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AP一把罩
讓您工作品質更加分



吳曉萍　諮商心理師　

職場心理健康與企業諮商、情緒與壓力因應

失落與悲傷調適、心理腫瘤諮商服務

人際關係、伴侶關係、家庭與親子議題

企業：宇聯心理治療所、中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中區健康職場推動中心

醫療：台中忘憂森林身心診所、台灣乳癌防治基金會

媒體：警察廣播電台台中分臺節目合作

社區、學校：新竹看守所、家扶基金會、台中西大墩婦女中心、

台中更生團契、西大墩婦女中心、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等



講座流程

• 暖身篇：壓力小檢測

• 認識篇：員工協助方案(EAP)

• 技巧篇：從「心」窺見你的壓力值

• 認識自己，照顧內在



暖身篇：
壓力小檢測



做個小測驗吧！1/4

※ 請依據近3個月的身心狀況作答，共16題，並將分數相加！

1. 總覺得時間不夠用，吃飯、走路、做事急促。
     是（記5分）             否（不計分）

2. 經常忘東忘西。
     是（記10分）           否（不計分）

3. 有低落、鬱悶、厭世等情緒。
     是（記5分）             否（不計分）

4. 飲食有暴增或銳減的傾向。
     是（記5分）             否（不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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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各種娛樂、聚會、嗜好的興趣，明顯降低。
     是（記5分）             否（不計分）

6. 對噪音、擁擠的敏感度增加，比平時更容易發火。
     是（記5分）             否（不計分）

7. 不想去上班，對工作感到厭煩，有週一症候群。
     是（記5分）             否（不計分）

8. 擔心自己沒做好，別人的評價常常放在心上。
     是（記10分）           否（不計分）



9. 想把自己封閉起來，儘量不接觸別人。
     是（記5分）             否（不計分）

10. 上班過程感到身心俱疲，特別想吃甜食或炸物。
     是（記5分）             否（不計分）

11. 對目前這份工作，找不到目標與熱情。
     是（記5分）             否（不計分）

12. 每天都盼望提前下班，想逃離工作環境。
     是（記5分）             否（不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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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最近經常失眠或睡眠品質不佳。
     是（記10分）            否（不計分） 
14. 空閒時，放鬆會讓你有罪惡感。
     是（記5分）             否（不計分）

15. 頭痛、胃痛、反覆感冒或身上其他部位慢性疼痛，
     很難治癒。
     是（記5分）             否（不計分）

16. 腦袋總是思緒千萬，擔憂很多事情。
     是（記5分）             否（不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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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測驗
(了解你的壓力指數)

• 0-25分：身心情況良

　恭喜！
　調節情緒力一流。

• 26-45分：輕度心理壓力

　開始留意壓力！
　請定期、持續的紓壓。

• 46-70分：中度心理壓力

　身心略有抗議！
　建議諮詢擬定減壓計畫。

• 70分以上：重度心理壓力
您真的辛苦了！

　需要放更多心力照顧
    自己了唷！

                                          



「心病」的五大影響源
工作
與

生活事件

環境
與

文化
生理
狀態

人格 心態



如何活出健康心生活？

ü 應對緊急事件
ü 學習心理知識
ü 定期紓解壓力
ü 提升情緒表達
ü 平衡性格心態

心理免疫力
UP!



認識篇：
員工協助方案



員工協助方案的政策面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一、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二、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 
         促發疾病之預防。
三、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
         之預防。
四、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身心健康
        之事項。



為何要進行「員工協助方案」？
• 原因：現代人已脫離「為五斗米折腰」時期。

• 目的：讓員工長久發展、身心健康效能高。

• 服務範圍：
       
    

工作諮詢

心理諮詢

管理諮詢

醫療保健

法律顧問

財務顧問



Step1

當事人
尋求問題解決

專線初談

Step3

Step2

email初談

安排電話
諮詢時間

 員工使用EAP       步驟

安排面會
時間地點

電子信件
往來諮詢

專業‧保密‧關懷



台中市政府EAP簡介

               taichungeap@world-wild-union.com

       
                    0800-028-885

• 如何進行？
    1.與專業心理師面對面諮商 (一年至多4次)
    2.電話與E-mail諮詢關懷 
    3.專業保密 (除自傷/傷人/違法情況外)
   
    

E-mail
預約

電話
預約



技巧篇：
從「心」窺見
你的壓力值



從腦波看性格：BCI

• 科學算命
• 專注與放鬆程度
• 性格分析
• 人格分析
• 整體氣血檢驗                                        



心理測驗：你的大腦顏色?

