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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标准与合法性 

 

辨别是非的能力是道德标准的实践。每一个人都有道德上的责任和义务，这些责任和义务使他

们能与他人积极地相处。每一个企业都有专业的行为准则，这些准则使他们有效地运行，并在

与客户和其他机构接触过程中遵循道德标准。但是符合道德标准并不仅仅意味着做正确的事。

它指的是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确定什么是正确的，并付诸实践。 

 

在coaching过程中，道德问题通常涉及利益冲突，客户隐私，行销买卖中的诚信等。如果忽视

这些问题，可能会对你的职业地位，业务的成功构成威胁，同时影响到公众对整个教练行业的

信心。 

 

我们遵循由国际教练联盟（ICF）制定的道德标准。对于这些标准，详细情况可以参见ICF的

官方网站www.coachfederation.com。除此以外，我们的教练还应该遵循一系列标准。这些标

准以尊重客户，将客户视为他们生活与工作中的专家为依据。因此，我们认为一名教练的职责

有: 

1.    发现，明确客户的目标，并与其保持一致 

2.    鼓励客户自我发掘和探索 

3.    引导客户自己找出解决方法和策略 

4.    保持客户对其自身行为的负责 

5.    在客户的人生历程中予以支持 

 

以上五个原则和标准是我们教练业务的基础。如果我们的一言一行均符合以上原则以及ICF制

定的道德标准，那么就可以保证我们的教练符合道德规范。 

 

为什么教练需要关注道德标准？ 

教练是客户的典范。教练的目的之一就是鼓励客户成为“最出色的自我”。客户最出色的自我很

可能是遵守道德标准的自我。在与客户相处的过程中办事诚实正直是展现道德行为最好的方法

之一。我们生活与工作的方式可以作为客户生活和工作的榜样。 

 

作为教练，我们有机会展示coaching积极的一面。我们的行为不仅会影响到自己，也会影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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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教练行业。如果我们希望教练行业能蓬勃发展，就必须竭尽全力维护其作为符合道德规范

的业务的良好形象。教练道德的行为是体现coaching积极特性最好的方法。 

 

符合道德规范的企业才是成功的企业。我们都曾遇到过那些为了快速谋取利益而采取不道德的

做法的企业。这些做法在短期可能有所成效，但是长期看来，却未必有用。一直以来，有关企

业发展的研究都表明只有符合道德规范的企业行为才能在长期获取最大的利益。这是因为符合

道德规范的行为可以为企业建立良好的信誉，而良好的信誉带来的是客户忠诚，最终促进企业

的发展。 

 

良好的道德不仅可以与客户，也可以与整个商界建立起信任关系。可以说它是一种保险。你的

行为越符合道德标准，顾客投诉或起诉的可能性越小。这一点对于教练咨询所这样的小型企业

来说尤为重要。在大型企业中，如果仅有一个人行为不道德，而其他人都遵守道德规范，那么

顾客可能并不会十分在意，但是在小型企业或是咨询所中，就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

教练行业中，你的个人信誉就是你的企业信誉。 

 

创建符合道德标准的教练业务 

你可以使用几种简单的方法确保你的企业符合道德标准。这些措施应当在你注册企业，建立网

站，或在你的企业内部创建一个coaching部门前实施。 

 

制定简述你如何经营教练业务的政策与程序。确保在开始coach客户之前，让他们了解这些政

策程序。做到符合道德标准，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确保各方都清楚他们可以期望从对方哪里得

到什么，什么时候可以得到。明确教练是什么，不是什么，并将其反应在你的政策程序中。 

 

保证你在营销过程中使用的材料或者内部的通信工具真实地反映你的教练业务。应少做承诺，

多做实事，而不是反其道行之。不要因为妄想自己能为客户提供力不能支的服务而陷入不道德

行为。类似“Coaching可以使你的获利增加50％”的承诺可能会给你带来麻烦。 

必要时将客户引荐给其他专业人士。能被客户邀请进入他的生活，帮助客户走向成功对教练而

言是莫大的荣幸。但是，伴随着荣幸一同到来的还有责任。我们想要提供服务的愿望不应该影

响我们对客户需求的判断，这一点很重要。了解自身的能力限度。如果客户的种种迹象表明他

更需要接受治疗，那么应当把客户介绍给一名治疗师。不要混淆界限。如果你恰巧同时也是一

名治疗师，应当向客户扼要地说明治疗与coaching的区别，并保证客户能积极主动地从中选择

。如果某个公司客户真正想要的是接受管理培训或获得建议，应将其引荐给管理咨询师。不要

仅仅因为你认为某样东西很有价值，就在客户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强加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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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并继续往前走。我们并不能保证在主观评判上万无一失，不犯错误

。道德是经长时间训练而养成的习惯，而非一次性的决定。如果你犯了错误，或者不小心失足

从事了不道德的行为，那么就应该立即停止并承认错误，道歉，然后继续往前走。 

 

确保你有一个支持体系，以帮助你做出符合道德标准的决策。与你的教练一同制定今后遵守的

业务标准。众人拾柴火焰高。你的同事，教练或是同行的朋友可以帮助你明确针对某个具体问

题符合道德规范的做法。 

 

加入专业团体。当你加入国际教练联盟(International Coach Federation), 国际企业教练协会（

the Worldwide Association of Business Coaches）, 欧洲教练研究所（the European 

Coaching Institute）等专业团队后，便受到这些团体道德标准的制约。ICF道德标准是由许多

经验丰富的教练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得出的。其道德准则体系坚固，经过测试认证，且受到整个

教练行业的支持。随着业务的发展，你可能会选择自己制定的道德标准，以反映你独具一格的

业务风格。但是，业务开展的初期，ICF道德标准体系可以地保证你的企业符合道德标准。 

 

Coaching中的法律问题 

对于教练行业，有一点好处就是它没有太多条条框框的规定。但是同时这又是一个缺点。因为

教练是一个新兴行业，我们还在不断摸索，这就造成我们很容易受评击。在这个年代，似乎任

何人可以凭借任何理由起诉任何其他的人。因此，在建立教练业务时，应该注意采取防范，以

确保自身不受影响。这不是神经质的表现，而是有前摄性的表现。 

 

你可以为自己的教练业务建立一个成功的团队，以避免法律纠纷。队伍的成员可以包括律师、

人力资源的同事、会计、教练、商业顾问、财务策划，或者是自己信任的人。（这个组合仅供

参考，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加入其他成员） 

 

你之所以需要一名律师，原因有两个。首先，律师可以指导你如何建立一个企业。某些企业结

构相对于其他而言可以提供更好的法律保障。律师可以告诉你哪一种企业结构最适合你，并以

合法方式建立该种企业结构。其次，律师可以就你在营销材料和商业材料中该说什么，不该说

什么提出建议。我们强烈建议你让律师审阅公司的策略与程序，教练协议表，以及任何其他可

能分发给客户，或是告知客户的材料内容。不同的国家，甚至是州，地区，省都有着各自不同

的法律问题。你的律师可以随时告诉你最新的动态，确保你始终都受到保障。如果你在企业内

部建立一个Coaching部门，咨询一下企业的律师。他们会告诉你这种场所的法令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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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你打算自己做账，也还是需要一名会计。作为一个企业，有许多规章制度以及税法的变动

是你所没有意识到的。会计师可以建议你如何最好地建立会计体系：如何建立缴税机制，并为

你制定具体实施的计划。作为一名企业经营者，顾客起诉并不是引起法律问题的唯一途径。不

缴或是漏缴税款都可能导致企业与政府发生法律纠纷，而这些纠纷都是你所不愿意见到的。 

 

财务策划可以帮助你建立一个制定公司内储蓄计划的机制，并帮助你以最有效率，最有力的方

式在当前的税收体制中运作。 

 

商业顾问可以就如何开展符合道德标准的企业业务提出建议，成为企业的共鸣板，并引荐其他

专业人士协助企业业务。当你对如何处理某个客户情况产生疑问时，你自己的教练也可以成为

很好的资源。寻求他人帮助和建议是避免在Coaching客户过程中犯下重大损失错误很好的办

法。 

 

信息是避免麻烦发生最好的方法之一。如果你有足够的信息，就可以避免不必要事件的发生。

确保你的身边有许多可以帮助你以符合道德标准而又最为明智的方式开展业务的人。 

如果你是内部教练，确保企业内有所裨益的人会支持你。 

作为教练应避免说的话 

作为教练，你不应该向任何人承诺结果。也不应该向他人保证你什么都愿意做。应当记住，做

出什么调整改变原有的生活，这完全取决于客户自己。客户做出决定，并选择是否采取行动。

最终，能否成功完全依赖于客户本身，而不是教练。 

 

你不应该向客户保证任何东西。Coaching关系中发生的一切都取决于客户，而在你的掌控之

外。向客户做任何保证等于是自找麻烦。 

 

保证每个客户都收到一份政策与程序，并在第一次谈话时，与客户一同浏览。你也可以考虑让

每个客户在政策与程序上签名，并以传真的方式发回，这样便留有一份记录，证明客户至少已

经翻阅过与教练有关的政策与程序。 

 

不论在任何情况下，绝对都不要与别人闲聊你的客户。毫无疑问，他们一定会发现。闲聊不

仅仅是不道德的，也可能因此使你受到法律的威胁。客户付费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你会替他们保

密。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就违反了与客户的约定。如果你确实需要借用Coaching客户的经

历，应该事先征得客户的同意。在取得认可之前，不得将客户的身份透露给他人。让客户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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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向你叙述的一切，你都会保密。 

 

一旦Coaching关系结束，那就结束了。应该放手这段Coaching关系。通过感知与客户电话通

话中的交流，就可以了解Coaching关系是否已经结束。如果客户打电话给你仅仅只是为了闲

聊，或者把你当作朋友向你倾诉，那么就是时候该结束Coaching关系了。在适当的时候结束

Coaching关系是保持诚实正直，避免麻烦最好的方法。 

 

坦诚相待。告诉客户你的想法以及为什么你觉得应该结束Coaching关系。很多时候，客户自

己已经知道Coaching关系不复存在。有时要做到放手很难。作为一名教练，你可能对是否应

该放手而犹豫不决。所以应当建立一个评价Coaching关系的机制，帮助你了解何时结束

Coaching关系，理由是什么。额外地抽出一些时间，就结束Coaching关系与客户交谈。最好

是找Coaching会议以外的时间与客户交谈。 

 

企业、商务与行政人员教练的道德困境 

作为商务、行政人员或是企业教练，你会遇到额外的道德挑战。原因常常在于支付Coaching

费用的是公司而接受Coaching的却是雇员。 

 

道德困境实例： 

一家大型电信公司的首席执行管X女士打算向海外拓展公司业务，主要目的地是中国。拓展计

划的第一步就是裁去一半美国的员工并雇用同等数量的中国员工。这是一个典型的外包案例。

你作为教练被请来协助负责这项工作的两位主要高级行政主管，帮助他们在裁员和雇用新员工

期间（6个月）适应变化。你正在对Y女士和Z先生进行Coaching。在coach Z先生的过程中，

你（和他）发现他很难适应变化，因为他在深层的道德层面上就不同意外包的做法。 

 

你该怎么办？ 

 

以下几点可以帮助你沉着应对上述类似的情况： 

 

