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灣仔灣仔道 133 號星航資訊心 29 樓全層 
Tel: 2960-1985 Fax: 2960-1980  web site : www.NLPpro.com  email : info@nlppro.com  

 

Professional Training & Strategy Ltd. 
專業培訓及策略有限公司 

報 名 表 格  
個人資料 
Name (Chinese) __________________ (Englis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ick Name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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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bile 

手機 

 
 

Email 電郵 

 
  
  

Fax 

 

 

Office 

Residence 

  

 
 

Qualification 學歷 
 F.5 中五 

 F.7 中七 

 University 大學 

 Other 其他________

Working Experience 工作經驗： 
Year 年份：  Company 公司名稱：  Occupation 職業：  Position 職位： 

       
       
       
How do you learn of our 
course  

 Friend 朋友 
______________ 

 Newspaper 報章 
______________ 

 Email 電郵 
______________ 

從何處得知此課程：  Search 搜尋器: Yahoo.com / Google.com / YP.com.hk  Others 其他 
_____________ 

       
報讀課程 費用 HK$ 
Course Name   Course Fee 學費  2,000.00 
課程名稱 : NLP 親子教育智慧工作坊                  *Less Discount  

*減特別優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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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llment  

免息分期： 
 HSBC (12 months) 

Course fee over $2,000 
 DBS（12 months）  

★ 本人確保以上資填寫資料正確無誤。 
★ 本人確知課堂上派發之講義僅供本人修習之用。 

Signature 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課程編號 
NLP in Parenting # 



學員分享 : 

導師簡介 
※ 唯一獲兩位 NLP 始創人 Prof. John Grinder and Dr. Richard Bandler    

認可的華人導師 

※ “2006”亞洲十大企業培訓師之『最傑出 NLP 培訓師』 

※ 廣東教育學院『客座教授』 

※ 國際 NLP 學院 ( 香港及中國 ) 頒發的 “資深導師”  

※ 理學碩士、工程碩士、工商管理碩士、榮譽法學博士、榮譽理學博士 

※ 香港大學 (SPACE) NLP 課程委任的 “主任導師”  

※ 香港中文大學 (SCS) NLP 課程委任的“課程顧問＂及 “資深導師”  

※ 張博士在過去 20 多年為香港及海外多間大學及專業機構服務,被委任為榮譽博士、榮譽

顧問、榮譽教授、會長、主席及講師等等。 亦非常活躍於本港的中、小學服務如教董、

顧問及講師等等。 

張博士：您好, 能認識你是我的

榮幸，我感到自己好幸連，因我

的小孩 8 歲，幸好有來聽您的

課，不然我沒信心把孩子教導

好。但是現在我很有信心，因為

我是一個很有自信很有親和力的

媽媽。真的很感謝您 ! 

張博士：您好, 認識你真的很高

興,從課程裡, 我找到我一直困擾

上下屬、母與女、夫與妻之間的

關係, 讓我一下煥然大悟, 豁然開

朗, 所有的這些只需找到方法, 就

會迎刃而解, 那就是愛, 就是接

納, 就是身心一結合! 

 

  

 胡小紅 

張博士：謝謝你! 你是我生命的貴

人 ! 我現在也學 NLP 了。 沒有學

NLP 親子課時, 在我心中兒子是沒用

的人, 對她非常的失望。 當學完後, 

他已經是哈佛大學的學生

了, 成為社會有用人才! 

鄧玉興 
張博士：你好, 通過 NLP 親子學

習, 讓我學到了與孩子正確溝

通, 引導的方法, 我非常興奮、

開心, 一定要將 NLP 運用起來, 

並感染身邊的朋友。 

肖智文 

張博士： 

你的智慧令我找著迷! 

你的愛心令我感動! 

你的教導將會使我使我的女兒收益終生! 

感謝你! 

希望你注意身體,保重自己, 祝愿你健康如

意!     

         魏韓英 

Dear Doctor,  
How lucky I am to be here to 
learn from you! 
I thank my God for this chance, 
and I believe God plans it 
as God loves me!  
I wish I can follow you and 
complete all your courses, 
or as many as I can, thanks!
   
                      Laura  

張博士：  

有一種美麗是無痕的, 

有一種溝通是無聲的, 

有一種傳遞是沁人心脾的, 

有一種轉變是潛移默化的, 

它就是, NLP。 

讓我迎著它, 向上, 提升, 更

加靈活, 我追隨它, 如同蝶

戀著花!   今天, 我邊出家門

的一小步, 將是明天孩子們   

飛躍的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