                    



腦機介面儀(BCI)～腦色MBTI16
種人格職業評量案例說明





ISTP 大膽實際的冒險家
你是一位大膽實際的實驗家，擅長使用任何形式的工具。
你奉行實用主義，喜歡實作，不愛空談。你擅長分析、觀察、好奇心強，只相
信可靠確實的是實。較強的務實性使得你能很好利用一切的資源，並且很會抓
住時機。

ENTJ 外剛內柔的指揮官
你是一個大膽、富有想像力且意志強大的領導者，總能夠找到最佳解決方案。
你是極為有力的決策者，能明察一切事務中的各種可能性，天生的發號施令者。
你是未來的思想家，做事深謀遠慮，策畫周全。你事事力求完美，眼光毒辣，
能夠一針見血的發現問題並迅速找到改進方式。

ISFP 浪漫另類的藝術家
你是一位靈活有魅力的藝術家，時刻準備著探索和體驗新鮮事物。
你很溫柔、體貼、敏感，說話謹慎，對自己的工作充滿熱情。你有耐心、能屈
能伸也十分隨和，不會控制別人，不會因為外界的傳言來評斷一個人或一件事。

ESFP 引人矚目的表演者
你是一位精力充沛且熱情的表演者──在你周圍生活永遠不無聊。
你生性愛玩、充滿活力，喜歡為別人增添樂趣。你適應性強，平易隨和，能夠
同時參加好幾項活動而不減熱情，不喜歡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



「心」是最重要的器官：HRV

• 過勞值診斷
• 自律神經檢驗
• 心律不整檢驗
• 二尖瓣膜閉鎖不全檢驗
• 器官健康初步判斷
• 中醫脈相說明

                                          







認識自己
                 照顧內在



來做個小測驗

一、在同事眼中，我是一位？ 

1. 積極、熱情、有行動力的人。 
2. 活潑、開朗、風趣幽默的人。 
3. 忠誠、隨和、容易相處的人。 
4. 謹慎、冷靜、注意細節的人。 



二、我喜歡看哪一類型的節目？
 
1. 新聞、時事類。 
2. 旅遊、美食類。 
3. 戲劇、人性類。 
4. 科技、藝術類。 



三、我做決定的方式？ 

1. 快速、立即。 
2. 憑某種「感覺」。 
3. 需時間考慮或參考他人意見。 
4. 要有詳細的資料分析、評估。 



四、哪種工作可能是我最擅長的？

1. 以目標為導向，有不服輸的精神。
2. 良好的口才，能主動建立友善關係。
3. 能配合團隊，扮演忠誠的擁護者。
4. 流程的掌握，注意到細節。



五、當壓力很大時，我會？

1. 用行動力去衝，並且克服它。
2. 找信任的人傾吐，獲得紓解。
3. 為不讓別人麻煩，自己承擔。
4. 重新思考緣由，仔細分析現況。



六、與同事之間的相處？

1. 以要事為主，很少談到個人生活。
2. 重視氣氛，能夠帶動團隊情趣。
3. 良好的傾聽者，對人態度溫和友善。
4. 喜歡安靜、獨來獨往比較舒服。



七、你希望別人如何與你溝通？

1. 直接講重點，不要拐彎抹角。
2. 輕鬆，不要太嚴肅。
3. 溫暖的對話，有人情味的互動。
4. 有清楚的依據和理論。



八、要完成一件事時，你最在意？

1. 目標是否有達到。
2. 過程是否快樂。
3. 參與者是否都同意。
4. 流程是否正確。



九、你最害怕哪一點？

1. 曝露弱點，遭人打壓。
2. 失去認同，被人排擠。
3. 變動過大，難以適應。
4. 規則不清，標準不一。



十、哪個比較像是你的缺點？

1.缺乏耐心。
2.缺乏細心。
3.缺乏主見。
4.缺乏幽默。



測驗計分

請計算1、2、3、4，您的哪個選項最多？

                1 最多的：獅子型
                2 最多的：孔雀型
                3 最多的：無尾熊型
                4 最多的：貓頭鷹型



