱來的，所以受到生物性（biology）因素的影響，

但同時也受到社會文化（social-culture）因素的影響。社會文化塑造了個體的情

緒生活，個人對情緒的看法或態度、情緒的表達，社會文化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此外，它也成為判斷個體情緒行為合宜與否的參考標準，同時也扮演規範個體情

緒，使其合宜的重要角色。 

（四）普遍性：人類除基本情緒-愛、怒、懼外，隨著個體的成熟發展，會

衍生出其他各種情緒，由簡單而複雜。情緒是人類的天性、本能，人類生而具有

情緒的感受與反應，尤其在基本情緒的原因及內外表現上，普遍性更高。複雜情

緒也是人人有之，只是它的變化太大，起源及呈現的方式較不具共通性。但在情

緒對個人或他人的正負面影響上，仍具普遍性，所以才有情緒管理的必要及情緒

教育之可行性。 

（五）後效性：情緒並非表現或反應後即告終止，往往還有後續效應；如：

輕鬆愉快的情緒使人振奮，悲傷沮喪的情緒使人消沈。一般而言，正面情緒具有

建設性，負面情緒帶有破壞性；尤其人際關係上，「忍一時風平浪靜，退一步海

闊天空」。一般人以為「情緒是不好的」，但這可能是一種對情緒的誤解與迷思，

其實，有時負面情緒運用得當，仍是建設性的情緒；反之，正面情緒表現過當，

也會造成破壞。 

貳、情緒的理論 

坊間有關情緒的理論、學說，至今仍有許多不同的見解，正說明了情緒的複

雜性及多變性。情緒之所以會有許多理論，起源於各種基本假設的不同，從早期

的心理學、現象學、行為學、生理學發展至今以認知學及社會學的角度去研究分

析，足之證明情緒並非單一學科而是跨越各領域的學問。現就坊間較著名之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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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做以下敍明：（游恆山譯，2002；馮觀富，2005；黃惠惠，2002；葉郁菁，2002；

唐璽惠、王財印、何金針、徐仲欣，2005） 

一、生理論 

（一）詹郎二氏情緒理論（James-Lange theory of emotion） 

最早針對人類情緒變化的身心反應加以系統解釋的學者為美國心理學家詹

姆斯（W. James），他於 1884 年提出情緒是由身體上生理變化所引起，身體的變

化讓我們產生情緒感受經驗。爾後，丹麥的生物學家郎奇（C. G. Lange）也提出

相似看法，故後來的學者將兩人的理論合而為一，稱之「詹郎二氏情緒理論」。

此理論最大的特點是推翻了十九世紀以前以為生理反應是情緒的結果之論點，取

而代之認為情緒不是由外在刺激所引起，而是由生理反應或變化所引發的。其情

緒產生模式如圖 2-1：唯該理論之缺點為存在著先天不可驗證的特性，故至今仍

難令人滿意。 

 

 

 

情緒經驗（體

驗害怕、恐懼

情緒的經驗）

生理反應覺知

（因生理反應

而感到害怕、

恐懼） 

引發生理反應

（呼吸急促、

心跳加速、血

壓升高） 

引起知覺的刺

激情境（途遇

狂徒） 

圖 2-1：詹郎二氏情緒理論情緒產生模式 

資料來源：馮觀富（2005），《情緒心理學》，臺北：心理出版社，頁 9。 

（二）肯巴二氏情緒理論（Cannon-Bard theory of emotion） 

肯巴二氏情緒理論是美國生物學家肯農（W. B.Cannon）於 1927 年提出對

James 的情緒理論的批判，後由其弟子巴特（P. Bard）於 1938 年驗證完成。肯巴

論以為 James 的理論有下列三項錯誤： 

1、情緒狀態產生時，生理上的變化是事實，但個體不能單靠生理上變化就

能辨別自己會發生何種情緒，因為內臟器官無感受性，任何來自它們的回饋無法

用來區別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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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體知覺生理變化而產生情緒經驗的說法，不符合生理學原理。研究顯

示若干交感神經雖經手術切除，使內臟器官與神經系統分離，但仍不會影響其情

緒行為的發生。 

3、情緒經驗的發生，並不在生理之後，事實上，兩者是同時發生的，有時

情緒反應反而會比生理變化來的迅速。 

依照肯巴理論，刺激情境、身心變化與情緒經驗三者的關係，可由圖 2-2 表

示之： 

 

 

 

 

引起知覺的刺

激情境（途遇

狂徒） 

中樞神經系統

中視丘將訊息

同時傳至大腦

與身體 

生理反應（呼

吸急促、心跳

加速、血壓升

高） 

情緒表達（害

怕、恐懼） 

大腦知覺刺激

情境的性質

（狂徒危險） 
 

 

 

 

 

圖 2-2：肯巴二氏情緒理論情緒產生模式 

資料來源：馮觀富（2005），《情緒心理學》，臺北：心理出版社，頁 9。 

二、行為論 

（一）Watson 情緒分析理論 

Watson（1929，1930）提出第一個明顯地行為取向的情緒理論。他把「情緒

反應」與「本能反應」區分開來，他以為外在環境的刺激會將個體導入一個混亂

的狀態，但本能反應卻非混亂的，因此，對 Watson 而言，情緒是失序的。他針

對兒童所為的研究提出人有三種類型的基本情緒反應-恐懼、憤怒和愛，分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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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 表示，其強調行為及提出此三個因素觀點之理論，對日後行為主義情

緒理論的興起奠定了基礎。 

（二）Millenson 情緒分析理論 

J. R. Millenson 於 1967 年所提出的情緒模式是最接近於現代行為主義學說的

思想，行為主義並不強調「認知評估」主宰情緒的說法，而是著眼於可觀察的外

顯行為，強調刺激與反應的連結。基本上他同意 Watson 的觀點，以為個體除了

恐懼、愉悅及憤怒等三種原始的情緒是天生外，其他的情緒都是後天衍生而來

的。Millenson 強調情緒經驗常是反射性和非意志的，並不容易控制，但可透過

學習去強化控制情緒行為的表達。他提出三種控制情緒的方法： 

1、適應（adaptation）與習慣（habituation）：強迫自己去適應任何會引起情

緒反應的刺激，使之習慣或容忍。 

2、對立或偽裝（masking）：用相反的生理表現來掩飾反應性行為（respondent 

behavior），例如：用苦笑來掩飾難過。 

3、逃避（avoidance）或躲開：遠離任何會使自己情緒有所不當反應的環境

或情境，在未準備好面對時，給自己時間及空間去調整心態，俾利做適宜的反應，

雖說躲避問題並不能解決問題，面對問題才能突破困境，但有時有些情緒不宜直

接面對，轉個彎反而更有效（黃惠惠，2002）。 

三、認知論 

（一）斯辛二氏情緒理論（Schachter -Singer theory of emotion） 

認知情緒理論代表人物為 S. Schachter 及 J. Singer，他們秉持著認知/生理情

緒觀點，以為情緒的狀態是由認知因素所決定。基本上本理論同意詹郎二氏的看

法，認為生理的反應先於情緒經驗，主張心理（mind）和身體（body）是情緒經

驗中的兩大要素，所以此理論又名為「情緒二因論」（ two-factor theory of 

emotion）。認為個體因為環境的變化，產生生理反應，再經由交感神經系統的作

用讓個體感受到情緒，至於會產生何種情緒，則由認知因素來決定，亦即人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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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理的感覺和認知評估的交互作用來決定情緒。此理論重視個體的認知、解釋對

情緒的影響，故又名「情緒歸因論」（attribution theory of emotion）。其認知對情

緒的影響如圖 2-3 所示： 

 

 

 

 

 

 

 

 

 

生理反應（呼

吸急促、心跳

加速、血壓升

高） 

個體認知（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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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會傷害個

體） 

 

快速逃跑 
情緒產生（感

覺到害怕、恐

懼的情緒） 

偵測環境改變

（在黑暗的巷

道看到黑方男

子） 

圖 2-3：斯辛二氏情緒理論認知對情緒的影響 

資料來源：唐璽惠、王財印、何金針、徐仲欣（2005），《情緒管理與壓力調適》，

臺北：心理出版社，頁 24。 

（二）Lazarus 認知評估理論（Lazarus cognitive appraisal theory） 

Lazarus 認為在情緒過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認知評估的作用，當面對外在的

刺激時，個體會對其加以評估，判斷對個體具有何種意義及重要性，以作為後續

行動參考依據。而影響評估過程的因素很多，包括個體以往的生活經驗、動機、

期待及當時社會環境的文化背景等。 

此外，Lazarus 還提出情緒是一種「反應徵候群」（reponse syndrome），即個

體面對環境的刺激，經由自身的認知來引起情緒反應，然而刺激本身不斷的變

動，個體的認知也不時的在修正，以新的認知評價去引起新的情緒反應，其評估

過程如圖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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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重新再評

