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心語言程式學執行師認證課程 (第28屆)
Licensed Practitioner Certificate of
Ne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TM

專業認可學分
Accreditation

For Caring Professionals (Class 28)
The Art & Science of Language in Healing and Health

護士 Nurse : CNE
社工 Social Worker : CPD
職業治療師 OT: CPD
網上即時報名

邁向專業之路 - 國際資格認證課程
NLP 創始人 Dr. Richard Bandler 認可及簽發認證
單元一:
單元二:
單元三:
單元四:

24/10, 31/10/2020 (星期六)
21/11, 28/11/2020 (星期六)
5/12, 12/12/2020 (星期六)
9/1, 16/1/2021 (星期六)

這個肯定是你付出最少，收穫最多的 NLP 課程 !
前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陳寶釗老師推薦
課程非常實用、全面及生活化，無論在不同的生活領域上，對促進思維及溝通效能上也有很大的幫助。
就社會工作者而言，對瞭解服務對象的限制性信念、溝通不足或個人盲點上很有啟發。若時間許可，現職
社工們應視這課程為基本的進修項目。
(註: 陳寶釗老師為資深社工，從事社工教育工作達35 年，曾於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任教 19 年)

導師: Mr. Lawrence Chu 朱德俊先生
名譽顧問: Dr. Paul Chan 陳國禧醫生

專為從事醫護及社會服務的工作者而設 !
四個核心單元，4 組輔導語言模式、60多個即學即用技巧及思維方法！

香港專業培訓學會
Hong Kong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202-204A, Two Harbourfront, Tak Fung St.,
Hung Hom, Kowloon, Hong Kong
ask@hkspt.org
www. h k s p t . o r g
Te l : 3 1 1 1 0 2 6 4
F a x: 2 1 2 5 7 9 0 0

身心語言程式學執行師認證課程 (第28屆)
Licensed Practitioner Certificate of NLPTM for Caring Professionals (Class 28)
簡介

課程目的

NLP* (Neuro Linguistic Programming) 由 Dr. Richard Bandler
及 Dr. John Grinder 於 70 年代在美國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Cruz) 創立。NLP是一門學問，透過研究人類
大腦的運作，瞭解思想、語言和行為中的規律。

1. 理解NLP學問核心，提升參加者

很多人以為NLP是正向思維，是輔導技巧，是談判策略，或是管理
技術， 這全部只是NLP的應用， 而並非NLP本身。 事實上，沒有
清晰的思維能力，那會有良好的溝通？ 啟發他人的輔導治療？成功
的談判及管理？NLP就好像是人類大腦的「操作手冊」，幫助瞭解
溝通過程中身心行為的互動關係，讓你可以透過觀察別人的行為、
聆聽其語言模式，從而更瞭解對方的思想及內心世界。

思維質素及能力
2. 學習運用NLP技巧於思維啟發 、
人際溝通、輔導聆聽、團隊建立、
創造力提昇及領導等
3. 提升參加者在身、心、靈方面的
自我管理及協同效能
4. 發 掘 參 加 者 潛 能 和 自 我 資 源 ，
促進工作、生活之間的平衡

課程特色: 四個核心單元，4 組輔導語言模式、60多個即學即用技巧及思維方法！
課程共分四個核心單元，修畢全期課程並完成作業，可申請由NLP創始人“Dr. Richard Bandler”
SNLPTM 簽發之執行師證書“Licensed Practitioner of Ne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 TM”。
課程專為從事醫護及社會服務的專業同工而設，以神學院教授及基督徒作者 Bob Bodehamer 牧師以及
Dr. Michael Hall 博士所編寫的“The User’s Manual for the Brain – The Completed Manual for Ne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 Practitioner Certification”為核心課程教材。
課程內容: 單元一

24/10 & 31/10/2020

NLP 基礎理論及卓越溝通 (2天)
NLP溝通模式
• 什麼是NLP
• NLP溝通模式
• 人際溝通的表象系統
• 感元及次感元之應用
NLP 思維模式
• 因果關係
• 學習的四個層次
• 12項NLP前題假設

課程內容: 單元三
NLP啟導卓越教練學 (2天)
NLP教練學
• 何為教練?
• NLP 及 教練學
• 教練聆聽及提問技巧
• NLP 5大卓越模式原則
NLP 教練框架及工具
• NLP SMART GOAL
• 結構完善的結果
• 生命及平衡之輪
• 卡氏坐標
• 思想理解層次的應用

9:15am – 6:00pm

NLP高效能溝通
• 眼球轉動解讀法
• 卓越溝通方程式
• 瞬間建立親和感
• 映現及配合技巧
• 同步帶領技巧
• 5 項敏銳觀察力技巧
• 中斷狀態及應用
• 接受及回饋技巧

5/12 & 12/12/2020
9:15am–6:00pm
信念系統
• NLP心態觀
• 信念的形成及等級
• 價值觀 –人生指南針
• 發掘價值層次
• 規條 – 快樂與不快樂
位置感知法
• 抽離與結合
• 位置與思維角度

