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练技能和知识 | 框架与理论 | Coaching 的历史 Page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International Coach Academy www.icacoach.com          

 

 

 Coaching的历史 

有两种途径来了解 coaching的历史。我们可以观察 coaching中所涵盖的核心概念和

哲学的历史，或者也可以观察 coaching如何以一类领域、一个行业、一种专业来建立

和出现的。 

历史影响 

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460 年，在以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命名的苏格拉底法中，

我们即可找到称为“coaching法”的蛛丝马迹。苏格拉底法是一种诘问形式，以提出和

回答问题为基础，来激励批判性思维，启发思想。其核心旨在帮助个人或团队发现他

们对于某些话题的信仰： 

“苏格拉底法是一种点亮自己的光芒去寻找真理的方法。” 

[摘自 Christopher Phillips所著《苏格拉底的咖啡馆》] 

20世纪的发展 

快速发展至 20世纪，并经历举足轻重的，以关注个体来形成其内容的启蒙时期，我

们注意到自 20世纪 30年代起，关于性格、行为、意识与无意识、儿童成长、激励和

认知理论的大爆发。社会开始关注“人们为什么会这样，”以及人们如何来实现个人最

佳成绩或克服个人局限性。一场注重个体的运动，表达了以客户为中心，跨越了包括

心理学、教育学、灵性等相关行业的各个领域。 

 

教育行业见证了成人学习理论、学习风格和学习行为的巨大进步。全世界开始关注学

生如何学，教师如何教。此外，终身学习的概念意味着教育被视为是持续不断和贯穿

一生的。（当然，它确实如此！） 

新的工作、招聘和升职模式在商业和工作环境中开发出来。公有和民营企业越来越赋

予“企业”和“慈善”的责任。工厂开始关心民众和社会。它们促使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

“跳出圈子思考”。 

Peter Drucker就是个显著的例子。在还没有 coaching这个叫法之前，Drcuker早就

提倡了 coaching的理念和价值观。尽管他主要谈的是咨询，他的做法则与我们今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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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 coaching非常一致。这些摘录自他的作品的文章，以及他以前学生的引用，都证

明了一致。 

“听着。Drcuker在履行合约时，不会大发言论。相反，他会问客户问题，并倾

听答案。他的一位老友，也是德国继 Drcuker之后又一位伟大的管理思想家，

Hermann Simon追忆他是‘一个很好的耐心的听众’。 

不要为客户的第二大问题提供建议。Drucker认为，顾问始终应该解决最大的

难题，而不是第二大的…而棘手的部分是要确定难题所在，因为往往客户自己

也不确定。而这正是通过聆听来实现的。在他的亲身实践中…他意识到客户所

认定的难题事实上或许只是次要问题。‘百分之九十的教练会就此着手，从该问

题出发来进行 coaching会谈。而只有最优秀的百分之十的教练会问自己，这真

是问题所在吗？ 

对于东方思想和修行的关注也逐步增加，例如冥想、瑜伽和普拉提。人们希望过更快

乐更充实的生活。显而易见，20世纪的这些变化是如何鼓舞人们去理解，个人对其在

世界上的地位承担责任，并应鼓励其向前探索。而在个人责任和自决的内涵中，

coaching尤为重要。 

Coaching行业的出现 

提及诸位 coaching之父，Thomas Leonard作为真正推行我们今天所熟知的 coaching

的人，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虽然拥有毫不相干的会计师背景，但他仍是第一位认识到

coaching可以作为一种方法来帮助普通老百姓实现惊人的成就。 

Thomas Leonard于 1991年建立了第一所 coaching学校，教练大学，并在 1994年创

建了首家服务于教练的全球性职业协会，国际教练联盟（ICF）。ICF至今仍是行业组

织的领头羊，教练认证的主要机构。最重要的是，Leonard深知如何以一种便于人们

理解和获得的方式来“包装”coaching。潜在的教练可以预见他们也可以成为教练，客

户则可以预见他们的生活将取得的改善。 

2009年，47岁的 Thomas英年早逝，他的资深总经理 Andrea Lee，在网上公布了他

的许多作品。自此，人们开始撰写关于 coaching的文章。我们可以在大多数行业的无

数的专业期刊和书籍中找到关于 coaching的文章。 

近年来，人们开始更多关注构建一种严谨的 coaching科研文化和实践，并努力建立可

以验证作为一门职业的 coaching，确认投资的回报率，并且探索新的途径来理解作为

一种认知过程的 co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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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ching科研的历史 

