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练入门包 



Business Express–教练入门包  

© International Coach Academy,   

 

 

 
 
 

我是 Cloe Blanchet，这个课程是教练入门包。 

 

你准备迎接你的第一个客户。但在此之前，你必须处理几项

事情。而这正是这课程讲述的东西。它们是什么？ 

 

• 商业名片 

• 信笺/ 文具 

• 客户入门包 

• 客户预约及联系工具 

• 客户管理流程 

• 会计与支付系统 

 你个人教练工具。 

 

你的个人教练工具，你可能已经组织好了。 

 

这些都是关于创造你的品牌标识。你的品牌标识反映你，你

需要与你的品牌标识一致。并且通过一致，我们的意思是使

用一致的色彩，字体，并所有通信的语言要一致。所以当你

正在做一个商标，请确保你已从你的设计师得到颜色代码和

字体名称，并决定你要使用特定字体作为所有通信的字体并

无时无刻使用它。例如你想用 Arial 字体 12 或 Helvetica 字

体 12。挑选常见的字体和可以在 Excel 或 Word 或 Power 

point 以及在你的电子邮件使用，视觉上要保持一致。 

 

根据同样，当你得到你的商标时，要确保没有格式是没有背

景的。例如，如果商标一个正方形的，如果商标有白色背景。

例如，如果你把这个商标放在蓝色的背景，那你会看到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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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的白色正方形在蓝色的背景上，不太美观。如果你得到

PNG格式的文件，背景也许是透明的，所以你可以把你的

商标放在任何其它颜色上，背景都会是透明的。 
 

. 
 

名片和信笺 - 实物 

看看你的名片和信笺。因此，任何東西是實際上可以代表你。

我们推荐在 moo.com 完成，他们提供很多很好的模板。你可

以设计自己的名片。如果不行的话，你可在 Fiverr 找人来设计，

只需 5 美元。让他们设计你的信笺。因此基本上，你发送给你

的客户的任何形式的附件，你需要在顶部放上你的商標，底部

放上你的联系方式，它看起来便會更专业。 
 

名片和信笺 - 虚拟  

现在是你的虚拟名片。這裡有一个程式叫 WiseStamp，它可

帮助你建立电子邮件签名，包括你的社交媒体图标，你的网

站，你的照片，再次强調你是一个专业人士。你的电子邮件页

脚看起来很棒，你的虚拟签名和虚拟信笺与实物是同样重要的。 

现在，我要在这里补充一个非常简单和容易提示。使用智能

手机的人要确保在地址簿中建立了自己的联系人记录。把你

自己的名称，你的名字，你的姓氏，填写所有细节，你的公

司名称，你的网站，你的社交媒体的地址。于你的智能手机

填写所有资料，然后当你与其他人分享联络方法时，（选择

你的联系人记录，然后点击「分享」，当他得到了联系方式

时，他们其实已经拥有所有的资料他们实际上已你的名字， 



Business Express–教练入门包  

© International Coach Academy,   

 

 

 

姓氏，你的公司名称，和所有的正确的联系方式。你可能没

有想到这是非常非常容易。而它只是再次表明你是一个专业

人士。 
 
 
 
 

客户入门包 

很多教练开始了他们的教练业务时都没有客户入门包，你实

际上也不需要的。你可以不使用入门包。但为什么你想拥有？

基本上，它让你看起来更加专业它设置了预期和界限，它会

避免将来尴尬的讨论。例如，你可以确保客户知道有为了达

到所需结果，他们是也是付出的。你可能要看一下程序问题，

以及例如你的会话时间，谁去打电话，如果有一个未接来电

要怎么办？为你的成功，你要清楚地阐述你的保密协议和设

立一个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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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在客户入门包包括哪些内容？ 

1. 一封小小的欢迎信，「感谢你选择我，欢迎你的加

入」。类似这些。 

2. 教练协议，订立你如何帮助，你的执教风格，建立步伐，

会议时间，会议数量，教练将如何运作，会面形式是通

过 Skype 还是面对面，保密性和作为教练和客户的预

期。国际教练联合会有模板，在论坛上也有其他教练发

帖的入门包。 

 

在客户入门包，你可以真正开始进行一些辅导或前期辅导的问题。

你可以向客户询问他们的目标，你可以向他们们发送一些符合

条件的问题，让你能更充分准备第一个问题。正如我们所说的，

所有这些信息应该是在一致的信笺上，相同的字体，相同的颜

色，一切都要保持美观。 

你还可以在客户包中包括要你的辅导模式，你的工具和所有其他

辅导工具。这取决于你的客户包的大小。 

 
 

约会和联络工具 

接下来的是会议和联络工具。如你所知，你可以在世界各地

任何地方执教。  So meeting time planner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

