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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P 是指神经语言程序学，它研究思维与语言

作用如何影响我们的身体以及通过实践

为模式可以通过重编程序来模仿而获得

神经语言程序学是其创立者（

的 Richard Bandler）的重大成就

活的方法”。[Ne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 Volume I: The Study of the Structure of 

Subjective Experience] 

 

创立者相信，通过研究成功或高效能人士的行为模式和语言

等），可以让其他人观察、注意或者模仿其模式以进行学习

流方式后，则可将思维模式与它们联系起来

让潜意识通过符号来进行学习

学习，学习者可获得积极的身体和情感影响

神经语言程序学（NLP）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它研究思维与语言（神经语言）的相互作用。

作用如何影响我们的身体以及通过实践（程序）形成的行为方式。它提出，

为模式可以通过重编程序来模仿而获得。 

主要研究语言学的 John Grinder 和主要研究数学和完形治疗法

的重大成就，主要目的是“找到帮助人们获得更好、

Linguistic Programming: Volume I: The Study of the Structure of 

通过研究成功或高效能人士的行为模式和语言（口头语言、肢体语言

注意或者模仿其模式以进行学习。模仿这些思想和身体的行为和交

则可将思维模式与它们联系起来。然后开发和利用策略和技巧，

。创立者的理论认为，通过大脑进行对成功人士的行为

学习者可获得积极的身体和情感影响，以及与成功人士类似的充实的生活和丰富的方法

                                                                                 第 1 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ww.icacoach.com 

 

。NLP 研究这些相互

，杰出人士的有效行

和主要研究数学和完形治疗法

、更充实、更丰富生

Linguistic Programming: Volume I: The Study of the Structure of 

 

肢体语言、眼球运动

模仿这些思想和身体的行为和交

，并以其作为桥梁，

通过大脑进行对成功人士的行为和模式的

以及与成功人士类似的充实的生活和丰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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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P 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建造了一幅现实的地图，并且我们自己可以意识到这幅地图。在

我们建立地图时，如果选择做出改变，则我们可以创造更为充实的生活。如果我们走进真正杰

出人士的现实地图，学习并复制他们的交流和行为方式，这对于我们自己的成长至关重要。

NLP 通常被描述为“完整的身体思想系统”，这个系统使用一系列工具和概念，前提是构建

了大部分的现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构建一个不同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NLP 实践

者本身结合运用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Coaching 和 NLP 

对于 coaching 提到的“观点采择”，NLP 有与其有非常明确的联系。俗话说，“将心比

心”，通过站在别人的角度想问题，我们可以了解他人的生活方式。NLP 提供一种彻底的观点

采择，也就是完全投入去体会杰出人士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从肢体到感觉，从语言到非语言

交流 — 全身心地投入进去。 

NLP 实践者提出，“以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行事”，用行动表现出杰出、优越，而不费太多

工夫去想如何做到。首先做出行为 — 内在和外在 — 并且仔细留意这种行为的确切特征，然

后观察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假相行为”改变方法。 

视觉化是与 NLP 观点相配的 coaching 工具。当教练请客户想象将来的自己，想象

自己已经实现了所有的梦想/方向/目标，同时将这一现实具体化，实际上教练是在邀

请客户对“另一个自己”进行彻底的观察，他们今天就可以想象、拥抱和体现这一个

“自己”。邀请客户说出带有“未知因素 X”的将来，它的感觉、味觉、听觉、触觉

等细节如何，他们的行为、语言、观点和信念如何，现在，这些强而有力的问题将引

导客户建立一个通向该现实的桥梁。NLP 的锚定策略涉及到自我锚定积极概念，这些

策略都非常类似。NLP 实践者开发的各种各样的方法对于教练来说可能是埋于地下的

宝藏，这些宝藏有利于好学的教练们为他们的工具箱寻找更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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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录文章摘录文章摘录文章摘录 

以下摘录是对 NLP 更为深刻的理解。 

1. 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 NLP？ 

作者 Robert Dilts 

NLP 为开发个人潜力状态提供工具和方法，但是，它同时也建立了一个系统，提供有

关人类本身，有关交流，以及有关改变过程的有力信念和设想。”另一方面，NLP 又

与自我发现、探索身份和生命意义有关。同时，它还提供了一个框架，去理解和联系

人类经验中的“心灵”部分，这个部分超越了我们个人，发展到家庭、团体和全球的

大系统中。NLP 不仅仅是关于能力和卓越，更包含着智慧和远见。” 

 