了解更多关于 Harnisch 基金会和 Coaching 研究所的信息 

该组织中出现的另一位杰出思想家就是 Vikki Brock。Vikki在 Coaching历史学方面继

续深造博士课程，这一伟大卓著而雄心勃勃的项目，带来了至今为止该学科最权威的

文献。在这部论文所带来的诸多影响中，Brock考察了先驱者在心理学、与商业和领

导力相结合的人类发展和动机等相关领域的影响，我们今日所熟知的专业 coaching正

是从中脱颖而出。 

资源中的远见 

从这些提供关于 Coaching的历史和该行业当下状况的资源中，我们选择摘录了许多额

外信息。 

Coaching：人物、事件、地点、事件和方法 

Gale, Liljenstrand, Pardieu and Nebeker (2002) 

“Coaching是当前发展最迅速的咨询行业，拥有成千上万的教练。而现有的研

究为 coaching实践和其有效性提供的是不完整的、自相矛盾和无力支撑的阐述

。 

研究的目的在于帮助澄清教练关于实际操作的误解和不确定，并解答更多的业

内相关研究的问题。由于其探索性的本质，以及教练的术语涵盖了私人教练、

导师、高管教练等等，因而在该研究中，我们不作任何的假设。 

据统计，参与者大多数拥有硕士学位（43%），少数拥有博士学位（10%）。

教练的年收入在 25000美元至 50000美元之间（34%），10000美元以下

（26%）。仅有 4%的教练报告说收入超过 175000美元。然而，教练的平均年

收入是 37500美元。 

58%的教练表示他们的客户居住在距他们超过 50英里之外。因此，coaching

成为一项不必相互接近的职业。 

在准备成为教练时，教练视之前的工作经验、教练培训课程和由他人所做的指

导最为有用。其它开放式的回应则表明人生经历在成为教练时是有帮助的。” 

Coaching的演进：家庭手工业的成长 

作者 Carol Kauffman 和 Tatiana Bachkir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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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曾有一段时间，人们看到了机遇，一哄而起涌向 coaching，有些是出于

不良动机。教练的质量急剧下滑，因为他们都没有成功。这就是一种自我选择

的过程。 

教练需要明白，我们处于一个年轻的行业，但我们必须和其他咨询行业肩并肩，

而不应该自视过低。我们聚集于此，所提供的是比咨询更有价值，更受欢迎的

服务。” 

Coaching可以和不可以为你的机构做哪些事情 

作者 Mike McDermott, Alex Levenson, Suzanne Newton 

“高管教练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许多机构都将 coaching视为领导力发展计划

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虽然对于 coaching使个体受益的资料已不计其数，但

coaching在企业发展中的效力完全未经考量，在管理组织层面所创造的价值的

分析相当匮乏。 

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知识差距，作者作了研究，调查企业范围内 coaching的最佳

实践。我们将 coaching定义为一对一的干预，其中一人并不是高管的监督员，

重点是与工作相关的问题… 

据企业报告说，coaching在微观层面有最高的积极影响，例如发展未来的领导

人，改进领导行为，以及个别员工的表现方面。 

虽然调查结果表明了 coaching有效性的一些证据，但也揭示出，大多数企业缺

乏严明的方法来管理 coaching过程和测量结果。 

通常，判定 coaching的优劣，仅仅通过会谈对象对该过程的感觉是否良好，而

并非他们是否接受了挑战。” 

自我运用 

 目前你既已了解了 coaching行业的历史，那么请反思你成为教练的成长旅程。 

 考虑你的人生中为你做过 coaching会谈的人。他们是谁？ 

 在 coaching会谈中他们采纳了哪些方法？ 

 他们影响你产生了哪些变化？ 

 他们是否为你描述过成为教练的理想？ 

 仔细回想，你能否辨别出他们所持的任何信念或理论，是有关人类，有关改变，有关

成长、卓越、幸福或成就的？ 

 最后，是什么促使你成为教练的？ 

http://www.icacoach.com/


 

