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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城教會小組查經資料                             2/05/2021       

专题: 第五课 辅导者的情绪智商      （组长版）  
           

I. 查经预备资料: (約 11:1-44)  

   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祂如何与人相处应对。 

   

1. 听见拉撒路的情况﹕(约 11:1-16) 

(1) (约 11:1-4) 主耶稣和马大这家人有相当亲近的关系。祂得到拉撒路生病的消息，主

耶稣却给了一个不同的反应，虽然不如大家所料立刻投入去医治，却充满希望。有时

不立刻做反应，等待情况发展，有把握时在下手，是好的情商。 

(2) (约 11:5-10) 过了两天主耶稣才做出决定，门徒忍不住了，来挑战主耶稣。祂回答他

们，要趁白日作工，说明虽有困难挑战，该作的还是要做，而且要抓住时机作。同时

也自喻，祂是世界之光，要跟着祂走(约 8:12)。 

(3) (约 11:11-16) 然后表明祂的意图，要医治拉撒路，门徒却不明白。信徒死了就等于

睡了，要等候末日的复活(林前 15:51-52)。有时在不同程度，讲也没用，只好带头去

做。多马却说出一段气话，主耶稣并没有责备他。 

 

2. 与两姊妹的对话: (约 11:17-32) 

(1) (约 11:17-19) 主耶稣到达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犹太人相信死人要等三天才算死

透，灵魂完全脱离躯壳。有不少朋友来奔丧，可见得这个家是有点地位和影响力，也

可能他们常善待别人。有的丧期可到一个月之久。 

(2) (约 11:20-32) 马大有点责怪主耶稣，她只相信活人才有救，并不相信她弟弟会复

活，但主耶稣给她保证，她还是有疑问，她心目中的基督还是属地的，有限的。主耶

稣安慰她，虽然她不明白，主耶稣也没有责备她，反倒耐心的解释。 「永远不死」

显然是指永生。马利亚十分尊重主耶稣，但她的信心也差不多。 

 

3. 叫拉撒路复活 (约 11:33-44) 

(1) (约 11:33-37) 主耶稣看大家都哭，祂也哭了。祂为何要哭? 犹太人这儿「哭」原文

是嚎啕大哭。主耶稣「心里悲叹」是指情绪大波动，所以是情绪自然表现，并非像其

他人是作给人看。可能有三层意思，a.同情他们的悲叹，b.对撒旦的作为感到愤怒，

c.对职业哭手的反感。后来主耶稣「哭」了，原文不同的字，是低声的饮泣。这是同

感身受的哭，是情商的自然表现。连周遭的人也看出他的真心。(2) (約 11: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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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吩咐人把石头挪开，祂并没有理会马大没有信心的话，祂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从死到活的动作，这也是情商高的表现，不背死局困住，找出活路。祂继续在鼓励大

家。为失去信心的人要找出一个出口，做出实际的动作。 

(2) (约 11:41-44) 主耶稣不是靠自己神性的能力，乃是求告天父的恩典和能力。祂对神

的顺服是祂得到力量的秘诀，而且每一个神迹都不是为自己，乃是叫人归向天父。当

拉撒路出来时，手脚都被捆绑，主耶稣叫人解开，说明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神的医

治。最重要的不是外面的工作，而是里面有了新生命。拉撒路虽有生命，但还是要靠

信心踏出第一步。 

  

  

II. 专题讨论资料: 情緒智商    

1. 情绪智商的定义: 

(1) EI—Emotional Intelligence 情绪智力。美国耶鲁大学心理学家 Peter Salovery 与

John Mayer（1990）提出其定义: 情绪智力是一个人与别人相处的能力，也是自我情

绪控制能力，属于发展心理学范畴。但也有人质疑情绪智力只是一种一般智力的扩展

表现。多元智能理论兴起后，情绪智力也被视为其中一项。 

(2) EQ—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otient 情绪智力商数。有许多不同的商数统计模

