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stor Sunday Wu

溝通技巧回顧（ㄧ） Communication Skill Review (I)
聖經中的溝通技巧系列（四）Biblical Communication Skill (IV) 



原則



“⼀句話說得合宜，就如⾦蘋果鑲在銀的器物上。” 

–箴⾔ 25:11, 聖經新譯本 Proverbs 25:11, ESV

“A word fitly spoken is like apples of gold in a 
setting of silver.” 



溝通的定義

接收（解讀）和表達（編碼）信息的清晰度。參與溝通
者是否在同⼀條經緯線上，取決於語⾔和非語⾔的信息
是否被正確解讀。



⼀般的溝通
✤ 殺時間
✤ 儀式性：談論過去的美好回憶
✤ 壓⼒下的溝通：在壓⼒下反射性的溝通

✤ 順從
✤ 反攻：例如「你這個可惡的傢伙！」
✤ 反叛：例如「我就是要這樣，你能拿我怎麼辦︖」
✤ 逃避
✤ 放棄：例如：「好啦，好啦，都是我的錯。」



⼀般的溝通

✤ 問答：例如：「誰要負責做這件事︖」
✤ 想法：例如：「這就是我對這件事的看法。」
⼀般的溝通就到此為⽌，不能真正增進對彼此的認識。
這些溝通都相當表⾯，幾乎沒有表達情緒和感受的成分。



好的溝通
✤ 感受、價值觀、信念：這樣的溝通⼀般是單向的。表
達者披露⾃我內⼼的狀態。⼤部分的⼈對表達這些內
容會不太有安全感。

✤ 親密的溝通：參與溝通者互相表達⾃⼰內⼼的感受，
專注在相互了解、彼此接納，⽽不會嘗試去改變正在
表達的⼀⽅。

✤ 終於瞭解你，也瞭解我了：只有在不互相論斷，不帶
有⽬的和前提的仔細傾聽時才會發⽣。



做⼀個好的傾聽者

✤ 盡量營造⼀個讓說話者感到安全、受接納的氛圍
✤ 接納的聆聽姿勢、表情
✤ 忍住不插話，只表達接納對⽅的意⾒
✤ 除非對⽅詢問，否則盡量不給意⾒、或解決⽅案
✤ 讓對⽅知道你絕對會保密

✤ 聽、看出問題背後的問題。



⾯對衝突與爭執



“⼀句壞話也不可出⼜，卻要適當地說造就⼈的好
話，使聽⾒的⼈得益處。” 

–以弗所書 4:29,聖經新譯本 Ephesians 4:29,NLT

“Don’t use foul or abusive language. Let 
everything you say be good and helpful, so that 
your words will be an encouragement to those 

who hear them.” 



什麼是衝突（或爭端，Conflict）︖

✤ 因為期待、⽬的、⽬標、價值、慾望、或有限資源之
間的⽭盾引起的衝突。

✤ 爭端本身不可怕，沒有調解衝突的能⼒的組織才是問
題。

✤ 除非⼤家都得過且過，否則爭端是不可避免的。
✤ 沒有衝突不代表合⼀。⼀個教會沒有爭端反⽽有可能
是靈裡麻痺的症狀。



什麼是衝突（或爭端，Conflict）︖

✤ 只要有⼈，就有衝突。
✤ 想要進步或成長，就⼀定會有爭端—兩者相互需要。
✤ 不承認有衝突，會影響健康、⼈際關係和⼯作效率。
✤ 避免爭端，是⼈的天性。
✤ 需要通過不⾃然，後天學習的技巧來有效管理衝突。
✤ 受到有效管理的爭端，有轉化的能⼒。



為什麼我們不愛有爭端/衝突︖

✤ 害怕衝突所帶來的後果。例如彼此關係變差、變尷尬、
甚至變仇⼈。

✤ 怕⾃⼰沒能⼒去處理，情況會越來越糟。
✤ 擔⼼⾃⼰情緒上無法承受這樣的壓⼒。
✤ 怕「輸」了以後，損失更⼤。



積極處理爭端/衝突可能帶來的好處
✤ 突破成⾒，建⽴更好的溝通效率。
✤ ⼈際關係，或組織中原來混頓不明的地⽅變得清晰。
✤ 擴張你的疆界、開發你的潛能。
✤ 直搗問題核⼼，不再無⽌盡的兜圈⼦，玩猜謎。
✤ 知道使彼此進步的原動⼒是什麼。
✤ 建⽴⼀個彼此造就的⼈際關係。
✤ 長⼤成熟。



