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讨论课介绍 

 

什么是讨论课？ 

 

讨论课以实践为基础，让学员在探讨某一专业领域内之 coaching 的同时，修炼自身的 coaching 技

能。我们提供四大专业组群和通过一个作品集的方式，使学员们充分地探索主题，练习 coaching

技能并发展出他们自身的 coaching 作品集。 

 

专业类别 

在精心设计的 “四大专业组群”里，学员们能够探索某一特定利基下的客户问题，并且通过使用某

一利基下、专业的 coaching 模块和辅导过程，来达到 coaching 练习的目的。这四大专业组群是： 

1. 健康与保健 

2. 生命教练 

3. 领导力教练 

4. 事业教练 

每个专业组群都包含了各式各样的利基。比如说，健康与保健组中所包括的利基之范围有：瑜伽

coaching, 正念 coaching, 复原和戒瘾 coaching 等等，而生命教练组群中则涵盖了职业 coaching, 亲

子 coaching，情感 coaching 等等。 

作品集 

“作品集组群” 也是专为学员们设计的一个讨论课系列，这里学员们能够探讨和发展自己的教练身

份。此过程包括发展他(她)们各自的、具有独特风格的 coaching 模型，coaching 有利的工具和毕业

论文或范例分析。 

 
 
为什么通过专业组群来学习？ 

 

Coaching 是一个新兴行业，其发展如同其他众多行业一样，需要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观摩和练

习。教练学的根基可以延伸至不同领域里的理论与哲学，包括成人教育，正能量心理学，组织

心理学，甚至新时代运动。可以说，教练学正越来越多地存在于各类行业和职业之中；它并不

是独立存在的，故不可能被独立出来作为一门传授的学问。 



在培养教练和 coaching 辅导方面，我们已有逾 15 年的经验，中英培训涵盖 90 多个不同的国

家；我们深深地理解 coaching 是如何在各种利基范围，国家和语言中被广泛实践的。基于这些

方面，我们已经发展出一套哲学，以帮助各位学员理解什么是 Coaching，以及教练培训应该如

何来做。 

 

 

教练培训教育的四大支柱（The Four Pillars of Coach Education）是一个平台，我们所有的教练

培训课程的研发都基于此。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相信部分教练培训课程应当以某一利基的范围或

特定行业环境的形式来进行，并且每一位教练应当有自己独特的 coaching 模型---此模型能够

反映出他（她）自己的教练特点，以及他（她）自己将要从事教练事业的行业环境。  

 

教练培训教育的四大支柱之详解 

 

1. Coaching 具有情景性 

 

在国际教练学院（ICA）, 我们相信 Coaching 的情景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化。随着更多的人们

对 Coaching 带来的影响力愈加熟悉，Coaching 正逐步被运用到更加多元化的情形和环境之

中。我们不再将“生命教练”或“执行力教练”看成主要的两大 coaching 样式，取而代之的是瑜伽

教练，亲子教练，采纳法教练，甚至宠物教练。所有这些不同的利基都需要一个独特的

coaching 模型和过程，而此模型和过程还要能够被客户所接受。 

 

除了利基方面，我们还看到，coaching 正逐步地被运用到更多的环境之中，如公司，小型企

业，非盈利机构，学校，教堂，军队等等。在每一个不同的环境内，相应的 coaching 又有细微

的差别。比如说，如果一位生命教练与在加州的瑜伽老师们合作，而另一位执行力教练与在新



加坡的银行职员合作，那么，他（她）们所用到的 Coaching 模型和过程就肯定不一样。“一刀

切”的方式一定是行不通的。 

 

2. Coaching 具有文化性 

 

国际教练联盟(ICF)提到，在职业 coaching 中，针对多元文化能力的需求是实实在在的，而且正

在与日俱增。这一现象与 coaching 正逐步遍布全球有着密切的联系。 

 

‘多元文化能力’与‘跨文化教练’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后者是教练与客户一同解决跨文化的问

题，这里可以指迁至另一个国家后所面临的挑战，再比如，在管理一个多元化团队中所遇到的

困难。而‘多元文化能力’则是用来形容教练本人的技能，以及他(她)们与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客

户合作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 

 

