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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练技术到教练资本 

第一种境界 

  处在第一种境界的教练，你会感觉他

十分自信，性情张扬，很有锐气。他会

非常乐意谈及他所获得的成就荣誉；发

表的文章或出版的书，以及经典的个

案，在谈论中常会尖锐地发表对不同观

点的批评。在这个阶段的教练还有一个

明显的外在行为特点，就是老是忍不住

要去指出别人的心理和个性问题所在，

涉及的范围包括亲人朋友或同行。他们

的意见大多数时候是有见地的，你能感

觉得到他确实点出了问题所在，但不知

为何，就是让人心里不舒服。也许，你

直觉地了解到，他说这些问题并不是为

了帮你，只是为了证明他自己的能力和

优越感而已。常常因此类行为影响了他

的人际关系。这种类型的教练在过程中

采取的常常是探究型和控制型的训练

方式，乐于使用各种“立竿见影”的简

快方法，出现野蛮分析时候比较多。 

  好在教练这一行，必须是不断进行自

身学习的职业。这正是教练技术的魅力

所在，每一个全情投入于这个领域的

人，最终自身也会获益良多。 

第二种境界 

  到了第二境界，教练更多的是心理能

量，他们比一般人更中立、沉稳，或者

叫自我实现。他们肚子里面装了更多的

知识和智慧，变得沉静下来。当你靠近

他时，可感觉到他内在很自信，但这种

自信已经不让他人反感。他不会主动谈

及自己的成就，表现出低调和稳健。他

神情内敛对人和气，接近他就像靠近春

天的太阳般温暖和舒适。他明白自己的

职业角色和本人真实自我的界限，也了

解自身的局限。他从来没有想要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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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成一个没有缺点的完人。他可以坦

然地谈及自己的不足之处。明白自身的

弱点，已不能让他感觉到是一种威胁。  

  他断不会陡然指出别人的所谓的心

结，尽管他能清楚地感觉到周围每个人

的个性特点。在某个适当的时候，也许，

他会通过某些方式让你明白你可能还

存在着需要解决的心理情结。然而他的

方式是如此充满着爱和坦诚，以至于你

不可能受到伤害。你会发现，他所说所

做，是出于对他人真诚的关怀和爱。在

教练中，他用的无论哪种流派和方法，

人本主义的精神都会贯穿始终。他的教

练过程表现出踏实和沉稳，追求的质量

胜过追求的速度。  

  到了这一步，应该说已经达到了常人

所无法企及的高度。然而我惊讶地发

现，居然还有第三种境界。老子说“道

可道，非常道”，叫我怎么来形容这样

的教练呢？只能用我有限的文字来尝

试描绘这无限的体会吧。  

第三种境界 

  第三种境界教练他已没了角色的概

念，整个人都和谐统一了，因而它并不

会特意地装扮自己。当他出现在你面前

时，你也许会觉得这是个特别朴实平凡

的人。这时候的他，经过修炼和顿悟，

已无所谓自信不自信，自卑不自卑，当

你靠近他时，不能感觉到任何外显之

气，只能感觉他的内心，就像大海般的

深邃和平静。无论是直接或委婉，你都

不会听到他对别人轻易下结论或评判。

哪怕他只是心神合一，静默少言地呆在

那里，你也能感到从他身上发散的那种

对全人类的悲悯之情。这博大的，完全

没有偏见的、淡淡的无形之爱无声地影

响着周围的人，令罪人在他面前也敢吐

露心声，就像孩子绝不会因为在慈爱的

父母面前露出生殖器而惭愧一样，你也

觉不会因为他在面前表现出弱点而又

有顾忌。尽管他有时没对你说过关于你

的弱点和问题，但当你靠近他时，自然

就会照出自己的影子，清清楚楚地知

道，自己还有哪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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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和现实思考】教练中的提问方向 

