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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除评判    

与许多英文单词一样，牛津英语大辞典中也为“评判”这个词下了多种定义。其中一种定义为

“洞察力、敏锐的判断力”。然而，另一种定义却是“批判，给予个人认为不适当的行为的评

价。” 评判的第一种含义更多的是关于凭你的直觉做出决定。衡量你面临的一切，凭靠你的

直觉，做出决定。评判的第二种定义阻碍行动。我们准备探究的正是评判的这个定义，看看它

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出现评判时 

当人类感到自己被评判时，一件奇怪的事情会发生。第一反应是内疚感，即使这种感觉稍纵即

逝。大多数人，即使是那些情绪稳重的人，当他们被评判时，也极易产生内疚感。关于大脑运

作方式的研究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强烈的消极情绪，如内疚和恐惧，实际上是绕过大脑认知途

径的。丹尼尔•高曼，《情绪智力》的作者，将这种体验称为“情绪绑架”。当大脑还没有来

得及考虑某种特殊的情绪（这种情况下指的是内疚感）是否合理，就做出即时的情绪反应，在

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很难控制的现象。 

 

接着是大脑的认知部分发挥作用。没有人喜欢内疚的感觉。而内疚感则是最具破坏性和最痛苦

的情绪之一。当内疚感浮现时，一般的人类反应是设法摆脱这种感觉。我们花费全部的精力去

抵制产生内疚感的评判，以此来设法抵制内疚感。 

 

让我们思考一下这一理念。那些评判他人的人，往往是基于该评判具有某些“事实”或“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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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来证明评判的正确性。然而，我们对大脑运作方式的认识告诉我们，评判的“事实”

对情绪的反应根本没有任何影响。我们对评判的反应是感性的，而非理性的，因此，即使是基

于多年数据或经验的劝告，我们很可能也会置之不理。当我们受到评判时，我们就进入了防御

模式；我们不再悠然自得，我们不再倾听，最糟糕的是，对于评判我们的人，我们视其为会伤

害我们的人，而不再予以信任。 

 

评判不仅毫无裨益；它会起反作用。我们认为营造“信任的氛围”是有效生活的先决条件。评

判比其它任何事物更能摧毁信任的氛围。当人们需要敞开心扉时，它使其封闭起来。它会打破

伙伴之间的力量平衡，使其完全倾向一方。当评判出现时，你是不可能营造出信任的氛围的。 

 

评判与批评 

评判和批评来自同一家族。有时批评和评判可以互换。评判是用一系列的技能或者理论去测量

某物，是一种评价。有时批评会和评判的概念混淆，认为我们正用一系列的标准去批评。但是

，这些标准是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自己的信仰。评判不是我们所指的批评的定义。这里我们

所指的批评是，因你决定去批判一个人，评判他，当你断定你的观点是正确的，或者是相对较

好的，而另外一个人的观点是错误的，或者不够好，使其感到了批评指责。或许这是对批判的

一个非此即彼的看法，但是，批判的确就是非此即彼。要么你就批判，要么你就没有批判。 

 

批评是判断的实践。让我们从判断或者法官的意义上考虑一下评判。如果你从法律意义上考虑

一下法官，他们的职责是，根据法律，审视形势，从而判断某种特定行为的后果。在一个法律

体系，法官要参考法律。如果我们借鉴这个观点，并联想自己的生活，我们就是自己生活中的

法官。我们有一本规则书，一本信仰之书，就如我们遵守的法律规则，我们在生活中需要遵循

它们。这些规则在很久以前，通常是在我们成长时，由我们的父母或者生活中的成年人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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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孩子，这些规则在我们脑海中不断地强化。 

 

起初，这些规则是围绕一种价值体系或者一套信仰而制定的。举个例子说明一下不同的规则，

有人认为对于约定稍微迟到会好些，相反，有人认为应该提前五分钟到。我们称这两种规则为

规则一和规则二。规则一认为稍微迟到好些，规则二认为应该早到。或许制定规则一时，遵循

的信仰是早到了不礼貌。早到没有社交礼仪。比约定的时间稍微晚点表明你对他人的尊重。对

于规则二，早到是尊重将要与你会面的人的时间。迟到显得既不不礼貌又草率。早到表明你的

热心和恪守承诺，因此是对将要会面的人的一种尊重。 

 

在看这例子时，你可能同意规则一或者规则二。这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你生活中在遵循这

两种规则中的一种。不久以前，你已决定接受一种关于时间和约定的规则，这本身并没有问题

。但当你把另外一种规则看作是错误的时候，评判就出现了。我们知道，无论如何，这两种规

则都是关于遵循它们的人，而不是他们将要会面的人。我们可能倾向于遵循自己的规则，正因

为它尊重他人。你可以看出，这两种规则都可以被解释为是尊重他人的。但是，其实它们是关

于我们自己的，以及我们对尊重的注重。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也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

