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五種處理衝突的風格1  

 

                                                      
1 《心智教育計劃：中三級課程教師手冊》（香港：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2000），頁 65–76。 



二. 嘗試尋找自己處理衝突的風格 

1. 如果你跟好朋友發生衝突時，你的心中最常會即時出現甚麼說話和甚麼感受呢？ 這些

感受及說話與上述哪一種動物的處理衝突風格較相似呢？ 

 

說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感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動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當你採取這種風格時，你覺得你在這段人際關係中贏取了甚麼？同時又失去了甚麼呢？ 

得：  

 

 

失： 



3. 由於我們與不同的對象發生衝突時，我們的回應會有所不同。嘗試反覆使用上述的練習，找

出你跟以下的人物發生衝突時，大多數會即時以哪一種動物的風格去處理呢？ 

 

＊你無需全部填寫，可以選擇符合自己的家庭狀況而填寫。 

＊家長也可同樣參與這練習，只需將學校轉為公司、組織或鄰舍等緊密生活的人物。 

 

 

 

 

好朋友 

 

 

 

同學 和善的老師： 

 

 

嚴厲的老師： 

 

 

原生媽媽 原生爸爸 

 

 

祖父母： 

 

 

外祖父母： 

 

 

哥哥： 

弟弟： 

姐姐： 

妹妹： 

繼父： 

 

 

繼母： 

 

 

繼兄弟姊妹 

（請註明） 

繼祖父母： 

 

 

繼外祖父母： 

 

 

其他（請註明關

係或人物） 

 

 

    

 

 

 

 

欣賞你努力完成以上的練習啊！ 

完成後，你發現自己較常處理衝突的風格是與              （動物）相似。 

你發現在運用這種風格時，你的得著和損失是：                      

                                           

＊如果時間許可，你可以完成附件一的量表，對比一下兩者的結果，那是台灣一所小學的人際關

係小組導師改編給學生填寫的量表。 

雖然貓頭鷹的風格並非完美，因解決衝突所需要的時間較多，也需要對方認識「五個處理衝突的

風格」，並同意一起運用這種風格去解決衝突，才能達致雙贏的局面。然而，當你願意為更良好

的人際關係花時間練習，假以時日，必定能與家人和朋友建立真摯和互相尊重的關係！ 



三.「踏上貓頭鷹之旅」心態轉化 

以下是給每種風格邁向雙贏關係之相應建議，以作參考，你可以將它修訂成較容易開始行動的

語句來使用，最重要是帶著尊重與真誠的態度跟對方展開溝通，並以建立顧己及人的關係為目

標邁進。 

 

給再婚家庭爸媽的建議：自己先完成這練習，與現任配偶多次練習，以致能表裡一致地向對方表

達，才向孩子表達，他們才會相信你的誠意。這樣，大家也會較自然及堅持去學習新的待人處事

的心態，孩子也會從你們的言行觀察到這是可相信的模式，而不是強加於他們身上的知識。 

海龜 玩具熊 狐狸 鯊魚 

試想想： 

 

你太習慣迴避衝突了，別

人也習慣了忽略你的意

見。你先問問自己內心的

真實意見，先要抬起頭，

望著對方說出你的感想

／意見／建議，是否被認

同或採納並不重要，因為

這只是第一步。 

 

你可以嘗試這樣說: 

 

「其實，我心裡面有好多

嘢想同你講，只不過我驚

我會講錯嘢，希望從今日

開始，我可以勇敢 D 話

俾你聽我嘅睇法同埋感

受……」 

試想想： 

 

你內心總想息事寧人，以

為遷就忍讓便沒有衝突，

但其實這只會縱容別人

忽略你，你可嘗試為自己

的權利發言及多一點堅

持，亦可提醒對方他的言

行態度會破壞你們的關

係。 

 

你可以嘗試這樣說: 

 

「我因為好重視你，唔想

見到你嬲同失望，所以我

好多時都遷就你，但係你

愈來愈過份，我決定唔再

忍受，從今日開始，我好

想俾你知道我嘅感想同

需要，諗出一個大家都同

意嘅方案……」 

試想想： 

 

你的著眼點只在於自己的

益處，以致你願意付出交換

條件，當中牽涉一點損失，

你只可以得到部份益處，而

彼此的關係亦只可以維持

在普通程度，因為你欠缺尊

重，亦不重視彼此有真誠的

溝通。請容許自己放下對

「成敗得失」的爭取，真誠

開放地聆聽別人的分享，為

整體健全的目標及關係重

新出發。 

 

你可以嘗試這樣說: 

 

「以前我只睇重自己的益

處，成日會用交換的方式來

令你認同我的建議。但從今

日開始，我希望大家得益之

外，關係亦能更親密，我會

真心聽你分享，用心商議雙

贏方案……」 

試想想： 

 

