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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鉴:高级教练培训课程 

 

1. 教练会谈的对话 
 

任务     ICA 社群的论坛上至少发起 15 个关于教练会谈的话题。 
反思在电话课堂上，以及你的教练会谈中所观察和习得的观点。根据自身的学习体验，在论坛上

发起新话题。（你自行决定发帖的时间和版块。） 

评鉴标准 

1. 讨论的话题，在某种程度上对教练社群有所贡献。 

2. 讨论的话题，能展现你在教练会谈的观点和措辞方面的能力和知识。 

完成动作 

 在论坛上发帖，发起你的讨论话题 
 

任务     至少找到 15 个已有的话题，并提供线索帮助它们继续深入下去。 

你可以在论坛上找到你所感兴趣或某种程度上与之相关的帖子，并继续发展。你可以通过提出有

力的问题，或为同侪的观点添砖加瓦，来使讨论进一步深入下去。 

评鉴标准 

1. 你所参与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线索/对话/主题的深入。 

2. 你所提出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对教练社群有所贡献。 

完成动作 

 在论坛上回帖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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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找到 ICA 教练社群之外，其它渠道所发表的教练观点，并就此写出一小篇

博客/帖子/评论。 

这些观点可以出现在以下任何场合：论坛、书籍、文章、脸书网 (facebook)的帖子、品趣志

(Pinterest)的图片、播客、视频等等。这完全取决于你。此项任务旨在找到与你相关的内容，并做

出评论。 

你的评论可以以任何呈现——文字、视频、音频、图片等等。 

评鉴标准 

1. 你的评论对原作有所贡献。 

2. 你所选取的观点或事件，与你有着意味深长的连结。 

完成动作 

 将你的评论提交至 assess.cn@icoachacadem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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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设计你的观点重塑的有力工具。 

虽然我们建议你使用有力的工具课程中所演示的 this vs that 形式，但你也可以选择其它任何形式

来完成观点重塑的有力工具。你可以参考 ICA 博客上毕业生们的“有力的工具”的作品。 

评鉴标准 

1. 你的有力的工具是独一无二的。 

2. 你的有力的工具可以促使客户转换或重塑观点。 

完成动作 

 完成并张贴在论坛上“有力的工具”版块，以“有力的工具：你的工具名称”为标题发

起话题。 

 
任务     设计你的教练会谈模式。 

虽然我们建议你使用可视化的工具或陈述来展现你的教练方法，但你也可以选择其它任何形式来

完成教练会谈那模式。你可以参考 ICA 博客上毕业生们的“教练会谈模式”的作品。 

评鉴标准 

1. 你的教练会谈模式是独一无二的。 

2. 你的教练会谈模式清晰呈现了你的教练会谈风格和方法。 

完成动作 

 完成并张贴在论坛上“教练模式”版块，以“教练模式：你的模式名称”为标题发起话

题。 

 
 

2. 教练会谈代表作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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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评论 ICA论坛上其他同学的 10项有力的工具，和 10个教练会谈模式。 

你可以在论坛上作出评论或反馈。请尽量提供有建设性的反馈，以帮助同学进一步完善作品。 

评鉴标准 

1. 你的评论显示了你对教练会谈过程的理解。 

2. 你的评论，在某种程度上对同学的作品有所贡献。 

完成动作 

 在论坛上相应的话题下张贴评论。 

 
任务     教练影响力: 探索和教练行业相关的某个领域。 

你可以选取以下任一形式来完成: 

1. 研究论文 
2. 案例分析 
3. 引领性思维的文章（Thought Leadership Article） 
 

论文必须: 

 描述你所调查的领域或理念 
 论证其与教练行业之间的关系 
 阐述其在与教练行业的连结中的具体运用。 

评鉴标准 

1. 作品论证了教练理论和实践中的某项知识。 

2. 你所完成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对今后更广泛的教练会谈有所贡献。 

3. 作品是翔实可信的（至少 3000 字）。 

完成动作 

 完成并张贴在论坛上“研究论文”版块，以“研究论文：你的论文名称”为标题发起话

题。 
 以“姓名—你的论文名称”为标题提交至 assess.cn@icoachacademy.com 

 

http://www.icoachacademy.com/�
http://www.icoachacademy.com/�
http://www.icoachacademy.com/�
http://www.icoachacademy.com/�
http://www.icoachacademy.com/�
http://www.icoachacademy.com/�
http://www.icoachacademy.com/�
http://www.icoachacademy.com/�
http://icoachacademy.com/cn/category/coaching-resources/research-paper/�


 
评鉴任务 | 高级教练培训课程                                                                                                            第 5 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International Coach Academy, 2012 www.icoachacademy.com 
 
Coachi 

 
任务    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与教练会谈相关的话题，来采访一位专家，完成访谈。 

不论此人是否从事教练行业。他可以是知名作家，或者仅仅是你所认识的某个人，他的独到见解

对于你对教练会谈的理解是有启发意义的。 

你可以选取以下任一形式来完成访谈: 