，有时在不经意中，我们对那些和我们遵循不同规则的人做出评判，认为他们不如我们。 

 

自我应用 

为什么要评判？ 

我们评判别人因为自尊心较低。评判是一种比较。我们把自己和其他人相比。当我们这样做的

时候，起初我们自我感觉良好。我们认为自己的生活比他人的要好。但是，这种感觉是及其短

暂的。我们评判他人因为我们不喜欢自己。这就是评判可悲的结果。想一下，如果我们把花在

评判别人身上的精力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来喜欢自己，那将有什么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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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判是一种信号 

当你评判某人时，你自我感觉不是很好，明白这一点是意识到评判的一个好办法。关于你自己

，你有不够重视或者不喜欢的地方。每次你评判他人，就反映出你对自己的感觉如何。下次你

做评判时，考虑一下评判的潜在意义。如果你认为他人不尊重你，那么很可能是你自己没有尊

重自己。 

 

评判也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对话。它是基于我们的自言自语。我们的自言自语在衡量其他人不如

你的所有原因时，可能是很具破坏性的。此外，留意你的自言自语，赶快停下来。自言自语表

示你并不是活在当下，而是回想过去或者考虑将要发生的事情。它不是注重此时此刻的活动。 

远离对他人的评判，就是更多的去爱自己。 

 

消除评判的对策 

消除评判的对策并不是单纯地接受对方。其实要比这么做更为复杂。消除评判的对策就是自爱

。当人们缺乏对自身的爱时，他们的根基是不稳定的。为了设法获得归属感，他们会把自己和

他人做比较。当你开始和他人做比较时，你就处于评判状态，因为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

，比较得出的结论要么是你胜过其他人，要么是其他人胜过你。 

 

真正热爱并尊重自己的人，会认为没必要和他人做比较。他们所比较的，是他们对自身与之前

的表现，和对自己在未来的展望。他们成为自身取得成功的试金石。一旦你感到能掌控自己的

成功，你就有一个稳当的根基和他人交流。你也能够让其他人掌控他们自己的人生了，而不再

和其他们的人生做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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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开始自爱并将注意力集中到自身发展上来时，那么很自然就会让其他人也这么做。一个人

就能客观地看待另外一个人，而不将他们的生活和自己的进行比较。相反的，他们会帮助他人

经历类似的成长过程，来成为他们自己的成就和成功的试金石。一个不去评判的人有能力来尊

重并颂扬另一个人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 

 

人类一直为此而努力奋斗。如果你发现评判正在慢慢潜入你的关系之中，也许这是个暂停的信

号，此时应改呵护一下你自己。重新审视一下你的目标，认可一下自己，与你的支持后盾重新

联系一下，庆祝一下你的闪光点，然后感觉评判就自然地远离你了！ 

 

Coaching应用 

诱导性问题 

Coaching中，出现评判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诱导性问题”。法庭剧的爱好者应该对“诱

导性问题”不陌生。这类问题，意味着批评或评判。例如，“你是否同意，自己是当天最后一

位见过受害者的人吗？”这个例子中，提问者并非真的提问题，而是在作评判并把它“包装”

成问题。 

 

Coaching中，诱导性问题通常开头会问“为什么？”例如，“为什么这么晚打电话给同事？

”这里“为什么？”的言下之意是，客户在某些方面做错了，需要自圆其说。家长想要斥责孩

子的话，常常用诱导性问题。例如：“为什么你的新衣服上面有个洞？”，“为什么晚上九点

了你还没睡着？”，“为什么电视机还开着？” 

 

以下是一些关于诱导性问题的例子，旁边是每个问题隐含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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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在周五下午开会？     

● 周五下午开会是不对或不寻常的。 

● 为什么你的老板没参加？     

● 你的老板本应该参加的。如果她没参加，这可能表明有问题。 

● 为什么要让你的私人助理参与到讨论中来？    

● 让私人助理参与到讨论中来，是不对或不寻常的。 

●  我想知道，为什么这天你不能早点开会？    

● 如果能早点开会的话，会好一些。 

 

掉进诱导性问题的陷阱里，是很容易的。提出有力又不含评判的问题需要不断实践。当你刚担

任教练时，可取的策略是写一下有用并无评判的问题作为提示，直到你变得更熟练。以下是关

于无评判的问题的例子： 

 

● 是什么促使这件事现在变成一个问题？ 

● 1-10的等级中，这件事的重要程度现在属于哪一级？ 

● 你有多大精力来解决这件事？ 

● 目前你已尝试了什么？ 

● 想象一下，这一挑战已经被征服了。感觉会是怎样？ 

● 什么阻碍着完美结果的实现？ 

● 在你最足智多谋的时候，你是如何来看待这件事的？ 

● 这里有哪些措施可供选择？ 

● 你将使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这些选择？ 

● 那么接下来第一步要做什么？ (Roger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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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是评判的极端。注意批评的产生，识别并与之抗衡，都不费力。大多数客户是不能忍受来

