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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简介

学院发展史
国

Robyn Logan - ⾸席执⾏总裁

 ICA国际教练学院

学院成⽴之初，报名参加课程的20名

学员本着对⾃我投资、对未来的憧憬和

向往以及对 ICA 的⾼度信任感参与到

我们的培训课当中。现如今的他们不仅

仅是教练界的先驱领军⼈物，更是创新

学习模式的开拓者 - ⼀个基于⽹络⾳

频、视频及论坛等在线模式进⾏的且不

限地域的全新学习模式。

现如今，我们已成功培训出来⾃全球范

围内92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千名教

练。ICA的总部位于澳⼤利亚，但是我

们的教职员团队遍布欧洲、北美、中东

和亚太地区。

 

也正因我们的学院社区内拥有着来⾃世

界各地不同⽂化和不同社会背景的学员

们，从而让 ICA成为国际教练联盟

（ICF）所认可的最具多样化及最具口

碑的国际教练培训学院之⼀。

ICA同时也是唯⼀⼀所专⻔从事于情境

教练的学院。协助您建⽴⼀个专属的、

能够反映您独特性和唯⼀性的教练模型

以此来帮助您更好的服务于特定客⼾群

体。正是由于世上不会存在两个完全相

同的客⼾，所以针对不同客⼾更是要求

教练们按需服务。 

通过 ICA 对于您的利基市场分析和教

练模型的培训将更好的反映出情境教练

的优势。您将通过我们的培训成为拥有

着独⼀⽆⼆教练⽅法的杰出型专业教

练，并使您在教练领域中独树⼀帜，⽆

可取代。

际教练学院成⽴于2000年，

作为⼀所培养优秀教练的教

育学院而享誉全球。

选择成为⼀名教练的意义？

>教练有别于培训导师

培训导师通常根据固定的课程设置

和预设的学习成果来教导学⽣。而

教练则根据客⼾的现状以及他们希

望达到的结果着⼿，利⽤教练⾃⾝

的专业技能来帮助客⼾使其发动⾃

⾝的内驱⼒和能量来实现预设⽬

标。

> 教练有别于咨询顾问

教练与咨询师的不同之处在于，教

练不会向咨询师⼀样根据⾃⾝专业

知识直接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相

反的，教练会根据客⼾本⾝⾃⼰所

拥有的知识提出引导性问题，从而

使得客⼾能够⾃⼰从中找到问题的

答案。

> 教练有别于⼼理治疗

尽管教练运⽤的⽅法包含部分⼼理

学技能，但两者最⼤的区别在于⼼

理治疗的重点在于客⼾因过去所发

⽣的事件对现在⼼理所产⽣的影

响，而教练则是制定⽬标并激励客

⼾向前迈进。

“ 我个⼈对于正在犹豫是否要参加

教练培训课程朋友们的⼀些建议：

勇于尝试 - ⼈⽣不存在所谓“正确

的时间点”，永远让⾃⼰走在不断

进步的道路上，使我们在当今竞争

激烈的社会中⽴于不败之地。经

ICA培训的学员们⼀致地认为我们

的课程正潜移默化悄然改变着他们

的⽣活。从现在起，选择成为⼀名

教练，使⾃⼰获得⼀个全新的技能

和崭新的思维⽅式让我们共同努⼒

打造⼀个属于您的全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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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与客⼾之间属共同协作关系，教练
能够激发客⼾在⼯作和⽣活中的最佳状

