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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工具】强有力发问究竟该如何使用？ 

 

每一次，当你听客户讲一个问

题，你觉得自己知道了答案的时候，

这时候是最难问问题的。一般人的

反应是，这事我知道，我帮你去解

决，很难去保持这样一个发问。所

以呢，教练不给建议，如果我们知

道答案，就转化成问题。 

很多人开始学做教练时候，一

上来就问很多，你今天想做点什么

啊？目标是什么，怎样达到这个目

标啊，十来个问题塞在一起，一下

就给对方了。问问题的艺术和科学

是什么呢？是你去问一个很简洁

的问题，然后你打住。然后你再问

一个问题，你打住，让对方回答。 

我们一直都在讲，不要去评判，

所以，一个好的问题是不要去评判

的。那么所有的教练发问，都是为

了让对方能更好的探索和发现。作

为教练，我们是要在探索、询问这

样一个状态里面。 

在我们作为教练强有力发问

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有个工具箱

的，这里有不同的问题。 

强有力的问题之母是开放式

问题。开放式的问题英文里都是以

这几个词开始的，what，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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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and why。什么、如何、何

时、为什么，等等，打开探索这样

一个空间收集信息的。 

作为我们刚刚学习强有力发

问的，首先是学会问开放式问题，

然后呢，积极聆听。开放式问题问

出来了，你就深刻聆听，好奇的聆

听。就这样不断的进行教练约谈。 

第二类的问题，我们一般不会

用，但需要知道，就是封闭式问题。

封闭式问题就是要结束谈话用的，

你是不是啊？会不会啊？有没有

啊？等等。 

在我们刚刚开始教练的时候

不要去问封闭式问题。你问封闭式

问题得到的答案就是，是或者不是，

你就不能进入到深层次的探索，尽

量的去问开放性问题。 

还有就是去探索的问题，就好

像你去探索某一点，就这一点引起

一些讨论。举几个例子，关于他们

的工作状态，你多给我讲讲。或者

说，还发生了什么？还有什么需要

你去尝试呢？所以，在这个地方你

去“戳”他一下，再去探索一下。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之后会去

讲的，就是假设的问题。比较典型

的假设问题是什么样的呢？比如

说有人来约谈，可以问一个假设性

的问题：如果你有了足够的资金

（源）你会做什么呢？是把他们从

现状里拔出来，去到那个已经有资

源的状态里面，然后让他们去那里

面探索。 

最后让我们总结下，在发问中，

首先，问题是透明的，它不带教练

个人观点的。第二点是它必须是尊

重对方的。第三点必须是简洁的，

很清晰，很直接，很容易听明白的。

第四点是不判断、不评判。当开始

去学习强有力问题的时候呢，就把

握好这一点，你的问题越短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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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和现实思考】NLP 瞬间亲和力 

 

 

什么是亲和力 

亲和力是指我们与对方频道

相同或相似的一种状态。NLP 创始

人说亲和力为王。可见亲和力在

NLP 里的重要性。 

沟通分类 

（1）对内沟通：与

自己沟通，也叫自

我沟通。 

（2）对外沟通：与

他人沟通。 

前者是后者的

基础。 

（3）沟通公式 

沟通=7%语言文字+38%声音

+55%肢体语言 

练习 

请找一位朋友，对他说以下三

句话： 

（1）我不喜欢你。 

（2）我不想和你做朋友。 

（3）。。。。。。（随意说） 

思考： 

（1）当你说完这三句话时，你的

朋友的情绪感受是正向的还是负

向的？有什么方法可

以请他听完你的三句

话的情绪感受是正向

的。 

（2）在你做这个练习

时，你是如何运用沟通

公式的？ 

（3）透过本练习，你对沟通公式

有了哪些更深入的理解？ 

沟通密码 

用对方当下的频道与对方沟

通。 

案例： 



 

4 哲道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COACH NEWSLETTER 2014 年 31 期 

