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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男人的Ｇ８招 

「壞男人的 G8招：壞男人約會成功的秘密大公開」

是一套從以前到現在，我所有約會方法和技巧的

精華。 

 

在這套約會系統裡面，你將獲得從認識女人到最

後交往，中間過程每一個步驟的方法和技巧，當

你握有這套「約會藍圖」以後，面對女人時，你

將變得非常有自信，並且在情場上更能獲得你想

要的愛情。 

 

 

 

 

至於「曖昧的張力」則是我在一年前，所創立的一個想法，並且把它打成電子書，

放在網站上，而後這套方法經過了超過 33854名(2009/10/12的數據)網友的下

載和實際使用以後，獲得了熱烈的迴響。 

 

因此我延續了「讓女人自動愛上你」的精神，繼續深入編撰這套方法，在壞男人

的 G8招裡，我會更加詳盡的解釋曖昧的張力，和其使用方法，我也會在裡面分

享三個從未出版過的曖昧技巧，這些實戰範例你可以直接拿去，馬上使用。我還

會教您如何延續曖昧的能量，將你們兩個的關係從朋友一路推進到情人！ 

 

但是「曖昧的張力」，只不過是成功的元素之一，更多諸如認識/搭訕女人，聊天

/幽默等約會致勝的關鍵，都會包含在「壞男人的 G8 招」裡。 

 

假如你想要獲得約會致勝的秘密武器，那你千萬不能錯過 

壞男人的 G8招 http://Badboylove.com 

 

 

接下來請好好享用「曖昧的張力」精簡版 

 

為什麼要曖昧 

男人和女人的關係，如果想要進展到超越一般朋友的親密狀態，情感的加溫

http://badboylo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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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要的。但是大部分的男人，為了讓女人知道自己的愛意，通常都喜歡直接表

明愛意，例如幾句萬年不變的那些梗：我喜歡你，你好美麗……… 

 

很多約會診療室的讀者都會問我，我這麼強調不應該和女人告白，應該虧女

人，和女人打鬧，很風趣的相處，那女人如何知道你喜歡她？ 

 

女人對於男人的情感是動態的，尤其是約會初期，最為浮動。尚未與女孩建

立一定的感情基底前，假如直接對她翻底牌，除非她對你已經有好感，不然被拒

絕的機會很大。 

 

告訴她妳喜歡她並沒有什麼不對，但是太早告訴她，就會失去所謂的「發球

權」。 

 

神秘驚喜的感覺對於女人來說很重要，我曾經做過一份調查，發現 10個女

人之中有 8個女人最希望男人給他們的就是驚喜。 

 

假如今天給你一個藏寶箱，然後直接在你面前自動打開，裡面放滿了價值連

城的金塊。 

的確，金塊很吸引人，但是這個藏寶箱已經失去它的神秘感了，說不定你還

會暫時忘記它的存在然後跑去看電視或吃東西。 

 

又假如今天給你一個打不開的藏寶箱，在你打不開之前，整天你的頭腦裡一

定不時的在猜想裡面到底藏了一些什麼。 

 

 

所以要傳達愛意，並且產生會令女人著迷的效果，最好的方法就是學會如何

產生曖昧的張力。 

 

 

什麼是曖昧的張力 

 

曖昧這兩個字，原來的意思就是意圖模糊不定，在這種模糊的狀態中，通常

能產生出一股強大的張力。 

 

假如要舉例說明這種感覺，這就像當初美蘇冷戰時間那種感覺，雙方都覺得

對方想要打自己，可能不知道對方什麼時候要打，要怎麼打，在哪裡打？在這種

情況下，彼此互相好奇對方的舉動，雙方更加強對於對方的研究，不斷想摸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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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意圖。 

 

 

