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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诸行动     

让我们赶快行动起来让我们赶快行动起来

如果你的生活节奏太慢，感觉不满意到外

面去寻觅，外面肯定充满了引力  

如果你现在犹犹豫豫，就是在减损满意度

姑娘们，让我们赶快行动起来  

 选自 Tim Armstrong 的 

歌曲“行动起来”  

  

对于 Tim Armstrong 的歌曲，上面的歌词很好地解释了付诸行动的意义。如果你没有付诸行

动，那么你就不会感到满意，甚至是在减损满意度。付诸行动创造动力，这种动力反过来带我

们脱离当前的形势。这个付诸的“动作”，改变我们体内的能量，甚至帮助我们转变观点。当做

决定的时候，这一点尤为明显。当你不得不做一个重要决定的时候，你很可能会衡量各方面的

信息、思前想后，不知道何去何从或者不敢断然下结论。这种情况发生时，你可能会感觉忧心

忡忡，在没有做决定之前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如何。最终，必须做决定的时刻到来了。你做出了

选择，就在那一刻，你深深地呼吸，释放了所有的焦虑，心里豁然开朗。这就是付诸行动的美

丽所在。它把你带到新的空间、新的时代以及新的旅程。  

  

付诸行动通常并不容易。但是，它对于我们感觉成功和成就却至关重要。行动就是去做，去体

验某事。行动是你体验新事物和学习的机会。作为一个人，行动是关于你的发展和成长。付诸

行动就像植物成长。如果植物不成长，它就会枯死。有多少次你观察到那些对生活毫无激情以

及闷闷不乐的人们？这些人在某个时刻选择停止成长、停止发展他们自己、停止付诸行动。现

在你可以看到这样做的结果。付诸行动可能是充满了恐惧，因为付诸行动有着不确定的因素，

你不知道你正在前往何处或者付诸行动带来的“另一面”是什么。因此，选择就是要么你永远不

知道，静止不动，或者是采取行动，创造你想要的生活，成长、发展、学习并且开花，就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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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健康美丽树木上的花朵。付诸行动需要个人约束。这种个人约束的结果就是成功和个人成

就。有时我们可能会感到疲惫，或者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事情会让我们分心，正是在这个时候，

你需要重新集中注意力。注意力分散意味着失去行动。  

  

让我们看一个案例分析来理解付诸行动的重要性。  

  

Peter 是一家大家具店的经理。他有会计学背景，在店里管理一些员工。他喜欢管理企业，定

期和很多的商界同行交往。他主动加入当地医院董事会，并且在自己的角色上非常积极。在他

所居住的社区，人们对他的评价很高。他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最近买了一套新房，正在还

房款。一天他的一位同事提到医院要聘请一名经理。他们要招聘的经理需要有良好的会计技能

和管理技能。Peter 在董事会的职责意味着他非常了解这份工作。医院的行政部门和 Peter 谈

了谈，并且建议他申请这个职位，因为他受到大家高度的评价，考虑到他的技能以及在董事会

的职责，他很有可能拿到这个职位。Peter 回去和他的妻子讨论了一下这个工作机会。这正是

他所想从事的职业生涯。这份工作对他的确很有挑战性，并且让他在经理这个职位上有更大的

发展。但是，他也明白，这份工作不是很稳定，因为医院容易受到政府补助变化的影响。他的

妻子概述了他们是如何刚买了一套新房，他们的孩子正在读书，虽然这份新的工作将会带给他

们一些额外的收入，但是工作的稳定性实在令人担心。Peter 掂量了所有这一切。他非常了解

自己当前的工作，并且员工非常地尊敬他。这么大的变化肯定会给他的家庭和他的妻子带来很

大的影响。为了尽快适应新的工作，他每天的工作时间必须更长。就职责和技能而言，这个职

位的工作量更大。  

  

