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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感 

 

当我们对外在的一些人或事负有责任时，与我们的行为较不负责任时相比，付诸实践的可能性

大大提高。韦氏词典将“负有责任”这个词定义为“有义务作出解释：有能力负责；为所负责的事

情做出答复与解释；担负责任。” 

 

生活中我们的行为可能要对很多人负责任。例如，老板可能要求我们递交每个月的业务报告，

而一旦没有按时递交，他或她可能会来找我们要。如果你还在读书，你的讲师因你迟交作业而

扣你的平时成绩。税务部门可能会因你没有按时全额交税而做出罚款。在体现生活的世俗琐事

和日常活动中，有各种形式的责任感。然而，是谁促使我们对必需品、人生变迁、影响深远、

意义重大的事物担负责任呢？是谁促使我们对若干年后将收获回报的举止改变担负责任的？这

正是我们自己！ 

 

言出必行，言为心声 

做你说过要做的事具有难以置信的效力。它构建了成就感，以及周遭人对你的信任感。堂•米

格尔•路易兹如是说： 

 “重视言语的力量是对能力的正确使用；它意味着把言语的力量建立在真理和自爱上。如果你

和自己约定重视言语的力量，一旦具备这种打算，真理就自然而然会呈现在你面前，并清除掉

你内在的一切情绪毒药。”（路易兹，2006） 

 

重视言语的力量，包括在作出承诺之前谨慎考虑，并确保所作的承诺与我们的价值观相符。这

并非典型的人类行为。容易导致未经思考轻易作出承诺，过后又抛诸脑后。我们通常会与他人

有不成文的约定，以促使双方照其行事。这往往是因为我们过于轻率地步入承诺，而不经过深

刻思考或没把思绪集中在当下。如果我们对人生的追求深思熟虑并只作出与价值观相符的承诺

，那么我们会发现，这恰恰遵循了我们的言语。 

 

在责任感和自信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我们重视言语的力量并严格遵守时，我们就会感受到

更强烈的自信。每当我们为自己的行为担负责任时，我们也使自身充满力量，而这又转换成为

信心。在每个阶段我们的言语都是有力的，我们的影响更为强大，我们的信心则时刻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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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应用 

如果我们停下来，思考一下人生中的责任感，这将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反思时刻。我们对人生

的哪个领域担负责任呢？生活的每时每刻都要求我们对自己负责。我们常常会将责任感与他人

联系起来，如何使他人担负责任来达成我们所愿。如果我们把这种观念转变为如何使我们为了

目标担负责任，那么我们就能使自己充满力量。在我们参与的每件事中，我们都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 

 

逃避责任感 

逃避责任感就像逃避生存一样——这是不可能的。逃避承担责任就好比双手奉上我们的权力，

并对此感觉良好。我们从不会对此感觉“良好”。最终会导致各种后果——愤怒、怨恨、遭遗弃

感、无助感。我们开始可能会觉得逃避责任感或将其付诸他人是更简便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但

这只是一种短见。我们可能会要求教练帮助我们担负责任，但我们不会要求他们对我们的人生

担负责任。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某人实实在在地接替你的位置，接管你的生活。和你一样走

在街上，和你一样工作，和你有同样的感受。这根本是在抹杀了我们的独特性和我们的个性—

—我们的独特之处。 

 

因此，责任感是真诚地做你想要做的人和保持你本来就有的性格。责任感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

的。它给予我们每个人力量。它提醒每个人注意我们的独特性和才能。它提醒每个人注意各自

的人生目标。 

 

Coaching运用 

作为一名教练，你是客户成功的伙伴。你可能协助他们获得成功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促使他们

对自身的行为负责。 

 

大多数找到并需要Coaching的客户都希望取得进步，实现目标。在企业或行政Coaching的环

境中，你可能特地被雇来辅助某人实现一系列既定目标。责任感是协助客户达成他们所愿的微

妙行为。 

 

承诺的实质 

在你能促使客户对其承诺负责之前，值得思考的是行为变化的实质。目前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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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骤增的肥胖和所谓“生活方式疾病”的同时，关于健康与饮食的书籍却占据着畅销书排

行榜。如果改变那么容易的话，那么所有读过这类书的人都会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显而易见

，光靠“知识”是不够的！在确实了解你会从做某事中获益和切实将其融入生活之间，还存在着

鸿沟。 

 

在审视对Coaching中有效目标制定和成就的实质的报告时，马歇尔•戈德史密斯总结了六个至

关重要的因素。其中每个因素都隐含了教练与客户之间的合作方式，协助客户制定有效目标的

方式和促使客户对其承诺负责的方式。它们分别是： 

 

因素1：所有权 

戈德史密斯夫妇发现，当发生改变的承诺来自人的“内在”时，客户实现目标的可能性就会提升

。客户如果真正渴望改变，并将Coaching视为协助兑现承诺的手段，而并非替他们作出改变

的事物，那么就更可能取得成功。 

 