1．明确谁才是客户 

一种方法就是将支付Coaching费用的人看作是你的客户，并在受雇后就你所能预见的结果对

其负责。比如，你受聘于一家公司，coach 15名高级行政主管，你可能需要用语言来区分他

们不同的角色，责任和义务。例如你可以称公司（或是雇用并向你支付费用的首席执行管）为

“客户”而将那15名高级行政主管称为（Coaching项目）的“参与者”。 或者，你也可以将公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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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商业客户，而将主管们称为Coaching客户。 

 

2．明确记载的Coaching目标，并按照这些目标开展Coaching 

确定客户的身份之后，与其共同商讨，明确他们希望通过Coaching实现的目标，并记录归档

。另外，还应该事先明确必要的报告形式，设立报告机制。最后，应在Coaching前后分别进

行估计和评价。 

 

3．始终做到保密 

为了能使Coaching有所成效，必须做到让客户完全相信，你在任何时候都会保守秘密。如果

客户还心存任何担忧，害怕Coaching内容会被上司或是其他雇员知道，那么你的Coaching就

不会成功。 

 

在全公司范围的Coaching中，首席执行管一般会要求你提交周期的汇报。通常他们想要了解

Coaching中所发生的事，或是得到一份记录某个雇员具体情况的报告。有些甚至会要求你透

露谁的表现欠佳，或不适合在公司工作。你需要在这些要求提出之前就想好应付的对策。 

在Coaching开始之前，明确那些信息可以上报，哪些不可以。比如，你可以欣然地向上级提

供有关总体趋势的信息，或者是一些具体的忧虑，但不要指名道姓。如同所有与道德有关的问

题一样，许多决定最终可以归结为个人价值和职业价值的问题。确保你在遇到道德困境之前已

经对这些问题有所研究。 

 

无论你打算如何在公司内分享Coaching信息，确保在分享之前所有当事人对其有所知晓。如

果你决定上报有关总体趋势的信息，那么应该保证所有的Coaching参与者在开始Coaching之

前已经了解这个情况。 

 

4．了解何时终止Coaching关系 

公司资助Coaching的缺点之一在于你的Coaching客户可能无法100％对Coaching做出承诺。

你需要注意到这个可能性并在问题发生时及时发现。如果出现上述情况，你有两个选择，可以

试图取得他们的承诺，也可以终止Coaching关系。保证客户承诺的办法之一就是要求

Coaching客户支付部分Coaching费用，即便是很小的一部分，如每月$50。为了不让“商业客

户”觉得唐突，你应该事先向“商业客户”解释终止与Coaching参与者Coaching关系的必要性和

确保合同中涉及有关Coaching关系终止的可能性。 

 

5．做好Coaching客户从事其他工作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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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客户的目标与价值和公司或企业保持一致时，企业、行政以及商务的Coaching是最为成功

的。作为教练，我们的职责是给予客户力量，揭开他们内心的愿望，创造无限的可能性。最重

要的是，在Coaching时，我们应始终把客户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意味着你可能需要coach客户

放弃现有的工作，而从事其他工作。这就要求不仅你对此有所准备，还要保证公司也有所准备

。 

 

道德困境 

生活是复杂多变的，许多情况下，很难一下子决定什么才是符合道德标准的做法。教练在执业

之前，必须不断思考，明确自己的个人道德规范与标准，以避免将来遇到道德困境时，及时地

应变。以下是现实中教练可能面临的几个道德困境。 

● 你感到客户不再需要Coaching，但是你需要客户支付的Coaching费用。 

● 你的客户告诉你他/她和他/她的上司有婚外情。 

● 你被一家企业雇用，担任企业老板和他5名直系下属的Coaching工作。老板想要在5名

直系下属之中提升其中一名而向你征求意见，但是你在Coaching中却发现其中一名直

系下属存在一些致命的缺点。 

● 你的客户告诉你他/她在工作场所从事非法的行为赚取钱财。 

● 在对一名公司高级经理进行较长时间的Coaching后，你与她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随后

的一次面试中，你被邀请作为面试官，而你的这名客户恰巧是面试者之一。 

● 你的客户很欣赏你，希望你能coach他/她的妻子/丈夫。 

 

在上述各种情况中，存在许多不同的处理办法，但是与ICF道德标准等类似的道德规范保持一

致的处理方法却屈指可数。道德准则不可能告诉你在各种情况下，具体该怎么说，怎么做。但

是它可以指出一个教练道德标准的行动范围。它为你提供一个标准，去衡量自身的行为。 

 

作为教练，我们开展符合道德标准的教练业务，为的是发展业务，避免法律纠纷，并树立教练

行业的形象。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这样做本身是正确的。教练志在让自己的行为与价值观

保持一致，而经营符合道德标准的业务正体现了这一点。 

 

思考 

1. 你如何确定什么是道德的行为？ 

2. 哪些因素会阻碍人们从事道德的行为？ 

3. 在感到有不对劲的情况下，你会如何制定道德标准？ 

http://www.icoachacadem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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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会借助什么帮助你建立自己的道德准则？ 

5. 在你看来，应该如何处理以上课文中所列举的各种情况？理由是什么？ 

6. 什么支持你的决定？ 

7. 你能举出其他教练可能面临的道德困境吗？你又会如何处理？ 

http://www.icoachacadem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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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练联盟认定之能力 

 

Coaching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来源于一系列不同的惯例。这些包括：心理学、管理理论

、成人学习理论、哲学、灵性以及社会学理论。由于它是一个新的以及混合的领域，直到近来

，在很大程度上它仍然是比较紊乱的。 

 

国际教练联盟（ICF）是针对教练的专业机构，它为coaching以及教练培训课程提供了规章制

度。我们的认证专业教练课程是作为公认的教练培训课程向国际教练联盟注册的。这就意味着

国际教练联盟已经确定我们的课程满足了一系列严格的质量准则，这能够确保毕业的学生拥有

真正的教练的技能。参与认证专业教练课程让你可以继续向国际教练联盟注册，并申请成为认

证教练。 

 

国际教练联盟概述了一系列他们认为专业教练应该拥有的能力。这11项核心能力分布在4个标

题之下，这大致和不同的coaching阶段相配合。它们为你作为教练的实践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认证专业教练课程就是基于这些能力的。你所要完成的评鉴活动就是为了让你展示你拥有这

11项中每一项核心能力。这些核心能力列举如下。每项核心能力都有一个标题以及相应的描

述。 

 

建立基础 

1. 达到道德准绳与行业标准—理解coaching的道德和标准,并且能够恰当地把它们运用到

各种coaching情境中。 

2. 建立coaching协议—能够理解在具体的coaching互动中需要什么，并有能力取得潜在

和未来新客户coaching进程以及合作关系协议。 

 

共同创建关系 

3. 和客户建立信任和亲密的关系—能够营造一个安全、支持的环境，带来彼此之间的持

续性的信任和尊重。 

4. coaching风范展现—用开放、灵活和自信的风格来充分意识到客户，并和客户建立自

然坦率的关系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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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沟通 

5. 积极聆听—能够聚精会神地聆听客户所说及言外之意，根据客户的需要理解所传达的

涵义并且帮助客户自我表达。 

6. 有力地探询—做到所问的问题是为了得到关于维护coaching关系或者客户的最大利益

的信息。 

7. 直接交流—在coaching会谈中，要有效地交流，使用的语言要能够给客户带来积极的

影响 

 

引导学习和成效 

8. 启发察觉力—整合并且准确地评估多渠道的信息，并解读情境以帮助客户获得察觉，

由此达到议定的成效。 

9. 筹划行动—在coaching、工作和生活中，和客户一起创造机会不断学习、采取新的行

动，从而最有效地达到达成议定的coaching成效。 

10. 计划和目标的设置—能够与客户制定和保持有效的coaching计划 

11. 管理进度与负责能力—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到对客户重要的方面，并且将采取行动的责

任留给客户。 

 

相关行为 

国际教练联盟（ICF）也为每种能力制定了一系列“相关行为”。也就是说，这些能力在实践中

看起来、听起来以及感觉起来是什么样的一些例子。在这些例子中，有些是在每次coaching中

都应该是很明显的行为，有些是只存在于一些相关的coaching中的行为。 

例如，在“和客户建立信任和亲密的关系”这项能力下，下列的这种行为是在每次coaching中都

应该出现的：“真正关心客户的幸福和未来”。每次当我们和客户会面的时候，我们所讲的每一

句话都应该体现出对客户的幸福和未来的关心。但是，同样是在这项能力下，“在敏感的和新

的领域对客户进行coaching时，需要征求客户的同意”的行为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会出现。教

练不会经常在敏感的和新的领域对客户进行coaching，但是，当他们的确需要这样做的时候，

这种能力应该显现出来。 

 

在该文档的结尾，所有的能力及其描述还有相关的行为都列举了出来，供你参考。你可能想要

把它打印出来放在手边，作为你进行coaching时的核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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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进行资格认证？ 

在大多数国家，对于教练是没有法律要求他们进行资格认证的。该制度完全出于自愿。教练选

择进行资格认证往往出于以下原因： 

 

1. 为了确保他们在一个专业框架内运作。通常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所不知道的。很多人认

为当前他们展示了一个专业教练的技能，但是却没有客观的方式核实事实到底是不是如此

。在一个专业机构注册并且保持注册，你就可以确保你拥有的技能处于该行业的前沿。  

2. 对于客户来说，作为一个卖点：当你获得资格认证后，不仅是你本人的确拥有了该行业

要求的技能，同时你的客户也知道了这点。Coaching是对金钱、时间、精力以及感情的承

诺。客户想要知道他们所投资的服务是他们能够信任的。资格认证帮助客户消除了这点疑

虑。 

3. 把你的业务和一个品牌联系起来：国际教练联盟（ICF）一直以来致力于提升成为一名

认证教练的重要性。这在很多企业获得了认可。其它行业也在这样做，一个为大家熟知的

例子就是注册会计师（CPA）。越来越多的公司只愿意聘请国际教练联盟（ICF）认证的

教练。 

4.  随着coaching的发展，该行业会受到越来越多密切关注。认证的重要性也会随之增加，

该行业最原始的专业机构的权力也会随之增大，例如国际教练联盟（ICF）。 

 

Coaching多学科的属性是其最大的优点之一。随着该领域的发展壮大，coaching专业人士将

会更加善于界定什么是coaching以及什么不是coaching。在你整个的学习阶段以及接下来你的

coaching业务发展几年里，国际教练联盟（ICF）能力是保证你致力于一个优秀的教练的“试金

石”。 

道德准则 

国际教练联盟（ICF）也为coaching领域开发了一套道德准则，如果在国际教练联盟注册，教

练就要遵守这些道德准则。这些准则是为了确保执业教练遵守尽可能高的道德标准。这些准则

详细见www.coachfederation.org 。 

 

国际教练联盟（ICF）同样也为客户提供报告违反道德准则的机会，并且，在极端的情况下，

如果客户的投诉属实，教练在国际教练联盟的注册可能会被取消。我们应该遵守道德准则因为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但是，道德准则对于赢得客户同样也是有用的。之前我们提到

过获得资格认证对于客户来说是一个卖点。有一套防护措施同样可以让客户安心地开始聘请教

练，因此这可以成为另外的一个卖点。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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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练联盟（ICF）核心能力和相关行为 

 

能力 1 - 达到道德准绳与行业标准 

该能力被定义为 – 理解coaching道德、标准和能力并且适当地运用到coaching中去 

存在于相关coaching中的行为：       

1. 理解并且在自己的行为表现中体现出国际教练联盟的行为标准（见列表）， 

2. 理解并且遵循所有国际教练联盟的道德准绳， 

3. 明确地表达出coaching、咨询、心理疗法以及其它的帮助行业的区别， 

4. 如果需要，向客户推荐另外一位提供帮助的专业人士，明白适当时机以及相关可以利

用的资源。 

 