态并致⼒于开发客⼾的⾃我意识、内驱

⼒和情商，使他们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
和决策。教练指导的过程能够使⼈们获

得更多技能、⽅法和深刻的⻅解从而有

效发挥他们⾃⾝的作⽤、管理或领导等

⽅⾯的才能。



七⼤优势
⼀所优秀的学院不仅需要考虑帮助和⽀持学员们现阶段的学习，更应着眼

于学员们未来在教练这条道路上的发展。这就是ICA。

ICA的优势

ICA国际教练学院所提供的认证教练培训课程经过全球教练最⾼机构国际

教练联盟（ICF）认证并完全依据⾏业标准要求设计。我们提供1级

（ACSTH）、2级（ACTP）和继续教练教育（CCE）教练课程。

在ICA，我们避免了 “⼀⼑切” 的教练授课⽅式，而是帮助您明确您的细

分领域，为每⼀位教练学员建⽴⼀套独特的并符合您特征的专属模式来帮

助您更好的为客⼾提供教练服务，使您成为教练⾏业中的佼佼者。

2. 我们帮助您创建专属的教练模型

每⼀⻔课程都有指定小时数和完成要求。课程全天进⾏（跨时区），作品

集随时可以完成（在喝咖啡时，在⽕⻋上等）。根据您的时间快速或匀速

上课。

3. 灵活的结构

⾝为⼀名ICA的教练学员，您不受地域的限制。意味着可以与来⾃世界各

地、志同道合的学员们建⽴友谊互通有⽆。我们之中的⼤多数学员在毕业

后依旧保持着联系。通过ICA校友会更是将所有毕业学员聚集在⼀起并定

期组织交流探讨。 

4. 来⾃全球126个国家逾千名教练云集的社区

在所有教练培训课程中，最重要的部分⽆疑为同侪教练课，在该课程内，

您将分别担任教练和客⼾的⻆⾊。在ICA，您的同侪教练课程是作为⼀项

辅助学习来帮助您更好的进⾏实践。这也意味着您同样可以将这些实践经

验计⼊到ICF的ACC和PCC认证所规定需要达到的实践时数中。

5. 提供同侪教练的辅助学习

⾼级教练培训包括了商业建⽴科⽬。我们将帮助您找到品牌定位和商业模

式，并提供相应的资源以帮助您将潜在客⼾转换为付费客⼾。

6. 商业建⽴

当您加⼊ICA课程的那⼀刻起，您就已经成为了我们社区中的⼀员。ICA

全体教职员和⽀持团队都将竭诚为您提供⼒所能及的帮助，正因为我们的

团队及导师遍布全球各地，因此我们将确保您在学习的过程中⼀路都能感

受到陪伴并及时获得帮助。

7. 真诚的服务

Ariel Zhang, 

ICA Graduate C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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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4年起即通过了ICF国际教练联盟认证



我
我们的教职员和课程设计团队拥有着超过20年的在

线远程相关教练培训项⽬的丰富经验。众所周知，

教练是⼀⻔专业的国际性职业，同时我们的学员也

拥有着⾃⾝所属⾏业专业技能的在职岗位，所以这

就要求教练培训需具备灵活的时间以符合学员们的

⽇常需求，不能顾此失彼。因此，在专业教学设计

结构师的帮助下，我们建⽴了⼀个学习管理系统，

该系统⽀持每周7天全天24小时的随时在线学习机

制，即满⾜了全球不同时区学员们的学习需求，也

使学员们希望灵活掌握上课时间的要求得到满⾜。

弹性制课程设置

远程在线学习平台的主要优势之⼀，是我们的课程

设置能够同时满⾜四个不同时区的学员。正因我们

拥有着庞⼤的社区学员数量，所以我们每周能够提

供多达40⻔在线课程的运作，其中包括了⽇课、晚

课和周末课程的选择以满⾜不同学员的需求。

即时访问

我们的循环制课程表和学习管理系统同时托管40多

项核⼼单元模块教材、⾳频及视频等素材。这意味

着在您在注册后将⽴即获得完整的课程表和注册课

程相关的所有资料，其包括了理论课、实务课、同

侪教练课和教练论坛等等内容。

“匀速滴灌法”与“消防⽔管法”

