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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遇见过下面的情况吗？
1，为什么许多很聪明的人却在工作上没什么成就？

2，为什么许多很聪明的管理者，经常感到孤独与寂
寞，无人理解？

3，为什么大多很聪明的同事，自我的意识特强（一
切以自我为中心）？

4，为什么许多很聪明的人在公司里，不知道如何与
人相处？

5，为什么一些很聪明的同事，很难与人沟通？

6，为什么许多聪明的人人际关系很差？

7，为什么一些人的情绪会起伏不定，难以捉摸？

8，为什么一些很聪明的人在公司里是位独行侠?

9，为什么有些人在失败后或受打击后很难站起来？

10, 为什许多人缺乏自我管理的能力？



11, 我的老板经常把我做的结果夺为己有, 我不知如处
理?

12, 我的同事经常把他（她）的工作交给我来做?

13, 我的团队中有人不肯加班, 弄得我每天自己需要加
班?

14, 我对我的组员很仁慈,他们有需要, 我会让他们先走,
或者晚到.但是当我需要他们帮忙时他们却有借口?

15, 难道公司里的升迁都得靠与老板的关系吗？
16, 老板告诉我因为每年绩效我都是优等,今年是否可以
让给别人.反正加薪加不了几个钱?

17, 为什么几次的升迁,都轮不到我?

18, 我将来是要一直干技术的活还适应该考虑去管人?

19, 在开会的时候,我遇到咄咄逼人的场面,我不知如何
处理?

20, 在公司里,我认为只要努力工作,不要去搞什么人际
关系?



Sharon 及Tracy 在同一个部门工作多年,两人非常
要好. 当Sharon被提升为部门主管后,Tracy立刻成
了Sharon的下属. Sharon并未及时感到她与Tracy

之间的关系正在微妙的改变. Sharon忙着藉新职

务给了他机会可以放手去作她对工作的一些新想
法. 过了一阵,她才发现,Tracy对她的建议,或指令
总是持着敌意或不很合作的态度。 同时她也发
现,Tracy经常故意躲着她.几次Sharon需要Tracy

加班把工作赶完,Tracy不是推说身体不舒服或者
家里有事而不肯加班. 不仅如此,经Tracy也开始影
响其他的员工.Sharon感到似乎被孤立了….. 

Sharon感到非常地气愤.



马宏换了新工作,死命就想把工作做得出色,没
想到,在向老同事要一些信息以及data时，
得罪了他们。在部门会议时，又指出一些
部门需要改进的事，又得罪了一班老同事。
到后来，好像感到与人为敌的日子， 可真
难过的。



第一名的跳水明星被批评自认是最
大牌的明星-摘自China News2009,07,21

中国郭晶晶在罗马第五度夺
冠,再度成为媒体的焦点.不仅
是因为她昨天在罗马世界游泳
3公尺跳板再度夺冠,也因为他
对媒体的争议性的态度曝光. 

但是她的闻名不是从她
在跳水超人的成就,而是从她对媒体显然不
友善的态度而来. 对媒体的问话,她总是闭而
不答.或是头的转向不愿给媒体拍照..



新闻狗仔队緊迫盯人，想盡辦法
將林書豪在台湾的行程摸透透，
他自己則是用高EQ幽默回應：
「盯人防守太出色，球探報
告做得很好。」面對可怕的
媒體陣仗，他不是吐露厭
煩，而是耐心告訴大家：謝
謝你們對我的支持。」

返台以來媒體一路緊盯，記
者會藉各種問題狂炸。能夠始
終保持笑容，還謝謝媒體對
自己的關注與支持，大概也
只有高EQ 的豪小子」林書豪
辦得到了.



The ability to manage emotions in others is 

all about working with other people. The 

Harvard Psychologist Robert Rosenthal 

developed a PONS test ( Profile of non-

verbal sensitivity) to measure people’s 

ability to read cues. Research indicated 

that people were more successful with 

higher PONS even if the IQ was average.



职场新标准

工作的法则正在改变,评估员的标准也在改变,评
估你的不再是个人的聪明智慧,受过的训练与专
业的能力,还得看你如何自处,如何与别人相处.这
个新标准已逐渐被更多的公司在聘任,解聘留任
和晋升上.

这些法则能预测哪些人最可能成为卓越的员工,哪
些人最可能被淘汰,它还能预测公司在并购过程
中是否能适应,或做应变.

在这个逐渐失去,终身雇佣( lifetime 

employment）,或技术为本的工作场合,取而代之
是员工的EQ 以及软性技巧.