经过再三考虑，Peter 决定守住原来的职位要比做如此大的变化更加安稳、更加容易。工作的

稳定性也令他担心。当他做出最后的决定不去申请这个新职位的时候，他感觉有些伤感。在接

下来的几年，Peter 失去了动机，也逐渐开始失去信心。他决定留在自己懂的职位意味着他已

经固步自封，不再想去学习，不再想去发展自己。他对没有接受那份工作的失望以及接受新工

作需要面临的恐惧把他留在了一个静止不前的空间。  

  

随着岁月的流逝，家具生意也逐渐衰落，最终那家家具店关门了。Peter 发现自己失业了，便

请求自己的一个朋友帮忙。他对自己找到新的工作几乎没有什么信心，他选择了帮助他的朋友



  

教练技能和知识 | 教练技能 |  付诸行动  Page 3  

  

© International Coach Academy  www.icacoach.com                            

打点生意，没有敢迎接新的职业生涯的挑战。在他的朋友那里不需要太多的技能，逐渐 Peter 

开始依靠他的朋友为他提供工作。Peter 没有参加任何课程，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发展自己。他

停止了自己参与的社区活动，他的热情也渐渐褪去。他并不喜爱自己的工作，但是他感觉自己

找不到其它的工作或者根本没有找工作的信心。  

  

Peter 的故事屡见不鲜。多年前他做出的决定是围绕安稳以及对变化的恐惧。他的妻子同样恐

惧新的职涯带来的变化。Peter 停止了采取行动，停止了学习，停止了发展他自己，停止了成

长。  

  

成功  

● 成功就是我们对生活中充满激情事物的成就。  

● 成功不是我们被告知或者教导去相信。  

● 成功是个人的，只有当用我们为自己制定的目标衡量时，才能实现。  

● 成功就是审视生活方式的转变。  

● 成功就是不断前进。  

● 成功感觉很棒。  

  

自我应用  

付诸行动充满挑战——下一步做什么，如何去做，等等。让我们经历一个过程从而让你付诸行

动。  

  

● 你在一家咖啡馆坐着喝咖啡。时间是从现在起的七年后。你拿起一份报纸，读到了关于

你的故事。故事说的是什么？你有什么成就？凭什么出名？画出或者写出你所能看到

的。  

● 列出截止到那个时间你实现的所有目标。  

● 你已经实现了这些目标，现在感觉如何？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自己吗？  

● 你最热衷于什么？  

● 列出你已经取得的排在前 5 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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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们按照优先顺序列好。从第一到第五的顺序是什么？  

● 在每个目标下面，列出你要开始实现该目标所采取的 5 个步骤。  

● 和你信任的、将会支持你的人分享该信息。  

● 在采取这 5 个步骤上和实现这 5 个目标上，告诉支持你的人你想要他如何支持你。  

●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现在你需要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或者行动是什么？  

   

经历这个过程之后，你可能会发现你体内能量有所增加。想到前进、实现你刚才制定的愿景的

确令人兴奋。在实现你愿景前进的道路上，有时你会感觉好像看不到自己的愿景了。回想一下

当初你制定愿景时、愈来愈清晰自己要甚么时的感觉以及当时拥有的能量。想一下你采取的第

一个行动步骤以及截止到目前你所取得的成就。认可你的成就。把自己带到充满能量的时刻，

自己的情绪就会重新高涨。运动、沉思、练习瑜伽或者其它你需要做的一切，把自己带到充满

能量、精力集中的时刻。想一下你已经取得成就以及你想要感激的人和事。注意你当下的感觉

如何。  

   

你会发现你的能量已经从内部的反省，甚至可能是消极的自我对话转移到了外部的精力集中。 

这种能量上的改变将会推动你前进，然后你需要制定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思考  

  

1. 描述一个你自己真正处于前行状态的时刻。达到那一个状态，你自己做出了哪些方面

的付出？  

2. 为了达到你自己的目标并使自己得到持续前行的动力，你获得了来自生命中的哪些方

面的支持？  

3. 当自己完成上述过程的时候，你有何感受？ 

  