多元文化能力方面包括： 

 在与自己不同的人接触时，意识到自身的个人应对方式； 

 意识到自身的文化偏好和信仰； 

 了解在不同的文化中，基于个人责任与团体责任对应，而产生的角色； 

 了解在不同的文化下，人们必须学习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交流方式和个人发展； 

 了解在不同文化下，人们如何看待时间和金钱的关系。 

 

Coaching 是一个全球性的职业，而此职业并不总是需要面对面的互动。正因为许多教练与客户的

合作是基于不同国家、不同时区的，那么，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教练们本身不但需要有多元文

化能力，还必须有能力来发展自己的 coaching 模型，并能够使其适应变化的环境。 

 

一位教练在合作中所处的文化，以及他（她）们的客户和他（她）们自己的文化背景都会对他

（她）们所发展出的 coaching 模型的类别产生巨大影响。 

 

3. Coaching 具有融入性 

 

随着 coaching 一步一步进入到更多的职业和行业，将其与其他发展型的要求如管理，培训，引

导，再甚者咨询等‘分离’出来的观点已经不再适用了。在企业机构和社区团体内，coaching 关系

的结构是不同的。在生命教练方面，很常见的是，某一位个人（客户）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和应

对自己设定的挑战而寻求一位教练的帮助。这里的责任结构非常清晰，也就是说，所述帮助就是

客户提出的内容，即客户寻找教练，而后为了获得某种教练服务而聘请一位教练。但这种责任关

系在很多其他情况下，并不适用。比如在一个公司内，往往是 CEO，团队经理或人力资源部经理

在鼓励 coaching。 通常，此 coaching 过程与公司的特定目标紧密相连，而并非通过一系列的个

人与集体教练活动来完成，而是融合于其他如培训或咨询等的发展方式来获得。这样一来，教练

过程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就被划分得不是那么清晰了。 在这个情形下，教练通常会不仅仅根据某

一独特的行业或部门，而是依照某一特定的客户，来发展 coaching 模型和过程。 

 

某些行业和部门也会要求受雇的教练们都是业内人士。因此，尽管我们深信，所有的 coaching 都

是教练活动，并且教练在教练会谈中所运用的技能能够适用于任何其他场景，但在某些情形中，

不仅客户会要求受雇的教练是相关方面的专家，而且当这位教练在面对客户时，能够以过来人的



身份展示出自己的经验，那么这一切对 coaching 来说，是会非常有帮助的。以企业教练为例，很

少有受雇的企业教练在从事教练事业之前，从未有过任何在大型公司中就职的经历。而之所以如

此，并不与教练的 coaching 技能相关，而与客户的信念，想法和期望值有关。但同时，在某方面

有经验确实是会给 coaching 加分的。 比方说，在亲子 coaching 过程中，想象一下，当一位家长

正在为自己的青少年子女犯愁。尽管在此例中的这位教练不一定必须是一个青少年的家长，但能

够肯定的是: 如果是的话，他（她）将很快能够深刻地理解这位客户的困扰。 

 

4. Coaching 具有客户驱动性 

 

当将 coaching 的定义与其他辅助或发展形式如培训，咨询，引导或理疗等分离开来的时候，人们

通常会将其描述为“具有客户驱动性”。ICF 的教练模型中很明确地指出，客户驱动性是必须具备的

（教练不可以给出任何形式的建议，甚至都不能提出有可能引导客户向某方向思考的‘引导型’问

题）。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形式的 coaching 都成为“融合型”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因此，通常培训

或咨询，以教练参与的方式，与 coaching 融合。事实上，最顶级的咨询师和培训师们都已经拥有

了一套自己的“教练方式”，并且，他(她)们多半会遵循一套过程，而在此过程中，客户是主角，来

制定目标和结果。但是，无论采取哪种形式的教练模式，毫无疑问的一点是，这些教练模式会因

客户不同而大相径庭。作为教练，你真正要做的是，首先想到客户，并始终在确定了客户的目标

之后，再选择你将适用的 Coaching 模型。 

 

讨论课的结构 

 

每一节讨论课都有一个指定的课题，课题的作用是为学习和讨论提供一个框架。而每一个课题都

与一个或多个 ICF 认定之能力要求紧密结合。 

 

相关课题 

 

能力并不是课程，它们是衡量学习的测量指标，故不应当被“直接”传授；而应当是学员们通过研

究一系列的学习策略、现实情景以及专门为之设计的辅导资料之后，自然而然所获得的成果。 

 