能力 2 - 建立coaching协议 

该能力被定义为 – 能够理解在具体的coaching互动中需要什么，并有能力取得潜在和未来新

客户coaching进程以及合作关系协议 

 

存在于相关coaching中的行为 

1. 理解并和客户有效地讨论coaching中的准绳和具体的因素/参数（例如，后勤、费用、

行程安排，及其它相关事宜）， 

2. coaching中，关于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的；应该提供什么，不应该提供什么

；以及客户和教练的职责达成协议， 

3. 判定教练的coaching方法和未来客户的需要之间是否匹配。 

 

能力 3 - 和客户建立信任和亲密的关系 

该能力被定义为 – 能够营造一个安全、支持的环境，带来彼此之间的持续性的信任和尊重。 

存在于每次coaching中的行为 

1. 真正关心客户的幸福和将来， 

2. 不断显示出自己的正直、诚实和真诚， 

3. 建立明确的协议，遵守诺言， 

4. 尊重客户的观点、学习风格以及个人特质， 

5. 为客户提供不断的支持，鼓舞新的举止和行动，包括那些涉及到冒险以及对失败的恐

惧。 

存在于相关coaching中的行为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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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以及新的领域coaching客户要获得客户允许。 

 

能力  4 – coaching风范展现 

该能力被定义为 – 能够用开放、灵活和自信的风格来充分意识到客户，并和客户建立自然坦

率的关系。 

存在于每次coaching中的行为 

1.  在coaching过程中，要处于当下，要灵活有弹性，要和谐地融入客户的节奏， 

2. 运用直觉，相信自己内在智慧—“跟着感觉走”， 

3. 不要不懂装懂，坦然接受自己并非全懂，敢于冒险， 

4. 找出和客户合作的多种方法，选择 对当下情境最有效的， 

5. 有效地运用幽默，从而带来灵活放松和活力， 

存在于相关coaching中的行为 

1. 自信地转变观点，尝试新的可能性， 

2. 面对强烈情绪时显示信心，能够自我管理，不要被客户的情感压倒，或者卷入客户的

情感之中。 

 

能力 5 – 积极聆听 

该能力被定义为 –– 能够聚精会神地聆听客户所讲及其言外之意，根据客户的需要理解所传达

的涵义并且帮助客户自我表达。 

存在于每次coaching中的行为 

● 专心于客户以及客户的议程，而不是教练自己对客户的议程 

● 关于什么是可能的以及什么是不可能的，要听出其中的担忧、目标、价值观以及信念

， 

● 辨别话语、语调以及肢体语言， 

● 概括、释义、重申、复述客户所讲的话，从而确保清楚以及理解， 

● 鼓励、接受、探索以及强化客户对于感受、看法、担忧、信念、建议等的表达， 

● 整合客户的想法，并以之为进一步的新想法与建议的依据 

存在于相关coaching中的行为 

● 帮助客户归纳重点，避免陷入冗长的描述 

● 为了继续前进，允许客户发泄或者倾诉，不加以评判、不要有所执着，保持中立。 

 

能力  6 – 有力的提问 

该能力被定义为 – 做到所问的问题是为了得到关于维护coaching关系或者客户的最大利益的

http://www.icacoach.com/


 

教练技能和知识 | 教练技能 | 国际教练联盟认定之能力 Page 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International Coach Academy www.icacoach.com                                 

信息。 

存在于每次coaching中的行为 

1. 问出能够反映积极聆听以及理解客户观点的问题， 

2. 问出能够引导发现、洞察、承诺或者行动的问题（例如，挑战客户的假设）， 

3. 问出开放性问题，以使思路清晰，创造更大可能性或者新学习， 

4. 问出能够使客户朝他们的目标前进，而非使之找借口、辩护或者回头看的问题。 

 

能力 7 – 直接交流 

该能力被定义为 –  在coaching会谈中，能够有效地交流，使用的语言要能够给客户带来积极

的影响。 

存在于每次coaching中的行为 

1. 在分享或者反馈的时候，要做到表达清楚、直接， 

2. 帮助客户从另外的角度去理解他想要得到的或者不确定的事情， 

3. 清楚地表明coaching的目标、会议议程、使用特定技能或者练习的目的， 

4. 使用恰当的、尊重的语言，（例如，无性别歧视、无种族歧视、无技术性歧视、无行

话歧视） 

存在于相关coaching中的行为 

● 使用比喻或者类推法来阐述一个观点或者用语言勾勒出图像。 

 

能力  8 – 产生意识 

该能力被定义为 – 能够整合并且准确地评估多渠道的信息，并解读情境以帮助客户获得察觉

，由此达到议定的成效。 

存在于每次coaching中的行为 

1. 听出弦外之音以评估客户真正关心的，不受制于客户所描述的内容， 

2. 通过询问增进理解、察觉与清晰， 

3. 帮助客户识别他深层的忧虑、典型的及固定的对自己和世界的理解方式，有能力识别

事实和铨释之间的差异，和分辨思想、感觉和行为的不同， 

4. 帮助客户发现新的想法、信念、观点、情绪、心情等，以强化其付诸行动，并实现对

他们来说重要的目标， 

5. 用比较开阔的视野和客户交流，启发激励他们转换观点的承诺，并找到采取行动的新

机会， 

6. 帮助客户看到影响他们的以及他们行为的不同的、相互影响的因素（例如，想法、情

感、身体、背景），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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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用对客户有益的、有意义的方式表达对客户的洞察和理解， 

存在于相关coaching中的行为 

1. 识别客户主要的优势与学习和成长的主要领域，以及在教练过程中需要关注的焦点， 

2. 查觉到客户言行不一致时，能够要求他们识别琐事和要事，偶发与惯性行为。 

 

能力  9 – 筹划行动 

该能力被定义为 – 能够在coaching、工作和生活中，和客户一起创造机会不断学习、采取新

的行动，从而最有效地达到达成议定的coaching成效。 

 

存在于每次coaching中的行为 

1. 集思广益帮助客户定义那些能够让客户展现、实践及深化他们新知识的行动， 

2. 帮助客户全神贯注并系统地探索在议定的coaching目标中，特定的考量与机会， 

3. 与客户一起探索替代的想法或者解决办法，衡量可能选项，做出相关的决定， 

4. 鼓励客户在coaching会谈后，积极实验并自我探索，实时应用会谈讨论或学到的观念于

生活与工作中， 

5. 为客户的成功以及未来成长的能力祝贺， 

6. 挑战客户的假设和观点，从而激起新的想法，找到采取行动的新机会， 

存在于相关coaching中的行为 

1. 提出和客户的目标一致的观点，供客户参考，但不要强迫客户接受自己的观点， 

2. 在coaching会谈中，帮助客户“立即行动”,并提供及时的支持， 

3. 在舒适的学习节奏中鼓励客户突破和挑战。 

 

能力 10 – 计划和目标的设置 

该能力被定义为 – 能够与客户制定和保持有效的coaching计划。 

存在于每次coaching中的行为 

1. 针对客户需要学习与发展的主要领域，整合所搜集的信息，和客户一起制定一个

coaching计划和发展目标， 

2. 制定一个可以实现的、可以测量的、具体的并且有预定达成日期的计划， 

3. 随着coaching的进展以及情境的变化，适当调整计划， 

存在于相关coaching中的行为 

1. 帮助客户识别以及使用不同的学习资源（例如，书籍，其它专业人士）， 

2. 识别并聚焦于对客户重要的近期目标与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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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11 – 管理进度与负责能力 

该能力被定义为 – 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到对客户重要的方面，并且将采取行动的责任赋予客户

。 

存在于每次coaching中的行为 

1. 明确地要求客户采取可使他们达成既定的目标的行动， 

2. 提出问题以追踪客户是否执行其在前次会谈中承诺要采取的行动， 

3. 肯定客户于前次会谈之后所完成的事情、未完成的、学到的、或察觉到的事项， 

4. 有效地准备、组织并检查与客户会谈时取得的信息， 

存在于相关coaching中的行为 

1. 在一次次会谈中，始终让客户保持聚焦于coaching计划和结果、议定的行动方案，以

及设定未来的会谈主题， 

2. 专注于coaching计划，同时能因应coaching的进展情况以及会谈方向的改变来调整行

为和行动， 

3. 可以掌握客户憧憬的大方向，并以之为前提引导会谈的主轴， 

4. 促进客户自律，让客户为他们说过要做的事情、为想要采取的行动结果、以及相关时

间期限内的特定的计划负起责任， 

5. 提高客户做决定、面对重要议题及自我发展的能力（得到反馈、确定优先次序、设定

学习的节奏、反思并从经验中学习）， 

6. 以积极的态度让客户面对他/她已经承诺执行却未达成的事实。 

 

思考 

1. 看一下核心技能的列表。这些技能中有哪些你已经用到了当前的coaching中？有哪些

你还需要继续努力？ 

2. 看一下行为列表，那些在每次coaching中应该体现出来的行为是否已经在目前的每次

coaching中有所体现？ 

3. 看一下行为列表中那些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体现出来的行为，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

会体现出来这些行为？ 

4. 为什么道德准则对于coaching作为一种职业非常的重要？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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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整合之教练模式 

 

我们 ICA 的“综合教练模型”是指我们鼓励学生创造自己独特的模型，而不

是使用一个“现成的”模型，例如 GROW 模型。ICA 每个获得认证的高级教

练会创建一个基于学生的独特教练会谈模型，通过访问博客可以了解这些

模型的多样性是因人而异的。 

 

ICA 的综合教练模型的风格或流程综合了以下几点： 

 

1. 它利用教练的技能、知识和经验来创建一个独特而强大的模型。 

 

每一位来 ICA的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技能、知识和经验。通常这些来自于工

作场所、职业，但是有时它也来自旅游、育儿或一般的生活经验。重更要的

是无论它是什么、它来自哪里,您的教练可以结合个人经验来受益、甚至是重

塑体验。您不会作为一个向他们所说的“空洞的容器”一样，填满了教练的“知

识”。而是，您是一个了不起的个体，具有一个完全独特的人生观，充满了数

以百万计的人生经历的个体。 

 

2. 它利用、综合一个或多个与教练相关联的哲学及其影响 

教练是一个“混血的“职业，它一直受到许多其他学科和哲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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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教练框架和模型”课程更充分地探讨这些内容,我们具体来看看: 

 

i. 教练历史 

 

ii. 神经语言程序学 

 

iii. 情商 

 

iv. 正念 

 

v. 肯定式探询 

 

vi. 认知行为疗法 

 

vii. DISC 

 

viii. 优势识别 

 

ix. 九型人格 

 

x. 生命之轮 

 

然而这只是个举例。还有许多其他的哲学和思想影响着教练，或者可以用来

创建一个新风格的教练。我们会称之为“集成”或“混合”教练。 

 

3. 它的宗旨是根据特定行业或内容和特定的客户群体量身定制 

 

在 ICA 我们不相信一刀切的方法可以适用于教练模式。并且这个可以用来

衡量的关键标准是任何成功的模型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或适合目标市场

或内容。所以，例如用于教授旧金山瑜伽学生的教练模型将不同于教授新

加坡银行出纳的教练模型。这些不仅是客户类型的不同,更是运作在不同的 

文化和经济框架之上的。这里最强大的模型是一个符合内容的,可以很好的

适用客户群体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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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 综合教练模型用例 