同樣的，模糊的言語往往更令人玩味，假如今天一個人走過來想揍你，你看

到後雖然會恐懼，但是很快的就能反應並且抵抗對方。但是假如今天對方只跟你

說一句：回家途中小心一點……。這時候我們的心中就會開始想很多，他是要打

我？拿刀捅我？還是綁架我？於是我們身陷於迷惑之中，並且時時刻刻都在思考

這個問題………。綜觀世間的大小事物，都不難發現這種模糊的力量比開門見山

來的強大好幾倍。 

 

男女關係也不例外，漸進式的產生曖昧的張力，慢慢把你們兩個的相處模式

從朋友轉為情人，這個過程相對於告白這種跳躍式的關係來說，會讓女人覺得自

然許多。曖昧的張力，就是在於兩人相處間的感覺，一種讓女人覺得你「好像」

喜歡她，但是不知道是在開玩笑還是真的喜歡，也不知道你什麼時候告白，甚至

懷疑你會不會告白。 

 

 

使用曖昧的張力來加溫的好處 

 

1. 意圖模糊可攻可守 

在這種情況下，你的意圖對於她來說是模糊的，這時候女人會更想瞭解

你到底在想什麼。這時持續增強曖昧的幅度，假如她對你的曖昧（無論是言

語還是肢體），表達出善意的話，那你就可以利用這種一來一往的關係，慢

慢引蛇出洞，為你們的情感持續加溫。反之假如她對你的曖昧比較冷處理的

話，你也可以相對應的慢慢來。絕對不要馬上表態，這樣只會將你自己置身

於刀口上，不是成功就是失敗，風險太大（而且，通常賠率也很高）。 

2. 製造更多神秘感 

曖昧本身就帶有一種不確定性，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更容易讓女人對你產

生神秘感，想要更瞭解你，也就會順理成章的放更多注意力在你身上。當然，

很多東西就可以慢慢讓女孩猜，然後讓她藉由這種類似探索的行為，激發出

她對於你更多更大的好奇心與好感。 

 

 

 

產生曖昧的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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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產生曖昧的張力，主要有兩個元素，兩者缺一不可，也就是言語上的曖昧和肢

體碰觸 

 

1. 言語曖昧 

在歐美，他們對於肢體觸碰的尺度比較大，所以曖昧的升級，往往靠肢體互

動，兩方就能知道對方的意圖。不過在保守得東亞，當肢體觸碰沒有這麼開放時，

言語上的曖昧相形之下也就更加重要了。  

儘量放入很多情感的暗示，或者是性暗示，然後用幽默開玩笑的口吻，來傳

達這些暗示。不過記得一個重點，那就是你的言語要模糊，儘量讓你的言語帶有

不確定性。 

 

以下有幾種方式可以傳達這種暗示： 

A. 在言語中放入感性字眼 

例如假如你的女孩跟你說她怕高 

那你可以回應說：唉呦，這樣膽小我怎麼帶你去更多浪漫好玩的地方冒險

呢？ 

     

另一個例子，在聊天要結束的時候： 

我：我要去吃飯了 

她：你要下線摟？ 

我：恩，不要太想我，下次在聊吧，byebye 

 

 

  

B. 使用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是一個很好的工具，假如女人願意配合你的領導並且扮演你給

她的角色，那你就能把你們之間的談話升級，跳脫當下的環境，到你所設計

的情境之中。也就是說，帶「她」玩「你」的遊戲。 

例如假如那個女還是做銀行業的 

你可以回應她：wow現在做銀行業不錯喔，加上兩岸三通，應該可以賺很多

錢，那我一定要把你帶回家當老婆，這樣我就可以在家看清閒的電視摟。 

她：不要 

我：我可以帶小孩，當個超級奶爸。 

她：不行啦，你也要在家工作阿，不然我一個人怎麼養家呢？ 

（她已經開始進入這個角色之中） 

老婆老公，騎士公主，老師學生，很多角色都可以拿來套用並且開玩笑亂聊，

不過千萬記住，不要讓自己變成那個幼稚或者沒有價值的角色，例如你當小

孩她當媽媽等等。角色扮演是要「她」玩「你」的遊戲，而不是要她來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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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當霸王。 