IQ EQ

使得你被雇佣 使得你被升迁

职业顺利成功



在戈尔曼1998年出的情商与工作一书中，他指
出来能分辨出一个高效率的领导不是他(她) 的IQ 

有多高，而是因他(她) 的EQ。尤其近年来，大
家认识到在组织中的人际关系与沟通是组织成功
的核心成分后，大家也随之意识到在工作场合，
情商比知识与技巧更为的重要。

除此以外戈尔曼也证明，情商是成功人士许多
导致成功因素中最重要的因数。

他的另一个重要的结论是：一个人的成功
20%取之于智商，80%取之于情商。



情商像一面魔镜，令你时刻反
省自己，调整自己，激励自
己，是你人生获得成功的力
量泉源。

英国《泰晤士报》评论



With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 manager can 
constrain anger, self-doubt and other 
negative feelings and focus on other 
positive emotions such as confidence and 
congeniality. Luckily whereas IQ is 
relatively fixed, EQ can be learned, 
improved, trained and matured. As EQ 
grows, managers are transformed into 
leaders. When this is accomplished, 
managers gain interpersonal skills and 
developed as insightful persons. This 
enable them to hire right people to 
build strong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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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在职场为什么重要？

一位曾经辅导过美国奥运队的心理学家曾经说过，
这些奥运的运动选手，每个人都投入无数练习的
时数，因此成败主要系于运动员的心理战力。在
工作方面有所谓的地板效应（floor effect)许多企
业的高级人才在智能与专业能力方面本来就经过
严格的筛选。具有高的IQ只算跨过一个门槛. 此时
的情商就会扮演关键性的因素。所以EQ比IQ或技
能更加适合作为“差异化的特质”。



工作中情商不足的表现?

对美国的管理者的一项调查显示:

大约78%  年轻人无法接受批评，当别人对他们的表
现有看法时，他们会以防卫或敌意把反馈当成人身
攻击。

大于75% 员工没花时间理解公司里的复杂人际关系

大于 50% 员工不知自己有什么弱点,缺乏在工作中
继续成长,追最求更上一层的动机:

40% 员工无法和工作伙伴分工合作;

only 19% 前来应征的职场新手中,有足够自我训练
人



2010年本届毕业生工作要求五项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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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 is vital to five areas of workplace

情商在职场上五个重要的作用

Selection and

hiring

Insight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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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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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 high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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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vating

people



什么是EQ？



Definition of EQ

ability to understand how yours 

and others’ emotions work and 

to manage your own and 

influence other’s emotions.

情商乃是指能理解, 并管理自己以及
影响他人的情绪的一种能力



什么是情商?

情商主要是指信心,激励,毅力,忍耐,直
觉,自觉,抗挫力,抗压,合作以及自制等
一系列与个人素质有关的能力Quality 

of mind),就是指人的心理素质.说得通
俗一点就是一个人运用心智控制情感
和管理行为的能力.

智商虽然为成才创造了条件,但能否成
才决定于情商



什么是情绪?

是人面对处境(刺激或改变），而产
生的感觉

对别人的反馈，真不介意吗？



你们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
地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
的义

雅各书1：19-20



“Anyone can become angry- that is easy. 
But to be angry with the right person, to 
the right degree, at the right time, for the 
right purpose, and in the right way-this is 
not easy”                     -Aristotle's

任何人都会生气, 这是很容易的。但是生气要
气对了人, 气到适当的程度,气在对的时间, 
有适当生气的目的（理由）,还要有好的方
法生气就不容易了。

--阿里斯多德



情绪是了解自己
最好的窗口



其他自我认知的途径

1，从经验中认识

2，从他人反馈认识

情商低的人通常自我意识很差
在国内不排队

在电梯里抽烟

店里看商品，站到你的面前





在裏面的人 Inner Man

人的情緒是最能誠實地表現裏面
的是怎樣的人(最诚实的语言）
Human’s emotion is the 

most honest language which 

displays what kind of person 

we are.  



处境把人心中原有东西揭发出来

哪一瓶是装着酒精?  哪一瓶是装着水?

比喻，婚姻， 压力
地震后救出一个商人



情绪没有绝对的后果

• 焦虑 急中生智

• 恐惧 背水一战

• 羞愧 知耻而后勇

• 悲哀 哀兵必胜

• 愤怒 愤怒出诗人

• 忧虑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情绪是人类的警报系统能够为人们对周围情况
提供警示。情绪是人类心灵复杂的状态一方
面牵涉到心理变化，一方面牵涉到生理变化。