 

 

认识“综合教练模型”概念最好

的方法之一是学习 ICA 毕业

生教练模型 

ICA 博客

icacoach.com/coaching/coach- 

portfolios/coaching-models/ 

.您会发现许多间接或直

接使用基于现有思想及

哲学的模型。 

 

file:///C:/Users/ELISHA/Desktop/CC/module%20branding%20change/Coach%20Foundation/UPDATED%20JULY%2015%202015/icacoach.com/coaching/coach-portfolios/coaching-models
file:///C:/Users/ELISHA/Desktop/CC/module%20branding%20change/Coach%20Foundation/UPDATED%20JULY%2015%202015/icacoach.com/coaching/coach-portfolios/coaching-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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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 毕业生年鉴 

 

 

认识 ICA 毕业生教练模型的另一

种好方式是通过毕业生年鉴。请

您通过 ICA 博客获取信息。 

 

ICA 博客 

http://icacoach.com/coach

ing/ 

publications/yearbooks/ 

 

http:coachcampus.cn 

 

 

 

 

 

 

 

 

 

 

 

 

 

 

http://icacoach.com/coaching/publications/yearbooks/
http://icacoach.com/coaching/publications/yearbooks/
http://icacoach.com/coaching/publications/yearbooks/
http://coachcampu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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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混血和综合教练 

 

除了开发一个综合教练模型,您可能还想要了解我们所说的 “综合教练包”的

思想。 

虽然您可以在没有咨询或指导的前提下利用您已有的经验来教练，然而咨询

性的、混血和综合教练的趋势正在发展起来。在 Cheryl C. Belles 的文章 “混

合咨询和教练获取真实价值” 中指出了 

 

“考虑这种钟形曲线。曲线的一端是纯粹的咨询,另一端是纯粹的教练。

在这中间,每一次咨询(或客户会议),存在着一个最适宜的条件来混合指

导和咨询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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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是一个混合的解决方案，部分教练，部分咨询或者训练。有一些教

练混合教练和瑜伽、药物。有的提供分别的服务——教练、咨询或辅导的单

独合约。所以说，无论哪种方式，组合可以带来无限的可能。 

 

一些人发现结合教练和咨询可以为客户增加价值和加速变化。他们发现这

种方法对于某些个人和组织，尤其是动态变化的环境是非常有效的。 

 

根据不同的来源显示,混合教练对于以下非常有效: 

 

 快速跟踪/为有潜力的员工的继任计划 

 

 招募和保留 

 

 增加生产力和作为关键员工的安全阀 

 

 员工绩效考核中的员工干预 

 

 识别和消除壁垒来达到目标 

 

 减少公司政治 

 

 促进和保持长期、复杂的首创精神 

 

 

混合教练是一个混合了专业人士利用其教练概念来提供那些基于改变的服务，

提供有效训练、创造独特的产品和收入。它的教练过程是通过一个方针或协

商的方式来实现价值的最大化，交付真实结果的。 

不管您以往的经验, 在您的教练中，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管它自己或

者混合形成或丰富这个教练过程，您带给了这个流程——永远是独一无二的

—您自己。 

 



Page 6 教练基础课程/ICA 整合之教练模式 
 

 

 

 

反思 

 

1. 您在生活中从事的个人或专业的角色有可能辅助您的教练模型吗? 

2. 您面临过什么挑战和如何克服的? 

 

3. 在您过去的经历里，什么使您今日的教练变得可信,可靠和令人信服? 

 

4. 什么哲学或学校思想使您认为产生过共鸣或思考教练时发现是有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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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ching 模式 

Coaching 是实现改变的强大对话。Coaching 模式支持客户、教练和 coaching 程序有

意识地创造改变。 

多位教练，多种模式 

没有哪一种 coaching模式是万能的。虽然存在一些已证明和发表的 coaching 模式，

但很多人还是建立了自己的模式。用最简单的话来说，coaching 模式就是对 coaching 

方面价值观、哲理和信念的表达。这是 coaching 过程的框架基础。重要的是，您需要

了解，当您使用别人创建的 coaching 模式时，这意味着您在运用他或她的信念和价值

观（这也是可以的！） 

下方图表显示了在谷歌中简单搜索“Coaching Models”（coaching模式）的结果（大约 

27,000,000 个结果） 

 

ICA Coaching 模式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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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 ICA 开发了一个 coaching 模式以及一系列 coaching 会谈的程序。我们和您分

享该模式的目的是支持您从一名教练做起。一段时间后，随着您的技能和知识增长，

您可能希望根据您自身的独特技能和兴趣以及您想与其合作的目标市场来修改模式。 

ICA 模式使用声波作为其核心隐喻，因为 coaching 不是直线性过程，而是以波的形式

不断改变。某些声波是周期性的，在此类声波中，波的状态从平衡到最大压缩点，降

至最大稀薄点后又回到平衡状态，如此循环往复。“往返一次”回到起点则称为一个循

环。Coaching 往往就像一个循环，客户在向前行进时，常常需要循环回到起点。 

 

上述模式是围绕这样一种信念建立起来的：即只有通过自我意识才能实现自我导向的

改变。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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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状态 – 在 coaching 过程中，客户每周提出他们想要进行 coaching 的场景。在讨

论该场景的整个过程中，教练会有效地聆听客户的故事，在客户自我发现的过程中确

定应该要问的问题。在 coaching 过程中，尽量让客户在信任的环境中感觉完全安全，

这一点极为重要。 

信念和价值观 – 信念和价值观是 coaching 的核心。ICA coaching 模式力图用客户的

信念和价值观调整客户的行为和现实状况。在唤醒或重塑观念的那一刻，客户感受到

此刻的观念冲击，他们可以“看见”自己所拥有的掌握该场景的价值观和信念。只有在

这个时候，客户才能决定这些信念是否能够继续支撑他们。这是 coaching 过程中至关

重要的部分，因为这里出现了更深层次的自我意识，为持续的自我意识构筑了一个夯

实的基础。 

目标和愿景 – 部分客户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目标或愿景，而有些则没有。无论如何，所

有的客户都有实现目标、改变现状或学习新事物的渴望。 

提问和重塑 – 有力地提问是 coaching 过程的中心环节，只有通过教练的问题（以及客

户的自我反省）才能触及更深层次的自我意识。要将客户从无力掌控的观点转换为能

够掌控的观点，这常常要用到重塑观点。 

行动 – 付诸行动是 coaching过程中最后的重要部分，教练会花费大量时间支持客户采

取行动。行动越是坚定与无畏，客户向既定目标进发的速度也就越快。 

自我意识 – 改变的关键在于自我意识。这是一个使我们能够“看清”自己的过程。这与

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行动、行为、想法和感觉有关。这与为何我们会有如此感觉以及此

类感觉又与什么信念相连的理解有关。了解自己是谁对于理解自身的优势和价值非常

重要。当您在某时刻觉得迷茫时，了解您自己的优势和价值所在则可以支持您渡过迷

茫期，因为您的价值和优势是永恒的。 

其他 Coaching 模式 

GROW Coaching 模式 

人们普遍认为，GROW 是最初的 coaching 模式，它的应用最为广泛。Sir John 

Whitmore 和其他人协助开发了该模式。该模式开发于英国，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和 20 世纪 90 年代广泛应用于 coaching。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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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 代表目标 (Goal) – 现实 (Reality) – 选择 (Options) – 意志 (Will) 的首字母缩写

： 

目标 (Goal) – coaching 会谈以确定会谈结束前要达成的目标开始。教练支持客户设定

一个明智 (SMART) 的目标。教练可能会在进展过程中提出一些问题 

 “您如何知道目标已经达成？” 

 “您如何知道问题已经解决？” 

现实 (Reality) – 下一步是了解客户当前的现实状况。这是 coaching 过程中非常重要

的一步。正是在这个阶段，客户才开始完全了解向目标进发的旅程起点。随着客户开

始认识到他或她的当前现实状态，解决方案也开始浮出水面。该阶段实用的 coaching 

问题可能有： 

 “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何事、何人、何时、频率如何” 

 “它的影响或结果是什么？” 

选择 (Options) – 一旦客户对其当前现实状态展开探索，他们就能够探索到各种可用

的选择。教练会帮助客户建立尽可能多的选择并加以讨论。建立选择的典型问题通常

有： 

 “您还可以做什么？” 

 “如果排除这个或那个限制又会怎样？” 

 “每个选择的优势与劣势有哪些？” 

 您会用到哪些因素对这些选择进行权衡？ 

意志 (Will) – 一旦客户对当前现实状态和选择进行了探索，客户就会知道如何达成自

己的目标。仅仅知道这个是不够的，客户需要运用意志对这些选择付出努力以达成目

标。教练在该阶段鼓励并激发客户明确目标并实施具体的行动步骤。实用的问题包括

： 

 “那么您现在要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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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前进的障碍有哪些？” 

 “您将如何克服？” 

 “这能实现您的目标吗？” 

 “这个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 

 “您还会做些什么？” 

CLEAR Coaching 模式 

该 coaching模式由 Peter Hawkins 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创立，是订约 (Contracting)、

倾听 (Listening)、探索 (Exploring)、行动 (Action) 和检查 (Review) 的首字母缩写。 

 

订约 (Contracting) – 是 coaching 会谈的开始。教练确立客户想要达成的目标、

coaching 的范围和共事的基本原则，它用于设立期望。 

倾听 (Listening) – 教练积极倾听客户所说内容以及正在分享事物之间的细微差别。

教练以感同身受的心理倾听，以深入理解并获得深刻见解。 

探索 (Exploring) – 该阶段分两步： 

 1. 教练帮助客户了解现状及其影响。 

 2. 然后鼓励客户发掘解决现状问题的方案。 

行动：支持客户根据可能性做出决定，向前迈进，并决定下一步行动。 

检查 (Review) 为最后阶段，此时教练检查并加强采取的措施和附加的价值。教练还鼓

励客户反馈 coaching 过程的实用之处，困难所在以及希望在往后的 coaching 会谈中

做出哪些改变。 

CLEAR 模式与 GROW 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CLEAR 模式在一开始就将期望清晰化

并在最后阶段利用反馈来检查会谈。 

OSKAR Coaching 模式 – 寻解导向法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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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KAR coaching 模式专注于解决方案，而非问题本身。该模式探索解决方案、优势

和进展顺利的因素。正如 Paul Z Jackson 和 Mark McKergow 在他们的著作《寻解导

向法》(The Solution Focus) 中所说，“教练如何”运用一系列基本原则和一箱上好工具

转变您的处理方法并实现改变。 

 

OSKAR coaching模式的各个阶段分别为： 

结果 

 OSKAR coaching 模式以确定客户想要做出的改变开始。辨识将对客户产生影响的因

素。使该因素清晰化； 

 教练探索客户在长期、中期、短期想要达成的目标。 

 他们对会谈本身的期望是什么以及他们如何知道会谈对他们有用。 

 教练要做的下一步是查看“完美未来”场景，将客户期望的结果尽可能详细地视觉化体

现出来。 

评估 

在这个客户觉察的阶段中，客户会了解自己离期望的结果相距多远。例如，要求客户

建立一个 1-10 的等级，1 代表离期望结果最远，10 代表离期望结果最近，并评估现在

他们处于什么位置。 

技术方法 

该阶段客户探索自己已有优势和技能并将其连结到已建立的等级评分。教练正是在这

个阶段中，帮助建立客户的意识和自信。 

教练在该阶段可能会提的问题有： 

 您现在拥有的哪些技能/知识/特征会对您有帮助？ 

 您之前何时做过这件事/此类事？ 

 其他人的评价会对您有影响吗？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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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与行动 