参加过全天短期课程培训的朋友们都知道您最

后能记住的所学内容不会超过20%，并且上课

时也不会留给您独⽴思考复习的空间。这样的

教育模式通常被⽐喻为“消防⽔管“式教育。

可以想象在该模式下，海量的知识以巨⼤的压

⼒的体量冲击⾄我们的⼤脑中。但在ICA，我

们使⽤的⽅式则恰恰相反，更像是静脉注射⼀

般匀速缓缓地将知识灌输于您的⼤脑中帮助您

更好的吸收。我们始终相信独⽴思考是学习过

程的关键，因此我们的培训不仅包括了理论知

识，更有实践部分能够帮助您将所学的理论运

⽤⾄实际操作当中。结合两者您将有充分的⾃

我反思复习总结的空间。我们科学的将所有的

课程平均安排于“滴管”内（每天、每周、每

⽉的不间断时间），从而避免了“消防⽔

管”式教育的⾼密度知识输出（连续多⽇的全

天密集课程）。

成年⼈学习法则

我们的课程基于科学的成年⼈学习法则而设

计。我们会假设每⼀位参加我们课程的学员都

拥有着⼀定的与教练相关的经验和知识累积。

而我们所要做的则是为您提供具有挑战性和吸

引⼒的培训以帮助您理清所需回答的问题以及

在教练发展道路上需要具备的更多专属技能。

们专注于将知识通过在线远程的环境进

⾏传播。

远程学习模式的⾏业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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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来源：Ling Yang，ICA Graduate Coach



我们所有的课程都

是根据 ICF核⼼能
⼒所设，课程旨在

灵活地根据学员⾃

⾝因材施教  - 我们
将教会您如何进⼊

对应的利基市场及

所需要的相应核⼼

能⼒。

课程内容

教练
课程与模块

Terry Cheong，ICA Graduate C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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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课程

2.
实践课程

3.
教练作品集

4.
同侪教练

我们所有的课程都涵盖了ICF的相关能⼒要求。所有的课程

都是独⽴的，课程由单元模块、实践课、讨论课、同侪课及
论坛参与等部分组成。

> 教练基础

> 有⼒的⼯具

> 教练呈现

> 促进成⻓

> 框架和理论

> 教练发展实践课

> 教练辅导

> 商业建⽴

> 教练⼊⻔⼯具包

> 有⼒的⼯具

> 教练模型

> 研究论⽂

> 担任客⼾

> 担任教练

> 教练能⼒实践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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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lipIt 团队教练

> 团队教练理论

> 领导者实践

> FlipIt⼯作坊

> 团队教练计划

4.0
课程与模块



您将学习教练与其他形式的“帮助”（如咨询、辅

导、培训、治疗等等）之间的不同之处。同时也根

据国际教练联盟ICF的能⼒评估标准来学习这⼏个

形式之间的本质区别和以及在您的课程学习当中如

何体现。该基础理论课程设置的主要⽬标是使您能

够顺利的与客⼾展开教练会谈。为此，我们提供了

你需具备的关键⼯具、基础知识、设计并进⾏教练

会谈 - 针对教练道德、教练协议的重要性和等内容

的深⼊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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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涵盖了成为教练所必备的基本⽅⾯。您将学