憤怒正控制著你的內心，

別人不是你的扯線公仔，

大聲說話只會使人聽不

清楚你的要求，輕聲一點

說話反能使人容易考慮

你的意見。請嘗試讓自己

安靜和冷靜下來，多聆聽

對方想表達甚麼。 

 

你可以嘗試這樣說: 

 

「我諗我實在太自私，以

致我無理會你嘅感想同

需要，不如從今日開始，

我多 D 學習先聽你嘅分

享，仲要確定自己準確明

白你嘅心聲同需要，令大

家的 關 係 更平 等 同親

近……」 



四.「踏上貓頭鷹之旅」言行建議表 

言行反映心態，亦能幫助心態的轉變。你可留意自己的言行是否一致地表達真誠和尊重別人的

態度，也可在你練習貓頭鷹的風格後，讓家人用這檢測表來反映你的進度。 

A. 身體語言 

真誠和尊重別人的態度     VS      不真誠和不尊重別人的態度 

眼神： 誠懇○ 專注○     斜視○ 鄙視○ 憤怒○ 

嘴巴： 放鬆○ 微笑○     緊閉○ 彎起嘴角○ 

面容： 從容○ 友善○     無奈○ 怒氣○ 

手勢： 自然○ 力量適度○    誇張幅度大○    激動○    指指點點○    十分用力○ 

坐姿： 傾前○ 坐正○     靠後○ 懶洋洋○ 

腳姿： 四平八穩○        疊腳○ 搖腿○ 

語氣： 溫和○       嚴厲○ 誇張○ 含糊不清○ 

聲量： 適中○       微弱○  過大○ 

 

B. 語言表達 

1.  清楚說出自己的期望     有○      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清楚表達自己的感受     有○      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說出自己的難處      有○      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嘗試提出解決方法     有○      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有禮貌地拒絕對方的請求    有○      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詢問及澄清對方的期望    有○      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說出對方的感受          有○      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表示明白對方的難處        有○      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靜心聆聽對方提出的建議       有○      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能清楚說出大家不同之處       有○      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體諒對方的困難         有○      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給予對方專心思考的空間       有○      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接受對方的意見         有○      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修訂自己的意見         有○      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用字能夠顧及對方的感受       有○      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邀請對方說話         有○      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欣賞對方的坦誠或尊重           有○      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給再婚家庭的建議：一家人一起練習，互相輕鬆地提醒而非指責。 

一個新習慣最少要連續練習 28 次，才能建立，同心和正面會事半功倍！ 

 



「五種處理衝突的風格」的討論 

 

經過許多的討論與實證，管理者深明五種風格皆有它的優點與限制，只要將風格與處境配合，

整個個體便能健全又和諧地發揮其功能，得出更美好的成果！一般而言，貓頭鷹和某程度的狐

狸風格會較適合處理關鍵或策略性的事情，其他的風格則較適合處理短期或日常的事情。 

 

處理衝突的風格 適合處理的情境 2 

協作的貓頭鷹  關乎複雜的事情 

 有充足的時間解決問題 

 單一個體不能解決問題 

 綜合意見才能得到更佳解決方案 

 其他成員的委身才能成功執行 

 不同成員擁有解決共同問題所需要的資源 
 

妥協的狐狸  各個成員的目標是互相排斥的 

 各個成員具有同樣的影響力 

 協助及爭競的處理風格都不成功 

 未能達成共識 

 對於一個複雜的問題需要臨時的解決方案 
 

爭競的鯊魚  關於瑣碎的事情 

 對個體自己是重要的 

 需要快速的決定 

 執行的行動是不受歡迎的 

 需要征服敢言（assertive）／下層的成員 

 其他成員的不利決定會令個體自身付出高昂的代價 

 較年輕／下層的成員缺乏作出技術性決定的經驗 
 

忍讓的玩具熊  成員認為自己是錯的 

 事情對於另一個成員有較重要的意義 

 成員為要從他者得到所需要的而願意放棄自己部份資源作為交換 
 

逃避的海龜  關於瑣碎的事情 

 與其他成員對質可能會出現的失衡效果，會超過解決衝突的益處 

 需要冷靜期 
 

 

給再婚家庭的建議：以上的例子作為參考，家庭成員可靈活運用，並透過定時檢討令大家更有

默契、有創意，更可運用各成員風格的優勢去處理衝突。如果整個家庭都傾向某種風格的話，

建議學習五種處理衝突的風格，然後一起練習貓頭鷹的風格，以建立互相尊重、真誠的個性與

家庭關係。 

  

                                                      
2 Rahim, “Managing Conflict in Organizations,” 385–395. 



附件一 個人衝突處理風格量表3 

～改編自鄭佩芬編著《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請按照你慣常的想法及言行，並參照下列 1 至 5 代表句子的符合程度填入適當的數字，

完成以下共 35 題的問卷，找出你慣用的衝突處理模式。（David W. Johnson & Frank P. 

