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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的感官分为：视觉、听觉、

嗅觉、味觉、触觉。书中以 NLP

的方式将感官分为三大类，视觉型、

听觉型和触觉型，在以此分类的同

时就开始表明了作者的观点，人的

学习方式主要分为这三种，虽然不

同的人学习方法参差不一，可模式

就这三种。视觉型学习者，以图像

学习为主，对能看到的一切事物都

非常的敏感。现实生活中视觉型的

人占大多数，他们对事物中的环境、

色彩等画面非常的敏感和感兴趣，

在三种类型学习者中，视觉型学习

者在接收资讯和学习速度上是最

快的，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基本上

是以视觉学习为主，这其中包括学

校的讲课。听觉型学习者，以声音

学习为主，对能听到的一切事物都

非常的敏感。他们的学习方式以听

为主，这就是许多人在讲话时不看

对方的脸或上课时不看着老师讲

课而能学习和接收信息的原因所

在，因为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听。触

觉型学习者，以感觉学习为主，对

能感觉到的一切事物都非常的敏

感。在三类学习者中触觉型学习者

在接收信息和学习速度上稍略逊

色于前二大类学习者，因为在我们

的生活中，学习方式主要是以图像

和声音为主，许多学习成绩差的朋

友们可能存在的原因就在于此，又

或者说是一位听觉型或触觉型的

老师给一群视觉型的学生讲课。 

书中提倡的学习方式是以三大

类均衡学习为主，像目前已经开始

被人接受的记忆法，它的诀窍就在

于利用了三大类内感官的均衡发

挥。 

NLP 之唤醒内在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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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开始了解到内感官重

要性的同时，一个比内感官更为重

要的事情，是需要我们来注意的，

它就是心智模式，心智模式会导致

人们对世界上所有事物的看法不

同。为什么有的人学习起来毫不费

力，而有些人却感觉困难重重呢？

这可能是由于过去成长的关系对

大脑的心智模式产生了一些差异。

例：邻居甲家的孩子上小学一年级

时第一次考试就获得了一百分，父

母认为孩子是块读书的料就经常

夸奖孩子，孩子在常被夸奖的同时

久而久之在心智模式上便开始认

为自己就是一个会读书的人，从而

建立了一个标签“我很会读书”，

之后即使遇到再难的题目一时没

想通，但有这个“我很会读书”的

标签存在，甲家的孩子便会一试再

试真到自己解决难题。从而满足

“我很会读书”这个标签，当然这

个“标签”会自然而然的开始循环，

成绩自然也就越来越好。可乙家的

孩子或许在年幼上学时因头几次

成绩不理想，而被父母贴上“这孩

子不会读书”的标签，而经常责备

孩子，孩子在常被父母责备的同时

久而久之大脑心智模式中便会建

立“我不是一个会读书的人”的标

签。致使成绩一直不理想甚至越来

越差。当然我只是举例说明，其实

具体情况不止这一种。 

某些事情因为你相信它的发生，

所以它发生了，由于你的信念促成

事件的发生。－法兰克.罗德 

从例子不难看出，大脑心智模

式形成的“标签”是正面的、还是

负面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多么重要

的事情。当然作者也提供了清除负

面标签的方法，像增添力量的“卓

越圈”、整合各项因素的“双手合

并”、关于目标的未来“自我相像”

等，便是一些非常有效的方法，通

过分离和削弱人的负面元素，进而

增加其正面元素从而达到一个更

有效积极的学习和生活的方式。 

以前会看到或听到说 NLP 的

核心是模仿，在这里作者讲述了通

过想像自己是该门功课的授课老

师或考试出题人，使用了这样一个

“身份定位”的技巧，来模仿老师

的大脑思维，想像自己就是老师时

该讲授些什么知识给学生们听，以

何种方式讲，考试时出什么样的题

目给学生从而掌握和了解学生们

对知识的了解程度等。这也是一个

非常有效而实用的技巧，它不仅仅

可以用在学习或考试方面，还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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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像情感问题、人际关系、商业谈

