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CETTIC）
国家级 EAP 实务技能（EAP 运营师方向）认证培训
2014 年新版报名通知
背景介绍
EAP（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直译为员工帮助计划，又称全员心理管理技术, 是通过运
用心理学和管理学的专业知识与技术，有效解决组织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促进企业的发展，降低
员工工作压力、改善人际关系、提高生活质量，协助企业营造有创造力的工作氛围，提高企业绩效，
降低运营成本。
EAP 最初发源于美国，时至今日，EAP 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欧美地区 EAP 服务日趋完
善。国外研究表明，企业为 EAP 投入 1 美元，可节省运营成本 5 至 16 美元。目前财富 500 强企业中，
90%以上都为员工提供了 EAP 服务。
《中国企业员工职业心理健康管理调查报告》显示，超过 46%的职场人士因职场压力产生不满
情绪，其中超过 30%的人需要密切关注。多年实践证明，EAP 是解决职业心理健康问题的最佳方案。
目前，世界 500 强企业几乎 100%引入了 EAP 服务。
在中国，凭借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对心理服务的需求日趋旺盛，EAP 服务业迅
速兴起。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企业竞争日益激烈，员工压力日益增加，2011 年 3 月，中央宣传
部、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指出：注重
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引导干部职工用正确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表达利益诉求。要高度重视和密
切关注干部职工多方面心理感受和情绪反应，根据不同群体的特点，提供及时有效的心理咨询服务，
引导干部职工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
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要加强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妥善应对重大心理危机事件。大型国有企业要建
立心理咨询机构。由此可以看出党和国家对心理学在企业管理和社会群体组织中的应用价值给予了
充分的肯定。而作为能帮助企业维护组织心理健康、解决员工心理问题、改善组织内外部关系、改
进客户服务、提升经营绩效等方面的 EAP 作为一种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工具势必成为中国企业家和
人力资源管理者的必然选择。
EAP 进入中国已 20 年,市场培育阶段已基本完成，从 2012 年开始行业进入爆发期，市场年增长
超过 50%，全行业对实战型 EAP 专业人才的需求激增，同时也产生大量创业机会。
而作为择业者来说，EAP 也是首选的新兴优势职业，EAP 咨询师和运营师被称为“心理咨询界的

金领”和“管理咨询界的新贵”
。
为规范和促进 EAP 行业有序发展，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批准北京
华夏赛科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正式启动全国 EAP 实务技能培训工作。培训合格者将获得 EAP 实务技
能培训证书。该证书由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颁发，是唯一国家级 EAP
实务技能培训证书，标志着中国 EAP 职业化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EAP 实务技能培训项目组织机构
颁证机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合署办公）是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的直属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全国就业、职业培训的技术指导以及职业技能鉴定的技术指导和组
织实施工作。

主办机构:
北京华夏赛科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技术支持单位）及北京市海淀区华夏心理培训学校（简称华
夏心理）为促进咨询师成长、就业，根据各类组织发展需要，2005 年起连续组织承办多年中国企业
心理服务（EAP）国际论坛，并于 2008 年组织有关专家，总结国际 EAP 培训（EAPA CEAP 培训）经
验，结合我国本土组织实际，成立了 EAP CETTIC 项目中心，建立了 EAP CETTIC 项目专家委员会，
研发了 EAP 实务技能课程体系（EAP 实务技能培训包括三个方向：EAP 运营师培训，EAP 咨询师培训，
EAP 讲师培训）
，该体系得到国家主管人力资源职业技能鉴定与培训的技术总部的高度认可。
随着 EAP 行业的高速发展，为规范和促进从业人员的专业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
培训技术指导中心（China Employment Training Technical Instruction Center）（简称 CETTIC）
与华夏心理合作，独家授权华夏心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EAP 实务技能的认证培训课程。2011 年经
CETTIC 批准，正式启动全国 EAP 实务技能培训工作，培训合格者将获得 EAP 实务技能培训证书。该
证书由 CETTIC 颁发，是中国唯一国家级 EAP 实务技能培训证书，华夏心理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就业培训指导中心唯一授权组织 EAP 实务技能全国认证和考试的机构。

证书：
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培训指导中心颁发，国内唯一国家级 EAP 实务技能培训证书，
可入档案作为任职、职业资格及人才流动的重要依据；
根据《职业教育法》的相关规定，该证书可作为咨询、培训行业的从业凭证，是人才市场
承认的三大证书之一；
代表了可信赖的知识、技术体系和职业操守，证书持有者可以从事员工帮助服务；是中国
最早接受 EAP 领域国家级技能培训的专业人士，具有先发优势。

培训对象:
有志开拓组织心理服务市场的机构负责人、咨询师、培训师；
有意向了解 EAP 如何操作的企业中高层管理者、机构负责人、项目经理、咨询师、培训师；
企事业单位从事人力资源、工会、党群、员工关系等岗位的中高层管理者及内部 EAP 专员；
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党政干部及各级工会组织的负责人。

培训目标:
基于 EAP 行业不同岗位对技能的不同需求，总结连续 5 年举办国际最高标准的 EAP 专业培
训经验，充分结合本土实践，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本土化操作能力的 EAP 专业人才；各模块
培训目标如下：

培训内容：
时间

模块

课程类别

课程设置
EAP 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当今中国 EAP 市场的启发和思考

第一天

模块一

EAP 在中国的新
概念

EAP 在中国发展的历程及现状
EAP 从业人员面临的挑战、价值及定位
EAP 在企业中的需求
企业采购 EAP 服务的原因及关注的重点
EAP 产品和服务的类型
各类产品在 EAP 项目中的目的及作用