課程內容: 單元二

21/11 & 28/11/2020

NLP高級語言及輔導模式 (2 天)
影響力及說服力
• 歸類法
• 語言模糊層次
• 正面言語
• 框架及其應用
• 重新框視
• 環境重建框視法
• 意義重建框視法
• 前景後景框架

9:15am-6:00pm

深層聆聽及輔導技巧運用
• 語言的表層及深層結構
• 12 項檢定語言模式
• 3 項語調模式
• 19 項米爾頓模式
• 框架與提問的應用
• 積極詞彙的應用
• 100 組強烈字眼
• 隱喻的神奇力量

課程內容: 單元四

9/1/ & 16/1/2021

NLP身心管理及治療模式 (2天)

9:15am–6:00pm

NLP身心管理模式
• 身、心之互動應用
• 身體掃瞄及身心舒緩法
• 催眠狀態與催眠治療
• 對催眠的誤解
• 自我催眠技巧

NLP治療模式
• NLP 情緒舒導學
• 次感元之應用
• 快速消除恐懼法
• 閃變模式
• 豐資心錨及其應用

NLP 卓越策略
• TOTE 模式
• NLP 模擬策略及應用

NLP 理念整合及應用
• 各個單元的理念整合
• 原則、模式及技巧

課程安排
舉行地點:
正價學費:
提早報名:
二人同行:
個別單元:
活動形式:
授課語言:
對象:
認可學分:

國際認可證書
九龍 長沙灣長裕街8號億京廣場一期31樓
FHKI培訓室 (荔枝角港鐵站D2出口步行約3分鐘)
全期 HK$12,800全期 HK$9,900- (24/10/2020前報名及繳費)
每位減 HK$300單元一及二 HK$6,500單元三及四 HK$6,500短講、示範、互動練習及分享
廣東話
護士、社工、輔導員、輔助醫療職系同工、
老師、傳道人、及對 NLP有興趣人士
護士CNE:申請批核中 社工CPD:申請批核中
職業治療師 CPD: 申請批核中

修畢全期課程之畢業學員，出席率達80% ，並完成持續
評核之練習作業:
• 可申請由 NLP 創始人 「Dr. Richard Bandler」
SNLPTM 簽發之執行師國際認證「Licensed
Practitioner of Ne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 TM」

NLP 創始人 Dr. Richard Bandler
備注﹕課程學費並未包括以上之國際認證費用，學員可自由
決定是否申請，費用約為US$230-。

導師: 朱德俊先生 Mr. Lawrence Chu

持續評核

Master of Social Science in Counseling (Uni. SA)
Licensed NLP Trainer (SNLPTM )
Licensed Medical NLP Health Practitioner (UK)
Associate Certified Meta-Coach® (ISNS)
Registered Corporate Coach (WABC)
Licensed Facilitator, The Coaching Clinic ®(CCUI)
Certified Hypnotherapist (ACHE 2006-2014, NGH)
Certified Hypnotherapist Instructor (NGH)
Registered Nurse (Psychiatric)
Licensed Trainer, The Mandt System® (US) 2011 - 2015
Accredited Family Mediator (HKMAAL 2013-2014)
National Coach Tutor & Hong Kong Representative (NFPSUK)
Licensed MBTI Step I & II Administrator
Guest Lecturer of CUHK

為鼓勵學員輕鬆學習及提升專業水平，課程以持續課堂
練習及回饋作為進度評核及反思，不設考試。
持續評核內容包括習作、應用設計及技巧實習等。

學員回應
自2007 起，已超過 1500 位專業社工、護士、物理治療師及職業治療師參加本會導師的NLP 課程。 另為其他機構舉辦
NLP 課程的包括新生精神康復會、香港專業護理學會、路德會社會服務、扶康會、澳門利民會、東華三院賽馬會復康中心、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香港神託會、禮賢會、香港護理學院及香港心理衛生會等等。
我所得到的不只是一種學識，而是一種『智慧』。當人
所見所聞越多，面對的事情越來越複雜，就越容易迷失。
工作多年來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原來只需要學幾
個概念，幾個理論，便找對了方向。 求得一位良師，
得到畢生受用的學識，確實是我的最佳選擇！
Dr. Sze, Medical Officer, Hospital Authority
Your training has inspired me to look at things differently
from the Neuro-Linguistic point of view. I enjoyed my 8-day
learning. I also admire your seriousness and passion in the
training and you did not avoid telling us the limitations
of NLP. Thank you and your team in delivering the course,
the arrangement of which was perfect.
Tam, Director of Student Service, a local University
眼前一亮，得益良多，導師由內而外的積極、愛和誠懇
都使人印象深刻…
Jenny, Registered Nurse
欣賞講者用整個課程去演繹溝通，精心設計，運用
多元化感觀教學，學習到的 Meta Model 對聆聽及提問
非常實用，終身受用，多謝…
Cheung, Manager, Occupational Therapist (I)