生理层面 心理层面

情绪是人类心灵复

杂状态会引起生理

变化如激素呼吸，

心跳加快,脸红，手

掌出汗，脉搏以及

酯腺分泌

情绪是快乐,兴奋,

忧郁,害怕,等等
对人或对事的从微感
到强感. 这种感受
主导一个人心理情况
以及素质



传统与现代对情绪的看法

传统相信情绪 现代相信情绪

使我们分心
Distract us

让我们脆弱
Make us vulnerable

无法作理智决定
Cloud our judgment

一定要压制情绪
Must controlled

歪曲信息
Twist information

激励我们
Motivate us

让我们自信
Make us confident

加速我们的分析
Speed our analysis

建立信任,影响力
Build trust

提供反馈
Provide feedback



管理情商的阶梯

学识

知识

常识

认识

赏识

见识

胆识

schooling

knowledge

Common sense

perspective

acknowledging

Self-aware

intuition



智商高,情商也高的人 春风得意

智商不高,情商高的人 贵人相助

智商高, 情商不高的人 怀才不遇

智商不高,情商也不高的人 一事无成



戈尔曼在他的书中明确指出，情商不同于智
商，它不是天生注定的，而是有下列5种可
以学习的能力组成：

了解自己
情绪的能力

情商
能力



错误的观念
1，EQ不仅仅是“和善”，在某些时候可能需要表现
“不和善”，甚至需要率直不客气地要求某人面对一
直逃避的事实。

2，EQ并非意味放任情绪，尽情发现；相反地它是指
妥善处理情绪，做桥党，有效的表达，让人们朝共同
的目标，和谐地分工合作

3，在EQ上，女性不见得较男性“聪明”，反之，每
个人在这些能力上各有长短。良心似乎各有一种与性
别相关的长处，短处。在对数千名男女所作的情绪智
力分析中可发现，平均而言，女性较能察觉自己的情
绪，表现较多的同理心，人际互动较熟练。男性则较
自信，乐观，较容易适应，较能处理压力。

4，人们情绪智力并非决定与性别，也不仅发展于童年
早期。情绪智力是大多经由学习而来，透过生活经验
的累积，持续发展。



自觉Self-Awareness

自觉是指个人清楚理解自己的情绪，优点，
弱点，需求以及驱动力的能力。

高自觉的人不仅自觉自己情绪，也认知自己
情绪对他人的影响。

高自觉地人清楚自己的价值观与目标。对一
个领导来说这价值观也就是他领导企业或
团队的目标与意义(Sense of purpose and 

meaning)。



自我認知

自我調控

自我發展

自我觀念

自我鑑別

個人價值觀

自我認知



Managing Teams - Designed and delivered by 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

True humility is not to deny your strength but 

accept your weakness.      Rick Warren

True leader would not deny his strength but 

accept his weakness also willing to expose his 

vulnerability.                       George Chu



Self-awareness is being conscious of what 

you're good at while acknowledging what 

you still have yet to learn. This includes 

admitting when you don't have the answer 

and owning up to mistakes.



如何察觉自己的情绪
How to be aware of our emotion

人要了解他人比较容易，因为旁观者清；一
个人要僚机自己比较困难，因为当局者迷。
人们替别人做决定比较有把握；可是面临自
己要选择是又常有与不定。为何如此？因为
人的眼睛是往外长的，所以只看到外面的东
西，并不了解自己的身体以及心理的变化。

注意“情绪的中间层”（emotional

intermediated zone)



保羅提醒哥林多教會的弟兄

你們總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沒有，也要自己試驗，
豈不知，你們若不是可棄絕的，就有耶穌基督
在你們心裡嗎？ 林後13:5

基督徒需要在神面前看到自己的本相：
服事不是滿足做事成就感
服事不是竊取榮耀
服事不是選擇
耶穌的榜樣： 太12；15-16 耶穌知道了，就離
開那裡，有許多人跟著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
都治好了。又囑咐他們，不要給他傳名。



情绪中间层

外界因素
个人内在对
外界的反应

对信息的解读

情绪中间层

一个人去面试后，他会想刚才面试者的态度表示我的面试结果不好
一个人去看医生，他会想抽血的报告会不好



当你请公司技术部的同事来修你的电脑

IT的同事来了听你陈述的问题，第一句话就
是：“这很简单，小问题”

“连着问题也不懂，怎么用电脑的”

“这和上次的问题不就一样吗？这么还
不会？”



自我认知

1，自我认知是自我改变的第一步

2，我们经常是在自我的盲点中

3，自我认知可以成为自己的优点

4，自我认知可以立刻改进人际关系

5，作为管理者自我认知可以改进自我管理

6，作为管理者自我认知可以不受他人操纵



When the 75 members of 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s Advisory Council 

were asked to recommend the most 

important capability for leaders to develop, 

their answer was nearly unanimous: self-

awareness. Yet many leaders, especially 

those early in their careers, are trying so 

hard to establish themselves in the world 

that they leave little time for self-

exploration.   



Authentic leaders work hard at 

understanding and developing themselves. 

They use formal and informal support 

networks to get honest feedback and help 

ground themselves. They temper their 

need for public acclaim and financial 

reward with strong intrinsic motivations. 