第一天

模块二

EAP 的产品及项
目运营管理

如何设置呼叫中心
EAP 公司需要的人才
如何选拔、评估培养人才
EAP 组织结构
各部门的职能
EAP 公司的特点
谁在购买 EAP 服务
不同企业（客户）购买 EAP 服务的需求

第二天

模块三

EAP 的市场与销
售

不同行业对于 EAP 项目的需求
EAP 销售要回答的最关键的三个问题
企业（客户）考核、评估、选择 EAP 公司供应商的关键点
EAP 项目方案书的结构和展示
EAP 标书的规范及展示
EAP 项目管理的内容
宣传手册的内容及如何达到宣传效果
EAP 前期调查的目标及调查的方法

第二天

模块四

EAP 项目管理

EAP 各服务模块间的衔接与联系
EAP 的各类项目报告的内容及展示
EAP 运作模式的特点及优劣势分析
EAP 项目运营中必须遵循的职业、行业守则
EAP 项目运营中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
咨询在 EAP 项目中的作用
EAP 项目中最常见的咨询主题

第三天

模块五

EAP 最常见&最
有挑战的咨询
主题

危机应对与防范
最具挑战的咨询案例 EAP100 题
EAP 咨询与社会心理咨询的差异
EAP 经典咨询技术介绍
EAP 咨询师所应具备的特质
培训在 EAP 项目中的作用

第三天

模块六

EAP 培训主题和
培训特点

最受企业欢迎的 EAP 培训主题介绍及示范
EAP 培训该如何选择切入的角度

EAP 培训应该针对哪些关键性问题
如何体现 EAP 培训的实用性及互动性
课前需求调研设计

第三天

模块六

EAP 培训主题和
培训特点

课前的宣传及策划
课程满意度反馈调研
如何运用培训推进 EAP 项目的进行

第四天

模块七

模拟演练和考
试

利用真实的案例进行演练及分析
学员参与案例的互动与点评
网上答疑及考试

培训特色:
1. 内容新: 原版是理论讲解，新版注重实践技能，考核标准将侧重于实践性内容，教材同时进行了
更新升级；
2. 师资强：原有师资侧重理论知识技能，实战经验不足，现有师资为一线丰富经验的 EAP 企业高管，
注重实操；
3. 资源丰富：课后可以获得更丰富的资源，甚至是 EAP 操作环节中涉及到的资料，综合服务支持，
顾问和督导，以及可以获得客户资源。

师资：
国际、内知名 EAP 公司高管；国际权威认证 CEAP 中国区候选人；人保部 EAP 实务技能培训专家委员
会专家；均具备丰富的职业背景，长期从事知名公司 EAP 项目运营管理与咨询的实战专家。

王苑：

原天力亚太中国区运营副总裁
王苑老师先后在世界 500 强公司以及企业管理咨询和培训公司工作，有
着丰富的工作经历以及企业管理咨询和培训的经验，2005 年进入 EAP 领域，
先后曾任顾问及管理职务，八年多的时间里积累了 EAP 在中国本土运营的丰
富的经验。工作中接触了很多来自企业的各类员工管理的问题，其中包括系
列危机干预服务、以及经济危机引发的各企业的大规模或小范围的变革、重
组、裁员、管理层的调迁、调岗服务以及特殊“个性”员工管理等等，丰富
的管理及顾问的经验使得她能够深入理解 EAP 在中国企业的管理中遇到的具

体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个性化的 EAP 综合解决方案，帮助管理者解决管理中遇到的各种员工管理
问题.

黄岚：国际 CEAP 中国区候选人，华夏心理 EAP 特聘专家，人保部 EAP 实
务技能培训专家；中国 EAP 服务中心营销副总裁
黄岚老师毕业于医学院校，先后在三甲医院、外资健康管理公司工作，有
着丰富的工作经历以及身心健康的管理理念。2008 年进入 EAP 领域，成为
中国 EAP 服务中心的合伙人，并兼任公司营销副总裁及资深培训师。在进
入 EAP 行业六年多的时间里，所服务的服务客户涵盖了政府机构、世界 500
强企业、合资企业及民营企业，客户性质包括：中资、美资、日资、韩资
等。服务客户的行业涉及：金融、互联网、移动通讯、能源、快消、医疗、制造、电子等行业。在
工作中，积累了大量企业客户的需求及 EAP 在本土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方案。逐步
探索出让 EAP 真正成为帮助企业创造生产力，帮助员工提升价值的有效工具。

证书及报考：

报考条件
大专以上学历，8 年以上工作经验者；
本科以上学历，5 年以上工作经验者；
具有 3 年以上企业管理经验者；
企事业单位管理者；
以上条件满足其中一条即可报考。
报名携带

1.身份证复印件
2.报名表（见附件）
3.2 寸蓝色背景数码证件照（和报名表一同发送至邮箱 eap@psychcn.com)

培训安排：
培训时间：2014 年 8 月中旬（共计四天）
培训地点：北京
培训人数：限额 60 人，报满即止
官方网站：www.psychcn.com
授课地点: 北京
培训价格：9800 元/人
咨询电话：400-689-1166 010-84280702 010-84280700-558、8853

付款方式：
开户行：北京银行孙河支行
帐户名：北京市海淀区华夏心理培训学校
帐号：010 9050 2700 12011 2003018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北三环支行和平里支行
帐户名：魏世伟
帐号：6212 2602 0001 5803 832
考试方式：
按全国统一考试时间安排，通过华夏心理网上答题平台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培训期间完成案例考核。

北京市海淀区华夏心理培训学校
2014年6月13日

EAP 实务技能（EAP 运营师）升级版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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