估 
 

 

圖 2-4：Lazarus「反應徵候群」評估過程 

資料來源：唐璽惠、王財印、何金針、徐仲欣（2005），《情緒管理與壓力調適》，

臺北：心理出版社，頁 26。 

Lazarus 的理論對於情緒的管理指出了相當有意義的方向，我們可以透過認

知評估的改變來調節自我情緒，並且可以探討因應情緒反應的可用策略。 

四、社會論 

（一）Denzin 的情緒理論 

Denzin 的情緒理論基本上是闡明關於情緒現象的社會學理論，他以為情緒

是種自我感受（self-feeling）屬於自我的情感，任何情緒皆具有雙重功能：指稱

自我，或考慮到他人。雖然情緒可能源於外在的東西，但它終將回復到自我。所

謂自我是把重心放在社交互動上，並且是透過參照在特定時間中稱為「我的」

（mine）的任何東西，以及透過那對於「我」（me）的意義來界定。情緒純粹是

位於社會情境中，所有的情緒都有賴於社會關係。他的理論認為情緒的產生超越

了個體的認知層次，反而從人際互動歷程來出發，因此，為了理解情緒，我們應

該透過對自我感受的分析來探討自己和他人之間的互動關係。 

（二）de Rivera 的情緒理論 

Joseph de Rivera 以為個體的情緒是一種社會關係，它相應於另一個人，視情

緒為社會關係，而不是內在狀態。例如：憤怒不僅是個人的某件事情，反而是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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怒的個體與被認為是憤怒起因的那個人之間的關係。「情緒就是關係」的觀點雖

符合認知理論，但更重要的是情緒是一種個人與情境之間的交互關係，而不僅是

對外界事物的種種內在反應。 

參、情緒管理的定義與重要性 

一、情緒管理的定義 

情緒管理的界定，因研究者強調的重點不同而有不同的看法。陳金定（民

87）以為情緒管理是一種能力，也是一種過程；就過程部分來看，情緒管理是由

內在機體因素、心理因素與外在因素互動，來監控、評價與修正情緒之運作，使

個人對情緒有適當反應，以完成個人之目標（引自劉泰一，2005：3）。 

江文慈（1999）則以為情緒管理是個體運用監控、評估與修正情緒之方式，

使其對情緒之情境有適當的反應，進而有效地管理和掌控情緒之動態歷程。 

王春展（1999）以為情緒智慧是個體處理自身以及他人情緒的高層次認知能

力，藉由對自身及他人情緒的體察、推理、判斷，據以有效積極表達、調解、激

勵並反省己身與人際間的情緒。 

饒見維（2003）以「情緒涵養」代替「情緒管理」及「情緒智商」（EQ），意

指個體涵養自身的情緒，如同父母照顧小孩一般，要用極大的耐心、包容心去面

對、照顧，而且要了解掌握自身的情緒內容，它包含了對己與對人兩個層面，同

時要做情緒的主人，而最終目的在找尋內心快樂的泉源。  

情緒雖然一直被視為本能的身心反應，但情緒的反應作為卻並非完全是隨著

大腦神經所做的反射動作，因為人類是高度智慧的生物，所以人類的情緒反應也

可以相當有智慧。無論是所謂的情緒管理、情緒智商、乃至為情緒涵養等名詞，

背後所代表著含義，皆是個體能運用智慧能力去認知己身的情緒使之面對外在環

境刺激時，能採取正確的策略有效掌控自我情緒，以求合時合宜的表達，同時要

具有同理心，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以達到圓滿和諧的人際關係，並找到內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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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的泉源，時時保持安詳、自在的生活。 

二、情緒管理的重要性 

Goleman 以為人生的成就只有 20%歸諸於 IQ，80%是取決於 EQ，可見 EQ

的重要性。人類的基本情緒雖是與生俱來的，但表達的方式卻是可以透過學習與

教育的過程來改變或管理。至於情緒管理有何重要性，吾人參考學者的論點（黃

惠惠，2002；饒見維，2003）將之歸納成下列數點： 

（一）從全人發展的觀點 

全人教育的目的是要個體得到全面性的發展，成為一個平衡且統整的人，而

平衡且統整的人首先要身心健康。生理狀態與心理狀態兩者會相互影響，一個健

康的人必須兼顧身心兩個層面，否則就不是真的健康。生理的健康除了營養均

衡、注重生活安排外，情緒的調適與管理也會影響個體的生理狀況及健康情形；

而心理健康者的特質，包含：正確的自我了解、與他人維持良好人際關係、抱持

合理的想法與期望、能自我激勵與自我控制等，這些都與情緒的掌控與管理習習

相關。由此可知，情緒管理不僅能影響個體的人際關係及家庭生活品質，更重要

的會影響個體的心境品質與感覺，足見情緒教育是促進個體全面均衡發展成為全

人的重要關鍵。 

（二）從社會和諧進步的觀點 

要建立和諧進步的社會，需要每個人皆能發揮自我潛能、妥善管理自己情

緒、真誠與人合作。近年來，社會價值觀混亂，不幸事件層出不窮，倘若個體皆

能自我察覺情緒加以妥善處理，社會自然祥和。 

（三）從企業需求的觀點 

一個人想要在職場上脫穎而出，必須經過許多努力，情緒的涵養只是其中一

項要素，但卻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以往企業用才多注重其專業才能，隨著觀念的

改變，企業主發現培養員工專業技能遠比教育員工生活知能容易。因此，近年來

企業在徵才時注重應徵者個人管理、學習的能力、適應力、情緒管理能力、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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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等是否完備遠比是否具有專業技能來的重要。根據 1111 人力銀行針對國內

企業所為之調查，發現企業主在求才時最在意求職者的行為與態度，比例高達 6

成，而專業技能只佔 3 成，畢竟知識技能是可訓練，但好的人格特質卻是無可取

代的，因此加強管理情緒教育，培養情緒穩定的專業人才，才是企業的最愛。 

肆、情緒管理的理論基礎 

一、Ellis 理情治癒理論 

Ellis 的情緒理論是以「理情治癒理論」（ration-emotive therapy，簡稱 RET）

為基礎。他以為人的情緒並非由刺激所引起，而是根源於個體本身的信念、解釋

與看法。個體內同時具有理性信念（rational belief）與非理性信念（irrational 

belief），而其不適當或負面的情緒來自其本身的非理性信念，並非刺激事件本

身。因此，個體的想法及信念不同，所引發的情緒及行為結果也會不同。非理性

想法或信念的產生可能與其早期不合邏輯的學習經驗、家庭或環境的影響有關。

Ellis 的情緒理論提供我們轉換或重整負面情緒的作法，找出與負面情緒或挫折經

驗有關的非理性信念，予以解析澄清，再加以駁斥，最後以較合理、健康的想法

代替之（黃惠惠，2002）。 

二、 Salovey and Mayer 情緒智力理論 

情商概念的提出是人類智商的二次革命，1990 年，美國沙洛維（Peter Salovey）

教授與梅耶（J. D. Mayer）教授，正式提出「情感智商」此一術語，將其定義為：

「體察自己與別人的感覺與情緒，並能區辨情緒間的不同，進而處理情緒並運用

情緒訊息來引導個體思考與行為的能力。」其應包含三種能力；情緒的評估與表

達、情緒的調整以及情緒的運用等三個層面。如圖 2-5 所示： 

 

 

 21



 
情緒智力 

 

情緒的評估與表達 情緒的調整 情緒的運用  

 

 

 
自己 他人 調

整
自
己
的
情
緒 

調
整
他
人
的
情
緒 

彈
性
的
計
劃 

創
造
性
思
考 

轉
換
注
意
力 

激
勵
動
機  

 

 

 

非
語
文 

語
文 

同
理
心 

非
語
文
知
覺 

圖 2-5：情緒智力概念圖 

資料來源：Emotional intelligence, by p. Salovey,＆J.D. Mayer, 1990, 

Imagination, Cognition, and Personality, 9, p190.（引自曾愛淑，2002，頁 23） 

爾後，他們更將情感智商定義為社會智力的一種類型，針對早期定義遺漏對

感覺的思考，重新提出定義：「情緒智商包括：正確知覺、評估和表達情緒的能

力；接近並產生有助於思考的感覺之能力；了解情緒和情緒知識的能力；以及反

省性調解情緒從而促進情緒和理智的成長能力。」該定義將智慧與情緒聯結成為

「情感智商」（Mayer and Salovey，1997）。 

三、Goleman 的情緒智力理論 

1995 年美國《紐約時報》專欄作家 Goleman 出版「情感智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簡稱 EI）一書，情感智商才引起社會大眾及學界的重視，進而促成

