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2001年起，我们就开始在全球提供ACTP和ACSTH培训

教练培训（中文）课程大纲

加入我们的教练社群

… 4500多位教练

居住在 92个不同的国家



起始....…
国际教练学院（ICA）于 2000 年创建，怀着创造一个充

满活力的全球教练社群的愿景。我们的 核心团队和首

批的 20 名学生非常具有眼光，有信心对自身，对其未

来和国际教练学院的未来 进行投资。到今天，我们已

经培训了来自全球 90 个国家的超过 4000 名教练，拥

有良好的行业 信誉，并且脱颖而出，成为领先的教练

培训学校之一。

在国际教练学院之前，我经营了一所教育咨询和培训

公司。我们面向大型企业，帮助他们理清 他们业务

的“民心”。我会定期对 20 名以上的员工进行 6 - 8 周的培训程序。每个课程结束后，

我会进行评估，查看结果。有趣的是并没有改变多少，人们会很快回到旧的模式和处事方

式。

为什么选择教练？

在那个时候，我介绍了我所谓的“实境学习”，实际上这就是教练.....我为每个参与者安

排一名“训练员”，每周见面一小时，并鼓励他们在即将到来的培训中实现自己的目标，无

论这个目标是怎样的。 3个月以后，我再次评估 - 并发现惊人的结果。这引发我做了一个

调查，并以教练的方法结束。我聘请了自己的私人教练，3 次培训后，我就知道这是一个非

常棒的方法，它能带来深刻的变革和长期的改变。

为什么从事教练培训？

大约在我“教练觉醒”的同一段时间内，我与大学和其他培训机构合作，帮助他们将现有的

面对面 f2f 课程搬到网上。那时我刚刚取得我的硕士学位，专业从事网上学习，并有充裕的

时间探索惊人潜力的网络培训。它似乎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通过在线学习，我与全世界分享

关于教练的全新理念。国际教练学院就这样诞生了。

作为一个考虑教练训练的学生，我建议您向前迈一大步 -——这将改变您的生活，改变您

周围人的生活，让您用知识和工具来塑造世界！

-----国际教练学院创始人 Robyn Logan



国际教练学院的 6 大优点

重要的是您选择的学校，不仅仅支持您目前的学习，还会支持您未来的教练发展。以下

将向您展示这些如何在国际教练学院如何发生……

1. 自 2001年起，我们就获得 ICF授权开展认证培训

我们选择将我们的培训与国际教练联盟（ICF）相结合，它是一个遍布世界的专业机构，因为教 练是一

个全球性的行业。这是至关重要的，您所获得的证书将可在全球范围内应用。我们的课 程提供认证的

教练培训课程（ACTP），认证的教练专项训练（ACSTH），和教练精进教育（CCE）。

2. 我们传授一种融合式的教练模型

今天的市场已经充满了千篇一律的教练 - 所有人都从相同的模型（例如GROW模型）学习，然后用相同方式从

事教练辅导。 在ICA，我们帮助您定义您的利基，然后开发您自己独特的教练模式。 这样的模式能衬托出你是

怎样的一位教练，并展示出您的专长和自己所热爱的行业。

3. 自己掌握学习节奏，有快速通道可选

注册登记后 24 小时之内，我们将在我们的学习网站上为您建立账号。您可以自行决定何时开 始或每周上几节

课。这个理念在于使培训安排适合您的生活安排，而不是相反。

4. 这里有着一个由来自 92个国家的 4500多位教练们组成的全球社群

作为ICA教练，您不受自己所处地理位置的限制。 您可以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多元化教练社区里的成员们发展

人脉、建立友谊。 我们有很强烈的友爱意识，许多毕业生们在完成教练培训后很长时间里，相互都保持着联

系。

5. 提供同侪教练练习，它是一类延续学习

对于任何一个教练训练计划来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同侪互助——教练与被教练。在这个过程中，您把

理论付诸实践，调整您的技术，并增加您的信心。同侪互助是包含在我们所有课程中的内容。作为“物物交换式

教练”，同侪教练的时数能够被计入通往ICF认证资历所要求的时数。

6. 商务发展

高级教练培训课程中包括商务发展的学习。 我们将帮助您定义您的品牌和商业模式，并提供资源帮助您将

您的潜在客户转化为付费客户。

7. 我们真正关心我们学员

当您选择教练学院的课程时，您就成为了我们的亲密教练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的教员和支持 团队会知道您