 

 

 

 

 

 

 

C. 談論有關性的話題 

這個意思並非你要馬上問女孩：你愛口交嗎？你有做丁字褲除毛嗎？這

樣的問法，只會讓你顯得很急躁且好色。不過談論性相關的話題，卻是曖昧

升級的要素之一。最好的方式就是用具有一定相關程度的議題來切入性談

話。 

 

 

例如你和女孩去了某個藝術展或者文物展，尤其是那種古代皇家的東西

時，聊天之中很可能就會聊到以前的皇帝，他們都有後宮佳麗三千等等，那

此時不訪可以問女孩：那你對於皇帝每天都能換女伴，有什麼看法呢？ 

這樣一來除了能把話題帶入性的領域外，也能趁機瞭解女孩對與男女性愛的

觀感是什麼。 

 

 

 

 

 

 

 

Next Page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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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肢體接觸 

肢體觸碰不只是象徵兩個人關係密切程度的指

標外，也以被科學證實，人與人之間的肢體觸碰，會

刺激我們產生一些化學物質，這包含會讓另一半愛上

你的化學物質。 

 

所以在人類的心理上，當兩個的距離越來越近時，

親密度往往也會隨之增加，搭配言語的曖昧，更能加

深女人對你的情感連結。 

 

 

肢體碰觸主要分成兩種： 

A. 沒有曖昧意思的碰觸 

這種肢體上得碰觸，多半是因為情況需要或者是

很例行的碰觸，例如說把女人移到馬路的內側（你什

麼都不用說，就手過去推她的肩膀即可），過馬路時

可以摟肩保護她，或者拉著她的手過去（過完馬路馬

上放下，接觸太久，她會覺得你是怪叔叔），或者是

幫她看手相，騷她養，和她 give me five等等。 

 

這種沒有曖昧意思的碰觸，目的是為了先讓她習

慣於你的肢體碰觸，讓她覺得你們兩個肢體會接觸是

很自然且舒服的事情。建立起這種舒適感以後，才能

開始放入有曖昧意思的肢體語言。 

 

B. 有曖昧意味的碰觸 

這種碰觸通常有故意的成份在，沒有任何其她原

因的碰觸（過馬路，或者看手相之類的），最簡單的

一個就是叫女孩借你她的手，並且用兩隻手指頭輕輕

的騷弄她的手心，假如是騎機車，可以輕輕撫摸他的

小腿，或者用手輕輕滑過她的皮膚等等(有些女人覺

得這樣很舒服)。 

 

 

 

 

輕觸女人手臂 搭訕必殺

技 

自由時報 

〔編譯胡立宗綜合報導〕

別以為妙語如珠或是潘安

再世就一定能在情場無往

不利。英國亞伯丁大學的

最新研究發現，要約女生

跳舞或要電話，短暫輕觸

對方臂膀或露出誠摯笑容

才是必殺絕招。 

刊登在「焦點雜誌」的報

告指出，如果男方能在邀

請女方跳舞時，還輕觸女

方手臂短短一、兩秒，會

讓三分之二的女生更樂意

跟男生共舞。其中的奧秘

在於，短暫碰觸會讓女方

覺得這個男人更有主導

力，因而增加對女性的吸

引力。 

統計顯示，如果不碰觸對

方，邀請的成功率會當場

下降一半。而在街頭搭訕

的情況也很類似。如果在

跟女方要電話時，能輕觸

女方手臂，女生也會更願

意給男生她的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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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放自如 

女人對於不舒服的肢體觸碰容忍度其實很大，假如你一直搭她的肩，強迫牽

她的手，她可能不會吭聲，不過一旦這種不舒服累積到一個境界，她就會把你打

入怪人的行列。 

 

 

