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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在环境,影响力越来越重要的原因

• 更少传统阶层组织（hierarchies)，多线化(multi-lateral）
更多平面组织 (Flat) 

• 在矩阵式matrix 的组织结构,更加需要影响力

• 企业的成功, 员工的投入度成为决定性因素

• 影响力决定了别人对你的无形及有形(tangible or 
intangible)的支持,也许是工作的保障，事业的成功

• 在职场以外,在家庭中,社交圈里一样需要影响力

• 在教会里的服事,需要同工的投入,权威两个字行不通

• 现代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不愿屈服在权威下，但是却尊重
有影响力的人

• 个人Social network的建立需要极大的影响力

• 许多人的经验,发现有个人的激情,或努力并不能见得带给
我们想要的结果



为何看似贫穷无力却有
超人的影响力?

http://www.superstock.com/stock-photos-images/900-108330


耶稣基督的背景
1,出生清寒卑微 绝非富二代

2,世袭卑微 农工阶级

3,没有任何官位 木匠的儿子

4,毫无政治背景 仆人式领导

5,视钱财为身外之物 天上的鸟有窝……

6,没有煽动群众野心 当人群跟着他时,他却退居

7,与当时政教关系很差 罗马的官员认为他煽动群众

http://www.superstock.com/stock-photos-images/995-503


基督教对人类的影响
拿破仑曾说:“我在历史中，寻遍不着与耶稣相似的人，或任何与

福音相近者….国家过去了，王权瓦解了， 但教会仍然存在。”

1，耶稣改变了人类计算时间的方式

2，基督教对人类生命价值观的影响

小孩，妇女，奴隶

3，圣诞节期的来源

4，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在哈佛大学入门的石碑上写的“在神让我们安全抵达新英格
兰后，我们建立家园， 增加谋生技能，设立方便地点好敬拜神，
也建立了市政府；紧接着我们最渴望的事情之一就是更多学习，
以惠及后代；唯恐当我们回归尘于土时，只留给众教会一个没
有文化的职事。



在国内，天津南开大学，燕京大学，苏州东
吴，广州岭南大学，山东齐鲁大学，杭州
之江大学，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湖南
湘雅医学院， 北京辅仁大学，上海震旦大
学也都是在教会的帮助县建立的。5, 没有
耶稣带来的思想，资本主义与自由经济体
系是无法发展出来。祂带给数十亿人类空
前的繁荣。

为什么美国这个以基督教建国的国家，可以
从英国或其他世界移居来的各种穷人，可
以变成世界富强的国家?

为什么一个曾经富强国的国家,今天背
15Trillion的国债?



6, 基督教教义对家庭以及婚姻的影响

7, 改变免去人类对死亡的恐惧

8, 他一生只带领了12个门徒。 这12个门徒虽
然圣经中并非详载使徒们传道和殉道的事
迹，我们却可在许多"经外作品"或教会遗传
中，追寻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十二使徒
中除卖主的犹大自杀及约翰安然去世之外，
其余的使徒都喝下了主的苦杯，荣耀而勇
敢为主捐驱，开殉道之先河。



影响力的理论与科学根据



影响力的定义

藉着有效的沟通,说服,交换,激
励,鼓舞,谈判,建立信任,楷模
以及情感交流来影响以及改
变他人的思想,行为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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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pose of expressive Influence

表现型的影响力

表现型的影响力是送出去你的想法，作為与
能量到對方来影响他人。 许多人都以为影
响力就是只是表现型的影响力。在现今的
时代，很多表现型的影响力如有激情的领
导者，会销售的销售员，很强能力的专业
人士，扣人心旋的广告，以及会以情动人
的。



The purpose of Receptive Influence
接受型影响力

接受型的影响力是能够藉影響他人使他人愿意參與，
贡献他的想法，信息，以及行动。 既然大部分的

人都过分强调表现型的影响力，似乎接受型的影
响力经常被忽视。 事實上接受型的影響會產生比

表現型更加長遠的影響力。因為接受型影響力建
立更強的人際間的信任

Receptive behaviors, used skillfully, can build 

even more tight bond or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 and others.   



