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暑期班

少年 MBA 課程
我們深信，孩子們都有能力

展翅高飛 !

只要找對方法，就能夠打開潛能的寶箱，提升學習能力！既然成年
人都在爭相報讀 MBA 課程；何不早些為這些青少年裝備自己，
處理他們的 M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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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溝通
坐言起行
努力達標

正面樂觀
快樂學習
創意思維

Attitude 心態
＊

一站式的課程，
讓子女全方位飛躍成長！

＊
＊

積極進取
自信自愛
逆境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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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特色
我們課程的最大特式是採用了實用的行為心理學 –
Neuro Linguistic Programming「身心語言程式學」。

著重與學員的潛意識溝通。利用身心互動的關係去帶動並改變思想，啟發潛能及
創意思維；利用NLP技巧將經驗元素改變，從而增加自信、自律及學習效能等。
故此，能達致理想及持久的效果。

非一般的課程
「少年 MBA 課程」集心理培訓和發展多元才能於一身。著重啟發，透過體驗式學
習，學員能迅速掌握各種理念及技巧，超越一般的成長！讓學員無論在功課上、待
人處事及面對逆境時，都能有更多選擇及應變方法。
內容包括：
Mind

-

思想

- 五感學習法、視覺記憶法、提升創意及寫作技巧
Body

-

身體

- 提升溝通能力、「以終為始」提高行動力、懂得欣賞及感恩
Attitude - 心態
-建立正面心態、以圖像法選擇情緒、設定 S.M.A.R.T. 目標

課程顧問 : Dr. Alex Cheung

LLB (Hon), MBA, MSc.

International Master Trainer of NLP
Certified Coach Trainer of ABNLP

課程導師
Ms Rosabella Hui

BA .

Certified NLP Trainer
Master Hypnotherapist of ABNLP

上課地點 : 本中心
上課時間

:

Mr. Frank Cheung

MSc in Psychology

Master Coach of NLP
Enneagram Trainer

學費 : HK$2,000

高小班 : 2012年8月7, 8, 9 & 10日 (10 am - 1 pm)
初中班 : 2012年8月7, 8, 9 & 10日 (2:30 pm - 5:30 pm)

特別優惠 7月7日前報讀 : 八折 = $1,600
:

7月24日前報讀 : 九折 = $1,800

二人同行 : 九折 = $1,800
舊生親友/三人同行 : 八折 = $1,600

(以上各項優惠，只可選其一。而團體優惠之截止日期為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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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 MBA 課程

 高少班

 初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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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