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rtificate in

Presentation Excellence and Power-point Design
(For Healthcare & Social Services) (Class 3)

專業演說及簡報設計證書課程 (第三屆)
專業演說系列

專業認可學分 Accreditation
護士 Nurse : CNE
社工 Social Worker : CPD
職業治療師 OT: CPD

簡介
在生活中，每個人都是演說家，每個人都曾經向不同人演說、推介理念、服務、
產品，甚至推介自己。無論你是什麼人，從事何種工作；要達到你的目的，
就必須成功向人演說及推介你的意念。事實上，出色的演說者，除了有高效能
的表達技巧外，若能配合設計精美的簡報，必能讓演說錦上添花！
本課程除了加强參加者演說技巧及信心，掌握如何運用活潑、互動、富感染力
的語言和非語言表達方法傳達訊息。導師亦會讓你輕易學懂如何發揮投影片的
設計，配合演說效能，讓你做出如 「TED」 一樣的精彩演說！

課程目的
1.
2.
3.
4.

提升參加者運用語言內容、非語言表達和聲調的感染能力
加強參加者演說信心，發揮個人魅力，隨時作出有力的表達和演說
提升學員設計視覺化投影片之能力，增強學員匯報及演說魅力
增強演說者之影響力，讓觀眾留下深刻印象

課程內容
單元一
1. 魅力演說的要素
2. FOUR-MAT 系統
3. 如何活用視聽感及你的肢體語言
4. 與聽眾建立親和感的要訣
5. 內在狀態管理 – 如何說得輕鬆自在
6. 利用「Looping」及「Break State」 技巧製造
好奇心態，抓住觀眾的專注力
7. 幽默、故事演說及多層式隱喻技巧
8. 回應、提問、總結及難題應變策略

單元二
1. 8 個投影片設計黑洞
2. 現今3 大流行匯報風格
3. 視覺化核心概念
4. 字體及顏色運用 (配合主題之設計風格)
5. 圖像傳達 (處理照片及展示技巧)
6. 表格設計技巧
7. 實戰案例

培訓導師
朱德俊先生 Mr. Lawrence Chu
•
•
•
•
•
•
•
•

社會科學(輔導學)碩士 (Uni. SA)
國際認可 NLP 培訓師 (SNLPTM )
認可企業及人生教練 (ISNS)
註冊企業教練 (WABC)
教練學 (Coaching Clinic ®) 認證導師 (CCUI)
認可催眠治療發證導師 (NGH)
精神科註冊護士 RN (Psy.)
英國 NFPS 發證教練及香港代表 (NFPS UK)

文正康先生 Mr. Chris Man
•
•
•
•
•
•
•

教育碩士
註冊社工 (香港)
國際認可 NLP 培訓師 (AIP)
註冊催眠治療師 (ABH)
註冊時間線治療師 (TLTA)
認可身心語言程式學高級執行師 (IANLP)
認可身體約束及脫身法教練導師 (NFPS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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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詳情
日期及時間：
舉行地點：
學費：
對象：
活動形式：
授課語言：
證書：
持續進修學分：

21/7 及 28/7/2018 (星期六) 9:30am – 5:30pm (合共14 小時)
香港專業培訓學會 香港九龍紅磡德豐街海濱廣場二座 2 樓 202-204A 室
詳見以下表格
適合期望提升表達、演說及匯報效能及技巧之醫護及社福機構同事參加
短講、示範、互動練習及分享
廣東話
完成整個課程可獲 Hong Kong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頒發
“Certificate in Presentation Excellence & Power-point Design”證書
護士 CNE : 14 學分 / 社工CPD：14學分 / 職業治療師 CPD: 申請批核中

詳情 : www.pepd.hkspt.org
查詢電話: 852-3111 0264
課程報名表格
報讀課程名稱：專業演說及簡報設計證書課程(第三屆)

學員編號(舊生): S_________

21/7 及 28/7/2018 (星期六) 9:30am-5:30pm (合共14小時)

全期課程

學費

提早報名優惠
(開課日前一個月報名)

每人

 HK$2,360-

 HK$2,260-

三人或以上同時報讀

 HK$2,260- (每位)

  HK$2,160- (每位)

報讀個別單元

單元一

單元二

 HK$1,480-

 HK$1,480-

合共

* 三人或以上同時報讀者，請一併遞交表格。

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Mr /  Ms)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證書上將印上閣下之英文姓名，請以正楷書寫全名)

教育程度： 小學

中學

大學或以上

服務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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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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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座 202-204A 室「香港專業培訓學會」 收
 銀行入數：請將學費存入本學會於中國銀行(香港)之帳戶：012-890-1-038-682-9 , 將入數存根，連同
報名表一併以傳真至 852-2125 7900 或 電郵 ask@hkspt.org 交回本會辦理。本會將於收妥表格及入數
存根後一星期內以電郵確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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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之收納將以先到先得為原則。
2. 課程申請一經提交則不能退款、取消和更改。如報名者對其申請有任何改動，須以書面申請及繳付港幣二百元行政
費用。
3. 我們將會在開課前兩個星期或之前電郵回覆閣下課程是否確認開課，未有收信者請聯絡本學會職員。
4. 正式收據將於上課第一日派發，並請妥善保存，如要補發收據需繳付港幣$50元行政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