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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治疗 

认知行为治疗 (CBT) 强调思想、行为和感觉之间的关系。它注重“此地此时”而非过去

或未知事件。它以目标为导向，高度结构化。这种治疗形式源于研究行为以及刺激与

反应关系的行为科学家。大量研究均表明 CBT 的有效性，尤其对于曾用于治疗抑郁和

焦虑的保健领域。CBT 为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所推荐（NICE 指南）。 

当然，coaching 不是心理疗法 — 但是与诸多领域的研究互动确实获益颇多。从 CBT 

衍生出的认知行为理论以及治疗技术和策略与 coaching 高度相容。尽管 CBT 通常与

治疗环境相关，但是正如梅约 (Mayo) 诊所网站指出的那样，“并非每个受益于认知行

为治疗的人都有着健康的心理状态，它可以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可以帮助所有人

学习如何更好处理生活中面临的压力状态。” 1 

 

对 CBT 敏感的教练会鼓励客户思考他们的行为，并鼓励他们多角度看问题。教练们认

为事件或情况本身不是问题，客户对这些事件或情况的理解才是关键。识别失准、错

误或负面思维的任务才是关键。 

CBT 方法通常是一种短期的协作方法。问答式问题在该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使客

户形成洞察力并有所发现。在 CBT 治疗背景下，客户通常会被要求进行一系列谈话会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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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并完成课外作业。这能鼓励客户关注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想法和情绪，并了解其对自

身行为的影响。 

实践中体现 CBT 观点的教练会为客户提供框架和支持，因为客户实践更为积极的新思

考方式时，这会反过来影响他们的感情生活并表现在行为中。这赋予了客户改变自身

生活的技能 — 这正是教练所希望看到的！这正体现了积极主动，并制止了效率低下或

负面循环，因为它创造了新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客户将会谈视为一种实用的交换，因

它对目标和策略进行了讨论，对朝着更好思维前进的技巧进行了思考，深入了解了个

人或组织提出的各种想法。许多教练会发现，当自卑、焦虑、拖延和逃避阻碍了发展

时，CBT 方法非常实用。 

部分教练发现这个方法特别有效，因为它能培养客户的实践能力和实践策略，为客户

自如处理问题奠定坚实基础，而无需长期的干预或支持。 

通过资料深入了解 

我们从众多有关 CBT 和 coaching 的额外信息资源中节选了一些内容。 

1. 维基百科词条（认知行为治疗 — 已编辑） 

“认知行为治疗 (CBT) 是一种心理治疗方法，它通过以目标为导向的系统过程，解决情

绪、行为和认知机能失调问题。该治疗是指行为治疗、认知治疗以及以基本行为和认

知研究的结合为基础的治疗。 

认知行为治疗的前提是，改变不适应的思维方式从而改变情感倾向和行为方式。治疗

师或基于电脑的程序使用 CBT技术帮助个人挑战自我模式和信念，将‘以偏概全、夸大

消极因素、忽视积极因素和灾变恐惧等思维错误’转变为‘更为现实有效的思维’，从而

减少情绪困扰和自暴自弃的行为。 

根据 Gatchel 等人的说法，(2008)，CBT 分六个阶段： 

1. 评估 

2. 概念重建 

3. 技能习得 

4. 技能巩固和应用训练 

5. 泛化与维护 

6. 治疗后的跟进评估” 2 

2.《认知行为执行 coaching：增加领导者灵活性的结构》 (Cognitive Behavioral 

Executive Coaching: A Structure for Increasing Leader Flexibility) 

Darren Good、Bauback Yeganeh、Robin Yeganeh (2010)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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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快速复杂和千变万化的环境，想要做一名成功的领导者，灵活处事是最为重要的

。领导者灵活性体现在如何根据实际情况来诠释和实践一系列想法和做法的能力（

Zaccaro 等，1991）。许多高管正向教练寻求帮助，以便帮助他们在领导之路上发展

灵活性。 

要发展领导者灵活性，就必须强调以不断变化想法和行为为目的的干预行为。CBT 主

要的目标之一是反对死板的认知，从而通过有意识的意向增强灵活性(Beck, 1975; 

Ellis, 1962)。CBT 主要受现实生活实验推动，这些实验提供结构化的机会，用以测试

新想法和行为（Hayes 等，1999）。 

CBT是否是帮助个人改变的最有效的心理治疗形式（Bulter 等，2006），这一点尚存

争议，但高管 coaching 类著作确实甚少提及 CBT。尽管也有例外（请参阅 Ducharme

，2004），但考虑到 CBT 与现代高管需求的独特一致性，CBT 的相对缺失让人诧异

。 3 

3.《针对拖延的简易认知行为 coaching：案例系列》(Brief cognitive-

behavioral coaching for procrastination: a case series) 

Dorota Karas, and Marcantonio M. Spada 

“该研究目的在于介绍针对拖延的具体 coaching 技能，将这些技能整合为针对拖延的

简易认知行为 coaching 项目，并确定项目的有效性……在三个月与六个月后进行跟进

评估。研究结果显示，进行 coaching 后，所有参与者的决策和行为拖延分数得到了重

大改善。这些改善在跟进评估中得到了维持。这些初步的结果表明，简易认知行为 

coaching 可对拖延产生有效省时的干预。 

Coaching 心理学已被定义为‘行为科学的系统应用，用于改善生活体验、工作表现和无

重大临床心理健康问题或压力不正常的个人、团体和组织的幸福感’（澳大利亚心理学

会，2007）。认知行为 coaching （CBC：Neenan 和 Dryden，2002；Richard，

1999），coaching 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源于已确立的原理以及认知行为理论与治疗的

实践（例如，Beck，1976、2005；Ellis ,1962）。认知行为 coaching 受时间限制，以

目标为导向，强调‘此地此时’。其核心前提是，检查和重新评估无用的信念和行为可以

获得有效策略，这些策略有助于解决问题和克服挑战。CBC 与认知行为治疗的不同的

是，CBC 主要注重非临床问题和挑战，强调提高幸福感（而非减少不幸）并运用具体

的 coaching 技巧……” 4 

自我运用 

 考虑您自己的生活和其中的挑战。您什么时候会使用 CBT 方法帮助自己向前发展？您

什么时候会选择更长久、更需要反思的谈话治疗？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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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您所经历的内心斗争，或您希望在生活中看到改变的地方。您是否能识别出对此

事您一贯的想法或思维模式？您认为这些想法准确吗？实用吗？它们是否影响了您的

情绪？您能看到您的行为或选择与这些想法之间的联系吗？关于这种情形，您能说出

其它您可能会产生的想法吗？给自己一点时间尝试一下并进行巩固……记下任何结果。 

 Coaching 运用 

  如果一位教练采用的方法受 CBT 影响，那么他可能在工作中会运用大量的实践方法。

您如何知道自己将 CBT 原理运用在 coaching 中？ 

 从 CBT 的角度出发，您会向客户提出哪类问题？ 

 您会运用何种策略帮助客户发觉思想、情绪和行为之间的联系？ 

 邀请一位 coaching 客户，以“好奇”的能量实践一周，留意客户的具体情绪或行为，并

追踪产生这些情绪之前可能出现的思维。或者，请客户留意重复出现的思维模式，以

及之后可能出现或需要关注的情绪或行为。 

Notes: 

1. [http://www.mayoclinic.com/health/cognitive-behavioral-therapy/MY00194]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gnitive_behavioral_therapy 

3. Sourced at www.everidian.com/ See 

http://files.everidian.gethifi.com/educate/news/everidian-authors-publish-

new-article-on-cognitive-behavioral-executive-coaching/CBECoaching_-

_Good_Yeganeh__Yeganeh_.pdf 

4. Coaching: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Vol. 2, 

No. 1, March 2009, 44-53 

资源 

[Document]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Wikipedia 

[Document] Cognitive Behavioral Executive Coaching : A Structure for Increasing 

Leader Flexibility 

Darren Good, Bauback Yeganeh, Robin Yeganeh 

[Document] Brief cognitive-behavioral coaching for procrastination: a case series 

Dorota Karas, and Marcantonio M. Spada 

Coaching: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Vol. 2, No. 1, 

March 2009, 44 

http://www.icacoach.com/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gnitive_behavioral_therapy
http://files.everidian.gethifi.com/educate/news/everidian-authors-publish-new-article-on-cognitive-behavioral-executive-coaching/CBECoaching_-_Good_Yeganeh__Yeganeh_.pdf
http://files.everidian.gethifi.com/educate/news/everidian-authors-publish-new-article-on-cognitive-behavioral-executive-coaching/CBECoaching_-_Good_Yeganeh__Yeganeh_.pdf
http://files.everidian.gethifi.com/educate/news/everidian-authors-publish-new-article-on-cognitive-behavioral-executive-coaching/CBECoaching_-_Good_Yeganeh__Yeganeh_.pdf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gnitive_behavioral_therapy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gnitive_behavioral_therapy
http://files.everidian.gethifi.com/educate/news/everidian-authors-publish-new-article-on-cognitive-behavioral-executive-coaching/CBECoaching_-_Good_Yeganeh__Yeganeh_.pdf
http://files.everidian.gethifi.com/educate/news/everidian-authors-publish-new-article-on-cognitive-behavioral-executive-coaching/CBECoaching_-_Good_Yeganeh__Yeganeh_.pdf
http://coachschool.s3.amazonaws.com/downloads/articles/ICA-Article-cognitive_behavioural_coaching.pdf


 

教练技能和知识 | 框架与理论| 认知行为治疗 Page 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International Coach Academy www.icacoach.com          

[Book] Excellence in Coaching: The Industry Guide 

[Book] Cognitive Behavioral Coaching in Practice: An Evidence Based Approach 

Michael Neenan and Stephen Palmer Routledge 

[Book] Life Coaching: A Cognitive-Behavioral Approach 

Windy Dryden Routledge 

[Websit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Psychotherapies 

(BABCP) 

[Website] Mood Gym 

A free self help program to teach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skills to people 

vulnerable to depression and anxiety developed 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Website] 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The 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Cognitive and Behavior Therapy Ltd. (AACBT) is a 

non-profit organisation which promotes the scientific study and ethical practice in 

understanding and changing cognitions and behaviors in applied settings. 