大眾更加重視情緒教育以及提升情緒智慧。簡單而言，Goleman（1995）以為情

感智商是自我管理的能力，和智商一樣，情商（Emotional Quotient，簡稱 EQ），

是一個抽象的概念，為一個度量情緒能力的指標，是一種「情緒智力」，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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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情緒的能力，代表一個人能否適當的處理自己的情緒，它的意義包含一個人

的自制力、熱忱、毅力、自我驅策力等。Goleman 指出情商不同於智商，不是天

生注定，而是經由下列五種可以學習的能力組成（譚春紅譯，2005）： 

（一）了解自身情緒的能力：認識情緒的本質是 EQ 的基石，並能立即察覺

自身情緒的變化及產生的原因。 

（二）控制自己管理情緒的能力：情緒管理必須建立在自我認知的基礎上，

遇事能自我安撫，擺脫負面情緒重新出發。 

（三）自我激勵的能力：保持高度熱誠是成功的原動力，依自己的目標勇往

直前，發揮創造力及增進注意力。 

（四）認知他人的情緒的能力：秉持同理心，理解他人的感受，體察他人的

需要。 

（五）維繫融洽人際關係的能力：人際關係就是管理他人情緒的藝術，一個

人的領導能力、人緣和諧程度都與此有關，一位充份掌握這項能力的人必是社會

的佼佼者。 

人類情緒的表達是智慧的象徵，根據個體是否善於處理己身及他人情緒的能

力，葉郁菁（2002）以為可分為四種類型：情緒成熟型、情緒自主型、情緒同理

型以及情緒魯鈍型，如表 2-2 所示：理論上，情緒成熟型的人在面對自身及他人

的情緒時，皆能從容應對，是屬於最佳的情緒智慧；情緒自主型與情緒同理型的

人則在情緒智慧的表現上稍嫌不足，有時會過於重視自我，而忽略他人感受，有

時則會為成全他人，而拙於調節自己的情緒；至於自我及人際情緒智慧都偏低的

情緒魯鈍型則在情緒自主及同理心上皆有待改進，否則將會對人生有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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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人類情緒智慧的類型分析表 

人際情緒智慧 
情緒智慧類型 

高 低 

高 情緒成熟型 情緒自主型 
自我情緒智慧 

低 情緒同理型 情緒魯鈍型 

資料來源：葉郁菁主編（2002），《心理學》，高雄：麗文出版社，頁 303。 

伍、情緒管理的因應策略 

個體的情緒反應因考量生理、心理及認知等不同的面向而很難有一個正確完

善的因應策略，同時因為個體之間有其差異性，所以情緒管理的方法也因人而

異。饒見維（民 92）以為情緒涵養的方法可分為治標法與治本法二類。因為人

的情緒容易受到外在事物而左右，所以一旦轉變外在的事物，情緒也就轉變了，

此乃治標法。治標法又可細分為做事轉移法、運動法、環境轉移法、暫時擱置法

與深呼及肌肉鬆弛法等五項。而治本法包含了理性思考與表達法二項。當一個人

面對情境時如果採取不同的想法，結果會產生不同的情緒，因此理性思考是運用

理性來發揮平衡的作用，並轉變自己的情緒，使個體不被情緒所掌控；而在人際

關係中，適時適當的表達己身的情緒是非常重要的，可透過書寫、找人傾訴、發

洩、積極聆聽與體會他人情緒、溝通或透過協同成長團體來將自己的情緒表達出

來。 

唐璽惠、王財印、何金針、徐仲欣（民 94）則主張下列九種方法可為個體

妥適處理情緒之參考： 

1、覺察自己的情緒：利用情緒覺察分析表（如表 2-3），詳細了解情緒產生

的原因，在不同的過程中，愈了解自己的感受就愈容易管理情緒。 

2、接納自己的情緒：允許情緒適切地抒發，不壓抑、不放緃。 

3、合宜的認知評價：不做非理性的思考，儘量往光明面及正面方向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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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利的心理歸因：經常給自己支持性的鼓勵，找出撫平情緒的有利方法，

面對突如其來的挫折時，正可考驗我們的氣度，豐富我們的內涵。 

5、預想行為的後果：分析情緒發洩後的結果並檢討其利弊得失，考慮最壞

的後果，並試著接受它，再謀求改善。 

6、延緩需求的滿足：不強求任何東西，隨遇而安。 

7、轉念：採用逆向思考的方式，退一步海關天空，忍一時風平浪靜。 

8、自我鼓勵：運用心靈療法，樂觀積極詮釋周遭訊息，進行思想投資，突

破心理障礙物，學會庝愛自己，珍惜生命。 

9、心理平衡：不必與他人比較，滿足於生活現狀，便能自在快樂。 

表 2-3：情緒覺察分析表 

分析項目 分析內容 處理方式 

我現在有何種情緒？ 

（What） 

情緒類別 

情緒強度與嚴重度 

是否使用防禦機轉 

情緒對自己健康產生的影

響 

情緒對家庭的影響 

情緒對生活與工作產生的

影響 

真實感受、體會、面對、分析、

分辨、說出自己的情緒 

接納情緒 

掌握情緒 

何以我有這種感覺？ 

（Why） 

環境分析 

情境分析 

思考分析 

生理能態度分析 

環境觀察與改善 

冷靜與客觀分析情境 

接受智者與旁觀者之分析 

我如何有效處理？ 

（How） 

過去處理方式與成敗 

新的處理方式 

周圍與社會相關資源 

心情抒發 

生理、環境、運動 

改變認知或行為 

求助專家 

資料來源：引自唐璽惠、王財印、何金針、徐仲欣（2005），《情緒管理與壓力調

適》，臺北：心理出版社，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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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人際關係之概念與相關研究 

本章節將探討的內容包含人際關係的定義與特性、人際關係理論基礎、人際

關係的經營型態與功能三部分。 

壹、人際關係的定義與特性 

一、人際關係的定義 

人際關係（interpersonal relation）的定義，從字面的意義來看，Schute（1973）

認為是指兩個或兩個以上的人，為了某種目的的交互作用。Kelley（1983）則以

為人際關係是兩個人之間彼此相互影響、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t）。而 Hinde

（1979）更加以補充除了兩人彼此影響外且其互動（interactions）維持一段較長

的時間。DuBrin（1996）以為人際關係是使用有關人類行為有系統的知識，以增

進人與人之間有效的溝通，促進社會交往，以提升個人幸福與生涯發展。Heiman

（2000）進一步以為有意義的人際關係是奠基在情感的交流，有意願分享彼此的

想法、秘密、坦誠、開放的心和親密感的基礎上。 

張春興（1998）指人際闗係是人與人交感互動時存在於之間的關係，而人與

人間的關係是心理性的，是對兩人都發生影響的一種心理性連結。 

張宏文與邱文芳（1996）認為人際關係是個人與個人交互之關係，也是一種

教育心理防治的人際關係，更是一種治療性的人際關係。可包含以下 3 點： 

1、人際關係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也就是指一個人與另一個人之

間的想法、知覺、期望、評價等之互動關係。 

2、人際關係是維持社會互動之一種個人關係的型態，不論是血緣、姻緣或

業緣，它是組織運作的一種特殊關係。 

3、就人的需求層面而言，人際關係之基本內容包含有控制、感情和包容。 

林淑華（2001）以為人際關係是人與人之間的心理交會、情感的溝通以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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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對話所形成的一種特殊關係，涵括親情、友情、師長、朋友、同學等等的互

動、依存關係。 

綜合各家學者對人際關係定義的論述，可知人際關係乃指兩人或兩人以上藉

由面對面或近距離的接觸及透過網際網絡彼此互動、影響，並且有情感的交流，

是一種社會互動的型態，涵括了親情、友情、師長、朋友、同學等等的一種特殊

關係，若能建立良好的人際關係便能對個人職場發展提供莫大的助益，並有助於

自我認識及提昇自我尊嚴，進而增加個體的自信。 

在二十一世紀的資訊社會中，人際關係的建立除靠近距離的接觸外，亦可透

過網際網路來建立持久而親密的連繫，所以，人際關係與溝通的意涵，已不同於

以往農業社會「雞犬相聞」的社會交往。因此，在人際關係的網絡中，除了家人、

密友、朋友、認識的人，由親至疏向外擴散，形成自我的社會網絡外，也含括了

網絡上的人際關係，即「虛擬社群」（virtural community）的概念（彭懷恩，2001）。

而本研究中所探討的人際關係乃指臺北市里幹事面對主管、同僚、地方里鄰自治

幹部等之間互動的情形，除此之外之範疇並不在討論範園內。 

二、人際關係的特性 

依陳皎眉（民 93）的看法，人際關係的特性有下列六項： 

（一）人際關係的發展是有階段性的：DeVito（2003）以為人際關係的發展

可分為六個階段，即接觸期（contact stage）、涉入期（involvement stage）、親密

期（intimacy stage）、惡化期（deterioration stage）、修復期（repair stage）、和解

體期（dissolution stage）。而各階段的關係皆具有四種可能，即由淺入深、由深

入淺、中止或停留，如圖 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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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的 
．互動的 

