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想要實現目標的能力嗎? 

甚麽影響著你實踐的能力? 

BREAKTHROUGH IN 

MIND AND SELF AWARENESS 

實踐的力量 Level 2 
Power of Actualization 

關於工作目標、夢想及理想的生活，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追

求，有些人的目標比較大，有些人的目標比較小，但最重要的

是妳有沒有把事情實踐的能力，把腦袋中的概念在現實中顯現

出來，這就是壹個人實踐的力量，空想很容易，實踐很困難。 
 

到底是人的什麽影響了我們的實踐能力，是什麽在封印著我們

心想事成的能力？ 

 
這階段課程在於管理及教練自己和他人把目標做出來。 

從"Inner Game"內在的遊戲到"Outer Game"外在的世界， 

這過程有什麽秘密及工具能協助人成功的實踐自己所想。 



 

 

 

 

 

 

 

 

 

 

我們從小到大會有不同的經

歷讓我們學習及養成很多的

信念，但信念當中有些是正

面的信念，有些是負面的信

念，我們如何捨棄那些妨礙

我們，拖著我們後腳的想

法，從而令事業或人生走得

更順利更快樂？ 

我們的性格或處事的模式可

能是我們成功或失敗的關

鍵，如何了解自己及他人看

待事情的方法，有助我們管

理他人和自己。如何處理個

人的內在矛盾也是很多人進

退失據的主因？ 

越少矛盾，越能心想事成。 

我們的將來是經過我們精心

的設計還是任由命運的安

排，無論是好或是壞，我們

是否都沒有權去選擇？人生

應該有選擇的權利，你可以

怎樣設計自己的將來，怎樣

實行自己的目標，讓自己掌

握「實踐的力量」！ 
 

 

 

 

 

 如何減少說[但是] 

 處理個人內在矛盾和衝突 

 釋放及照顧好個人的情緒 

 消除妨礙我們成功的 

「限制性想法」 

 

 

 60 多種性格處事模式 

 檢視、設計、模仿成功的

行為策略 

 

 

 如何提昇個人行動力 

 如何打破個人的籍口 

 消除對將來的焦慮 

 設計個人將來的目標 

 

 

課程內容 

掌握真正個人實踐能力的秘密 

 
透過本課程，你可以: 

1. 提高個人行動力 

2. 打破個人的信念及行動限制 

3. 為自己設立高效的目標 

4. 如何從挫敗中成長和學習 

5. 棄除個人不良習慣 



 

 

 

 

 

 

 

 

 

 

 

 

 

 

 

 

 

 

【REPLY SLIP】 

Company Name:  Membership /  
Certification No: (if applicable) 

  

Address:  

Contact Person: (Mr./Ms.) Tel: 
 Title:  

Fax:  E-mail:   

Participant 1: (Mr./Ms.) Title:  

Tel:  E-mail: 
 

Participant 2: (Mr./Ms.) Title:  

Tel:  E-mail: 
 

 
*Remarks : 1. All successful registrants will receive a confirmation letter. 2. No Certificate of Attendance will be issued. 3. There is handling charge for the request of attendance record.  
Please note that the above information may be used by HKQAA for process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eminars, and for any other purposes as stated in the Privacy Policy Statement.  
You may view the Privacy Policy Statement of HKQAA from its website (www.hkqaa.org/cmsimg/privacy/statement.pdf). 4.HKQAA reserves the right to cancel the course, change the trainer,  

contents, date, time and / or venue as necessary.上述資料將被香港品質保證局用於閣下登記研討會之用，以及用於本局在私隱政策聲明中所述之其他用途。如欲了解香港品質保證局的私隱政策聲明， 

請瀏覽網站 (www.hkqaa.org/cmsimg/privacy/statement.pdf)。□ I do not wish to receive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from HKQAA. 本人不欲收取香港品質保證局發送的任何資料  

Fax傳真/Email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lease fax to (852) 2202 9222 or email to unsubscribe@hkqaa.org 請傳真至 (852) 2202 9222 或電郵至 unsubscribe@hkqaa.org)   

19/F., K. Wah Centre, 191 Java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香港北角渣華道191號嘉華國際中心19樓 Tel (電話)：(852) 2202 9111 Fax (傳真)：(852) 2202 9222 

葉老師  

幫助人在生活與心靈上「鼓舞與轉化」，是一直推動葉老師成為一個培訓師的原因。 作為

培訓師和教練，葉老師致力於運用自己的經驗和知識，激發人們在工作場所和個人生活上

抱有一個正向的思想。他亦是時間線治療執行師，催眠治療師和 Meta Coach 教練。 

葉老師擁有超過十年的管理經驗和顧問諮詢經驗，專門從事人才和管理的發展，領導，溝

通，銷售和團隊開發培訓。他曾在跨國公司工作，及創辦一間培訓公司，於前線隊伍的建

設和發展銷售管理系統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 

 專業資格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NLP 發證導師 Certified NLP Trainer, American Board of NLP (ABNLP) 

NLP 教練 NLP Coach, American Board of NLP (ABNLP) 

時間線治療執行師 Timeline Therapy Practitioner, American Board of NLP (ABNLP) 

催眠治療師 Certified Hypnotherapist, American Board of Hypnotherapist (ABH) 

課程詳情 

日期及時間    8 月 24 & 25 日 (星期六及星期日)  
 9:00am – 7:00pm 
 
地點       尖沙咀 (待定) 
 
語言       廣東話 
 
費用   HK$3,810 

**畢業學員可獲簽發香港品質保證局證書。

如報讀及完成 Level 2實踐的力量課程，

更可獲簽發 Coaching Essential證書。 

 

 

 
Mr. Kerwin Ho 

Tel:  2202 9367 
Email:  kerwin.ho@hkqaa.org 
Fax:  2202 9198 

PROGRAMME ENQUIRIES 

Fax No: 2202 9198  M507C/HK-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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