（1）我们上百度时要打入百度的

地址才可以直接访问百度，如果某

天百度地址换了新地址，我们要再

上百度时输入地是新地址而不是

旧地址。这里百度的新地址就是百

度的当下频道。 

（2）你要给你的朋友小 A 打电话

铁定要找小 A 的电话号码才能直

接找到小 A，如果小 A 换新号码，

那么你也要用他的新号码才能找

到他。这里的小 A 的正在使用的

电话号码就是他的当下频道。 

（3）听电台广播，假设现在正在

听新闻台，我们要听音乐台的话，

那么就要把现在的频道新闻台调

到要听的频道音乐台上。这里音乐

台就是对方当下的频道。 

呼应引导法 

案例： 

有两种电动手扶楼梯，一种下

楼时很自然循序渐进地就下来了，

感觉很舒服。另一种突然间就下来

了，感觉有些不是很舒服。相信大

家会喜欢第一种楼梯的感觉。这种

感觉就类似于呼应引导法。 

呼应引导法是指先去呼应对

方当下频道与之进行亲和力，然后

在亲和力基础上引导他去到你渴

望他或是他自己愿意去到的地方。 

案例： 

有一家饮料吧，要推广 A 饮料。

某客户 C 喜欢喝 B 饮料，那么我

们可以给到客户 C 他喜欢的 B 饮

料（呼应），当他喝得很开心的时，

再跟他说还有一种和他喜欢喝的

B 饮料一样好喝的 A 饮料问他要

不要试一下（引导），这时他很有

可能会试一下的。 

术语 

快乐心法：沟通的意义在于对

方的回应。 

我们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能够让对方明白我们所说的，所以

要懂得使用对方的频道。 

以销售介绍产品为例，销售员

要用客户听得懂的话来介绍产品，

而不要用过多的术语，因为有很多

客户是根本听不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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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P 理解层次在生活中的应用 

人生的事情总是这么多，我们在面对它们时常常会变得迷惘和被动，不知如何能更好

的处理，“NLP 理解层次”是一直会在生活及心理咨询中运用的一个工具，通过这个层次分

析，会让我们更加清楚事件是如何发展，问题点在哪，又如何能更好达到我们的目标。 

NLP 是神经语言程序学的英

文缩写，可以解释为一门研究大脑

如何工作的学问。知道大脑如何工

作后，我们可以配合和提升它，使

人生更成功快乐。创始人是约

翰·格林德和理查德·班德勒。 

NLP 理解层次是其中的一套

模式，通过它可以用来解释社会上

很多事情。同时能让我们明白受困

所在，也更容易找出解决问题的方

法，与自己潜意识的深层力量联系，

使得人生策划方面更有效果。用图

表示为： 

    从下至上依次理解为： 

1. 环境 

    “环境”包括了所有身体以外，

即外界的条件。世界上种种人、事、

物、时、地、金钱和设备等都属“环

境”。 

2. 行为  

这个层次所指的是“做什么”、

“有没有做”，即能力挑选和实际发

挥，也就是在环境中的实际运作。 

3. 能力  

 这个层次涉及到一个人怎样

认识自己，能有的选择(有没有选

择，或者是“我必须这样做”)。每

一个选择都是一份能力，故此选择

越多，能力越大。我们一般说的能

力，表面上指的是技能：懂英文、

会电脑等。情绪代表能力，也列入

这个层次。 

4. 信念、价值 

为了配合上述的身份，我需要

有一套怎样的信念和价值？每一

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必然地已经

有了一个不自觉的身份，亦已经有

了一套相关的信念与价值。它们决

定我们做每一件事的态度，但并不

常会有意识地涌现。 

 

 

http://baike.baidu.com/view/431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21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21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43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43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1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1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80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770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770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45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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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身份  

一个人或者一家公司怎样看

自己(我是谁？)。给自己定位，或

者描述出自己的定位，便涉及到身

份的意义了。 

6. 精神 

     我与世界上其他人、事物的关

系。当一个人谈及他的入生的意义.