[Video] David Clark –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at Kings College Hospital London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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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com/gp/product/0415472636/ref=as_li_tf_tl?ie=UTF8&tag=icoachacademy-20&linkCode=as2&camp=1789&creative=9325&creativeASIN=0415472636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1583911383/ref=as_li_tf_tl?ie=UTF8&tag=icoachacademy-20&linkCode=as2&camp=1789&creative=9325&creativeASIN=1583911383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1583911383/ref=as_li_tf_tl?ie=UTF8&tag=icoachacademy-20&linkCode=as2&camp=1789&creative=9325&creativeASIN=1583911383
http://www.babcp.com/Default.aspx
http://www.babcp.com/Default.aspx
http://www.moodgym.anu.edu.au/
http://www.aacbt.or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SO6iAFek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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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轮评估工具 

我们可深入关注生活中可能的失衡，采用更具现实意义的方法洞悉我们的个人和职业角色，然后

运用有效的策略，以此缓解我们在许多角色、兴趣和追求之间的压力和冲突。 

生命之轮是一种极佳的工具，通常为专业教练使用，有助于客户改善生活平衡问题，因为它以图

形的形式快速确认他们在生活中想投入更多精力和注意力的方面，以及减少精力和注意力的方

面。 

生命之轮和教练 

该工具被称为“生命之轮”，因为您生活的每个方面都被映射到圆轮上，就像圆轮的轮辐。生命

之轮图表最初由 Success Motivation® (成功激励) 学院的创始人 Paul J. Meyer 创建，可让您根据您目

前的价值观、愿景和优先事项，规划您投入生活各个方面的时间量。  

这是一张关于您以及您生活的特有图表，反映您的当前活动、优先事项和选择。下表为完成的生

命之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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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用生命之轮 

如需了解生命之轮在教练过程中的有益程度，请对自己进行评估。 

1.您生活中的重要方面 

使用本课程后的圆轮模板或您为自己勾画的圆轮，确定您生活中 8 个重要的方面，或最重要的 8 

个问题（如您的问题不止 8 个，请判定最重要的 8 个问题）。 

将 8 个优先方面分别放置于每个圆弧段旁边。您生活的各个方面示例如下： 

•职业/工作 

•个人发展和成长（对您至关重要的

任何事项） 

•朋友和家人（您也可以将朋友和家

人分为生活中的不同方面） 

•配偶或恋人 

•财务 

•精神生活 

•物理环境（您所在的地点，您在哪

里居住，您如何生活） 

•乐趣和娱乐 

•健康和活力 

•社会生活 

•情绪健康 

•贡献 

或者，您有对您至关重要的完全不同的各个方面，请随意自定义与您生活最相关的各个方面。 

2.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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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划分圆缺的每个轮辐，定位 1 至 10 的等分尺度，从中心到外部依次为 1 至 10，如圆轮模板

所示。 

使用下面的尺度，对您生活中重要方面的相应圆缺做出当前的满意度评价。 

10 =完全满意该生活方面， 

1 =非常不满意该生活方面。 

 

实用提示：如您在评价您满意度方面有困难，请考虑添加至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需对您圆轮扇

形区中生活方面的满意度有重要意义。  

例如，如您将金钱或资金选为生活的重要方面，请考虑具体说明对您最具重要意义的事项。是大

学教育、假期、买房、空闲时间等等吗？ 

也可以考虑使用圆轮深入每个方面，帮助您的客户更深刻地了解他们的生活以及问题。因此，挑

出其中一个圆缺，要求他们进一步写出构成该圆缺的 8 个方面。例如，“财务”圆轮可能包括房屋

储蓄、预算制定、注重购买需要而不是随心所欲、用于不时之需的储蓄、还清债务、加薪等。  

3.给出您针对每个方面的理想水平 

接下来，请考虑您生活各个方面的理想水平。在任何时候，某些方面需要更多的注意力和关注。

不可避免地，您需要做出选择和妥协，因为您的时间和精力有限。 

所以，问题是，对您而言，每个生活方面的理想关注水平是？ 

4.读懂圆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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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您直观地表示出了您当前的生活平衡以及理想的生活平衡。  

哪里有缺口？这些缺口就是您需要注意的生活方面。 

记住：缺口的产生有两种情况。很可能有些方面未得到足够多的关注。也有可能有些方面您投入

了比理想状态更多的精力。这些方面消耗了可能用于其他方面的精力和动力。 

生命之轮也对难以确定目标的客户有极大的帮助。低分表明这些方面可确定目标，以提高分数。

高分表明这些方面的目标确实对您的客户有推动作用，让他们在生活中扶摇直上。当我们忙于我

们已经做得很好的方面时，会派生出我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并对派生方面有提升作用。  

5.采取行动 

在您确定需要注意的方面后，您需要规划需采取的行动，以恢复平衡。  

首先从被忽略的方面开始，您需要开始采取什么行动，以恢复平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目前消耗您精力和时间的方面，哪些事情您可停止进行、变更优先顺序或委托给别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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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写出您要采取的行动，做出承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记住您的 SMART 目标：  

采取承诺的行动： 

具体 (Specific) 

可衡量 (Measurable) 

可实现 (Achievable) 

务实 (Realistic) 

有时限 (Time bound) 

这种强大的教练工具有很多不同的用法。实际上，有些教练认为生命之轮是他们工具箱中最灵活

的教练工具。除了通常用于评估生活平衡外，教练工具公司建议生命之轮也适用于以下方式： 

压力之轮（挫折之轮）。要求您的客户列出最使他们倍感压力或挫败的 8 个方面。然后要求

他们就每个方面为他们的生活增加了多少压力对其进行打分（10 分制）。接下来当然是，与

客户一起查看结果。  

然后问他们，哪个方面最使他们倍感挫败或压力？有惊奇之处吗？他们能如何降低这些方面

的分数？他们可采取什么行动？ 

http://www.thecoachingtoolscompany.com/coaching-tools-101-12-awesome-new-ways-to-use-the-wheel-of-life-in-your-coaching-practice/


教练核心技能 | 框架和模块 | 生命之轮                        第 7 页 

 

进步之轮。在生命之轮定期用于辅导过程中时，可帮助客户了解他们取得的进步。将其每月

或每季度用于您的客户，同时检查了解他们目前的进展情况，以及改善和进步情况。  

幸福之轮、乐趣之轮或甚至兴奋之轮！如您的客户需要帮助，以在生活中创造更多的幸福、

乐趣或兴奋，要求他们确定有趣的或使他们兴奋或幸福的 8 个方面或 8 件事。您可要求他们

对每个方面的满意度，或每个方面使他们兴奋的程度，或他们对每个方面感兴趣的程度或痴

迷的程度进行打分。  

同情之轮。我们大多数人都倾于自我同情。要求客户写出他们应对自己更仁慈或同情的 8 

个方面。要求他们就目前对自己的同情程度进行打分，确定针对最需要仁慈或同情的 3 大

方面而应采取的行动。提示：对自己试用这种工具。您在哪些方面需要对自己更仁慈？ 

确定更有意义的目标。  

优先事项之轮。要求您的客户标注出 8 大优先事项，涉及工作、家庭、人际关系，主要集中

于整个生活中的优先事项。首先，要求他们确定 3 大优先事项。然后要求他们就对所有方面

的满意度进行打分（10 分制）。这种方式也可以用于查看生活的具体方面，例如：职业生

涯、财务，甚至是确定目标的优先顺序！提示：他们的关注点是什么？他们 3 大优先事项的

分数相比次级优先项目的分数如何？他们“理顺了”优先事项吗？或他们需要转移关注点吗？他

们可采取什么行动？ 

关系之轮。这是关于关系的圆轮。要求客户列出最使他们振奋或最使他们心力交瘁的 8 个

人，然后就他们在与这 8 人相处后感到振奋或心力交瘁的程度进行打分。然后询问他们的关

注点。询问他们目前与每个人相处的时间为多少 %。对于令人振奋的人，您可询问客户可如

何增加与他们相处的时间？对于令人心力交瘁的人，您可询问客户可如何减少与他们相处的

时间，或改变相处的方式。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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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您的北极星：获得您想要的生活，作者：Martha Beck 

http://www.amazon.com/Finding-Your-Own-North-Star/dp/0812932188 

关乎工作生活选择，而不是工作生活平衡，作者：Kendra Brodin 

http://apps.americanbar.org/litigation/committees/womanadvocate/articles/summer2011-work-life-

choices.html  

心智工具 http://www.mindtools.com/pages/article/newHTE_93.htm#sthash.cLiK5Bc8.dpuf  

 

 

教练工具公司 

http://www.thecoachingtoolscompany.com/coaching-tools-101-12-awesome-new-ways-to-use-the-

wheel-of-life-in-your-coaching-practice/ 

 

 

 

 

生命之轮模板 

 

利用此空白的模板进行自我生命之轮评估，或将其带至同伴辅导课程中。 

http://www.amazon.com/Finding-Your-Own-North-Star/dp/0812932188
http://apps.americanbar.org/litigation/committees/womanadvocate/articles/summer2011-work-life-choices.html
http://apps.americanbar.org/litigation/committees/womanadvocate/articles/summer2011-work-life-choices.html
http://www.mindtools.com/pages/article/newHTE_93.htm#sthash.cLiK5Bc8.dpuf
http://www.thecoachingtoolscompany.com/coaching-tools-101-12-awesome-new-ways-to-use-the-wheel-of-life-in-your-coaching-practice/
http://www.thecoachingtoolscompany.com/coaching-tools-101-12-awesome-new-ways-to-use-the-wheel-of-life-in-your-coaching-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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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式探询 (AI) 

