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課日期： 7 月 3 及 5 日

NLP 實用技巧課程—NLP 教練技術
「人生教練」這職業最近熱爆全城。究竟「教練」是「教」什麼，「練」什麼？單憑
自己的人生經驗就可以「教練」別人？還是有一套系統化的方法，處理對方的行為、
思維、感受、信念、價值及表現，讓他/她持續成長/提升？
這個課程是 NLP 教練的入門班，學員會探討如何將「教練技術」應用於日常管理及
成功之道，提升自己的管治能力。

課程內容
1. 「教練技術」簡介
● 什麼是「教練技術」?
● 成功教練的心態
● 啟發 vs 直接告知

3. 激勵及賦權技巧
● G.R.O.W. 模式
● 思想理解層次
● 優質「教練技術」的 8 個要訣

2. 宏效溝通技巧
● 與
「受教練者」coachee 建立親和感
● 積極聆聽技巧
● 「語言」及「非語言」溝通

4. 發問的威力
● 提供問題而非答案
● 教練有超卓表現的團隊
● 專注於持續的發展及蛻變

導師 : Ms. Rosabella Hui

BA (Hons)

Certified NLP Trainer
Master Hypnotherapist of ABH
Master Time Line of TLTATM
上課地點 :
上課日期 :

香港炮台山英皇道 89 號桂洪集團中心 12 樓 1201 室
2012 年 7 月 3 及 5 日(星期二及四）
上課時間 :

學費

HK$1,000

:

7:00pm - 10:00pm

早報名優惠：- 於 19 June 2012 前報讀，可獲九折優惠
- 二人同行可獲八折優惠
- 本院學生可獲七拆優惠
（以上優惠，只可選其一）

Professional Training & Strategy Ltd.
香港炮台山英皇道 89 號桂洪集團中心 12 樓 1201 室
Tel : 2960 1985
Fax : 2960 1980

www.nlppro.com

Professional Training & Strategy Ltd.
課程編號

專業培訓及策略有限公司

報 名 表 格
個人資料
Name (Chinese)

__________________ (Englis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名 : ______________

Name on Certificate (請依身份証明文件，用正楷清楚填寫中英文姓名，以便辦理証書)
Address:

Email address 電郵

Mobile

Qualification 學歷
 F.5 中五

手機
Office

 F.7 中七

Fax

 University 大學

Residence

 Other 其他_________

現職公司年份：

Company 公司名稱：

How do you learn of our

 Friend 朋友

Occupation 職業：

 Newspaper 報章

Position 職位：

 Email 電郵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從何處得知此課程：  Search 搜尋器: Yahoo/Google/YP
 Others 其他 _____________
course

報讀課程
Course Name
課程名稱 :

費用 H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urse Fee 學費
*Discount 優惠

($

Net Amount 實付

$

)

Payment Method 付款辦法

現金 Cash
 Cheque : Bank / Cheque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 Visa / Master Card 付款；Card No. 信用咭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pire Date 有效日期 _________
現授權予 貴公司於上列信用咭支取學費 : HK$ _______________ Bank Name 銀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of Card Holder 持咭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ed by Card Holder 持咭人簽署 ____________
Deposit the captioned net amount into Hong Kong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Account No. #450-1-043766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 Strategy Ltd.” On ____________ Pay-in slip enclosed
存入款項: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戶口號碼 #450-1-043766 (“Professional Training & Strategy Ltd”) 並將銀行存款
收據一併交回。



本人確知以上資填寫資料正確無誤。

緊急聯絡人：＿＿＿＿＿＿_____＿＿___

本人確知課堂上派發之講義僅供本人修習之用。

(關係:

Signature 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電話：＿＿＿＿＿＿＿＿＿＿
Date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有查詢, 請致電
專業培訓及策略有限公司 電話號碼: 2960-1985
香港炮台山英皇道 89 號桂洪集團中心 12 樓 1201-02 室

詳情請瀏覽我們的網址 : www.nlppro.com

傳真號碼: 2960-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