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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代表作选辑

胡 茜 (Hu Chien)

有力的工具: 可能 VS 不可能
教练会谈模式: 行動中心教練模式
研究论文: 高管教練在台灣的可行性-以文化為角度
探討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Hu-Chien

联系方式: www.ChienHuCoach.com

企業教練, 台湾 Taiwan
在ICA的学习过程中，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學友們學習及討論生命的課題, 教室是虛擬的但彼此心的距離
卻很近.  

教练代表作选辑

马 岚 (Echo MA)

有力的工具:我VS他
教练会谈模式:  DIFFER
研究论文: 教练会谈工具之菜鸟初探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Ma-Echo

联系方式:  www.scj.com

领导力辅导, 中国 china
在ICA的学习过程中， 会谈对象看到自己的潜能，认识到教练过程的伟大

http://coachcampus.cn/coach/chien-hu/
http://www.chienhucoach.com/
http://coachcampus.cn/coach/echo-ma/
http://www.scj.com%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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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代表作选辑

王 华 (Wang Hua)

有力的工具: “空杯”与自满
教练会谈模式: S.P.R.I.N.G

研究论文: 通过案例浅析教练会谈在情绪管理中的作
用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Wang-Hua

联系方式: www.Amstechn.com

生命教练，企业教练, 中国 china
在ICA的学习过程中，在上课的初期，同一个问题每位同学都会有不同的答案，甚至差别很大，让我意识
到从自己的角度下一个定论是很主观也很片面的，后来知道那叫主观评判。对抛除主观评判的认识与
实践让我受益匪浅，也以此为基础我改变了很多，收获了很多。

教练代表作选辑

邱 杰 (Qiu Jie)

有力的工具:目的与目标
教练会谈模式:  绽放的6C
研究论文: 总结亲子教练实践中的“倾听与回应”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 Qiu-Jie

联系方式:  www.Weibo.com/u/2854231540

家庭教育, 中国 china
在ICA的学习过程中,对我来说,最值得回忆的时刻是，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自己.

http://coachcampus.cn/coach/wang-hua/
http://www.amstechn.com
http://coachcampus.cn/coach/jie-qiu/
www.Weibo.com/u/285423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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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代表作选辑

李 欣 (Jessie LI)

有力的工具: 教练会谈模式: TREE 评鉴
教练会谈模式: 空杯与满杯
研究论文: 教练技术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广泛应用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Jessie-Li

联系方式: JessieLixin@gmail.com

高管教练, 中国 china
从第一次上电话课程，线上的老师和同学们用很Ｆｕｎ的方式欢迎我加入ＩＣＡ大家庭；到找到内部教练
和内部客户，共同成长；还有监督下的教练，带着好好展示ＩＣＦ要求的各项能力的压力，我仿佛变成了
一个不知所措的孩子，现在回想起来，仍不禁哑然失笑。

教练代表作选辑

黃 莉雅 (Lia Huang)

有力的工具:當下的力量vs. 許下的願望
教练会谈模式:  Life Garden Model 
                              生命花園教練模式
研究论文: 現實治療法在教練實務上的貢獻與應用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Huang-Lia

联系方式:  www.blog.Yam.com

企業教練, 台湾 Taiwan
COP的練習點滴及監督下教練期間的快速成長!

http://coachcampus.cn/coach/li-jessie/
http://coachcampus.cn/coach/lia-huang/
http://blog.yam.com/coachservice


4   international coach academy | year book  January-June 2015

ICA YeAr book | Graduate profiles

教练代表作选辑

劉 珮彤 (Peyton Liu)

有力的工具: 看見..感受..行動..三階段推進工具
教练会谈模式: 希望力教練模式
研究论文: 運用正向心理學提升客戶的自信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Liu-Peyton

联系方式: LinkedIn/pub/Liu-Peyton

 企業教練, 台湾 Taiwan
在ICA的學習過程，每個時刻都值得回憶。在電話課程中與導師及學友的激盪，擔任實習客戶及教練的
收獲及挑戰，在監督下教練當中的浴火重生，撰寫畢業作品的自我探索及展現，以及在ICA認識的良師
益友都是我人生美麗的風景。回首來看，ICA給了我深刻的自我淬煉及精彩的人生旅程。謝謝ICA。

教练代表作选辑

马 艳风 (Pony Ma)

有力的工具:推动与跟随
教练会谈模式:  DRAW
研究论文: 浅谈教练技术在企业关键人才发展中的应
用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Ma-Pony

联系方式:  2895789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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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课堂导师的反馈，让我看到了未知的我。

http://coachcampus.cn/coach/liu-peyton/
http://tw.linkedin.com/pub/peyton-liu/67/b44/935
http://coachcampus.cn/coach/pony-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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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代表作选辑

陈 晓艺 (Shirley Chen)

有力的工具: 有框和无框
教练会谈模式: CLEAR to GREET ROAD

研究论文: 欣赏式探询教练在行动学习中的运用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Chen-Shirley

联系方式: LinkedIn/pub/Chen-Shirley

领导力教练, 中国 china
一路走来太多值得回忆的时刻，在每个学习阶段对我来说都有最值得回忆的。电话课堂的分享与反
思，COP练习同学的反馈和老师的启发，教练时客户的反馈和自己的震撼，品璇老师和明明老师在监督
下的教练的一语中的，设计有力的工具、教练会谈模式和研究论文时思路整理和灵光乍现。

教练代表作选辑

田 書綸 (Tien Shu-Lun)

有力的工具:自卑與超越
教练会谈模式:  PIVI教練循環模式
研究论文: 初探教練工作與心理諮商之學 習與運用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Tien-Shu-Lun