測驗結果



解釋四種人格1/4

• 優點：
     果斷、執行力高、企圖心強、
     步調快、接受挑戰、有話直說

• 缺點：
     急躁、固執、缺乏耐心、
     容易暴怒、難以忍受愚昧

• 溝通特色：
     指責、強勢、聲音大

• 外顯特質：
    目標達成、講重點

• 溝通力UP所需：
     情緒管理力



如何UP溝通力

情緒管理力
• 自己情緒很大的時候怎麼辦？
    1. (吸氣數3秒+吐氣數3秒)Ｘ3遍
    2. 音量/語速/強度降低30%
    3. 用「我們」開頭，少用「你」

• 對方情緒很大的時候怎麼辦？
    1. 先從表情判斷對方的情緒狀態 
    2. 退後一步
    3. 點點頭，表示理解
    4. 「謝謝你告訴我」        



解釋四種人格2/4

• 優點：
     樂觀、重視形象、人緣好、
     擅於表達、活力、幽默、熱心

• 缺點：
    不自覺畫大餅、情緒化、
    愛說大道理、遇到困難容易閃躲

• 溝通特色：
     誇張、情緒較激烈、話多又急

• 外顯特質：
     樂天派，開心果

• 溝通力UP所需：
     積極傾聽



如何UP溝通力

積極傾聽
• 讓別人樂意與你說話的五個撇步
    1. 眼神平視
    2. 向前微傾
    3. 與對方45度角對話
    4. 適時點頭，重複關鍵字，確認對方意思
    5. 表情、身體放鬆



解釋四種人格3/4

• 優點：
   善傾聽、按部就班、有耐心毅力、
   配合度高、以和為貴

• 缺點：
   怕衝突、不喜變動、小心翼翼、
   猶豫不決、較無主見

• 溝通特色：
   委婉、壓抑、不講白、好好先生/小姐

• 外顯特質：
    沉默寡言，耐操

• 溝通力UP所需：
自我肯定式表達



如何UP溝通力

自我肯定式表達法
• 讓你的需求被採納的神秘公式
   客觀立場+ 我的感受+我對你的猜測+我的需求

  例句：快點啦！幫我簽單子！
  
  改成：
  現在我們只有三分鐘的時間，我有點著急，
  我猜你現在也剛好在忙，
  但可以請你幫忙我簽個單嗎？



解釋四種人格4/4

• 優點：
      邏輯清晰、善思考分析、
      深思熟慮、謹慎務實、重視細節

• 缺點：
      吹毛求疵、要求嚴格、
      過度理性、不擅人際互動

• 溝通風格：
      就事論事、避免互動、
      對情緒不太熟悉

• 外顯特質：
    追根究柢，不好妥協

• 溝通力UP所需：
     同理他人



如何UP溝通力

同理他人
• 讓你很快建立關係/消滅衝突的招式
   1. 反映對方的情緒。
   2. 站在他的角度思考。

 當他說：你每次都在我最忙的時候來亂是怎樣？
 回法：我感覺到你的緊湊，你一定很忙，
 我們可以怎麼做讓這件事好辦一點？



成功的企業，來自快樂的團隊！

讓EAP與您一起打造幸福企業
                                          



快樂工作的秘訣

看見自己存
在的價值

追求提升
工作形象

找方法
照顧自己＋＋

熱
忱

堅
持

健
康



台中市政府EAP簡介

               taichungeap@world-wild-union.com

       
                    0800-028-885

• 如何進行？
    1.與專業心理師面對面諮商 (一年至多4次)
    2.電話與E-mail諮詢關懷 
    3.專業保密 (除自傷/傷人/違法情況外)
   
    

E-mail
預約

電話
預約



謝謝您的聆聽！
FB：Miss wu的小日記（吳曉萍諮商心理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