虽然看起来容易，但直接传授一种能力并不奏效。对于成人而言，如果学到的内容具有相关性和

权威性，他（她）们就会学得更好。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看得更高，走得更远，创造一个学习

情景，而此情景是与我们学员们的经历联系在一起的；之后，再来确保能力达标。 

 

课题的设计旨在提供一个具有权威性和相关性的框架，在此框架下，学员们能够探索各种 ICF 认

定的教练能力。同时，这些课题也能够保证学员在学习过程中的参与度----没有什么比直接进行

能力教学能加枯燥乏味的了；如果直接教授能力，不论对学生和培训师来说，都是一件很无趣的

事情，更别提要将这个过程重复地进行好几年了。 

 

导师教练辅导 

 

导师教练辅导师 ICA 教练培训课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课程的学习是通过几种方式

来完成的。学员们可以在一对一导师教练辅导课、集体教练辅导课和讨论课中体验到来自导师教

练的辅导。 



在每堂讨论课上，都有简短的 10 分钟教练会谈部分，这是提供给学员们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让他(她)们能够在一个特定的场景中，去探索和体验自身的教练过程。在教练会谈环节，培训师

会在自愿的原则下，使学员们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来即充当客户，又充当教练。让我们拿领

导力的教练组群为例，比方说我们的课题是“克服针对变化的抵抗力”。教练会邀请一名学员，来

自愿担当客户的角色，这位学员客户有过作为领导人的经历，并曾经抵制过变化。如果学员中没

有任何人有过此经历，培训师则会让学员们回忆某一场景，而在这一场景中，学员们曾经抵制过

变化。培训师的这一邀请将会继续下去，直到有一名学员能够将他（她）自己的经历与这堂课上

的课题或相关之组群联系起来。之后，10 分钟的会谈环节就相应展开了。我们发现 10 分钟进行

某些会谈，绰绰有余；因为，我们这里关注的是教练技能的传授，而不是客户的教练体验，所

以，此环节没有必要是一个完整的教练会谈。 

 

这位教练将收到来自培训师/导师教练的反馈，反馈内容涉及教练会谈中，何时何处达到了 ICF 认

定的能力要求；如果未达到 ICF 的能力标准，培训师/导师会给出建议，告诉这位学员教练，如何

在今后的教练过程中，有所提高。 

 

一节典型的讨论课或许会是这样的： 

 

讨论课的结构 

时间 学习活动 学习目标 

00-10 介绍课题 -确保学员们理解课题题意； 

-提供给学员新的知识或使学员们了解来自于培训师

专业的见解。 

10-20 课堂参与练习 -或从教练的角度，或从客户的视觉，让学员们‘体

验’这一课题； 

-留出空间，答疑解惑。 

20-30 教练活动角色扮演 -通过探索课题或课堂的见解，使学员们能够进行教

练练习。 

30-40 导师教练给出反馈 -针对学员们达到 ICF 认定之教练能力的方面，给予

积极的反馈； 

-针对学员们未能达到 ICF 认定之教练能力的方面，

给予指导，并提出建议，帮助学员们进步。 

40-50 课堂讨论 -发展学员们能力，使他（她）们能够观察并分辨

出，教练活动中的哪些部分达到/未达到 ICF 认定之

教练能力要求； 

-鼓励这个小组学员学习和理解 ICF 认定之教练能

力，和如何将这些能力运用到实践之中去。 

50-60 行动/带走的收获 -确保每一位学员在上完课后，都能够采取某一行动

或带走一些收获，这些行动或收获将进一步帮助学

员们发展自身的教练技能，或相关练习。 

 

 

 

 



根据 ICF 认定之教练能力来制定讨论课 

 

ICA 的每一节课必须以至少一项（但多半是一项以上）ICF 认定之教练能力为导向。请参见以下各

图表，以了解讨论课是如何达到 ICF 认定之能力要求的。 

*每一节讨论课也包括一次导师教练会谈环节，而此环节会根据会谈的性质和方向不同，以一系列
的能力要求为导向。 

 

讨论课课题 可能采用的电话课堂结构&学习活动 可能涉及的 ICF 认定之能力 

有关领导力的讨

论课 

 

课题例子： 

教练，客户，公

司---探讨机密性 

 
 

在 coaching 中，机密性指的是什么？ 

 介绍在企业教练过程中，机密

性的概念是什么？特别是在将

这一概念与生命教练中的机密

性相比时，有何不同？ 

 通过案例分析，来说明如何能

够行得通，以及如何会出差

错。 

 邀请学员们以教练或客户身

份，来分享自己的个人经历。 

 