Coaching应用  

Coaching 就是关于付诸行动。因为客户想不断前进，想改变从而获得成效，所以他们才聘请

我们。作为教练，我们不能代替他们去采取行动。但是，我们可以鼓励他们采取行动，然后帮

助他们采取许多可以使事情进展的细小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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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情况是，当客户开始 coaching 时，他已经准备好采取行动。客户寻求教练的这一行为

高度表明他们准备好了在他们生活中做些变化。很多客户是带着行动计划或者策略进行

coaching 的。也有很多客户已经考虑过为了取得进步他们要采取的步骤，或者他们会就如何前

进而征求你的意见。这些客户主要想从你这里得到的是让你去聆听、提问他们问题从而来帮助

他们厘清他们计划和肯定他们取得的进步。  

  

其它客户或许认为付诸行动比较困难，可能在此过程会更加依赖于你。当客户没有付诸行动时 

，你可以问他们一些行动问题来鼓励他们采取行动。下面是行动问题的一些例子：  

● 你要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 一个勇敢的人对此将会怎么做？  

● 现在什么事情需要发生呢？  

● 现在做什么才有意义？  

● 你能想到一些这周要采取的行动步骤吗？  

● 如果你不去做此事将会有什么风险？  

● 目前阻止你前进的是什么？  

  

邀请客户行动  

当客户谈论一个问题时，你将会想到很多行动建议。不要立即把这些建议讲出来。或许还有很

多前进的方法，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客户想到的那个方法是他们最想一直坚持下去的。对

于新的教练来说，尤其是他们以前是做其它职业的，像顾问、谘商或者管理，别人经常征求他

们的意见，这可能是一个挑战。如果你就是这样，你或许需要制定一个不要立即就给建议的策

略。如果你想到一个建议，试着从一数到五。通常情况下，如果我们给客户一定的空间，并且

问出好的问题，他们会有自己的行动建议。  

  

但是，如果客户表明他们想前进，却想不出行动建议，尤其是会谈快要结束的时候，你或许需

要提供一点思路。对此一种比较有礼貌的方式就是邀请。作为教练，你可以讲：“这周我邀请您

在百忙之中抽出半天的时间来完成创建家庭办公室,您愿意这样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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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客户付诸行动来说，你试图邀请他们，比较精彩的一点是他们不会感觉有压力或者有义务

必须接受你的邀请。你仅仅是邀请他们去拓宽他们的视野，让他们去做最适合他们的选择。最

终，还是他们自己做出选择。如果他们不接受邀请，这无所谓，你不应该去逼迫他们。最理想

的情况是他们自己邀请自己。譬如，“我的确没有半天的时间，但是这周早晨七点到八点之间 

我会努力直到结束。”通常情况下，邀请客户帮助他们做出选择，他们会抓住机会的。  

  

获得承诺  

我们通常会避免向自己或者他人承诺，除非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或者我们太轻易地许诺，当感

觉诺言不好兑现时，就让他们随之而去。比如，“我承诺以后少吃冰激凌！”不幸的是，当我们

避免承诺或者轻易承诺的时候，这将使个人形式的一些恶习显露出来，像惰性和拖延。一旦开

始这种循环，就很难改掉这种恶习或者取得结果。  

  

承诺可以为付诸行动提供架构。通过承诺，你会让自己对采取的某个具体行动负责，从而达到

某种预期的效果。通过鼓励你的客户向你或者他们自己承诺，你将帮助他们改变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行为，实现他们渴望达到的目标。信守你的诺言并且鼓励客户遵守他们的诺言。一旦细

节确定下来，一个行动建议就成为一个诺言。仅仅要求某人付诸行动是不够具体的。作为他们

的教练，我们必须澄清他们预期的行动以及什么时候采取行动。这个层次上的细节或许正是你

的客户前进中所缺少的。你可以通过提问帮助他们许诺。比如，当他们说“好的，我将会和老板

谈谈”，你可以问“你什么时候和老板谈”？当他们说“好的，这周我会多打一些销售电话”，你可

以问“你将会打多少个电话？”当他们说“我肯定会多去健身房”，你可以说“未来 30 天 

，你承诺去多少次？”  