习与您的⾸位客⼾进⾏教练会谈所需的全部信息。

教练基础

我们将帮助您理解及开发在教练过程时所必备的

核⼼技能。其中许多技巧也可以⽤于⽣活中的其

他情况（如教育、管理、育⼉等等）。在本单元

课程内您将学习如何将这些技巧应⽤于教练环境

中。本单元教授的技能将使您在应对各式各样的

客⼾时都能够胸有成⽵地随时进⾏教练辅导。

本单元涵盖了您成为⼀名教练需掌握的核⼼技

能。您将对如何成为⼀名出⾊的教练所必备的关

键技能有所深⼊了解。

促进成⻓

您将学习到的许多教练技能其实都是⽣活上的技

能。例如：建⽴意识。这是⼀项核⼼的教练技

能。您需要有能⼒协助您的客⼾建⽴意识并且帮

助他们透过表⾯看实质。同时，这种⾃我意识的

技能在⽣活的⽅⽅⾯⾯（如亲⼦关系、职场关系

等等）内也可以运⽤到。在该单元学习到的这些

技能最终会通过您的教练会谈“传递”⾄您的客

⼾脑中并使他们学会运⽤这些技能。

在该单元内，您将循序渐进地创造个⼈专属的教

练⻛格b利⽤⾃⼰的优势、经验以及对未来的期
许来定义您将成为什么样⻛格的教练。

教练呈现

在本单元内，您将学习教练框架和理论的⽬的，

这将极⼤促进您的教练职业发展和个⼈成⻓。在

该单元，您可以发掘⼀些⽬前仍能够影响教练过

程的关键性理论和哲学思想，不仅如此，您还将

学习到如何根据ICF能⼒标准将每⼀个理论运⽤

到教练实践当中。

本单元将介绍和理解相对复杂的知识，并将这些

理论知识分解为易于您消化的各细分部。

框架和理论

理论课程

照⽚来源：ICA Meet Up, Hong Kong



A COACH IN

EVERY CITY

尝试
与 承诺

责备
与 责任

怀疑

与 信任

轻视

与 尊重

负重
与 轻松

拖延

与 ⾏动

反应

与 回应

假象

与 真相

在“观点重塑”技能中，您将了解信念和⻆度的

概念在客⼾凭借⾃⾝⼒量所能达到的结果中所扮

演的⻆⾊。此外，您还将学习如何在教练过程中

使⽤ FlipIt 框架来实现变⾰。在本课程的其余部

分，我们也将介绍有⼒⼯具的其他⽅法，这些⽅

法可以使客⼾从⽆权视⻆转变为赋权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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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单元内，我们介绍教练会谈最基本技巧 之⼀
- “观点重塑“。您将学习如何使⽤ICA所开发的
有⼒的⼯具来帮助客⼾重新塑造看待问题的⻆度

及⽅式。

有⼒的⼯具

该有⼒的⼯具包是ICA的专利。最早开发于2001

年，它是我们课程的主要特⾊之⼀。ICA的全体

学员们都将学习如何使⽤有⼒的⼯具来帮助客⼾

重新塑造其观点，并且ICA每⼀位学员都将拥有

⾃⼰独⼀⽆⼆的定制⼯具包。

照⽚来源：Coach Training Workshop, Taipei



4.0
Courses & 
Modules

认可、证书及
认证

照⽚来源: Robyn Logan, CEO & Training Director, ICA

并⾮所有的教练都认为⾃⼰需要ICF
的认证，但是我们强烈建议所有的教

练都应该选择⼀个可认证的课程。以

下我们介绍其中的区别。

为了使⼀个教练课程得到ICF认可，
学校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和学习质量

测试。以确保课程设计与ICF的核⼼
能⼒相对应，其中师资、表现评鉴和

学习过程都要经过审核才能得到ICF
的认可。

什么是认可？

认可针对的学校的课程，并不是指个

⼈或学校本⾝。

什么是证书？

证书视为⼀份学校颁发的成绩声明，

代表着您已被该培训机构评估为具备

⾏业认可技能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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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认证？

认证是由教练的最⾼机构ICF授予

的。其中包括三个级别的认证。分别

为：ACC（助理认证教练）、PCC

（专业认证教练）和MCC（⼤师认

证教练）。

国际教练联盟ICF是教练⾏业的最⾼机构。为全

球性组织，⽀持并推进教练⾏业的发展。ICF对

教练培训机构的课程进⾏认可，并对教练个⼈

进⾏认证。

⽹址：www.CoachingFederation.org

核⼼能⼒

核⼼能⼒是专业教练所需要具备的知识和技能

的总结，由ICF制订。旨在为： 

- ⿎励对教练技能和知识的更多了解
- 建⽴专业标准和
- 管理国际认可的认证系统

核⼼能⼒为所有的课程设计提供了⼀个基本框

架和系统。

ICF是什么机构？

http://www.coachingfeder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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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路径

+
教练时数

包括同侪及有偿教练
时数

 

通过1级证书申请
ACC认证

获得证书
通过ICF认可的培训

机构

通过2级证书申请
ACC或PCC认证

认证申请
通过ICF递交

 

您的教练教育应该随着您的需求而变化，并且易于

改变。

证书路径指的是从⼀个课程可以轻易的转⼊另⼀个

课程，或者完成部分⼀个课程的学分可以被计⼊另

⼀⻔课程。

举例来说，若您计划在⼯作中增加⼀项教练技能，

并且选择了1级教练课程参加。但是之后随着您对教

练职业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后，您觉得改变职业规

划，将教练当作⼀⻔独⽴的职业追求。通过ICA的证

书通道，您可以将已完成的1级课程中所学习的所有

学分转⼊您即将学习的2级课程，避免花更多时间学

习重复的科⽬，为您节省了时间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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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被ICF认可的教练2级培训