接觸期  

中止  

 

 

．測試 
．強化 

涉入期
 

中止 

 

 

．人際承諾

．社會連帶

親密期
 

中止  

 

 

 

 

．人際分離 
．社會/公眾分離 

解體期 
．內在不滿

．人際不滿

惡化期

．內在修復 
．人際修復 

修復期 
中止 

 

圖 2-6：人際關係發展六階段圖 

資料來源：陳皎眉（2004），《人際關係與人際溝通》，臺北：雙葉出版社，頁 11。 

（二）人際關係有深度和廣度上的不同：人際關係的發展既然有不同的階

段，因此，面對不同關係的對象時，所為之言談內容或多寡便會不一樣。 

（三）人際關係是獨特且不斷改變的：個體之間彼此的人際關係是獨一無二

的，每一個關係都有不同的相處模式，而且不論是親情、友情、愛情都會隨著我

們的成長、境遇而有所改變。 

（四）人際關係是多向度的：人際關係並非單一向度的，它有不同的類型與

層次。所謂不同的類型意指人際關係可能針對不同群體而有所不同，例：「愛」

可以是父母親的愛，也可為國家民族的愛；而不同的層次，意指在不同的人際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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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會在我們的情感上、肢體上、或智能上產生不同的關連，例：風花雪月的一

夜情，是屬於肢體上的關係，學術上的知交，則為彼此智能上的關係。 

（五）人際關係是複雜的：在人際關係中每一個體都是獨特的，各自擁有不

同的經驗、思想、智能、需求等，而這些因素皆會影響與他人之間的互動情形。

不同的個體，在不同的背景下，相互影響而彼此改變，其所形成的關係便會十分

複雜。 

（六）人際關係是經由溝通來建立和維持的：溝通是人際關係的基礎，雙方

透過語文或非語文的方式，將意見、態度、知識、情感等傳遞給對方知悉、便可

促進之間相互認識。有良好的溝通能力，便能適當的表達感受，了解對方的意思，

自然與人相處愉快。 

貳、人際關係的理論基礎 

俗話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此話道出了人際關係建立的重要性。

人是群居的社會性動物，不能離群而居，每個人都希望建立良好的人際關係，一

方面可滿足個體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有益於個體生理與心理情緒雙方面的健康狀

態。美國心理學家 Gardner 提出了智力多元論（multiple-intelligence theory），將

人際之間互動的能力，列為多元智能之一，可見人類是具備人際互動的潛力（傅

清雪，2004）。對個人而言，人際關係的形成，是終其一生的社會任務，也是促

進生涯發展更順遂的推手。因此，本章節將闡述坊間常見之人際關係的理論基

礎，希望藉此建立正確的人際關係觀念（劉永元，1988；徐西森、連廷嘉、陳仙

子、劉雅瑩，2002；洪英正、錢玉芬譯，2003；傅清雪，2004；彭懷恩，2005；

吳定、張潤書、陳德禹、頼維堯，2005；鄭麗玉、陳秀蓉、危芷芬、留佳莉，2006；

楊慕慈，2006）。 

一、需求理論 

（一）Maslow 需要層次理論（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Maslow 從人類動機理論中發展出需要層次理論，以為個人的一切作為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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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內在需求，而需求有高低層次之分，彼此相關連，各種需求間關係的變化與

個體生長的社會環境息息相關。 

Maslow 以為人類有五種基本的需要，分別為生理的需要（physiological 

need）、安全的需要（safety need）、愛的需要（love need）、尊榮感的需要（esteem 

need）及成就與自我實現的需要（self-actualization or self-fulfillment need），而後

四項可合併稱為「心理上的需要」，這些需要的排列順序乃由高而低循序漸進，

如圖 2-7 所示： 

1、生理的需要：係指與個體生存有關的各類需求，是人類最原始、最基本

亦是最重要也最需優先滿足的需求，即 國父民生主義中所提食、衣、住、行、

育、樂之需要。 

2、安全的需要：確保個人能生活在免於遭受危險的環境中，亦即能對已知

的環境有效掌握，使生活保持穩定。 

3、愛的需要：個體希望與他人建立一種相互關懷的關係，不僅得到家庭與

朋友的需要，在組織中亦能獲得團體的認同，在這過程中包含愛人與被愛。 

4、尊榮感的需要：這種需求包含了自我尊重與他人對自我的尊重二方面。

一方面個體能對自身建立自我優秀與有成就的觀念，對自己充滿自信；另一方面

也希望在自我期許中能得到他人的讚賞與肯定。 

5、成就與自我實現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求是個體成長過程中，追求未來

最高目標的動機與願望。藉由自身的努力，實現個體的聰明、才智、理想與抱負，

使其潛能完全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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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的需要 
（或自我實現感） 

尊榮感的需要 

愛的需要 

安全的需要 

生理的需要 

 

 

 

 

 

 

圖 2-7：人類基本需要的層次 

資料來源：吳定、張潤書、陳德禹、賴維堯（2005），《行政學（一）》，臺北：空

中大學，頁 95。 

總之，Maslow 的需要層次理論是從個體的生理層面與心理層面來探討個人

的之外顯行為產生的原因，若將之運用在人際關係中，可使我們更了解對方行為

之動機，有助於人際關係的強化。 

（二）Schutz 人際需求理論（Interpersonal needs theory） 

William Schutz 在《人際關係的底層》（The Interpersonal，1966）首度提出人

際需求論，是一項以個體內在心理需求的觀點來探求人際互動的行為模式。他以

為人與人之間的人際關係是否能開始、建立或維持，得依雙方的人際需求相互配

合的程度而定。他認為人際互動時，有三個主要的需求傾向，即情感需求（affection 

need）、歸屬需求（inclusive need）及控制需求（control need），以下分別敘明之： 

1、情感的需求：情感需求意指一個人運用語言及非語言的方式來呈現表達

情感及接受情感的期望。而這些人在情感的表達向度上，可用一連續光譜來代

表，一端為「缺乏人際關係」（under interpersonal relation），代表與人相處態度冷

淡、不易與人親近且逃避他人善意情感的付出；另一端為「過度人際關係」（over 

interpersonal relation），即個體與人交往時過度熱情，讓人難以消受，而介於兩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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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之間的是「適度人際關係」（moderated interpersonal relation），這些人最能與他

人互動良好，並能從人際交往中獲得快樂。 

2、歸屬的需求：歸屬的需求是一種希望被他人認同與接受的心理慾望。每

個人的人際互動不一，有時會產生極端的現象，一種是「缺乏社會化」的人

（under-social）；另一種為「過度社會化」（over-social）的人。前者意指個體生

活孤僻，喜歡獨處，不善與人交際；後者則意謂個人無法忍受獨處，喜歡熱鬧的

氣氛。一般而言，大部分的人都介於兩者之間，即喜歡與人交往又希望有時有獨

處的空間。 

3、控制的需求：控制的需求是指個體希望能擁有對週遭事物或在權力上能

影響他人的一種影響能力。控制需求高者，競爭力強，不願依循他人的意見，需

要時時駕馭他人，否則會焦慮不安，稱之「獨裁者」（autocrat）；反之，若是控

制需求低者，表現出來的行為則是極端順從、服從權烕，不願掌控事情，稱之為

「逃避者」（waiver）。介於兩者中間者稱為「民主者」（democrat），是最理想的

典型，他能有效解決人際關係中與控制有關的問題，能根據情況適當地確定自己

的地位與權力範圍，在不違背上意且不犧牲自我權益的情形下順利達成任務。 

基本上，Schutz 認為要達到人際闗係的和諧，是來自與人與人之間上述三方

面需求的相容互補；反之，若人際需求是相悖衝突時，則人際關係的發展自然會

不良甚至惡化。因此在與人交往的過程中無論是在情感、歸屬或控制的需求上，

都應取得平衡，過無不及，都將導致彼此人際關係的衝突與相悖。 

二、社會交換理論（Social exchange theory） 

社會交換理論是利用經濟學原理來解釋人類行為的一種學說，由 John W. 