Understand Seven Sources of power of 

Influence理解9个影响力的来源

1, ability to deliver (on promises and obligation in 

timely quality manner) 能按时交出好的结果

2, being trustworthy ( responding to organizational 

and other’s needs , not just own interest) 被信任

3, willing to self-sacrifice 愿意自我牺牲

4, building up your authority 建立专业的权威性

5, strong soft skill 具备好的软性技巧

6, carry passion with you 带着激情

7, forgiving mindset  饶恕他人

8，sacrificing牺牲自己的利益

9，actively helping others主动帮助他人



知行合一

彼得劝勉作长老的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
羊” 彼前5:2

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师傅虽有一万
,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穌裡用福
音生了你們，所以我求你們效法我。 ”

林前4: 15-16



如何影響老闆的決定



箴言17:22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

约9：4

趁着白日，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
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

箴言18：15

聪明的人心得知识，智慧的人耳求知识

箴言23：1                               

你若与长官坐席，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谁。



Reciprocation交換互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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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被提醒的一些事实

1，人际关系的建立是需要时间，不可能一日
就及

2，人际关系的建立是先建立在能力上，接着
才在品格上

3，与老板的关系是人际关系上更为复杂

4，在与老板的关系，老板是站在上方。

5，要能面对老板，务必学会从老板的角度看
事情



学会从老板的角度看事情



我们经常抱怨老板的是

老板不会体谅员工！

老板更本不专业！

老板们为什么总是那么忙？

老板们为什么不愿意花时间在员工的身上？

老板们为什么总是想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

老板们为什么总是喜欢用权力压制人？

老板们为什么都那么固执不愿听员工的建议？

老板们为什么都不喜欢沟通？

老板为什么经常改变决定，计划难以捉摸



1，老闆看起來是有更多的權力，但是他的義
務也更多
2，老闆要承擔部門所有的責任，壓力。 尤
其是under performing的時候
3，老闆如何能平衡下屬之間的關係是個挑戰
4，老闆面對大老闆時，壓力更大
5，老闆在年底時， 在季度也可匯報時是他
們最大壓力的時候
6，老闆有一個經常面對的壓力是成本的壓力
7，老闆經常尋找好的想法，能有突出的表現
8，老闆也在憂慮自己的前途。



老板在哪些方面是在下方

1，他有压力很难吐槽（高处不胜寒）
导致：

2，老板渴望有更多绩效
导致：

3，老板要讨好的对象远超过我们
导致

4，执行要靠员工
导致：

4，老板也是人
导致：我们觉得他不是人

有多少人看老板不是一个样，当了老板变了样



老板的世界与我们的世界

老板 员工
最好员工都听话 最好我们是平行的

想办法控制员工行为 最糟糕就是微观管理

在有限的资源下 有限的资源下的美词就是

想团队得到优越成果 就是要多压榨人的资源

尽量保持平静无事 人与人之间经常有冲突

最好员工都能独立运作 在合作之下，如何竞争？

又能合作无间 工作少，錢多，離家近

最好用最少的钱 我的回报在哪里？平衡吗？

应付多层老板的要求 应付上一层老板的要求



老板得到尊重的来源
1，老板的专业技能与知识

2，老板不经会沟通并且有技巧

3，老板知道如何影响人

4，老板想尽办法激励员工

5，不随意承诺

6，公平透明，不搞小圈子

7，自己以身作则

8，老板可做決定

9，老板保護自己的員工



如何让老板言听计从
1，能参与老板的策划

- 清楚老板的目标

-能够分析事情全面化（顾客，公司，人员
，士气，未来，风险，经济，效率，质量与其
他部门的关系）

-但是归功于老板的

2，全力支持老板的决定

-在决定之前，努力表述自己的正反意见

-决定后全力以赴

3，找到合理的理由，鼓励其他员工支持参与

4，勇于承担后果， 尤其是不好的结果



5，有能力完成艰难的任务的員工

6，能够為老板解决相當困难的問題。

7，在会议中立场适当

支持老板，但不會背叛老闆

若有異議，事先溝通

8，不忘归功劳与老板



注意老闆一些回避的行为

聪明智慧的人经常在一些直接的问题时回答
不相干的事。 但是我们并不是那么的警惕
可以立刻发掘到。 比如说想要向老板加薪
的事：当一提到加薪， 老板却提起你上次
答应他的工作，信息，还没给他。 或者顾
客的反馈，结论我们上次做的不好。 对方
会立刻带你进入不相关的话题，大多是负
面的。 问的人经常会不注意到对方在回避
是因为大多数的人问了问题后，却忘了所
要问的问题。



如何賣你的想法How to sell your

idea to your boss?

