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章 

瞬間的表現告訴你
他是否值得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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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處給名片的人 
有較強的自我表現慾

在現實生活中，交換名片是表明彼此身份的一種手段，更是在

某些場合下不可或缺的行為。但有很多人在非工作場合，也總是動

不動掏出名片遞給對方，比如旅途中剛認識不久的人、飯店裏的鄰

坐、賓館的前台招待等。

這些人為甚麼喜歡到處散發名片呢？根據心理學家的研究，一

般這種人評價他人的時候，所注重的往往是對方的身體、地位或頭

銜。他們自己的名片上就常常堆砌着很多頭銜。

其實，這是一種自我表現的形式。在他們看來，只有這樣才能

讓別人更清楚認識到自己是一個如何優秀的人。他們有野心，喜歡

抬舉自己，並且常常夢想着一夜暴富，但在交往中卻又會表現得不

大誠實，常常言行不一。

遞接名片的方式也反映了一個人的品性。自己比對方先拿出名

片是誠意的表現，而當我們遞上名片，對方用雙手接過也是一種尊

敬的表示。但如果對方接過我們的名片，卻沒有把自己的名片遞過

來，則是一種無禮或者拒絕的表現。

有的人會抓出大把不經整理的名片，然後從中翻找自己的名片；

有些人會若無其事地掏出一大堆別人的名片來，然後誇耀自己和這

些人的關係是如何如何要好。這種人大多屬於自我中心的類型，他

們大多具有優秀的口才，活動能力強，能討人喜歡。這種人精力比

較充沛，有魄力，但過於注重外表。

經常以「名片用完了」之類的話表示歉意的人，多半對生活和

事業缺乏長遠的規劃，並且為人較為輕率。除了以上這些情況，名

片的內容和樣式同樣可以反映一個人的個性和心理。喜歡用粗大字

體印名字的人，一般具有較強的名利慾，總是喜歡不時地強調、突

顯自己，以吸引他人的目光。這種人雖然有強烈的功利心，但在為

人處世等方面卻會表現得比較平和、親切，具有紳士風度。他們很

擅長運用一些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外表和內心經常會不一致。

喜歡在名片上附加住址和電話的人，從心理學上講，這種人大

多具有較強的責任感，否則他們不會把自己的住址和電話印在名片

上。與此相反的是，許多人為了逃避工作上的麻煩，會拒絕告訴別

人自家的地址和電話。

喜歡在名片上印綽號和別名的人，比較叛逆

這種人一般都具有叛逆心理，做事也經常無法與其他人合拍。

他們在為人處世方面一般都比較小心和謹慎，但有時也會顯得有些

神經質，以至於常常會無端地猜疑，並且在猜疑別人的同時也會懷

疑自己。這就使得他們很容易產生自卑感，並且在遇到挫折和困難

的時候，缺乏足夠的信心，總是想妥協退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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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用輕柔質感的材料製作名片的人，溫和

這種人大多具有較強的審美觀念，不太容易與人發生爭執。在

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他們會盡力去照顧對方的感受。他們的意志力

比較薄弱，這常常會給他們帶來一些麻煩。

喜歡在名片上加亮膜的人，虛榮心強

這種人外表上看起來熱情、真誠和豪爽，與人相交也親切和

善。但這可能只是他們在人際交往中的一種慣用手段，事實上他們

大多是虛榮心比較強的。

同時持有兩種完全不同名片的人，精力充沛

這種人的精力往往非常充沛，同時具備一定的實力，經常需要

應付不同領域的人和事。他們的思維和眼光較一般人要開闊一些，

能夠看得更遠。他們的創造力很突出，往往會有一些驚人之舉。

總之，在一張小小的名片中，蘊含着非常豐富的信息，如果我

們能夠掌握這種「閱讀」對方名片的本領，在人際交往中也會走得

更加順暢。

敲門聲會說話， 
不信你來聽一聽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動作中的輕重緩急與自己的情緒和性格息

息相關，所以，我們可以從一個人敲門的強度、節奏、時間等，了

解對方的心理狀況。

敲門的輕重

一般情況下，一個把門敲得極其響的人是比較自信的，具有強

大的內心。如果一個人敲門的聲音非常小，生怕嚇着螞蟻，則表明

這個人有些過於謹慎，可能極度缺乏自信。這種人在人際交往中，

一般也會顯得比較消極和被動。如果我們聽到的是那種泰山壓頂的

敲門聲，就可以推斷出，敲門的人是一個辦事比較負責並且講究禮

節的人。

如果我們聽到敲門聲顯得乾澀無力，表明對方可能正因為甚麼

事情想不通，希望能夠找人訴苦。還有一種人，他們在敲門時喜歡

用手掌把門擂得「乒乒乓乓」響，有時甚至會「拳腳相加」。這樣的

從遞上名片的方式，以及名片的設計，往往

是自我表現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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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蛛絲馬跡 
證明他背叛了你