式；例如 Salovey and Mayer 2004 年的能力模式，强调正确察觉的能力、赞美与表达

的能力，能促进别人想法的能力，激发或调整自己情感的能力、理解情绪知识能力、

提升情绪和智力成长之能力等。最近发展偏向对情绪的认知，包括对人的观测分析，

还有神经系统的分析归类等。由于变数太多，至今尚未有符合统计学原理的测验试题

能被发展出来，只能用各种情况的反应来大忾测试。 

(3) 情绪智力的运用–近年来商业界发现，情绪智力是管理阶层很好用的一项工具，如果

一位经理能够提高自己和团队的情绪智力，能发挥团队的精神，造成生产业绩的增

加，成为管理学的一个重大突破。另外任何团队的管理和操作，只要是人与人的相对

应，情绪管理都成为有用的学问。领导者只要有 EQ就可以用人。一个人的成功，智商

占 20%，情商却占 80%。 EQ是可以学习的。孩子的情商开窍是在青少年中期时。 

 

2. 如何检定自己的情绪智力: 

(1) 你能安抚自己的情绪吗? 首先要了解自己情绪从何而来，造成的原因，通常从身体的

感受开始，进入到分析心理。例如，孩子在哭，可以用选择题问他「你为何哭? 是不

是摔跤了? 是不是有人推你? 是不是你难为情? 是不是又被欺负?」能讲出心里的感受

是十分重要的，才能正确的导引对方。第二，用 STAR的步骤: Stop 吵架只要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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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就吵不下去了。 Thank 先想事情的后果，能承受这后果吗。 Action 作想清楚后

的下一步。 Review 回顾所做的决定，后果是否如期所料。行为可以选择，后果却不

能。 

 

(2) 你能控制冲动或延迟满足吗? 情绪失控会造成伤害，要先了解情绪是可以用正确的方

式化解的。例如对愤怒的化解，错误方式是大吵大闹，正确方式是冷静下来，迟延发

作(各 1:19)。买东西和吃东西最容易冲动，满足暂时的欲望。注意现代社会的吸引

力，就是要我们做冲动的决定。 

 

(3) 你识相会看脸色吗? Read face 查颜观色是学习情商的发法。能够有同理心，明白别

人的感受吗? 同理心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来看事情。 

  

2. 孔夫子的情绪智商: (雷洛美) 

   六艺；礼，乐，射，驭，书，数。 

      礼貌—尊重别人感受。 「男孩子不可以哭!」就是否定孩子的感受。 

      乐团—团队的学习，与人相处。 

      射箭—达到目标，先要订目标才能完成。 

      驾驭—能控制自己，包括启动和煞车。 

      读书—写字从描红到自创一体，就是建立自己的个性。 

      数字—计算所有资源和情况，解决问题的能力。 

 

3. 情绪智力与交流分析 (Transaction Analysis): 

(1) 人的行为或是天性不外乎下列三种表现； 

  a. 儿童—C像孩子般的欢乐；随心所欲，单纯无拘束，谦卑，容易接纳。 

  b. 成人—A像成人般的行事；做利害关系判断，理性分析，选择最恰当的应对。 

  c. 父母—P像父母般的指导；出于爱心的关怀指导，有自加的责任感。 

    每个人三种成分都有，但比例不一样。当我们遇到不同的人或是不同的时机环境，就

会自动采用不同的天性做出反应。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祖父母对孙儿女的反应，会一下

从成人变成儿童。关键是在什么场合有什么行为，球场和教堂就有不同。 

 

(2) 所谓交流分析 TA，是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心理治疗理论，也就是检查人际间交流的方

法。其基本假设是相信人性是本善的，婴孩与生俱有认为人都是「好人」的本能，所



4       

       

以会信任他人才能学习(太 18:3)。在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理性地成人的应对模式，

但也会按照父母应对的方法来处理事情。例如: 我对你做某事，你回报我某事，同时

也决定人类会以多重天性（父母、成人、儿童）中的那一部份作反应。利用这「人际

沟通分析」的技巧，了解自己和别人交往时所用的「自我状态」后，如果对这关系感

到不满，可以下定决心，自由选择，将“自我”从这一种状态改变到另一种状态，谋

求改善人际关系。这是一种检验心理人格成熟度的标准。贆例如，我对你推心置腹，

你也会受感动而敞开心怀坦然相待，然后就可以进一步沟通到较深层次；所以有时我

们像儿童一样反应，会使对方放下成人武装，达到共识。 

 

