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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PNLP-ALL RIGHTS RESERVED © - 2015 �1

Pathway���������	
��������������������  to���������	
��������������������  Excel



課程特⾊色：

1) ⾸首創循環式學習制度，隨時加入學習，讓深造NLP學問者可以更靈活安排時間。︒ 同時永遠沒

有缺席的壓⼒力，缺席某節課程的學員可以在其後任何⼀一個循環免費補課。︒

2) 没有NLP學習經驗者随時可以體驗者身份参與學習，體驗NLP啟導技巧對提升⾃自我、︑解决⼈人

⽣生問題的好處。︒

3) ⼤大中華區唯⼀一NLPU認可授權授證廣東話課程。︒NLPU被譽為全球最系統的NLP課程，教材

貭量舉世無雙，專業啟導教練必修課程。︒

3)  ⼀一個課程兩個專業證書，同時取得NLPU⾼高級執⾏行師及IBCA專業啓導教練資格。︒並且同時獲

發中／英⽂文版本課程⼿手冊。︒

3）銜接美國NLP ⼤大學專業NLP導師及主任導師課程。︒學員完成可以直接報讀NLPU Trainer 

Class, 成為NLPU Global Trainer,並可享IIPNLP獨有的結盟優惠。︒

4）5）模仿Modeling 是NLP學問的核⼼心精髓，課程特意安排模仿作業會，貫穿整個課程，讓學

員透過模仿卓越過程有所精進。︒

6)  著重實踐與體驗，安排真實個案練習。︒課程分八⼤大獨⽴立主題，其他⼈人⼠士可按個⼈人需要獨⽴立報

讀成為案主，並由導師⽰示範及由學員跟進練習，歡迎同學邀請朋友參加

7） 劉丹⼼心⽼老師精於以現場⽰示範⼿手法，演譯每個系統NLP的技巧，更以廣東話授課，讓學員能輕

輕松松深入學習。︒

第三代NLP學習綱要
突破認知智慧(Cognitive Mind)限制，從驅體智慧(Somatic Mind)與場域智慧(Field Mind)
中找到身心融和的秘密！： 
   
從「第四位置」透析自己也不察覺的深層「自我對待」手段 
學習多個NLPU獨有著名的變換個人信念啓導技巧，成為與別不同的教練 
掌握利用「意象」、「肢體語法」進行高階心錨設定的方法，

重新掌控自己應對特別狀況的表現 
從時間線中抽絲剝繭，重寫個人歷史，根冶根源狀況所引發的

信心缺乏問題 
跳出自我框框，激發為未來幸福「豁出去」的奮鬥旅程，在生

命中發光發熱 
理解「局限性信念」的形成與結構，以衝破牢不可破的人生限

制 
掌握運用「四十八向」的高階提問技巧，分析問題，引領他人

步向成功！ 
化解「進退兩難」的思想矛盾局面，找出永不言悔最佳選擇 
體驗破解局限性信念的啓導技巧，並以SCORE系統化解問題 
透過NLPU獨有「身分矩陣」模式，重新認識自己的內在潛能，

建立堅實的個人定位，增進自信力量 

精練NLPU獨創十四路語話技巧，成為鐵齒銀牙的說服高手 
透過模仿作業解剖成功人士的成功秘密，並以模仿方式自我精進、自我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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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自我性格與情緒缺憾盲點，提升工作與生活表現 
整合所有執行師及高階執行師技巧，成為專業啓導教練 
當然！還有更多⋯更多⋯ 

考取三項國際專業證書

1. 國際身⼼心語⾔言專業進修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Professional NLP (IIPNLP)頒授之NLP身
⼼心語⾔言程序學⾼高級執⾏行師資格證明書  

• 學員倘若修畢全部課程，以及在所有考核中合格，將獲國際身⼼心語⾔言專業進修學院頒授NLP
身⼼心語⾔言程序學⾼高級執⾏行師資格證明書(Master Practitioner of Ne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成爲國際認可的NLP⾼高級執⾏行師

2. 美國NLP⼤大學所直接簽發⾼高級執⾏行師證書
• 獲取IIPNLP之NLP身⼼心語⾔言程序學⾼高級執⾏行師資格證明書之學員，同時可申請由美國NLP
⼤大學 (NLP University)頒發的NLP⾼高級執⾏行師證書，NLPU證書由創辦⼈人Robert Dilts 親⾃自簽
發。︒ 

3. 國際專業啓導教練協會International BusinessNLP Coach Association (IBCA)簽發的 
BusinessNLP專業啓導教練資格認證Certified Professional BusinessNLP Coach

