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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MCC國際認證及專業認可

AC教練學國際協會 
獨⽴評審團對課程評價

•   結合不同的教練指引學習⽅⽅法，
    理論學習和實際應⽤並重
•   涵納多種教練指引⽅法和模式
•   多元化⾃學活動，⽀持和進⼀步發展學員的知識和技巧
•   給予學員詳細指導，以進⾏課程要求的指引鍛鍊
•   覈實學員的指引鍛鍊，並且要求學員提供完整指引記錄
•   確保學員得到反饋、團體及⼀對⼀督導
•   ⿎勵學員完成額外的反思作為課程要求的⼀部分
•   給予學員清晰的指⽰，以完成所有的書⾯功課
•   良好評估學員機制，確保學員指引鍛鍊⽔平
•   具有綜合持續評估和提升的機制 

專業教練國際認證課程-⾼級篇/資深篇 (ACC/M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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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F 國際教練聯合會認可
 

基於ICF所制定的指引
越來越多的⼈渴求ICF認可的教練培訓機構及課程
要成為具競爭⼒的專業教練，並沒有捷徑可循

 
ACMA提供的ACC/MCC教練培訓課程可謂最全⾯及最具成本效益亦

與時並進。ACC/MCC畢業教練獲得141個ICF CCE學分
令ACMA成為⼤中華教練認證機構的先驅

有效促進ACMA畢業教練的事業更進⼀步，從⽽邁向成功！
 



重新發現⾃⼰。激勵他⼈
ACC/MCC課程為誰提供的？

來⾃⾃願團體、公共組織和私營企業的領導專業⼈員，

希望從事教練⾏業的⾃由職業者、獨⽴教練或探索此職業選擇的任何⼈。

 

⼈⼒資源和

學習與發展專業⼈員
領導者指引領導者 內部經理

尋求對企業或組織產⽣積
極影響的新⽅法，和提⾼
績效的技能的專業⼈員。

尋求發展教練能⼒以有效指
引其團隊，或正在轉變為教
練指引⻆⾊的⾼級經理。

希望進⼀步發展教練技
能，以在組織中發揮績效
和促進成⻑的專業⼈員。

企業教練

希望加深和加強領導
能⼒，和企業教練實踐的

專業⼈⼠。

斜槓族

選擇在不同職業之間，增添
教練指引專業技能，幫助
⼈們或組織變得更加優秀，
並成功實現⽬標和夢想。



您如何受益？
通過ACMA ACC/MCC，擴展您的理論知識，併發展成為
專業教練所需的⾵格、技術和能⼒。

ACC/MCC由國際的⼀流的⼤師級導師、經驗豐富的教練督學、和優秀的
學院教練團隊提供。通過頂尖的教學和鍛鍊，您將有機會：

教練在單元五通過所有畢業要求結業時，將獲頒發AC教練學國際協會具有
4星教練培訓課程最⾼級別認證及ACMA雙證書。
 
於ACMA畢業成為認證專業績效教練，持有具AC教練培訓課程最⾼級別4星
的ACMA的畢業證書，在完成指定的指引時數後，可使⽤ACMA專屬申請表
格，以中⽂向AC教練學國際協會中國總會提交教練認證申請AC基礎教練認
證，展⽰專業能⼒達到國際⽔平及認可。