该阶段意味着从“技术方法”阶段进入展现客户意识阶段。教练通过反思确定客户先前

分享的积极特征和技能。该阶段确定意识并建立自信。 

行动 (Action) – 该阶段帮助客户确定现在可采取的一个或多个小行动。 

检查 

这是 OSKAR coaching 模式的最后阶段。教练检查意识、所做的选择、采取的措施，

确认客户现在所处的位置。该阶段的重点是检查目前已取得的成就和进步。 

该阶段的一些问题： 

 什么是更好？ 

 您是如何成功实现改变的？ 

 您认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改变？ 

转换 Coaching 

Masterful Coaching 的 Robert Hargrove 说过：“coaching 就是与人互动，这种互动常

常教会他们在自身的领域里创造惊人的成绩。”他还把 coaching 看成是高度的道德付

出，要求教练们为人们、社群、社会以及世界的未来明确立场。对 Hargrove 来说，

coaching 就是培育人的精神，让人们学习和成长。转换 Coaching 分三个阶段； 

转换人们的身份 – 让客户对自身的看法做出转变，帮他们学习、成长并实现他们真正

期望的成果。 

指导人们尝试新事物 – 让客户进行改变，重新塑造他们的思维方式，将他们从思维僵

局中解脱出来并改变其行为方式。 

指导渐进式改善 – 指导人们不断地改善他们的行为或者更好地进行当前工作。 

转换 Coaching 使用的方法之一是重塑我们的故事框架。Hargrove 认为，我们会给自

己讲两种故事 – 车辙的故事和河流的故事。教练和客户一起，将车辙的故事转换为河

流的故事。河流的故事与他们新的可能性有关，并支持他们发掘自己的潜力。 

Coaching运用 

教练采用大量工具和策略来支持客户。在教练培训期间，您会学到很多这些工具和策

略，其中有些通过阅读和反思学习，有些则通过与其他教练交流学到，还有一些通过

作为教练的实践而自我开发。 

http://www.icacoach.com/


 

教练技能和知识 | 教练基础 | Coaching 模式 Page 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International Coach Academy www.icacoach.com          

一位资深的教练会根据具体的情形应用最合适的策略，就像一名工艺大师选择合适的

工具那样。真正的技能不在于工具的使用本身，而在于决定选择使用哪个工具以及何

时使用该工具。需要注意的一个重点是，工具、策略和评估仪器是用来辅助教练的，

而不应在 coaching 过程中成为主导。 

反思 

1. 针对上述各模式进行反思，他们的不同点和相似点都有哪些？ 

2. 辨识让您产生认同感的模式，将它应用到您目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中。您学到了什么

？ 

[divider_bar]Insert Your Text Here[/divider_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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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entoringforchange.co.uk/
http://www.mentoringforchange.co.uk/
http://www.what-is-coaching.com/coaching-mode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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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 GROW Coaching Model 

[Video] CREDE Coaching Model 

 

http://www.icacoach.co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uJA7o9EQ3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OwoAGeih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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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影响 

 

Coaching之所以成为如此吸引人的领域，其原因之一在于它是集各家理论，哲学和学科之所

长，而建立起来的独特的专业实践。以下是一些coaching所采纳的理论，尤其在成人学习理论

，哲学，心理学，咨询，精神灵性和管理理论。 

 

咨询 

20世纪60年代Edgar Schein写了一本有关过程咨询的书。他所探讨的大部分和coaching有关

。他讨论了咨询涉及的任何主题的重要性，其成果必须归聘请该顾问的企业所有。否则该项目

失效。对于任何顾问和与顾问合作的经理，了解他们的情绪、偏见、价值观等，以及他们的真

实状况，其如何影响事物的感知方式，Schein都概述了其重要性。他认为，这对于诸如服务

供应商之类的一切‘帮助者’，都如出一辙。咨询在传入初期，则是与使用可行模式来研究人类

系统有关。 

 

过程咨询是围绕解围的概念而建立的，即顾问或经理在出现问题时所面临的选择。该选择为给

出建议，或是协助客户找到解决方案。当人们陷入困境，但却对问题的症结或他们所寻求的支

持茫然无知时，过程咨询最为适用。当某一问题极具挑战性，令人不安时，则自然而然会默认

为尽力为某人提供解决方案。过程咨询是关于找到在企业中一心想改善现有行事方式的人。而

后，顾问支持客户来界定能引导解决问题的正确步骤的诊断干预措施。顾问就是协助者，传递

任何他们认为有益的卓越见解或技能和观点。Schein认为，过程咨询的作用适用于各种生活

状况，养育，关系，管理等等。他将其称为他的‘广义帮助理论’。（ Schein，87，21页） 

 

顾问似乎并不总是遵循着Schein对于咨询及其对人们的帮助作用的愿景。陷阱在于，仅仅为

该企业奉上建议，也许屈从于解决问题的压力，而不是让他们自己来获得答案。有些企业只希

望迅速解决问题，而不愿意花时间来了解拥有解决方案将如何引导他们获得所期待的结果。假

如所有的咨询都是通过过程咨询的方法来完成的，那么将会和实际现状截然不同。Coaching

则弥补了其不足。 

 

成人学习理论 

http://www.icoachacadem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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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最初的生命教练会谈20世纪60年代创办于纽约，并形成了成人学习流程。这些都发生在

对于成人学习研究兴起的时代中期。这在现在看来似乎很奇怪，但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普

遍认为大部分学习发生于儿童时期，只有一小部分诸如学者之类的人，会以任何显著方式持续

学习至成年。很少有人关注到成人学习和儿童学习是否有本质区别。   

 

在20世纪60至70年代期间，一系列的学者，尤以Malcolm Knowles博士为代表，开始探索成

人的学习方式。1973年，Knowles博士得出了一系列的成人学习原则。这些原则最初旨在了解

如何来安排成人的课程或课堂，然而，如下文所转述，每一条原则都将coaching预示为一个新

领域，并且如果用“教练”来替代“老师”这个词，则可轻易运用到coaching经验中。 

 

原则1：“成人是自主，自我导向的。他们需要自由地自我支配。他们的老师必须积极促进成人

参与学习过程，作为一位引导师…指导参与者获取自己的知识，而非直接为他们提供真相。” 

 

原则2：“成人已经积累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可能包括与工作有关的活动，家庭责任，和以往的

教育基础。他们需要将学习与该知识/经验基础联系起来。为了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教师和

引导师归纳出参与者和主题相关的经验和知识。并将理论与概念和参与者相连接，，并认识到

学习中经验的价值。” 

 

原则 3：“成人是以目标为导向的。在注册课程的同时，他们通常知道他们想要实现的目标。

因此，他们所欣赏的教育项目，组织完善，各部分清晰明确。指导教师必须向参与者说明，该

课程将如何协助其实现目标。” 

 

原则4：“成人是以相关性为导向的。他们必须了解学习的原因。学习必须是适用于他们工作，

或者其它对他们有价值的责任。” 

 

原则5：“成人是实际的，关注的焦点在于该课程有益于其工作的方面。他们也许对理论本身未

必感兴趣。” 

 

原则6：“和所有的学习者一样，成人需要获得尊重。指导教师必须认可成人参与者带入课堂的

丰富经验。在经验和知识上对这些成人一视同仁，并允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 

 

正如你所见，Knowles建议要展现在学习环境中的原则基本都展现在coaching中。难怪

coaching如此广泛地运用于世界各地的工作场所学习项目中，独立抑或依附于其它培训，以确

http://www.icoachacadem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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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其可持续变化。 

 

体验式学习 

体验式学习基于通过实践来学习的思想，正如中国谚语所言：“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

，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20世纪80年代早期，凯斯西储大学魏德

海管理学院组织行为学教授，David Kolb开发了著名的学习模式。Kolb的理论是，学习按照如

下圆圈来产生： 

 

  

通俗地说来，Kolb认为，成人的学习过程是获取某个经验，而后对该经验进行反思，得出新的

见解，然而将这些新见解运用到外界。在运用新见解的同时，成人又可以从中获取新的经验。

通过这种方式，学习就得以无限循环下去。 

 

Coaching共享了Kolb的假设，认为客户学习的最佳方式就是通过他/她的经验。教练相信，客

户是能动强大的个体，完全有能力自己找到答案。作为教练，我们的职责是提出恰当的问题。

教练协助客户对其经验进行反思并学习。他们也协助客户将此学习运用于新的目标，以使他们

能创造新业绩。事实上，可以将coaching谈话视作Kolb学习圈中的“反思性观察”步骤，而整个

coaching关系则可视为学习关系。 

 

学习风格 

你参加过高中同学聚会吗？如果参加过，你也许会注意到，有成就的人往往不一定是学习成绩

最好的。事实上，历史书上比比皆是此类例子，卓有成就的人在学校表现欠佳，并且痛恨学校

http://www.icoachacadem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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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托马斯爱迪生，纳尔逊洛克菲勒，阿加莎克里斯蒂，温斯顿丘吉尔和巴顿将军。这

是因为学校传统的教育，都是以所有人以同样的方式来学习为前提的，而哪些不适应当时模式

的人，不论他们的技巧和能力如何，都别无选择只有受挫和失败。上述所提及的成功人士，有

力地证明，并非只有一种学习方式。我们的学习方式各不相同。 

 

作为教练，我们不会问“这个人有多聪明？”我们会问“这个人聪明在哪？”1987年，Peter 

Honey和Alan Mumford以David Kolb的研究为基础，认为学习不仅如Kolb所说以循环模式进行

，而且不同的个体在学习圈的不同点会感到更舒适。Honey和Mumford归纳了人们倾向于学习

的四类喜好或方式，每一类都与学习圈的不同阶段相关。 

 

这些倾向性学习风格被称为行动主义者，反思主义者，理论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他们还设计

了一份调查问卷，来帮助人们确定自己偏向的学习风格。你可以在www.peterhoney.com 上了

解更多关于Honey和Mumford的学习风格并阅读该调查问卷，而以下则是对每一种学习风格的

简短说明： 

 

行为主义者 

行为主义者喜欢体验新经历。他们思想开放，对新想法热情十足，但却厌倦执行。他们享受干

实事，往往首先行动，而后考虑影响。他们乐于和他人合作，但却有爱出风头的倾向。 

行为主义者学习的理想时机 

● 参与到新的经历，问题和机遇中 

● 和其他人在经营策略，团队作业，角色扮演上合作 

● 深陷某项艰巨任务的困境中 

● 主持会议，主导讨论 

 

行为主义者学习的不良时机 

● 听讲座或冗长的阐述 

● 独自阅读，书写或思考 

● 吸收和理解数据 

● 遵循信函上的精确指示 

 

反思主义者 

反思主义者喜欢后退，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他们喜欢收集数据，在得出结论之前仔细思索

http://www.icoachacadem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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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享受观察他人，在给出自己的看法之前，会先听取他人的意见。 

 

反思主义者学习的理想时机： 

● 观察个人或团体工作 

● 他们有机会来回顾所发生的事，并且思考他们所学到的内容 

● 没有紧迫的最后期限的情况下制作分析和报告，完成任务 

 

反思主义者学习的不良时机： 

● 当众担任领导或角色扮演 

● 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做事 

● 深陷困境中 

● 被最后期限催促或担忧 

 

