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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DIRECTOR WELCOME:

欢迎您浏览阅读 International Coach Academy (ICA) 国际教练学院 
2014年三月中文课程毕业生学习专业教练课程的内化结晶 –「毕业代
表作选辑」。

2014年三月毕业生，有几个代表性，第一：人数达到了最多；第二：代表
的城市达到最多，来自北京、上海、南京、台北、新加坡及墨尔本；第三：
学习以理解、实践、悟为重，不以速度为求。自2008 ICA筹划中文课程
以来，始终禀持初衷 – 提倡自主学习，无单一模式，同学自己才是他生
命的教练与大师，为了转变而学习而非为了学习而学习，有效的学习
来自生活和生命中的实践/反思/发现并循环之，时间是成长的最佳学
伴等等。「毕业代表作选辑」便是整个学程的最终精神表现。该创作始
于报名之际：「创」代表著开启对教练，即自身，的好奇之心探索之行，
一种抛开过去建构的知识和信念等体系的态度。「作」则是过程中心态、方法、形式等的拣择与面对。到
毕业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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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个案研究、或引领性文章，
或教练观点，创造观点重塑的有力工具。他们的独特模式与研究心得正逐渐形成其利基教练事业，也正
在影响著这个产业与市场。

这届的研究主题涵盖了探讨Coaching的本质、技巧、实践，其他专业工具与模式应用于
Coaching，Coaching对公益组织及特定产业产生的影响，Coaching应用于自身、企业、领导力及亲子
等。

「亲子教练促成亲密的亲子关系」；「从杉树计划论教练的力量」；「運用”教練模式”強化”當責”的實踐」
；「初探不同的领导风格在教练实践中的运用」；「教练与建议的关系初探与实践心得」；「关键思考应用
于教练」；「教練與改變」；「企业教练有效性初探」；「提問的重要性」；「自我教练初探」；「当职业发展遇上
教练」；「如何成为一个高情商的教练」；「浅谈建立企业教练文化对中国工程咨询行业的意义」

有力的工具更是每位同学源取生活和实践精华，或是灵感乍现，或是积淀已久，篇篇内涵够深，实用性
够高！教练模式更可以看出同学们结合与平衡创意及应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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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从未有
终时，每位毕业生的人生与教练之路代表作，持续中～～～

Pin Hsuan Chen 陳品嫙
Program Director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ach Academy



张芳 betty Zhang 顾宁馨 Nicole Gu 刘东 Liu Dong 吴雁燕 Cathleen Wu 

 樊阳 Helen Fan 王征Tony Wang  杨明嬿 Serena Yang

 程波 beryl Cheng 蔡梅萍 Connie Tsai 叶菁华 Gina Yeh 

 周蓓华 Christina Zhou 刘雪茹 Lindor Liu 马冀 James Ma 

http://internationalcoachacademy.cn/coaching-101-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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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代表作选辑

张芳 (BETTY ZHANG)

有力的工具: 外在的我 vs. 内在的我
教练会谈模式: B.E.S.T 模型
研究论文: 浅谈建立企业教练文化对中国
                    工程咨询行业的意义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Betty-Zhang

联系方式: LinkedIn/pub/Betty-Zhang

 领导力教练, 中国 CHINA 
最值得回忆的时刻是在遭遇生活无常变化的过程中，ICA学习到的点点滴滴演化“自己的问题”，生活成
了教练的课堂，真实面对，现场作答

教练代表作选辑

顾宁 顾宁馨 (NICOLE GU)

有力的工具:TIS 和TIP 
教练会谈模式:  信任和尊重为核心
研究论文: 亲子教练促成亲密的亲子关系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Nicole-Gu

联系方式:  LinkedIn/pub/Nicole-Gu

亲子教练, 高管教练, 中国 CHINA 
在ICA 的学习过程中，对我来说，最值得回忆的时刻是在监督下的教练那一个半月，那是我们在导师们
的嘉许，鼓励和挑战下迅速成长，形成和了解自己教练风格的阶段，也是我们更加了解其他同学教练风
格的机会。感恩ICA珍贵的学习经历。

http://coachcampus.cn/coach/betty-zhang/
http://au.linkedin.com/pub/betty-zhang/13/244/955
http://coachcampus.cn/coach/nicole-gu/
http://cn.linkedin.com/pub/nicole-gu/18/a05/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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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代表作选辑

刘东 ( LIU DONG)

有力的工具: ”想……、该……、能……” 三环工具
教练会谈模式: T2B3C2

研究论文: 从杉树计划论教练的力量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Liu-Dong

联系方式:  hi.liudong@gmail.com

高管教练、企业教练、生命教练, 中国 CHINA 
最难忘的时刻: 每次接进电话的那一刻。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将有完全不同的体验与收获。90个课
时，36个小时教练实习与监督下的教练，都是从接进电话的那一刻开始，与老师的思维碰撞，与同学的
互动成长……ICA虽然不能见面，但是电话接进的那一刻，却是如此深刻的连接。感谢！

教练代表作选辑

吴雁燕 (CATHLEEN WU)

有力的工具: 坚持与懈怠
教练会谈模式: big Deal

研究论文: 当职业发展遇上教练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Cathleen-Wu

联系方式: cathleen-wu@hotmail.com

领导力教练, 中国 CHINA 
在ICA的学习过程中，对我来说，最值得回忆的时刻是每一次教练实习课上的操练和监督下教练课上的
实践，这些都是综合检验学习成果的好机会，我收获了很多自信和学习。

http://coachcampus.cn/coach/liu-dong/
http://coachcampus.cn/coach/cathleen-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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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代表作选辑