自教练的批评的。任何教练一旦采用批评，在教练业将毫无建树。   

 

大多数教练从不批评他们的客户，然而，其它形式的评判并不像批评那么明显。这些形式的评

判更难识别，因此防范的难度也随之增加。教练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来避免的，正是这些形式更

微妙的评判。 

 

在下列选自我们Coaching原理的表述中，清晰明确地阐述了Coaching的基本前提之一: 

“我们坚信，客户才是他/她人生的专家。作为教练，我们的任务是Coaching客户寻找自己的

方案应对人生的挑战。” 

 

如果客户确实是他/她人生的专家，那么作为教练的我们所认为“适当的行为”则是无关紧要

的。作为教练，我们的任务不是批评或劝告客户。我们的任务在于，辅助客户认识到自身的闪

光点，以使其懂得寻找自己的方案应对人生的挑战。这是一个使客户挖掘潜在本能的过程，而

评判是无法帮助这个过程的。 

 

同样，请参考国际教练联盟对于教练的定义的引述:“国际教练联盟…坚信每位客户都是创意无

限、足智多谋、完整无缺的。” 

 

如果客户果真创意无限、足智多谋、完整无缺，那么我们就无需评判或劝告他们。Coaching

并不意味着提供服务者（教练）在该Coaching关系中，比接受服务者（客户）更有技巧或远

见。Coaching是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如果教练/客户关系开始变得像大师与学徒或教师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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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或权威者与随从一样，那么你已经偏离了Coaching的范围。你所面临的挑战将是抛开所有

评判，使你能重新成为客户的“伙伴”而非“领导”。 

 

劝告 

如果你回顾牛津上对“评判”的定义，对于最常见形式的评判，你会找到一点提示。辞典中将

评判定义为“给予个人认为不适当的行为的评价”。换言之，任何时候，如果你“劝告”某人

用另一个方式或做另一件事情时，你所做的就是评判。名词“劝告”，和它的表兄弟“批评”

一样，在Coaching中是毫无立足之地的。 

 

劝告听上去比批评更体面。大多数人会认为批评是负面的而劝告不是。即使有些劝告是不利的

，他们也会认为“善意的劝告”是正面的。或者他们会认为以广泛的知识和经验为基础的劝告

是积极的。有些人甚至认为客户聘请教练的目的之一就是获得劝告。 

 

所有的劝告，即使是“善意的劝告”或“专家的劝告”都是评判的一种形式。想象一下，一位

年轻的管理人员为晋升成一名更高级的主管人员而接受coaching。这位教练本身已经是一名

高级管理人员，注意到这位年轻人的衣着要比他之前所在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更休闲。在经过

几轮致力于为升职而进行的coaching之后，教练提出了一些劝告。“你知道吗，要想成为一

名高级管理人员，最佳方式之一，就是在同辈中展现高级管理人员的素质。这种提升方式会显

得很自然，而不至于唐突。我能给你些劝告吗？”年轻人答应了。“你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

像高级管理人员一样穿衣服。设法减小你和他们之间的差别，这样自然而然会将你视为高级管

理人员。” 

 

这个劝告无疑是善意的。教练真挚地希望客户实现晋升的目标。这个劝告同样也是专业的，并

http://www.icoachacademy.com/


 

教练技能和知识 | 生命设计 |  抛除评判 Page 9 

 

© International Coach Academy, 2012 www.icacoach.com                           

基于详实的数据，（教练作为高级管理人员的经验）。这位教练并没有批评客户，甚至在提出

劝告之前还征求同意。然而，在他的劝告中却隐含了一系列的评判，而这些隐含的评判在客户

看来却是一目了然。它们分别是： 

● 目前你的衣着看上去像一名普通员工。 

● 你并不了解初级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差别。因此必须为你指明。 

● 高级管理人员看到的你，是一位初级管理人员。 

● 虽然你在公司已经工作了八年，而我却从未涉足，但是我比你更清楚如何在你公司做

一名高级管理人员。 

● 不同的观点不受到重视。 

 

虽然教练并未清晰明了地表明每项评判，但实际上都包含在他的劝告之中。这位客户寻求教练

的帮助，目的在于升职，但是却获得深奥无益的信息暗示他还未到位。即使教练是完全正确的

（也许并不全对；不同机构有不同的衣着习惯）而客户也听从了他的劝告，客户仍然会留下这

种消沉的印象：“按照我的价值观去生活，而不是你的。” 

