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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教练技术对管理职能的影响 

管理大师汉迪指出，管理学的目的

一直是寻找最佳方法，让拥有不同技能

与立场的人，为了共同的目标，同心协

力完成任务。在知识经济时代，传统的

指挥、控制、命令式的管理方式已经无

法适应现代商业环境，企业管理者需要

更新管理理念和管理技术，而企业教练

技术满足了时代需求。企业教练技术强

调以人为本，通过一系列有方向性、有

策略性的过程来洞察被教练者的心智

模式，从调适员工信念着手，着重激发

个人潜能，令被教练者认识自我，发挥

自身潜能和主观能动性去发现和创造

更多可能性和价值，并能够有效地激发

团队整体的力量，从而提升企业生产

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是一个 

无答案的时代。这是因为答案从上游产

业转移到了下游产业：企业中，工业经

济时代指挥、命令和控制式的传统管理

模式，以上司为核心的理念，已经不再

适合当今时代竞争日益激烈的商业环

境。答案存在于下属之中，即应该以下

属为本，上司协助下属挖掘自己的潜

能。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使管理者管理

行为也随之变化，开始担当员工的教

练。 

企业教练技术对管理职能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企业教练技术对计划职能的影响 

计划为组织设定目标，并建立起达

到目标的最佳目标，是管理的主要职

能，是其它职能基础。企业教练技术对

计划工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 

1.对企业愿景、使命与战略的影响 

计划重要性在于厘清组织发展的

愿景和使命，制定战略，解决活动的方

向问题。愿景描述企业的发展方向，使

命是指企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应担

当的角色和责任，而战略是指导组织发

展全局的计划和策略，表明组织将采用

怎样的方式履行使命、参与市场竞争。 

愿景是勾画未来的蓝图，从而激励

组织全体成员勇敢地在现在采取行动

去创造未来。企业教练技术运用厘清目

标的步骤以及设定目标的教练技巧，帮

助组织为愿景设定长期和短期的目标。

企业教练技术运用旁观者的视角，不断

地重新审视组织的使命，重新界定、认

识其责任或义务，进而影响到企业战略

的选择，也影响战略实施的可行性以及

战略实施的效果。 

2.对目标管理的影响 

教练式管理要设定合理的目标，而

目标管理则是教练式领导普遍运用的

一种方式。目标管理与企业教练技术的

结合点存在于参与式制定目标的过程

当中，教练式管理通过发问、倾听、区

分等技巧引导员工自己制定目标，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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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能够很好地协同企业愿景、使命、

战略。由于员工参与目标制定，使目标

更加具有实际价值和可行性，也更能激

发部属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管理者及其

部属共同确定具体的绩效目标，能够将

个人需求和企业的最终目标结合起来。 

3.对制定计划的方式的影响 

传统计划制定工作由最高管理层

在正式计划部门的辅助下，由上而下逐

层按照特定的需要进行裁剪。教练式管

理理念认为答案已经转移到下游，即下

属，它倡导管理人性化、组织结构的扁

平化和分权授权，使得计划工作吸收更

多的组织成员来参与。计划不再是逐层

传达，而是吸收组织各个层次和相关部

门的员工共同制定计划。尤其是在今天

动态的商业环境下，管理者需要更具柔

性来保持计划工作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而企业教练技术恰恰适应了这一需求。 

企业教练技术对组织职能的影响 

组织职能包括决定应该从事哪些

任务，应该由谁来从事这些任务，这些

任务怎么分类和归集，谁向谁报告，以

及在哪一级作出决策的过程。 

1.对组织结构的影响 

答案存在掌握直接信息的下属中，

呈现分散化的态势，因此应该搭建便于

收集答案的组织结构。教练式管理强调

将传统的垂直式组织结构转变为扁平

式组织结构，减少管理层次，增加管理

幅度，扩大了上司与下属的接触面，减

少信息传递的时间和沟通障碍，有利于

形成一个相互学习、整体互相思考、协

调合作的群体和学习型组织。 

2.对权力配置与组织沟通的影响 

组织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权

力配置和组织沟通方式，组织结构的扁

平化与柔性化必然导致权力下放，上下

级关系转变，影响组织沟通方式。 

由于企业教练不是为员工解决具

体问题，而是引导员工主动察觉自身现

状，厘清目标，引发思考，自己找到解

决问题答案并采取行动，采用教练式管

理的组织中分权程度更大，决策权限的

分配更为分散。管理者更多的是做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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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引导者，来协助员工做出正确的决