當你要賣你的想法要注意的事：
你的老闆最關注什麼？
在準備你的演示時， 問自己如下的問題：

誰是聽眾
誰是有決定權
誰是權威者
誰是無形影響者



1，一定會提出多個題案
2，題案清楚演示出

什麼提案
影響-短期，長期
可見的，看不見的

投資的資源（人力，財力）
需要時間
風險

3，會按某種的次序來演示
a， 你個人想要的放在第一
b， 你個人不想要的放第一



4，會前的溝通
獲得老闆們的支持
獲得權威者的支持
會的其他部門的支持

5，會後的感激，認可
慷慨分享成果

6，做完後的工作



哪些人很难得到老板尊重与信任的？
1，能力技术在挣扎的人

如果能力与技术在挣扎的人更要沟通

2，不善于沟通的人

3，总是沉默的人，害羞的人（表现缺乏自信
）

4，咄咄逼人（野心勃勃者）

5， 为了某种事，死打不放的人

老板过去的错误，承诺

6，在背后说坏话的人 （back stabbing）



对老板别犯5大禁忌-BEAST

1,Bad mouth：背地说老板坏话，只抱怨不敢沟
通

2,Endanger:   隐藏坏消息，导致老板行动延误，
错判形式

3,Attitude： 迟到，早退，旷职

5,Show off：吹嘘自己，让老板期待落空

4,Threatening：威胁-越级报告,让老板在大老板
面前显得无能，在众人面前不尊重



Give your boss a good “SPA”

S:   Take it serious

P:   Don’t take it personal

A:   Always take actions

Without action, you’d go no where! 

如果只说，却没有行动，一切都是枉然
的！



如何得到老板的尊重

1，专业能力的表现
2，正确的思维态度
3，軟性技巧的熟练
4，优異的表达着

结构，重要，先后，平衡的观点与结论
5，具有前瞻的能力
6，被交付的工作有优良结果
7，愿意帮助他人（不是只有老板）
8，不断愿意吸收新知识
9，有演示的能力(尤其在高层的压力下）
10，不会产生威胁



正面影响你的下属

Influencing your  

subordinator



1, 老闆自己付出不下與員工的努力
2，老闆體恤員工的辛勞（非口頭上）
3，老闆多多少少知道員工在做什麼
4，老闆會問對問題
5，老闆說過的話算數
6，公平的考核（依貢獻，依產出）
7，老闆不會造成小圈圈
8，依公司的利益為先
9，關切員工的成長
10，願與員工交通，而非高高在上。



Influencing your

colleagues

影响你的同事



態度上

1，不要經常在同事面前抱怨任何事
2，牢記凡事都應該用正面及積極的態度來對
待
3，總是掛著笑臉，讓人感到你是可親近
4，遇見事情，自願承擔
5，別忘了同事是你工作上的大資產
6，多走一程，多付代價，總是會贏得朋友



一般原则
1, 首先第一,是要能在岗位上表现出做事的态度以及作出
杰出的成绩与结果

2, 学会尊重他人 Value the differences

注意不尊重他人的意念会不知不觉流露在言谈,面部
表情中.对于敏感的人是很容易揣摩到的

3, 在自己非常优异的领域里,仍然愿意请教他人并采纳他
人的建议. 是最能影响他人的方法

4,在平时交往中,在会议中, 如何打破那个内心深处的歧
见 (是一种称为 inner vow). 而改变自己的态度，语气.

5, 对于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不要保持沉默, 用心平气和
的态度清晰的分析解释.(也许在表达之前需要思考与
练习) 千万不要让他人认为你是软弱无原则的人，或
者自以为是，瞧不起他人，表面却装无事样子。



6, 在讨论或会议中感到压力时,保持你情绪的稳定.经常
在公司里，会听到的批评，是这人太过于情绪化……

7，在公司里经常保持正面，愉快，主动与他人交谈的
习惯， 音调提高1，2度，切莫有气没力

8，关怀以及聆听是影响他人最有力的工具

9，愿意逐渐和他人分享自己对中性题材或私人生活中

的想法与领受（不要随意发对公司，老板不满的牢骚）
（记得 Johari window）

10，注意自己的行为，确认是有一致性（persistent），
使得他人觉得你可以预测 （predicable）

11， 在对话中，学会幽默，自嘲， 自我安慰

12，在公司里不要随意批评他人的character, 尤其当对
方说“just between you and me” 时，要小心！



如何影响同事的决定（1）
1，尽早与同事双向沟通，理解他的关切点
（concern， hot button）

2，把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变成共同的利益点,

from personal goal to common benefit 

（win-win mindset）

3，要等到迫不得已才会使用权威 （自己的，或
者从老板来的）,使用时尽量要求老板来initiate

4，明确任务完成后，他的利益，权益。必需确
认员工是得到所承诺的好处，如果没有达到，
应该尽量透明

5，得到对方的支持，明确表示感谢。



如何影响同事的决定（2）
6，在项目完成后，一定在多种公开的场合或渠道表达
感激同事的支持（commitment）

7，在与老板的沟通中，总是多次提到同事对你支持的
事实（作用有两点：1，老板可能会向你的同事提及
（从第三者的鼓励，更加有影响力）；2，表示你对
同事是有正面的影响力）