如何避免因机密性而产生的问题？ 

 讨论教练协议的重要性。 

 探讨或分享哪些内容应当出现

在 Coaching 协议之中（除了

机密性，也能包含其他内

容）。 

 

导师教练会谈 

 10 分钟的教练会谈； 

 10 分钟培训师/导师教练给予

的反馈； 

 基于观察到的教练能力和其他

在 coaching 中引出的相关话

题，小组成员进行讨论。 

 

行动—教练发展课外作业 

 在论坛里，学员设计和上传自

己的 Coaching 协议。 

 阅读其他同学上传的协议，并

对其进行评论互动。 

2. 建立 coaching 协议—能够理解

在具体的 coaching 互动中需要什

么，并有能力与潜在的 新客户达

成相关 Coaching 进程以及合作关

系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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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课课题 可能采用的电话课堂结构&学习活动 可能涉及的 ICF 认定之能力 

有关领导力的讨

论课 

 

课题例子： 

克服针对变化的

抵触力 

 
 

什么是针对变化的抵触力？为什么会

发生这一现象？ 

 介绍针对变化之抵触力的概

念，并探讨相关理论。 

 通过案例分析，来说明由于变

化带来的抵触力，这些变化有

的处理得很好，而有的处理得

很糟糕。 

 邀请学员们分享自己的个人经

历。 

 

如何避免或排除抵触力？ 

 如何设计一种改变方式，来避

免抵触力的产生？ 

 教练或教练方式，在这里，能

够产生什么效果？ 

 头脑风暴式地思考能够帮助个

体克服抵触感的教练策略 (举

例：有利的提问和产生意识) 

 头脑风暴式地思考能够被公司

或机构团体---在设计改变管

理计划时---所采用的教练策

略。 

 

导师教练会谈 

 10 分钟的教练会谈； 

 10 分钟培训师/导师教练给予

的反馈； 

 基于观察到的教练能力和其他

在 coaching 中引出的相关话

题，小组成员进行讨论。 

 

行动—教练发展课外作业 

 设计一个能够避免抵触力的有

关改变的管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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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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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产生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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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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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课课题 可能采用的电话课堂结构&学习活动 可能涉及的 ICF 认定之能力 

有关健康&保健的

讨论课 

 

课题例子： 

什么是评鉴？为什么要进行评鉴？ 

 介绍部分著名的评鉴方式（如

DISC, StrengthFinder, 

Enneagram），并分享 ICA 在

8. 产生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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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健康和保健教

练过程中，进行

评鉴 

 
 

coaching 中采用评鉴的哲学理

念。 

 通过案例分析，来说明有的评

鉴做得很糟糕（结果使受评者

气馁，或内容评头论足）；而

有的评鉴做得很棒（能够助受

评者一臂之力，获得进步）； 

 邀请学员们分享自己的个人经

历。 

 

在评鉴活动中，理想的条件&过程 

 头脑风暴式地思考那些使评鉴

活动能够得以有效运用的条

件； 

 分享一个 coaching 过程，而

在此过程中，评鉴活动被采

用； 

 邀请学员们分享各自的

coaching 经历，而在这些经历

中，他（她）们都有采用评鉴

活动。思考：自我意识是如何

被提升的？ 

 

导师教练会谈 

 10 分钟的教练会谈； 

 10 分钟培训师/导师教练给予

的反馈； 

 基于观察到的教练能力和其他

在 coaching 中引出的相关话

题，小组成员进行讨论。 

 

行动—教练发展课外作业 

 学员选择一个之前从未使用过

的评鉴活动，自己试一试，或

者在客户那里试一试。 

 学员将自己的此经历上传到论

坛，与大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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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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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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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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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课课题 可能采用的电话课堂结构&学习活动 可能涉及的 ICF 认定之能力 

生命教练讨论课 

 

课题例子： 

什么是自我管理？ 

 介绍自我管理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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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教练之自我

管理策略 

 
 

 提供案例分析举例（Ford 已将

“作为教练的管理者”的概念替换

成为“自我管理”）； 

 邀请学员们分享自己的个人经

历，讲述他（她）们各自进行

自我管理的故事。 

 