策，而不是简单地控制决策权和发号施

令。 

企业教练的实质就是培养部属的

良好心态，挖掘潜能，突破自我，用他

们自己的力量来达成目标。这种有别于

传统组织沟通模式的新型沟通方式，弥

补了直线职能制中部门之间的平行沟

通的缺陷，改善了下行沟通的困难，能

够有效消除员工的防卫心理，使得组织

之间上下级的沟通更为顺畅。 

3.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大中型企业在招聘新

员工的时候， 倾向于招聘那些可塑性

或者可教练性较强的员工、具有教练能

力的未来管理者。企业教练技术中 MBT 

I、FIRO- B、九型人格、事业取向价值

分析等测量工具的运用，能够使管理者

更好地了解员工的事业价值取向和性

格特征。同时，教练式管理通过提问和

对质的技术，引导员工认清自身的优

势、劣势、兴趣爱好等，能够实现人与

工作、人与组织的最佳匹配，能够使管

理者对下属有更深入的认识，针对其长

处来安排工作，促进个人的职业发展。 

4.对员工培训与开发的影响 

企业教练技术既是一种员工培训

方法，又是一种员工潜能开发的技术。

教练式管理者熟知本部门各个岗位的

工作技能需求以及部门现任人员的实

际水平，最清楚了解工作需求和员工实

际水平之间的差距，能够详尽、准确、

及时地分析每位部属的培训需求，能够

有针对性地对部属进行培训。另外，在

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中将教练与培训相

结合，实际上就是将激发员工的主观能

动性和实际工作技能培训合并为一体，

在提高员工工作技能的同时，切实开发

员工的潜能，真正带来实际的企业效

益。 

5.对组织文化的影响 

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将企业教练技

术应用于管理实践最终在组织中会形

成一种以人为本的高绩效教练文化， 

开发员工的潜能，支持员工个性自我实

现，带来持续的绩效改进和核心竞争力

提升。此外，企业教练技术促进知识管

理和智力激发，也是创建学习型组织的

有效工具。教练式管理模式中， 管理

者承担起推动者、支持者和倡导者的角

色，使所有的组织成员都积极参与到与

工作相关问题的识别和解决中来，从而

使组织形成了持续适应和变革的能力。 

企业教练技术对领导职能的影响 

领导就是传播思想、梦想，它是一

个影响群体成功地实现目标的过程。企

业教练技术对领导职能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对管理决策的影响 

决策是组织的决策者以其知识经

验和掌握的信息为依据，确定组织未来

的行动目标，并分析选择行动方案的决

断过程。领导者做为企业教练的核心任

务则是帮助部属区分事实与假设、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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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观臆测，消除演绎的成分，看清事