多謝 Lawrence 舉辦的NLP課程，實在十分精采、超值
和實用。欣賞導師預備了豐富的教材資料和靈活生動的
演繹技巧；善用每個課題的環節，重覆深化內容重點，
加深學員的印象！
Athena, Nursing Officer, Superintendent
課堂上的例子很生活化、與日常工作相關，導師能啟發
多角度去思維，讓我重新檢視自己！發現自己！
Ken, Social Worker, Service Director (NGO)
精簡、明快、到題，容易引發聽者興趣及共鳴。對日常
工作、處理同事或院友之溝通問題或誤會非常有用。
Ms. Shek, Hospital Authority, Ward Manager
很享受整個NLP課程，讓我在溝通上更有智慧; 幫助我在
輔導範圍上進入新領域。課程編排很有系統、內容充實
，學到的不僅是 NLP 的技巧，而更著重背後的理論，
很合乎美國著名作家Simon Sinek 的 Golden Circle
理論中最重要的 Why。Lawrence 的 presentation
很生動，很專業，對 NLP 知識很豐富， 講解的個案例
子實在，非常實用恰到。盼望這課程可以幫助更多人，
謝謝！
Pastor Robin 李滿林牧師

問與答
問題一: 本人並非從事醫護及社會工作，請問可否報讀這個課程?
大部份參加本會 NLP 課程的學員，都是來自社福機構、醫院及政府部門，
亦有少部份來自商界的行政人員及銷售從業人員，其中包括保險、金融，
培訓及人力資源等等。事實上，這個課程歡迎任何人士報讀。
問題二: 本人並沒有心理學相關的學位及經驗，請問完成這個課程後，可
否成為一位心理治療師 / 輔導員?
這 並非 一個為培訓治療師/輔導員的課程，假若閣下並非心理輔導/心理
治療師，這個課程並 不會 令閣下成為相關專業治療師。學 NLP 就能成為
治療師只是一些不負責任的推廣宣傳。
問題三: 為何你們的課程收費比外間的便宜很多，質素是否有保證?
事實上，價錢高低跟課程質素並沒有相對的關係。我們選用非牟利機構作為培訓場地，不花費於包裝及宣傳，只著眼
於課程質素，過去全部 27屆，全部開班，絕無延後及脫期。有興趣報讀者，請及早安排。
本會導師，過去 11 年 (2008-2020) 持續獲邀為醫院管理局作 NLP 專業護理溝通培訓。

詳情 : www.nlp.hkspt.org

查詢: 852 - 3111 0264

課程報名表格

網上即時報名

報讀課程：身心語言程式學執行師認證課程 (第28屆)
全期學費
 HK$12,800-

15週年優惠價
24/10/2020 之前報名

2 人或以上同行
及24/10/2020 之前報名

 HK$9,900-

 HK$9,600- (每位) *

* 2 人或以上同時報讀者，請一併遞交表格。

 單元一及二 : HK$6,500 單元三及四 : HK$6,500-

優惠代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會舊生報讀，只須填上中英文姓名、手機號碼及學員編號 (可參考舊有證書及收據)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Mr /  Ms)
(證書上將印上閣下之英文姓名，請以正楷書寫全名)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育程度： 小學

中學

大學或以上

服務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醫護人員 社工 治療師 其他(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 (清楚列明工作性質，將有助導師設計更合適的教材)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辦公室)：_____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同意 /  不同意 透過上述電郵收取 貴會最新課程資料。
 本人先前已同意並已定期透過上述電郵收取 貴會最新課程資料。
 支票付款：支票抬頭請寫「香港專業培訓學會」或 〝Hong Kong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將填妥之表格及支票寄回：九龍 紅磡 德豐街 海濱廣場二座 202-204A 室「香港專業培訓學會」 收
 轉數快/銀行入數：請將學費以轉數快支付系統，FPS 識別碼: 8835217 或 銀行入數存入本學會之
中國銀行 (香港) 帳戶：012-890-1-038-682-9。
 PayMe : 請按掃瞄本會之 PayMe QR Code 付款，並保留螢幕截圖之付款紀錄。
將屏幕截圖或入數存根，連同報名表一併以傳真至 852-2125 7900 或 電郵至 ask@hkspt.org 交回本會辦理。
本會將於收到表格及入數存根後一星期內以電郵確認收妥，未有收到通知者請聯絡本會職員。
學費收據抬頭(請以正楷書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須知：
1.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流覽本學會網頁hkspt.org 或致電 3111 0264 查詢。
2. 報名之收納將以先到先得為原則。
3. 課程申請一經提交則不能退款、取消和更改。
4. 如需更改報名者名稱，請以書面申請，經批核後，須繳付港幣二百元行政費用。
5. 我們將會在開課前兩個星期或之前電郵回復閣下課程是否確認開課，未有收信者
請聯絡本學會職員。
6. 正式收據將於上課第一日派發，請妥善保存，如要補發收據需繳付港幣五十元行政費。

PayMe
Scan 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