面對男人的背叛，有的女人依靠超強的第六感，可以瞬間化身

福爾摩斯，發現對方變心的證據；但也有很多女人，在男人已經背

叛她們很久之後依然無法察覺。相信沒有女人願意面對一個已經變

心的男人，那麼我們要如何證明他真的選擇了背叛呢？

好丈夫的表現都差不多，但壞丈夫的背叛方式卻各有千秋。當

一個男人開始背叛的時候，為了不讓自己出軌的事情敗露，他會拼

命掩飾再掩飾，撒謊再撒謊。但無論他做得怎樣天衣無縫，他的言

行舉止裏總會露出一些蛛絲馬跡。現在，就讓我們用放大鏡來看一

看男人變心時都有哪些典型舉動吧。

突然變得喜歡打扮

但凡男人突然改變自己的穿衣風格，我們就要小心了。比如，

他脫掉了自己的西裝襯衫，開始換上牛仔 T 恤；把以前從不接觸的

顏色甚至是卡通人物都裝飾到自己的身上，這可能意味着他的身邊

出現了年輕的女孩。

或者一向拒絕香水的他，抽屜裏突然多出一瓶名貴香水，這也

許就意味着，在他新認識的女生中，有一位的抽屜裏也有同樣一瓶

香水。又或者，明明喜歡張學友的他，卻一連好幾天都在哼唱陳卓

賢 (Ian Chan) 的《正式開始》，這可能就表示，一名喜歡 Ian 的女孩

出現在了他的身邊。

最近經常說「我很忙」

男人「很忙」的可能有許多，他可能是在為了讓我們生活得更

好、更舒適而去努力工作，爭取賺更多的錢。但如果從壞的一面來

解釋，那就意味着他可能已經對你失去了興趣，喪失了熱情。這種

時候，加班、出差等就成了他最有力的藉口。

所以，如果你的他最近總說要加班，要不就出差，在家裏的時

間越來越少，陪你的時間更是屈指可數，那很有可能並不代表他成

為「工作狂」，而是意味着對方可能正在準備和你說「我們結束吧」。

通話或短信記錄常為空

一般來說，正常使用的手機在通話記錄欄或短信欄內都會是滿

格記錄。如果我們發現他的通話記錄或短信經常出現記錄不完整的

情況，我們就可以大膽猜測：他是不是在回家以前對這些信息進行

了刪除。因為只有刪除才會出現這種記錄不完整的情況，目的就是

為了使自己的手機中不留下其他女人的信息。

或者他在回家後，總小心翼翼地把手機放在身邊，當信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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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響起的時候，他會第一時間拿起來獨自察看，並且回覆訊息也是

悄然進行；電話鈴聲響起，他沒有像以前一樣當面馬上接聽，而是

走到我們聽不到的地方，壓低嗓音接聽電話。遇到這種情況，就要

特別注意了。

開銷突然增大

一個男人出軌以後，為了體現自己的紳士風度和浪漫，也為了

討伊人歡心，總要去吃吃燭光晚餐、送送玫瑰、喝喝咖啡甚麼的，

而這些都是要花錢的，再加上他為了享受風花雪月，在沒有外快的

條件下，只好拼命地攢私房錢。還有些男人為了存錢，甚至不惜戒

煙戒酒，無所不用其極。

許諾不再生效

如果有一天，我們發現他對我們的許諾不再生效了，就表示我

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已經不那麼重要了。發現這種事情的原因，要

麼是他「靈光一閃」，發現自己不再愛，要麼就是他遇到一個更符合

口味的人，移情別戀了。

見面次數明顯變少

濃情蜜意時，恨不得天天黏在一起，可最近見面的次數卻驟然

變少，並且即便在一起也變得平淡，甚至有些尷尬，這些都是感情

出現問題的表現，要注意了。

對你開始有負疚感

忽然有一天，那個一向不在意我們優點的人開始對我們誇讚有

加，或者在一個平常的日子，一向不懂情調的他卻給我們買了一份

精緻且價格不菲的禮物。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一來是他突然「良

心」發現，變得浪漫起來；二來便是他心裏有負疚感，覺得自己承

擔不起另一半真摯的情感。所以，當那個「可以『hea』的話不會郁」

的他，突然又是洗碗又是拖地，變得好不勤快時，千萬不要天真地

以為自己終於「守得雲開見明月」了，也許是他在外面和其他女人

逍遙，回家卻看到你在操持家務，於是良心發現獻一回殷勤。

當然，上面總結的這些情況都只是「有可能」，但不可否認，當

一個男人以往的生活習慣忽然發生變化時，一定意味着甚麼。也許

是因為最近心情特別好或壞，也許是因為這段時間的工作特別順或

不順，還可能是因為他遇到了一個靚麗的女人，開始了新的戀情！

我們未必要做福爾摩斯，但出軌的人總會有

一些古怪的行徑，讓人感到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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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方不斷看手錶， 
說明你超時了

