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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 WELCOME:

欢迎您阅读国际教练学院 International Coach Academy (ICA) 
2014年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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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教练群体有了更明显的多样性，他们各自发展出别具一格的教
练模式。相信这种文化多样性，包含论述上和学习上的，都让ICA的教
练们特立独行。

教练是全球性的行业，它也是一门受其他众多理论和哲学影响的学
科，包括：

– 认知行为治疗学

– 人力资源管理学

– 文学和哲学

– 销售管理

ICA培养的教练不仅在虚拟的全球社群中学习，学习其他文化的先进技能，而且他们深深懂得什么是教
练，教练是如何发展的。这从本次毕业生年鉴中发展出的各种教练模式中可见一斑。每一位教练在汲取
自身专长和经验的基础上，放眼自己即将投身的教练市场和方向，提炼出自己的教练模式，形成一套教
练目标和模式完美结合的丰富作品。

祝福你们把自己独有的模式推广到全世界！

祝好！

robyn Logan
Ceo
International Coach Academy

http://coachcampus.cn/portfolio/research-paper/sandy-sha-satir-iceberg-theory-in-coaching-the/
http://coachcampus.cn/portfolio/research-paper/marjorie-shen-on-the-corporate-human-resource-managers-to-learn-the-meaning-of-the-coach/
http://coachcampus.cn/portfolio/research-paper/kevin-weng-moral-of-the-true-meaning-coach/
http://coachcampus.cn/portfolio/research-paper/yijie-lucy-dai-on-the-coach-in-sales-management-in-the-use-of/


戴怡洁 Yijie Dai(Lucy) 马 力 Li Ma 沙 莎 Sandy Sha

沈 敏 Marjorie Shen 王 宇华  Julia Wang

翁 国明 Kevin Weng 吴 艳莉 Sally Wu 曾 彦菁 Elaine Z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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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怡洁 (Yijie Dai(Lucy))

有力的工具: 如果与应该
教练会谈模式: TORCH 教练会谈模式
研究论文: 浅谈教练在销售管理中的运用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Lucy-Dai

联系方式: shlucydai@hotmail.com

 企业管理, 中国 CHINA 
在ICA的学习过程中，对我来说，最值得回忆的时刻是第一天参加监督下教练时的紧张与兴奋。

教练代表作选辑

马 力 (Li Ma)

有力的工具:自律和他律
教练会谈模式:  GROWING模式
研究论文: 两个案例看销售团队的目标确定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Li-Ma

联系方式:  mali22@sina.com

销售团队的教练式管理, 中国 CHINA 
有太多值得回忆的时刻啊，一定要说“最”吗？ 1、在SC中，学员和老师所有人的投入、用心、专注； 2、在
最后赶作业的时候自己的狼狈相，事后现身说法对后来者分享自己的狼狈并建议大家早些准备； 3、参
加上期毕业典礼时的感动； 4、同老师们聚会的收获和感动；

http://coachcampus.cn/coach/yijie-lucy-dai/
http://coachcampus.cn/coach/m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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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代表作选辑

沙 莎 (Sandy Sha)

有力的工具: 过去VS 未来
教练会谈模式: PATH Model

研究论文: 萨提亚冰山理论在教练中的应用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Sandy-Sha

联系方式:  www.blog.sina.com.cn/shasha0701

生命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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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的过程中，被明明老师和品璇老师
启发，以及和同学们一起不断精进15分钟的教练会谈。每个同学都期待下次会谈更好，每次会谈中每位
同学都在琢磨自己说的每句话。这个一起往前走的力量很鼓舞我。

教练代表作选辑

沈 敏 (Marjorie Shen)

有力的工具: 生路与绝境
教练会谈模式: WoW

研究论文: 浅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学习教练的意义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Marjorie-Shen

联系方式: www.blog.sina.com.cn/Shasha0701

健康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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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电话课堂中，与导师和同学们隔空联接，
在提问互动中撞击出颤动心灵的火光！

http://coachcampus.cn/coach/sandy-sha/
http://blog.sina.com.cn/shasha0701
http://coachcampus.cn/coach/marjorie-shen/
http://blog.sina.com.cn/shasha0701


international coach academy | year book  July - december 2014 3

教练代表作选辑

 王 宇华 (Julia Wang)

有力的工具: 得到与失去
教练会谈模式: 信-爱-望
研究论文: 教练与拖延初探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Julia-Wang

联系方式:  julia_h_wang@qq.com

个人发展, 中国 CHINA 
在ICA的学习过程中，对我来说，最值得回忆的时刻是：每一次读课件，每一次在课堂上听到老师和同学
们分享，每一次COP的练习和反思，都仿佛在我心中不断地开启一扇门窗，让我知道原来人生可以如此
丰富，教练工作是如此地有趣并有意义。而在ICA这个大家庭当中得到的每次认可和鼓励，是让我能够
在这里追寻自己梦想的动力和帮助。

教练代表作选辑

翁 国明 (Kevin Weng)

有力的工具: 显性 VS 隐性
教练会谈模式:  Amazing “GRACES” 教练模式
研究论文: 《道德经》之教练真谛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Kevin-Weng

联系方式: www.blog.sina.com.cn/u/3230919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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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下的教练，每一次都是对自我的挑战，老师的
点评，鼓励和陪伴让我感到每一次都是一次突破和飞跃！

http://coachcampus.cn/coach/julia-wang/
http://coachcampus.cn/coach/kevin-weng/
http://blog.sina.com.cn/u/3230919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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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代表作选辑

吴 艳莉 (Sally Wu)

有力的工具: 拥抱与逃避
教练会谈模式:  L.o.V.e

研究论文: Coaching提升生命的可能性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Sally-Wu

联系方式:  bluesky815815@163.com

企业教练, 中国 CHINA 
监督下会谈的紧张和收获，论文题目的长时间积累到一气呵成，有力工具创作过程中发现主动拥抱已
成为我的重要工具，创作四叶草LOVE模式的过程让自己看见自己的勇敢和爱，还有每一次课程的浸
染、每一次会谈的觉察和发现。

教练代表作选辑

曾 彦菁 (Elaine Zeng)

有力的工具: 天性与习性
教练会谈模式: 起承转合的教练模型
研究论文: 格式塔疗法在教练中的应用

查看个人代表作选辑: Coach/Elaine-Zeng

联系方式: elaine_zengyj@163.com

领导力发展, 中国 CHINA 
在监督下教练得到老师和学友的真实反馈，感受教练状态的重要性，从紧张到自信放松，帮客户找到真
正要去的地方并努力前行，自己也自然而然到达目的地。

http://coachcampus.cn/coach/sally-wu/
http://coachcampus.cn/coach/elaine-z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