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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月 24日 

各位亲密之旅的伙伴，家人和朋友们： 
 

大家好，今天要与大家分享一个有关亲密之旅教材与培训策略更新之重要讯息。 

 

亲密之旅自 2007年在中国北京，2009年在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美国旧金山推

出第一场培训之后，至今已进入第十三个年头。从 2016 年开始,国际亲密之旅与中国心景编辑团

队总结了亲密之旅在各地前十三年的实践经验,经过精心的编辑和预备，完成了亲密之旅学员手

册 2.0 新版教材《简称亲密之旅 2.0》。我们更新并强化了课程内容，调整部分学习单元的呈现

次序，让亲密之旅理论与实际操作的逻辑搭配更清晰。可以帮助小组长更为顺畅、有效地带领小

组，组员们亦可以更容易地从亲密之旅小组学习中获益。另外，因应时代脉动 与科技演进，我

们也将 DVD/USB 改为在线观看的方式，并更新了部分单元的影片。除此之外所有初阶学员（或

是参加新版初阶复训/跟进课的学员）将会拿到一套设计精美可以随身携带新版配套的带领工具

（带组工具包）。 

 

为了让所有学员都能获得更好的学习效益，这套亲密之旅 2.0新教材已经在 2019年中陆续

在中国大陆与台湾推出，国际亲密之旅也将在 2020 年 3 月下旬正式在北美与新加坡推出亲密之

旅 2.0。因此在 2020年之前参加亲密之旅初阶培训的学员，如果要购买学员手册 2.0继续带领小

组，就需要接受更多装备，让自己和小组学员都能获益。请在下面 3 种再训练的选项中选择一个

比较适合您的方式来完成带领 2.0新手册小组的训练： 

1. 参加国际亲密之旅所举办一天的带领新手册的跟进培训（简称跟进课），学习使用新手

册与新的带领小组工具包 

2. 参加两天新版初阶培训的复训 + 5小时的跟进课（可学更多） 

3. 参加与中国团队合作的网站 7周线上初阶课程的跟进学习，深入了解课程，能更精准地

带领小组（国际亲密之旅会在各地统筹报名参加中国线上课的事宜）。 

对于在 2020年之前参加培训，目前使用《亲密之旅 1.0》旧学员手册的学员们，我们预计

在 2020 年八月之后就不再提供《亲密之旅 1.0》旧的学员手册。为了确保培训质量，让所有上

过初阶的小组长们都能正确的使用新的手册与带组工具，我们鼓励所有上过初阶，愿意继续带领

亲密之旅课程的小组长，都能回来参加上述 3 种装备方式之一 2.0 新版手册的跟进培训。希望经

过进一步的训练，大家都能更深入了解新版亲密之旅的内容并且熟悉配套的带领工具，以期能够

更精准有效地带领亲密之旅的小组。 

 

将来唯有完成上述 3 种装备方式之一的学员才能获得带领亲密之旅小组的资格，可以购买

2.0 新版学员手册。国际亲密之旅会在各地安排由黄博士或是培训师所带领的新版初阶培训，

有关这些新版培训的时间，地点与其他细节，我们会另外在国际亲密之旅或各地区合作机构的

网站公布。如果实在无法参加上述国际亲密之旅所安排的（1）一天的新手册跟进课，或是（2）

新版的初阶复训，我们会与中国的团队协商，考虑使用第三种再训练的方式，让所有的学员也

有机会参加由中国心景视界与国际亲密之旅共同提供，口碑极佳的网站 7 周线上初阶课程的跟

进学习。前述两种再训练的方式：一天的新版跟进课与新版的初阶复训的培训费用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鼓励老学员们选择新版的初阶复训，这样可以学到更多。以后我们会公布费用与报名

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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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在上完跟进之后会获得精美的小组带领工具包，包括： 

1. 每一课的纲要，必放视频，重要练习，与带领步骤都很清晰的用一个图表呈现出来。 

2. 情绪疏导五要诀的演练图片（适用与在带领小组时候给小组员练习） 

3. 关系修护十步骤的演练图片 

4. 装亲密之旅工具实用的袋子 

 
 

完成初阶或是再培训的学员可以被授权到国际亲密之旅网站观看 12 课视频，有效期为两年。  

 
 

为了忠于亲密之旅助己助人活出更美生命的使命，我们必须提升亲密之旅课程和小组的质量，

帮助更多的人发展情感智慧，学习“如何增加让别人感受到爱的能力，减少使别人受伤的机率”。

因此除了教材内容的改版，我们必须在培训制度上提供更为严谨、更有学习效果的服务。从

2020 年 3 月开始，所有新学员在参加两天新版初阶培训之后可以拿到「研习证明」

(Certificate of Participation)。想要取得带领小组资格的学员则必须（1）参加由培训师带

领 5 小时的跟进课，更熟悉如何使用新手册与新的带领小组工具，并且（2）在参加 2 天新版初

阶培训 4-6 周之内提交三个课后作业，并通过作业之考核（细节在培训的时候会解释）。国际亲

密之旅的培训师会用很多时间与心血来批改这些作业，学员能因此与培训师可以有多一些互动



 