实的真相，发现解决问题的关键点，寻

找和发掘可能的解决问题或提升绩效

的环节，其动力对话系统就是利用还原

事实和数

据来还原

事情本身

的真实面

貌。只有

基于事实

的决策才

是正确的

决策。企

业教练技术有助于决策者甄别事实真

相，提高决策的有效性。 

2.对激励和授权的影响 

企业教练技术从本质上来说就是

激励与授权的领导技术，以人为本，重

点在于让员工以最佳的态度和心态来

对待工作。教练通过一系列有方向性、

有策略性的过程，洞察被教练者的心智

模式，向内挖掘潜能，向外发现可能性，

使被教练者有效达到目标。因此，企业

教练的领导方式不再是为员工解决问

题、只关注事不关注人，而是运用教练

技巧激励员工自己发挥潜能和创意，寻

找问题的解决之道。领导者将赋予员工

更多的责任，相应地，也会更多地给员

工授权，让其充分利用自身的力量来有

效地完成工作目标。 

3.对组织氛围的影响 

营造良好的组织氛围是领导的主

要职责。好领导者应该是好导师，他们

教导员工并增强自身能力，能够清楚地

说明自己的观点与信念，引导员工追随

实践。教练型领导通过教练式沟通有助

于以人为本的和谐组织氛围形成。领导

者 与 部

属 之 间

有 效 沟

通 的 前

提 是 他

们 之 间

要 建 立

融洽、信

任 和 平

等合作的亲密关系，亦即教练伙伴关

系。只有进行高效沟通，做为教练的领

导者才能帮助员工认识自我，发现并克

服那些妨碍自身发展的内在心理障碍，

优化心智模式。 

4.对团队建设的影响 

随着当代知识型员工独立性日益

增强，教练式领导者不再忙于控制和命

令，而是通过对员工的开发和培养，使

其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自然就能赋

予更多与其能力相匹配的权力，实现员

工的自我管理。领导者可利用教练沟通

技巧消除团队中的不和谐因素，建立理

想的团队人际关系。另外，企业教练技

术(比如九型人格分析)在目标管理、人

员配置、沟通、授权和绩效辅导等方面

的有效应用都会使团队工作更出色。 

企业教练技术对控制职能的影响 

控制职能是管理者监控、比较和纠

正工作和工作绩效的过程。绩效管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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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对人力资源的能力、绩效等的一种

监控、比较和纠正的循环过程。管理者

在绩效管理中更多依靠恰当的提问、倾

听和有建设性的反馈等教练技巧，而不

是依靠分派任务和硬性控制来完成。 

身为教练的管理者不仅仅是单方

面进行评估考核和发号施令，而是与下

属一起进行工作总结，共同寻找问题所

在以及开发行动计划。管理者通过有效

对话，引导下属思考，并主动发现和解

决问题。教练对员工工作能力的培养和

自主性的开发，使传统的单方面控制更

多地向员工自我监督和自我控制转变。 

企业教练技术对创新职能的影响 

创新是寻找机会、提出构想、迅速

行动、坚持不懈的过程。而创新职能的

基本内容包括: 目标创新、技术创新、

制度创新、组织机构和结构的创新、环

境创新。企业教练技术对于创新的支持

和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上至领导下至一

般员工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至

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做为教练的

管理者就犹如一面镜子，以中立、平等

的身份辅以教练技巧来反映真相，协助

员工洞悉自己， 看清自己的位置或状

态，了解自己的心智模式和行为模式，

并就其表现的有效性给予直接的回应，

从而有效地促使员工发挥其主观能动

性和创造性，以最佳状态去实现目标。

(2)做为教练的管理者还要承担指南针

的角色，帮助员工理清目标，清晰他自

己的真正目的。在此过程中，管理者不

会代替员工拟订计划和建立目标，只会

激励他去找到自己的方法，从而极大地

激发员工的创造性思维。(3)做为教练

的管理者还能够像钥匙一样，打开束缚

员工发挥潜能和创造性的桎梏，包括对

失败的恐惧、对变化的抗拒、对压力的

感受等，使其避免自我设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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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技术的核心原理 

是什么障碍人们的表现更好呢？

企业教练先驱添·高威提出来的理论

更好地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他有一个经

典公式：表现＝潜能-干扰。在添·高

威看来，一个人的表现不佳，并不是他

没有这个潜能，而是因为有更多的干扰

存在，从而降低了他的表现。这个公式

相当于心态教练领域的“牛顿定律”，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生物学家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