教练技能和知识 | 框架与理论 | Coaching 的历史 Page 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International Coach Academy www.icacoach.com          

Coaching运用 

教练和 coaching并不总是享有较好的声誉。对此你如何理解？是什么历史原因导致这

样的结果，我们这一行业仍然遭遇哪些挑战？ 

根据你的亲身体验，你如何看待自己继续推动 coaching行业积极向前运动中的作用？

在你所负责的每次 coaching会谈，以及 coaching课程或系列中，你会怎么做来表达

观点？你可以将其视作同意书、coaching合同、劳动关系，以及目前职业生涯中吸引

你为之贡献的科研和开发领域。 

资源 

[Articles] 

Executive Coach:  Peter Drucker 

Bennett Voyles 

Coaching: Who, What, Where, When and How 

Gale, Liljenstrand, Pardieu and Nebeker, 

The Evolution of Coaching: A Cottage Industry Grows Up 

Carol Kauffman and Tatiana Bachkirova, 

Coaching: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Vol. 1, No. 1, March 2008 

What Coaching Can and Cannot do for Your Organization 

Mike McDermott, Alex Levenson, Suzanne Newton 

What Can Coaches Do for You? 

Diane Coutu and Carol Kauffman 

HBR Research Report 

What Can Coaches Do for You? 

Diane Coutu and Carol Kauffman 

HBR Research Report 

The Wild West Of Executive Coaching 

Stratford Sherman and Alyssa Freas 

HBR Research Report 

http://www.icacoach.com/
http://coachingcommons.org/featured/executive-coach-peter-drucker/
http://learnsite.icacoach.com/2015-cn-learnsite-home/frameworks-models-course-cn/history-of-coaching-cn/www.coachfederation.org/includes/docs/004CoachingPracticesStudyGaleMar02.pdf
http://www.carolkauffman.com/images/pdfs/whitmore.pdf
http://www.carolkauffman.com/images/pdfs/whitmore.pdf
http://www.coachfederation.org/includes/docs/029WhatCoachingCanandCannotDoHRPJune2007Usethisver.pdf
http://hbr.org/2009/01/what-can-coaches-do-for-you/ar/1
http://hbr.org/2009/01/what-can-coaches-do-for-you/ar/1
http://hbr.org/2009/01/what-can-coaches-do-for-you/ar/1
http://hbr.org/2009/01/what-can-coaches-do-for-you/ar/1
http://hbr.org/2004/11/the-wild-west-of-executive-coaching/ar/1
http://hbr.org/2004/11/the-wild-west-of-executive-coaching/a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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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lence in Coaching: The Industry Guide 

Passmore, J. 2nd Ed. London Kogan Page 

This comprehensive handbook provides brief coverage of the history of coaching as 

well as a summary of the various theoretical models of coaching, and the 

practicalities of setting up a coaching business. 

History of Coaching: Dissertation 

Vicky Brock 

It provides key chapters on coaching in relation to behavioral coaching, philosophical 

assumptions, coaching niche and specialty areas,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and 

more.  Recent publications and presentations can also be found at this website. 

Sourcebook of Coaching History 

Vikki BrockCreateSpace – publisher 

www.coachinghistory.com 

International Coaching Federation 

Founded in 1995, the ICF is the leading global organization dedicated to advancing 

the coaching profession by setting high standards, providing independent 

certification, and building a worldwide network of credentialed coaches. This website 

provides access to research papers, industry articles and international news. 

Thomas Leonard:  The Father of Modern Professional Coaching 

Blog featuring many of the works of Thomas Leonard 

Institute of Co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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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749456671/ref=as_li_tf_tl?ie=UTF8&tag=icoachacademy-20&linkCode=as2&camp=1789&creative=9325&creativeASIN=0749456671
http://www.vikkibrock.com/coaching-history/
http://www.vikkibrock.com/coaching-history/
http://www.coachinghistory.com/
http://www.coachinghistory.com/
http://www.coachinghistory.com/
http://www.coachfederation.org/
http://www.coachfederation.org/
http://www.bestofthomas.com/blog/
http://www.bestofthomas.com/blog/
http://www.instituteofcoaching.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