机构，我们学院通过了ICF的审

核，以确保我们的课程设计符

合ICF核⼼教练能⼒。 

我们的课程也使学员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同侪教练课

程获得⼤量的教练实践。这些同侪教练时间可以与

培训时间相结合，向ICF申请认证。

证书通道

 ICF认可的教练培训机构获得的证书可以直接向ICF
申请认证（⾸选单⾮唯⼀选择）。

 
1级认证学习（ACSTH）
ACC认证途径

1级认证学习（ACTP）
ACC或PCC认证途径

3级认证学习
MCC认证途径（完成2级学习并获得PCC认证后）

认证途径

照⽚来源: Robyn Logan, CEO & Training Director, ICA



职业⽅向选择

教练领域内的

利基市场数量

及其多样性和

整体教练⾏业

发展⽔平呈现

共同快速增⻓

趋势。

利基和 
专业领域

Cindy Xin，ICA Graduate Coach



⼈⽣⽬标和转折（新⼯作岗位、外籍⼈⼠的⽣

活、新经营理念、新⽣⼉）；

⼯作/⽣活的平衡（权衡轻重缓急、为⾃⼰寻找时
间、理清头绪等等……）；

处理危机（裁员、成瘾、离婚、疾病）；

个⼈发展（减肥、正念、感恩）。

⽣命教练是最具多样化和灵活性的利基之⼀。其跨度

从⼈际关系、⼯作、⽂化、到精神层⾯的挑战等等事

⽆巨细的各类问题。因此，对⽣命教练的需求是最为

⼴泛的-这也意味着您的教练实践将吸引除了来⾃当
地的或更有包括全球范围的客⼾群体。

您可能需要涉及的问题包括：

 

⽣命教练可以帮助⼈们解决⼈际关系、压⼒以及

了解⽣活与⼯作间的意义。

- 总裁教练
- 经理⼈教练
- ⾸席执⾏官教练
- 团队领导⼈教练
- 销售教练
- 房地产经纪⼈教练
- 客⼾服务教练
- 职业发展教练

领导⼒教练

领导⼒教练利基

作为⼀名领导⼒教练，您将在企业及组织中发展培

养其内部的个⼈或团队。领导⼒教练在多种形式和

环境下与客⼾进⾏协作，其中包括作为企业组织的

内部教练、为员⼯发展培训的外聘合同制教练以及

⾼管或⾸席执⾏官的专属教练等模式。教练过程可

以是⾯对⾯的或通过Zoom等在线连线⽅式进⾏。

作为⼀名领导⼒教练，您可以运⽤⾃⼰的专业知识

背景和过往经验来指导某些特定⾏业或利基市场中

的⾼级管理层⼈员或管理团队。

您将有可能与客⼾⼀同应对⼯作场所内的各种挑

战、压⼒、时间管理、⼯作和⽣活的平衡以及公司

的愿景和⽅向、蓝天思维和组织管理变⾰等⼀系列

困难。

⼈⽣教练

- 转型教练
- 关系情感教练
- 职业与过渡期教练
- ⼯作与⽣活平衡教练
- 亲⼦教练
- 跨⽂化教练
- 外籍专家教练
- 慢性疾病教练

⼈⽣教练利基

领导⼒教练注重个⼈及团队的发展培养和提⾼

企业及组织的⽂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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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复教练
- 成瘾教练
- 正念教练
- 减重教练
- 疾病教练
- 瑜伽教练
- ⼯作/⽣活平衡教练
- 精神教练