 

在面試時，如果每位求職者都口若懸河，回答問題時遠遠超出

面試官的時間限制，顯然會讓面試官非常疲勞，他們可能會不斷做

出看手錶、變換坐姿等動作，以此來表明「你已經超出時間了」。如

果無法看懂面試官這一動作的心理，就可能會給對方留下不好的印

象，影響到面試結果。

亞聰是一名大學畢業生，在學校各科成績都十分優異

的他，躊躇滿志地向各大企業投去自己的簡歷，期待找到

一份好工作。很快，他收到一家外企的面試通知。面試時，

對方要求亞聰先自我介紹，亞聰便開始講述自己大學期間

如何能力出眾，甚至連初高中的「豐功偉績」都涉及了不

少。聽着亞聰滔滔不絕的自我介紹，面試官抬手看了看手

錶，又問了他一些其他的問題。亞聰暗暗得意，覺得面試

官肯定是對他有好感才會對他進行全面了解，於是又繼續

口若懸河地說了起來。期間，面試官看了三四次手錶，但

亞聰都沒在意。面試官的表情越來越難看了。就在亞聰繼

續講述自己的職業規劃時，面試官終於忍不住打斷他的話，

讓他回去等面試消息了。

其實，對於面試官看手錶的動作，我們心裏應該有數，這是對

方在暗示「你超出時間了」或者「你太囉唆了」。如果我們這點事情

都看不出來，那面試失敗也是必然的。

除了看手錶之外，面試官還可能會通過其他一些動作來表達自

己的不耐煩，比如變換坐姿。下面我們就來解讀一下，看看面試官

的哪些動作在表達不耐煩。

面無表情地玩弄手指

當面試官表情呆滯、笑容僵硬，並開始玩弄自己雙手，變化雙

腳的位置或者兩腿重疊抖動時，就表示他不願意再聽我們繼續說下

去了。這時候，我們最好用簡潔的語言結束面試，以免讓對方更加

不耐煩。

眼神閃爍，雙手置於腦後

當面試官的眼神開始閃爍時，有兩種意思：第一，面試官對我

們所說的話題並不感興趣，所以他有些心不在焉；第二，面試官對我

微表情心理學——深入交際攻略.indd   64-65微表情心理學——深入交際攻略.indd   64-65 2/9/2021   下午1:382/9/2021   下午1:38



     67        66 微表情心理學 ── 深入交際攻略 第 3 章　捕捉面試官的微妙變化，判斷他對你是否滿意

們的話題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希望我們馬上停下來。因此，

一旦看到面試官做出這兩個動作，千萬不要再滔滔不絕，否則將徹

底失去這次求職機會。最好在面試官出現第一個動作時，我們就馬

上打住。

雙手交叉抱於胸前

當面試官面無表情地盯着我們，並且微蹙雙眉，把自己的雙手

交叉抱於胸前，或一隻手橫於胸前，另一隻手的食指靠頰、大拇指

頂着下巴，剩下三隻手指蓋着嘴巴，再加上背往後靠，雙腿張開或

交叉蹺腳時，表明面試官已經對我們的談話失去興趣。這時候，最

好立刻改變自己的談話內容和方式。

頭斜向一旁並微微朝下

當面試官的頭斜向一旁並微微地朝下，嘴唇線條僵硬、眉毛上

揚、眼露不屑時，表示面試官已經不再信任我們。這可能是因為對

方覺得我們的談話內容中有太多誇大的成分。這個時候，我們最好

能夠拿出事實來證明我們所說的話，否則可能會給對方留下硬銷自

己的印象。

放鬆身體，背往後靠

當面試官放鬆自己的身體，背往後靠，頭向後仰，並搔頭皮或

雙手抱於腦後的動作時，表示對方覺得我們的談話內容過於膚淺。

這個時候，我們最好不要再說下去，靜等面試官提下一個問題。

總之，面試是一個雙向交流的過程，為了使交流能夠愉快地進

行，我們必須從面試官那裏不斷獲取反饋，並據此調整自己的講話

內容和方式。

如果我們為了通過面試一味地表現自己，而

不注意面試官的表情，就很可能會造成與面

試官之間的不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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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握手就可探知 
對方內心的秘密