8，主动愿意支持同事（礼尚往来 Reciprocation的原
则)

9，影响他人的决定最佳的场合是私下沟通的场合。会
议中要影响他人改变他人初衷是比较很困难的场景

10，在会议中如果出现争论时，务必让他人说完话，然
会先同意他部分的陈述，再说明不同意之处。不要让
人感到你是攻击性或防卫性



如果使用权威否决他人的建议，提案，决定时

1，观察每一参与人的表情，分辨哪些人是心悦诚服，
那些人是表面，那些人完全不服？这种深入分析帮
助你以后如何与这种同事相处。

2，影响力的工作才刚开始， 针对哪一类的人，要用
不同的策略来私下沟通。用情感召（emotional)

记得： “if you win people’s heart, you will win the 
battle”

3,  如果阻力很大时，你要特别小心，逐步用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来影响更多的人（各个击破）。

4，如果阻力大的时候，基督徒会把它带到祷告中，求
智慧。因为如果成功，影响力就会大增。

5，记得使用权威时，更要注意用谦和的态度与方法。



不要经常喜欢说教
(lecturing), 太多的说教
只会使他人反感!

反而达不到影响力的效果

我告诉你… ;我就知道会…; 我跟你

说过了… 



Influencing on 

Family

影响你的家人



影响你的孩子

双亲都工作的家庭,会怎样影响到孩子?

依据2010 年，Boston College 心理系的两个
新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来探索青少年的早
期行为受到父母花多少时间工作以及花多
少剩余时间给孩子之间的影响不大. 但是却
与孩子在父母回到家后他们感受到的父母
的情绪直接有关.  父母经常表现出正面愉快
的情绪,孩子的行为越好.



对家人的影响力
1, 记得家人的相处是没有利益关系，只有情感关系

2, 是最赤露坦呈，所有你做的,说的, 家人都可以立刻
比较你实际的行为

3, 迫不得已不要用权威,尽量沟通,说理

4, 对孩子们,不要总是拿别人的孩子来比较

不要以事与事,人与人比较的方式提出忠告。因为此时的比较,往

往是拿别人的长比对方的短。 如“我说兔崽子,你看隔壁的

小王多有礼貌,多乖,你和小王同年生,你还比他大两个月,你要

好好向他学习,做个好孩子啊!”

兒子就会这样回答“哼!嘴里整天就是小王,干脆让他做你的

亲生儿子。”

5,想要用影响力改变他人之前,先改变自己.



You cannot antagonize and influence at the 

same time.



许多方法可以产生影响力：

• 理性的说服（rational persuasion),

• 鼓舞人心（inspirational appeal），

• 逢迎讨好（ingratiation), 

• 个人魅力（personal appeal ），

• 形成联盟 （forming a coalition), 

• 朋友间压力（peer pressure）

• 除去负面情绪 （emotion conversion）



• 施展压力（relentless pressure) . 

• 知觉对比 (perceptual contrast)

• 美丽笑容 （beautiful smile）

• 躲避损失 （loss aversion）

• 情感影响 (emotional impact)

• 标签技巧（labeling technique)

• 媒体与公关传播 （media power）



Learn from others

Who are some of the best influencers you 

have run across? What have they done?

Or what their character are?

Who are some of the worst influencers you 

have run across? What have they done? 

Or what their character are?



自我评估
1，你对自己是否有信心

2，当你与他人一起时，你经常可以开启不同
谈话主题

3，当你说话时，别人会注意你

4，被人是否觉得你很固执

5，被人很喜欢与你沟通

6，你会关怀他人的情况

7，你曾经成功地说服他人有关你的想法

8,  你是否对社交场合感到不自在



9,别人是否在短时间内,觉得你是可以信任的? 

10,你是否经常被他人影响你的决定与思想?

11,在大多数场合,你总是先想到自己?

12,你会喜欢收集不同的信息?

13,你是否很容易就抓住别人情绪的变化?

14,你是否经常听到他人说你很固执?

15,当你说话时,你想当有条理?

16,当你描绘事情时,经常是很生动?

17, 在你的工作上,别人觉得你很专业?



18, 你在总人面前总是显得激情的神态

19, 你让他人觉得你在谈话中,理解他人的重点

20, 他人与你在一起时,让他人觉得很自在

21, 他人觉得你有许多独到见解

22, 他人觉得你有影响力,而不是操纵他人

23, 他人觉得你是合理的人,愿意妥协

24, 你说话时事有抑扬顿挫

25, 你经常带着笑容

26, 你会做到答应别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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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最有影响力的就是

祷告
你为你的老板禱告了吗？

你为你的同事禱告了吗？
你为自己是否每天都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