现实思考 

各位伙伴，大家有没有这样的

经历：有时候在做 Coach 时，会发

现谈话的路径发生了变化，偏离了

客户原来想去的的方向。可能存在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觉得其中一

个，就是在谈话中，我们会不断发

现一个又一个新的可 Coach 的点，

我称作为 Coach 的“陷阱”，于是

我们容易被这些新的 Coach 点吸

引，于是话题偏离了„„。 

看了下面一段文章（来自网

络），居然一句再简单不过的话“他

不喜欢我”，可以有那么多种的回

应方法，不同的回应方法将把话题

引向不同的方向，这就要求我们在

做 Coach 时，大多数时候，首先要

彻底厘清客户的目标，其次在过程

中教练要心中想着这个目标，方法

上可能会用到各种教练工具，但提

出问题的大方向就是要同这个方

向一致的，很多时候，在对方回答

问题跑题的时候，仍要把他拉回到

原来的方向，如此，才能达到 Coach

目的，才能起到支持对方的目的，

明白了这个道理，作为教练式领导

人的管理者，也可以更有效的帮助

下属。 

  

阅读 

所谓的澄清法，就是训练你对

自己，或别人的语言背后的含义的

洞察力的方法和技巧。也是训练提

升你回应对方的语言的能力。通过

这个学习和训练，使我们能够迅速

发现自己或对方的语言背后的深

层含义，或者是思维的死角，或者

是逻辑上的漏洞。以便达到澄清目

标，引导谈话方向的目的。 

比如有人说“他不喜欢我”。

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有很多可能，可

能是对方想问你“他不喜欢我”的

原因是什么？也可能只是对你的

一种倾诉，也可能是需要你的安

慰，也可能是需要你给他点儿建议

等等。 

那么你可以有很多种回应方

法，实际上你想引导他的思维往何

处去了。下面是几种回应的方法： 

原句：他不喜欢我。 

回应 1：那个他是谁啊？ 

回应 2：他为什么不喜欢你？ 

回应 3：你所指的喜欢是什么？ 

回应 4：他怎么做才算喜欢你呢？ 

回应 5：你为什么要他喜欢你？ 

回应 6： 他不喜欢你，喜欢谁呢？ 

回应 7：你想问我什么？ 

回应 8：你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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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9：那你想怎么办？ 

回应 10：你是想让我告诉你怎么

办吗？ 

回应 11：你是说，你需要改变一

些方式增加他对你的好感，是吗？ 

回应 12：他不喜欢你无所谓，天

下男人有的是，何必如此执着呢？ 

回应 13：算了算了，别去想了，

咱们逛街去吧。 

„„ 

 

通过看上面的例子，你发现了

什么？ 

如何解读一个人的语言背后

的含义和如何回应这句话，主要取

决于，你想将谈话引向哪个方向。 

你是想和他辩论，还是想安慰

他，还是想引导他获得突破，还是

只是聆听而已，还是......一切取决

于你想将谈话引到什么方向。 

也就是说，澄清法的核心是，

你先有个明确的谈话目标。你是想

批评对方、教练对方、引导对方、

帮助对方还是操控对方等等的。 

比如，一句典型

的话“我很烦” 

你如果想批评

对方，你可以这样回

应：“烦什么烦，就

你知道烦啊，一点儿

小事都搞不定。” 

如果你想帮助

对方，你可以有这样

的回应：“那你想问

我什么？” 

如果想澄清对方跟你说话的

目的：“你是想让我告诉你如何做，

还是想让我帮你厘清思路，还是仅

仅是跟我抱怨一下而已呢？” 

如果模糊地引导，你可以这样

回应：“你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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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练过程中如何做到不指引和不判断？  

我最近被问到：“如何能够在

教 练 过 程 中 发 展 出 不 指 引

（ Non-directive ） 和 不 判 断

（Non-judgmental）的教练风格

呢？”我首先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

意思的问题，因为作为一名教练，

在教练过程中我经常会给到客户

一些指引。 

 首先，我得澄清一下我说的

“指引”，我在教练过程中的“指引”

