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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 welcome:
Welcome to this edi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ach Academy Graduate Yearbook, and once
again we bring you an amazingly diverse group of professional
coaches.
I recently attended the International Coach Federation
Conference in London, as a peak body for coaching, the ICF
conference attracted hundreds of coach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 was reminded again that coaching is one of the most
flexible, versatile and truly global professions there is. This was
even more apparent at the ICA conference party where over
40 of our students and graduates gathered to connect and
share. Moving countries, living abroad and speaking more than
one language were common themes in the room. Equally as
notable was the range and diversity of professional backgrounds
in the room, and the creative way our coaches are blending coaching to offer new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is Yearbook is a perfect illustration of this richness, with every single Coaching Power
Tool, Coaching Model and Research Paper being unique and individual.
It is with great pride that we showcase our wonderful graduates and I wish them well in their new
coaching careers. Thanks again to everyone to helped putting this publication together, I am
already looking forward to our next edition.
Regards,
Robyn Logan

Program Director Welcome
欢迎您浏览阅读International Coach Academy (ICA) 国际教练学院中文课程毕业生学习专业教练课
程的内化结晶，这是一个令人振奋又具启发性的新里程碑。ICA毕业生是一群在各专业领域拔尖人
士，经过200多小时课程与实践、探索与深化，融合出最能代表他们自己独特性的关于教练不同层面
与层次的作品。学程与作品充分体现教练精神的本质之一，人皆具其答案与智慧。
从十多年前教练技术这个名词在中国形成的个人提升进修显学现象，到近年来自世界各国的教练公
司进入亚洲和中国企业为中高阶领导提供一对一或团队教练服务，ICA自有中文课程以来三年半的时
间恰恰正是影响并见证了教练服务在专业与利基上的提升。未来，无论是企业或是个人，或是其他机
构，对教练的专业和素养的要求只会愈来愈高，而能够有其独特模式与利基的现象也将更明显。
ICA中文课程在华人地区持续培养出色的教练，他们不仅过去的企业经历丰富，500强从事人力资源
方面的专才，更多来自北大，清大，博士，医生，军人，心理谘商师等领域。通过ICA的毕业要求，
他们各自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教练模式，对一议题深入进行研究形之论文，创造观点重塑的有力工具。
他们的独特模式与研究心得正在逐渐形成其利基教练事业，正在影响著这个产业与市场。
这份刊物的呈现，一方面让对教练有兴趣的您有机会多深入认识和教练相关的论点、模式、研究等，
一方面让投入相当多时间与精力学习成为专业教练的ICA毕业生们传达他们的理念与热情。

我要特别感谢所有毕业生对自己专业的投入，让此刊物如此丰富：感谢所有幕后编辑此刊物的
同仁们，让它如此悦目：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感谢ICA这个平台，让有志之士，在此得以精进
与连结，并开创属于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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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瑞 (Rachel Zhao)
企业高管教练 成功父母教练, 中国
在 ICA 的学习过程中，对我来说，最值得回忆的时刻是：花了一年的时间想怎么写需交付的文件。
在与同学和导师们的探讨中、在自我反思中，将所学到的理念汇聚实践出教练的经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3facfb01014p5y.html
COACHING 文件
毕业时间：2012 年 9 月
有力工具：他变与自变
Coaching 模式：意识的循环
研究论文：从茶道论教练会谈之关键

賴恆毅 (James Lai)
擅長於室內與戶外冒險體驗活動設計, 台灣
在 ICA 的學習過程中，對我來說，最值得回憶的時刻是：「從陌生到熟悉，從質疑到堅信」是這一年來看待 ICA 的心
情寫照。密集的上課，充滿挑戰的會談練習以及多元文化的交流是在這學習最大的資本。過程中很容易忘了學到什麼。
但將近畢業之際，竟發現學習的行囊早已滿溢！在這透過聲音連結的大世界中，看似若有似無的空間卻充滿溫情洋溢。
在這裡，同學儘是優秀！在這裡，老師謹慎嚴教、認真熱情！ http://pilot.game.tw

COACHING 文件
畢業時間：2012 年 9 月
有力工具：冒險與安逸
Coaching 模式：SMART 平方
研究論文：Challenge By choice or Impelling into
challenge ? 自主選擇 or 驅使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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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桂綺 (Peggy Chang)
Career Coaching/Executive Coaching 職涯教練/高管教練,台灣
在 ICA 的學習過程中，對我來說，最值得回憶的時刻是：不斷自我反思,找尋自我力量的過程。很開
心有一群不斷在過程中支持與打氣的教練與同學,滿滿的收穫與感動。 peggy.chang@gmail.com
COACHING 文件
畢業時間：2012 年 9 月
有力工具：得到與失去
Coaching 模式：GRSOS
研究論文：如何透過教練提升同仁承諾度
(Engagement)

丁卫 （Wendy Ding）
Executive Coaching, 中国
在 ICA 的学习过程中，对我来说，最值得回忆的时刻是：导师、同学 Coachee 的反馈、自我反省
和不断的 Coaching 实践。wendyding660807@gmail.com
COACHING 文件
毕业时间：2012 年 9 月
有力工具：激励与责备
Coaching 模式：GREAT Coaching Model
研究论文：客户价值观的挖掘对 Coaching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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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世偉 (Shihwei Lai)
Light Your Life, 台灣
在 ICA 的學習過程中，對我來說，最值得回憶的時刻是：自我覺察, 客戶得到幫助，SC 中老師及同
學的反饋。 laishihwei@yahoo.com.tw
COACHING 文件
畢業時間：2012 年 9 月
有力工具：得到與失去
Coaching 模式：Gratitude (感恩),Free (自在),
Being (享受當下),Awareness (傾聽內在的聲音)
研究論文：教練在企業中的運用