   

如果客户确实不想许诺，不要去逼迫他们，明白这点是很重要的。对于客户来说，信守诺言比

树立不切实际的目标更有效。如果客户说：“好的，我承诺这周将去健身房三次”但是事实上你

相信他可以去五次，不要去管它。如果承诺受到内疚感的驱使，那将是没有任何效果的。如果

教练为承诺承担责任，那么客户的承诺也不会奏效。教练必须在一条敏感的、细微的分界线内

发挥作用，一方面，激励并且支持客户前进、付诸行动，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客户固执己见，

教练不要为客户的行为承担责任。每个教练都希望他的客户感觉很棒、不断前进以及实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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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的目标，但是毕竟是客户的生活，如果客户他们看不到他们自己的行为，那么教练最终结

果便是陷入客户的生活了。  

  

没有付诸行动  

如果你发现客户不愿意采取行动，或者他们承诺付诸行动但是没有坚持，那么可能是他们前进

中遇到了障碍。他们或许还没有准备好下一步。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找你的客户谈谈，查明

阻碍他们的原因。或许是潜在的信念阻碍了他们的许诺。甚至潜在的信念会认为“这个 

coaching 不会有什么效果的，随它去吧”。或许你不经意地鞭策他们朝着不适合他们的方向前

进，或者不够富有挑战性，或者没有识别出并且认可他们正在采取的重要却很细小的步骤。最

好问他们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我能支持你行动起来的最好方法是什么？”  

  

当过去笼罩未来时  

我们每个人都会记得自己生活中过去发生的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我们经常会注意为什么

我们会处于目前的形势，并且为处于目前的形势提供各种各样的细节。通常情况下，这给我们

的暗示是目前我们所处的状态是过去种种行为和活动的必然结果。不幸的是，这种思维模式下

的下一个逻辑步骤是事情必须维持现状，不能朝着好的方向改变。  

  

你的客户或许会向你讲述他们生活中很多重要事情的细节。比如，为了讨论从他们工作中寻求

更多的满足感，他们可能感觉有必要告诉你是如何得到目前的工作、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份工作

以及是什么阻止了他们跳出目前这份工作。有时，这些故事对于客户给自己定位和你去熟悉他

们未来的计划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有时它们是阻碍前进的一种方式。如果客户正在谈论过去，

你要足够的警惕从而去识别他们是不是沉溺于过去。有时，回顾过去可能正是阻碍客户前进的

东西。  

  

当客户讲述他们故事的时候，你要牢记你正在获得的信息既有事实，也有他们自己的阐释。特

别是当听到他们解释为什么会处于生活中某个阶段时，一定要记住客户为故事添加了情节去解

释目前的状况。虽然这些原因对客户来讲都是真实的，但是它们是事后才被想到的。人们总是

事后诸葛亮。我们总是通过目前的形势来看待过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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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和客户交谈你发现他们沉溺于过去时，你可以采取一些技巧去帮助他们前进。一种有礼貌

的方式就是等他们停下来时，仅仅问个问题。“那么你希望它是怎样的？”“目前，在你的生活中

你希望是什么样的？”通常情况下这将会奏效。另外一个问题是“你从过去的经历中学到了什么 

？”和“你如何把汲取的经验用于目前的状况？”  

  

如果客户不停地详细解释过去而不回答你关于将来的问题时，一定要尽力帮助他们改变注意力 

。关于 coaching 方法，对客户要坦率明确。如果他们陷入这种情况并且倒退时，告诉他们 

coaching 是基于行动，面向现在和未来的，并且帮助他们看清楚。  

  