Thibaut ＆ Harold H. Kelley 於 1986 年提出，該理論以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可

經由互動間的報償（reward）與成本（cost）互相交換而決定，如表 2-4。換言之，

社會交換理論認為，人際之間的往來是彼此行為交換的結果，且人們都希望能擴

大自己在關係中所得到的報償，而減少所付出的成本（Homans，1961；Molm ＆

Cook，1995；Thibaut ＆ Kelley，1959）。因此，若能在與他人交往過程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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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大的報償及付出最小的成本，這種關係便會令人滿意且長久。此理論的基本

概念如下： 

 1、報償：代表個體在人際關係中所獲得的資源，含括了有形且正向有價值

的結果，例如：金錢。同時也包含了社會性的報酬，例如：讚許、尊敬等。因此

Foa（1974）指出，個人在人際關係中可以獲得六種資源，分別是愛情（love）、

金錢（money）、服務（services）、物品（goods）、知識（information）和地位（status）。 

2、成本與投資：意指在任何一項關係中個人所投入的事物或必須忍受的負

面結果。包含有形的資源與無形的資產，一般而言，個人若對關係的投資愈多，

承諾水準愈高，基於經濟學原理，就愈能維持關係（Rusbult＆Buunk，1993）。 

3、結果：報償減去成本即為結果。若結果為正，代表關係品質良好。 

4、比較基準：當個體要評量結果時，通常會考慮比較基準（comparison level，

簡稱 CL），即個人對於結果的一種期望，是根據社會規範以及個人期望所產生的

標準。若個體從關係中所得到的實際結果較比較基準低，代表在此段關係中，結

果並不讓人滿意。 

5、替代比較基準：所謂替代比較基準（comparison level for alternatives，簡

稱 CLs）意指與他人建立更親密關係的機率。它是衡量人際關係結果的第二項指

標。倘若替代比較基準較低，表示個人對於此關係的依賴程度低，較易維持現況；

反之，若替代比較基準高，表示個人對於此關係呈現不滿意的狀態，極有可能結

束再重新開始新的一段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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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人際互動的報償評估 

 

 

 

 

人際關係持續：         ＞1 
代價 

報酬 

報酬 
人際關係終止：         ＜1 

代價 

資料來源：徐西森、連廷嘉、陳仙子、劉雅瑩（2002），《人際關係的理論與實務》，

臺北：心理出版社，頁 9。 

三、平衡理論（Balance theory） 

平衡理論是由 Fritz Heider 從社會認知論的觀點所提出的一種人際關係理

論。基本上是建立在聯結、吸引及均衡的三項觀念上，用來解釋人際交往互動過

程中態度改變的問題，因為人際吸引屬於態度的一種，故平衡理論又名人際吸引

理論。Heider 的平衡論中指出在人際關係中，個人與他人的態度和認知信念不同

時，會導致個人態度的改變，意謂雙方認知若平衡，則彼此的人際關係會令人滿

意；反之若認知不平衡，則個體會有將認知轉化的趨向。一般人在交往的過程中

喜歡彼此的關係是為平衡狀態，而當關係處於不平衡狀態時，個體會採取行動使

這段關係恢復平衡狀況，例如：改變自己的態度、改變對方或經由溝通協調等方

式，希望在相處時，彼此皆能感到自然、輕鬆、愉快的對等的平衡交往。 

Heider 以 P（person）代表個人、O（other）代表對方和 X 代表共同關心的

對象，三者構成 P-O-X 系統。P-O-X 模式將 P-O、O-X 和 P-X 三者之間用正負號

來表示，若三者乘績為正，代表人際關係和諧；反之，則代表不和諧的人際關係。

如圖 2-8 所示。當 P-O-X 系統呈現負或不平衡狀態時，負的關係有趨於正的關係

傾向。只要個人設法將不平衡狀態趨向平衡，則仍可保持良好的關係。因此，平

衡理論強調人際關係的良好與否，主要取決於彼此之間對他人或事物的觀點是否

一致（劉永元，1988）。 

總之，平衡理論的論點在於當個體感到關係不平衡時，人們會希望改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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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他人而得到改善，但卻忽略了個體之間的差異性，實無法一概而論，乃其理論

未盡完善之處。 

 
O 

 

+或－ +或─ 

P 
+或─ 

X 

 

 

 

 

 

圖 2-8：Heider P-O-X 模式 

資料來源：徐西森、連廷嘉、陳仙子、劉雅瑩（2002），《人際關係的理論與實務》，

臺北：心理出版社，頁 51。 

四、人際關係理論（Theor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人際關係理論是由美國精神科醫師 Sullivan 所建立，他以為人格是人際間交

互作用的結果，因此研究人格應從人際關係開始，正常人格發展或心理失常的決

定因子，無關於個人的體質或其他生活因素，而是在於個人的社會環境和人際關

係，人際關係可以助長一個人的人格發展，但須經由溝通來表達與維持（楊慕慈，

民 95）。 

因此，Sullivan 主張人格的研究單位是人際情形，而非個體的內在事件，同

時個體天生即有想得到「人際安全」的衝動，故一旦人際關係發生問題時，便會

產生憂慮感，且盡力去修復彼此的關係。因此人格只有在人際互動時方會顯現出

來，個人的思考、意識與記憶等心理歷程在本質上都是人際關係，有良好的人際

關係方有助於健全人格的發展。 

參、人際關係的經營型態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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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際關係的經營型態 

現今社會的人際關係隨著時代的變遷，傳統農業社會中的重倫理、講義氣、

人心純樸的思想已逐漸式微。處在今日繁榮的工商業社會中，人與人交往的前堤

常是有所目的，多半著眼於利己的利害關係中，對人的態度不再真實、誠懇，這

種有別以往的做人準則，對於仍固守傳統教育思想的人而言，在社會中易與新新

人類的思想形成了極大的落差，因此，造成夫妻、朋友、師生等人際關係的困擾

與障礙。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不論是內在因素，例如：人格個性、

知覺態度、動機需求、情緒感受，或過去的經驗，及外在因素，例如：社會階級、

社經地位、相貌、教育程度等都會影響人際互動的結果。基本上，人都是希望被

肯定、被接納、與被尊重，只要能多了解對方的需求與個別差異，便可建立與他

人良好的互動關係。在與他人的互動過程中，個體以不同角度為交往中心則會形

成不同的人際關係類型，如圖 2-9 所示：而黃素菲（1991）曾根據治療學派學者

Satir 的觀點將上述五種不同類型的人際互動關係及內在感受、情緒、外在行為、

身心症狀和互動結果作一比較，詳見表 2-5，希望個體可藉此了解自身的類型，

針對缺失加以改進，以為增進人際關係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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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討好型 

1、指責型 

  

圖 2-9：人際關係的經營型態 

資料來源：徐西森、連廷嘉、陳仙子、劉雅瑩（2002），《人際關係的理論與

實務》，臺北：心理出版社，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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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人際互動反應型態 

項

次 
語詞 情緒 內在感受 外在行為 心理症狀 生理症狀 互動結果 

指

責

型 

．你從没有做對 

．你怎麼搞的 

．都是你的錯 

．我不是已經講

得清楚，你怎

麼… 

．憤怒的 

．不滿的 

．疑神疑鬼的 

．叮嚀的 

．孤單的 

．没人關心我 

．除非我這樣大嘁

大叫，否則没人

把我當人看 

．我是寂寞且失敗

的 

．攻擊 

．批評 

．不同意 

．找碴 

．高姿態 

．疑神疑鬼

．不信任 

．獨斷 

．自大 

．肌肉酸痛僵

硬 

．高血壓 

．動脈硬化 

．氣喘 

．背痛 

．便秘 

．人際不重要 

．目標重要 

．類比：鯊魚 

．結果：你輸我贏

（強勢） 

．好處：積極的

討

好

型 

．都是我的錯 

．没有你，我一

個人不行 

．我在這，就是

為了讓你高興 

．我必須讓別人

快樂 

．無助的 

．弱勢的 

．依賴的 

．內疚的 

．自貶的 

．我感到一無是處

．我没有價值 

．没有人喜歡我

．我必須讓別人快

樂，別人才會喜

歡我 

．道歉 

．取悅別人 

．屈服 

．乞求 

．撒嬌 

．順從 

．神精質 

．憂鬱 

．自殺 

．焦慮 

．委屈 

．消化系統不

良 

．厭食 

．偏頭痛 

．便秘 

．胃病 

．人際重要 

．目標不重要 

．類比：浣熊 

．結果：你贏我輸

（委屈求全）

．好處：關懷的、

敏銳的 

電

腦

型 

．按照過去的經

驗看.. 