張譯文 (Kyle Chang)
企業教練 Life Coach, 台灣
在 ICA 的學習過程中，對我來說，最值得回憶的時刻是：可以認識一群很棒的老師和同學,並學會反
思,自我覺察與運用教練在工作與生活上。 chang.kyle@gmail.com
COACHING 文件
畢業時間：2012 年 9 月
有力工具：充電與放電
Coaching 模式：知道-->做到-->得到
研究論文：Coaching With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Q 在企業教練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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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勝國 (Shen-Kuo Tso)
高績效團隊管理與人力資源實務經驗結合教練心法，協助你領導變
革邁向成功, 台灣
在 ICA 的學習過程中，對我來說，最值得回憶的時刻是：放下過去，自我覺察，深度學習，持續成
長。 tso.frank@gmail.com
COACHING 文件
畢業時間：2012 年 9 月
有力工具：把事作對與作對的事
Coaching 模式：人性本善的教練模式
研究論文：企業教練與未來領導人

刘景梅 （Mary Liu）
企业教练，亲子教练, 中国
在 ICA 的学习过程中，对我来说，最值得回忆的时刻是：监督下的教练的演练过程，紧张中收获欣
喜，成长和自信。http://maryliujingmei.blog.163.com/
COACHING 文件
毕业时间：2012 年 9 月
有力工具：费力与惜力
Coaching 模式：伙伴式的教练模式
研究论文：教练式辅导帮助父母培养青少年子女的
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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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琮貿 (Shawn Chung)
除了 Coaching 之外，在 Facilitation 上有多年經驗，擅長團體的
帶領方式，亦熟悉 Action Learning，可提供多樣的服務, 台灣
在 ICA 的學習過程中，對我來說，最值得回憶的時刻是：與同學及老師們碰撞出學習火花的時刻！
http://www.open-quest.com/
COACHING 文件
畢業時間：2012 年 9 月
有力工具：給力與奪力
Coaching 模式：ARICCA Spiral Model (ARICCA
螺旋理論)
研究論文：團體教練的範疇與應用 (The Scope and
Application of Group Coaching)

樊友文 (Fan Yu-Wen)
家庭教練 (Family Coaching), 台灣
在 ICA 的學習過程中，對我來說，最值得回憶的時刻是：在上課後一個月內就在 coaching
自願當兩次教練，導師的點評，讓我知道了”教練”，加速修正自己的教練用語！
winwincoaching.weebly.com
COACHING 文件
畢業時間：2012 年 9 月
有力工具：阻力與助力
Coaching 模式：美好生活教練模式
研究論文：拇指教育與食指教育 ---- 教練式對話的
親子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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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韻琴 (Grace Yun-Chin Chen)
領導力、人生下半場(中老年生涯規畫), 台灣
在 ICA 的學習過程中，對我來說，最值得回憶的時刻是：六次的監督下coaching 會談。
ycc5610460@yahoo.com.tw
COACHING 文件
畢業時間：2012 年 9 月
有力工具：堅持與放棄
Coaching 模式：Love Model
研究論文：淺談公部門教練式領導

陈晓义（Jenny Chen）
职业和个人成长, 中国
在 ICA 的学习过程中，对我来说，最值得回忆的时刻是：在决定 2012 年 9 月要毕业并真正开始付
诸行动的时刻。 Jenny.chenxy@gmail.com
COACHING 文件
毕业时间：2012 年 9 月
有力工具：“舍”与“得”
Coaching 模式：DRIVE
研究论文：浅谈建立教练和客户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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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子溱 (Chen Tzu-Chen)
擁有知識管理顧問/講師/教練三合一的專長, 台灣
在 ICA 的學習過程中，對我來說，最值得回憶的時刻是：15 分鐘 peer coaching 專注時刻，以及
結束後老師及同學的回饋是最為深刻的回億。 http://crystalballcoach.blogspot.tw/
COACHING 文件
畢業時間：2012 年 9 月
有力工具：真心與妄心
Coaching 模式：同心圓 Model
研究論文：教練會談在企業導入知識管理的應用 ─
以某家42年的企業為例

郭家雯 (Michelle Kuo)
Transformation Coach, 台灣
在 ICA 的學習過程中，對我來說，最值得回憶的時刻是：看見客戶豁然開朗的瞬間。
http://winwincoaching.weebly.com/
COACHING 文件
畢業時間：2012 年 9 月
有力工具：可能 與 不可能
Coaching 模式：創造無限的可能
研究論文：成效評估在企業教練的運用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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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博勛 (Brian Chang)
台灣
pohsun.chang@gmail.com

COACHING PORTFOLIO
畢業時間：2012 年 3 月
有力工具：行動與前進
Coaching 模式：You Model
研究論文：人生目的探詢在Coaching中的應用方式

林德喜 (Dawes Lin)
台灣
daweslin@gmail.com / linth1@corning.com

COACHING PORTFOLIO
Graduated: 2012 年 3 月
有力工具：輕鬆與壓力
Coaching 模式：Pan Grow Model
研究論文：青少年自動自發學習之教練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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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莉文 (Liwen Lee)
台灣
liwenlee@gmail.com

COACHING PORTFOLIO
畢業時間：2012 年 3 月
有力工具：开放与控制
Coaching 模式：莉文的教练模式
研究论文：萨提亚的人格冰山理论对一位新进教练
的启发

廖碧霞 (Yvonne Liu)
CHINA
yvonneliu228@gmail.com

COACHING PORTFOLIO
Graduated: March 2012
Power Tool: Coaching Inspires Creativity
Coaching Model: 6c Creating Diamond Life
Research Paper: Possible and Im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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