• 獲IIPNLP之NLP身⼼心語⾔言程序學⾼高級執⾏行師資格者可另付費HK$ 1,400申請考核國際專業啓
導教練協會 (IBCA) 的BusinessNLP 專業啓導教練認證證書，申請者需符合IBCA所定之評審
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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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聲

NLP Master Practitioner課程確實是⼀一⾨門藝術，喚醒了⾃自⼰己對⼈人⽣生的⼀一些追求，背後的理念及正⾯面動
機，最重要的是喚醒⾃自⼰己天⽣生已擁有，但已遺忘了的那份〝感激〞的⼼心，感激⾃自⼰己的過往，感激⾃自⼰己⾝身
邊的⼈人，包括家⼈人、朋友、同事。懷著這份感激之⼼心，⽣生活由此輕松，愉快、投⼊入，究竟⼈人⽣生正在追求
什麽呢？Master NLP 給予⼀一個清晰的⽅方向，畢⽣生受⽤用的⼀一種絕學。多謝Samuel⽤用⼼心的教授。
Carmen Lee- Sales & Marketing



 

課程內容

單元⼀一  主題：覺醒—從平凡中引發突破之旅 Awakening- The Hero’s Journey
⾼高級執⾏行師之能⼒力與具備
第三代NLP的「三重智慧」原理及NLP的未來
英雄本⾊色與英雄之旅——從學習、︑掌握，到⾃自我精進
⾃自我贊助與贊助他⼈人
超智鏡像模式 (Meta Mirror Format)

•超智鏡像練習清單
•性格特徵形容詞 (Characterlogical Adjective)

意像 Intervision
英雄之旅的勾劃 (The Hero’s  Journey)
開始英雄之旅 (Mapping the Hero’s Journey)
轉變的原型 (Archetypes of Change)
模仿作業Modeling Project 

單元⼆二 主題：轉化思維 I—揭露思維的秘密  Mind Transformation 1-3－The secret 
behind our mind
追縱過渡期 (Tracking Transition)
神經系統
⾃自我組織理論 (Self Organization Theory)
信念和價值概覽
信念的超智結構 (The Meta Structure of Belief)
信念改變循環 (Belief Change Cycle)

•信念改變程序
•信念改變循環檢查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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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 聲

我很⾼高興能在這學習到最純正的NLP⼤大學教材，確省卻跑⽼老遠的加洲之苦。劉丹⼼心⽼老師的演練及⽰示範
的每個技巧⼗十分熟練，絕對是⼤大師級導師之功架。當中的多個技巧更深深的感染了我的內⼼心深處，並
強化了我的信念與實踐⺫⽬目標的⼼心。NLP確簡易有啓發，多謝劉⽼老師！     
唐嘉威  總經理

學員💛 聲
感激⽼老師當了我的啓導教練/師傅/導師，從你⾝身上，我學了很多很多！我⾒見到你真的每天當活在NLP
的智慧中，宜且運⽤用得宜。我⼗十分興幸⾃自⼰己參加了⾼高執課程，更感恩於有你帶領著我們渡過個⾮非凡
的NLP學習 之旅。                                      

學員💛 聲
⼈人們對社會⼯工作待遇有諸多要求，但又對環境之下可改變感到無奈，卻又不知道原來最⼤大的改變要源
⾃自內⼼心，求諸⼰己。︒Samuel 的課程提供⼀一個非常有系統及⽣生動的⽅方式去啓發我們，輕松及⾃自在的學習
氣氛，令我們去發掘⾃自⼰己的潛能，⾯面對⽣生活的各⽅方⾯面。︒
Lillian Ngan-Accounting  Manager



單元三  主題⼀一：⾃自我精進—⽣生⽣生不息的成就Personal Mastery—Generative 
Success  

  主題⼆二：馴⼈人⾼高⼿手—說話的魔法 Persuasion Master— The magic of the 
language  
信念評估 (Belief Assessment)
NLP的⽣生成式應⽤用 (Generative Application of NLP)

•⽣生成式NLP模式 (Generative NLP Format)
•⽣生成式NLP過程的步驟指引
•⽣生成式NLP⼯工作紙
•⽣生成式NLP模式檢查清單

巧妙說服語⾔言模式 (Sleight of Mouth Patterns)
•引發限制性信念句⼦子的語⾔言框架
•巧妙說服語⾔言模式的定義及範例

巧妙說服語⾔言模式問題
隱喻 (Metaphor)
治療性隱喻(Therapeutic Metaphor) 