有时我们会忘记自己的长处。绝大部分人倾向于纠结负面事物和缺陷，认为改变就是

解决困难和消除负面事物。欣赏式探询 (AI) 鼓励我们注意并明确确认自身和所在组织

的长处和优势。它不拒绝负面数据或信息，但是选择注意负面信息后继续前进。欣赏

式探询强调正面、强势、卓越的方面；在工作中观察、体验、定义、描述和想像个人

和组织积极的方面。AI 认为，注重我们的优势并探索如何基于这些品质、能力或服务

而发展是有力而富有成效之举。富于创造性而肯定生命 — 因而能够激发创造改变和成

长的能量。它避开了受害怕、谨慎和质疑驱使的精力和注意力。根据欣赏式探询理论

，改变源自激情和优势所在，而非纠结于曾经的失败。 

Coaching 和欣赏式探询 

Coaching 本质上是基于各种优势的模式，可带来改变和成长。在这方面，它与欣赏式

探询 (AI) 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和密切的联系。即使 AI 在与个人共事方面用得也很多，

但 AI 更常用于和组织或团队合作方面。这使得 AI 成为组织、领导和个人 coaching 方

面值得探索的理论和方法。 

教练并不以客户具有不足的心态进行 coaching，而是认为客户有着无限的潜能，可以

实现伟大事业。显然，积极的心理状态是一种可兼容的影响，在这方面，它既影响 AI 

的积极焦点也影响 coaching 对客户潜能的深层信念，其中潜能是指客户发现、成长和

过上全面高效的生活与实现全面高效成就的潜力。教练一般认为，客户知道自己寻求

的答案（即使它埋藏在深层意识中），所以提出有效问题（质询）的 AI 技巧也是 

coaching 的核心。 

教练寻找客户能量的秘密，激励客户采取行动，改变客户期望的方向。他们希望知道

激发能量的事物，留心会谈中语调或语言的变化，从而了解推动客户前进和让客户停

滞的因素。AI 还希望了解如何避免浪费时间“在崩溃的边缘挣扎”，其方法和结构可以

为教练提供实用的见解和工具。 

AI还能帮助教练认清本身的优势，辨别与开拓需要自己优势的业务和客户群。 

 欣赏式探询资源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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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选择了许多提供关于欣赏式探询的其他信息资源。此处摘录的示例文章集锦可供

参阅。 

1. 维基百科词条 — 欣赏式探询 

“‘欣赏式探询’（有时简称‘AI’）主要是一种组织发展方法，强调发展组织内做得好的方

面，而非消除做得差的方面。通过赞赏正面事物和吸引各层组织（通常为客户和供应

商）的探询，致力于根据正面因素进行创新、发展与建设。支持者认为该方法对面临

快速改变或成长的组织非常实用。David Cooperrider 普遍被认为是“欣赏式探询”一词

的缔造者。 

作为一种自我界定的‘基于资产的方法’，AI 的基本信念是，每个组织以及组织中的每

个人，都有可供建设的正面特点。 

部分研究者认为，过于强调机能失调可能反而会导致恶化或难以改善。相反，AI 认为

，如果所有的组织成员鼓励去了解和重视文化中最有利的因素，那么情况就可以得到

迅速改进。 

欣赏式探询采用 4 步循环制，强调以下 4 点： 

发现：发现组织进程中做得好的方面。 

梦想：展望将来进程中会做得好的方面。 

设计：计划和优先进行进展顺利的程序。 

完结（或交付）：履行（执行）所提设计。 

基本的理念是围绕做得好的方面建设 — 或重建 — 组织，而不是试图解决做得不好方

面的问题。AI 实践者们尽力传达着这种与解决问题截然相反的方法。他们注重正面事

物，强调如何提高卓越表现，而不是改善不佳的技能和操作。AI 认为，这一套推理是

具有激励性的。即使问题已得到解决，进程也不会停滞：它很自然地向前不断改进。

该方法是从试图创造意义的成功类故事中总结出来的。” 1 

2. 《植入欣赏式探询的五大改变理论》(Five Theories of Chang Embedded in 

Appreciative Inquiry) 

Gervase R. Bushe, Ph.D. 

http://www.gervasebushe.ca/ai5.pdf 

“所有的社会组织都是任意的社会结构。要创造更新更好的组织，仅靠想像和齐心协力

，我们的能力是受限的。此外，语言和文字是社会现实的基础建筑方块。与其将语言

视为人与人之间被动的意义承载者，后现代艺术家更愿意将语言视为主动创造意义的

http://www.icacoach.com/
http://www.gervasebushe.ca/ai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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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我们交谈时，就是在构建我们所见所思的世界，而改变谈话方式就是在改变

世界。 

……社会系统向着支撑自身的最积极模式进化。这些模式不一定是有意而为，因为这

些模式可能并非社会系统的成员可决定…… 

改变理论是：如果您改变了故事，您就改变了内在对话。如果‘内在对话’拒绝，‘理性

思维’想要实现的东西没一个会真正实现。 

欣赏式进程理论认为，集中精力于您想得到的东西而非纠结于问题，则可能会创造改

变。” 2 

3. 《欣赏式探询的最高境界：针对整体系统正面改变的新兴方法论》 

Diana Whitney, Ph.D. and David L. Cooperrider, Ph.D. 

“有件事想来非常具有启发性，英语单词‘health’（健康）来源于盎格鲁 - 撒克逊单词

‘hale’，意思是‘whole’（全部）：也就是说，健康意味着全部。. . 这一切说明，[人类]

一直以来都认为，全部或整体对于生命的意义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全部’这一经历是如何让人们、团队和组织获得最佳表现呢？自从接触欣赏式探询最高

境界之后，这个问题就一直伴随着我们，我们观察了一遍又一遍，紧张不安变成激情

四射，愤世嫉俗变成通力合作，漠不关心变成创意行动。 

……这段‘全部’经历类似于 John Glenn 从外太空仰望整颗星球时的精神体验。当‘全部

意识’在我们的身体内被唤醒，人类就产生了组织生活和工作，为人类的最高福祉服务

的想法。” 3 

4. 《从缺陷谈话到希望词汇：欣赏的力量》 

James D. Ludema, Benedictine University http://www.stipes.com/aichap29.htm 

“我们可以三周不进食，三天不喝水，是的，我们甚至可以三分钟不呼吸，但是不能没

有希望。” 

Mumford 

当人们探究到集体标准、信念和猜想价值观、习俗、和目的，计划、渴望和希望，愿

景、理想和梦想还未曾触及的领域时；他们通过预示一个有价值的重要未来而参与希

望的行动，人们希望在某天可以中可以构建、居住和享受这个未来。这些对未来充满

希望的想像反过来成为改变和转型的强效催化剂，其方法是通过调动道德、社会和关

系力量实现改变和转型，而这些力量对于将愿景化为现实、将信念化为实践必不可。 

http://www.icacoach.com/
http://www.stipes.com/aichap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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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和其他每一种生物一样，有很多事要操心，其中最操心的莫过于[他]的生存条件

，比如食物和住所。但是，与其他生物相比，[人类]还会关注精神层面的因素 — 认知

、审美、社会、政治。其中有些因素是比较紧迫的，常常是极为紧迫，各种关注加上

至关重要的关注，构成了人类生活或社会团体生活的根本性。 

希望词汇以各种形式和信息量进入了人们的生活 — 理论、人种学、案例分析、小插曲

、经验数据、个人叙述、修辞手法以及课堂上、浴室里或餐桌边讲的故事。美国最著

名最具影响力的希望词汇是 1963 年 8 月 28 日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民权示威游行上的

演讲。当时的演讲词，尤其是这句‘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

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他向整个民族发出了呐喊

，成为了让几代人备感希望的文化改革先驱。” 4 

自我运用 

请注意您自己的对话 — 是基于“问题”还是“缺陷”？ 

1. 练习用有效的问题对日常“难题”作出回应，而不是提出解决方案。 

2. 思考运用“基于优势”模式如何改变您、您的家人或您的公司的处事方式。您需要改变

什么？基于优势的方法会让局面有什么改观？ 

3. 列出您的优势，以及是什么给了您能量。您会如何表现、利用和强调这些优势？决定

这样做。 

 Coaching 运用 

1. 寻找机会将“希望”用作激励或转变客户的方法。 

2. 使用有效问题和“欣赏式探询”进行 coaching。 

3. 将 coaching 会谈录音，回过头听录音，看看您打断会谈去“解决”问题的频率。 

4. 练习邀请客户发现和专注于优势，留意客户的精力、生产力、动机的任何改变。 

 进一步思考 

1. AI 通常与组织发展有关，但是如果要将相同的模式和方法应用到个人身上，您认为可

以运用到何种程度？差别可能是什么？ 

2. 为什么您认为组织在面临快速改变时特别适合应用 AI？与更为传统问题解决方法相比

，它有什么优势？ 

3. Gervase Bushe 在上文所推荐的《植入欣赏式探询的五大改变理论》中说到，AI 在“天

时地利”时非常实用，而有些人似乎认为运用 AI“总是会得到正面效果”。是否存在某些

情形、背景或客户让您不确定是否要运用 AI？请阅读该文的前几页，确定这对您的思

维影响有多大。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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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Appreciative_inquiry 

2. Five Theories of Change Embedded in Appreciative Inquiry, Gervase 

R. Bushe, Ph.D. http://www.gervasebushe.ca/ai5.pdf 

3. The Appreciative Inquiry Summit: An Emerging Methodology for 

Whole System Positive Change, Diana Whitney, Ph.D. and David L. 

