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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逆境~人生常態

2 估量~逆境韌度

3 行在最低處~回溯你的逆境故事

4 盼望在轉角~迎向負面思想

5 心之所繫~逆境中的內在渴求

6 逆境~塑造品格的老師

7 幽谷同行~靈友相伴

8 逆境靈程~遇見上帝回家之路



逆境韌力

逆境韌力是指一個人面對危機或困難
的適應能力，能減低或克服逆境帶來
的損害。



Who 
Moved My 
Cheese?

An Amazing Way to Deal With Change In Your Work & 

In Your Life

DR SPENCER JOHNSON

learn.tsinghua.edu.cn/cod_go.jsp?cod_id=wyx00004



“乳酪”是我們生命中的比喻…….



“乳酪”是我們生命中的比喻，無論是工作、

關係、財富、自由、健康、認同、靈性中
的平安、甚或一些活動，如跑步或打高爾
夫球。

每人有自己心目中的乳酪，我們追求它是
因為相信擁有它會令我們快樂。當我們得
到它，便牢牢不放。倘若它消失或被挪去，
便成為我們的災難。



從《誰偷走了我的乳酪？》中，

你有甚麼啟迪？

你與那個主角最相近？



面對逆境的三種型態

• 放棄者 (哼哼)

• 我不想參與，我不願接受挑戰

• 半途而廢者 (前期的唧唧)

• 我只能／只想走到這裏

• 攀登者 (嗅嗅和匆匆)