或者一家公司谈及它对社会的贡

献时，便涉及到“精神”的层次了。 

其中环境、行为、能力为低三

层，主要由意识为主导，这三层我

们每天都会有意识地接触到；信念、

价值到精神为高三层,我们日常很

少刻意地去思想，所以往往忽略了，

其实，我们在人生中所做的每一件

事都被这三层所主宰。它们由潜意

识所主导，往往不容易说得明白，

却是人生成败苦乐之决定因素。可

以说，环境至能力的低层，只不过

是高三层的反映及在现实生活中

的显示而已。 

用实例来做更好的说明： 

如，小明与女朋友分手，失恋

了。经与其沟通，了解到他的理解

层次为：（由下至上） 

1、 环境：身边的朋友都是成双成

对，父母经常过问他的结婚打算。 

2、 行为：睡觉，经常上网，抽烟，

闭门不出。 

3、 能力：除了在家，什么也不干。 

4、 信念/价值观：现在孤苦伶仃单

身一人，将来也不会有人喜欢。 

5、 身份：一个失恋者。 

6、 精神：自己一生当中需要经历

的际遇。 

如果要开导解决小明的问题，

我们需要去让小明重新认识到：

（从上至下） 

1、 精神：自己一生中需要经历

的际遇。 

2、 身份：一个挑战者，一个拥

有很长一段人生的年轻人。 

3、 信念/价值观：为将来能得到

更好生活做准备 

4、 能力：尚未有实际的能力 

行动：学习提高情商的方法，发展

多项技能扩大影响力 

5、 环境：多接触人群，扩大交际

圈，多与父母沟通。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利用

到 NLP 理解层次让我们更好的达

到我们目的，比如我们希望孩子能

改变他的一些不良习惯，例如打小

朋友，我们要看到他这个行为后面

是尚未发展出和小朋友交流及表

达自己意见的能力，而他自己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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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成为一个人人夸奖有礼貌的孩

子的，于是我们不去针对他这个打

人的行为采取措施（往往越采取反

应越大），而是从身份认同上给出

定位，让他觉得他是一个有礼貌自

律性好的小朋友，让他渐渐发展出

表达自已交流顺畅的能力，那一些

不必要的行为就会减少，甚至消失。

在这一定要注意，不能给其负面的

身份定位：你一是个没礼貌的坏孩

子，一旦孩子认同了这个身份，问

题也就往更严重的方向发展了，谨

记。 

所以，我们一般在表扬人的时

候，越上推越好，即讲到信念、身

份及精神高三层，如“你帮我这一

个忙，你真是一个好人（身份）。”，

这样给对方的鼓励是巨大的。而我

们在批评人的时候，则要越下推越

好，即从环境、行为、能力低三层

出发，这样他们会很清晰的明白他

们的问题点，及时能够改正，同时

不会对自己及双方关系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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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和力的 ICF 董事梅莉尔·莫里茨 

 
 

 

Meryl 任教于纽约大学继续职业教育学院的领导力与人力资源管理系，亲自设计并讲授

组织与执行教练认证课程。她在 Coach U 已经有了 5 年的授课经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纽约大学、迈阿密三所大学教授高管教练课程，同时 Meryl 也在上海哲道行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担任 20 天 NLP 专业教练文凭课程第三模块的导师。Meryl 拥有 20 多年的企业顾

问、营销、管理以及引导方面的专业经验，她精湛的教练技术主要得益于在两家大型跨国

企业（Hill & Knowlton 国际公关公司、Louis Harris & Associates 国际民意调查与市场调研

公司）担任高级主管和亲身创业的经历。Meryl 于 2010 年 1 月加入国际教练联合会（ICF）

全球理事会；ICF 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职业教练协会组织，Meryl 已连续 2 年担任其副理事并

从 2013 年开始担任副主席。她曾获邀出席了仅有 75 名与会成员的全球执行教练峰会并被

选入多元化委员会。另外，她还是国际组织机构教练协会（ICCO）的创办人之一。 

 

梅莉尔·莫里茨老师是哲道行 20 天 NLP 专业教练文凭课程第三模块的导师，在课

堂中老师讲课的内容非常精彩，亲和力的气质让同学们都融入到欢快的课堂气氛

中，每一天的课程都感觉丰富多彩，案例翔实。下面让老师给我们谈一谈她是怎么

看待教练技术的，怎么把教练技术应用于每个人的生活中，应用于我们所服务的企

业中，怎么去学习教练技术，提升自己的教练能力？ 

                                            ——老师专访 

MCC  ICF 全球董事之一  美国三所大学教授高管教练课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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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莉尔老师，您是怎么看待教练技术的？ 