⾝⼼健康教练

⾝⼼健康教练利基

⾝⼼健康教练通常与健⾝、瑜伽、营养等其他服务

密切相关，属于需求急速增⻓的教练领域。随着⼈

们对于追求愉悦、健康和幸福感的需求与⽇俱增，

这种需求不仅在于其个⼈本⾝，更是表现在其对于

他们的家⼈、同事、学⽣、患者等亦是如此。⾝⼼

健康教练是增强和扩展其他治疗⽅法和实践的⾸

选。其⾮常适⽤于希望开展团队教练、研讨会或其

他讲座的教练。

您将有很⼤的可能性与客⼾协作共同管理其健康问

题，帮助他们迈⼊健康积极向上的⽣活以及应对压

⼒和突如其来的问题，最终找到其内在的平和及⽣

活⽬标，使客⼾在追求物质⽣活的同时也不忘精神

层⾯的重要性，在通过教练指导后能够达到尽量使

两者保持⼀致的优渥⽣活。

商业教练

- 企业家教练
- 个体营业者教练
- ⾮营利性教练
- ⼈性化商务教练
- 新产品开发教练
- 创意教练
- 可持续经营商业教练

商业教练利基

选择成为商业教练的专业教练通常⾃主运营商业项⽬

或具有丰富的商业背景经验。他们极有可能是⾃主创

业者、帮助企业发展商业合作业务或是在企业或组织

内部任⾼级主管经理⼈等管理层职位。他们了解企业

管理⼈所⾯临的各⾊挑战。商业教练与其客⼾将就以

下等问题进⾏⼀系列的协作，如：

- 创业
- 更新商业战略⽬标；
- 管理业务增⻓；
- ⼯作及⽣活平衡的时间管理；
- 调整业务及个⼈⽬标。

商业教练能够帮助各规模的企业或组织的所有者

和员⼯憧憬、发展、扩⼤和改进其商业价值。

⾝⼼健康教练帮助⼈们改善思想、⾝体和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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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仅提供基于

教练技巧的培训，

我们还帮助学员发

展其⾃⾝的独特性

并开发他们专属的

教练⻛格。为此，

我们为学员们提供

了实践、作品集开

发等众多体验教练

实操的机会。

教练发展

教练
        发展

Hsiang Lun Ysai, ICA Graduate C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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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课可以通过实践、教练会谈等⼿段开发您的教练⽔平。您将在诸多不同的环境和模式中进⾏教练辅导。在