判等许许多多的方面。 

最好的学习时间是在临睡之

前对思维上的整理或提问，又或者

是清晨刚醒来时便开始吸收对自

己有帮助的信息，这二个时间段是

较为有益和有效的，在心理暗示时

这二个时间段也是不可多得的好

时机，值得一提的是每当阅读时感

到越来越厌倦时，又或者是当一个

问题想了半天没有想出合适的答

案时，不妨休息一下，这样更有利

于知识的吸收及答案的寻找。 

心中的剧院，一件事物对你产

生的强烈程度取决于你大脑中使

用的画面、声音和感觉，通过对内

感官次感元（经验元素）的改变，

将能有效转变你对事物的看法或

记忆程度。人们对彩色的画面相比

黑白的画面感觉更为强烈，亦或者

是有声音与无声、画面的动态或静

态，都会对我们产生不同的感受。

例如在不久前或刚才，一个强烈的

突发事件使心中情绪难以抚平在

脑海中荡漾时，可以通过闭上眼睛

将脑海中的画面改成黑白的、图像

改成相比之下更小的、更为模糊的、

无声的、静态的，即会产生与之前

不同的感觉从而达到一个治疗的

效果。又或者说当想对某事物加深

印像时，将画面改为有色彩鲜艳的、

声音悦耳的、可以用手去触摸的、

能够品尝到味道的、能够闻到芬芳

的，这样以来将会达到一个印像深

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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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

要的，而给身体补充能量的食物则

应当需要经过我们精挑细选，书中

将食物分为生鲜类食物（新鲜和具

有生命的食物）例：蔬菜、水果、

等，和无生命的食物（已经死亡或

不具生命力的食物）例：提炼过的

人工产品糖、面包等。生鲜类的食

物对人体来说并不仅仅是利于身

体吸引这么简单，他还为身体提供

了更多的营养元素。相比生鲜类的

食物，无生命的食物虽然能提供一

些身体需要的营养元素，可却少之

又少并且同时还附带许多对人体

有危害的元素。所以在我们日常饮

食中应当尽量少吃这些降低体能

的食物，例：糖、淀粉、白面包、

肥肉、加工食品、化学添加剂、防

腐剂、人工香料、咖啡因等。大脑

运作频率的四个等级：Beta(β )脑

波，它的作用是平衡、收入与支付、

决定事物的轻重缓急或该如何做，

在四波中仅β 波会导致人们产生

恐惧、挫折、焦虑不安、自我怀疑。

Alpha(α )脑波和 Theta(θ )脑波，在

冥想、祈祷、催眠、或心灵极度安

祥与宁静的情况下会产生此波，一

个良好的学习状态时也会产生此

波。在日常学习中可以通过播放一

些轻松的音乐，来为自己创造一个

使大脑轻松的环境会激发此波，又

或者是在面对思考或回忆时，将眼

珠凝视左上方（10 点方向）将有

利于激发 Alpha(α )脑波（注：习

惯左手的人既左撇子则相反）。

Delta(δ )脑波，这种波通常在极度

沉睡的状况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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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改变行为，但有时候行为

也可以改变心智，所以才会有那么

多人强调做积极向上的事情自然

就会有积极向上的心态。我们来了

解 NLP的心智序列和内心储忆： 

◎了解 NLP 的心智序列：（mental 

syntax） 

 “心智序列”是指一个人“思

想组合的方式”。 

  序列像一串暗码，如同电话

号码是由几个阿拉伯数字所组成，

如果你想接通，就得按照正确的顺

序拨号。同理，唯有按照顺序去触

动你的脑子和神经系统，你才能最

有效地“达成心愿”。若“序列”

有变，则产生的结果便会有很大的

差异。沟通也是运用相同的道理。

有些人难以沟通，就是因为不同的

人使用不同的暗码（心智序列）。

当你能破解开这些暗码，你就跨进

第二道门，去模仿成功者那些是最

好的特质。 

◎ 了解 NLP 的内心储忆： 

 人类的“内心储忆”是我们脑

子会经过过滤而保留及时所需要

或未来用得着的资料，而有意地忽

略掉其余的资料。这也说明了为什

么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事件有完全

不同的见解或论点。有人强调他所

看见的，有人却强调他所听到的，

有人则强调他所感受到的。 

  在 NLP里头有一个一直强调

的观念，那就是“地图显示的不是

确实的疆域”。正确的说，它是根

据不同用途而提供类似的疆域架

构。这句话用之于人，意思就是人

的“内心储忆”不是事物的真象，

如此观念才会形成“有效比真实

重要”的行为基础论调是最正确

的。NLP 是不看个人经验的内容，

 NLP 的心智序列和内心储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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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注重其组合的方式，亦即注重对

所发生之事在内心里的看法。沮丧

和快乐有何差别呢？差别就在于

你是如何安排“内心储意”。 

 “内心储意”（我们心中的图

像与心话）加上“生理状态”（肌

肉张力、神经反应、生化作用），

产生“心境”，而“行为”（言行、

举止、呼吸）是“心境”的反映。 

产生你期望结果的关键在于你

正面能量的“内心储意”方式，能

否让你处于进取心境，产生所需的

力量。 

  请在你的心田（心灵花园），

在“内心储意”和“生理状态”