Cooperrider, Ph.D., http://worldcafe.de/lit/appinq/appinq05.htm 

4. From Deficit Discourse to Vocabularies of Hope: The Power of 

Appreciation, James D. Ludema, Benedictine University , 

http://www.stipes.com/aichap29.htm 

资源 

 

http://www.icacoach.com/
http://en.wikipedia.org/wiki/Appreciative_inquiry
http://www.gervasebushe.ca/ai5.pdf
http://worldcafe.de/lit/appinq/appinq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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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 

正念的概念在遥远的过去、中古时期和在现代社会通过印度教徒、佛教徒、穆斯林、

基督教徒在印度、亚洲、欧洲和美洲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实践。 

正念描述了一种思想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当想法、情绪或行为经过意识时，在没有

评判的前提下观察它们。正在经历的事情不是对现实的定义，也不可以认定为事实；

它只是普通的持续流动，并且一个人远远不止是一条经过的河流。通过这一重要认识

，即将个人的本体感，或者对于哪些是真实或现实的看法与已经历或观察到的事物区

分，正念实践者通过不屈服于强大或消极的情绪或状态，便可理所当然地获得自由，

并且可以做出更具可能性的选择。 

 

狗似乎知道他在哪里 1 

正念也是存在于当下，而不是过去或将来的一种方式。在您选择如何回应生活中的各

种经历时，这种方法再次为您提供更多自由。通过过去所形成的“包袱”观点对新的或

者当前事件或人物做出反应是令人丧气的，而使用对未来预测或假设的镜头来对当前

事件做出反应同样也会限制当前行为的自由度。正念让实践者完全处于当下，此时此

刻，在越来越没有害怕、内疚、期望的前提下做出决定。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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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资料深入了解 

我们选用了一系列原材料，提供更多有关正念，以及 Coaching 过程中正念的信息 

1. 正念：历史、技术、研究、应用 

作者 Luis Felipe Morales Knight（佩珀代因大学） 

“‘mindfulness’一词在英语中是指一种方法，它能深刻改变我们的想法和感觉之间的关

系，以及个人通过实践该技术得出的观点。 

我们可以看到自己正在经历抑郁，而不仅仅是处在抑郁之中；我们可以客观注意到实

际上摆脱了悲伤和痛苦的时刻，而不是连续、不可避免的悲伤。 

观察就意味着不要参与。我们简单地看着想法、情绪和感觉出现，并且在不进入这些

情绪的情况下让他们消失，而不是沉溺于它们之中。不参与的实践可以让我们看到，

思想的产物并不是我们自身永久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只是简单、短暂而又转瞬

即逝的事物。 

接受就意味着不要去判断。我们只是简单地接受由思想、情绪、和感情引起的客观事

实，而不是对它们做出评价。练习不做任何判断，也就意味着不能创造更多的想法、

感觉并对即将出现的事物抱有期望，以提高我们观察和接受已存在事实的能力。 

返回当下意味着使用选择。我们只是回到最开始打算做的事情 — 注意到此时此刻正在

发生的事情，就在这一时刻，在意识产生的一瞬间。而不是被思想牵着鼻子走。练习

使用选择，也就是说，有意识地采取行动，而不是被头脑的一时冲动盲目驱使。它可

以恢复我们的能力，让我们知道何时行动，如何行动。 2 

2. 维基百科条目（正念心理学 — 已编辑） 

“练习正念可以帮助人们开始认识他们习惯的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在他们意识不到

的情况下逐渐发展。正念也可以让实践者对生活做出全新的，而不是习以为常的回应

。 

一行禅师 (Thich Nhat Hanh) 的正念引起了西方人的注意。在他主持的一次治疗过程

中，美国医生 Jon Kabat-Zinn 首次认识到了正念在慢性疾病治疗中的作用。之后，

Kabat-Zinn 将 Hanh 的正念教学内容运用到了为期八周，以正念为基础的减压课程中

，自此之后，正念逐渐传遍西方世界。 

在过去的 30 年间，人们对于正念的公开研究不断增加。尽管在方法上存在缺陷，现

在，有关正念影响科学文献的数量仍在不断增加中。目前的研究表明，在所有疾病中

http://www.icacoach.com/
http://en.wikipedia.org/wiki/Nhat_Ha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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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实践对痛苦、压力、焦虑、抑郁复发症、饮食失调、成瘾的治疗确实具有非常

积极的作用。” 3 

3. 正念领导力：训练大脑的领导能力 

作者 Michael Chaskalson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神经科学家广泛接受，大脑左前额皮质较为活跃的人更趋向

于认为他们的生活在控制之下。他们体验到个人成长、意义和目的感，他们具有良好

的个人关系并接受自己。他们把可能广泛具有“方法”特征的指导带到生活中，这些快

乐的人可能会成为好领导。 

多年来，神经学家一直将这种群体中的幸福分配以及其相关特性，归结于被他们称之

为每个个体的“情感风格”——也就是他们的性情。总的来说，这种观点认为，人们对于

生活的看法 — 无论是阳光灿烂还是乌云密布 — 其实都是相当稳定的。由于环境变化

，您的情绪可能会有起伏，像是一条橡胶带弹回到原来的位置上，根据您的基本“情感

风格”，您将回到您的幸福“设定值”。 

2001 年，所有这些观念都开始改变，Richard Davidson 教授开始对具有多年冥想体

验冥想者的大脑活动进行研究。自 1984 年起 Richard Davidson 就一直引导对大脑不

对称性的研究。他的首个研究主题显示了左前额叶皮层的活化，这一发现打破了旧记

录，使他大吃一惊，并唤起了他浓厚的兴趣。 

Richard Boyatzis 是魏德海管理学院的组织行为学教授，专门研究领导能力。他说：“

好的领导通过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社会意识和关系管理，与周围的人们达成共鸣。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所有这些能力都是正念技术。” 4 

4. 细微习惯的影响 

作者 Doug Silsbee 

“教练对于 coaching 关系有很多需要。 谋生的需要，渴望帮助他人的需要，同时，作

为一名熟练的教练，他们的身份需要得到认可或验证，这只是其中几种。当然，这些

需要都很合理，但是，它们也会经常阻碍我们为客户提供服务，尤其是在我们没有意

识到这些的情况下。 

正念的内部体验是 coaching  

的核心。正念意味着与客户一起全神贯注地集中于当下，并释放我们自己的欲望和负

担。这也意味着我们要完全赞赏我们的客户，将他们看做一个整体。使用正念，我们

可以充分观察和服务客户。没有正念，对于客户“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的训练将显示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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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注意力分散、过分活跃的思维、表达的冲动、焦虑或困惑，判断或激烈的观点。 

很多习惯都是由喜好（表现为对某事物的强烈的吸引和渴望，例如，对于我们身份的

承认、补偿、亲密、精神连接、上瘾、肯定等）或厌恶（表现为对某事物的抵抗和逃

避，例如，在与他人关系中感到紧张，无能感，情感或身体上的痛苦、空虚、无效等

）推动的。这些喜好和厌恶推动我们的行为……为了追求我们的欲望和喜好，我们在

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情况下不断前进。同时，我们也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采取行动躲避

我们厌恶的对象。 

不被自己习惯控制的关键是，开始观察它们。通过退后一步，通过培养我们的部分意

识为“目击者”，我们逐渐可以在习惯开始出现的时候，观察到这些细微的层面。” 5 

5. 正念领导能力 Coaching 的三个诀窍 

作者 Douglas Riddle 

“有很多高管教练我是绝对不会雇佣的，不管他们多么聪明、有见地、充满活力或者经

验丰富。不可否认，我是个很难取悦的人，因此我的需求对于别人来说可能并不是一

个好的指导。但是，如果教练不能创造一个打破历史、期望和设想界限的环境，我不

会有丝毫兴趣。 

正念教练为自己、学员、自己与学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当下的精神、情绪和相关动力

学完善了一种有意识而舒适的同时注意力。对于领导能力 coaching，正念的三个方面

尤其具有针对性： 

1. 无杂念的大脑 

2. 无反应 

3. 自由的注意力 

正念教练可以将一个人带到所有干扰都消失的时刻。不管干扰来自房间还是外面的街

道，或者来自学员内心资源的想法和感觉，这些都不是问题。对于大多数领导来说，

最终挑战是对于任何严肃的思想、感知、判断或行动线，都能集中于多个时刻。教练

可以反复将学员的注意力吸引到对他本人重要的事情上面，并且在不强迫的前提下恢

复他的注意力。” 6 

自我运用 

在您的生活里，有多少时间是在运行自动驾驶仪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节奏非常快的空

间，并且在通常情况下都伴随着持续的内心对话，以及对于外部刺激的固定反应，有

时候我们实际上忽略了所处环境以及我们本身。是否有人告诉过您，“要活在当下”？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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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增加了思想与行为之间的暂停时间和空间。这个观察的时刻能让我们感觉平静与

