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我激励（从神得到）能力   2018年7月29日 主日學   吳中猷牧師 
一.何謂 EQ (Emotional Quotient) 

“情绪商数”，“情商” 
• 情商代表“情绪认知、情绪管理、自我激励（从神得到能力）、对人需要的认知、

人际交往”这些方面的能力。 
• 经由情商测试，可以知道一个人这些方面的能力。 
• 情商越高，这些方面的能力越强。 

二.什麽是“情绪” 
情緒：“多重、主观和强烈的反应，能引起我们心理/生理变化而準备采取行动。”韦氏

字典 
例子：惧怕 

紧张，焦虑，担忧，防备，肌肉紧绷，冷汗直冒，准备逃跑…… 

三.情緒的分類 
喜、怒、哀、樂。 

四.如何提高EQ 
1. 认识自己的情绪 
2. 管理自己的情绪 
3. 自我激励(从神得能力) 

能自我驱策, 保持正面思考能力,乐观积极的态度，克制衝动与迟延满足。 

五.提高EQ（複習） 
1. 情绪认知 

a. 要了解自己的情绪：增强情绪词汇以便有能⼒力力描述情绪。从表面底层。 

b. 随时觉察自己情绪的生理和心理狀狀态及不寻常行为。 

c. 找出引发情绪的原因 ，探究自己的情绪來來源：常与童年，文化有关。 

d. 在实际生活中，反复练习自觉情绪 
2. 情绪管理： 

a. 接纳情绪 
b. 控制情绪, 作情绪的主人而非奴仆 
c. 为自己的情绪负责  
d. 抒解情绪 

六.自我激励能力 
培养自我激励的思想习惯：思考决定情绪与行为 
1. 思考决定感觉 
2. 感觉决定情绪 
3. 情绪决定行为 

七.思考决定情绪行为 
• 思想主导情绪：不同的人，对同样的事情，有不同的理解，带下不同的感觉与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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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皇帝奥里欧斯(161-180AD)在他的名著“默想录”中说到: 人类的情绪变化，不
是由环境造成了，乃是取决于个人的思考方式。我思，故我乃是如此。 

• “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箴言 23:7） 

八.自我激励（从神得到）能力 
1. 正面思考vs.負面思考 

• 正面思考：遇到挑战或挫折时，会产生「解决问题」的企图心，并找出方法，正面
迎接挑战。 

• 负面思考：一遇到挫折，就被负面情绪打败，而责怪自己或环境， 后选择退缩、
放弃或报复。 

• 例子：赶不上公交车 
a. 负面思考：归咎他人 

✴ 都是老婆没有叫我。。。 
✴ 公交车为何早到了呢？分明跟我作对。。。 

b. 正面思考：找替代方案 
✴ 坐出租车 
✴ 告诉对方自己会晚一点到 

• 正面思考的例子 
a. 迷路了，我发现了新的世外桃源。 
b. 工作不顺，我想我比别人更有磨练的机会。 
c. 车子抛锚了，庆幸它故障在我熟悉的地方。 
d. 火车误点：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
书 8:28） 

2. 经常给自己心情做一个深呼吸 
• 要想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就应该经常给自己的心情做一个深呼吸： 
• 怎样的深呼吸： 

1. 慢下来，安静下来。 
2. 祷告，感恩，知足。 
3. 安息。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以赛亚书 30:15） 

3. 糾正負面思考：心意更新而变化 
• 以圣经真理作基础，建立正确值观及正面思考、积极的态度。 
• 以正确的认知(真理)取代错误的想法(非理性的思想)：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
悦的旨意。"（罗马书 12:2） 

九.从神得到能力——心意更新而变化 
• 你会说：「这是不可能的。」 
• 耶稣说：「神凡事都能。」 

耶稣看著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马可福音 
10:27） 

• 你会说：「我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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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说：「我使你的安息」  
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 
11:28) 

• 你说：「没有人真正关心我。」 
• 神说：「我爱你。」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
翰福音 3:16）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约翰福音 13:34） 

• 你說：「我支持不住了。」 
• 耶稣說：「我的恩典夠你用。」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
多後书 12:9） 

• 你说：「有很多事情，我不能解决。」 
• 神说：「我必指引你的路。」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
必指引你的路。（箴言 3:5～6） 

• 你说：「我不能原谅自己。」 
• 神说：「我宽恕你。」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
的不义。（约翰壹书 1:9）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罗马书 8:1） 

• 你说：「我很害怕。」 
• 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 

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马可福音 5:36） 
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提摩太後书 1:7） 

• 你说：「我经常沮丧忧虑。」 
• 神说：「将一切的忧虑卸给我。」 

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彼得前书 5:7）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
太福音 6:34） 

• 你说：「我不够聪明。」 
• 神说：「我给你智慧。」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哥林多前书 1:30） 

• 你说：「我觉得很孤单。」 
• 神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
不丢弃你。』（希伯来书 13:5） 

培养正面思考：从认识圣经真理开始 
圣经的真理，使你得到激励。 
1. ABC情绪治疗法——Albert Ellis 

• ABC理论(ABC Theory of Emotion)是由美国心理学家Albert Ellis亚伯特.埃利斯
（1913-2007）创建的。 

�3

http://wiki.mbalib.com/zh-tw/%25E5%25BF%2583%25E7%2590%2586%25E5%25AD%25A6%25E5%25AE%25B6
http://wiki.mbalib.com/zh-tw/%25E5%259F%2583%25E5%2588%25A9%25E6%2596%25AF