的名字，在我们的全球支持覆盖下，始终会有人在旁确保您享受到学习时所需要 的支持，并顺利毕业。



课程认证、毕业证书和教练认证…

并非所有教练都需要或希望获得ICF认证，但我们强烈建议所有教练都获得资历认证。 那么这些认证资历的

区别都在哪里呢？

课程认证是什么？

课程认证指的是，一所学校已拥有自己的经过授权机构认可的课程。该课程同步所有的ICF认定之教练核心

能力，教员、评估和学习过程皆通过评估。国际教练学院受认证的课程包括ACTP、ACSTH和CCE's。

教练认证是什么？

教练认证则指的是教练行业中更进一步的专业水平，其直接受到像ICF这类行业机构的评估。在从事教练事

业的过程中，是否获得此资历是可选的，并无严格要求。此认证项下的持有人将获得如ACC, PCC或MCC这

类头衔。 一位认证或高级教练培训课程班的毕业生就获得认证专业教练（CPC）的头衔，他（她）即可以

直接通过ACTP通道（而不是耗时繁琐的学分档案申请途径）来获得ICF认证资历。

毕业证书是什么？

毕业证书是指持有者已经接受并完成某认证教练培训提供方出具的资历证明，此证书受到全球范围内的认

可；其证明持有者已经具备教练行业所要求的技能，并有资历以教练身份从业。

客户希望他们聘请到的教练不仅只是那些自称为教
练的人们，他们希望聘请到的是经过严格教练培训和具备

教练认证资历的专业人士。

国际教练学院 CEO&创始人Robyn Logan



为何 ICA 的在线学习如此给力？

就像教练一直致力于做出深刻而可持续的变革一样，我们的学习方法也是关于深度和终生学习的。

目前仍然有许多教练培训机构以旧的方式提供培训，即老师在前面讲，学生们注视和倾听。 几乎没

有时间与演讲者进行一对一的接触，反思就更没有时间了。

你不会在ICA 找到传统形式的讲座。 自从在2001 年打开我们的大门以来，我们已经开始拥抱远程学

习的原则。 学员访问模块和学习资料都是通过密码保护式的在线学习，预习完模块课件后，学员拨

入在线课堂，我们的课堂都是由专家级别的导师们来执教的。

学员们使用音频，或同时开启音频与视频学习

Image source: ICA Coaches Connect using Zoom, 2018

加入课程的过程非常简单。 您可以选择仅音频或音频和视频连线。 导师师将在课堂上欢迎您参与学

习，然后带领学员们探讨学习，鼓励大家参与并回答学员们提出的问题。 在课堂上，会有讨论和辩

论、会出现创造出的想法、大家共享知识这信息、发现的友谊、建立业务关系，发展用于实践的技

能、强化学习、并形成一种全球式的伙伴关系。



培训选项
教练职业课程 认证教练课程 （双语班时数同） 高级教练课程

学习用时

至毕业学习时长
慢学最久用时 (12 个月)

快学最快 (4个月)

慢学最久用时 (18个月)快

学最快 (6 个月)

慢学最久用时 (24 个月)

快学最快 (12个月)