解脱。 

请在您阅读这些文字时候尝试正念。当您阅读的时候，呼吸要更为缓慢，并察觉到所

有背景声音，自己的身体状态以及所处环境。可能有微风从开着的窗户吹进来，或者

附近街上儿童嬉戏的声音。您的坐姿如何？您可以感觉到自己和椅子之间或者脚和地

板之间的接触点吗？最后，您感觉怎么样？注意您和您所处环境，但是不要在头脑中

进行与之有关的对话 — 只是观察而已。停下来，做这些动作 2-3 分钟。 

在这之后：此次练习或观察到的现象中，您是否注意到令人惊讶或意义非凡的事物？

您是否希望考虑进行进一步的改变或练习？最后，在这次练习过程中，您是否学到任

何对您以及您的客户有用的东西？ 

Coaching 运用 

正念冥想或技巧可以帮助教练在 coaching  

课程之前、期间或在之后进入正确的思想结构。在专业背景下，它让我们“看到”自己

固有的分散注意力的习惯和习俗。它也让我们可以在与客户工作的过程中管理自己的

情感抽离。当我们平衡自己的欲望，以建立对客户的同理心而不保持专业距离时，这

一点尤为重要。作为教练，我们希望活在当下，并对客户坦率，但是，我们不应该让

自己的观点、内心经历或对话，让会议布满阴影。 

教练帮助客户发展他们自己的正念技巧和冥想。只要邀请我们的客户加入暂停片刻的

简单练习，注意他们现在正在经历的一切，并且注意到他们不只是进行直接的思想和

感觉对话，也不只是体验的诠释，这种做法大有裨益。 

作为教练，对正念方法和策略的研究可以为我们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带来更多选择

，也为推荐客户实践和策略提供更多素材，从而让我们更加关注于当下，并随时获得

更多选择，同时实现更为直接和清晰的交流、更少压力和更高的生产效率。Coaching 

注重于了解什么可以激励我们，或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经历、思想或感觉，正念非常有

利于这一重点。发展这种对自己、对客户的积极好奇心，并鼓励让客户对自己经历和

故事也保持好奇心，可以带来新鲜感和开放性，让我们不再那些紧紧地抓住受保护的

见解和信念，这些见解和信念可能会限制或保护我们远离敌人，但这些敌人却不真实

。正念观点和策略可以帮助教练和客户平静地步入全新的未来。 

下一次，当您进行 coaching  

时，请练习正念。观察所有在通常情况下您会经历或体验的习惯、活动和感觉。注意

，请不要做出评判，观察内容包括：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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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所处的环境 — 您居住的自然空间布置 

 您问候顾客的方式 — 语言、语调和感觉 

 在他们谈话时，您的内心对话 — 您在想什么，感觉如何，希望做什么 

 在 coaching 期间，您的注意力 — 您的自由程度，是否可以注意到自己的内心活动，而

不是完全沉浸其中 

 就坐和倾听时候的身体感受 

现在，想象客户在工作场所或者家庭环境中。想想他们的需求、压力和期望。 

 在这次课堂中，在这一时刻，正念如何帮助他们？ 

 可以让他们感觉灵活、冷静，能够更好地应对压力情况，甚至潜在失败的“见证”、“注

意”或“观察”分别是什么意思？ 

 您将如何向他们解释诸如“放空”思想或做一名“旁观者”之类的概念？ 

Notes: 

1. Image Courtesy of: 

http://buddhatrieste.blogspot.com.au/2012/03/mindfulness-of-mind.html 

2. Luis Felipe Morales Knight, PSY 637: Techniques of Psychotherapy, 

Pepperdine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ndfulness 

4. Mindful Leadership: Training the Brain to Lead, Michael Chaskalson : 

michael@mbsr.co.uk 

http://www.merseycare.nhs.uk/Library/Learning/Learning_and_Develpmen

t/Culture_Creativity_and_Wellbeing/Mindfulness/MindfulLeadershipTraini

ngtheBrain.pdf 

5. This article was first presented at the 2005 IC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San Jose, CA 

6. http://www.forbes.com/sites/ccl/2012/01/23/three-keys-to-mindful-

leadership-coaching/ 

资源 

[Document] Mindful Leadership: Training the Brain to Lead 

Michael Chaskalson 

[Document] Working with Subtle Habits 

Doug Silsbee 

http://www.icacoach.com/
http://buddhatrieste.blogspot.com.au/2012/03/mindfulness-of-mind.html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ndfulness
http://www.merseycare.nhs.uk/Library/Learning/Learning_and_Develpment/Culture_Creativity_and_Wellbeing/Mindfulness/MindfulLeadershipTrainingtheBrain.pdf
http://www.merseycare.nhs.uk/Library/Learning/Learning_and_Develpment/Culture_Creativity_and_Wellbeing/Mindfulness/MindfulLeadershipTrainingtheBrain.pdf
http://www.merseycare.nhs.uk/Library/Learning/Learning_and_Develpment/Culture_Creativity_and_Wellbeing/Mindfulness/MindfulLeadershipTrainingtheBrain.pdf
http://www.merseycare.nhs.uk/Library/Learning/Learning_and_Develpment/Culture_Creativity_and_Wellbeing/Mindfulness/MindfulLeadershipTrainingtheBrain.pdf
http://www.dougsilsbee.com/pdf/working-with-subtle-habits.pdf


 

教练技能和知识 | 框架与理论 | 正念 Page 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International Coach Academy www.icacoach.com          

[Book] The Mindful Coach: Seven Roles for Facilitating Leader Development 

Douglas Silsbee, Jossey Bass 

[Book] The Miracle of Mindfulnes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actice of Meditation> 

Thich Nhat Hanh, Beacon Press 

[Book] Peace Is Every Step: The Path of Mindfulness in Everyday Life 

Thich Nhat Hanh, Bantam 

[Book] The Wisdom of No Escape 

Pema Chodron, Shambala Classics 

[Video] Introduction to Mindfulness 

Professor Mark Williams from Oxford Mindfulness Centre talks about Mindful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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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型人格 

 
 
 
 

九型人格是一种流行的类型学， 它已成为个人成长，教练，治疗，精神，教育和商业的主流。

九型人格最初是为了理解学生内在性格类型框架而设的工具。一旦你知道你的自尊心如何被

惯性结构，如这类型学的支持者，你可以开始解构它。九型人格中的九个类型是九个习惯模式，

其中之一个是大多数人使用为主要应对策略。 

 
 

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九型人格如何帮助找到适合自己的教练方式，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粗略

的个性草图，指出一个人的主导性格的特点。类型学不是尖锐的的类别，而作为有可能的行

为，可以让你与其他人相互比较, 深入了解他们的关系动态，并建立理解和更和谐的沟通。 

 
 

有些教练使用九型人格作为催化变革，甚至专门培养这种类型的教练。九型人格的支持者说它

是有助于释放客户了降他们现实的最高潜力，在他们个人，人际交往和工作生活中转型和可持

续地变化。 

 

基础 
 

九型人格是描述意识和无意识的行为的个性模式，包括潜在的恐惧和动机。它建立九种粗糙

类型，这九种类型已被进一步分为次类型，以对应于每个人对自信，社会或自我保护的偏爱。

这个模型让人们了解自己的性格和与他人的关系。它还建立了对最有可能的问题的意识，，及

哪些可帮助一个人的成长。 

 

虽然个人的九型人格的风格通过生活维持稳定，人的风格特点既可温驯或在成长和发展中变得

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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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种人格类型 
 

1. 改革者或完美主义者 
 

理性，理想主义 
 

类型：有原则，有目的，自制，完美主义 
 

 
 

2 . 助人者 
 

关怀，人际关系 
 

类型：解释力强，慷慨，使人欣赏，和有占有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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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就者 
 

成功为本，求真务实 
 

类型：強适应力，优异，有带动力，和有形象意识 

 

4. 个人主义者 
 

敏感，孤僻 
 

类型：有表现力，富戏剧性，强吸收力，和喜怒无常 
 

 
 

5. 研究者 
 

紧张，理智 

 

类型：洞察力，创新，隐秘，孤立 
 

 
 

6. 忠诚者 
 

承诺，安全为主 
 

类型：投入，负责任，焦虑和猜疑 

 
 

7. 享乐主义者 
 

繁忙，爱玩 
 

类型：自发性，全面，分心，散漫 
 

 
 

8. 挑战者 
 

强大，主导 
 

类型：自信，果断，任性，和具对抗力 
 

 
 

9. 和平主义者 
 

随和，谦虚 
 

类型：容易接受，令人欣慰，容易认同别人，及自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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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九型人格是以三种中心 3×3 的形式排列出九型人格类型。 

以下是： 

 

    本能主导 (红) 
 

    感情主导 (绿) 
 

    思考主导 (蓝) 
 
 
 

三种人格的每个中心具有共同特点。  例如，四型人格具有涉及感情的特点，这就是为什么它

是感情主导。同样，八型人格具有本能驱动的特点，所以它是本能主导，其他所有的九型人格

相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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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九种类型全都包含这三种情绪，但在每一个主导中，该类型的性格影响主导的情感主题 
 

 
 

 
 

 
 

每个中心的主导情绪 
 

因此，每个类型具有应对其中心的主导情感的特定方式。我们可以简单地逐一看看每一种类

型的意思。在本能主导，八型歸納在愤怒和本能力量。换句话说，当八型感到愤怒時，他们

會立即作出物理上的反抗，如增大他们的声音，更有力的移動。其他人可以清楚地看出八型感

到愤怒，因为他们的身体動作已表达出他們的愤怒。

本能主导 

感情主导 

思考主导 

愤怒或狂暴 

 

羞耻 

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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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型否认他们的愤怒和本能力量，仿佛在说：「什么是愤怒？我不是一个会生气的人。」 

 

九型是最不像愤怒和本能力量的类型，常常感到被他们威胁。当然，九型愤怒時與其他類型一

样，但他們會尽量通过著重於把他们的关系和世界理想化而避免自己停留在負面情緒中。 

 

那些试图控制或抑制自己的愤怒和本能能量。他们觉得必须在任何时候控制自己，尤其是本能

冲动和愤怒情绪。他们希望根据自己的高度发展的自我批评（超越自我），他们对自己和他

人责难來源指挥这些能量。 

 

在感情主导，二型试图通过让别人喜欢他们，认为他们是很好的人来控制自己的耻辱。他们也

想通过专注于他们的正面感受而压制自己的负面情绪（如没有被充分认识到愤怒和怨恨）说服

自己他们是很好及有爱心的人。只要二型可以从别人那里得到正面的情绪反应，他们便會觉得

自己有用和能够控制羞耻感。 

 