梅莉尔老师：教练和客户是一个伙伴关系，正面驱动个人及企业的成长，教练是集中

在帮助个人团队，发现他们的闪光点，这个怎样才能做到呢？用好奇的问题问对方，

建立目标帮助客户在自己的目标上去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对教练和客户都是一个学习

的旅程，教练常常都在客户身上学到什么是最重要的，最近在 NLP 专业教练文凭课

程里，常常听到学员跟我说，教练需要极大的仁慈，并善于挖掘客户的潜能。 

 当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引进教练技术，您是如何看待教练技术在企业中的应用的？  

梅丽尔老师：我相信教练技术在企业中是非常有用的，不仅是政府结构、个人单位

企业集团，都能帮助经理人非常好的成长，他集中专注在他要专注的事情上，也可以

让领导帮助他们的下属拓展下属的视野，愿景、帮助下属达到目标，同时也鼓励员工

走出舒适区，发展新视角，达到他们的工作目标。在企业里有个很好的方法衡量教练

效果，一，投资回报，二，投资期待。教练可以改变文化，改变态度，增加人与人之

间的互动。 

 

 作为教练，您通常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进入教练状态？ 

梅莉尔老师：在生活里我的工作是忙碌的，通常在进步教练状态之前，我会让自己做

几个深呼吸，调整好自己的状态，百分百专注在客户身上，要深度聆听并合适恰当的

提问，给到客户有效的反馈，拓展客户的视野，让他发现新的可能性，设定行动计划，

找到解决方案。教练不会解决客户问题，教练是令到客户自己向内挖掘潜能找到他的

资源。教练要活在当下和客户在一起，让自己的焦点集中在客户身上，做到以上这些

是要有热情，持续不断的练习。 

 

 作为教练充实自己是必要的功课，如我我们想要了解这个领域，您是否能为我们

推荐几本好书？ 

梅莉尔老师：这个要看哪种教练书，其实是有很多书可以考虑的，我推荐两本英文

的，都是专注在组织和高管方面的，我不知道这些书有没有中文版的。 

a. The Coaching at Work Toolkit (2002, by Perry Zeus & Suzanne Skiffington.) From 

Australia. 

b. Executive Coaching with Backbone and Heart (originally published 2000, second edition 

perhaps in 2007 or 2008, by Mary Beth O'Ne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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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互联网企业高级 HR 专访 

 

 

 

 

  

 Lois 你好，学习教练技术已经有一年多了，你是如何将教练技术运用在企业中的？ 

    我服务于互联网行业。这是一个高速发展的行业， 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扁平化的组织架

构要求我们的企业中的每一个人都具备良好的学习能力和应变能力，我需要帮助他们每个

人学习如何思考和自我觉察，探索自我学习和成长的途径和方法，走出个人发展的瓶颈期，

提升员工的工作绩效和管理团队的领导能力，帮助企业成为一个高效率的、具备可持续发

展竞争力的企业团队。 

 在教练过程中最让你有成就感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呢？ 

    每当我完成一个教练约谈，感受到教练对象通过教练过程突破了他们之前的思维模式，

获得了宝贵的自我觉察，并且对改变做出了积极承诺的时候，是我作为教练最有成就感的

时刻。我为他们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们的成长和改变使得我真切地体会到作为教练的荣耀

和责任。 

 教练技术的运用在你的工作中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 

我在企业进行教练的工作的时候，我看到了我的教练对象的思维模式发生了改变，他

们的心态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和自信，他们的目标变得更加清晰了，工作起来也常常会事半

功倍。与此同时，我和他们之间也建立了更牢固的信任关系。 

 是什么让你在教练的路上不断的前行？ 

   感谢我的那些来访者们。他们的信任让我可以陪伴他们，和他们一起去探索他们的内在，

并找到多种新的可能性，从而使得他们能够变得更加美好，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美好而又

快乐的事情。这使得我能够在教练的路上不断前行的最主要的原因。 

Lois 2013 年在哲道行学习了 20 天 NLP 专业教练文凭课程，在毕业

后一年中将教练技术运用在企业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帮助不少人改变

了她们的思维模式，让身边的人变的更加自信和积极主动，下面让她来给

大家分享一下教练技术的魅力。 

 