2. 什么是神经语言程序学什么是神经语言程序学什么是神经语言程序学什么是神经语言程序学？？？？ 

作者 Richard Bandler 

“神经语言程序学旨在让我们找到新方法来理解语言和非语言交流如何影响人类大脑，

从而创造奇迹。就这点而论，它不仅向我们展现了与他人更好交流的机会，而且让我

们学习如何更好地控制自己神经系统所谓的自动功能。” 

 

自我运用自我运用自我运用自我运用 

如果您对于视觉化练习还不是很熟悉，则可以将此方法应用到生活中您希望获得发展的某个领

域。这些技能帮助我们获得理想的更清晰画面，预演或想象我们的成功，并创造自信的心态框

架。您可以发现，积极的形象化可以建立正确的生理和神经条件，促进您的成功和成就。 

与 NLP 相配的视觉化让我们设定清晰而详细的目标。现在，就您的 coaching 练习尝试以

下方法。 

1. 找到一个安静舒适的地方。 

2. 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作为一个教练您有什么样的目标。 

3. 尽可能清晰地视觉化您的教练工作。 

a. 看到工作中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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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看到自己的成功。 

c. 想象它给您带来的感觉。 

4. 每天练习十分钟。持续一周，然后反思： 

● 视觉化是如何促进动力、动机或目标设定的？ 

● 进行视觉化是否容易？ 

● 您的视觉化是否生动？ 

● 在您的想象过程中，您是否了解到与您的学习和业务开发相关的学问？ 

 

Coaching 运用运用运用运用 

在 NLP 中很多概念都被快速应用，对于职场来说十分具有吸引力。NLP 教练参考杰出人士，

模仿成功，促进交流并建立密切的关系。NLP 为众多职场挑战提供快速、简单并且立竿见影的

解决方案，NLP 方法比较容易掌握和应用。在应用之后可立即获得切实可见的提高、成就和

成功。 

锚定是 NLP 一种常用的工具，这个概念出自于航运界，它让人联想起强度、稳定性和安全性。

锚定让情绪状态与言语、行为或活动联系起来（或由言语、行为或活动触发）。改变的情绪状

态可由我们自己或他人创造。查看下面列出的锚定视频，并在您认为对于 coaching 客户有用

的地方做记录。 

 

成功与财富的成功与财富的成功与财富的成功与财富的 NLP 锚定方法锚定方法锚定方法锚定方法（（（（精简精简精简精简 NLP 第第第第 1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ODlCY4w83Y&feature=related 

 

成功与财富的成功与财富的成功与财富的成功与财富的 NLP 锚定方法锚定方法锚定方法锚定方法（（（（精简精简精简精简 NLP 第第第第 2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ivjAQo4cgs 

 

实践者如何使用非形象化提示创造联想？ 

如何在 coaching 环境中使用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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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很多 NLP 策略后才能进行模仿。如果经过 NLP 培训的教练要请客户应用部分技术，

推荐当面或使用视频会议进行。如在模块中所说，在 youtube 上也很容易找到各种相关视频，

这些视频资源也可作为教练模式的补充。 

 

资源资源资源资源 

 

[Document] What is NLP? 

By Robert Dilts 

 

[Book] NLP at Work: The Difference that Makes a Difference in Business 

By Sue Knight, Nicholas Brealey Publishing 

 

[Book] Coaching with NLP: How to be a Master Coach 

By Joseph O’Connor and Andrea Lages 

 

[Book] NLP Coaching: An Evidence-Based Approach for Coaches, Leaders and 

Individuals 

Dr Susie Linder-Pelz,Kogan Page 

 

[Video] Richard Bandler: What is NLP? 

One of the originators of NLP, Richard Bandler, addresses how NLP emerged 

 

[Video] John Grindler: What is NLP? 

Another originator of NLP,John Grindler, PhD explains NLP. 

 

[Video] Neuro Linguistic Programming (NLP) Demystified: 

Creating Breakthrough Changes 

Certified NLP Trainer Yvonne McIntosh from Life Leaders International explains what 

NLP is and how it can be used to change one’s mindset 

 

[Website] The Association for NLP 

The UK Association for Neuro Linguistic Programming (ANLP) is the Association for N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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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s. This site provides case studies and research papers, FAQs, 

recommended reading lists and more 

 

[Website] Australian Board of Ne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 (ABNLP) 

An 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NLP 

 

[Websit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Ne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 

IANLP presents internationally accepted standards for training in Neuro Linguistic 

Programm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