 

许多教练都来自于劝告相对重要的行业。顾问咨询，coaching、管理，和职业指导咨询都是

与劝告相关的行业例子。当他们从事教练业，他们也许会觉得很难改掉劝告的习惯。然而，改

掉这个习惯是为了成为一名优秀的教练。“Coaching是发掘…人的内在智慧。那么，如果你确

实相信客户的潜力，那么你必须找到合适的途径来代替劝告。因此建立彼此之间信任的第一步

就是摒弃劝告的运用为Coaching策略。” (Rogers, 2004) 

 

隐藏的劝告 

上述例子中，很明显，这位教练正在提出劝告。教练一旦发现劝告对于Coaching策略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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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很快就会放弃它。然而，有时候劝告会以更隐秘的形式出现。我们称它为“隐藏的劝告

。” 劝告通常不会这么开头“我的劝告是……”劝告会这样开头“你有没有试过……”或者“

这样是否会有帮助……”或者“是否值得与某某人谈谈……”这类劝告要比说“我劝你这么做

……”更温和，但这仍然是劝告，因此，它仍然包括评判的成分。 

 

因为隐藏的劝告比其它形式的劝告更隐秘，所以它更难攻克。许多教练都带着强烈的服务意识

。他们的动机是帮助客户。他们能真切地体会到客户面对困境时的沮丧，会情不自禁地想要仓

促行事，带着善意的劝告来救助客户。出于正面动机的情绪会导致对客户的消极影响，这似乎

是违背常理的。然而，避免劝告，包括隐藏的劝告，是教练必须掌握的规则之一。要掌握这一

规则必须不断实践，实践再实践。 

 

劝告与反馈 

正如我们上述所说，劝告对Coaching是毫无帮助的；然而，Coaching中则是非常重要的。那

么劝告和反馈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反馈是一种观测结论，它是教练在与客户的合作中收集而来的数据，客户在它的帮助下做出决

定并取得进步。例如，在coach年青的管理人员的例子中，以下是反馈：“我注意到经过这轮

会谈，你谈论升职时的语气越来越有激情了。你的语气听上去确实很坚定。”或者还会是“我

发现当你开始谈论升职时，你说的是‘当我升职时’而现在则是‘假如我升职了’。你能解释

一下语言上的改变吗？”上述观测结论都没有涉及评判。它们只是陈述观测的结论，客户可以

选择接纳或放弃。这些陈述都并非指导客户该做什么，因此并不隐含评判在其中。 

 

反馈与劝告之间的差别是复杂而微妙的。既要提供有效的反馈，又要避免评判和“伪装的劝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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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需要不断实践。有时候，新的教练会因为害怕做出评判，就索性放弃提供反馈。这个做

法是遗憾的。反馈是一门需要通过长时间实践而得的艺术。如果你觉得这方面有困难，那么可

以向你的同伴客户寻求帮助。请他们对你的反馈做出反馈！这是个理想的学习方法。 

 

抛除评判 

评判的另一方面不在于作为一名教练，你的言行举止，而在于你的感受。它不在于行动而在于

态度。即使你从未批评过客户，从未问过诱导性问题或提出劝告，也从未提出过隐含劝告的问

题，你仍可能从评判的角度来执行。为了确保你在Coaching过程中抛除评判，问一下自己下

列问题: 

 

● 在这一时刻，我是否尊重客户和尊重自己？ 

● 我是否接受客户的人生抉择，即使与我的抉择相左时？ 

● 虽然我在引导教练会谈的流程，但是否完全能把教练会谈的议程付托给客户来主导？ 

● 我对这种“不知道”处境是否感到自在？ 

 

如果上述问题的答案并非全都是肯定的，那么你并未完全抛除评判，即使你并没有任何明显的

评判行为。 

 

只要能察觉你正处于评判状态，往往就能抛除评判。评判是人性的弱点，即使是最反思自省的

人也会陷进去。我们都会做出评判。问题不在于因评判而感到糟糕或不对，毕竟，这也是在评

判你自己！问题在于要识别评判，深呼吸然后将它抛除！！！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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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是否有过因内疚而产生的“情绪绑架”？你还记得当时感受如何，又是怎样来回应

的？ 

2. 你做过哪些评判？ 

3. 你是否同意，消除评判的对策是自爱？是否还有其它的对策？ 

4. 你是否得到过“专家的劝告”或者“善意的劝告”，请举例？你是否采纳了？为什么

采纳或为什么不？ 

5. 你是否收到过“隐藏的劝告”或被问过“诱导性问题”？你是如何提供反馈，同时又

避免劝告和评判的？ 

6. 你将会如何coach故事中那位年轻的管理人员？ 

 

 

 

 

 

 

 

  

  

  

  

  

 

http://www.icoachacadem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