(3) 波恩 Eric Berne的三种交流学说—三种交流方式；互补型(成人对成人，儿童对儿

童；例如一般的对话)，交叉型(沟通被打断只好用其他方式表达；例如夫妻吵架)，暧

昧型(有隐藏的消息或多重自我，易引起误会；例如撒娇)。要能分析自己惯用的方

式，给于调整改善，可以达到更好的与人相处。还要能检查自己所存的心态，采取合

宜的话(箴 25:11)。例如，路旁有一个醉汉倒地，成人心会说:「这么冷会冻死的，赶

紧通知警察」；父母心会说:「这么大的人还不会照顾自己，给他找个盖的东西吧」；

儿童心会说:「喊他一下，看他醉的会醒吗」。所谓情商高，就是能正确使用合宜心态

和交流方法。 

 

(4) 波恩的四类人--另外有四种生活态度；忧郁者「我不好—你好」，厌世者「我不好—

你也不好」，独断者「我好—你不好」，健康者「我好—你也好」。如果一个人能接

受或看重自己或别人的价值和观念，就能成为健康型。 

 

(5) 健康的 EQ: 

    早上闹钟把我吵醒，「依然感谢，因为我的耳朵能听见」 

    购物找不到停车位，「依然感谢，因为我的脚还可以走路」 

    上班塞车寸步难行，「依然感谢，因为我有车可以开」 

    孩子玩电脑管不住，「依然感谢，因为他们没有在外面鬼混」 

    身材走样衣服太紧，「依然感谢，因为我不愁吃的问题」 

    一大堆脏衣服要洗，「依然感谢，因为我有许多衣服可穿」 

    要交许多的所得税，「依然感谢，因为我有工作与房子」 

 

4. EQ的测验: 你如何回答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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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飞机不稳在气流中摇荡你会: a.继续看书或做事，b.仔细观察服务员和出口，c.作

前 a.b.二项，d.不知不觉没反应。 

(2) 带一群四岁孩子去公园，一个孩子大哭，其他孩子不肯和他玩: a.不理会他们自行解

决，b.陪伴他并聆听他感受，帮他想办法叫它们来玩， c.要他不要哭，d.分散他注意

力去玩别的。 

(3) 一门功课以为可以拿 A结果拿 C，你会: a.拟定一个改进计画，b.发誓要改进，c.这

门不重要，功夫下到别科去，d.和教授去谈话抗议。 

(4) 推销保险，一连被 15 人拒绝，你会: a.今天不做希望明天运气好些，b.评估自己是

否能力不足，c.试不同办法继续尝试，d.考虑转行。 

(5) 身为公司主管，推动族群和谐，听到有人讲种族歧视笑话，你会: a.假装没听到，b.

把该员工叫到办公室训话，c.当场告诉员工这种笑话不妥当，d .建议这位员工去接受

训练。 

 

 

    

IV.带领查经的人请注意：  

1. 请先查考主题的经文，再预习讨论的问题，并查考其中的经文。带领人应当先听叶高

芳牧师「关怀辅导训练课程」的关于本课的两张 CD.  

2. 第一部分是给组长和带查经的人自行研读的，主要是本课有关的一段经文。组长若不

带查经，也应做好准备，以防带的人缺席或出轨。  

3. 阅读第二部分要带领查经的问题，思考，写出自己的答案。  

4. 带领时，讲解第一段主题经文的时间不要太长，25分钟，主要部分带过就可以。  

5. 讨论题目应当分配好时间，每题约 10-15 分钟，要大家分享。  

6. 千万不要卷入政治的争辩，最终都是分边对战没有结果的，只要稍微涉及，提出基督

徒的超然立场，浅尝即止，继续下去。  

7. 最后一定要有分享祷告时间，大约 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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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城教會小組查經資料                             2/05/2021    

小组讨论专题: 第五课 辅导者的情绪智商      （组员版）  

           
1. 查经预备资料: (約 11:1-44)  

   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祂如何与人相处应对。 

 

a. (约 11:1-16) 主耶稣听到拉撒路病了为何没有马上去医治他? 

b. (约 11:1-16) 人在白昼走路就不致于跌倒这比喻是什么意思? 

c. (约 11:17-32) 主耶稣和两位姊妹的对话显出祂的什么情商? 

d. (约 11:33-44) 主耶稣为何要哭泣? 

e. (约 11:33-44) 主耶稣在医治拉撒路的过程中我们学到什么功课? 

   

2. 请解释什么是情绪智力和情緒商數。 

  

3. 如何能增进自己的情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