情绪能力的架构
个人能力

1,自我察觉 (Self-awareness)

明了自己的内在状态，喜好，资源，优缺点和直
觉
2,自我规范,自律(Self-regulation)

处理自己的内在状态，冲动和资源
3,动机(Motivation)

引导或助长达成目标的情绪趋向
社交能力

4，同理心（Empathy）
察觉他人的情绪，需求和关切

5，社交技巧（Social skill）
引发适当反应的娴熟度



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失控

情绪转换快：不大声，但是严厉
不心急

等待时机，培养实力
不生事

纯公事公办，专业，团队
不抢戏

不抢别人的风头，不占老板的风头
不盲动

冷静、思考、沉着
不自满

改进改进，不断改进



稻盛和夫，在日本是与松下幸之助齐名的企业家。他从一个四
处碰壁的小工程师，成为日本尖端科技的领袖，其惊人的成就
皆源于他的人生哲学。在其“追求成功的热情”一书中，他道出
了“超越自我”的真谛；承认自己有所不及。“我在1955年初就业
时，真是标准的乡下土包子。之前，我从没有到过大城市，而
且操浓厚的口音。电话一响，我多希望有别人去接，不想让别
人听出我的乡音，甚至还觉得自己是有缺陷的人。虽然有这种
自卑感，我还是决定接受自己不完美之处，并首先试着改进，
然后试着超越，我想这样我才不会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我对
自己坦诚地说：“没错，我就是个土包子，念的是偏远乡下大学。
我对这世界一无所知，常识也不够，除非我抓紧每一个学习机
会，比别人努力，否则别想成功”。
总之，我试着不否定自己的缺点，并接受这个事实，不用自己
是完美来欺骗自己。这样我才能释然地快步往前迈进，改善自
己。
如果想要追求卓越，一定要肯超越障碍—有些更是要付出加倍
的心血，终于开花结果，那种喜悦是无与伦比。



根据Jerome Kagan 的研究发现一全球的趋
势,,现代儿童的情绪问题比上一代更为严重.

这一带的孩子比较孤单,忧郁,易怒,不驯,容
易紧张忧虑,冲动,好斗.

除此以外,许多人在成长过程中,他的EQ 未得
到适当的培育,这些人很可能遇到的阻难,包
括忧郁,暴力行为,饮食失控等等问题.



你工作的情商为何重要

1， 我通常能保持镇定，乐观，冷静的态度
，即使在紧要的关头也是如此。

2， 我能在压力下保持清晰的思考能力，能
集中心力处理事务一丝不乱。

3， 我能用于承认自己在工作中的失误。检
查自己的错误。

4，我通常会履行承诺和遵守诺言，即使有意
外，也会全力以赴，决不轻易食言。

5， 我负责实现自己的工作目标和任务，而
不会把自己的工作转嫁给别人来完成。



6，我在工作中善于观察他人

7，我喜欢从不同的环境中学习，并不断充实
自己

8，我擅长于鼓励我的同事

9，我愿意分享自己的收获

10，



Anxiety Can Bring Out the Best

Anxiety at low levels breeds a lackadaisical 

attitude. At high levels, it can hurt 

performance. But right in the middle people 

perform at their best, According to Yerkes-

Dodson curve, fisrt published in 1968. Of 

course, what makes a stressful situation 

varies by person. 



高情商的人喜歡適當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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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xiety



Worry Overload

Five signs anxiety is turning toxic:

1, Dreading the day ahead

2, Imagining scenarios of failure

3,Avoiding places, people and events

4,Needing alcohol, smoking or medication to 

relax

5, Worrying that you aren’t worrying enough 



Regulating anxiety is difficult. 

According to psychologist, people 

with higher EQ are easier to control 

anxiety level by balancing between 

anxiety level and emotion for 

responding anxiety.   



How to regulating anxiety?

1, thinking positive

Bible verses 

2, self-confidence 

think what you have accomplished 

before

3, talking to closed friends

4, keep emotions cool

5, demand other team members to share    

responsbilities



高情商的表达方式

结构化表达方式：自上而下

• 分析过程是自下而上的，表达的过程是自上而下
• 要正确地区分建议，结论，观点，事实

观察听众
情绪反应



如何提升我們的EQ
1，理解自己EQ的短板在何處？
2，學習觀察他人如何反應與處理。
3，多結交高EQ的朋友
4，理解自己情緒變化的過程：

哪些熱鈕Hot bottom

學會用不同的角度疏導自己
勉強自己與不喜歡的人交往

5，勉強自己參加不同的社交應酬
6，學會找到有趣的話題
7， 學會激勵鼓勵他人
8，總是面帶笑容，話語中表現積極正面
9，多多接觸大自然
10，多讀偉人的傳記
11，多多聽他人的反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