们在一个玻璃杯里放进一些跳蚤，发现

跳蚤立即轻易地跳了出来。根据测试，

跳蚤跳的高度均在其身高的 100 倍以

上。接下来实验者再次把这些跳蚤放进

一个加了玻璃罩的杯子里，会听到

“砰„„砰„„”轻微的撞击声，跳蚤

们个个“蹦、蹦、蹦„„”地撞在玻璃

罩上。跳蚤虽然跳不出来，但并没有停

下来，因为跳蚤的生活方式就是

“跳”。一次次地被撞，跳蚤开始变得

聪明起来了，它们开始根据玻璃罩的高

度来调整自己所跳的高度。经过一段时

间，玻璃罩又降下一个高度，这些跳蚤

又一次次地被撞，它们再根据玻璃罩的

高度来调整自己所跳的高度„„随着

玻璃罩一调再调，接近瓶底„„最后实

验者开始把玻璃罩轻轻拿掉，跳蚤不知

道玻璃罩已经去掉了，它们已经从一个

跳蚤变成了一个可悲的爬蚤！ 

后来，生物学家在玻璃杯下放了个

酒精灯，并且点上了火。不到五分钟，

玻璃杯烧热了，所有的跳蚤自然发挥出

求生的本能，不管是否被撞痛，全部跳

出了玻璃杯。 

这个试验生动地说明了，干扰和潜

能的消长关系。对于跳蚤而言，它是有

潜力跳出玻璃杯的，但是“干扰”的存

在却让擅跳的跳蚤变成了爬蚤！这是多

么可怕的事实啊！玻璃罩不仅罩在杯子

上，而且罩在了跳蚤的潜意识里，罩在

了它们的“信念”上，行动的欲望和潜

能就这样被扼杀了。其实，这样的例子

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所以，精彩的人生是需要挑战和激

励的！人有些时候也是这样。很多人不

敢去追求成功，不是追求不到成功，而

是因为他们的心里面有着太多的干扰。 

比如，每个人都会说话，除非是哑

巴或者有特殊疾病。但据科学家调查，

在公众面前发表演讲，却成了 90%以上

的人一生除了死亡之外的第二大恐惧，

尽管平时滔滔不绝，但是一旦众目睽

睽，立即汗如雨下、面红耳赤而不知所

云。细细想来，其中并无本质差异。对

着一个人是讲话，对着 1000 个人同样

是讲话，为什么原本口才极佳的人换了

一个场景就表现如此低分？这同样涉

及到前面提到的心态与方法的问题。非

不能讲话，而是不敢讲话，技术性上具

备条件，只是心态上出现了“短路”。

干扰时刻存在，因为人类有思想，时刻

在思考。资料表明，每个人从生到死，

每天会有 5万—8万个念头，连绵不绝！

而这些念头有多少是对你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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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其实很少！所以从表面看，干扰是

来自外界，实际上所有的干扰都来自内

心，来自人们对于外界的看法和态度，

来自于心里的恐惧、担心、嫉妒、紧张、

压力„„等各种负面的想法，同时甚至

也来自想做好、不负众望、超越自

己„„等等正面积极的念头，因为有时

候任何想法都会成为干扰。 

类似不敢上台演讲这样的事情每

天都在发生，例如“不敢找人沟通„„

怕被客户拒绝„„怕开会发挥不

好„„”等等，不是不懂方法，而是内

在的干扰太多，这些干扰最终成为人们

做不好的“元凶”。 

同时，心态教练还有一个极其重要

的核心原理是“信念——行为——成

果”，意思是信念决定行为，行为决定

成果！人的信念很难改变，但拓宽之后

会有所不同！如何衡量信念是否需要拓

宽？为什么要改变态度？其最终的立

足点是人的目标。当目标确定了，与之

不相符的态度和行为都需要改变，而根

源中的各种干扰目标实现的信念也就

需要拓宽了。 

其实，从宏观来说做教练很简单，

一个是支持到被教练者降低、拿掉干

扰；另外一步即是支持到被教练者拓宽

信念看到新的可能性！一个人看到了可

能性才愿意做事，他才会从内心产生行

动的张力，才愿意去付诸行动。人一旦

开始了新的步伐，而且从中得到了好处

时，便会渐渐脱离旧有的习惯，坚定迈

向新的道路。 

以上两点是心态教练的核心原理，

也是心态教练的两件法宝，千锤百炼的

心态教练秘籍往往就只有简单的几个

字——表现＝潜能－干扰；信念—行为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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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价值的课程推荐 ——  

《教练式经理人》&《教练式化解冲突》课程 

今年 6 月 4 日至 6月 7日《教练式经理人》和《教练式化解冲突》就要开班啦！

你报名参加了吗？ 

《教练式经理人》课程特色 

 教练式领导以其独特的优势，将如何领导追求自主、注重自我、工作能力强、

个性鲜明的人，带给大家分享。  

 中英文授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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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包含了ICF的ACC认

证资格要求的18小时，和8小时学习时数。 

 经理人能够更有效地发展员工，并更能吸引人才。课程中提供的工具和模型

简单易用，能帮助经理们工作更有效，取得更好结果。 

《教练式化解冲突》课程特色 

 教练技术中的新领域，针对如何用教练技术化解冲突，妥善处理人际关课程。 

 课程中将教授如何运用教练技术化解冲突矛盾。 

 分析产生冲突的根源，处理问题分歧的方法。 

 课程适合期望处理冲突的企业员工、管理者。 

 

 

 

 

  
 

 

 

 

 

 

 

 

 

2014 年课程回顾 

 
Mr. Damian Goldvarg（Ph.D, MCC） 

戴米安·葛德瓦先生（组织心理学

博士, 大师级教练） 

戴米安·葛德瓦先生在测评、教练、领导力发展、人才管 

理、引导、战略计划、团队建设领域有20多年的经验，这 

也使他成为世界很受欢迎的演讲嘉宾之一。 

他来自阿根廷，现住美国洛杉矶，拥有与来自不同文化和 

社会背景的人共同工作的丰富经历。他曾在40多个国家工 

作，能用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提供服务。 

通过活力、娱乐性的演讲，他帮助财富100强的跨国公司、 

政府、社区组织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并出版了两本关于个 

人成长和教练能力的书籍。他是Goldvarg咨询集团的主席 

也是ICF国际教练联合会上任全球主席。 

 