單元四 主題：轉化思維 II—跳出框框 Mind Transformation 1-3－Box breaking
信念破框引發程序 (Belief Out framing Elicitation Procedure) 
限制性信念超框模式 (Limited  Belief Outframing Format)

•信念超框過程的指引
信念超智框練習表
轉化失敗為反饋的策略 (Failure into Feedback Strategy)

單元五  主題：回到未來—時間回塑與歷史重寫 Back to Future-Time Regression & 
Experience rewriting  
重塑印記 (Reimprinting)
⾏行為的基本結構: T.O.T.E. 模式

•確⽴立⽬目標
•證據與證據程序 
•建構良好結果的條件
•建構良好結果的練習

定義T.O.T.E. 程式的良好建構條件
•定義

S.C.O.R.E.模式 (The S.C.O.R.E. Model)
•了解S.C.O.R.E.
•基本S.O.C.R.E.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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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 聲
感激⽼老師使我的⼈人⽣生充滿可能性，事實上需要有⼈人去喚醒你，去發現、去感受，Samuel能幫助
您，令您發現現在⽣生命是可以有所不同。體驗才能發現，值得你去探索。那是絕對你應該擁有的
英雄之旅。
馮⽕火友 新鴻基地産發展有限公司 地産發展副經理



單元六 主題：轉化思維 III— 思維調解 Mind Transformation 1-3－Mind Mediator 
相互衝突的信念系統的融合

•融合衝突信念檢查清單
碰撞性信念與同謀信念 (Colliding and Colluding Belief)
調解 (Mediation)
基本信念串聯練習

•信念串聯程序 (Belief Chaining Procedure)
信念審核 (Belief Audit)

•信念審核練習

單元七  主題：⾃自我身份探索與發現—身體的⼤大智慧 The Identity Journey- The 
wisdom of the body
身體語法 Somatic Syntax
身體語法練習

語⾔言檢定模式三 (Meta Model III)
•練習：探索語⾔言檢定模式三 (Meta Model III)
•語⾔言檢定模式三模仿練習
•語⾔言檢定模式三練習指引檢查清單

舞蹈S.C.O.R.E. 模式 (Dancing S.C.O.R.E. Format)
•舞蹈S.C.O.R.E.模式引導者檢查清單

身分
⾃自我概念的身分矩陣 (Identity Matrix for Self Concept )
身分矩陣的應⽤用 (Apply the Identity Matrix) 

單元八  主題：⾼高階啓導學—啓導式領導 Advance coaching skills— Coaching 
Leadership
解決問題的SOAR模式

•結合NLP與SOAR模式
•「攀玩架」(Jungle Gym)----“狀態”與施以NLP⼲干預⼿手段的概念⼯工作間

SOAR探索性練習
•SOAR探索性問題

綜合S.O.C.R.E. 模式 (S.C.O.R.E. Integration Format)
綜合SCORE模式引導者檢查清單
信念安裝程序 (Belief Installation Procedure)
共鳴模式 (Resonance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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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 聲
認識NLP之後，確切對⾃自⼰己有⼀一定的幫助，從前沒有詳細思想的問題，都會重新去思考。︒

譚燕萍—合和實業集團 集團⼈人⼒力資源及⾏行政經



上課安排

學費 
⼰己經完成NLP執⾏行師課程者：HK$28,800	  (全期8個單元16天共131小時)


[費⽤用包括：考核費、美國NLP⼤大學認證費、中⽂文打印版⼿手冊(英⽂文版⼿手冊則以電⼦子版形式)
費⽤用不包括午餐及晚餐]

IIPNLP舊⽣生早⿃鳥優惠學費：2013-15年IIPNLP執⾏行師畢業同學──HK$26,800  
- 舊⽣生報名時，必須為曾讀國際⾝身⼼心語⾔言專業進修學院的NLP執⾏行師資格證才可獲得此優
惠。 

没有任何NLP學習背景⼈人⼠士: 
任何⼈人⼠士不論曾否有NLP學習經驗，皆可以探索學習者⾝身份報讀單元⼀一⾄至七課程，費⽤用每單
元HK$ 2,680 (每個單元兩天共15⼩小時), 單次報讀者不發任何證書並只獲該單元筆記。︒及後如
需申請美國NLP⼤大學證書，需要補讀執⾏行師課程及以整個⾼高執課程，並需⽀支付HK$  28,800扣
除曾上過單元學費的餘款作為學費 (此費⽤用未包NLP括執⾏行師課程學費)。︒  

                                                                                                                                                                                              	  
重讀NLP⾼高級執⾏行師資格優惠學費： HK$9,800 + USD$ 650 考試及證書費
- 報名時，必須同時提交其他獲認可學院/導師*頒發的NLP⾼高級執⾏行師資格證書副本才可獲
得優惠。