聖經教導我們要積極的處理爭執、衝突



那要怎麼積極的處理爭執、衝突︖

從「我」開始：認識神所造的這個獨特的我
✤ 增加對⾃⼰的了解，例如：我在什麼事上容易與⼈
起衝突︖

✤ 想想為什麼我碰到爭執時會有這些反應︖
✤ 發覺⾃⼰在⼀件衝突事件中扮演的角⾊。
✤ 丟棄那些讓⾃⼰不能改進的包袱。
✤ 認清在⼀項爭端中，可控與不可控的因素。



那要怎麼積極的處理爭執、衝突︖

從「我」開始：認識神所造的這個獨特的我
✤ 為⾃⼰禱告，並學習對⾃⼰說話。讓我不要聽信魔
鬼，以及⽼我的⾃我設限。

✤ 選擇我要⽤什麼⼼態來⾯對痛苦和失望。
✤ 明⽩我對於要不要現在處理、怎麼處理，還是要先
冷處理是有選擇權的。



那要怎麼積極的處理爭執、衝突︖

由「他/她」延續：認識神所造的這個獨特的她/他
✤ 增加對他/她的了解，例如：她/他在什麼事上容易
與⼈起衝突︖

✤ 發現是什麼讓他/她願意進步/改變。
✤ 學習分辨哪些爭執是有益的，那些又是無意義的。
✤ 尋找最合適的⽅式來處理⼀個衝突事件。
✤ 熟悉⾯對各種⼈所需要的⼯具。



那要怎麼積極的處理爭執、衝突︖

由「他/她」延續：認識神所造的這個獨特的她/他
✤ 找出「下⼿」的對象：誰是意⾒領袖︖誰最有影響
⼒︖誰最有效率︖

✤ 學習爭執的「解剖學」：衝突的導⽕線、引爆點、
繫鈴⼈、解鈴⼈、關鍵事件、核⼼原因、衝突⽬的
等…



個案判斷

規則

原則

基本信念

四個層次的道德規範 Four Levels of Moral 
Norms particular/

immediate 
judgement level

Rules Level

Principles Level

Basic Conviction 
Level



基督徒的基本信念的四個象限

1. 認識神與⼈的本質（knowing the character of God 
and human nature）

2. 赦罪及造就耶穌基督的⾨徒（forgiveness and 
discipleship）

3. 有基督的形象與公義（Christlikeness and justice）
4. 教會的使命（understand the mission of the 

Church）



使徒⾏傳的四個「不可」的兩⼤原則

1. 與偶像崇拜劃清界線。這是愛神。 
2. 尊重猶太信徒所持守的猶太教傳統，才能⼀起守
聖餐。這是愛⼈。



“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
們的禱告， 這樣就可以做你們天⽗的兒⼦，因為
他叫⽇頭照好⼈也照⽍⼈，降⾬給義⼈也給不義的
⼈。 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有什麼賞賜呢︖
就是稅吏不也是這樣⾏嗎︖ 你們若單請你弟兄的
安，比⼈有什麼長處呢︖就是外邦⼈不也是這樣⾏
嗎︖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完全⼀樣。” 

–⾺太福⾳ 5:44-48



愛神、愛⼈是基督徒處理衝突時要有的基本信念



什麼是有建設性的衝突或爭端︖

✤ 能幫助所有的參與者成長、可以更有效率的解決問題，
並使組織內部重新回到平衡狀態。

✤ 協助參與者重新檢視過去認為理所當然的，卻不再合
時宜的做法。誘發創新思考及排解問題。



從爭端中得益的條件

✤ 所有⼈都要能把解決問題這件事，和個⼈情緒的衝突
區分開。當⼈們過度情緒化時，會把應該被解決的問
題個⼈化。這使⼤家忘了我們應該⼀起解決問題，⽽
把對⽅當成了敵對的⼀⽅。

✤ ⼤家都要有⾜夠的解決衝突的技巧和知識，知道衝突
發⽣的當下該如何反應。避免讓爭端升⾼到難以解決
的程度。當事⼈都要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專注於解決
問題。