三型试图否认自己的耻辱，并且是潜意识地潜在不足的感觉脱节。三型试图成为他们认为有价

值和成功的人以应付羞耻感。因此，三型学习表现良好，接受很多事物，甚至是优秀，而且推

动他们追求成功以避开了羞耻感和面對失败的恐惧。 

 

四型试图通过专注于自己的特殊才华，感觉和个人特征的独特來控制自己的耻辱。四型突出自

己的个性与创意作为处理其羞耻感的一种方式，虽然四型最有可能屈服于不足的感情的类型。

四型通過沈迷於丰富和浪漫的幻想生活，所以他们没有处理任何在他们的生活似乎单调无趣的

事来處理他们的耻辱心。 

 

在思考主导，五型对外部世界以及他们的应付能力有恐惧。因此，他们通過孤立世界应对他们

的恐惧。五型使用他们的头脑渗透到世界的本质而變得隐秘和孤立。五型希望最终，因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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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现实和自己的条件，他们将重新融入世界并参与其中，但他们从来沒有信心觉得自己有足

够的知识参与。相反，他們會更沈醉於他們的内心世界。 

 

六型是三种类型中最有恐惧感，主要是日積月累的焦虑，讓他们脱离了自己的內在意识和信心。

不像五型，六型不能相信自己的主见，所以他们都在不断寻找自己以外的东西，使他们确信自

己。他们可能傾向哲学，信仰，人际关系，工作，储蓄，權力或以上的任任组合。但不管他

们有做了什么来增加他们的安全感，六型还是觉得怀疑和焦虑。他们甚至可能开始怀疑他们相

信和觉得安心的人和信仰。六型也可能冲动面对他们的恐惧和焦虑 - 努力对抗恐惧从而摆脱恐

惧。 

 
 

七型对他们的内心世界存有恐惧。七型希望能尽可能摆脱痛苦，失落，被剥夺和焦虑感。 为了

应付这些情绪，七型忙于保持令人兴奋的可能性和选择- 只要有东西刺激他们的预期，七型便

会觉得他们可以转移他们的恐惧。在大多数情况下，七型不會停止思考这些选择，但实际上，

他们尽可能试图尽完成他们所有的选择。因此，七型会追求一个又一个的经验，并继续娱乐自

己，并投入他们的想法和活动。 

 
 

侧翼 
 

没有一个是只有一种个性类型：每个人都是独特，都有由九型人格混合而成性格，通常都有两

种类型是相邻的。相邻的类型被称为侧翼。 

 

你的基本类型主导你的整体性格，而侧翼具有互补性，并在你整个人格增加重要，有时是矛盾

的元素。您的侧翼是你的个性的「第二面」，而且这是必须考虑的，因可更加了解自己或别人。

例如，如果你是第九型，你可能有第一型侧翼或第八型侧翼，考虑到第九型的特质，他们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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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融合的应该是第一型侧翼或第八型侧翼的特点。在我们多年来的教学经验，我们也遇到一些

似乎有两个侧翼的人，有的则是因为其基本类型的强烈影响，只显示了小部分的侧翼。 

 

有一个关于九型人格中，人是否有一个或两个侧翼的分歧。严格说来，每个人都有两个侧翼，

在狭义上，两个相邻的基本类型类型已包括是在你的个性中，因为每个人都潜在着九种类型。

然而，这并不是「两个侧翼」的意思，所谓的两个侧翼理论的支持者认为，两个侧翼在每个人

的个性或多或少都有影响。 （例如，他们认为第九型会有相同影响的第一型侧翼或第八型侧

翼。） 

 

 

反思 
 
 

1.  你以为你是九型人格中的那一种？ 
 

2.  请问这个知识如何帮助您了解自己？ 
 

3.  这种模型是作为一个教练的工具，有用吗？ 
 
 
 

自我应用 
 

1. 什么是九型人格对你意味着什么？你如何看待它在其他人的特点呢？那种人格是你感

到最舒服的，哪种人格最能挑战你？ 

2. 你将如何使用这个模型？ 
 

3. 你如何定义你的性格？你看到任何影响个性风格的文化行径吗？ 

 
 

教练应用 
 

指导员可以会透过九型人格更理解客户在与指导员谈话昤可能带来的结果。但是，牢记这个系

统的目的是作为一个自我诊断工具，有人建议最好应用在指导员而非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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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型人格能够帮助识别模式和习惯，达至更高超的执教方式获得，如半昏迷行为和世界观，

以你的能力干扰判断，避免导致或抢着来解决问题。随着更深刻认识可能会遇到的障碍，你

可以为你的客户更充分地表现出来。 

 

查找您九型人格类型的参考相关书籍，如 Renee Barron  的 The Enneagram Made Easy 和

Don Richard Riso 及 Russ Hudson 的 The Wisdom of the Enneagram: The Complete 

Guide to Psychological and Spiritual Growth for the Nine Personality Types . 在线资源如 

http://www.9types.com.

http://www.9typ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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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了解自己在任何特定时刻的感受吗？当您坐下来认真阅读这个模块的时候，您是否

思考过您的感觉如何？您的情绪如何？可能没有，但是这并不代表您没有任何感觉。

您的感觉依然存在，不论好坏都会影响您的决定和行动。 

情商 (El) 是一种通俗说法，指了解我们的感觉并管理自己情绪，以及认识他人感觉的

能力。El 包括平衡感觉和思考能力，在不被情绪控制的前提下感知它，因为情绪能混

淆判断力，并影响您做出选择的能力。 

这些能力对于您的成功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决定您是否全面认清自己，能否处理好发

生在您身上的所有事情，以及能否很好地与他人相处。 

您与您的感觉、与周围的人在情感上越和谐，您就可以越为恰当地作出回应。投入、

恰当和体贴的回应对于处理人际关系以及应对各种挑战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智力的定义 

西方社会在传统上用连续体来说明智力。理性思考经常被放在范围的一端，而情绪在

相反的一端。“智力”的概念与智力和认知能力最为相关。 

当今社会，大多数人都会承认，智力是一个很难定义且构成复杂的元素，与此类似的

观念还包括“幸福”、“美貌”、“性别歧视”或者“英国人风格”。 

例如，想要成为医生、律师或工程师，一般都认为您必须足够“聪明”，但是，您对于

喜剧演员的角色又有什么想法呢？“幽默感”和“时间感”就是所谓的智力吗？在这个连

续统一体上，社会工作者、演员和政治家又位于何处呢？教练呢？ 

自 20 世纪初开始，IQ 测试将智力进行量化。假如这类测试只检测认知智力，则不能

预测个人的未来能否成功。 

然而，在接下来的若干年，人们对人脑进行了一系列空前的研究。这些研究结果告诉

我们大脑不同的功能。现在，我们知道认知能力位于新大脑皮质，也就是思考或理性

大脑。这一部分大脑通过将新信息和洞察力嵌入原有的联想和理解框架，并扩展和丰

富相应的神经回路来进行学习。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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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您的 IQ 只是成功的一部分。处理日常状况以及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能力包

括 EQ 和 IQ。 

情商 (EI)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智力的概念广泛扩展到以下概念： 

 多元智能（语言、视觉、音乐、体育等） 

 创造性思维 

 情商 

 社交智能 

所有这些领域都体现了情感维度。这些领域背后的理论家，如 Howard Gardner 和 

Daniel Goleman，认为情绪是改变和成长的必要条件，而学习认识、管理并理解他人

和自己的情绪则可以让人指导自己的思想，应对艰难的境况，实现目标并做出更为明

智的人生选择。 

情商 (EI) 模型 

当前，EI 有三种主要模型： 

1. 能力模型 

以能力为基础的模型将情绪视作有用的信息来源，引领个人在社会环境中前进。这个

模型提出：个人处理情感类信息的能力和个人将情感处理与更为广泛的认知联系起来

的能力不同。 

2. 混合模型 

这个模型由 Daniel Goleman 提出，在其 1995 年著作《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 中将这个词语普及化。该书主要强调 EI 对于推动领导绩效的一系列重要

能力和技能的作用。Goleman 的模型概括了四种主要的 El 概念： 

 自我意识 — 使用直觉指导决策时，了解个人情绪并认识其影响的能力。 

 自我管理 — 包括控制个人情绪和冲动，并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社会意识 — 在理解社交网络的时候，感知、理解他人情绪并对他人情绪作出反应的能

力。 

 关系管理 — 在管理冲突时激励、影响并开发他人的能力。 

3. El 特征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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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特征是指个人对其情绪的自我知觉能力。这个定义由自我报告衡量，是基于能力模

型的对立概念。基于能力模型即实际能力，经证实较难进行科学测量。 

 

Goleman 为 EI 的每个概念概括了一组情感能力。他指出，每个人生来就具有普通的

情商，这决定了他们学习情感能力的潜力。 

 

但是，情感能力可以通过学习、发展和实践而实现出色的表现。 

情商与教练 

每个人都在不断寻找新方法，帮助他们在生活各个领域（事业、人际关系、财务、抚

养等）设定、管理、交流并实现目标。他们将强大的人际关系、应对能力、创造性思

维以及愤怒管理技巧视作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手段，为达到这些目标，他们经常求助

于教练。 

掌握这些技巧需要一定程度的情商，而 coaching 则 通过个人优劣势的不断自我意识

、自我管理、自我评估以及对如何更有效地利用优势的探索促进和提高情商。 

教练也具有极好的 EI 技能。例如，具有强大自我调节能力并诚实工作的教练具有灵活

性，抛弃评判，促进可靠环境的形成。教练的一个重要能力是面对客户挑战时保持冷

静和客观。 

自我运用 

1. 智力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您如何了解他人的智力？您对于人和智力之间的关系有做

过任何假设吗？在您的生活中，哪些因素、体系或经历形成了这种定义？ 

2. 智力应该如何衡量？ 

3. 您会如何定义情商？您是否认为女性或老年人的情商更高？您是否认为情商因不同文

化而不同？您认为智商和情商两者可以“和谐共存”吗？ 

4. 描述您本人的情商。您认为其他人会如何描述您的情商？反思你关注、理解和控制自

己情绪的能力。 

Coaching 运用 

Coaching 从业者理解自身的情商，并了解如何在实践中有效运用情商，是非常有益的

。阅读情商相关内容后，请做出反思。 

1. 您认为一名情商教练应具备何种品质或特性？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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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认为该如何将自己培养成为一名情商教练？ 

3. 作为教练，您认为该如何开发客户的情商？ 

资源 

[Document] Developing Emotionally Intelligent Organizations 

Richard E. Boyatzis and Ellen Van Oosten,  July 10, 2002 

[Book] Intelligence Reframed: Multiple Intelligences for the 21st Century 

Gardner, Howard. (1999), Basic Books 

[Book] Changing Minds: The Art and Science of Changing Our Own and Other 

People’s Minds. 