把重点放到优点上  

不幸的是，生活中有些人只愿意注意他们的弱点或者缺点，很少注意到他们的优点。有些人误

认为生活的目标就是不断地克服缺点，一直不给自己发光的机会。有些人认为生活中指出别人

的缺点是他们的职责。这些人已经接受了“建设性批评”的说法。但是事实上，“建设性批评”几乎

从来不是建设性的。同样我们习惯性地认为了解某人的缺点就是帮助他成长和发展。我们要求

他人把缺点转变成优点，甚至有时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擅长一切——毫无缺点。这种观点是有害

的。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优点。这是这些使得他们与众不同。强化这些优点就是发展他们的

独特性。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coaching 秘密:我们强调的是成长。如果我们强调优点，它们将会把我们带

到美妙的地方。如果我们强调的是弱点，它们将支配我们的生活，阻止我们前进。让一个人行

动起来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强调他的优点并且肯定它们。如果客户的弱点就是阻止他们对优点

满怀信心时，这时弱点才是一个问题。我们都有弱点，但是，除非它们妨碍我们实现自己的目

标，否则他们在 coaching 会谈上是不值得强调的。其实，它们根本不值得强调。  

你知道作家斯科特 菲茨杰拉德的拼字功底很差吗？不知道吗？那并没有影响他写作被全世界数

百万人读过的美国文学最重要的小说之一《了不起的盖茨比》。那么你怎么会知道呢？这根本

没有关系。如果菲茨杰拉德集中注意力去克服他拼写上的错误，而不是去写小说，这对于全世

界和他自己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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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下客户他们是否能重组自己的弱点，也就是说用不同的方式去看待自己的弱点。不要让客户

的弱点（或已经察觉到的弱点）阻碍他们的行动。  

  

制定目标  

任何人只要完成了任何有意义的事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坚持一个目标。目标能够帮助我们把精力

集中在某个目的上。当我们快要放弃时，目标能够支持我们度过难关。目标能够敦促我们集中

精力从而实现它。教练支持客户行动起来  

   

的方法之一就是支持他们制定和实现目标。一个想从生活中得到最多的人，通常同时制定了许

多个人生活和事业方面的目标。  

  

客户制定目标的范围以及详细程度有很大的差别。有些人对他们生活的方向有大致的意识或者

展望，希望在朝着大方向前进中制定一些短期目标上得到支持。有些人喜欢精心制作的带有详

细的里程碑或者未来五年或十年目标的计划。无论目标是什么样的结构或形式，如果客户没有

目标，教练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持和责任。  

  

目标和价值  

作为教练，我们赞成支持客户制定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目标。在制定目标前，客户必须先确定他

们的价值观。使目标围绕客户的价值观将使目标引人入胜及令人信服，并且会引导客户前进。

我们大多数人过着充实而忙碌的生活，一直和我们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竞争。我们需要分清轻重

缓急以便集中精力做重要的事情。通过制定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目标，我们才能确保对时间和精

力的投入能得到最佳的回报，因为我们的成功将存在于对我们最重要的方面。  

对于为什么很多人为他们自己制定的目标和他们的价值观不是紧密相连的或者不如其它的目标

那样和他们的价值观紧密相连，是有很多原因的。一个普遍的原因是来自他人的压力，比如家

庭和朋友。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由于家庭其它成员从事某个职业，或者该职业在他们家庭或者

团体中有较高的地位，家庭中的那些追求该职业的成员就会感觉到压力。或者是那些被迫接手

家族企业或者农场或者过早结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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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自己制定的目标和他们的价值观不紧密相连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来自同龄人的社会压力。

或许在他们的社交圈里，每个人都有某种房子或车子，或者度假屋。突然他们发现自己正朝着

买一所新房的目标迈进，却从未考虑这是否是他们生活中真正想要的，或者这是否和他们的价

值观紧密相连。  

  

这种误差会呈现两种形式。首先他们能够实现目标，然后疑惑为什么实现了目标却没有想象中

的那么令人愉快。或者，制定的目标仍然是目标，没有实现。比如，一位客户可能会说他的目

标是买一处更有威望的房产，但是多数时候是把钱花在其它上面。那么，没实现目标会反而伤

害这位客户的自尊，使他以后制定比较有意义的目标更加困难。  

  