• 我會繼續，試著讓事情達到目標

你屬於那型態？



Adversity Quotient 逆境商數

Paul G. Stoltz, Ph.D.  1997

Peaking Learning, Managing Director 



逆境商數Adversity Quotient
面對困境和超越困境的能力

預測誰能克服逆境，誰經不起考驗

預測誰發揮潛能超越期待，誰無法達到

預測誰會半途而廢，誰堅持到底



CO2RE
C-Control （控制能力）

O2-Origin （起因）& Ownership 
（責任歸屬）

R-Reach （影響範疇）

E-Endurance （持續性）



C-Control （控制）
你覺得對挫折有多大控制能力

知覺自己的控制能力非常重要，沒
有控制能力，希望就化為烏有，行
動也完全停止。有了控制的能力，
人生就有了改變，夢想也得以實現。



掌控與交託

盡己能又知道誰掌管的安然



想法差異

不可能者

我能力不及！

我無能為力！

捱生捱死，為了甚麼？

算了！一定沒有結果的！

可能者

這很難，但我碰過更難
的情況。

不試又怎知道自己不能。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柳暗花明又一村。

VS



C-Control （控制能力）

高度掌控力
覺得自己能掌控大部份逆境

能創造改變

工作表現、健康、生產力有積極影響

堅持到底

尋求解決方法

保持靈活反應



C-Control （控制能力）

中度掌控力

視乎事件規模

可部份掌控逆境

遇上大事較難保持
控制感



C-Control （控制能力）

低度掌控力

覺得自己難掌控逆境

感無能為力

難改變自己

訴諸宿命論



O2-Origin （起因）& 
Ownership （責任歸屬）

•挫折的起因是什麼人或什麼事？

•我對挫折應負多大責任？



起因（Or）高低之不同

• 全都是我的錯！

• 我是個笨蛋！

• 我怎麼弄成這樣子？

• 我早該知道我不應
如此。

• 這是時機不對。

• 整個行業都不景氣。

• 有幾個組員沒有出力。

• 討論之後，我知道如
何改善，下次一定會
更好。

VS



責任歸屬（Ow）

願意承擔結果的程度



高

低

O2

適度的自責

維持樂觀遠景

持續進步

保持活力

由錯誤中學習

起
因

O
R

責
任
歸
屬

O
W

過度自責

士氣低落

輕看自己

人際壓力大

無力感

沮喪

高度責任

承擔責任

行動導向

增強控制

推卸問題

指責他人

不採取適當行動

缺乏成長

表現欠佳

激怒他人



O2-Origin （起因）& 
Ownership （責任歸屬）

高度O2

視成功為努力的結果

懂得避免不必要的自責

清楚自己的責任

樂於接受挫折

採取行動



O2-Origin （起因）& 
Ownership （責任歸屬）

中度O2 

把挫折當成外力使然

有時又覺錯在己身

偶爾不必要地自責

只限於你覺得相關部份而負責

不會投入更多



O2-Origin （起因）& 
Ownership （責任歸屬）

低度O2 

把責任全推在自己頭上

把成功當成外力使然

認為自己是壞事的起因

傷害自己的尊嚴和動機

亦會推卸責任，不願處理問題



R-Reach （影響範疇）

挫折對我其他生活領域有甚麼影響？

起於此終於此



R-Reach （影響範疇）

高度R

視挫折為特定事件，
限制逆境範圍

容易處理生命中的
困難，挫折和挑戰



R-Reach （影響範疇）

中度R

視挫折為特定事件，偶爾讓逆境過度
影響生活其他層面

在沮喪時，會誇大壞消息



R-Reach （影響範疇）

低度R
覺得逆境遍佈所有生活領域

扭曲的觀點使你無能力採取必要行
動



E-Endurance （持續性）

挫折會持續多長？

挫折的原因會持續多久？



E-Endurance （持續性）

高度E

視成功為持久，視挫折為短暫



E-Endurance （持續性）

中度E

可能視挫折是持續

輕微／中度挑戰，可以保持信心

脆弱時就會大打折扣



E-Endurance （持續）

低度E

視挫折是持續，正面事件為一
時幸運

感無助，憤世嫉俗



逆境反應表CO2RE
• 5級抗逆力：你可能有承受重大挫折並且持
續努力向上的能力

• 4級抗逆力：你可能在日常挑戰中能奮力堅
持，也發揮了潛力。你可加強AQ某些層面，
讓自己更有效率

• 3級抗逆力：通常只要不碰上挫折，就能在
日常生活中一帆風順，但卻承受不了太大的
難關，容易因生活中累積的挫折和挑戰感到
沮喪和難過。



逆境反應表
• 2級抗逆力：你的潛力可能尚未完全發揮，
逆境對你有嚴重影響，使你難以登峰造極。
你可能得對抗無助和絕望感

• 1級抗逆力：你可能已經忍受長期的痛苦。
你的動機、精力、健康、活力、表現、毅力
和希望，都可以藉學習新方法而進步



七種強勁的抗逆力特徵
慣於與現實世界保持緊密聯繫，並活躍於多
方面尋求有助解決問題的資訊

善於表達一己的正面及負面情緒，並能容忍
挫折

樂於尋求別人的幫助

慣於把所遇到的問題切割成不同部分，並懂
得按部就班地逐一處理

Caplan, 1966



七種強勁的抗逆力特徵
能自覺一己的精神狀況，並按自己的狀況而
決定處理問題的步速，同時亦能在起碼的程
度上維持日常生活的運作

善於管理情緒並願意具彈性地去改變自己

具自信，亦能信任他人，又能對未來保持樂
觀態度

Caplan, 1966



The Serenity Prayer
American theologian 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 



The Serenity Prayer
God, give me grace to accept with serenity

the things that cannot be changed,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which should be changed,

and the Wisdom to distinguish the one from the other.

Living one day at a time, Enjoying one moment at a time,

Accepting hardship as a pathway to peace,  Taking, as Jesus did,

This sinful world as it is, Not as I would have it,

Trusting that You will make all things right,

If I surrender to Your will,

So that I may be reasonably happy in this life,

And supremely happy with You forever in the next.

Amen.



上主，賜我恩典以平靜之心接受不能改變的事物

勇於改變應該改變的事情

與及以智慧來區分兩者

度一天算一天，享受每個時刻

接納困難為達致平安的途徑，尤如耶穌所做一樣

這個罪惡的世界，我不會擁有它

相信你會較正所有事情

假如我降服於你的旨意

我可能此生快樂無比

永遠與你同在更是喜樂滿盈

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