是指我在引导教练的过程，或者帮

助客户考虑到他们不愿或者没有

看到的方面，或者我去挑战他们去

思考一些问题。我认为在教练过程

中，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部分。所

以当我说到“不指引”，我是指我不

会告诉我的客户如何做或者告诉

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问题是我经常在面对客户的时候

遇到类

似的解

决 方

案，所

以这些

解决方

案经常

跳到我

的脑海

中。 

第二，我可能对所有的事情会

有判断，譬如客户对其他人的说

法，我对他们提成的解决方案、他

们的行为或者思维的看法。在头脑

风暴阶段我可能会认为：“噢不！

我才不会那样做”或者“噢是的，非

常棒的主意！”——很明显，我有

了判断。有些判断很明显，但通常

判断是无意识的。有一次的教练环

节，我对客户有了判断并且对教练

过程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但当时我

没有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我经过了多年的成长发展，在

教练过程中“指引”和“判断”这样的

情况还是会发生，但是越来越少

了。所以我建议首先我们先接纳指

引和判断这样的思维会发生，这样

做的目的是让我们竖立一个目标，

当它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有意识

地、积极地减少它对教练的影响。 

对于减少

指引和判断，

我可以给大家

提 很 多 的 建

议，在这里我

重点分享两个

方面：教练状

态 和 反 思 练

习。 

教练状态 

在进行教练之前，先让自己进

入一种平静、安静及反思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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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能够帮助我们调整大脑的状态。

你的教练状态还受你对客户的信

念及你在教练关系重点角色的影

响。 

我有一个信念：每个人都有自

己内在的智慧，我把它叫做“看不

见的教练（Invisible coach）”，这

种智慧能够提供给客户所需的所

有答案。在教练过程中，我相信如

果我们能够创造合适的环境，他们

的内在智慧能够浮现出来。我方向

一定要找到解决方案的责任，这是

客户的责任。我的角色是帮助客户

接触到他们内在那个“看不见的教

练”，这样他们可以找到自己的解

决方案。 

我同时也爱我的客户。对某些

人来讲，“爱”是一个有些“过”的词

语，所以我把“爱”描述成一种对客

户开放的心态。我尝试去看到这个

人行为、思维背后的内容，哪怕我

不认同这些内容，这么做能够让我

做到没有判断。 

反思练习 

我非常倡导在教练过程中及

教练结束后进行反思，反思能够帮

助你留意到是否有指引或者判断，

这能够给我们机会为客户提供一

些不同的东西。做到在教练过程中

反思是需要花一些时间来练习的，

但是做到这一点的第一步是在教

练结束后反思自己的教练过程。这

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教练过程中发

生了什么，并且明确将来的教练过

程要留意什么。最终，你能够在做

教练过程中接触到你自己的内在

的“看不见的教练”，它会给到你机

会，在那一刻采取不同的干预方

法。 

这里有一些你可以在教练过

程中或者结束教练后使用的问题

（当然并非每次都需要）： 

我在为这个问题寻找某个特

定的答案么？ 

我在操控教练的过程并且引

向某个特定的解决方案么？ 

我提供这个干预的目的是什

么？ 

我对这个干预背后的假设是

什么？ 

一旦你能够通过反思练习在

事后识别出方案和判断，那么以后

在类似的想法出现的时候要能够

注意到。不是说阻止这种想法的出

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更容易的

方法是，留意到这种想法出现，然

后在那一刻选择使用它或者放下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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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排名前五的 NLP 大师苏茜·史密夫 

 

在 NLP 专业教练领域，苏茜·史密夫女士是国际排名前五名的大师之一。她毕业于美国犹他州大学及维珍尼亚州理

工学院；取得辅导学的学士及硕士学位。在接触 NLP 文化后，她觉得这门学问博大精深，所以努力钻研。早已取得 NLP

的执行师，高级执行师及导师资历并获美国催眠导师学会颁发的专业催眠师证书。苏茜·史密夫女士在教练领域有 35 多

年的教学经验，最擅长的是将最复杂的教练问题简单化，其授课风格轻松、愉快，行云流水般的让人如沐春风。 

 

 

 苏茜老师您每天状态这么好，您是

如何活出这种教练状态的？教练技术

是如何帮助人们生活更加幸福的？ 

苏茜老师：我非常的懂得如何照顾自

己，我常常有很好的睡眠，经常锻炼，

冥想，喝大量的水，吃健康的食物，身

体就会支持活出教练状态，还有保持积

极的态度去看什么是对，而不是什么是

错，教练状态对我来说是有关尊重及给

予别人的荣誉，我常常开放自己去学习

新的东西，活在当下，自觉。 

苏茜老师您好,很高兴您是我们 9 月份 NLP 专业教练文凭课程第三模块的导师，在几

天的课程中，同学们非常喜欢您的授课风格，您总是能将最复杂的教练问题简单话，

每天都会以一个和当天学习的教练技术的小故事来结束课程，上您的课非常轻松愉

悦。您每天的如此精神饱满的状态感染者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和我们谈谈您是如何

成长为一个国际知名教练大师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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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LP 和教练技术是如何完美结合