理论主义者 

理论主义者将观察调整并融入复杂和逻辑完善的理论中。他们用循序渐进的方式考虑问题。他

们往往是完美主义者，希望事事井然有序。他们更注重客观分析，而非主观或感性思维。 

理论主义者学习的理想时机： 

● 他们面临不得不使用技巧和知识的复杂情况 

● 他们在条理清晰，目标明确的环境中 

● 他们面对有趣的观点和概念，即使他们并没有直接联系 

● 他们有机会对事物进行提问和论证 

 

理论主义者学习的不良时机： 

● 他们不得不参与到侧重情绪和感觉的情况中 

● 该活动结构散乱，指令不清 

● 他们不得不做对其原则和概念知之甚少的事情 

● 他们感觉和其他参与者不合拍，例如，和学习风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人 

实用主义者 

实用主义者热衷于尝试事物。他们希望获得适用于他们工作的概念。他们往往对长时间讨论缺

乏耐心，是脚踏实地的务实人士。 

 

实用主义者学习的理想时机： 

http://www.icoachacadem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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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题和任务之间有着明确联系 

● 有机会尝试可获得反馈的技能，例如角色扮演 

● 向他们展示带有明显优势的技能，例如节约时间 

● 向他们展示可模仿的模式，例如一部电影，或一位受尊敬的老板 

 

实用主义者学习的不良时机： 

● 他们意识不到明显的或眼前的益处 

● 对于如何操作没有惯例或指导 

● 学习没有显著回报，例如开短会 

● 该项目或学习纯粹“纸上谈兵” (Lieb, 2006) 

 

学习风格理论对一系列领域有着直接影响。教育学家认识到，考虑不同类型的学习风格，会极

大提高学习者的成绩。雇主认识到，他们为雇员制定针对性专业发展，会提高其业绩。管理者

认识到，通过仔细为学习类型互补的人配对，他们可以组织高效能团队，并形成学习型机构。

顾问开始将关于学习风格的信息加入到他们为机构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不仅在这些领域中，学习风格理论同样影响coaching。许多教练对他们的客户（以及为他们自

身）使用学习风格工具，并鼓励客户利用与生俱来的风格获取更多的学习。Honey和Mumford

是该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并非唯一的。其他注明工具诸如Bernice McCarthy的4Mat系统

，Gregorc的思维风格量表。此外，许多用于衡量人格类型的工具也包括不同人格学习风格偏

向方面的信息，例如麦布二氏心理类型量表和Enneagram的九型人格测试。 

 

心理学 

心理学的领域着实广泛，和coaching的理论部分相同。Coaching的名字取自体育教练领域，

并与相应的体育心理学学科有许多共同点。运动心理学和coaching都包括： 

● 设计和持有愿景 

● 鼓励客户前进 

● 重视并依赖天赋 

● 以“个人最佳”表现为目标 

● 挑战妨碍最佳表现的信念 

 

也许coaching在“心理学家族”中最亲密的“表姐妹”就是认知疗法。该派心理学理论（及实践）

的原则是，我们所做是所感的结果，相应地，是我们思维方式的结果。认知疗法和其他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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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区别在于，它往往不侧重于研究给人们带来消极行径的思维系统最初如何形成的，（通常

源自早期儿童经历），而更侧重于该思维系统为何，以及成人在今后怎样重新培养自己新的，

更有效的思维和行为。 

 

Coaching持有同样的理论，认为人们的行为方式是其思维方式的产物。Coaching中潜在信念

，重塑观点，视觉化，意图和创造的概念，都和认知疗法有着同样的哲学基础。虽然认知疗法

旨在帮助功能障碍的人变得更健全，但许多理论都可运用到coaching中，以协助正常人达到更

高水平的业绩，幸福和成功。 

 

积极心理学是心理学的新兴领域，并和coaching关系密切。积极心理学运动的前提是，心理学

领域主要关注不幸，或者，换言之，观测和治疗人类的功能障碍。积极心理学旨在通过提问将

心理学研究方法运用于人类“功能”的研究，问题诸如：“什么使某人比其他人都幸福？”，“制定

并实现目标是否提示了我们的幸福感？”，“有些人是否生来就幸福？”，以及“那些并不生来就

充满希望，乐观开朗的人，能否达到这点？” 

 

积极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结果对许多教练都有启发意义。例如，coaching意识到发展“感恩”能使

客户从实现目标的成就中大幅度提升幸福感。以个人“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目标比较容易达到

，比较能够持之以恒，并且会给人生带来更多乐趣，coaching也以该理论为基础，并由积极心

理学研究者通过实践证明。Coaching还和积极心理学家一样，坚持这一原则，认为在关键领

域即使是再渺小的幸福感的增长，也会增强所有感官的幸福。 

 

管理理论 

“高管教练”和“事业教练”的术语在20世纪80年代最初运用于领导发展规划。虽然“coaching”的

术语自此才开始使用，但coaching和早在1960年代形成的管理理论有着相同的理论基础，其

中主要包括X理论和Y理论。   

 

20世纪60年代，麻省理工管理学院的McGregor阐述，针对员工动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McGregor认为各企业都遵循非此即彼。 

 

X理论观点的假设员工天生懒惰，并尽力逃避工作。正因为如此，必须密切监督工人和开发综

合控制系统。必须有分级结构，其中各级之间的控制幅度要小。根据这一理论，员工会因为没

有诱人的激励计划而失去野心，并尽量推卸责任。X理论的管理者认为，他或她的员工并不真

正想工作，他们宁愿逃避责任，而管理者的工作就是安排工作和激励员工。这一思路的结果是

http://www.icoachacadem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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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理论经理自然而然采取以惩罚相威胁的更专制作风。 

 

Y理论观点假设员工都是自我激励，迫切希望承担更重大责任，并会自我控制，自我导向。认

为总体而言，员工在身心上享受他们的工作职责。还认为如果有机会，员工希望在工作上有创

造性和前瞻性。通过相信员工能尽全力表现最好，将可能得到更高的生产力。 

 

Y理论管理者认为，如果条件允许，大多数人工作都会表现优秀，工作中创造力的潜力无穷。

他们认为出色完成一份工作的满足感，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动力。Y理论管理者不会尽力去控

制，相反，他们会为充分实现个人价值的员工尽力扫除障碍。 

 

Coaching和McGregor所述Y理论对于员工的观点相同，大多数聘请企业或高管教练的机构，

也会持相同观点。最近，随着各机构都进入了所谓的“信息时代”，Y理论对于人类表现的看法

在管理理论中占主导地位。新技术和全球化，使人们能在他们需要的精确时间获得海量信息。

每个国家都从培养和生产“东西”转变为提供知识和服务，变成所谓的“知识经济”。历史上第一

次，不再要求管理者要比员工对业务更熟悉。瞬间共享知识，创造力以及发散性思维正成为各

个商业层次的核心能力。 

 

在新知识爆发的环境下，X理论管理似乎行不通了。管理者不可能随时了解所有直属下级工作

表现的细节。管理者不能集中在监测如“创造性”或“追求卓越”之类事情上。当今大多数管理理

论以Y理论概念为基础，例如，信任员工，以身作则，模范道德行为，鼓励在困境中寻求新办

法，以及提供愉快鼓励的工作环境。Coaching也包括许多此类想法。教练相信客户想要解决

他们生活和工作中的问题。教练鼓励对价值观和道德观进行反思。教练模范道德行为，并以身

作则。 

 

精神灵性 

精神灵性是个宽泛，未定义的学习和兴趣的领域，追溯到19世纪，当时如尼采之类的哲学家

开始质疑各个方面盲从主流宗教的民众，同时承认宗教崇拜在日常生活中的宝贵作用。基本上

，认为自身是灵性的，都有信仰，并且希望自己的灵性能提升到更高层，实体或能量。虽然很

多人在宗教组织中有精神追求，精神灵性和多数主流宗教的区别在于，它认为实现个人修为的

精神途径，要通过反思，冥想，起到或其他类似做法，而非通过顺从任一宗教颁发的一系列规

则。事实上，精神灵性的忠实拥护者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有可取的想法和做法，对实现个人与神

的的连接有帮助，但没有哪个宗教“无所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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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灵性的研究本质上很广阔，但仍有一套基本信仰。其信仰包括： 

1. 探索日常事件的含义。认为人生总有目的，即使是再小的时间都有其含义和意义。 

2. 对价值观的追求。希望某人的人生围绕一系列的信念，标准和某人珍视的道德规范。 

3. 追求“超然”。希望体验对“超越向度”的觉察和欣赏来超越自我的生活。 

4. 欣赏生命的连通性。与自我，他人，上帝/神灵/神，以及自然连通的觉察增加。 

5. 对“成为”的追求。认为生活在我们面前一览无余，而且，通过反思和体验，我们能理解

个体“是”谁，个体如何感知。 

 

作为一套理论和实践，精神灵性的增长理所当然可以被视为世界上对增长的宗教自由的回应。

然而，它也受诸多因素影响，例如增长的全球交流，尤其是，全球不同种族人们，特别是土著

人对于灵性实践的知识量。二战后导致各国经济大萧条和精神疾病的上升，同时产生诸如全球

变暖的环境灾害，有人也建议，它是对二战后过度物质主义和过度消费的反应。精神灵性运动

提出的问题：“当我们在一般看来非常富有的时候，为什么却如此不开心？”以及相应的答案“那

应该是有更高的生活目标。” 

 

Coaching和精神灵性运动有着诸多相同点。首先，它同样对价值观十分关注。教练建立在价

值观基础上的目标更持久，带来更多的乐趣。Coaching也旨在给人生带来“平衡”。 在事业教

练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最初三次会谈之后，剩下的就全是个人coaching了。”这意味着人类

是个整体，互联的实体。仅仅关注事业目标，而不去探索人类所有的对于关系，信仰和情绪的

体验，这是不可能的。Coaching认为，单单财务和事业的成功不会带来持久的幸福，虽然这

些对全局来说可能是重要部分。最后，coaching基于这样的信念，认为是两个人，教练和客户

，之间的情感连接的力量。它和大多数精神灵性从业者认为，人们都带有能量，当教练和客户

都拥抱这样的能量连接时，有力的转变就成为可能。 

 

哲学 

哲学在coaching中同样重要。哲学是对普遍和基础问题的研究，与诸如存在，知识，价值观，

理性，思维和语言之类的问题相关。它遵循关键的，系统化的方法，使用理性思维来思考。哲

学有诸多分支，从政治，道德，美学，形而上，认识论，以及思维，语言和宗教哲学。除了这

些哲学分支，同样还有东西方哲学。哲学的广泛是难以置信的，但该领域的教诲，不断从东西

方哲学中影响着coaching的作用。 

 

Co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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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都带有自己的技能，知识和对其他领域和学科的理解。我们可能不具备这些知识领

域的理论语言，我们可能对这些知识领域的历史不是很熟悉，但是，我们却可以分享它们。 

 

如果你在某个领域拥有坚实的基础，你可以选择利用这一点在你的coaching中创建一个利基。

例如，许久之前是认知心理学家的人在一个被称为认知教练的利基领域利用这些技能。一些精

通管理理论的人选择把重点放在企业教练或者高管教练上，因为当和公司打交道的时候，这个

额外的知识库赋予了他们信誉。一些有着培训或者成人学习背景或者对培训或者成人学习感兴

趣的人提供后续coaching的培训套餐服务。无论你来自哪个领域，都有可转换的并且可以用于

你的coaching的技能和知识。 

 