情感智慧与自我成长培训课程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Curriculum 

 

爱就是助人活出最美的生命 
Love is to Bring out the Best in Each Other 

3 

倾听就是爱，了解中有医治 
Listening is Loving, Empathy Brings Healing  

《亲密之旅 2.0》亲密之旅学员手册新版教材

与培训制度公告 
 

的机会。学员们的作业经过培训师批改，审核及格了之后，才能取得带领小组的资格。我们希

望学员们经过大家这些努力之后，能真正把课程的精髓内化，而提升带组的功力。老学员们在

参加一天跟进课或是新版的初阶复训(2 天 + 5 小时)之后也必须要完成课后作业，与培训师互

动，作业通过审核及格了之后才可以继续享有带领小组的资格。 

 

以上是 2020 年将要开始执行的新培训制度，虽然亲密之旅在人力与财力资源都非常有限的情况

下，仍然须要投入大量人力与时间成本，但是为了忠于我们的呼召，能确保并提升亲密之旅小

组的质量，我们愿意尽力提供更多与更高质量的训练，希望所有的家人都能理解我们为什么需

要这样做。我们相信，以严谨负责的态度，提高对小组带领者资格的要求，让带领者自己本身

和小组组员们都能获得更好的学习效益，是对所有参加亲密之旅培训家人们的关爱与尊重。我

们非常希望大家都愿意投入更多的心血来学习，让所有参与亲密之旅的家人，都能借着这套强

调体验性学习与矫正性情绪经验的课程来遇见更好的自己，帮助自己与身旁的人都走上终生学

习的道路，活出最美的生命。 

 
 
 

 
 
 



附录：常见问题与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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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 2020年以前受训的您，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在此一一向大家说明： 

1)  我已经上过初阶培训，甚至上过二阶、三阶培训，还需要参加使用新手册的跟进

（简称跟进课）培训吗？  

2020 年以前的所有初阶的小组长或是二阶以上学员可以选择上（1）一天的跟进

课，或是（2）新版的初阶复训(2天 + 5小时)，或是（3）中国网站 7周线上初阶

课程的跟进学习，才能取得在线 12 课视频的浏览权限、带组工具包（含一课一图

表），以及购买新版学员手册。二阶以上学员也可以选择参加二阶的复训。 

2)  跟进课的开课频率、地点、讲师为何？如何报名？ 

2020 年 3月开始，国际亲密之旅计划在美中，美西，美南，加拿大与新加坡开设新版

初阶或是使用新手册跟进培训，新版初阶复训与跟进课的讲师为国际亲密之旅认证培

训师，完成课后作业通过审核之后即颁发证书并取得带小组的资格。培训课之详情与

报名细节我们将会尽快在网站公布。 
 

4)  如果我来不及参加使用新手册使用培训或是复训，就要带小组，可以买新版的学员

手册吗？ 

如您在 2020 年 9 月以前没有上跟进课就要带组，国际亲密之旅仅能提供贩卖旧版

学员手册。而旧版学员手册只贩卖到 2020 年 8 月底， 2020 年 9 月开始将统一贩卖

新版学员手册给上过跟进课的小组长，所以鼓励大家在 9月以前都回来参加跟进

课。 
 

5)  在线网站的影片有两年效期，可以如何延展？  

两年内，如您有带小组（以缴交报告为依据），或有回来参加任一场新版初阶／二阶/

三阶培训，即可自动延展。例：小亲在 2020 年 4 月 1 日上完初阶/复训，第一次有

效期到 2022 年 4 月 1 日，如果在到期前，2022年 2 月 1 日带完小组并交报告获得

批准，新的效期将延展 至 2024 年 4 月 1 日。 
 

6)  如果我想上二阶，条件是什么呢？ 

2020 年 3 月起，参加二阶的条件为：上过新版初阶或跟进课 + 完成课后作业 + 带

一次小组 + 在线测验。 对于 2020 年以前参加过初阶培训的学员，你们之需要提供

带小组报告+缐上测验即可以报名二阶培训。  
 

改变虽然不容易，但我们期待借着这次改版，能更有效地帮助大家发展情感智慧，

不断增加让别人感受到爱的能力，减少让别人受到伤害的机率，助己助人活出最美的

生命。谢谢各位亲密之旅家人与爱好者的理解，诚挚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同行。 

国际亲密之旅谨上 
 

 

联络：美国  

info@jtiint.org 

李淑真 224−727−9792； 

K.chang@jtiint.org 

微信：刘军芳 nonoesther 

联络:加拿大 

info@ca.jtiint.org  

电话：1-647-971-5788  

微信 nancy0148  

联络:新加坡 

info@sg.jtiint.org  

jtiinsg@gmail.com   

微信 gh_6112b553c5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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