單元 ⽇日期 時間 上課地點

單元⼀一 12-09-2015 
13-09-2015 

1100-1900 SAT
1100-1800 SUN

Free Practice Session
1930-2130 Sat

九龍彌敦道

單元⼆二 10-10-2015
11-10-2015

單元三 14-11-2015
15-11-2015

單元四 12-12-2015 
13-12-2015 

單元五 16-01-2016
17-01-2016

單元六 20-02-2016
21-02-2016

單元七 12-03-2016
13-03-2016

單元八
Final 
Assessment  

16-04-2016
17-0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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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PNLP--NLP⼤大學國際級導師
劉丹⼼心⽼老師是國際身⼼心語⾔言專業進修學院(IIPNLP)及國際專業啓
導教練協會(IBCA)的創辦⼈人，傑出NLP應⽤用專家，亦爲全球⾸首位
獲美國NLP⼤大學正式授權可直接頒發美國NLP⼤大學證書的NLP⼤大
師級導師。︒劉⽼老師⼀一直致⼒力推動系統性NLP在華⽂文社會發展，替
NLP⼤大學翻譯了整套⾼高級執⾏行師教材，並先後與⾹香港⽣生産⼒力促進
局合辦了屆NLP⼤大學專業⾼高級執⾏行師國際⽂文憑課程，及'屆的系統
性NLP商業執⾏行師課程，且結合系統性NLP⾏行爲改善策略于商業
及啓導領域中應⽤用，其NLP啓導技巧之應⽤用成就顯赫，曾多次運
⽤用NLP啓導技巧協助超過0位銷售⼈人員奪得⾹香港管理協會
(HKMA)的傑出推銷員⼤大獎，當中更有多位名列前五名。︒

劉⽼老師從事⼈人⼒力培訓發展⼯工作超過⼆二⼗〸十五年之久，積累豐富培訓、︑⾏行爲改善、︑潛⼒力開發經
驗，曾參與過他所主持的各類課程的學⽣生達數萬⼈人。︒曾受邀爲本地⼤大學、︑政府部⾨門，上市
公司跨國企業提供NLP培訓服務，包括⾹香港⼤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理⼯工⼤大學、︑浸會⼤大
學、︑清華⼤大學、︑⽴立法會秘書處、︑司法機構、︑⼟土地注冊處、︑公務員培訓處、︑勞資審裁處、︑房
屋署、︑⾹香港⽣生産⼒力促進局、︑社會福利署、︑KB建滔化⼯工集團、︑Philips ⾶飛利浦電⼦子、︑CSL、︑新
世界傳動網、︑新鴻基地産、︑恒基地産、︑輝瑞藥廠(Pfizer) 、︑曼秀雷敦、︑Le saunda、︑中國移
動、︑各⼤大外資保險公司(美國友邦,法國安盛, 加拿⼤大永明, 荷蘭安泰, 美國萬通, 英國保誠, 瑞
⼠士蘇黎世) 等。︒在國內⽅方⾯面，曾受邀替多家上市外企，提供全⽅方位NLP經理⼈人、︑⾼高效零售管
理、︑NLP⾼高效銷等培訓，更受北京清華⼤大學持續進修學院邀請，教授CEO總裁MBA課程。︒
劉⽼老師師承多位國際級NLP及潛⼒力提升⼤大師，掌握了無數有助思想及⾏行爲提升的技術，對
開發個⼈人⼼心靈潛⼒力，提升個⼈人效能均有深入的研究，更善于運⽤用不同技巧協助他⼈人改善身
⼼心問題，星級⼤大師包括：Robert Dilts (NLPU)，Judith Delozier(NLPU)，Suzi Smith 
(NLPU)，Dr. Stephen Gillian， Dr. Jeffrey Zeig，Randal Churchill，Marleen Mulder，
Jane Peterson，Anthony Robbin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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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P⼤大學簡介 --名⾨門正宗「系統NLP」
美國NLP⼤大學由羅勃第爾斯先⽣生(Robert Dilts)及德艾斯坦
Todd Epstein 于''年創⽴立，總部位于美國加州的聖達告魯斯
(Santa Cruz)，該地亦爲NLP這⾨門學問的發源地。︒⾃自德艾斯
坦年離世後羅勃並邀請始創⼈人約翰格蘭特John Grinder 前妻
朱迪迪路西亞⼀一起主持各級NLP課程，並共同研編  「系統
NLP」百科全書這本NLP界巨作，殿定定了系統性NLP的
地位。︒羅勃與朱迪也同爲兩位NLP創⽴立⼈人Richard Bandler 
及John Grinder的共事夥伴，爲NLP界著作最多的權威學
者。︒
NLP⼤大學的創辦宗旨爲提供⼀一個嶄新⽽而全⾯面的NLP教育架構及NLP技能訓練平台，使來⾃自
全球各⾏行各業、︑背景各異的⼈人⼠士，均能夠透過學習系統性NLP的基礎及進階技巧的實際應
⽤用⽽而受惠。︒NLP⼤大學的使命爲：爲有志于發掘NLP潛能的⼈人⼠士，提供有利的學習平台，包
括提供必要的指引、︑培訓、︑⽂文化環境及交流等⽅方 ⾯面之⽀支持，⽽而其具體的⼯工作包括⿎鼓勵⼈人們
進⾏行NLP技能及理論模式的研究及發展，以及提供⾼高素質的培訓及NLP技能及技術評估
等。︒(NLP University 網址：http://www.nlpu.com)