对Coaching的影响 

在向客户寻求许诺之前，对客户参与Coaching的原因进行质疑是很重要的。如果客户进行

Coaching只是因为这是公司提供的，他们认为可以尝试一下，那么他们的许诺很可能以失败

告终。教练或许能够辅助客户来更好地理解和体会Coaching，然而除非他们能从客户那获得

必要的自我意志，否则客户很可能无法兑现最初的许诺，并中断Coaching。“已成功协助领导

者实现长期改变的Coaches和公司都意识到——不要与那些对此课程不“买账”的领导者合作”。

（戈德史密斯夫妇，2000）这一格言不仅适用于领导者，还适用于利基领域的所有Coaching

客户。 

 

同样地，如果客户是准备了一系列的目标来进行Coaching的，那么在促使客户对这些目标担

负责任之前，值得挖掘这些目标的起因。如果客户只是被这些目标强加于身，如果他们并不理

解或认同这些目标，那么没有任何的责任感能帮助其实现目标。改变的许诺必须有好的起因。

因为你老板命令你做的某事所以不得不做，或是因为你认为你被期待去做，或是因为你认为这

是“应该做的事情”，这都无法迫使你前进。探索客户价值和确定他们从Coaching过程中真实需

求的一些初步工作，将提升成功的可能性。 

 

因素2：时间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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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史密斯夫妇发现，人们有一种会低估实现改变所需时间的自然倾向。这会导致沮丧，认为

实现目标花费时间过长，或甚至绝望，认为不值得努力实现目标。戈德史密斯夫妇也谈论了成

就卓著的个体中的“乐观主义倾向”，即当他们朝着正确的方向跨出几步时，就认为自己已经实

现了目标，“繁忙的高管因为希望尽快把问题解决而假定一旦他们了解需要做些什么，并把所

理解的传达给他人，事情就解决了。 如果世界就是这么简单该多好。”（戈德史密斯夫妇，

2000） 

 

对Coaching的影响 

教练不应急于催促客户朝着目标努力。Coaching应该是正面的，而非负面经验。如果客户说

他们将在六月份实现X，而到了六月，他们却没有完成，资深的教练就不应感到吃惊或失望。

当教练了解客户对实现改变所需时间有低估倾向时，教练应该对这一可能性有所准备，制定策

略来促成进步。这包括： 

● 认可客户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成绩 

● 激励客户朝着下一步迈进 

● 将客户的观点从一次失败重塑为一次成功 

● 探索客户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的任何障碍 

● 提醒客户他们的生活中的宏观愿境，一旦实现后将带来许多美好的事物。 

 

因素3：困难 

这类似于因素2。客户通常会低估作出改变所面临的困难。他们假定，因为他们理解他们所需

要的，所以做起来会相当容易。然而，一个经过50年养成的行为，并不会仅仅因为客户认清

并希望改变，而真的发生改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销售数以百万计饮食书籍的国家，将拥

有强壮健康的公民。真正的改变需要真正的努力。 

 

从表面看，改变是非常容易的。对于一个人来说相当简单的成就，对另外一个人来说会难如登

天，因为世上没有两人是完全相同的。就用“积极的倾听”为一个例子。一个有着高层次移情能

力并且对他人充满好奇感的人，可能只需要读一次“积极倾听”的概念，就能立即运用。然而，

一位忙碌的主管，成天忙着做决定，时刻被别人询问意见，可能会觉得仅仅住口并倾听别人是

异常困难的。这个人并没有好坏之分；他只是相较别人来说，更难取得这一成绩。 

 

对Coaching的影响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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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激励客户采取行动时，我们必须谨记，我们不能让他们认为，改变是很简单的。“我知

道你行的”和“这将不费吹灰之力”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在coaching过程的最初以及全程，注意挑

战的难易，面对不可避免的挑战时，客户就能有所准备。 

 

教练也应尊重每位客户的学习旅程。我们要确定客户在努力，但至于多少努力才够，这取决于

客户。Coaching中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真正在聆听，以确保我们没有错过机会，来认可微

妙但意义深刻的发展时刻。 

 

因素4：分散注意力 

当客户制定目标或作出改变的许诺时，他们的未来就是一块白布。他们自己制定的销售目标或

他们许诺的健康养生疗法是在能意识到范围里的唯一挑战。但是，真实状况是风暴会随时现身

，新的途径会显现。也许，尽管他们已竭尽全力，客户仍会失望，或失去一笔生意，或获得一

个从未想到的更大客户！关于目标制定的调查表明，大多数客户往往会低估分散注意力的事物

和不可避免会出现的相互竞争的目标。 

 

对Coaching的影响 

既然知道导致分心的事物必将出现，教练能协助客户做好准备。他们可以鼓励客户为目标建立

时间缓冲器，否则，客户可能不会自发地准备。他们可以和客户计划不同的“场景”，这其中他

们探索一系列的“假设”以确保应付各种可能性。当注意力分散的情况消失时，教练所处的独特

位置也可以慢慢地鼓励客户再次为他的长期目标努力，使短暂的分心不会变成永久性的威慑或

放弃的机会。 

 