人们制定目标的一个普遍原因是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戒烟和健身如此频繁地出

现在新年规划的列表上。这两个都是令人称赞的目标，并且如果有正当的理由去追求将会有所

收获。但是，由于别人对你寄予希望而制定的目标不一定能够实现。如果你的目标和价值观不

是紧密相连的，那么你将很难保持动力十足，专心致志。如果目标和你更好的自己相符，并且

支持你对于世界该如何的愿景，这样的目标更有可能实现。这种目标不但更容易被实现，而且

会带来最持久的愉悦。  

  

制定一个流程  

一旦客户想制定目标的时候，你可以为他们提供很多制定和记载目标的工具、方法和策略。无

论你提供哪种过程，它必须是为了支持客户，而不是仅仅为了逼迫他们去制定目标，这点很重

要。一个流程或者方法都有其价值观，因此，确保这种价值观和客户一致。制定新年的规划是

围绕某种信念的，如果你的客户没有这种信念，那么他们是不会在这个时间制定目标的。当

然，这里所有的技巧里面并没有硬性的规定。制定和保持目标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

成功实现目标的方法有很多种。  

  

虽然实现目标的方法有很多，但是有些经过考验被证明很好的原则你可以用来支持客户实现他

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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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把目标放在最前面。当客户制定了一些目标，一个好的问题是：“你怎么样能使这些目

标被看到而不至于被遗忘呢”。客户或许会把它们记下来，放在明显的位置或者每天回

顾一下它们。他们也可能会关于每个目标写一个“誓词”或者正面的陈述，然后每天早晨

把这些向自己重复。  

  

2. 警惕目标劫持者。目标和行为必须一起工作。如果一个客户制定了一个目标，希望和家

人一起度过更多的时光，然后又考虑去做一份需要大量洲际旅行的工作，那么他们的目

标很可能被劫持。把目标放在最前面是阻止这种情况的一个好办法。另外一个办法就是

问他们：“这个决定怎样才能对支持到你的目标？”或者“这样做会使你离目标越来越近还

是越来越远？”记住客户完全有理由撇开那些对他们无用的目标。你要做的就是引导他

们经历一个思维过程，在该思维过程中，比较一下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目标以便行为不

会不经意地危害到目标。如果他们经历了这个思维过程，但是之后由于其它原因选择放

弃一个目标，保留你的评断!。  

  

3. 提醒客户目标是马拉松赛跑，不是短距离疾跑。有时我们都会动摇，但是最关键的是整

个旅程。客户不愿意制定目标的一个原因就是担心自己会因为不能实现目标而遭到批

评。当他们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被不可避免的困难绊倒时，他们的教练从来不会批评或

者评判他们，而是提供向他们支持的，客户明白这点很重要。长期目标会提供一个远

景。短期目标能帮助我们集中精力并且获得成就感。记住要经常寻找到可认可之处—这

是强调客户有所作为、他是很棒的方式。  

  

4. 保持灵活。我们不应该鼓励客户实现目标过程中太死板，否则突然出现的大好机会就会

擦肩而过。客户迈向成功时，他们是从已知领域出发，不断探索他们不知道的领域。这

些新信息对他们的目标会有所影响。对于客户来说，他们改变或者放弃目标是很正常和

正面的。没有实现目标和由于目标无用了而放弃目标的区别是，后者仍然对我们是有益

的。通过围绕客户的价值观，他们在需要时可以无拘无束地去重新制定目标以便适应变

化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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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支持：有些目标一个人就能实现，但是有些需要他人的帮助。比如，要想保持房子整洁

漂亮，仅仅靠制定目标的人是不够的，需要住在房子里的每个人共同努力。同样，很多

任务厂的目标需要一些员工的一致同意。当协助客户制定目标时，值得问下他们制定的

目标要不要他人的合作，值得帮助他们制定赢得他人支持的策略或者重新制定目标。  

  