NLP⼤大學合辦課程
劉丹⼼心⽼老師(Samuel Lau)是全球⾸首位獲美國NLP⼤大學授權
開辦合辦課程的NLP主任導師，可申辦采⽤用NLP⼤大學教
材的NLP執⾏行師及/或NLP⾼高級執⾏行師課程。︒成功畢業者
可獲NLP⼤大學頒發NLP⼤大學證書。︒(NLPU具有審批課程
及頒授證書與否的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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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Professional NLP 
國際⾝身⼼心語⾔言專業進修學院 課程報名表 

     
課程名稱: NLPU⾼高級執⾏行師證書  課程編號: MPHK15B 

姓名 :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性別 :_M / F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_________電郵:_________________證書姓名樣式 (請以英⽂文正楷⼤大寫填寫):__________________ 

  
□ 本⼈人同意主辦⽅方IIPNLP引⽤用本⼈人提供的聯繫資料作聯繫本⼈人⽤用途，以得知⼯工作坊的最新訊息，及
同意收取由主辦⽅方IIPNLP提供的市場訊息。︒ 

參加者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繳款⽅方法: (A) □ ⽀支票; 現附上港幣$______________ 的劃線⽀支票,⽀支票號碼為 ⽀支票抬頭『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Professional NLP』,並請劃線。(B) □ 現⾦金; 往銀⾏行⼊入賬 - 匯豐銀⾏行(400-521191-838) $ 
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 (C) □ Paypal 信⽤用卡⽀支付 (我們會發出⽀支付電郵給你) 

繳費⽅方式: 
⾃自⾏行往銀⾏行⼊入賬 - 匯豐銀⾏行 400-521191-838,帳號名稱: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Professional NLP 
請把⼊入數紙傳真致: 8148 3292 或 email: sam@iipnlp.org  (⼊入數紙請寫上姓名) 或將報名表連同⽀支票
郵寄到本學院 郵寄地址: Level 20, Infinitus Plaza, 199 Des Voeux Road Central, Sheung Wan, 
Hong Kong.  

注意: 
1.報名表(可⽤用影印本)必須連同學費⼀一併繳交,否則報名無效。  
2.個⼈人資料(私隱)政策,我們致⼒力妥善處理閣下的個⼈人資料,保護私隱及機密,備存準確記錄,以上資料只作是次課程及本學院通訊
之⽤用。  
3.除⾮非本學院於課程開始前最少⼗〸十四個⼯工作⽇日收到申請者書⾯面通知退學,否則已繳學費概不退還。申請者申請退還學費需繳交⼿手
續費⼆二百元正。  
4.申請者可提名他⼈人代替其本⼈人出席課程,惟事先須得本學院同意。  
5.國際⾝身⼼心語⾔言專業進修學院保留在任何情況下及以任何原因拒絕任何⼊入學申請的權利。申請者繳付學費後,仍須符合⼊入學的所
有條件,其申請⽅方可獲得接納。  
6.國際⾝身⼼心語⾔言專業進修學院保留在任何情況下更改課程內容、授課地點、⽇日期及時間的權利。  
7.颱⾵風及⿊黑⾬雨警告:如課堂時間是在早上(9:00-13:00)、下午(2:00-5:00)或晚間(6:30-10:00),將在下列情況下取消: 
 (⼀一)⼋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在早上6:00、11:00 或下午4:00仍然懸掛;或 
 (⼆二)⾹香港天⽂文台在早上6:00、11:00或下午4:00或之後,宣佈將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本學院將盡早通
知學員補課的⽇日期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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