 樊阳 (HELEN FAN)

有力的工具: 接纳与否认
教练会谈模式: Love

研究论文: 情商在教练中的运用 --如何成为
                                    一个高情商的教练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Helen-Fan

联系方式:  LinkedIn/pub/Helen-Fan

关系教练, 中国 CHINA 
最难忘的时刻: 经历监督下教练的过程。

教练代表作选辑

王征 (TONY WANG)

有力的工具: 聚合与分散
教练会谈模式:  梦想，从现在开始：DREAM-NOW
研究论文: 助人自助-自我教练初探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Tony-Wang

联系方式: tony_z_wang@hotmail.com

学习和成长教练、情商教练, 中国 CHINA 
在ICA的学习过程中，对我来说，最值得回忆的时刻是各地学友共唱的最动人的歌曲- 我的生日快乐歌！

http://coachcampus.cn/coach/helen-fan/
http://cn.linkedin.com/pub/helen-fan/5/7ab/305
http://coachcampus.cn/coach/tony-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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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代表作选辑

杨明嬿 (SERENA YANG)

有力的工具: 安逸與挑戰
教练会谈模式:  PD²CA +r

研究论文: 提問的重要性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Serena-Yang

联系方式:  myyang59@hotmail.com

企業教練、個人成長教練及AL教練, 中国 CHINA 
最值得回憶的是--每次心靈的碰撞，因為碰撞所以成長，因為成長所以內心強大

教练代表作选辑

程波 (BERYL CHENG)

有力的工具: 直面与回避
教练会谈模式: IDEAL 模型与示意图
研究论文: 企业教练有效性初探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Beryl-Cheng

联系方式: LinkedIn/pub/Beryl-Cheng

个人成长教练/企业教练, 中国 CHINA 
在ICA的学习过程中，对我来说，最值得回忆的时刻是在监督下的教练课堂进行的修炼及提交毕业作业
的紧张倒计时。

http://coachcampus.cn/coach/serena-yang/
http://coachcampus.cn/coach/beryl-cheng/
http://cn.linkedin.com/pub/beryl-cheng/2a/125/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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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代表作选辑

蔡梅萍 (CONNIE TSAI)

有力的工具: 幻想與理想
教练会谈模式: H2o Coaching Model

研究论文: 運用「教練模式」強化「當責」
                                    的實踐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Connie-Tsai

联系方式:  chamomile.like@gmail.com

品牌顧問、企業高管教練、管理與領導力教練, 台灣 TAIWAN 
最难忘的时刻：在只有聲音的課堂上，收到的卻是「心」的交流！當彼此有機會碰面，可能會發生在聚會、
機場、或者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而且是第一次見面都會激動得像是見到了十幾年的老朋友，覺得不
可思議之外，也見證了教練的能量能藉由聲音傳得如此遙遠與深刻！

教练代表作选辑

叶菁华 (GINA YEH)

有力的工具:捨與得
教练会谈模式: SMILe U CoACH

研究论文: 教練與改變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Gina-Yeh

联系方式: LinkedIn/pub/Gina-Yeh

教练变革，职业发展和人民的潜力与积极的能量, SINGAPORE 
最难忘的时刻: 享受來自同儕教練及同學們帶給我的陪伴、支持；吸收老師與同學們開放而真誠地分享
他們所思所想帶給我的思維轉換。看到自己在人際互動過程中從安於傾聽的習慣，轉換到成為適時提
出好問題以及積極能量的提供者的成長。

http://coachcampus.cn/coach/connie-tsai/
http://coachcampus.cn/coach/gina-yeh/
http://sg.linkedin.com/pub/gina-yeh/21/ab9/b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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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代表作选辑

周蓓华 (CHRISTINA ZHOU)

有力的工具: 有力的工具：自己VS.别人
教练会谈模式:  教练模式：临门-摸门-过门-回门
研究论文: 关键思考应用于教练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Christina-Zhou

联系方式: christinazhou@amachina.com

管理教练, 中国 CHINA 
在ICA的学习过程中，对我来说，最值得回忆的时刻是COP和监督下的教练，我感受到教练角色的力量
与精彩。

教练代表作选辑

刘雪茹 (LINDOR LIU)

有力的工具: 有力的工具——单一与融通
教练会谈模式: T2B3C2 模型
研究论文: 教练与建议的关系初探
                                    与实践心得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Lindor-Liu

联系方式: liuxueru2@sina.com

亲和力, 中国 CHINA 
最难忘的时刻: 当我感受到抛除评判的魅力的那一刻

http://coachcampus.cn/coach/christina-zhou/
http://coachcampus.cn/coach/lindor-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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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代表作选辑

马冀 (JAMES MA)

有力的工具: 坚守与舍弃
教练会谈模式: JM “关爱五步曲”
研究论文: 情景教练技术© —初探不同的领导风格
                     在教练实践中的运用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James-Ma

联系方式: LinkedIn/pub/James-Ma

领导力教练, 中国 CHINA 
对我来说，最值得回忆的时刻是在“监督下的教练”学习过程中，来自于老师和同学的真诚、坦率的反馈
和鼓励，让我成长很快。

http://coachcampus.cn/coach/james-ma
http://cn.linkedin.com/pub/james-ma/37/2aa/3b3
http://internationalcoachacademy.cn/coaching-101-regis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