导师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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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ebe你是如何将教练技术运用在公司运作上的呢？有些什么样的帮助？ 

首先，我的公司里面都是年轻人，而且都是超级聪明的年轻人。要coaching  Leadership style。

我学了教练技术之后，与我公司团队做沟通的时候，让他们能够觉察到自己的潜能，发挥得更好。

我是公司的HR Partner,我将教练技术运用于公司员工的升职，绩效评估，还安排不同的coaching给

他们。有一些是我个人负责的coaching,或者senior的人，我就会给一个exaggerate coach，这样就

能提升他们自身的Leadership，这都是我学习了教练技术之后带给我的能力，让我能为公司贡献更

多。并且除了我本身的专业之外，觉得教练技术运用于公司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我们公司的

同事们都感受到，教练技术对他们Energy Level的提升，领导力的提升，是相当有帮助的。 

好的Phoebe，我们聊了工作，也聊了公司，那自从你学了教练技术后，对你家庭间的相处有什么帮

助？比如和孩子的沟通之类的？ 

我觉得家庭间的相处就更好了。教练技术中的沟通技巧，当我与领导，家人，孩子，每一个人的相

处都很有帮助。首先都需要互相尊重，需要聆听，以及被聆听。因为我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所以

教练技术也培养了我的耐心，让我学会了聆听别人的话，帮助了我弥补这一缺点。我的女儿们都是

18,19岁了，所以当我有了这一改变后，他们也更喜欢这个妈咪，因为我会更懂得和他们沟通，更加

耐心的去聆听他们的想法。也是让他们觉得，我更尊重他们了，她们也很替我高兴。所以我和孩子

也相处得更融洽了。 

谢谢Phoebe既然你将教练技术都运用得这么好了，你有什么和我们广大读者想讲的，还有想要成

为教练的朋友们说的呢？ 

首先我想说，教练技术，不要以为只是HR的专长，我们可以将教练技术作为一个专业，is good to 

help。这对自己来说，是多了一个能力。教练技术也是一个沟通技巧。运用教练技术不只是可以帮

到别人，和别人沟通好以后，可以教练自己，这个是非常宝贵的经验。学习了教练技术后也提升自

己的价值观，让自己生活的更开心了。这个能力，能够帮助我在工作上发挥的更好，影响到我身边

的每一个人，从孩子到，家庭，老公，我的朋友，他们都能与我相处的更加融洽，更加愉快了。他

们觉得和你相处是有所提升的，这个是最重要的，不仅是开心了很多，通过与你的沟通，他们自己

也有所提升。用开放的态度去学NLP教练技术，可以把它运用在方方面面，不只是HR，教练技术也不

局限于HR领域，如果大家对教练技术有兴趣，都可以去学一下，肯定可以受益良多的。 

外资企业副总林佩文 Phoebe Lam 专访 

哲道行每一次的期刊，都会挑选一位学过NLP专业教练技术课程的

学员进行采访，介绍他们目前是怎样运用教练技术在生活和工作当

中的。这次非常荣幸请到了Phoebe Lam做专访。 

Phoebe你好首先，教练技术，对你工作带来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我学习教练技术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了。我是一个senior 

leader，教练技术对于我带团队，非常重要。教练技术对我来说不

仅是带团队，对于提升一个公司的Energy Level也是很有帮助的。

学了教练之后，好像对于每个人提升他的Energy Level都非常有帮

助，让他更能够有发挥的空间。我也因学了教练技术，成为了公

司 Leadership Training 的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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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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01 月 16 日 

03 月 20 日 

05 月 15 日 

06 月 19 日 

07 月 17 日 

08 月 06 日 

11 月 05 日 

12 月 01 日 

 

TYChiang姜登云 

TYChiang姜登云 

于国庆 

陈萌 

于国庆 

—— 

—— 

—— 

公益 

教练式经理人课程 
2015 年 

06 月 04 日-06 月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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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06 月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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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小时 10 天 

2015 年 

04月10日-04月13日 

05月01日-05月04日 

05月22日-05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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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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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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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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