女人可能會因為想給你面子，或者有點喜歡你所以不想破壞氣氛。但是持續

不舒服的肢體碰觸，會一點一滴的扼殺她對你的好感，到最後等她表明不舒服的

時候，通常也對你沒有好感了。 

 

所以你必須時時刻刻觀察女人對你肢體觸碰的感受為何。當你在進行肢體觸

碰的時候，必須要收放自如。我建議在你們牽手之前，所有沒有曖昧意思的肢體

觸碰動作請低於三秒鐘以下（搭肩，觸摸身體等等），觸碰完以後馬上輕鬆的收

回。 

 

並且在你肢體觸碰的時候，觀察女人會不會觸碰回來，例如開玩笑打鬧的時

候，女人會不會打鬧回來，你故意玩她手指頭時，她是被動的給你玩？還是也會

玩回來？ 

 

這種肢體曖昧的一個轉捩點，就是牽手。（這邊指的是那種她的手也有勾回

來的牽手，你可以試試看，假如你故意放鬆，她會不會握緊一點，假如她的手都

松松的，那對你可能就還沒到那種好感） 

等到你們牽手以後，整個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女人此時已經能感受到你對她的

愛意了，現在就只差了解說你只是想玩一玩，還是想認真交往了。 

肢體曖昧的最高境界就是親吻了，接下來就到親熱階段了，不過這不再我們這次

的討論範圍之內。 

 

  

肢體觸碰 舒適 不舒服但是不會說出來 不舒服且會表明出來 

女人對於肢體觸碰的容忍度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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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曖昧當作試探工具 

 

曖昧的張力，還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它能讓你偵測女人對你的感覺為何。假

如你講出一句曖昧不清的話，對方給予正面回應，那就表示你們的關係呈現一種

升溫的狀況；反之，假如對方給你負面的回答，那就表示她對你這番話不太感興

趣。不過你隨時都有台接下，因為在這種模糊的環境下，你只要對她的負面回應

在開的玩笑，或者幽默地回應，尷尬的氣氛也就能化解。 

 

 

 

創造出一種曖昧的氣氛，在男女約會初期格外的重要。這種氣氛下，你比較

能夠洞悉女人心境的變化，並且在曖昧的氣氛中向她傳達你對她”可能”有意思，

並且慢慢的根據情況進行下一個步驟。等到時機都成熟了，再往親熱的互動發展，

很自然的升級你們兩的感情，這樣才不會發生那種讓女人嚇到的情況（沒有任何

曖昧張力時突然牽手，或者突然告白….）。 

 

 

 

 

  

整合升溫方法 

現在你了解如何使用言語調情和肢體互動的方式來產生曖昧的張力以後，就必須

配合上幽默開玩笑（在「壞男人的 G8招」裡會有更詳盡的解說），這樣的情況下

才能夠慢慢的升溫成功。不過在曖昧的過程裡，如果能把握到一些關鍵時刻，那

就能加快你升溫的速度！而且能夠一口氣將你們兩個人的關係推向情人… 

 

 

什麼是肢體觸碰的大禁忌，並且會讓她想開始拒絕你，甚至讓愛情胎死腹中？ 

 

如何進行整合曖昧升溫法（並且附上範例），讓她覺得一切都如命中注定，一口

氣讓你們晉升成情人？ 

 

另外三個使用言語方式的曖昧技巧，而且是女人沒辦法拒絕你的曖昧張力釋放法，

（很多看過的女性朋友都跟我說”這真的很雞掰，根本防不住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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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到女方很喜歡玩曖昧遊戲時，該如何來讓她向你「表白」？ 

 

這些問題的答案，通通都在「壞男人的 G8招」裡。 

 

假如你不想要再錯失任何認識女人的機會 

假如你想擁有讓女人愛上你的力量 

假如你想要交到一個女朋友 

那現在請馬上索取壞男人的 G8招 

http://Badboylove.com 

希望能在另一邊與你相見  

你的好朋友 Max 敬上 

 

 

http://badboylov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