Lois —— 外资互联网企业      高级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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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价值的课程推荐 ——  

NLP 专业教练文凭课程 
春季班·上海 

2015 年 10 天 NLP 专业教练文凭课程在上海举行，课程分三个次来完成，分

别在四月、五月份。 

  

 

 

 

 

 

 

 

 

 

 

 

 

 

 

 

 

 

 
Mr. TY Chiang  
姜登云先生  ACC 

 

姜登云现服务于 KenBlanchard 高管教练。同时也是中国福

特客户体验行动项目首席教练并且也是国际教练联盟认证

(ICF)的高管教练，并授权讲授 ICF认证 ACTP，ACSTH及 CCEU

课程。 

他有着超过 20 年在大型跨国公司及不同国家的管理工作

经验。在此期间，他从全球 25 大最佳跨国雇主的人力发展

部门到职业培训师及专业教练，已经完成了多个教练及培训

课程的需求分析、管理课程的设计、授课及团队建立教练等

工作。并且，他在项目开发、销售领导、企业教练及建立企

业文化方面积累了超过二十年的丰富实战经验。 

 姜登云从 1993 年开始他的职业生涯，分别在美国、瑞士、巴基斯坦、菲律宾、印

尼、台湾、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工作及生活，有着非常丰富的跨国职业经历。 

  
 

10 天 NLP 专业教练文凭课程于 2014 年第一

次开办，得到很多企业管理者的欢迎。 

▲深得很多想学专业教练文凭课程但时间上

受限的企业的决策者、寻求职业突破的人力资源管

理、专业人士朋友们的青睐。 

 

▲中文授课，将专业教练本土化，将复杂的

问题简单化，通俗易懂。 

 

▲课程由拥有 ICF 讲师认证资质的资深教练

任教，历时 10 天，包含了 ICF 的 ACC 认证资

格要求的 60 学习时数。 

 

▲聚焦 ICF 要求的核心技能训练，让学员在

短时间内掌握国际先进教练技术要领，并运用

于工作和生活中。 
  

课程特色 

 

导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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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的课堂氛围 

 

 

 

 

 

时间过得真快，回首 20 天 NLP 专业教练文凭课程第三模块在非常欢快

的氛围中圆满结束了，同学们都很开心，很快乐，下图为活跃在课堂里

的同学们，图 1，最亲和力的老师带给大家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图 2，

4,7 为我们毕业啦！手持毕业证书兴奋的和老师合影。图 3 为我们的老师

和我们漂亮的翻译。图 6，美国的教练老师和我们台上的中，日，德三

国被教练做 DEMO，真的是受益匪浅。图 5，毕业啦！好舍不得老师分

开，感恩老师的付出和教导，在快要分开之前和老师仅仅相拥。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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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公开课计划总览表 

课程 时间 老师 价格 

教练式经理人课程 
2014 年 

12 月 19 日-12 月 21 日 
Damian Goldvarg 

公益 

RMB9,800元 

（不含食宿） 

NLP 专业教练文凭课

程说明会（上海） 

2015 年 01 月 16 日 

2015 年 03 月 20 日 

TY Chiang 姜登云 

TY Chiang 姜登云 

 

公益 

 

 

NLP 专业教练文凭课

程（上海） 

60 小时 10 天 

 

2015 年 

04月11日-04月13日 

05月01日-05月04日 

05月23日-05月25日 

TY Chiang 姜登云 

（全中文授课） 

 

RMB25,000元 

(不含食宿) 

 

NLP专业教练文凭课

程（上海） 

130.5小时 ACTP=20

天学习 

2015 年 

08月13日-08月20日 

（08月16日休） 

09月10日-09月16日 

（09月13日休） 

10月15日-10月22日 

（10 月 18 日休） 

Saima Butt 

Suzi Smith 

Meryl Moritz 

（中英文授课） 
RMB42,000 元 

(不含食宿) 

 

注：以上公开课具体地址待定 

更多信息请联系： 

朵拉：13817874408      电话：021-62278391，62278392 

传真：021-62278392      E-mail：pemish@163.com 

 

哲道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mailto:pemish@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