的土壤中，洒下期望的种子（正面

能量），细心照顾，常清除荒草（负

面能量），你将遍地开满了美丽的

花朵。 

  “行为”（言行、举止、呼

吸）是“心境”的反映。记忆的再

现。亦即，行为是把储存的做法，

再施展出来。如果你曾成功过，那

么运用与当时相同的心理和生理

状况，就可再得成功。可惜很少人

会懂得“下意识”地引导自己的

“心境”。 

  请你再次记得，你的心境是

个神奇的力量，是可控制的，不应

容许任何外物来摆布。 

醒思格言：“凡事都得规规矩矩

地按着秩序行。”„圣经 

“除非我的意识同意，否则任何事

物都无法影响我。”安东尼·罗宾 

“思想是行为之母。”„爱默森 

“吾人之身犹如花园，吾人之心乃

照管之园丁。”„莎士比亚 

 人生是好是坏，不由命运决定，

而是由你的信念来决定。（心境产

生信念） 

 

◎有两种方式能改变我们的“内

心储忆”： 

其一是“改变储忆的内容” : 

  例如我们以乐观的心情去看

悲观的故事，感受就有不同。 

其二是“改变储忆的方式” : 

  我们在内心里都有些特殊倾

向，引导脑子用某种方式回应。若

我们能找出这种特殊感觉，便可控

制自己的心智，用鼓舞取代束缚的

方式，助你储意。 

  大家都知道情绪会影响行为，

其实这个说法倒过来看也对，行为

也会影响情绪，只要你装出真有其

事而深信它，就连测谎器都会被你

瞒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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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的内心相比，我们周围的

事物则显得微不足道。 

 ——奥利弗·温得尔·霍姆斯 

可以说，区分是心态教练中最

核心的部分，评价一个教练型领导

的水平高低，关键要看他的区分能

力如何。如果用电脑来比喻教练的

五种能力，聆听就好像是电脑的输

入系统，发问和回应就好像是输出

系统，互动就是操作过程，那么区

分像什么呢？就好像是电脑的中

央处理器——CPU，电脑的资料都

要经过它的处理，输出时才有价值。

教练也一样，聆听了很多东西，还

要帮助被教练者区分到一些信念

上的盲点和混淆的部分，再发问或

回应给对方才能让他有所不同。 

  一个人在某个领域很专业或

是很权威，是因为这个人在这个领

域的区分能力强。音乐家对什么区

分能力强？旋律、音符、乐器、五

线谱„„等很多与音乐相关的知

识；化学家对什么区分能力强？分

子式、元素、化学反应„„等；一

个厨师对什么区分能力强？菜的

色、香、味，原料，调料，菜式„„

等等；幼儿园老师对什么区分能力

强呢？孩子的表情，喜怒哀乐，心

理„„等，比其他人要强；又比如

几个人走路听到昆虫的叫声，如果

是生物学家，很可能从声音中分辨

出是蟋蟀、蝉或是别的什么，甚至

知道它的性别、种类等。显然生物

学家在这一领域的区分能力要比

一般人强。而作为一个心态教练就

是透过区分人的语言、身体、行为、

情绪、信念、价值观„„等，区分

人的心态。 

  一个人对某个行业区分能力

的高低，就表示这个人对这个行业

专业程度的高低。所谓“内行”就

是区分能力强，而不是表面文章，

能区分到常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就

会让人有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

教练技术之 360 度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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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所以区分能力具有“功夫在