核心能力科目

基础教练 7小时 7 小时 7 小时

教练技能 11小时 11小时 11小时

有力工具 9 小时 9 小时 9 小时

教练规划 - 7小时 7 小时

框架和模型 - 10小时 10小时

教练发掘

教练模型和利基 4 小时 6 小时 6 小时

个人教练审视 - - Yes

教练发展

教练讨论课 11 小时 18 小时 18小时

教练辅导 16 小时 22 小时 22 小时

观察下的教练 10 小时 10 小时 10 小时

教练监督 - - 20 小时

延续学习

个人代表作选集发展 12 小时 25 小时 30 小时

同侪教练练习时长 12 个月有效期 18个月有效期 24 个月有效期

商务发展学习时长 - - 24个月有效期

ICA 毕业证书

ICA 毕业证 职业教练培训课程
认证教练培训课程

（双语班：中英双语认证教练培训课程） 高级教练培训课程

ICA 称谓 VCC CPC 高阶 CPC

ICF 称谓

课程认证 ACSTH ACTP ACTP

ICF认证资历选择 通过 ACSTH获得ACC 通过 ACTP 获得 ACC & PCC 通过 ACTP获得 ACC & PCC

总时数 76小时 125小时 150 小时



核心教练能力培训

所有培训与国际教练联盟 ICF 认定之的能力素质同步，并分成数个课程领域。对于每个课程领

域，都有模块，电话课堂授课，讨论课和论坛参与。课程领域包括：

 教练基础

 教练规划

 教练技能

 框架和模型

 有力的工具

教练基础

在这个课程中，我们涵盖了了成为一个教练的基本方面。您将学习教练和其他形式的“帮助” 之间

的不同之处，如咨询，指导，培训，心理治疗等。我们也将教您那些已经创建并影响教练 发展的各

种理论流派，涵盖成为一名教练所需要的主要技能和特质。在此基础课程中，我们包 括在整个课

程中成功的关键技能之一 - 自主学习。我们相信，人类拥有自然的创造性和足智多谋，而且能够

对自己的学习负责。您所拥有的探究，好奇和提问的品质，以及您选择如何使 用我们提供的高品

质的内容;这些将不仅对于您的学习经验，而且对于您的实际学习成果产生有力的影响。

在线课堂模块

1. 何为教练?

2. 教练的影响

3. 道德标准与合法性

4. 教练模型

5. ICF 核心能力

6. 教练协议

7. 学习和教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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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技能

教练技能是您积极着手成为一名教练所需要的核心技能的集合，这些技能中有许多可以用在其 他

环境中（教学，管理，育儿等）。在这个课程中，您将学习如何将它们专门应用到教练会谈 情景中。在

这门课程中教授的技能将给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执教任何人的信心。

电话课堂模块课件主题

1. 有力的倾听

2. 有力的问题

3. 责任感

4. 架构

5. 视觉化

6. 认可

7. 付诸行动

8. 建立信任

9. 多样性

10. 意向

11. 感恩

教练规划

为了成为教练所学习众多的技能，实际上都是生活技能，比如，意识。这对于教练来说是一个 核心

的技能。您需要能够支持您的客户创造认知，并帮助他们找出他们的‘故事’表面下真正 将要发生

的。但是这个技能，自我认知，在生活的许多方面也非常有用（与您的孩子一起时， 在您的关系网

中，在工作场所，等等）。在这些模块中所发掘出的技能，甚至可能最终会变 成，您“教”给客户的技

能。



ICA Coach Training Program Syllabus 9

电话课堂模块课件主题

1. 价值观和人生目标

2. 意识

3. 潜在信念

4. 自信

5. 自我管理

6. 抛除评判

7. 有效反馈

有力的工具

ICA 有力的工具™享誉全球。自创立之初，十多年来旨在支持参与者去探求新观点，并促进目 标达

成。我们鼓励学员探索运用有力的工具的路径，在任何既定环境中反思他们的个人观点， 以改变观

念取得更高成就。国际教练学院的特色课程，唯有在这你才会在学习过程中，不断重温你所学的模

块。

电话课堂模块课件主题

1. 重塑观点

2. 承诺与尝试

3. 责任与责备

4. 信任与怀疑

5. 回应与反应

6. 真相与假象

7. 轻松与负重

8. 行动与拖延

9. 尊重与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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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和模型

这些模块提供了有关复杂理论的介绍和理解，并将其分解成容易消化的小块。在这里您可以发 现一些已

经影响了教练并还在持续影响的关键理论和哲学。您还将了解这些理论都如何实际应用于教练。

电话课堂模块课件主题

1. 教练历史

2. 神经语言程序学

3. 情商

4. 正念

5. 欣赏式探索

6. 认知行为治疗学

7. DISC测试

8. 优势识别

9. 九型人格

10. 生命之轮

教练发展

这些科目的设计旨在于通过实践和辅导课的学习来培养学员的教练辅导能力。 在这里，学员们将获得

一系列多方位的‘教练’与‘被教练’的体验空间。在每次课上，都会有一位PCC 水平的教练导师

针对ICF核心能力项来观察学员的会谈展现，并给予相应的反馈。

教练讨论课

教练讨论课是针对教练会谈实际操作的科目，课堂上，在具体的ICF能力项的背景下，导师为学

员们展示的教练会谈提供反馈。 课堂上，导师会使用“停止时钟”的教学方法，通过暂停会谈演练的

方式，来帮助学员在实践中去认识ICF核心能力项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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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辅导课

教练辅导课是为了深化学员的教练技能而设的。在线上课堂，学员进行角色扮演，导师观察学院

的教练展现并针对ICF核心能力项，给予反馈。学员可以在参与核心课堂学习期间，同时也参加

教练辅导课的学习。我们对何时开始上教练辅导课不作要求，但学员必须在至少学习了三个月的

时间之后，再开始参与这一部分的课堂练习。

教练监督

此部分科目仅向高级教练培训课程班的学员开放。全球诸多专业人士已经从事此职业有数年之久。

ICF 给予这个的名称为“教练会谈监督” Coach Supervision，很多专业教练给他们的会员提供长期此

项服务。举例来说，社工和精神学专家得到长期的“被监督”。在他们领域的资深专家会经常性举行会

议，来讨论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和挑战，考虑他们个人的顾虑和担忧，以提供更加高水准的服务。