．依據目前的資

料來分析.. 

．一切都應有個

道理，有個規

矩 

．大家都理智就

没錯 

．固執的 

．就事論事的 

．有原則的 

．強迫的 

．正確的 

．講理的 

．我必須讓別人知

道 我 是 很 聰

明、頭腦清楚、

很講道理的 

．我其實很容易受

傷 

．我不喜歡「情緒」

所有表現出没

感覺的樣子 

．優越感 

．操作、規律、

有原則、理

性化 

．權威、獨斷、

固執、僵化

．社會孤立

．僵化 

．強迫性（思

考 與 行

為） 

．循規蹈矩

．黏液分泌過

多 

．癌症 

．淋巴疾病 

．單核血球病 

．心臟病 

．人際是為目標而

存在 

．類比；公雞 

．結果：雙方都輸

一點（妥協）

．好處：智慧的

混

亂

型 

．咦！我的銅板

怎麼不見了 

． 哎 ！ 談 點 別

的，幹嘛鑽牛

角尖 

． 跟 你 說 個 笑

話，那天.. 

．不規律的 

．活動過多的 

．不合適的 

．唐突的 

．我覺得有壓力

．頭暈眼花 

．没有我的位置

．我必須引起別人

注意 

．莫名其妙 

．牛頭不對馬

嘴 

．顧左右而言

他、干擾、

聲東擊西 

．俏皮、詼諧

．混亂 

．失衡 

．不適應 

．急躁 

．自我的 

．中樞神系統

失調 

．頭暈眼花 

．渾身不對勁 

．人際、目標都不

重要 

．類比：烏龜 

．結果：不戰而逃

（逃避）、溝通

没有重點 

．好處：幽默彈性

成

熟

型 

．你是說.. 

．我覺得.. 

．讓我們一起來

想.. 

．你的看法是.. 

．我們的結論是 

．自主的 

．愉快的 

．没有防衛的 

．尊重的 

．平等的 

．溫和的 

．協調一致的 

．平衡 

．滿意 

．自我價值感高

．獨特的 

．活力的、積

極的、關懷

的 

．勝任的 

．自我了解、

富同理心 

．健康 ．健康 ．人際、目標都重

要 

．結果：雙贏互寭

．好處：對你、我、

事情恉了解，問

題易解決 

資料來源：黃素菲（1991），《組織中人際關係訓練》，臺北：遠流出版社，

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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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際關係的功能 

人是社會性的動物，不可離群而居，許多個人的需求都必須藉助他人的協助

才能達成。一般而言，我們將人際關係的親疏分為認識的人、朋友與親密的人三

種，不論何種關係都是對個體在事業的成功、家庭的圓滿有不同程度的助益，同

時也是促使社會能發展進步的原動力。人際關係既然如此重要，那其究竟有何功

能？依 DeVito（1983）說法認為人際關係有下項四項功能： 

（一）減輕寂寞：人需要與別人在一起的原因，不外乎是可以去除我們的孤

單、寂寞的感覺，我們都希望有人關心、喜歡與疼愛，親密的關係會使我們獲得

更深的關懷，有人可以依靠的感覺，讓我們減輕孤獨感。 

（二）滿足需求：Weiss（1974）認為人際關係可以提供個人下列六種需求

的滿足：1、依附（attachment）；2、社會整合（social integration）；3、價值的保

證（reassurance of worth）；4、可靠的同盟（a sense of reliable alliance）；5、得到

指導（to obtaining of guidance）；6、撫慰（the opportunity of nurtaurance）。Schutz

則以為人們有三項重要的人際需求：情感需求、歸屬需求及控制需求，必須在與

人互動中，才能得到滿足。綜合這些分類，我們可以發現，人都有愛人與被愛的

需求，因此我們必須與人產生關連，發展彼此依附、互相照顧、關懷的關係。正

因為我們有許多不同的需求，而這些需求又無法從單一人身上得到滿足，因此，

我們常須結交許多朋友，有些是智能上的朋友，有些則是享樂上的朋友，無論是

何種類型的朋友都是生命中不可或缺的人，同時也因為他們豐富了我們的人生。 

（三）尋求刺激：基本上人是一種生物，喜歡追求刺激，希望在追尋的過程

中，去獲得快樂減少痛苦。 

（四）增進自我瞭解：人際關係的另一項功能，是可以增加我們對自己的瞭

解，在與他人的交往過程中，經由別人的回饋，了解自身的本質與個性，藉此修

正自我的盲點，改正自我的缺失，導引行為走上正途，而變成一個適應良好的人。 

第三節 臺北市里幹事的角色定位與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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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角色定位 

蔣故總統經國先生曾於民國六十三年三月二十三日在對基層幹部講話時提

示：「村里幹事們，人人作為民眾的服務員，因為村里工作是以照顧民眾，服務

民眾為要務，特別是要口勤、耳勤、手勤、足勤，為偏僻地區和窮而無靠的民眾

服務。」此見里幹事一職是政府基層服務中的動態設計，期以主動、積極的方式，

深入基層各個角落，發覺民瘼民隱，為人民解決困難，謀求福利，尤以弱勢團體

的照顧為急務（張遵敏，1990）。 

依《臺北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第十二條規定：「里設里辦公處，置里幹事，

承區長之命，里長之督導，辦理自治及交辦事項，里幹事員額列入區公所編制。」

故里幹事係區公所內編制內人員，其任免、奬懲、遷調均屬區公所權責；惟辦理

里內公務時，並受里長之督導。再依《臺北市里幹事服勤及工作考核要點》第十

一條第一款規定，對於里幹事之平時考核，由里長隨時督導里幹事服勤，對其勤

惰、品德及工作效率，向區公所督導人員提出建議。 

綜觀所述，里幹事為公務人員，編制隸屬區公所，承區長之命，里長之督導，

推行區里行政工作。現行依《臺北市行政區劃及里鄰編組自治條例》規定，臺北

市劃分為十二區，449 里，並依《臺北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第十二條規定，每

里置里幹事 1 名，而里內里長乃由里內成年公民選舉產生，承區長之命辦理里內

自治事項，但因里長為民選且多數非專職人員，多為地方熱心人士因熱心地方事

務或基於其他目的而出任，故大部分皆欠缺行政經驗及能力。因此，對於里內繁

多且雜的自治工作多無暇執行，基本上區里之行政工作，是以里長為自治工作之

領導者，而里幹事則為里自治工作的實際執行者。 

里幹事除了協助里長推行地方自治外，對於其他方面應有的角色扮演，在《臺

北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臺北市里幹事服勤及工作考核要點》、《臺北市改善市

容查報及處理實施要點》及其他相關行政規程、實施辦法等，也直接或間接點明

了其所扮演的角色，除了扮演一名負責執行公務上的行政業務，及協助里長處理

地方里鄰自治業務的執行者外；另一方面也是一名規劃者，負責擬定里年度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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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計劃，內容包含了當年度里應辦理之重要工作事項及期程，例如：里鄰工作會

報，里民睦鄰活動等，藉此凝聚社區團結意識，增進里民互動情感，同時考量里

內之特殊的人文或地理景觀，舉辦不同的活動，帶動里內的發展，使社區居民彼

此有認同感、向心力。並開設各種不同的研習才藝班培養里民進修的機會，提供

里民終身學習的管道。再者，若里長於任期內辭職、去職、死亡時，而所遺任期

不足一年者，為避免里政業務的停滯，由里幹事代理里長執行職務，此時里幹事

又變成一名代理者的角色，更要的是里幹事是扮演政府與民眾之間溝通的橋樑，

負責傳遞政令，為民服務，同時協助地方解決間題，反映民意，使得政令可以下

達，輿情可以上傳，充分扮演一名溝通協調者與問題解決者的角色。 

貳、服務項目 

隨著福利國思想的興盛，市府為民服務的範圍越來越廣，臺北市里幹事的工

作項目早已不再侷限於往日單純的工作內容，除了應執行區公所交辦及里建設事

項外，還須接受人民申請福利案件，工作項目既多且雜，含括了民政、社會、經

建、健保、兵役、選務、環保等各層面。例如：不定期的市容查察、鄰里公園及

區民活動中心的管理維護、里民聯誼活動的規劃、敬老福利的申請、健保 A 卡、

敬老悠遊卡、重陽禮金、兵役通知單的分送、里內小型工程的查報、各項公職人

員的選舉、罷免、清除小廣告、垃圾不落地、垃圾費隨袋徵收、「親山近水、清

山淨水活動」、廚餘回收等，除了既有的例行工作之外，還需不定期配合中央或

市府各局處的臨時交辦事項，諸如：臺北市門牌清查活動、工商普查、人口及住

宅普查、幸福＋專案、外藉配偶的訪視、獨居長者的關懷等，各種不同類型的工

作面向，將每一位里幹事塑造成一位全方位多功能的公務人員。 

依據《臺北市里幹事服勤管理及考核要點》第五條規定：里幹事除辦理「臺

北市里幹事工作項目表」規定之工作項目外，共計十大綱目，36 項目外，亦得

由區公所視實際需要，分派兼辦其他業務。除此之外為隨時彙集民間資訊，得對

於轄內鄰長、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身心障礙市民及獨居老人、寺廟、

神壇及教會每半年至少訪間乙次，以求主動訪查民意及暸解里鄰動態。可見里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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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除負責推動並執行公務外，還須充分掌握里鄰資訊，對於里內發生重大、緊急