什麼是毀滅性的衝突或爭端︖

✤ 當不必要的爭端發⽣時，或被當成⼈對⼈、國跟國之
間的衝突來處理時。從各有道理的意⾒不合，升⾼成
產⽣不愉快的感受，因為變成想「打敗」對⽅，⽽不
是解決問題。

✤ 經常被形容為「性格不合」，特別是很多問題經過經
年累⽉的累積，沒有被解決。別不是雙⽅特別有什麼
爭議，只是兩個⼈就是不對盤。



什麼是毀滅性的衝突或爭端︖

✤ 這樣的問題是出於價值觀和基本信念的不同。彼此都
認為對⽅需要為了這樣的不同來負責。

✤ 這樣的兩個⼈彼此說話的時候，⽤的語⾔、語氣、動
作、表情都跟有建設性爭端時不同。



毀滅性衝突的影響

✤ 在所有參與的⼈中間形成⼀個強⼤的負⾯情緒系統。雙
⽅浪費許多不必要的⼒氣和時間試著「打敗」對⽅、尋
找盟友，但只會更加氣憤。

✤ 對所有⼈，或者團體是很⼤的負擔。當爭執⼀路發⽣⽽
又無法解決，所有⼈都跟著空轉。那些被扯進來的⼈，
被迫選邊站，⼀起承受情緒重擔，也跟著⼀起秀下限。

✤ 那些被強迫參與的⼈，會有不適、不信任及不安全感。



毀滅性衝突的特徵

✤ 越扯越多⼈，問題越扯越複雜，似乎永無⽌盡。
✤ 有⼈出現根本不想解決問題或合好，⽽只想「得分」
的想法和⾏為。

✤ 參與的⼈開始專注在⼀些很主觀的事上，比如服裝打
扮、說話⽅式，或⼀些⼈格上的問題，例如忠誠、粗
暴等。甚至幫⼈定標籤。

✤ 特別去找「在⾼位者」想⽤⾼壓的⼿段解決問題。



造成毀滅性衝突的原因

✤ 不作為：忽視、逃避問題（經過分析，及縝密思考後
所決定的不在此列）

✤ 故意拖延：常⽤的⼿段包括「還需要多⼀點資料」、
「要看看表現」、取消會議等。

✤ 隱瞞：常⽤來避免爭議。
✤ 命令和規定：想強勢「壓下」衝突，卻無法真正解決
問題。



衝突強度表 by Speed Leas of the Alban Institute
強度 狀態 ⽬標 ⽅式

1 可解決的問題 合作找出對雙⽅都有益的⽅案 解決問題

2 意⾒不合 在更公開的情況下進⾏問題排解 解決問題

3 較勁 我贏你輸 解決問題

4 ⾾爭/分⼿ 傷害或打敗對⼿ 打敗對⼿

5 棘⼿ 徹底毀滅對⼿ 打敗對⼿



爭端強度代表的意義

1. 在⼀個情緒及靈性健康的群體中，幾乎不引起問題。
2. 引起激烈辯論。群體的領袖的作為會影響到這個衝突
的⾛向。

3. 較難解決，可能需要由第三者來調停，但仍可解決。
4. ⼀定需要接受輔導，或顧問的協助。當事⼈已經接近
放棄邊緣。

5. 從⼈的角度看，幾乎無解。



“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
們的禱告， 這樣就可以做你們天⽗的兒⼦，因為
他叫⽇頭照好⼈也照⽍⼈，降⾬給義⼈也給不義的
⼈。 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有什麼賞賜呢︖
就是稅吏不也是這樣⾏嗎︖ 你們若單請你弟兄的
安，比⼈有什麼長處呢︖就是外邦⼈不也是這樣⾏
嗎︖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完全⼀樣。” 

–⾺太福⾳ 5:44-48



Johari Window

Known to self Not know to self

Known to 
others

Arena Blind Spot

Not 
known to 

others

Hidden Unknown



Adjectives of the Johari Window
•able
•accepting
•adaptable
•bold
•brave
•calm
•caring
•cheerful
•clever
•complex
•confident
•dependable

•dignified
•empathetic
•energetic
•extroverted
•friendly
•giving
•happy
•helpful
•idealistic
•independent
•ingenious
•intelligent

•introverted
•kind
•knowledgeab
le

•logical
•loving
•mature
•modest
•nervous
•observant
•organized
•patient
•powerful

•proud
•quiet
•reflective
•relaxed
•religious
•responsive
•searching
•self-assertive
•self-
conscious

•sensible
•sentimental
•shy

•silly
•spontaneous
•sympathetic
•tense
•trustworthy
•warm
•wise
•wit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