联系方式:  Facebook.com/Tien-Shu-Lun

幸福教練, 台湾 Taiwan
與許多來自各方面的朋友共同學習成長，使自己對教練工作充滿興奮期待，且讓自己成為一位更能激
勵客戶拓展生命與生活的成熟完整教練。

http://coachcampus.cn/coach/chen-shirley/
http://www.linkedin.com/profile/view%3Fid%3D191191271%26trk%3Dnav_responsive_tab_profile%0D
http://coachcampus.cn/coach/tien-shu-lun/
https://www.facebook.com/shermant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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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代表作选辑

陆 橙 (Stella Lu)

有力的工具: 自信VS自负与自卑
教练会谈模式: 循序渐进模式
研究论文: 教练在职业生涯转型中的运用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Lu-Stella

联系方式: LinkedIn/pub/Lu-Stella

 企业教练（领导力﹑绩效）、职业生涯管理教练, 中国 china
在ICA的学习过程中，COP的练习﹑监督下的教练﹑同侪教练，与导师和学友一起不断挑战自己，精进
教练技术，修炼教练状态。

教练代表作选辑

孙 谨 (Teresa Sun)

有力的工具: 牵手与放手
教练会谈模式:  用心做教练 HEART教练模式
研究论文: 把握教练表现欠佳员工的机会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Sun-Teresa

联系方式:  Blog.Sina.com.cn/Sun-Teresa

企业教练, 中国 china
对我来说，ICA的学习都是那么值得回忆。ICA的学习本身就让我走出学习舒适区的一个大跨步，在我过
去的传统学习模式中， 习惯了面对面教学，老师讲、学生记，但在ICA的学习课堂了，没有面对面，没有
授课，只有讨论，在探究中学习，老师更多扮演的是导师，如引导师带着我们走在coach的道路上

http://coachcampus.cn/coach/chen-stella-lu/
http://cn.linkedin.com/pub/stella-chen-lu/16/aa9/367%0D
http://coachcampus.cn/coach/teresa-sun/
http://blog.sina.com.cn/u/1745163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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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代表作选辑

陆 蔚 (Veronica Lu)

有力的工具: 限制与自由
教练会谈模式: Veronica’s Butterfly

研究论文: 认可在教练中的运用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Lu-Veronica

联系方式: www.Weibo.com/Lu-Veronica

 高管教练, 中国 china
在ICA的学习过程中，最值得回忆的是6次COP的过程，让我更多地在15分钟内集中地看见自己的害怕、
模式、担心和这些背后的信念；更让我深刻地理解到什么是真正的教练状态。在这六次COP中，我得到
了非常深刻的成长，舒适区不断扩大。在这过程中，同学的示范，导师的点拨和认可都让我感动。

教练代表作选辑

蔡 雲姍(Tsai Yun-San)

有力的工具:擔心與決心
教练会谈模式:  教練模式 – JUICY ORANGE
研究论文: 教練在繪本教學讀書會的應用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Tsai-Yun-San

联系方式:  Facebook.com/Tsai-Yun-San

生涯轉換教練, 台湾 Taiwan
上電話課堂時與老師同學們的互動分享，教練實習時剛開始的緊張與之後的感動 ，寫畢業作品時的創
意構思與組織想法，監督下教練的震撼與深刻體驗。

http://coachcampus.cn/coach/veronica-lu/
http://www.weibo.com/u/1945928883
http://coachcampus.cn/coach/yun-san-tsai/
https://www.facebook.com/yunsan.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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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代表作选辑

顏 幸枝 (Yvonne YeN)

有力的工具: 選擇VS控制
教练会谈模式: A Journey of Coaching

研究论文: 情緒的覺察於教練會談的應用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Yen-Yvonne

联系方式: Facebook.com/Yen-Yvonne

企業教練, 台湾 Taiwan
在ICA的學習過程中，對我來說，最值得回憶的時刻是「監督下的教練」，從緊張、無措到專注、聚焦，雖然
過程是提心吊膽，但回首那時，此刻是充滿感恩與能量。

教练代表作选辑

周 亦宜 (Sarah Zhou)

有力的工具:学习与评判
教练会谈模式:  TRUST
研究论文: 浅谈U型理论在教练中的应用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Zhou-Sarah

联系方式:  sarahzhouyy@hotmail.com

企业教练，亲子教练, 中国 china
监督下的教练会谈和完成所有评鉴作业。这期间对ICA的学习做了完整的总结，反思和提升。

http://coachcampus.cn/coach/yvonne-yen/
https://www.facebook.com/yvonne.yen.9
http://coachcampus.cn/coach/sarah-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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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代表作选辑

马 锦滔 (Ma JinTao)

有力的工具: 向内看与向外看
教练会谈模式: 转正+觉察 教练模式
研究论文: 非暴力沟通在教练中的应用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Ma-JinTao

联系方式: jtma2000@163.com

 企业教练, 中国 china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中，我更深入地了解自己并逐渐获得更大的自由。

教练代表作选辑

陳 冠婷 (Xavier CheN)

有力的工具:應該VS包容
教练会谈模式:  C&D
研究论文: 創傷後壓力成長與教練對話 
                    PTSD VS PTSG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Chen-Xavier

联系方式:  captain.xxx01@gmail.com

企業教練、業務教練, 台湾 Taiwan
最值得回憶的莫過於SC當中兩位老師的點評在我的生活當中有很大的影響，我開始悄悄留意生活中
潛意識的這些小動作，有許多的覺察以及自我的突破、不設限。 在CoP也有很多點評直指核心無法閃
躲，需要咀嚼...

http://coachcampus.cn/coach/ma-jin-tao/
http://coachcampus.cn/coach/xavier-ch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