• 认为激发事件(A) Activating event只是引发情绪和行为后果(C) Consequence的
间接原因， 

• 而引起行为后果(C)的直接原因则是对激发事件(A)的认知和评价而产生的信念
(B)Belief 

 
2. ABC情绪治疗法——A. Ellis 

• 事情的好与坏，但是取决于你的想法(信念)。 
• 人不是受事情困扰，而是在于他们怎么看它。 
• 人若采取不合乎真理的想法或信念，就会带來困扰的情绪。 

十.例子: 以色列人窥探迦南地 
1. 负面信念： 

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
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 我们在那里看见亚衲族人，就
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後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
此。」（民数记 13:32～33） 

2. 正面信念： 
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孚尼的儿子迦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
「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
食物，并且荫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民数
记 14:6～9） 

十一.自我激励能力錯誤信念(思考毒虫) 
在诠释引发事件(A)时，我们容易陷入一些习惯性的错误信念、价值观，假设(B)；即“思

引发事件 信念、价值观、假设 情绪，行为

窥探那地和其上所住
的民。

1.我们攻不下那些人，因他们比我们巨大，比我
们强壮 
2. 神要害我们，把我们带进这地就是为了让我
们死在这地。

害怕；告诉以色列人关于
那地的坏消息。背叛神，
要回埃及去。

窥探那地和其上所住
的民

1.那地是个十分美好的地方 
2. 神与我们同在 
3.虽然那地的人高大，但神必带领我们进入那地

信心满满约书亚和迦勒鼓
励以色列人攻取那地

�4



想陷阱”、“錯誤信念”、“非理性信念”、“思考毒虫”而产生错误消极的情绪和行
为(C)。 

十二.常见的8个思考毒虫 
1. 完美虫：驱使我们设定难以达成的目标，然后在我们失败的时羞辱我们、贬低我们 
2. 读心虫：会让人相信，他们可以知道或预先知道别人的想法和感觉。 
3. 应该虫：喜欢伪装在「合理」期待的外力下，定我们的罪。 
4. 夸大虫：用「总是」、「从不」、「每个人」、「没人」、「到处」、「没有任何地

方」、「每次」、「永远」这些以偏概全的词语。 
5. 否定虫：这种沮丧的小虫会把握每个机会在一些很正面的事情上，蒙上一层阴影 
6. 怪罪虫：告诉你在任何情况里面，怪罪别人总是比接受自己的责任容易。 
7. 过去虫：会透过「假如」让人冻结在过去的世界里，不面对眼前真实的生活。 
8. 未来虫：会使人生活在对未来的想象当中，以此削弱精力，使人无力气来面对真实的

世界。 

十三.消毒含有思想毒虫的信念 
• 应该虫 – 用「我会比较喜欢」取代「应该」。 
• 完美虫 – 承认自己是一个人，所以我不可能每件事都做得很完美。 
• 过去虫 – 拿走「假如」，陈述事实。 
• 未来虫 – 说出我可以采取的积极的行动，承认人无法预先知道或控制所有的不测。 
• 夸张虫 – 拿掉「总是」、 「从不」这种概括性的字眼， 承认自己无法完全确定什

么会发生，什么不会发生。 
• 否定虫 – 承认一个事实，即虽然我很难得到肯定，还是有人称赞我。 
• 读心虫 – 承认我不可能看穿别人的心。 
• 怪罪虫 – 承认在这个情况里面也有我的责任，如果需要时，求罪得赦免。 

十四.自我激励(靠神得能力) 经济实惠 
一个人若是没有受到激励，仅能发挥自身能力的10%-30%，若受到正确而充分的激励，就
能发挥自身能力的80%-90%。而 经常、 廉价、 可靠、 经济实惠的激励，就是来自
自我激励(靠神得到能力)。—摘自谭春虹教授编译《情商EQ的智慧》 

十五.以下是一个激励人心的小影片 
YouTube 片名：“永不放弃(繁体版).mp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EyjdK0rJ94 

十六.自我激励能力 
乐观或悲观的测验 
1. 我比较会专注在问题解决的方法，而不去担心问题的本身。 
2. 我要别人先证明给我看，我才信任他们。 
3. 我享受面对工作上的挑战。 
4. 我觉得别人能够从我的身上得到帮助。 
5. 我能够自我解嘲。 
6. 我有很好的幽默感。 
7. 我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或任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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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上班很少休假。   
9. 每个星期七天，我会彻底休息一天。 
10.我喜欢鼓励、支持与帮助他人成功。 
11.我总是先信任别人，除非他们做出让我觉得不值得信任的事 情。 
12.我不太能够跟别人说不”。 
13.我觉得我忙到都没有时间给自己。 
14.我尽力珍惜互相扶持的友谊。 
15.我能够容忍悲观的人。 
16.我经常保持快乐与开心的心情。 
17.我吃得相当健康（避免太油、太甜、太刺激的 食物）。 
18.一个礼拜，我起码运动三次，每次超过20分钟。 
19.大多数的时间我都感觉好累，没有力气，也不想工作。 
20.常有无助无望的感觉。  
21.我每天都能够花一点时间放松或者默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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