对于生命教练来说，自我管理的重要性 

 介绍“氧气面罩”理论，并讨论为

什么自我管理非常重要； 

 邀请学员们分享他（她）们各

自曾经未能很好地完成自我管

理的经历。当时，都造成了哪

些后果？ 

 

自我管理策略 

 作为教练和客户，我们能够如

何锻炼自我管理的能力？ 

 在帮助客户设计行动计划的时

候，我们能够怎样运用自我管

理？ 

 

导师教练会谈 

 10 分钟的教练会谈； 

 10 分钟培训师/导师教练给予的

反馈； 

 基于观察到的教练能力和其他

在 coaching 中引出的相关话

题，小组成员进行讨论。 

 

行动—教练发展课外作业 

 学员定位自己人生中的一个领

域，并能够在此领域中，进行

自我管理； 

 到论坛发帖，进行讨论。 

最有效地达到达成议定的 

coaching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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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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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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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在 coaching 会谈中，帮

助客户“立即行动”, 并提供

及时的支持；  

9. 在舒适的学习节奏中鼓励

客户突破和挑战。 

 

讨论课课题 可能采用的电话课堂结构&学习活动 ICF 认定之能力 

作品集讨论课 

 

课题例子： 

教练模型 

 
 

什么是教练模型？ 

 探索教练模型的目的性---教练

模型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使用

它们？这些模型是如何帮助到

客户和教练过程的? 

大多数的能力在展示教练模型的

过程中，都是会涵括的。但最可

能涉及的能力方面如下： 

 

C．有效沟通 

5.积极聆听 

6.有力的提问 



 分享部分著名的教练模型，并

探讨有哪些情景能够最好地运

用这些模型。 

 

如何创造一个独特的教练模型？ 

 鼓励学员们在他（她）们独特

的既定领域中，思考自己的教

练模型，并在思考过程中，注

入他（她）们各自独特的知识

和经验； 

 与其他几名同学，通过研讨会

来展示创建模型的过程。 

 

导师教练会谈 

 10 分钟的教练会谈； 

 10 分钟培训师/导师教练给予的

反馈； 

 基于观察到的教练能力和其他

在 coaching 中引出的相关话

题，小组成员进行讨论。 

 

行动—教练发展课外作业 

 完成教练模型学习记录表，并

将其发帖，至论坛，以获得反

馈； 

 阅读其他同学上传的教练模

型，并进行评论互动。 

7.直接交流 

 

D．引导学习和成效 

8.启发觉察力 

9.筹划行动 

10.计划和目标的设置 

11.管理进度与负责的能力 

 

讨论课课题 可能采用的电话课堂结构&学习活动 可能涉及到的 ICF 认定之能力 

作品集讨论课 

 

课题例子： 

Coaching 有力的

工具 

 
 

什么是 coaching 有力的工具？我们如

何使用它们？ 

 总结这一有力的工具。它们是

什么？为什么我们使用它们？

这些工具是如何帮助到客户和

教练过程的? 

 分享我们部分毕业生们的有力

的工具，并讨论他（她）们会

如何将其运用到自己的教练会

谈之中。 

 

如何创造一个 coaching 有力的工具？ 

 鼓励学员们思考，到目前为

止，他（她）们各自的教练体

验。如果他（她）们必须选择

大多数的能力在展示教练模型的

过程中，都是会涵括的。但最可

能涉及的能力方面如下： 

 

C．有效沟通 

5.积极聆听 

6.有力的提问 

7.直接交流 

 

D．引导学习和成效 

8.启发觉察力 

9.筹划行动 

10.计划和目标的设置 

11.管理进度与负责的能力 



一个自己对于某种观点和看法

的改变，而这一改变是基于他

（她）们自身体验的，那么，

这一转变是什么？ 

 邀请学员们分享他（她）们的

选择； 

 讨论将这一转变变成一个有力

的工具的过程。 

 

导师教练会谈 

 使用一个独特的“有力的工具”，

进行 10 分钟的教练会谈； 

 培训师/导师教练给予 10 分钟

时间的反馈； 

 基于观察到的教练能力和其他

在 coaching 中引出的相关话

题，小组成员进行讨论。 

 

行动—教练发展课外作业 

 完成“Coaching 有力的工具”的

学习记录表，并将其发帖，至

论坛，以获得反馈； 

 阅读其他同学上传的“Coaching

有力的工具”，并进行评论互

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