因为coaching越来越受欢迎，某个学科试图对coaching提出所有权的要求，而不再考虑其它领

域对coaching这个独特领域的贡献，这样做将是很诱人的。已经有证据证明这种现象，一些报

纸和杂志在对coaching的报道中，在努力寻找与该新兴学科相“匹配”的，并把它归纳为一种或

其它领域，或者是完全贬低它。为了让coaching领域做为坚实统一的专业团体，以通过这些辩

论，将会发生许多事情。 

 

首先，coaching领域需要通过建立和支持专业团体，遵循专业标准，来维持其内在的严密性和

专业性。我们要确保专业团体对不道德实践采取零容忍方法。其次，作为教练，我们必须乐于

抱着大度和宽容的精神进行讨论和辩论，来支持和加强新的和更资深的教练。最后，我们对这

一领域的独特性感到自豪，尊重来自不同背景的学者，思想家和实践者做出的各式各样的贡献

。 

 

思考 

1. 成人学习原则中的哪一条与coaching最相关？ 

2. 是什么促使coaching成为学习活动？ 

3. 你是否使用过学习风格工具？ 

4. 你使用过其中的哪一个？对你有何效果？ 

5. 你认为心理学对coaching领域有何贡献？ 

6. 为什么对于教练来说，积极心理学是如此有意思的研究领域？ 

7. X理论对于管理的观点和coaching有哪些不相容？ 

8. 精神灵性在coaching中有何重要地位？ 

9. 从你之前的生活和工作中，你可以把哪些知识和技巧引入到coaching领域？ 

http://www.icoachacadem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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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咨询和coaching之间有何区别？ 

11. 哲学的哪些方面或理论影响你的coaching？ 

 

http://www.icoachacadem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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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教练计划 

 
 
 

在此课程中，我们将着眼于丌同的学习理论和风格及探索 ICA 的学习理论。你将会被邀请以确定

自己的学习风格，然后开始为你的教练讦练制订出一个适合你的学习计划。 

 

返里有许多丌同的学习理论，正如有许多丌同的个人学习风格。如需要更详绅的学习理论历史和

概述，你可以在返个课程的底部的参考部分下载返篇文章。丌过现在，我们诚邀您来反映你在你

的生命旅程中作为学生的感受－ 因为你对学习的信念和您作为学生的身份会影响你在整个课程

中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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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迓是小孩时，你是怎样学习的？ 

 

根据您的年龄和文化，你大可能是去一所以学习理论为基础的学校，以「填鸭式」方法学习。学

生只需要坐着及与心听课，而老师只需要用新的知识填满学生的脑袋。提问被看作挑戓权威，服

从和纨律被讣为是几乎比学习本身更重要。 

 

此教学风格在 60 至 70 年代随着建构主义的学习方法改变，不其他事项一起，学生积极参不构

建和自己创造知识的的重要性改变了。首次以来，学生的事先了解也被看作是他们学习什么和

怎样学习的重要元素。 

 

此表由於 Robert G. Peters 撰写幵由全国独立学校协会发表，此表提供了传统和迕步主义教育

乊间的广义差异的撮要。 
 
 

传统 进步 

学校是为生活做准备。 学校是生活的一部分。 

学生是被劢的信息和权威吸收者。 学生是积极的参不者，问题解决者，和觃

划者。 

教师是信息和权力的来源。 教师是辅导员，是培养思考的指导

员。 

家长是局外人幵丌会参不其中。 家长是小学教师、目标制定者、觃划者

和提供资源。 

除了资金，社区是独立于学校的。 社区是课埻的延伸。 

决策是基于中央和行政交付。 决策是由所有组成群体共享。 

课程是由外在条件，尤其是测验结果来订

立。 

課程是由使命，理念，及毕业生的目标來

决定的。 

http://www.nais.org/index.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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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是线性的，包括事实的积累和技能的

掌握。 

学习是螺旋形的，有深度和广度的目标。 

知识是通过讲座，工作表和文字來吸收。 知识是通过游戏，直接体验，和社交互劢

构建出来。 

教学是线性的，主要基于正确答案。 教学涉及到核心问题及询问，通常由儿童

发问。 

学科是分开的，尤其是诧文和数学。 学科是综合的，孩子会迕行连接。 

技能是分立授课，幵被规为学习目

标。 

技能涉及内容，被规为工具。 

评估是常模参照，外部和分级。 设评估基准，有许多形式，幵以迕展情况

为导向。 

成功是基于竞争，可来自一个时间/地点的

回忆和记忆。 

成功是通过随着时间的应用和协

作。 

产品是终点。 产品纳入过程考量。 

智力是诧言和逻辑/数学能力的度量。. 智力被讣为是多样化，包括艺术，智

力是真实生活问题解决的度量。 

学校是一个被迫完成的任务。 学校是生活中一个充满挑戓和乐趣的一

部分。 
 
 
 
  

翻转课埻的教学模式 

近年，越来越多地方使用互联网来提供培讦，同时新的学习模式已经显现。它被称为「翻转

课埻」，是一种混合式学习，通过在网上而非课埻内提供教学内容，扭转了传统教学的安排。 

它改变了活劢，包括那些传统上被讣为要走迕课埻的功课。在翻转课埻模式，学生丌在课埻

上被「喂饲」知识，而是在课前观看戒阅读学校准备的资料，戒者通过研究和探索而得到的

知识。然后利用上课时间更深入发掘，不同学建立联系，幵补充发现在线学习丌容易获得乊

处。 

 
「当直接教学是从一组教学空间轉秱到个人化学习环境，這便是翻转课埻。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lended_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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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埻时间是用于学生主劢解决问题和一对一戒一对多人的小组不教师互劢。学生可以多

次收看短时间规频以掌握内容，为随时上课，回答问题，合作项目，幵迕一步探认内容

而作好准备。 」 

http://flippedlearning.org 

 

 
 

ICA 的学习模式 
 

我们的课程是参照反转学习模式而制订。丌会出现大讲座戒浪费时间的课埻活劢。 相反，

你会根据自己的节奏消化学习材料，幵在你选择的时间来到课埻准备更深层次的分析。上课

时间都花在联系和探索，而丌是消化信息。 
 

在 ICA ，我们的课程是围绕着我们的混合学习理论，幵基于以下的信念： 

· 我们的学生都是想要灵活幵能配合他们时间学习的成年人 

· 我们的学生都有丰富的生活和经历，返些都应该要融入学习里面 

· 学生要对自己的学习负责，我们作为辅导员会竭尽所能令学习尽可能变得更有

意义 

· 学生学习效果最好的时候是當理论和实践乊间有一個健康的平衡 
 

· 学生需要足够的反思时间以处理和建立他们的真实学习 

· 应该随着时间明智地运用课埻时间，应致力于深化学习，而丌是引入可在课前

消化的概念。 （翻转课埻） 

· 学习是社交活劢同时亦是个人活劢；社区的作用是丌可少的。

http://flippedlearn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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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课程的模块会通过 PDF 和/戒规频送出，你可以在课程的第一日收到所有的教材。虽然我们的

教练核心技能已有 15 年经验（主劢聆听，有力的问题），随着教练行业的发展我们一直在增

加新的材料。 

 

小组课埻 

ICA 提供两种类型的课埻包括电话授课和认论课。电话课埻大约有 12 至 20 名学生的小组教

学，当中有一个协调员带领探索特定的教练技能。实验课是工作坊形式的课埻，在课埻中学生

会带来有关他们的教练发展的挑戓戒质疑，幵在课埻中不导师和同学认论。 

 

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是新教练的一个重要的学习工具。在电话授课戒认论课的安全学习环境中，学生自愿

担当教练，客户和观察员/反馈。鉴于我们的毕业生中超过 80％通过电话不他们的付费客户迕

行教练会谈，在返种媒介学习是成为教练的一个额外技能。 

 

意见反馈 

我们的课程有内置意见反馈。您将定期收到在电话授课及认论课中非正式的反馈，尤其在教练

会谈辅导环节，你的教练会谈将得到导师根据 ICF 教练技能评定标准作出的系统反馈。高级教

练培讦课程的学生迓收到额外的教练监督反馈。 

 

反思 

反思是任何学习的关键部分。在 ICA 中有几个情况是会有反思的。 电话课埻的时间安排特别

横跨许多星期，每节一小时，每个课埻可以讥你学到一个模块，咀嚼消化后迒回认论课探索更

多。认论课也是一个反思的空间，您可以不您的同侪交流思想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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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认论 

学习是一种社交活劢，通过不同学交流的能力绝丌容小觑。在 ICA，我们的论坛是由全球丌同

学科和背景的教练组成的网络。在返个环境下的网络讥学生接受他人挑戓自己的「本地」思维

模式，讥他们接受新的、丌同的看待事物方式。 

 

教练和被教练 

了解如何教练的其中一个最好方法是担任客户。作为客户，您将亲身体验被教练的感觉。 您

将学习什么可行及什么情况下你可能会作出丌同的选择。然后，当你在课程中教练其他学生时，

您可以把您的想法付诸实践。 

 
 

你的学习和教练计划 

为了从你的教练培讦课程毕业，你将需要参加所有课埻幵完何评估和毕业生的学习成果要求。 

（欲了解详情，请查看课程的网页） 

 

在谷歌搜索「什么是我的学习风格？」，你会被测试你最适合的学习风格，是规觉，听觉迓是

劢觉？虽然返是有趣和有用的信息，但更重要的是制定出你的「学习偏好」。 想想如何最有效

地学习：在夜间戒是早晨？你喜欢在音乐下戒者在完全静音下学习？单独迓是小组学习？ 

 

然后借此信息，为自己制订一个学习计划。您可以使用认论课以获得帮劣和支援，幵确保你没

有错过任何一个成功的机会。 

 
 

论坛反思 

 

1.  你的校园经验是怎样的？ 
 

2.  自你上学后，请形容一个正面的学习经验。现在请描述一个负面经验。有什么区别？ 

3.  你如何最有效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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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教练 

 

二十年前,从没有人听说过生命教练、商务教练或企业教练。而今，《纽约时报》,《财富》杂

志,Oprah与CNN经常会提及这个。但是，世界上大多数人对此仍是闻所未闻。对教练的需求

可望增加,甚至激增。当媒体巨头发布一部描述人生教练的电影时，将会发生什么呢？ 财富榜

前100名的公司已经设有外部和内部教练职位而其他各大企业也随着跟风。 

 

国际教练联盟(ICF)对教练的定义如下： 

“专业教练作为一个长期伙伴,旨在帮助客户成为生活和事业上的赢家。教练帮助他们提升个人

表现，提高生活质量。” 

教练经过专业的训练，来聆听、观察，并按客户个人需求而定制coaching方式。他们激发客户

自身寻求解决办法和对策的能力，因为他们相信客户是生来就富于创意与智慧的. 教练的职责

则是提供支持,以增强客户已有的技能、资源和创造力。 ”(ICF网站,2006) 

 

教练行业在美国发展势头最好,其次为英国,日本,加拿大,澳洲,新加坡和新西兰，并在全球各国

迅速推广开来。相对而言，教练是一个新兴行业. 它融最佳的经商、心理学、哲学、体育及精

神理念于一体. 虽然coaching技能是与其它学科相结合的,但它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过程来辅助他

人创造理想生活。教练与客户共同探讨的话题相当广泛:从商业及职业的事件到个人及精神层

次所关注的问题。教练充当拥护者、共鸣板、拉拉队长、确保对自己负责的伙伴、说真话的人

和支持者的角色。 

 

