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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了解自己在任何特定时刻的感受吗？当您坐下来认真阅读这个模块的时候，您是否

思考过您的感觉如何？您的情绪如何？可能没有，但是这并不代表您没有任何感觉。

您的感觉依然存在，不论好坏都会影响您的决定和行动。 

情商 (El) 是一种通俗说法，指了解我们的感觉并管理自己情绪，以及认识他人感觉的

能力。El 包括平衡感觉和思考能力，在不被情绪控制的前提下感知它，因为情绪能混

淆判断力，并影响您做出选择的能力。 

这些能力对于您的成功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决定您是否全面认清自己，能否处理好发

生在您身上的所有事情，以及能否很好地与他人相处。 

您与您的感觉、与周围的人在情感上越和谐，您就可以越为恰当地作出回应。投入、

恰当和体贴的回应对于处理人际关系以及应对各种挑战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智力的定义 

西方社会在传统上用连续体来说明智力。理性思考经常被放在范围的一端，而情绪在

相反的一端。“智力”的概念与智力和认知能力最为相关。 

当今社会，大多数人都会承认，智力是一个很难定义且构成复杂的元素，与此类似的

观念还包括“幸福”、“美貌”、“性别歧视”或者“英国人风格”。 

例如，想要成为医生、律师或工程师，一般都认为您必须足够“聪明”，但是，您对于

喜剧演员的角色又有什么想法呢？“幽默感”和“时间感”就是所谓的智力吗？在这个连

续统一体上，社会工作者、演员和政治家又位于何处呢？教练呢？ 

自 20 世纪初开始，IQ 测试将智力进行量化。假如这类测试只检测认知智力，则不能

预测个人的未来能否成功。 

然而，在接下来的若干年，人们对人脑进行了一系列空前的研究。这些研究结果告诉

我们大脑不同的功能。现在，我们知道认知能力位于新大脑皮质，也就是思考或理性

大脑。这一部分大脑通过将新信息和洞察力嵌入原有的联想和理解框架，并扩展和丰

富相应的神经回路来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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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您的 IQ 只是成功的一部分。处理日常状况以及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能力包

括 EQ 和 IQ。 

情商 (EI)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智力的概念广泛扩展到以下概念： 

 多元智能（语言、视觉、音乐、体育等） 

 创造性思维 

 情商 

 社交智能 

所有这些领域都体现了情感维度。这些领域背后的理论家，如 Howard Gardner 和 

Daniel Goleman，认为情绪是改变和成长的必要条件，而学习认识、管理并理解他人

和自己的情绪则可以让人指导自己的思想，应对艰难的境况，实现目标并做出更为明

智的人生选择。 

情商 (EI) 模型 

当前，EI 有三种主要模型： 

1. 能力模型 

以能力为基础的模型将情绪视作有用的信息来源，引领个人在社会环境中前进。这个

模型提出：个人处理情感类信息的能力和个人将情感处理与更为广泛的认知联系起来

的能力不同。 

2. 混合模型 

这个模型由 Daniel Goleman 提出，在其 1995 年著作《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 中将这个词语普及化。该书主要强调 EI 对于推动领导绩效的一系列重要

能力和技能的作用。Goleman 的模型概括了四种主要的 El 概念： 

 自我意识 — 使用直觉指导决策时，了解个人情绪并认识其影响的能力。 

 自我管理 — 包括控制个人情绪和冲动，并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社会意识 — 在理解社交网络的时候，感知、理解他人情绪并对他人情绪作出反应的能

力。 

 关系管理 — 在管理冲突时激励、影响并开发他人的能力。 

3. El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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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特征是指个人对其情绪的自我知觉能力。这个定义由自我报告衡量，是基于能力模

型的对立概念。基于能力模型即实际能力，经证实较难进行科学测量。 

 

Goleman 为 EI 的每个概念概括了一组情感能力。他指出，每个人生来就具有普通的

情商，这决定了他们学习情感能力的潜力。 

 

但是，情感能力可以通过学习、发展和实践而实现出色的表现。 

情商与教练 

每个人都在不断寻找新方法，帮助他们在生活各个领域（事业、人际关系、财务、抚

养等）设定、管理、交流并实现目标。他们将强大的人际关系、应对能力、创造性思

维以及愤怒管理技巧视作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手段，为达到这些目标，他们经常求助

于教练。 

掌握这些技巧需要一定程度的情商，而 coaching 则 通过个人优劣势的不断自我意识

、自我管理、自我评估以及对如何更有效地利用优势的探索促进和提高情商。 

教练也具有极好的 EI 技能。例如，具有强大自我调节能力并诚实工作的教练具有灵活

性，抛弃评判，促进可靠环境的形成。教练的一个重要能力是面对客户挑战时保持冷

静和客观。 

自我运用 

1. 智力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您如何了解他人的智力？您对于人和智力之间的关系有做

过任何假设吗？在您的生活中，哪些因素、体系或经历形成了这种定义？ 

2. 智力应该如何衡量？ 

3. 您会如何定义情商？您是否认为女性或老年人的情商更高？您是否认为情商因不同文

化而不同？您认为智商和情商两者可以“和谐共存”吗？ 

4. 描述您本人的情商。您认为其他人会如何描述您的情商？反思你关注、理解和控制自

己情绪的能力。 

Coaching 运用 

Coaching 从业者理解自身的情商，并了解如何在实践中有效运用情商，是非常有益的

。阅读情商相关内容后，请做出反思。 

1. 您认为一名情商教练应具备何种品质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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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认为该如何将自己培养成为一名情商教练？ 

3. 作为教练，您认为该如何开发客户的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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