的人為或天然災害亦須有效因應，務求災害降到最低，故其工作性質及服務項目

是具機動性且非常繁雜，為一項富有挑戰性的工作。 

第四節 情緒管理與人際關係之相關研究 

壹、情緒管理的相關研究 

（一）個人屬性與情緒管理的相關研究 

任何人的情緒管理皆與個人屬性（或稱人口統計變項）或工作環境習習相

關，換言之，情緒管理的優劣決定於個人與組織彼此相配合的程度，而坊間針對

人口變項（年齡、性別、婚姻、教育程度、年資、職等）的角度對個人情緒所為

之研究，如下所示： 

1、年齡 

（1）江文慈（1999）研究發現年紀越大所顯現出來的情緒覺察、表達、反

省與調節能力皆較佳。 

（2）王春展（1999）發現國小高年級學童無論在整體的情緒智力或自我情

緒智力上皆明顯高於低年級的學童。 

（3）鄭瑜銘（1999）研究中發現年紀愈大者比年年紀愈小者情緒商數好。 

（4）林淑華（2001）發現國小四、六年級的學童，在情緒管理的整體層面

没有顯著差異，此點與王淑俐（民 74）的研究一致。但在覺察自我情

緒層面的表現上高年級學生則優於中年級的學生。 

（5）曾愛淑（2002）研究發現 50 歲以上的公務人員在整體情緒管理的表現 

上較 50 歲以下為佳，但未達顯著差異。 

（6）黃景文（2005）發現就教師情緒管理整體而言，年齡上並無差異，但

在情緒表達層面，41-50 歲高於 30 歲以下者；情緒調整方面，50 歲以

上者則高於 30 歲以下者。 

（7）薛靜如（2005）研究顯示兒童在整體的情緒管理上在年級上無顯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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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 

（8）江明洲（2006）發現整體教師的情緒管理，46-55 歲之教師高於 25 歲

以下，26-35 歲及 36-45 歲。 

（9）胡秀娟（2006）發現高中職生整體的情緒管理的表現不因年齡的不同

而有顯著差異，但高年級在「覺察自己的情緒」上顯著高於低年級。 

2、性別 

（1）Greenglass 和 Julkunen（1989）與 Schweukmezger 和 Hodapp（1989）

研究結果顯示，男性在氣憤情緒的控制上，比女性還高（引自

Muller,1991）。 

（2）王春展（1999）發現國小高年級女學童的情緒智力明顯高於男學童。 

（3）鄭瑜銘（1999）研究發現男性資訊人員情緒商數比女性人員佳。 

（4）林淑華（2001）發現結果顯示，國小男、女生的情緒管理能力居於中

等程度，而女學生優於男學生的表現。 

（5）曾愛淑（2002）研究發現男性公務人員之整體情緒管理表現高於女性

公務人員，但兩者間尚未達顯著差異。 

（6）高麒雅（2003）發現在「情緒知覺」及「情緒反省」2 個層面女性國小

教師均優於男性教師，但在「情緒表達」與「情緒調適」層面則無差

異存在。 

（7）鍾庭良（2004）發現女性的小學總務主任在「整體情緒管理」、「情緒

認知」及「情緒同理」能力優於男性。 

（8）薛靜如（2005）研究顯示兒童在整體的情緒管理上女生顯著優於男生。 

（9）江明洲（2006）以為就整體而言，女性體育老師在「情緒的覺察」、「情

緒的表達」與「情緒的調適」皆優於男性體育老師。 

（10）胡秀娟（2006）發現高中職生整體的情緒管理的表現不因性別的不同

而有顯著差異，但若從分層面而言，男高中職生的管理自己情緒上優於

女高中職生；而在處理他人情緒層面表現上，女生優於男生。 

3、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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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鄭瑜銘（1999）研究中發現已婚者比未婚者情緒商數的表現佳。 

（2）高麒雅（2003）研究發現已婚者在「情緒調適」與「情緒反省」2 個層

面顯著高於未婚教師。 

（3）江明洲（2006）以為已婚者「情緒的覺察」、「情緒的表達」與「情緒

的調適」皆優於未婚的體育老師。 

4、教育程度 

（1）King（1999）探討情緒智慧與教育領導者之間的關係，研究發現教育

背景在情緒智慧上無顯著差異。 

（2）鄭瑜銘（1999）研究中發現高教育程度者比低教育程度者情緒商數表

現為佳。 

（3）顏淑惠（2000）在其論文中研究發現不同學歷背景的國小老師，情緒

管理有相當的一致性，並無顯著差異。 

（4）曾愛淑（2002）發現具研究所教育程度的公務人員在整體情緒管理及

「情緒覺察」、「情緒調適」上，均顯著優於高中職以下公務人員。 

（5）高麒雅（2003）研究發現師範或師專學歷的國小老師，分別在情緒知

覺層面高於師大或師院與一般大學（含師資班）學歷的國小教師。 

（6）鍾庭良（2004）發現學歷高者在「情緒表達」與「情緒同理」能力優

於學歷較低者。 

（7）江明洲（2006）發現最高學歷在整體教師情緒管理及各分向度上並無

顯著差異。 

5、年資 

（1）鄭瑜銘（1999）研究中發現，工作經驗較豐富者，情緒商數的表現較

佳。 

（2）顏淑惠（2000）研究發現不同任教年資的國小老師，情緒管理有相當

的一致性，並無顯著差異。 

（3）曾愛淑（2002）發現服務 15 年以上至 25 年的資深公務人員在整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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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管理與各分層面上，均顯著優於 5 年以上至 15 年及其以下的公務

人員。 

（4）高麒雅（2003）發現服務滿 20 年以上的國小老師平均數顯著高於服務

5 年以下、5-10 及 10-15 年的國小教師。 

（5）黃景文（2005）研究發現在教師的情緒管理整體而言，年資在 21 年以

上者高於 6-10 年者。在情緒表達層面上，無顯著差異；而在情緒調適

層面，21 年以上者高於 5 年以下與 6-10 年者。 

（6）江明洲（2006）以為任教年資 21 年以上之教師及 10-20 年之教師情緒

管理層面高於任教年資 1-5 年之教師。 

6、職等 

（1）鄭瑜銘（1999）研究中發現主管階級的資訊人員在謹言慎行的表現上

較非主管資訊人員好，可是在圓融關係上表現較差。 

（2）曾愛淑（2002）發現薦任官等、主管職務的公務人員有較佳之情緒管

理行為。 

（二）情緒管理與其他相關因素的實證研究 

除個人屬性為影響個體情緒管理之因素外，茲整理國內學者對情緒管理與其

他相關因素之實證研究，如表 2-6 所示： 

 

 

表 2-6：情緒管理相關研究彙整表 

學者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倪靜貴（1996） 全省國中校

長 

影響情緒表現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學生管教、校

園危機、學生升學、家長期望、因循舊例及意

見紛歧等，而情緒表現與情緒管理息息相關，

同時也會影響個人的服務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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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鄭瑜銘（1999） 資訊人員 組織氣候、領導風格與情緒商數三者有密切關