被譽為讀心術高手的霍茨．艾爾特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在一個

人的手和另一個人的手相互觸碰的那一瞬間，就意味着一種交流的

開始。這好比有一種電波在人和人身體和心靈上展開了傳輸。一旦

握手動作發生，這種電波就會瞬間在彼此間產生。而從這微弱的電

波中，我們就可以感知別人的內心。」握手是一種禮儀，也是人與

人之間的一種交流方式，只要我們用心去解讀，就能感受到對方通

過手掌傳遞的信息。

握手的溫度

2004 年雅典奧運會女子乒乓球單打決賽中，中國選

手張怡寧以 4:0 的比分輕鬆戰勝朝鮮選手金香美，為中國

代表團拿下一枚寶貴的金牌。賽後，張怡寧向記者透露，

在比賽開始之前，她就已經知道自己肯定會贏。記者問她

為甚麼會如此自信，張怡寧回答道：「賽前與對方握手時，

我感覺她的手是冰涼的，這說明她很緊張。」

張怡寧通過握手就預料到自己的勝利並不奇怪，因為行為學家早

就有過研究，手是一個人情緒的衡量尺。一般情況下，在一雙顫抖之

手的背後，一定是一個人恐懼的情緒；在一雙發熱的手背後，則一定

是激動的情緒；而在一雙冰涼的手背後，自然就是一個人緊張的情緒。

兩個人的手緊緊握在一起時，它所傳遞的，絕不僅僅是問候這

麼簡單，更是一種投石問路的試探。當一個人想通過握手來打探我

們的底細，或者通過握手來向我們施加某種壓力時，如果我們不知

道其中的奧秘，那在人際交往中就很容易處於被動。而當我們的信

息在對方那裏暴露無遺，自己卻沒有主動從中去獲取有用的信息，

就等於主動放棄了一次解讀對方內心秘密的機會。但如果我們深諳

其中的奧秘，每一次和對方握手時，都能認真地從這個簡單的動作

中去感知對方的心理，就能在社交場上更加遊刃有餘。

握手的力度

因為工作原因，Monica 經常需要和各種各樣的人打

交道。她是個非常細心，善於觀察的人。經過一段時間的

學習和琢磨後，她練就了一項絕招——通過握手來探知對

方的心理，從而獲取雙方交流的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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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Monica 和一個剛結識的合作夥伴握手時，感

到對方握手的力氣很大，就像老虎鉗一樣，把她的手夾得

生疼。根據她的經驗，這代表對方是一個控制慾極強的人，

這種人總是企圖能夠從力量上壓制對方，一般不容許對方

反駁，更不容許別人背叛，所以和這種人交往的時，最好

不要得罪他。為了順利將對手拿下，Monica 決定「以柔

克剛」。在和對方交談的時候，儘量避開對方的鋒芒，也

不去搶對方的話。無論對方說甚麼，她都能從自己的角度

予以積極的評價。正是因為謙恭溫和的態度讓對方覺得滿

意，對方才沒怎麼為難她，最後更是毫不猶豫地和她簽訂

了合作協議。

在這次交際實踐中，Monica看似在氣勢上不敵對方，

但誰又能說她不是這次交際的贏家呢？反過來想，如果

Monica 因為對方的咄咄逼人而針鋒相對，和對方硬碰硬

地進行一番唇槍舌劍，那必然會得罪對方，到時雙方的合

作自然也就不可能達成了。

在握手時，有些人的力量偏大，說明這個人在性格上坦率樂觀，

是一個堅強開朗的人。而那種握手力量適中的人，一般都比較聰明，

他們善於交際，能夠在人際交往中遊刃有餘。同時，他們非常多疑，

攻於心計，難以完全信任他人。所以，和這種人成為朋友很難。

有些人握手力量很輕，時間也非常短，好似敷衍了事。一般來

說，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對方的情緒低沉，或者對方正在被別的事

情困擾，導致沒有心情應付社交；再不然就是他對我們沒有特別的

好感，所以才敷衍了事。

握手的形式

有些人握手時間很長，這表明他對我們很感興趣，希望與我們

進行深入的交流或者想馬上獲得你的好感。有些人在握手時，只用

手指抓握我們的手，而不讓我們觸碰到掌心。這表示對方的性格非

常敏感，不喜歡與人交往。一般想和他們成為朋友並不容易，可一

旦成為朋友後，彼此就有可能成為知己。

有些人喜歡在握手時與我們交談，心理學家認為，這是因為對

方可能是個「自來熟」，想要通過這種方式讓我們感到親切；也有可

能是對方在試探我們，想提前了解一些信息。

有些人在與我們握手時，喜歡抓緊我們的手並不斷地搖動。這

種人一般都非常樂觀，並且對人生充滿了希望。他們樂於助人，而

積極熱誠的待人態度更能給他們帶來很好的人緣，進而讓他們成為

焦點人物。

此外，有些人在我們伸出手之後，他們卻猶豫了片刻才慢慢伸

出手來。這種人大多性格內向，不善與人交際，平時沉默寡言，做

事優柔寡斷。

我們可以透過握手的長度、力量與形式，建

立自己在別人心中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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