Gardner, Howard. (2004),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Book] Intelligence: Multiple Perspectives. 

Gardner, Howard, Kornhaber, Mindy L., & Wake, Warren K. (1996) 

Harcourt Brace 

[Book] Multiple Intelligences 

New Horizons, Gardner, Howard (2006) 

[Book] Emotional Intelligence: Why It Can Matter More Than IQ. 

Goleman, Daniel. (2007), Bloomsbury 

[Websites] 

The Consortium for Research o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 Organization 

Daniel Goleman 

Howard Gardner 

What I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Video] Emotional Intelligence 

Daniel Goleman talks about how in order to be in a top profession a person needs, 

aside from a high IQ, the ability to be self-motivated and emotionally intelligent. 

http://www.icacoach.com/
http://www.jkld.co.uk/images/developing_emotionally_intelligent_organizations.pdf
http://www.jkld.co.uk/images/developing_emotionally_intelligent_organizations.pdf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465026117/ref=as_li_tf_tl?ie=UTF8&tag=icoachacademy-20&linkCode=as2&camp=1789&creative=9325&creativeASIN=0465026117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465026117/ref=as_li_tf_tl?ie=UTF8&tag=icoachacademy-20&linkCode=as2&camp=1789&creative=9325&creativeASIN=0465026117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1422103293/ref=as_li_tf_tl?ie=UTF8&tag=icoachacademy-20&linkCode=as2&camp=1789&creative=9325&creativeASIN=1422103293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1422103293/ref=as_li_tf_tl?ie=UTF8&tag=icoachacademy-20&linkCode=as2&camp=1789&creative=9325&creativeASIN=1422103293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1133049559/ref=as_li_tf_tl?ie=UTF8&tag=icoachacademy-20&linkCode=as2&camp=1789&creative=9325&creativeASIN=1133049559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1133049559/ref=as_li_tf_tl?ie=UTF8&tag=icoachacademy-20&linkCode=as2&camp=1789&creative=9325&creativeASIN=1133049559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465047688/ref=as_li_tf_tl?ie=UTF8&tag=icoachacademy-20&linkCode=as2&camp=1789&creative=9325&creativeASIN=0465047688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465047688/ref=as_li_tf_tl?ie=UTF8&tag=icoachacademy-20&linkCode=as2&camp=1789&creative=9325&creativeASIN=0465047688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55338371X/ref=as_li_tf_tl?ie=UTF8&tag=icoachacademy-20&linkCode=as2&camp=1789&creative=9325&creativeASIN=055338371X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55338371X/ref=as_li_tf_tl?ie=UTF8&tag=icoachacademy-20&linkCode=as2&camp=1789&creative=9325&creativeASIN=055338371X
http://www.eiconsortium.org/
http://danielgoleman.info/
http://www.howardgardner.com/
http://psychology.about.com/od/personalitydevelopment/a/emotionalintell.htm
http://psychology.about.com/od/personalitydevelopment/a/emotionalintell.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JhfKYzKc0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JhfKYzKc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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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优势识别器 

 

我们身上的天赋经常被忽略。从教室到职场，我们似乎花更多的时间去修补我们的

弱点，而非发展我们的优点。 

 

基于此，Gallup，一家以调研为基础的美国全球表现管理咨询公司，在2001年发布

的《现在，发现你的优势》这本书中，介绍了该公司研发的第一个在线测评系统：“优

势识别器”。这本书占据美国畅销书榜单超过5年之久，并因成功帮助数以百万的读

者用户，发现他们最顶尖的5种才能而享誉全球。 

 

作者表示在一个公司中发现员工的个人优势，有助于将员工安排到更合适的职位，

培养相关所需的技能也更简单，这对减少工作失误，增加员工斗志和提高组织的整

体表现都有帮助。 

 

优势识别器是一个能帮助人们发现自己内在优势的工具，这些优势人们通常自己发

现不到。这个测试工具的使用范围很快超越了组织管理领域，在很多地方被许多教

练使用于个人发展上。 

 

才能主题 

“优势识别器”是从积极心理学角度开发的基于网页的普通人格测评工具。它是由

Marcus Buckingham和Donald O. Clinton专门为互联网开发的。目前能实现这种功

能的，这是第一款。 

 

“优势识别器”能测量34种才能主题。才能是人们自然形成的反复出现的能够被应用

于生产的思维、感觉和行为模式。人身上的某种才能主题越强大，这个主题对这个

人的行为和表现的影响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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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才能主题综合起来，能反应出一个人更容易发展某种技能以及在某领域表现出

色的趋势，同时也能反映一个人在某些领域较难成功或难以有高水平的表现。 

 

优势识别器的测量包括 

 

 177对关于“潜能”的自我描述。例如：“我梦想未来”对比“群众是我最大的支持”，

又比如“我会很小心地看说明书”对比“我喜欢直奔主体”。 

 描述符用来为一个连续体极向锚定。 

 你选择一个最能描述你的描述，以及这种描述的准确程度。 

 每一对描述你只有20秒的时间做选择，超过了则自动跳到下一对描述。如果错

过了太多则会重新开始。这样避免了过度的权衡考量。 

完成测试之后，结果立刻出来——它会告诉你得分最高的5种标志性的才能主题。

结果还包含一个针对你独有的才能主题的内容包。 

 

教练应用 

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一组我们每天用于成功地实现目标以及跟人交流的独特才能、

知识和技能或者优势。 

Gallup的发现与教练过程一致——也就是说当人们了解并能应用他们的优势时，对

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的效应是显而易见的。根据优势识别器，当人们每天都在使用他

们的优势时，他们能投入地工作的几率将提高6倍，他们说自己生活质量优秀的几

率也提高3倍。 

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们的优势在哪，也没有机会去有利地使用它。实际上，很多

人更专注于弥补他们的缺点而非发挥自己的优势。 

下面是教练使用优势识别器测评的几种方式。 

对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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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他们的优势识别器才能主题报告 

 专注于才能主题 

 获得对他们的才能的意识和欣赏 

 投资于发展他们的才能 

 开发个人发展计划 

 

对管理者： 

 获得对他们的技能的意识和欣赏，在他们作为领导的前提下 

 认识优势识别器的主题在工作场合如何体现 

 获得对每个队员的独特的才能的理解和欣赏 

 获得对队伍整体优势，潜在才能缺口和弱点 

 使用以优势为基础的发展技能解决团队相关的特别问题和挑战 

 

对团队： 

 开始理解他们的个人才能主题 

 认识到以个人优势为基础的伙伴关系的力量，并帮助团队建立这种关系 

 认识并欣赏团队的集体才能 

 开始训练他们的个人才能和集体才能，并有意识地把这些才能带入日常生活中 

 使用他们的才能去面对商务上的挑战 

 发现，发展并使用他们的独特才能，并将这些才能用于更大的团队投入和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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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并表达你的优势 

你有没有遇到过客户费很大劲儿都说不出他们自己的优点？或许他们是“有人缘”的

人，但他们就是无法表达出来，以至于他们的信心也大了折扣。又或者由客户在做

决定的时候非常小心谨慎，而在别人看来这种踌躇不定是不必要的。 

优势识别器能帮助你的客户更好地表达自己独特的价值，这种表达比我们通常用来

描述自己的老套的措辞更加深入。 

 

优势识别器活动 

这个活动无论客户是否完成了优势识别器的测试都适用。它会让你了解到：发现优

势对于支持、鼓舞、激励我们的客户有帮助。 

如果你完成了优势识别器的测试并做了相应的分析，从那开始。如果没有，从你所

知道的你的优势开始。 

写下五个你最近使用到你的优势的例子。这可能有点难，因为我们都不善于评价自

己。要想出我们很“聪明”的例子可能有点挑战。 

这里有几个例子可以帮助你越过这个障碍，并找到相应的例子。 

回答下面的问题：你如何…… 

1 沟通：当你传达一则信息的时候，你的优势在哪里？当你跟别人分享信息的时候，

你想达到怎样的效果？ 

2 做决定：在做决定的时候你的优势如何帮助你？你做决定的过程是快还是慢？你

做决定时需要很多信息支持，还是越少越好？ 

3 看待时间：在时间上你的优势如何显现？你关注长远的事情还是眼前的事情？过

去，现在，未来，哪个更能对你起来鼓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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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跟别人相处：最近跟你交流的是哪五个人？尽管简洁，你是否觉察到在这些交流

中自己展现了那些强项（或主题）？是如何展现的？ 

通过从对方优势的角度去接触一个人，特别对于一个教练来说，能帮助一个人在他

们的目标中找到新的意义。 

 