的？ 

苏茜老师：NLP 告诉我们“怎样”，教我

们怎样去接受改变，给我们方法去检验

思考，给我们技巧去沟通。因此，给了

我们教练空间，这两者是分不开的。 

 要成为一名优秀的 NLP 教练需要

学习和经历一些什么？ 

苏茜老师：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教练，善

于自我觉察，跟自己的内在思想，行为

在一起，不带批判，充满好奇，诚恳的

真诚的关注别人。 

 能分享您一些与 NLP 教练技术相

关的难忘经历吗？ 

苏茜老师：看到别人生命疗愈，他们以

为自己没有机会康复，帮助别人在一些

很不开心的生活里享受快乐，帮助人们

去处理他们觉得非常困难的关系，帮助

人们打开眼睛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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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精彩课程推荐 ——  

NLP 专业教练文凭课程 
2015 年 8 月-10 月（秋季班·上海） 

2015 年 NLP 专业教练文凭课程在上海举行，二十天的 NLP 专业教练文凭课

程分为三个模块来完成，分别在八月、九月和十月份。 

模块一 

纯教练。纯是指完全学习如何提问，何时提问，问

什么问题来帮客户得到最好结果。学习如何倾听，听什

么内容以及如何使用听到的信息。由资深 ACC 教练大师

萨玛·芭特主讲。 

模块二 

结合了所有纯教练和语言技巧并深入整合进子结

构。它是在探索内在，这个模块集中在你找到策略去理

解你的身体和思维如何在你的信仰和行为中连结。由国

际排名前五的 NLP 大师苏茜·史密夫女士主讲。 

 

模块三 

你将彻底明白为什么自己想成为教练，你想成为什

么类型的教练，你想在哪教练、什么时候教练。你的客

户也将受益于此。由美国三所大学高管教练课程教授梅

莉尔·莫里茨女士主讲。 

 

 

开办NLP专业教练文凭课程已有 10年之久，二十天的NLP专业

教 练 技 术 文 凭 课 程 由 国 际 级 大 师 任 教 ， 历 时 20 天 ， 包 含 了 PCC

（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Coach）认证资格的所有课时要求的 130 个学

时。课程最终是帮助客户掌握教练的工具、技巧，并有效的运用在自己

的企业里 ,着重培养人才的开发，通过聆听和发问激励内在力量，使其身

心合一。另一个就是培养成为专业的教练。  

 

Ms. Saima Butt 

萨玛·芭特 

 

Ms. Suzi Smith 

苏茜·史密夫 

 

Ms. Meryl Moritz 

梅莉尔·莫里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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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里的精彩瞬间 
 

 

 

 

 

 

 

 

 

   

老师讲的很认真，学生听的很投入         让我们彼此教练吧 

 

我们第一模块毕业啦 

  

我在聆听你的分享哦               鲜花送给我们尊敬的老师 

 

20 天 NLP 专业教练文凭课程中为期 13 天的（第一、二模块）专业教练

文凭课程圆满结束了，大师的教导是否还在你耳边萦绕呢？相信现在的

你已经在发展中跨出了一大步，正在渐渐超越你的所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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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公开课计划总览表 

课程 时间 老师 价格 

NLP专业教练文凭课

程说明会（上海） 

2014 年 11 月 14 日 

2014 年 12 月 12 日 

2015 年 01 月 16 日 

2015 年 03 月 20 日 

TY Chiang 姜登云 

TY Chiang 姜登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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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玛·芭特 

Suzi Smith 

苏茜·史密夫 

Meryl Moritz 

梅莉尔·莫里茨 

（中英文授课） 

RMB42,000 元 

(不含食宿) 

 

教练式经理人课程 
2014 年 

12 月 19 日-12 月 21 日 

Damian Goldvarg 

戴米安·葛德瓦 

RMB9,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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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emish@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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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来加入我们，从这里开始你的教练之路吧！ 

 

 

 

 

哲道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教练技术助您发挥潜能，成就生活与事业梦想！ 

还在犹豫什么呢？请步入我 

们的课堂来感受大师们的倾情演绎吧， 

愿您能在这里打破一切障碍到达成功的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