將您的⼯作和⽣活經驗與教練指引的理論概念相結合

擴展理論知識，並應⽤到各種⼯作環境中

通過瞭解不同的教練⽅法來發展成為專業教練

提⾼您對教練、領導⼒、團隊溝通與協作的認識

探索教練專業的界限，懂得如何定義並設置教練關係的範圍

在教練的理論框架和實踐機會之間取得良好的平衡

掌握⾼階教練指引能⼒，有效增強個⼈和組織績效

發展使⽤評估⼯具的能⼒，以⽀持教練⽬標



ACC/MCC教與學
您將通過持續9個⽉五個單元（各三天）的單元，加上在每個單元之
間的兩次教學網上授課。並且完成指引實習，完成所有必需的作業

和畢業任務。

通過ACMA在線學習環境討論，辯論和⽀持其他⼈的學習，
並提交作業以進⾏督導。所有單元之間都具有在線⽀持元
素。約有50％的程序是在線進⾏。

建議每周安排相當於兩天的時間進⾏指引鍛鍊和學習。

所有的教學，學習和評估活動，將借鑒於您的專業背景，
經驗和知識，加上反思性互動學習，⽽得以深化內化。

ACMA綜合各種教學⽅法。你會：
•   發展積極學習技巧
•   反思實踐
•   撰寫案例研究



ACC/MCC课程概覽
符合AC教練學國際協會 基礎教練認證申請的要求
與AC及ICF教練核⼼指引能⼒⼀致，符合其專業標準
9個⽉合共5個3天的培訓單元
141⼩時ICF CCE教室訓練時數
閱讀5本教練學相關書本及60⼩時實習指引，以發展教練指引技術
完成專業教練國際認証課程（⾼級篇）後，教練可對其所提供的

完成專業教練國際認証課程（資深篇）時，由ACMA頒發認證

 

教練指引服務收取費⽤

專業績效教練證書

學員會分配到學習⼩組。⼤部份在課室以外的學習，

在每個培訓單元之間，由經驗豐富的教練督學主講

學員與學習⼩組和拍擋密切聯繫，互相反饋，

課程設有學院教練，以指引、管理及督導學員的

 培訓單元之間

以團隊學習的形式進⾏。

2個集體網上授課及硏討 。

促進學習及鍛練。

持續學習、鍛練及功課進展。



單元⼀
在學術及實踐兩⽅⾯進⾏以下範圍學習、討論及鍛練:

在世界的呈現 —— 世界觀的元素
教練指引的模式

本體教練指引的前設

指引能⼒的級別

核⼼對話 —— 呈現的語⾔
範疇 vs. 內容

⾃我及他⼈的演繹 
績效教練指引的特性

⾔語⾏為

深層聆聽

在教練指引中運⽤科技

 

ACC專業教練國際認證課程
（⾼級篇）

ACC教授教練指引技術包括
理解成為本體績效教練的基礎

以信任及共鳴與客戶及指引對象建⽴合作關係

積極聆聽及應⽤有⼒量問題，從⽽開啓客戶⾃我醒覺

以教練指引的責任及擁有感，賦予客戶⼒量

⼲擾客戶的⾃我局限信念，並挑戰他們冒險擴展可能性

指引客戶克服普遍的障礙，從⽽達成理想結果

與不同性格⾵格的⼈互動合作，並且學習瞭解他們的

需要從⽽加以推動

引⽤不同評估⼯具，得以評估客戶不同⾏為及思考特質

掌握如何引⽤NLP作為成功指引⼯具



單元三
探討以下範圍的內容，深化學習及鍛練：

完結的鍛練

創造遊戲 —— 激勵及採取⽴場
設計教練指引計劃

神經語⾔程式學—— 為轉變⽽設的溝通模式
創造共鳴 —— 建⽴信任
神經語⾔程式學的前設

神經語⾔程式學等級的進程

 

單元⼆
探討以下範圍的內容，加以鍛練：

以激勵的藝術作為教練指引的鍛練

創造⼈⽣設計

為教練指引設計⼀個未來狀況

與指引對象⼀同發展良好的效果

應⽤評估⼯具 —— 針對所宣告的⽬標⾏動量度結果
教練指引⼲預⼯具       
合作關係的過程

彩析指引

瞭解及指引不同的⾏為⾵格

活出健康⼈⽣



MCC專業教練國際認證課程
（資深篇）

MCC教授教練指引技術包括
教練指引極⾄的個⼈鍛鍊

指引團隊及個⼈技術

深層聆聽技術及⼯具，從⽽與客戶擴展可能性，

掌握激勵的藝術及如何引發有承諾的⾏動

準備教練指引計劃及專業教練指引合約

發展教練學員的教練指引事，創建成為獨特及

得以創造正⾯轉變

卓越的品牌

 