教练发觉

这些课程将帮助学员找到自己作为一位教练的身份。学员会开发自己的教练模型，定义自己的

教练利基。 高级教练培训课程班的学员还将有机会接触优势识别StrengthsFinder带来的发现

评估，随后进行一对一会话，以确定自己的独特优势。

教练档案审视 (仅向高级教练培训课程班的学员开放)
高级班的学员将使用“优势识别”这个工具以及实现一次‘一对一’会谈之后，来完成在线优

势分析，从而了解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作为教练的潜力。

你的教练利基

在教练行业中，有一句话：“在经历过第一次会谈之后，所有的教练会谈都是人生教练会谈”。

但从营销的角度来看，教练服务必须有一个市场利基，一旦利基明确，你就能在市场上找到教练

辅导的对象。这一部分的科目将帮助你探索不同的教练利基，并明确你自己的利基以及目标市场

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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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课堂模块课件主题

1. 融合型教练模型

2. 模型打造工作坊

3. 学习进程工作坊

4. 教练会谈设计

你的教练模型

了解教练过程与教练模式之间的差异。 评估自己独特的兴趣热情所在、经验以及知识来开发自己

的教练模式。 您将创建一个视觉隐喻以及经过自己深思熟虑后对自己模型的描述。 这两者都将作

为十分实用的营销以及推广工具。

电话课堂模块课件主题

1. 教练语言

2. 利基探索工作坊

教练商务发展

这是高级教练培训课程中的一个选修科目，它由一系列视频模块，一览表，练习题和学习资源

组成，帮助教练建立自己的业务（如网站、社交媒体档案、销售和市场营销等）。 也会包括一次

‘一对一’会谈，以助力学员制定自己的具体商务计划。

电话课堂模块课件主题

1. 创建自己的品牌

2. 选择你的商务模型

3. 教练客户开发包

4. 社交媒体

5. 内容营销

6. 视频营销

7. 创建网站

8. 外包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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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侪教练

在同侪教练会谈中，有两大要素，即担任教练和担任客户。从各方面而言，这是课程中最具影 响力

的章节之一。在这里，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你可以讲你所学的技能和工具融会运用。作 为教练，

你将有机会实践你在课程中所学的诸多教练会谈技能。另外，通过获得客户和导师的 反馈，你将进

入持续精进的良性循环中。

许多教练培训学校会针对同侪教练进行收费，或者将同侪教练的时数囊括在他们的课程时数中。但

在ICA，这部分环节是学校送给学员们的福利，它是免费的。这一环节是一个延续学习的机会。同侪

教练（物物交换式教练），此时数可被计入获得ICF 某项资历（如ACC, PCC 或MCC）所要求积累的

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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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与术语表

ICA 术语

ICA: International Coach Academy国际教练学院

ICF 术语

ICF: International Coach Federation国际教练联盟

ACTP: Accredited Coach Training Program认证的教练培训课程

ACC: Associate Certified Coach初级教练认证

PCC: Professional Certified Coach专业教练认证

MCC: Master Certified Coach高级教练认证

培训术语

Program（培训课程）: Substantial area of study, consists of courses and modules学习的实际领域，包

括课程内容和模块。

Course（课程科目）: Themed area of study, consists of a collection of modules around a particular are

of study. 学习的主题区，包括围绕一个特定学习领域的模块合集。

Module （模块）: Modules are specific topics, which exist within each course.

For example, there are 5 modules within the course Framework and Theories模

块是特定的主题，存在与每门课中。例如，框架和理论课程中有 5个模块。

Labs （讨论课）： Labs are a place to workshop your Course Outcomes with support and facilitation

from a coach trainer.讨论课以研讨会的方式，展示您的课程成果，会有一个培

训导师推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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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classes （电话课堂）： This is the method for delivering the specific modules and workshops. This

learning vehicle is accompanied by web-based resources including ICA’s

coaching forum, reading and reflection, practice and supervision. 这是教授具体

的模块和研讨会的主要方式。这种学习工具伴随着网络为基础的资源，包括

国际教练学院的教练论坛，阅读和思考，实践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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