1. 书面采访 
2. 音频采访 
3. 视频采访 
评鉴标准 

1. 你所提出的问题，印证了教练会谈理论和实践中所学的高级知识。 

2. 所完成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对今后更广泛的教练会谈有所贡献。 

3. 作品是翔实可信的（2000 字左右）。 

完成动作 

 完成并张贴在论坛上“高级教练代表作选辑”版块，以“姓名：你的采访对象及名称”

为标题发起话题。 
 将你的采访链接，提交至 assess.cn@icoachacadem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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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3：完善实习 
 

任务     通过担任客户的体验，辨识并表述你所学到的内容。 

你可以选取以下任一形式来完成： 

1. 撰写一篇文章/在博客上发帖 
2. 制作一段视频 
3. 列举优秀客户的主要特质（即详细解释 3 条特质，或简短列出 20 条） 
评鉴标准 

1. 论证你所学的“成长为”客户所具备的必要技能的知识。 

2. 阐述从你担任客户的经历中，你所反思到的有助于你“成长为”教练的经验。 

完成动作 

 将你的反思张贴在论坛的“实习”版块 (或者如果你已经张贴在了其它地方，比如

youtube 或者你的博客上，那么请在论坛上张贴该链接) 

 
任务     通过担任教练的体验，辨识并表述你所学到的内容。 

你可以选取以下任一形式来完成： 

1. 撰写一篇文章/在博客上发帖 
2. 制作一段视频 
3. 列举优秀教练的主要特质（即详细解释 3 条特质，或简短列出 20 条） 
评鉴标准 

1. 论证你所学的“成长为”教练所具备的必要技能的知识。 

2. 阐述从你担任同侪教练的经历中，你所反思到的有助于你“成长为”教练的经验。 

完成动作 

 将你的反思张贴在论坛的“实习”版块 (或者如果你已经张贴在了其它地方，比如

youtube 或者你的博客上，那么请在论坛上张贴该链接) 
 同样，你需要在课程参与记录表上记下这些教练会谈的日期和时间。之后你需要让

每一位客户们填写客户反馈表。表格下方为你提供了思考客户回馈的空间，当 8

位 客 户 完 成 后 ， 请 将 填 写 完 毕 的 8 张 客 户 反 馈 表 发 送 到

assess.cn@icoachacadem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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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根据 ICF之认定教练能力，通过在监督下的教练小组中的真正客户举行 8次

会谈来证实你的能力。 

*先决条件：注册参加监督下的教练前，应确保自己在监督下的教练课程开始前，已完成所有模块

学习的课程，并在实践课程(Coaching Practicum)或可实践的课件课程中，练习过至少六次教练会

谈的教练角色。我们要求你在注册完监督下的教练后，立即将你的课程参与记录表提交至

assess.cn@icoachacademy.com。我们将对此进行审核，不符合该先决条件的，将无法注册监督

下的教练。 
 
每个（高级）监督下的教练会谈小组连续开设 8 周。有些课堂你要担任教练，有些课堂你则需要

对他人进行观察并反馈。 

评鉴标准 

你的教练会谈展现了 ICF 认定教练能力所规定的核心能力。 
http://www.coachfederation.org/icfcredentials/core-compet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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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通过反思你作为教练的能力和在课程中的收获，完成口试。 

口试将会在监督下的教练中进行。在你进行口试的当天，你将会被安排在最后一位进行教练会

谈，随后即刻进行口试。 

示范问题: 

1. 描述此次会谈中你所用的一种会谈工具以及你选用这一特定工具的理由。 

2. 你的此次教练会谈有何结果？ 

3. 你从此次教练会谈中学到了什么？ 

4. 描述此次教练会谈的流程。 

5. 对于此次教练会谈，你如何认可自己的表现？ 

6. 在你的会谈中，你是如何显示你对 ICF（国际教练联盟）道德准则及规范的理解，并且坚持国

际教练联盟道德准则及规范？ 

7. 道德准则的第三部分指的是和客户接触过程中的职业行为。就你作为教练的工作而言，这具

体地意味着什么？ 

**监督下的教练会谈课表中会安排口试时间。（请查阅毕业要求） 

评鉴标准 

1. 你的教练会谈展现了 ICF 认定教练能力所规定的核心能

力。 http://www.coachfederation.org/icfcredentials/core-competencies/ 
2. 你对于教练会谈的理解和实践，均符合 ICF 道德准则。 

3. 你的教练会谈展示了你的自信，表明你已准备好进入本行

业。 http://www.coachfederation.org/about-icf/ethics/icf-code-of-ethics/ 
完成动作 

 导师会对你进行一系列的提问。你会提前收到问题，并在监督下的教练会谈后举

行。 
 

完成动作 

 在此过程中，导师会就你的教练会谈，依据 ICF 之认定教练能力，进行两次评鉴；你将会

在中期收到一份形成性评价 (formative assessment)，末期收到一份终结性评价

(summative assessment)（导师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你） 
 完成监督下的教练会谈后，导师会就你的整体表现完成一份评鉴表并通过电子邮件发给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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