單元四
單元四是過渡到資深教練指引認證的起始。課程會向教練學員介紹

成為企業或私⼈認證專業教練的鍛練。所有教練必須學習如何創造

教練指引協議，及成為認可和有能⼒的教練。展開這種轉變，

⽬的是發展作為教練的鍛鍊。

 
單元四的培訓將集中於：

分辨教練指引不同的舞台，及有能⼒教練具備的特質

發展教練指引的商業計劃

分辨市場定位及如何接觸有潛⼒的指引客戶

有效運⽤社交媒體

與指引客戶作更深⼊探索的能⼒

學習提出有⼒量問題及切⼊打斷的技巧

指引解決衝突⽭盾

指引⼩組及探索融合不同世界觀的動⼒

 
教練學國際協會教練認證講習

學院教練會與學員⼀同合作，確保他們⿑備跟進指引客戶進度所需

的架構、⼯具、系統及表格。學習市場推廣及品牌定位，

辨別焦點，撰寫教練專業簡介，接觸不同界別的⼈⼝，以吸引他們

成為指引客戶，建⽴成功的教練指引鍛練的⽅式。

學員會發展其商業計劃或模式，制定如何應⽤其指引技巧。

 



單元五
成為認證專業績效教練﹙CPPC﹚須完成額外實習指引對象時數
﹙合共60⼩時﹚，並由學院教練及學院檢視指引客戶的檔案。
在完成⼝試、筆試並承諾遵守AC認可的專業守則後，
便可獲頒發證書。

教練學員須收集市場策略意念，以擬定商業計劃。並且進⾏⼀個指引

客戶個案研究。

ACMA資深導師具有豐富認證教練經驗，對社區及每⼀位教練學員
充滿承諾 ，在設定的培訓時間，透過對教練學員嚴謹的回應，
嶄新的挑戰，令教練學員在ACMA畢業成為認證專業績效教練，
能⾃信地參與AC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並能與他⼈開展⾼層次的
教練指引。 成為ACMA教練培訓課程的獨特之處。

擴展⾄⼤師級卓越
專業教練國際認証課程MCC第四⾄第五單元，提供3個⽉的資深教練培訓，
助學員發展⼤師級教練技術，並且學習去建⽴⾃⼰的專業教練事業，得以

持續發展，晉⾝教練專業界，鍛鍊成為經驗豐富的資深教練。教練在結業

時將獲ACMA，專業績效教練證書
Certified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 Coach Certificate.

 
ACMA對畢業⽣的承諾及獨特之處，在於在培訓完結後，可加⼊ACMA倡導

持續專業發展的社區，砥礪前⾏，並⽀持往後畢業的教練。

於ACMA得到認證及畢業，已遠超越了AC及ICF要求的教練指引核⼼技能的
基本時數。事實上，它亦超越了ICF PCC專業認證教練的申請要求。

 
於ACMA畢業認證專業績效教練，在完成指定的指引時數後，可甚⾄以
中⽂向AC中國總會申請AC基礎教練的證書，具有AC教練培訓課程最⾼級
別4星的ACMA的畢業證書，可以ACMA專屬申請表格向AC提交教練認證
申請，ACC/MCC課程內實習教練指引時數亦符合AC教練認證要求。 畢業
教練達到專業認證的基礎，得以展⽰專業能⼒⽔平及收穫，皆驗證了

ACC/MCC教練培訓課程的頂尖卓越。



MS BARBARA FAGAN 
巴巴拉·費根 
AC MC資深教練

Barbara是國際⼤師級的教練，對帶動正⾯改變擁有
⼀個堅定的⽴場。

Barbara在美國和國際商業界擔任教練和顧問已有40
年之久。Barbara 在成為專業教練之前，有20年商界
⾼級經理經驗，⾄今在美國和全世界不同地⽅有25年
專業指引的經驗。Barbara於2009年在美國創辦結果
導向型培訓公司Source Point Training, 提供體驗式及啓
發性課程, 去聯繫, 教育及激勵每⼀個⼈創造改變。