诗外”的强烈穿透力。 

  一个人的焦点在哪里，他在

哪里的区分能力就会很强，他的命

运也就在哪里。比如一个人喜欢喝

酒，他对酒的区分能力就强，能分

出年代、地域、口感„„等；一个

人喜欢美食，他对美食的区分能力

就强，他比别人知道美食的地方、

特色、风味都要多；一个人喜欢古

董，他对古董的年代、花纹、背景、

价值、真伪„„等区分能力就比别

人要强。区分能力有的是天生的，

更多是后天锻炼的！人的兴趣会决

定人的焦点，一个人的焦点在哪里，

他的区分能力就在哪里。所以，人

的兴趣大小会影响他在这个领域

的精通程度。 

  从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可以看

到，其竞赛水平提升的过程即是区

分水平提升的过程。在开展乒乓球

运动初期，同样的动作就有了球

“转”与“不转”的区分，首先掌

握了这个区分的中国队就处在了

世界的领先地位上。到后来，转又

有上旋、下旋、侧旋的区分；从线

路上又有近台与远台的区分；技术

上的区分越来越细，而球拍的变化

也开始复杂起来„„所以，一个乒

乓球国手对球技的区分能力肯定

是强于一般的运动员。任何行业的

进步，都是伴随着对业内专业知识

区分能力的提升而提升的。 

  近几年，更多的人认识到心态

的重要性，对于心态的区分能力、

洞察能力开始学习和发展，所以心

态教练的水平提升也很快。再加上

很多各行各业的杰出人士都热衷

和推动教练行业的发展，像美国前

总统卡特、克林顿、GE前 CEO杰

克?韦尔奇等人，也因为有更多的

律师、企业家、心理学家、政府官

员的参与，让心态教练百花齐放，

并细分为企业教练、情感教练、个

人成长教练、青少年教练„„等。

对心态区分水平的日益提高，心态

教练的重要作用和价值自然就彰

显出来了。 

  人的心态变化万千，作为心

态教练要能从 360度的方向多侧

面、多角度灵活地区分，从而支持

到被教练者。区分的不到位，即是

混淆。教练如果区分不到，拓宽被

教练者的信念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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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金牌课程，重磅推荐 ——  

第三届《教练式经理人》课程 

哲道行于 11 月 27-29日，很高兴邀请到 ICF 全球前任主席，戴米安·葛

德瓦先生亲临上海，教授《教练式经理人》课程。 

 

 

 

 

 

 

 

 

 

 

 

 

 

 

 

 

 

 

    

 

ICF全球前任主席 

 

 

组织性理学博士 

MCC大师级教练 

Goldvarg 咨询集团主席 

为哲道行授课 

课    程    内    容 

学 员 能 学 到 什 么 技 巧？ 
 

增加与员工

之间的信任，

让人们愿意

与你合作 

辨别下属的

工作动机，融

合个人与组

织的目标 

 

就员工需求

开展有效的

对话 

 

提 供 有 效          

的反馈 

          

识别反馈的

机会，辨别

“教练时刻” 

           

为员工成长

创造学习的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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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ma 老师这整整 20 天的教练技术培训课程， 

能带来什么好处呢？ 

★那我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我们的客户来找我们进行 

一个教练式的谈话，是因为他们想让我们之间建立一 

个具有信任感的工作关系。那么我们在这里教学员的 

是，如何不带评判地去和客户之间开放式的谈话，并 

且创造出一个开放，有创造力的空间，让学员们去探 

索，自己是谁，如何成为，他们想要成为的人。 

★Saima 老师如果学员们想要参加这个培训课程的话，他们应该考虑些什么呢？ 

★我们这个培训课程是非常完整透彻的一个培训课程，在这 20 天的课程中，我们会非常细致地去

讲如何成为一个专业的教练。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感受，我们因该如何去聆听，如何去观察。这个课

程的设计非常的紧凑，而且是按照国际教练联合会的十一项核心能力来设计的。当学员来到这个课

堂上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多体验的机会。他们既可以从老师那里学习，而且对他们来说最有效的学

习是彼此之间的学习。课程里的很多内容都是非常实用性，并且有乐趣的。这就是我们共同创造出

的一种学习环境。 

 

2015 年 20 天 NLP 专业教练文凭课程回顾 

 

 

 

8 月 13-20 日，9 月 10-16 日，10 月 15-22 日为期 20 天的课程，          

第三模块将于 10 月 15日开始，你准备好参加了吗? 
 

与 Saima 老师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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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时间 老师 价格 

NLP专业教练文凭课

程说明会（上海） 

 

01 月 16 日 姜登云 

公益 

03 月 20 日 姜登云 

05 月 15 日 于国庆 

06 月 19 日 陈萌 

07 月 17 日 于国庆 

08 月 06 日 朵拉（电话在线） 

10 月 24 日 
Meryl Moritz 

(梅莉尔·莫里茨） 

11 月 05 日 于国庆 

12 月 04 日 陈萌 

 

NLP 专业教练文凭课

程（上海） 

60 小时 10 天 

 

04月10日-04月13日 

05月01日-05月03日 

05月22日-05月24日 

 

 

 

姜登云 

（全中文授课） 

 

 

 

RMB25,000元 

(不含食宿) 

 

教练式经理人课程 
06 月 04 日-06 月 06 日 

11 月 27 日-11 月 29 日      

Damian Goldvarg 

戴米安·葛德瓦 

RMB9,800元 

（不含食宿） 

教练式化解冲突 

课程 

 

06 月 07 日 

11 月 26 日 

 

Damian Goldvarg 

戴米安·葛德瓦 

RMB3,300元 

（不含食宿） 

NLP专业教练文凭课

程（上海） 

130.5小时 2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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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公开课计划总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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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时间 老师 价格 

 

NLP 专业教练文凭课

程（上海） 

60小时 10天 

 

04月14日-04月17日 

05月01日-05月03日 

05月27日-05月29日 

 

叶世夫 

（全中文授课） 

 

RMB29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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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dx@zhedaoxing.com 

2015 年公开课计划总览表 

哲道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课计划总览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