PCC教练导师的陪同下，我们将对您在其中的各项环节内的表现进⾏观察，并且导师将根据ICF能⼒标准对您的

教练⽔平给予反馈及评估。

讨论课和 
实务课

教练讨论课需要学员们进⾏教练会谈实践的实际操

作。学员们会根据ICF能⼒评估标准的相应内容得

到导师的有效反馈和评估。导师在会谈期间将使

⽤“掐秒表”⽅式，即⼀旦当您的教练导师在会谈

实践中观察到您使⽤了⼀项符合ICF能⼒标准的技

能时便会结束本次会谈。

教练实践课 观察下的教练

在这个部分，您可以展⽰所学的教练技能。您也将

通过聆听同侪的教练经验获得更多的教练技巧。将

由PCC或MCC对您进⾏专业的能⼒观察并给出有

效反馈（书⾯和口头）并根据ICF能⼒标准对您进

⾏⼀系列评估以帮助您成为⼀名专业级别的教练。

教练辅导课 FlipIt 讨论课

教练辅导课程旨在加深您的教练技巧。通过实战教

练经验的⻆⾊扮演，导师将观察您在实际操作中的

表现并根据ICF能⼒标准给予您有效的反馈。教练

辅导课与您的核⼼课程同期进⾏着，虽然对于⾸次

选择教练辅导课的时间没有强制的要求，但⼀旦您

选择开始该课程，则必须保证能够参加满⾄少为期

三个⽉的教练辅导课程（不同课程所规定时⻓有所

不同）。

FlipIt 是介绍变⾰技巧的教练框架。其中包括了四

个步骤，能够让您指导客⼾以⼀个全新视⻆来看待

世界，这是⼀种潜移默化的⽅法。从当前的状态逐

渐达到⽬标的⼀种悄⽆声息的进步和改变。FlipIt

讨论课旨在为您提供当⾯对事物和挑战时对固有看

法进⾏“重组”之后的全新世界观。您的教练导师

将在FlipIt教练框架下展⽰使⽤ICA专属⼯具帮

助“重塑”⼀个从⽆权视⻆到赋权视⻆的过程。



教练
作品集

您专属的教练作品集

借助您独有的教练作

品集、教练模型、利

基市场、有⼒的⼯具

和教练研究进⾏之后

的系列商业运作。

明确您的优势，发挥最⼤潜能。

⼤部分客⼾的⽬的并不仅限于找到⼀位教练，他们实

则在寻找解决问题的⽅法 - ⼤多情况下这些问题对于
他们来说⾮常棘⼿。所以，这正是他们需要找到您的

关键原因，这也从⼀定层⾯上明确了您所需要提供的

教练类型。在ICA，我们能够帮助您建⽴与潜在客⼾
和雇主进⾏沟通和宣传的⼀套实战体系。

在ICA的帮助下，您将开发⼀套⾃有的、独⽴的教练
⼯具和作品集以展⽰您的与众不同。在决定了您的利

基市场后，将建⽴⼀个与之相关的教练模型和⽬录。

随后使⽤该⽬录与客⼾通过⾯对⾯或在线（通过⽹

站、微信、公众号等模式）进⾏共享，让客⼾对您的

专业性有更深⼊的了解和信任。

专属教练模型

ICA最引以为傲的培训内容之⼀便是我们教会了学
员如何建⽴个⼈独有的教练模型。所以我们会问所

有学员们⼀个问题 - 您希望如何执教？随后，我们
会根据学员们提供能够创建他们特有教练模型所需

的相应⼯具、指导和学习内容。以便将来学员们能

够⽤这⼀套模型成熟地与客⼾与雇主进⾏交流并向

他们展⽰⾃⼰作为⼀名优秀且专业教练的独特性。

据最新不完全统计，我们的社区内已拥有多达680种
不同的教练模型。

有⼒的⼯具

每⼀位毕业⽣都将基于⾃⾝的教练模型和利基创建

对应的有⼒⼯具。这些⼯具是围绕“观点重塑”的

概念所设计的，旨在帮助客⼾完成从⽆权视⻆到赋

权视⻆的转变，激发客⼾⾃⾝的内驱⼒。这些⼯具

能够帮助客⼾在⾯临问题时换⼀种⻆度及思考⽅

式，改变其本⾝固有的思想模式和看待问题的⽅式

⽅法以寻求更多解决问题的⽅案。

研究论⽂

研究论⽂能够向您的潜在客⼾⼤致介绍您专攻的市

场及所擅⻓的教练领域。也是⼀个展⽰您的利基市

场与教练之间是如何进⾏联系的平台以及您是如何

在教练中受益并获得教练实践的绝佳表现机会。这

对于那些在ACTP级别学习的学员们是必须具备
的。

推荐信合集（是您属专业教练的最好证明）

同侪教练课程是ICA认证教练培训计划中所有学员
必须参与的课程之⼀，该课程已包含在学费当中。

您将分别担任教练和客⼾的⻆⾊，并将有机会给予

并收到反馈。经客⼾认可后，您可以将反馈整理制

作合集作为⼀份有价值的推荐信合集向您的潜在客

⼾或雇主展⽰以证明您的教练能⼒和专业程度。

除了课内培训外，您还需制作以下内容：

> 您专属的教练模型；

> 研究论⽂；

> 有⼒的⼯具；

> 证书及推荐信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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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侪教练是您完善和

发展教练技能之不可

多得的机会。通过实

践将ICF能⼒标准纳

⼊您的教练会谈中。

除此之外，您还能够

将同侪教练会谈的时

⻓计⼊ICF认证的有

偿小时数当中。

同侪
        教练

Junya Zhang, ICA Graduate Coach



https://coachingfederation.org

教练⾏业的最⾼和⾏业监管机构，

负责管理教练学校的认证以及教练

个 ⼈ 的 认 证 （ ACC 、 PCC 、
MCC）。

ICF在全球拥有数千名会员和数百个
分会。

INTERNATIONAL 
COACHING 
FEDERATION

www.icacoach.com

该论坛有密码保护。平台包括了您所有的学习

资料、课程内容、时间表、表现评鉴和资源

等，以及⼀个拥有1000多篇学员和毕业⽣帖⼦
的社区论坛。

www.internationalcoachacademy.com

我们的学院 - ⾃2001年成⽴以来即提供在线学
习教练教育。也被简称为 “ICA” 。

国际教练学院

教练校园
www.CoachCampus.com

教练校园是国际教练学院的核⼼，代表了社区

可以学习、反思、分享资源和建⽴终⾝联络和

友谊的所有空间。

学习平台和论坛

定义
及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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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英

https://www.linkedin.com/school/internationalco
achacademy/

脸书

https://www.facebook.com/icacoach

联系我们

电⼦邮件

support@coachcampus.com

http://www.icacoac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