Barbara對促使⼈的成功有不容置疑的承諾。她引⽤
堅實的技巧，以⾼尙的品格⼂優良的傳統及承傳為基

礎，引領他⼈體驗他們的潛能。同時善於運⽤她敏銳

的直覺及智慧，可以瞬間化解頑強的抗拒。

Barbara 是幫助教練⾏業專業發展的開拓者。擁有超
過11,000⼩時個⼈教練指引經驗。

曾指引不同的商業專才, 由早期創業到上市公司跨國
企業，她⼀直為⾼級業務執⾏專業⼈⼠提供教練指

引，並在國際認可的情況下實現了持續增⻑。

ACC/MCC資深導師:         
Ms Barbara Fagan 及 Dr. Olivia Pong



 

芭芭拉還為南佛羅⾥達⼤學醫學院的醫⽣/醫療從業
⼈員提供教練指引培訓。Barbara並且不斷培訓和認
證教練，與及設計及教授ICF認可為CCE專業教練教材
課程 。

Barbara於2013年為Invision Group設計並教授ACC/MCC
課程， ⽽ACC / MCC⾃2017年以來已獲得AC AADCT 4
星最⾼等級認證。

Barbara 是Association for Coaching (AC)
教練學國際協會全球最⾼級別教練認證MC資深教
練，並且是International Coach Federation (ICF) 國際教
練聯合會MCC⼤師級教練。
Barbara亦是AC教練學國際教練協會中國總會創會委
員，American Society for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ASTD)美國訓練及發展組織資深會員 。 
Barbara 除經常在ICF, ASTD, SHRM會議演說外, 更榮獲
Marketing Models of Excellence⼤獎。

MS BARBARA FAGAN 
巴巴拉·費根 
AC MC資深教練



龐⽟華博⼠
DR. OLIVIA PONG
AC MEC資深企業教練
Olivia協助有承諾及渴望成功之企業管理者，透過
誠實，激勵的專業指引，使他們邁向持續成功。

 Olivia為瑞⼠維多利亞⼤學⼯商管理博⼠（DBA），
並且為教練學國際協會Association for Coaching (AC)
全球最⾼級別教練認證MEC資深企業教練。Olivia為
中國教育部⾸批官⽅認證企業教練師-訓導師，並為
中國⼈⼒資源及社會保障部企業⽂化管理⾼級講師

（CETTIC）。 

Olivia現任願景集團InVision Group集團⾸席營運官，
以及亞洲教練及導師學院 Asia Coaching and Mentoring
Academy (ACMA) ⾸席營運官暨資深教練。

⾃2003年起加⼊由林國榮博⼠⼀起創辦的InVision
Group，Olivia⼀直以⼀流的領導質量、對⼈的熱愛、
對課程品質的嚴謹去帶領學員們⼀同前進。InVision
Group 是為個⼈和企業帶來成功的培訓資源公司。 在
Olivia的管理下，InVision Group開業⾄今⼀直蓬勃發
展。願景集團在⼤中華區現擁有4個中⼼，包括⾹港
總部，廣佛中⼼，深圳中⼼和台北中⼼。