优势的发展是个终身学习的过程。你找到的例子越多，就越能发现发挥你的优势的

方式。无论你是否选择使用这个评测，带着自信和被接纳的心跟别人分享你的优势，

并将你的努力专注在其中，这种非凡的生活方式，可以有！  

 

资源 

[文章] Gallup Strengths Center 

[书] StrengthFinders 2.0 

[文章] 突出你的優勢  

https://www.gallupstrengthscenter.com/Home/zh-hans-CN/Index/ 

[書] 蓋洛普 優勢識別器 2.0   

http://www.amazon.cn/盖洛普优势识别器 2-0-现在-发现你的优势-汤姆•拉思

/dp/B008BG3H2I/ref=sr_1_1?ie=UTF8&qid=1439269569&sr=8-1&key
words=优势识别器 

[博客]  

http://coaching.gallup.com/?utm_source=strengthscoachesplaybook&
utm_medium=webcopy&utm_campaign=coachingblog 
 

https://www.gallupstrengthscenter.com/
http://www.amazon.com/StrengthsFinder-2-0-Tom-Rath/dp/159562015X
https://www.gallupstrengthscenter.com/Home/zh-hans-CN/Index/
http://www.amazon.cn/%E7%9B%96%E6%B4%9B%E6%99%AE%E4%BC%98%E5%8A%BF%E8%AF%86%E5%88%AB%E5%99%A82-0-%E7%8E%B0%E5%9C%A8-%E5%8F%91%E7%8E%B0%E4%BD%A0%E7%9A%84%E4%BC%98%E5%8A%BF-%E6%B1%A4%E5%A7%86%E2%80%A2%E6%8B%89%E6%80%9D/dp/B008BG3H2I/ref=sr_1_1?ie=UTF8&qid=1439269569&sr=8-1&keywords=%E4%BC%98%E5%8A%BF%E8%AF%86%E5%88%AB%E5%99%A8
http://www.amazon.cn/%E7%9B%96%E6%B4%9B%E6%99%AE%E4%BC%98%E5%8A%BF%E8%AF%86%E5%88%AB%E5%99%A82-0-%E7%8E%B0%E5%9C%A8-%E5%8F%91%E7%8E%B0%E4%BD%A0%E7%9A%84%E4%BC%98%E5%8A%BF-%E6%B1%A4%E5%A7%86%E2%80%A2%E6%8B%89%E6%80%9D/dp/B008BG3H2I/ref=sr_1_1?ie=UTF8&qid=1439269569&sr=8-1&keywords=%E4%BC%98%E5%8A%BF%E8%AF%86%E5%88%AB%E5%99%A8
http://www.amazon.cn/%E7%9B%96%E6%B4%9B%E6%99%AE%E4%BC%98%E5%8A%BF%E8%AF%86%E5%88%AB%E5%99%A82-0-%E7%8E%B0%E5%9C%A8-%E5%8F%91%E7%8E%B0%E4%BD%A0%E7%9A%84%E4%BC%98%E5%8A%BF-%E6%B1%A4%E5%A7%86%E2%80%A2%E6%8B%89%E6%80%9D/dp/B008BG3H2I/ref=sr_1_1?ie=UTF8&qid=1439269569&sr=8-1&keywords=%E4%BC%98%E5%8A%BF%E8%AF%86%E5%88%AB%E5%99%A8
http://coaching.gallup.com/?utm_source=strengthscoachesplaybook&utm_medium=webcopy&utm_campaign=coachingblog
http://coaching.gallup.com/?utm_source=strengthscoachesplaybook&utm_medium=webcopy&utm_campaign=coaching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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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DISC 
  
 

 

DISC®是一种心理行为评估工具，以心理学家威廉·莫尔顿·马斯顿的 DISC 理论为

基础。该理论主要围绕四种不同的行为特征 - 支配型 (Dominance)、影响型 

(Inducement)、稳健型 (Submission)和服从型 (Compliance)。  

 

该理论随后由工业心理学家沃尔特•弗农•克拉克发展成为一种行为评估工具，

但范畴变化不大。由于它显示人在特定环境下的行为，所以不是性格评估。例

如，大多数人说他们在家中和工作中的行为不同，但他们仍然有相同的性格。  

 

DISC® 经常用于改善团队合作。该工具对工作和销售团队以及担任领导职务的人

士具有帮助，因为它让人们有了共同的语言来讨论他们的行为差异。  

 

DISC® 理论用于： 

• 增强自我认识：您如何应对冲突，什么会激励您，什么会给您造成压力

以及您如何解决问题 

• 促进团队合作，减少团队冲突 

• 确定和应对客户风格，培养更强的销售技巧 

• 了解员工和团队成员的性情和优先事项，进行更有效的管理 

• 成为了解自己、人格完满、工作高效的领导者 

 

DISC®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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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型 - 这类人士注重完成结果、底线和信心。行为包括：顾全大局、率直、

接受挑战并开门见山。 

 

影响型 - 这类人士注重影响或劝说他人、率真以及人际关系。行为包括：为人

热情、乐观、乐于合作，不喜欢被忽视。 

 

稳健型 - 这类人士注重合作、真诚和可靠性。行为包括：不喜欢被催促、态度

冷静、行为冷静、具有支持性行动且谦卑。 

 

谨慎型 - 这类人士注重品质和准确性、专业知识以及能力。行为包括：享受独

立的状态、客观推理、渴望细节以及担心犯错。 

  

自我应用 

为帮助解释、交流以及理解，一些 DISC® 模式专家确定或定义了十五种 DISC

“剖像或类型”。 

 

有趣的是，“教练”是这十五种剖像之一。人们用于描述“教练”的一些关键

词包括：权衡利弊；善于聆听；有说服力；值得信赖；团队成员；易于相处；

具有支持性；成熟；以及避免冲突。  

 

以下是“教练”在评估工具中的表现情况： 

支配型 - 教练通常渴望和平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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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型 - 教练对认识他人以及与他人打交道感兴趣。 

稳健型 - 教练非常乐意帮助他人。 

服从型 - 教练通常很安静，适应性强。 

 

自我反省 

Disc 评估如何帮助您了解其他人来自哪里？   

  

这种新的了解在您生活和工作中有何作用？会有什么不同？ 

 

运用 DiSC® 进行教练 

我们从自身 DiSC® 报告中获得的最有价值的信息并不一定与我们自身有关，而是

它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人并与不同于我们的人交流。这些人有着不同的

观点、习惯、节奏、驱策力以及不同的专注能力。 

 

在您通读不同的行为类型时，您可能已经将描述的类型与您认识的人进行了匹

配。在这样做时，您做到了从他人的角度观察世界，这是教练过程中必不可少

的部分。观察他人的能力会大大提高我们的交流、协作能力，并让我们发挥出

自己的最佳水平，促使客户获得他们应得的成果。 

 

世界各地的教练均使用 DISC® 帮助他们的客户、员工以及参与者更快地了解动

机、克服恐惧、揭示盲点并建立优势。作为教练，您不仅需要了解客户的个性

化自然倾向，还应了解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以及您能如何帮助他们改变消极观

点。 

 

在工作环境中，教练使用 DISC® 帮助领导者和团队成员了解某人的一般行为，

包括他们的动机和厌恶的东西、优势和弱势，以及他们对他人做出的基本假

设。它还可帮助他人识别行为模式，然后更好地预测某人会在特定情况下做出

何种反应。 

 

DiSC® 教练小窍门 

通过快速搜索网页，我们发现了关于如何教练 Disc 行为类型的有趣技巧： 

教练“支配型”的技巧：  

1. 做好准备。  

2. 带着目的与信心参与课程。  

3. 执行任务，切中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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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确定里程碑以及前方的期望。  

5. 简洁。“支配型”具有灵敏的“B.S.”触角。  

教练“影响型”技巧：  

1. 重申明显事项，观察他们的迷惘倾向。  

2. 保持忙碌，确认他们的责任。  

3. 提供真诚的鼓励。  

4. 使用强有力的问话形式，鼓励他们专注和深入。  

5. 建立非言语联系。  

教练“稳健型”技巧：  

1. 尊重他们的思维过程和行为（例如，需要做笔记、询问厘清）、他们思

考和反应的节奏。  

2. 探索他们决定或意见中的假设。  

3. 放缓进度。  

4. 分解家庭作业；提供细节；提供易接受或简洁、小块的信息。  

5. 邀请他们考虑相处的需要/团队合作会降低他们在实现目标和实践中的有

效性。  

教练“谨慎型”技巧：  

1. 提供明确的解释。确保他们理解您，您理解他们。  

2. 摆出事实。避免发表意见。  

3. 要有耐心，做到坚持不懈。  

4. 以系统化的方式审视您的观点/建议。  

5. 倾向于注重细节，会注意到您的不一致。  

 

 

 

反思 

DISC® 在教练过程中有何作用？ 

DISC® 模式与其他模式有何不同？ 

您会开发何种评估工具用于辅导？ 
 
 
 

资源 

DISC® 描述 
https://www.discprofile.com/resources-and-tools/overview/ 
 
Everything DISC® 

https://www.discprofile.com/resources-and-tools/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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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verythingdisc.com 
 

DISC® 剖像构成要素 
http://www.discprofiles4u.com/blog/2012/disc-test-three-tips-for-adopting-your-
coaching-style/ 
 

DISC® 性格测试 
http://discpersonalitytesting.com/home/disc-coaching  

http://www.discprofiles4u.com/blog/2012/disc-test-three-tips-for-adopting-your-coaching-style/
http://www.discprofiles4u.com/blog/2012/disc-test-three-tips-for-adopting-your-coaching-style/
http://discpersonalitytesting.com/home/disc-co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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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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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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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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练技能和知识 | 框架与理论 | 神经语言程序学（NLP）                                                                                 第 5 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International Coach Academy 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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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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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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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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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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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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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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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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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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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icaco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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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