6. 架构：如果客户有个可以支持他们达成目标的架构，他们更加可能成功。当客户制定目

标时，你有两个角色。一个是激励他们热衷于自己的目标，另外一个是确保他们有个好

的架构，以提高成功的机会。我们可以这样问他们：“为了使目标更容易实现，你可以

有甚么架构呢？”  

  

7. 用积极肯定而不是消极否定的措词描述目标。如果客户感觉在积极的带领下前进，而不

是把自己推向消极，那么他们能实现更多的目标。你可以用很多方法支持他们致力于他

们想要得到的，而不是去支持他们致力于想要丢弃的。一种方法就是用正面积极的语言

去照映客户的语言。比如，如果一位客户说：“我想放弃我这份单调乏味、徒劳无益的

工作，找一份好点的。”你可以回答：“好的，什么样的工作能使你为之感到满足和兴

奋？  

  

8. 协商责任。有些客户希望你是有很强责任心的合作伙伴。他们希望你能记得他们的目

标，询问他们目标进展中的重要事件。有些客户却可能认为这样做是很冒昧的。他们或

许只想在他们的时间里和你一起制定目标，如果目标进行的顺利，他们不会想和你谈论

目标的进展情况。如果客户和你一起制定目标，你要和他们协商好你要承担的责任。教

练千万不能假设要对目标负责任，除非客户特别要求他们这样做。如果一位客户正在和

你讨论目标，或者要求你检查目标，你可以这样问：“我怎样最能支持你实现这些目

标？”或者“你想让我成为对你目标负有责任的合作伙伴吗？你怎么看这样做是可行的

呢？”  

  

9. 通常情况下，人们会被困在一个目标里，可能感觉目标“必须”实现。如果他们不能实现

目标，他们感觉就像是失败者。作为教练，这是你重塑情况，让客户可以实现目标，不

再受困的机会。客户在放松的心态下可以无拘无束的去制定更大更高的目标。如果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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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注意到最后的结果，他们会错过过程。他们不能抓住当前，结果可能意识不到他们需

要改变目前的路线和调整目标。  

  

10. 庆祝！实现目标后庆祝一番是很重要的。和你的客户一起庆祝所取得的成就并且鼓励他

们去庆祝他们所取得的成就。鼓励他们去庆祝取得的细小的进步。询问客户一个很有力

的问题：“实现这个重要的目标，你打算如何庆祝一下啊？”  

   

认同行动   

保持在行动中是 coaching 的基本。coaching 开始时，你要让客户明白你希望他们能够付诸行

动。但是，关于采取多少行动才算合适，你要从客户那里得到暗示。当客户朝着目标前进时，

在你看来可能时一个细小的进步，但是对客户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飞跃。一年内客户思维的转变

可能是他取得的最大的成就。或者，你认为很富挑战性的阶段，但是客户轻而易举就跨过去

了。为了使行动是可持续的，客户要保持一定的步伐，既要富有挑战性，又要能够管理。  

  

当谈到行动时，三个最有力的工具就是认可、认可、再认可。同样认可也是基本的。我提到认

可有多么重要了吗？明白了吗？鼓励采取行动最有力的方法就是当付诸行动时要给予认可。仅

仅指出客户取得了多大的进步，或者他们的行动是多么的符合他们的价值观，这就将极大地鼓

励他们朝着目标不断地前进。直到被他人点出自己走了多远，通常人们自己是意识不到的。这

就是教练要提供的有力的服务。  

  

或许你是客户生活中唯一肯定他的成长的人。或许你是唯一知道他们最重要目标的人。肯定他

们取得的进步会使整个旅程轻松愉快，并且也确保客户从 coaching 过程中得到最大的获益。  

  

反思 

1. 行动在 coaching 中的角色为何?  

2. 你认为询问客户行动的细节有什么益处？  

3. 想一个你以前给自己制定并且已经实现了的目标。是什么因素让你实现了那个目

标？  

4. 在付诸行动中，认可扮演了甚么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