從事培訓事業⼆⼗多年，Olivia⻑期穿梭兩岸叄地，
致⼒於協助有承諾及渴望成功之企業管理者去提供多

⽅⾯完善的培訓，藉此提昇學員的專業⽔平。龐博⼠

透過誠實、激勵的專業指引及教導，使他們邁向成

功。

ACC/MCC資深導師:         
Ms Barbara Fagan 及 Dr. Olivia Pong



 
Olivia是⼀位充滿才華的⼥性開創者，融合了在培訓
與企業顧問領域多年的豐富經驗。多年以來，龐博⼠

為專業培訓事業作出了突出貢獻，專責統籌發展、

執⾏及評估培訓課程。她在兩岸叄地帶領與指導領導

⼒培訓課程，經她訓練的學員超10萬⼈。她深得學員
愛戴，⼝碑不絕。她擅⻑運⽤其真誠及直接的溝通⽅

式，從⽽引發各學員的⾃我檢視，重新定下⼈⽣⽬

標，因⽽成功地令學員社會菁英創造卓越成果。

Olivia重視⼈與⼈之間的交流。她⼀直深信每⼀個⼈
都有可被發揮的潛能。只要使⽤正確的⽅法，每個⼈

均可擁有卓越⼈⽣。

 
專業資歴

瑞⼠維多利亞⼤學⼯商管理博⼠學位(DBA)
中國教育部⾸批官⽅認證企業教練師−訓導師

中國⼈⼒資源及社會保障部企業⽂化管理⾼級講師

(CETTIC)
中國企業⽂化促進會會員

ACMA⾹港亞洲教練及導師學院 專業教練國際認證
The Preference 彩析資深導師
教練學國際協會Association for Coaching (AC)
全球最⾼級別教練認證MEC資深企業教練

龐⽟華博⼠
DR. OLIVIA PONG
AC MEC資深企業教練



ACC/MCC 18  2021/2022年 時間表

單元⼀             2021-08-13  (星期五)       登記         12:45
                                                                      學習研修 13:30 ⾄ 约19:00
                          2021-08-14  (星期六)                         10:00 ⾄ 约18:00
                          2021-08-15  (星期⽇)                         10:00 ⾄ 约18:00
 
單元⼆             2021-10-22  (星期五)       登記          9:30
                                                                      學習研修 10:00 ⾄ 约18:00
                          2021-10-23  (星期六)                         10:00 ⾄ 约18:00
                          2021-10-24  (星期⽇)                         10:00 ⾄ 约18:00
 
單元三             2021-12-17  (星期五)       登記          9:30
                                                                      學習研修 10:00 ⾄ 约18:00
                          2021-12-18  (星期六)                         10:00 ⾄ 约18:00
                          2021-12-19  (星期⽇)                         10:00 ⾄ 约18:00
 
單元四              2022-2-25   (星期五)        登記         9:30
                                                                       學習研修 10:00 ⾄ 约18:00
                           2022-2-26   (星期六)                          10:00 ⾄ 约18:00
                           2022-2-27   (星期⽇)                          10:00 ⾄ 约18:00
 
單元五              2022-4-22   (星期五)       登記          9:30
                                                                      學習研修 10:00 ⾄ 约18:00
                           2022-4-23   (星期六)                         10:00 ⾄ 约18:00
                           2022-4-24   (星期⽇)                         10:00 ⾄ 约18:00

上課地點：廣州/深圳/⾹港

**上課地點及⽇期由ACMA安排，ACMA保留最終決定權



ACC/MCC 授課⽅式：嶄新線上線下綜合形式
2位⼤師聯⼿遙距教授，教練學員線下線實踐學習

 

線上課程注意事項：
1.  參加者需⾃⾏安排獨⽴安靜的上課環境，備有穩定的網絡，及
ZOOM上線設置。
2.  在課程中保持電腦或平板攝像鏡頭開啓，以確保和導師互動及
上課的效果。

ACC/MCC 課程費⽤：HKD45,000｜RMB39,800
學費包括AC教練學國際協會⼀年會籍
 

ACC/MCC評估
60⼩時實習指引
培訓單元之間的作業和閱讀
單元三中期書寫測驗
單元五終期書寫測驗和⼝試
 

ACC/MCC 結業證書
教練在單元五通過所有畢業要求結業時，
將獲頒發AC及ACMA雙證書：
ACMA認證專業績效教練證書CERTIFIED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 COACH CERTIFICATE
AC教練學國際協會具4星AADCT教練培訓課程最⾼級別認證證書

ACC/MCC報名聯絡⼈：BARBARA詹書凡  852-37411111
         

督導及學院教練團⽀持  
讓參加者有效掌握及運⽤教練學賦能他⼈提升績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