因素5：回报 

有时目标制定者可能会因为在某一领域的成功并没有立即给他们带来所期望的回报，而感到沮

丧。例如，致力于提高交流技巧的客户，可能会因他的努力没有即时得到周遭人的认可而感到

受挫。一位通过Coaching来提升技能的业务主管，可能会因没有立即得到晋升而感到失望。 

 

相当数量的研究表明，为领导能力投资Coaching的企业有更多的长期收益。然而，没有任何

研究表明，仅仅雇佣了教练的企业有更多的短期收益。改革进程几乎总是带来长期而非短期的

成功。 

 

如果有可能通过一个短期课程，学会如何变得更加专注，学会与你的价值观相符，并学会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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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获得更大的乐趣，那么这课程将成为全球最热门的课程。如果有可能从一本书中学会以某

种方式支持和培养你周遭人取得更大的商业成功，那么它必将是一本畅销书。这些“转型的”技

能是众所周知的难易发展和维持的技能。(Moreton, 2007) Coaching领域的迅猛发展，部分应

归结于Coaching能有效地辅助客户应对这些极其有力的技能。 

 

对Coaching的影响 

关于Coaching行业利弊的说明，在客户涉足Coaching课程之前，是大有用途的。Coaching并

非是权宜之计。Coaching是个人发展的长期投资。对于人们通过其他途径无从下手的领域，

它则能大展拳脚。 

 

教练可能也需要考虑他们愿意与客户合作的“最短的时间”。如果客户想要应对长久建立起来并

会带来长期利益的重要行为，那么他们肯定不能在三周内做到。许多教练都坚持，Coaching

的最短的时间为三个月，或者他们会为签约3至6个月的客户打折。如果你愿意把时间缩得更

短，要确保客户了解在短时间内会有怎样的成绩，以防他们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 

因素6：维持 

通常Coaching客户会发觉，做出改变很简单，而要维持就很难。“一旦目标制定者竭尽全力达

成了目标，面对 

 

“维持改变了的行为”的现实可能是很费劲的。”（戈德史密斯夫妇）你可能对“溜溜球效应”这个

概念很熟悉，它表示肥胖者坚持高强度的减肥节食并减掉相当多的体重，却发现过后反弹得更

厉害，因为他们对自己制定的严格节食无法持之以恒。然后他们就又会进行一轮短期节食来减

肥。每次他们都会来来回回（就像溜溜球）他们的信心跟着削弱，对自己的身体也造成了巨大

的伤害。 

 

 “溜溜球效应”会发生在各种各样的目标上。一位着眼于一次性收益或“状态”而不是致力于进行“

终身之旅”的客户，可能会以他们无法维持的速度前进。一旦达到短期目标，他们可能为保持

快速前进的坚苦工作而感到不知所措。 

 

对Coaching的影响 

教练可以运用许多策略来确保他们不会无意间支持客户产生“溜溜球效应”。首先，在他们和客

户的会谈中，他们要将客户的发展塑造成一种“过程”或“旅程”，而不是目地。其次，他们要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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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前进道路上的细微进步，以鼓励客户学习感激和庆祝的态度。最后，如果他们认为客户正以

无法持之以恒的速度前进，他们就要告知客户。 

 

掌控责任感 

掌控责任感是一件因人而异和复杂的事情，因客户的不同而存在着巨大差异。只有当客户自愿

时，促使客户对其许诺担负责任才会有效。客户在做好准备之前，应该能够自由地讨论问题，

而不必作出坚定许诺。谨防客户假定你有期待，而做出短期目标的许诺。 

 

和你的客户讨论一下，在责任感方面他们对你有何期望。确保他们作出承诺的言语对双方都是

清晰明了的，而且他们能感觉到坚强后盾。你能问的问题包括： 

●  “你是否为许诺的目标做好准备？”， 

●   “下次我能否检查一下你的进度？” 

● “你是否愿意让我追踪你是否对目标担负责任？” 

 

询问他们过去的成功史。以往他们实现了哪些目标？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他们曾具有怎样的责

任感？当时有哪些责任感是有益的？ 

 

高雅艺术 

责任感是Coaching中最复杂的方面之一。用一种非批判或支配的方式来提醒客户其目标或许

诺，在掌控和实践上都具有挑战性。协助客户辨清什么会导致其与梦想背道而驰，要求教练和

客户之间有高度信任。 

 

责任感应与鼓励、激励和认可之间细致的平衡。它应来自于理解，真正的改变和成就有多么复

杂。它也应来自于绝对信任Coaching具有制定真正变革的力量。如果教练相信目标可以实现

，那么这也会感染客户。客户会感受到来自教练的能量，并被推动向前迈进。 

 

思考 

1. 你是否会对自己说过要做的事情担负责任？你如何来提升人生的这一领域? 

2. 你对人生的哪些领域负有责任？这对你有何作用？ 

3. 你的人生中有哪些领域，是你想要改变的，但却一直在努力无法实现？ 

4. Coach鼓励客户遵守许诺的途径有哪些？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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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理解成就的实质如何促进教练辅助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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