係，組織氣候普遍與情緒商數有正相關，而說

服性的領導風格情緒商數普遍其他類型好，富

領導彈性者，情緒商數的表現也較好 。 

高麒雅（2003） 臺北縣、市國

小教師 

情緒管理能力較優的層面是「情緒反省」，較低

的則為「情緒調適」層面，且教師情緒管理會

影響其工作滿意度。 

林淑華（2001） 高雄縣市國

小中高年級

學生 

家庭社經地位及居住環境皆會影響學童的「情

緒管理能力」與「人際關係能力」。而兩者之間

存在著顯著正相關。 

鍾庭良（2004） 桃園縣國小

總務主任 

同時情緒表達愈好，則人際關係愈佳，上級壓

力、工作負荷感愈輕。 

周世娟（2004） 屏東縣國小

級任教師 

情緒管理能力不同的級任教師，也會影響其班

級學生所知覺的氣氛好壞。 

邱姮娟（2004） 屏東縣國小

教師 

情緒管理能力會影響其工作壓力的感受。 

薛靜如（2005） 高雄市地區

中高年級生

兒童的情緒管理與人際問題解決態度有正相

關，且情緒管理與學校生活適應有顯著正相關。

黃景文（2005） 台中市、台中

縣、彰化縣和

南投縣國小

教師 

教師知識管理與情緒管理兩者具正相關，利用

提昇知識創新，亦能提昇教師知識管理與情緒

管理。 

胡秀娟（2006） 台南縣公私

立高中職學

生 

「管理自己的情緒」表現上最佳，其餘順序則

為「處理自己的情緒」、「覺察自己的情緒」與

「認知他人的情緒」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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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任何人的情緒管理，皆與個人特質與工作環境有關，換言之，個

人屬性（性別、年齡、教育程度、家庭背景、年資、職等）等與組織的特性是影

響情緒管理的重要因素。大多數的研究顯示，女性在情緒管理的表現上優於男

性，學歷高者優於學歷低者，年資長者優於年資短者，且個體情緒管理的優劣程

度對於工作壓力、人際關係、工作滿意度、知識管理、服務績效等皆有密切相關。     

而臺北市的里幹事因為工作性質過於複雜，其情緒管理是否也適用上述上述

研究對象（教職人員或學生）實證研究論點，有待進一步研究。 

貳、人際關係的相關研究 

（一）個人屬性與人際關係的相關研究 

人際關係之影響因素是多元的，個人人際關係的表現亦是在眾多因素下交互

作用的結果，以下就個人屬性蒐集相關文獻整理如下： 

1、年齡 

在過去的研究中，部分的研究發現，年長者的人際關係表現較年輕者為佳（曾

愛淑，2002；郭永斌，2004；徐彩淑，2004；黃淑芬，2005）；也有研究指出年輕

者的人際關係表現較年長者為佳（楊錦登，1997；陳建宏，1997；劉敏珍，2000；

黃大峰，2005）；亦有研究顯示年齡與人際關係之間並無顯著差異（江欣霓，2001；

謝月香，2002；韓長淮，2002；溫嘉民，2005；林淑惠，2005）。 

2、性別 

從過去的文獻中發現，有些研究發現性別與人際關係之間並無顯著差異（李

冠儀，2000；江欣霓，2001；謝月香，2002；曾愛淑，2002）：而也有研究顯示女

性的人際關係較男性為佳（林淑華，2002；徐彩淑，2004；溫嘉民，2005；黃大

峰，2005；黃宇暄，2005；林淑惠，2005；李秋英，2006；Schiamberg，1988；

Rawlins，1992）。 

3、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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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過去的研究中發現大部分未婚者在人際關係上的表現不如已婚者（郭永

斌，2004；王瓊玉，2005）。 

4、教育程度 

有研究發現學歷與人際關係有顯著差異，學歷愈高者，人際關係愈佳（曾愛

淑，2002；王瓊玉，2005）。 

5、年資 

多數研究結果顯示，服務年資較淺人員在人際關係上的表現較不佳（韓長

淮，2002；曾愛淑，2002；郭永斌，2004；王瓊玉，2005）。 

6、職等 

研究顯示擔任非主管職務、職等較低的人員在人際關係上的表現普遍而言較

不佳（曾愛淑，2002；韓長淮，2002；郭永斌，2004）。 

（二）人際關係與其他相關因素的實證研究 

近年來，國內學者對人際關係之相關課題研究十分豐碩，茲將近期國內學者

對人際關係之相關實證研究整理如表 2-7 所示： 

 

表 2-7 人際關係之相關實證研究 

學者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楊錦登（民 86） 國軍軍事院校學生 生活適應與人際關係之間具有密切的相

關性 

劉永福（民 92） 替代役男 役男對工作的認知愈高，其人際關係調

適程度愈高。 

郭永斌（民 93） 高高屏行政機關及

公立學校人事人員

工作價值觀、人際關係與專業承諾三者

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 

 48



學者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葉青雅（2004） 國小教師 人格特質和人際關係有顯著相關。 

張慧珍（2004） 實踐大學生 大學生之情緒感染力愈高、同理心程度

愈高，人際關係愈好。 

徐彩淑（2004） 台北縣參與社團國

中生 

參與社團國中生，其「社團參與態度」、

「社團凝聚力」、「人際關係」之間具有

顯著正相關。 

黃淑芬（2005） 高雄縣市地區國小

高年級學童 

學童之「人際關係」，老大者人際關係各

層面得分優於老么；健康狀況愈好、學

業成績愈好、有接受生命教育課程者，

其人際關係愈佳，居住在都市者普遍優

於居住於鄉村者。 

李清波（2005） 臺灣地區國中訓導

主任 

角色壓力、人際關係與壓力因應策略。

發現不同背景的國中訓導主任與校內同

仁間的人際關係程度各有差異。 

李盈萱（2005） 實踐大學曾參與投

資模擬競賽的學生

人際關係會影響知識分享行為及投資績

效。 

黃宇暄（2005） 臺北縣公立國中生 親社會行為傾向與人際及道德價值觀之

間有正相關。 

陸瓊容（2005） 高雄縣某中型國小

四年級學生 

社會技巧訓練有助於改善其人際關係。

黃大峰（2005） 屏東縣四、六年級學

童 

人際關係的良窳會影響利社會行為。 

廖庭芳（2005） 高雄縣市公立國民

中學之專任行政人

員 

國民中學專任行政人員人際關係的情形

良好，以「和諧度」最高，「信賴度」較

低，且人際關係與溝通滿意之間呈現顯

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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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王瓊玉（2005） 台南縣市國民中小

學專任行政人員 

人際關係越佳則在組織氣氛越佳。人際

關係各層面對組織氣氛整體及各層面有

顯著的預測力。 

盧國銘（2005） 某團隊成員 人際關係與團隊承諾、團隊績效具顯著

相關。 

溫嘉民（2005） 中部地區六縣市的

國中學生 

有無電玩成癮傾向之國中學生在人際關

係各層面有顯著差異。 

陳忠正（2005） 高屏地區大學校院

行政人員 

人際關係、工作壓力與工作滿意度三者

有顯著相關性。 

薛維煌（2005） 中部六縣市公立高

中學生 

高中生人格特質、情緖智慧與人際關係

三者之間互有顯著正相關。 

李秋英（2006） 屏東教育大學學生 自我概念的正向與否與人際關係之良

窳，呈顯著正相關。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綜合上述實證，得知影響人際關係因素如同情緒管理一般，含括了個體及工

作的屬性，但並無一致的定論。然臺北市里幹事所面臨的人際關係領域較上述被

研究者既多且廣，因此是否也因性別、年齡、教育程度、家庭背景、年資或職等

的不同而有所差異，是本研究欲瞭解的課題。 

參、公務人員情緒管理與人際關係的相關研究 

坊間有關公務人員情緒管理與人際關係的研究並不多見，呂俊甫（1991）研

究顯示情緒管理與人際關係之間會相互影響，且人際關係又影響個人事業成敗。 

林淑華（2001）以高雄縣市國小中高年級學生為研究對象，顯示個人背景變

項、家庭社經地位及居住環境皆會影響學童的「情緒管理能力」與「人際關係能

力」。而兩者之間存在著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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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愛淑（2002）則以高雄市政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中銓敘合格的公務人員為

研究對象，發現個體在情緒管理層面的三個向度上，以「情緒表達」表現最佳，

「情緒調適」得分最低；而在人際關係中則以「親密度」得分最高，「信頼度」

得分最低，且研究顯示兩者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 

黃鈺程（2004）則發現中部地區國民小學高年級女學生的「情緒管理能力」

與「人際關係能力」狀況均比男學生優良，不同家庭背景之學生情緒管理與人際

關係表現皆異，且其情緒管理與人際關係之間具有密切的相關。 

鍾庭良（2004）以研究桃園縣國民小學總務主任為對象，發現個體情緒表達

愈好，則人際關係愈佳，相對地上級壓力、工作負荷感愈輕。 

綜合上述研究發現，無論是學生、學校教職員，乃至一般的公務機關人員其

「情緒管理能力」與「人際關係能力」的表現均與性別、家庭背景、學歷、年齡

等有密切相關，且「情緒管理能力」與「人際關係能力」兩者之間有密切相關，

至於可否將此結論推論至臺北市里幹事，因為工作性質的相異性頗大，現尚不可

知，有待進一步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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