具，它可以让你比较你的客户的时区与你的时区。 

YouCanBook.Me 是一个小的应用程式，你可以设置你的日

历，显示你空闲的时间，也可与你的 Google 日历同步。这是

一个非常有用的小工具。透过 Skype 的支付信用，你可以使用

Skype 致电给你的客户。你也想要一个企业邮箱, 那你应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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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  cloe.blanchet@yahoo  或 @hotmail其实是, 

cloe.blanchet@yourbusinessname.com。 所以我向你介绍一

些工具。 

Meeting Planner 

我们先看看 meeting planner。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世界各地

的时间。我打算用墨尔本，巴黎和纽约。二月四日星期一（记

得在不同的城市有夏令时间）。我们会展示时间表。目前我在

墨尔本。因此，在墨尔本的时间是下午 8 点，巴黎的时间是

上午 9 点和纽约的时间是凌晨 3 点。所以，如果我想与巴黎

的客户会议，大概晚上 9 点将会是一个好时机。如果我想與

纽约的客户會議，最好是墨尔本时间明天早上 9 点，即纽约

时间下午 5 点。 

另一个是  World Time Buddy。它也会显示各个城市的时间。

我们有墨尔本，悉尼，北京。让我们改变一下。让我们添加

法国巴黎和纽约。这是我们如何规划我们的一些教练训练时

间，如果這是纽约時間早上 7 点，如果這是巴黎時間下午 1 点，

墨尔本時間晚上 11 点。所以，如果你想安排一个时间，你可

以点击日程並分享，它會傳送到你的 Outlook 日历或

Google 日历或 Gmail。让我们在 Google 日历加入会议。如

果我正在会见四个不同的人，如果我正在会见一个来自北京

和一个来自墨尔本和一个来自纽约的人的话，那我的所有会

议时间都会在 Google 日历。

mailto:cloe.blanchet@yahoo
mailto:cloe.blanchet@yourbusinessna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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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canbook.com  
 
 

 

现在看看 youcanbook.me。只需登录。将其设置，让它同

步到我的 Google 日历。你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链接分享日

历。我的客户打开该链接。这些都是随时可用的。例如明天

下午 5 点。有人想预约该时段。我点击它，他们只需填写表

格。我确认预约。发送一封包括预约的所有细节的电子邮件。

人们可以在预约中添加闹钟功能。是一个很好的免费小工具。 

Skype 

另一个工具是 skype。 Skype 绝对是妙不可言。你可以免费

在 Skype 的致电。你也可以在我的帐户存放金钱，然后在那

里购买 Skype 点数。即是如果你有资金在 Skype 的帐户上，

你便可以拨打任何固网电话，或任何移动通讯，你亦可以发

送短信。它基本上就像一个家用电话。它还有更多功能。S 例

如，我可以打一个电话号码。我要打电话给我家。我现在打

电话。 

 

这是我家的电话。所以，你可以使用 Skype 致电家用电话或

移动通讯。我会告诉你另一种方法来使用 Skype。我要使用

Skype 来发送短讯。我输入我的电话号码。例如： 

「你好，我們明天下午 3 点見面吧。」 
 

我要通过短信发送这些。发送。并且已经通过短信发送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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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人手机。当你使用 Skype，你也可以发送附件。如果我

点击发送文件，在这里，我可以发送视频讯息，发送联系

人，发送照片或文件。譬如说我要发送我的照片。虽然现在

我发送我的照片结自己，但实际上是发送给你 skyping 的另

一方。关于 Skype 的主要事是你可以致电给真实的号码，如

手机号码。现在我在拨打我的手机号码。这是我的手机。

Skype 是非常好的，你可以在执教时免费用 Skype 对

Skype 通话。但你也可以使用它致电座机，真实号码。 

会计和支付工具 

你确实需要一个会计系统。因为你需要知道你花费在你的业

务和你赚取的数目。而在大多数国家，你需要对你的收入缴

纳某种类型税收。因此保持妥善帐目是很重要的。你还需要

发票给你的客户。最起码你需要有一个试算表，记录支出的

Excel 试算表，可以独立试算表上或放在一旁，而在另一侧刚

是收入。所以，你可以做两个不同的 Excel 试算表，并当中有

一个选项卡是记录支出，和一个是记录收入，你可以每个月

作小计。那里有很多模板可以使用，你亦可以制作自己的模

板。我会使用模板。 

 

接下来是支付系统 

这里有几个系统可以使用。其中一个我喜欢用的是  Easy 

Books。你要支付年费，它适用于 iPhone 和 iPad 以及智能

手机和平板电脑。这是非常简单的。你可以开发票，记录你

的收入和支出和开报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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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个商业 PayPal 帐户–它是免费加入。对于商业帐户，你只

需通过一些额外步骤，但它亦是免费。如果你得到一个的

PayPal 商业帐户，人们可以直接支付到你的 PayPal 商业帐

户或者使用他们的 PayPal 帐户或信用卡。 

最后一个包装工具是 FreshBooks。这亦是国际教练学院使用

的。它的价格比 Easy Books 昂贵，你需要支付月费。 它亦

能与手机，平板电脑兼容。这是一个云端基础的解决方案，

它的功能更胜于易书 Easy Books。但 Easy Books 比较容易

使用。所以，我使用它。 

 
 
 
 
 

教练工具包 
 
 
 

最后是你自己的工具包。你执教的方式，你的教练模式，强

大工具，找寻优点方法，也许任何其他工具或问卷或图表。

你需要做是把他们用自己的字体印在自己的信笺上，并用一

个不错的格式把所有信息随时发送给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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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步骤 
建立你的电子邮件商业签名。 

 

如果你已经准备好，制作一些名片。或者至少看看你可以

从那里得到它们。 

 

而在论坛上，看看我们的一些客户的入门包的例子，并开始

组建你自己的入门包。 

 

把你的教练文件组织成一种一致的格式。 

 

而看看可以帮助你业务的工具。祝你好运，希望在论坛上

看见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