Coaching实际上是一种教练和客户之间的对话，以此来帮助客户获得充实的生活。通过帮助

客户分清重点、澄清价值观来实现这个目标。 教练会和客户凭着客户个人的价值观，明确真

正的目标并制定计划，帮助客户专注于实现目标。 

 

教练在coaching过程中为客户提供以下服务： 

1.    引导客户自己找出答案 

2.    澄清价值观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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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共同制定计划来实现客户的愿望 

4.    充当新思路的共鸣板 

5.    支持其做出改变人生的决定 

6.    开阔视野，挑战局限性 

7.    确立清晰的目标 

8.    认可 

9.    激励 

10.   提供信息资源 

  

教练不是什么？ 

作为一个相对新兴的行业，教练是一种借助了其它传统行业理论的方法，包括心理学、商务咨

询、 导师机制理论和成人学习。但是, 教练是一个独特的领域，和上述领域之间存在着显著的

差异。 

  

教练和心理咨询 

教练不是心理咨询或者心理医生。虽然其中的干涉也是遵循如行为理论等的心理模式，但

coaching的实际过程并不能与心理咨询疗法相混淆。其中两者最明显的差别是,心理咨询重点

在于对过去发生的事的感受与经验，而coaching则是以目标制定和激励客户向前迈进为导向。 

 

心理咨询师的特点是帮助失调的人变得协调，而教练是帮助协调的人变得优秀。心理咨询师的

另一特点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获得心理健康，而教练是督促心理健康的人有更大作为。

Coaching不是依靠过往来获得成长，而是着重未来的。Coaching是行动导向的。Coaching注

重的是客户的现实情况，客户的愿望以及如何实现。 

 

如果教练总是关注往昔，那么就无异于心理咨询师了。如果客户墨守陈规、停滞不前，或深陷

酒精、毒品问题，那么你多半会是在做些别的而不仅是coaching。有时，进行coaching课程会

帮助客户意识到实际需要的是心理咨询。注意了。如果你对于和客户之间的对话感到不舒服或

者不安的话，那么告诉你的客户。要成为一个好的教练的条件之一，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

coach，什么时候不应该。如果发现客户需要心理咨询，也要介绍他们去找心理咨询师帮助。 

 

教练和咨询顾问 

教练常被比作咨询顾问。然而，这些学科之间是有明显区别的。咨询顾问通常是某一特定领域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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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人士。他们负责提供建议和解决方法。咨询顾问协助客户解决某个具体问题或处理某个

特定事件。一旦问题解决或事件处理好，咨询顾问就离开了。一般来说，咨询顾问不介入除他

们专业以外的其它领域。 

 

Coaching采用较为全面的方法。教练和客户一起审视现状，制定行动计划，并且肩并肩地解

决问题。教练不必是客户所在领域的专家，因为客户本身就是专家。教练协助客户，通过利用

客户的知识和答案来寻求解决方法。 

 

虽然个人和公司通常会选择一个在特定领域有专业经验或见解的教练，事实上coaching的方法

论并不需要这些。然而咨询顾问则以长期在特定领域提供咨询意见所积累的相关经验来发展业

务。客户期待他们提出特定领域的意见、信息和秘闻。另一方面，教练没有现成的答案，也不

会宣称有。他们提出正确的问题，引导客户自己寻找答案，澄清价值观。 

 

教练和导师 

所谓“导师”，来源于荷马的《奥德赛》。在《奥德赛》中，门特（Mentor）这一角色总是忠告

、支持和劝导托勒马库斯（Telemachus）作为奥德赛的儿子，应该时刻准备好继承父亲的席

位，承担对于这个家族的责任。 导师又指导如何寻找父亲奥德赛。托勒马库斯感激他的帮助

：“阁下，谢谢您的善良。您就像父亲对儿子一般对我谆谆教诲，我会牢记您说的每一个字… 

 

导师通常较被指导者年长和资深。导师将知识和智慧传授给学生。学生向导师询问来征求指导

和意见。导师关系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 

 

在商业环境中，导师是一种与拥有特定专业技术的人之间的正式关系。就像咨询，导师也传授

一套专业经验。另一方面，coaching关系是一种教练和客户之间肩并肩的伙伴关系。教练激发

客户自身潜能，遵循客户内心的真实想法。 

 

行政教练、企业业务教练和商务教练之间有何差别？  

上述教练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客户的不同。行政教练协助行政人员，通常是大中型企业的高级

主管。他们往往是由行政人员自行聘请，或者是公司聘请。无论是哪种方式，他们通常对人生

/工作平衡方面的行为进行coaching，同时也扮演着客户的战略伙伴的角色。 

 

企业业务教练也协助通常来自大中型企业的行政人员。但他们更多是由公司聘请，来教练行政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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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更有效地实现企业的既定目标。他们同样扮演客户的战略伙伴的角色。商务教练一般协助

小老板、私营企业家和公司的商务部门经理。根据客户的不同，他们的作用可以从人生/工作

平衡目标到一个具体的商务目标（如销售额增加50%）。 

 

一般来说，行政教练、企业业务教练和商务教练都在各自负责coaching的特定领域经验丰富，

见解独到。商务教练有经营小型公司的经验，行政教练则有担任CEO或者高级行政人员的经

验。虽然coaching方法论并不需要了解这些，但其存在有以下两个重要理由： 

 

1.) 它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客户心态，尤其是涉及文化和语言方面的。企业业务教练如果不

了解企业关键业绩指标或战略计划的每个环节，将很难开展工作。 

 

2.)    第二个也是主要原因就是市场。教练界也有这么一种说法，过了三次的coaching会议

后，coaching的主题将会是个人的人生coaching。你最初的coaching目标是帮助该客户把

销售翻倍，但是你很快会发现你的coaching目标将会是关于沟通、家庭/工作平衡还有销售

翻倍。 

 

所以，一个出色的个人教练极有可能成功coach一名高级主管。事实上，这可能正是他/她所需

要的。但是从市场角度来看，公司CEO倾向于雇佣享有同一文化的人。同样，小型企业老板

也倾向于雇佣了解小本经营运转的教练。 

  

为什么聘请教练？ 

曼城股份有限公司，这一家教练公司最近的一项研究揭示了各公司聘请教练的动机。题为“行

政教练投资回报率是成本的六倍”的该项研究量化了商务教练的效果。研究中的100名行政人员

曾经接受过曼城的coaching而他们大部分都来自财富榜前1000强的公司。 

 

这些公司通过曼城对其行政人员的coaching，实现了生产力、质量、组织能力、客户服务和股

价的提升。不但减少了顾客对公司的投诉，同时这些曾接受coaching的行政人员也更愿意留在

该公司服务。此外，每家公司对其行政人员的coaching投资所得的平均投资回报率(ROI)是投

入成本的六倍。 

 

研究中行政人员半数担任副总裁或更高职位(包括总裁、总经理、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

首席信息官、合伙人、负责人和部门领导)。 近六成(57%)接受coaching的行政人员年龄在40

至49岁间，三分之一年收入逾二十万美元。行政人员参与的coaching课程是改革导向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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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ching和成长导向coaching的混合体：前者致力于改变行为或技能；后者致力于提升能力。

Coaching课程一般持续六个月至一年。 

 

研究结果 

曼城coaching课程对典型的行政coaching计划平均投资回报率是首期投资的5.7倍——根据行

政人员估测，coaching实现货币价值超过10万美元。获行政coaching的公司从以下几个方面

受益： 

●  提升生产力（据行政人员报道达53%） 

● 提升质量（48%） 

● 提升组织能力（48%） 

● 提升客户服务（39%） 

● 减少客户投诉（34%） 

● 提升（获coaching的）行政人员的保留率（32%） 

● 降低成本（23%） 

● 增加净利（22%） 

 

获行政coaching的人员个人从以下几个方面受益： 

● 与属下的工作关系（据行政人员报道达77%） 

● 与直属上司的工作关系（71%） 

● 团队协作（67%） 

● 与同事的工作关系（63%） 

● 工作满意度（61%） 

● 冲突减少（52%） 

● 对企业组织的承诺（44%） 

● 与客户的工作关系（37%） 

 

Coaching模式 

很多教练根据某种特殊的coaching模式行事。模式就是教练可以采用的一些比较系统的步骤或

者一套步骤。随着时间的过去，不同的教练发展了不同的coaching模式，每一个模式都有着差

别不大的哲学基础。目前有大量的书概述每一个coaching模式的好处，通常是由创立该

coaching模式的教练所著。下面列举了一些著名的coaching模式以及创立这些coaching模式的

作者的姓名。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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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W Model (Landsberg, 1996) 

● Single-, double-, triple-loop Model (Hargrove) 

● Co-Active Model (Whitworth, Kimsey-House and Sandahl, 1998) 

● Solution Focussed Therapy/Coaching (O’Hanlon) 

● CAAACS Model (Auerbach) 

● Eight Stage Model (Hudson) 

● Stage of Change Model (Procheska & Norcross) 

● Systems Perspective (Tobias, 1996) 

● Systems & Psychodynamic Approach (Kilburg, 1996, 2000) 

● Iterative Feedback Model (Diedrich, 1996) 

● Multimodal Therapy Model (Richard, 1999) 

● REBT (Anderson, 2002; Sherin & Caiger, 2004) 

● Transformative-developmental model (Laske, 1999) 

● Constructive-developmental theory approach (Fitzgerald & Berger, 2002) 

● Action Frame Theory Approach (Cocivera & Cronshaw, 2004) 

● Existential Approach (Peltier, 2001) 

● Authentic Happiness Coaching (Seligman) 

   

许多教练培训学校用某种特定的coaching模式培训教练。那么从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通常继续

使用他们学过的模式，并把该模式作为他们营销品牌的一部分。例如，他们可能会称自己为

Co-Active教练或者Authentic Happiness教练。ICA是一所独一无二的coaching学校因为我们

采取的是一种“无单一模式”策略。我们认为没有一个单一的模式可以解决所有coaching面临的

情况和客户，大多数模式都具有其独特的价值。 

 

在ICA，我们提供的是ICA coaching模式，这些模式是由我们的教练导师以及行政人员逐渐创

立的。但是，这些模式只是作为建议的起点。在我们的课程中，我们鼓励学生利用他们独有的

技能以及背景来创立并且记录他们自己的coaching模式，从而使得coaching更加适合他们特定

的客户群。 

 

为什么要成为一名教练？ 

加入教练这一独特的全新行业是令人振奋的。教练基于一套适用于任何coaching情况的核心技

术和做法，而且有机会专注于某一适当领域。国际教练学院课程正是基于这样的模式：拥有核

心coaching技能作为坚实的基础，以及通过自己学习和研究再加上与同学们合作和互动来拓展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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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自己领域的机遇。 

 

思考 

1. 如果你曾任与教练相关的行业，那么你的专业技能是否适用于coaching？有什么是不

适用于coaching的？ 

2. 在什么情况下，你会介绍客户去找心理咨询师或心理医生帮助，而不是继续coaching

？教练和导师之间有何联系？两者有何区别？ 

3. 商务咨询师如何改变他们的业务成为商务教练？两者之间提供的服务最大差别在哪？ 

4. 你如何理解“过了三次的coaching会议后，coaching的主题将会是个人的人生教练”这种

说法？你同意这种说法吗？为什么同意？为什么不同意？ 

http://www.icacoac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