Johnson, 1991） 

請在下列左邊的空格寫下數字： 

非常符合 
我的衝突處理方式 

符合 
我的衝突處理方式 

偶而 
我會這樣面對衝突 

不符合 
我的衝突處理方式 

非常不符合 
我的衝突處理方式 

5 4 3 2 1 

 

 

(1)當與別人發生衝突時，我可以控制自己的怒氣。 

 (2)當衝突發生時，即使別人的想法和我不同，我還是希望他最好依照我的想法來

做。 

 

 

(3)當面對衝突時，我認為用溫柔的方式來對話比較好。 

 

 

(4)面對衝突時，如果別人打我一下，我也會打回去。 

 

 

(5)面對衝突時，我覺得只要大家理智一點，問題就好解決了。 

 

 

(6)當發生衝突、爭執時，我常是那個最先閉嘴的人。 

 

 

(7)我覺得，只要自己有本事，就可以想做甚麼就做甚麼。 

 

 

(8)面對衝突時，我常以溫和的話語讓事情更容易處理。 

 

 

(9)我覺得，凡事「見好就收」。 

 

 

(10)我認為，多數人認為是對的事，不一定是對的。 

 

 

(11)面對衝突時，我會提議一項「兩全其美」的辦法。 

 

 

(12)面對衝突時，我常有「一定要令對方聽我的話」的信念。 

 

 

(13)面對衝突時，我常覺得要善良，但不一定要原諒對方。 

 

 

(14)我覺得，雙方如果行事公平，根本就不可能會有爭執。 

 

 

                                                      
3 康哲銘、范淑芬：〈人際關係團體方案〉，台灣，竹北國民小學心理諮商中心，網站：

https://hps.hphe.ntnu.edu.tw/FileUpload/_MemberSchool/F_201311071142201401.doc（最後參閱日期：2018 年 9

月 5 日）。 



 

 

(15)我覺得，任何事都不可能由一人獨力完成的，需要大家一起合作才能完成。 

 

 

(16)如果有人跟我意見不合，我通常會不再跟他來往。 

 

 

(17)我認為，面對衝突就像上戰場打仗一樣，誰比較強勢就是誰贏。 

 

 

(18)我覺得，當面對衝突時，說好聽的話，可以得到好處，自己又不會少一塊肉。 

 

 

(19)我覺得，當面對衝突時，「做了壞事必遭報復」才是一個公平的遊戲規則。 

 

 

(20)我覺得，當面對衝突時，只有願意放棄並退一步的人，才會從中得到好處。 

 

 

(21)當衝突發生時，通常我都會避開那些喜歡辯論者，因為他們只會令我更悲慘。 

 

 

(22)我覺得只要自己堅持到底，最後投降的一定是別人。 

 

 

(23)面對衝突時，我常以溫柔的話語來保護彼此良好的關係。 

 

 

(24)面對可能的衝突時，我會以送禮物來與對方維持好感情。 

 

 

(25)對我來說，公開和坦然面對衝突，是解決衝突的唯一辦法。 

 

 

(26)我覺得，與其去處理衝突還不如避免衝突。 

 

 

(27)面對衝突時，只要你的立場是對的，你一定能在這場衝突事件中獲勝得利。 

 

 

(28)面對衝突時，我覺得，「溫和」比「強勢」更能獲得勝利。 

 

 

(29)面對衝突時，對我來說，能得到一點自己想要的東西是我的目標。 

 

 

(30)面對衝突時，我常以誠懇與信任來幫助自己面對一切的困難。 

 

 

(31)對我來說，沒有任何衝突事件是重要到必須為它堅持到底。 

 

 

(32)我認為，面對衝突的結果只有兩種，不是勝利就是失敗者。 

 

 

(33)面對衝突時，我覺得不要跟對方爭執，也沒甚麼不好。 

 (34)面對衝突時，只要雙方各退一步，很容易就能達成和解。 

 (35)當衝突發生時，我認為只要溝通，一定會找到一個合情合理的方案。 



 

個人衝突處理風格量表——計分表 

海龜 

（逃避型） 

鯊魚 

（爭競型） 

玩具熊 

（忍讓型） 

狐狸 

（妥協型） 

貓頭鷹 

（協作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總

計 
 

總

計 
 

總

計 
 

總

計 
 

總

計 
 

欣賞你努力完成以上的練習啊！ 

完成後，你發現自己較常處理衝突的風格是與              （動物）相似。 

你發現在運用這種風格時，你的得著和損失是：                                            

                                           

你優先要練習的方向是  ○ 真誠  ○ 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