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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练精华班
CHRISTIAN LIFE COACHING TRAINING

• 如果你是教会或机构的领䄂(牧师、传道、小组组长、团契导师、
团队领导人）、学习如何成为一位「生命教练」Life Coach、能
够提升你的领导力、提升团队精神及工作效率、增强他们对教会
及神国度的委身、具体地帮助他们踏入神在他们生命的命定、转
化你团员的生命！

• 如果你是一位家长、学习如何成为一位「生命教练」Life 
Coach、能够大大改善你跟孩子们沟通的巧技巧与关系、学习如
何启发孩子自我思考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可以帮助他们发挥他
们的潜力、成为一位自我负责任的人！



生命教练精华班
CHRISTIAN LIFE COACHING TRAINING

• 如果你是一位企业老板、经理、或团队领䄂、学习如何成为
一位「生命教练」Life Coach、能够帮助你提升队员的工作效
率及士气、增强他们对工作的满足感、并同时增加团队的团结
精神！

「在廿一世纪、领导力就是影响力、如果你不懂得「教练技巧」
你很难做一个有效的领䄂！」

领导力专家约翰·麦克斯韦
John Maxwell



在这一次培训课程中、你将会学习：

• 成为成功生命教练必备的五大技巧
• 专业生命教练采用的两个容易学习及应用的「教练模式」
Coaching Model
• 如何帮助被你教练者发掘自己的价值观、厘定清晰的目标
(S.M.A.R.T. Goal 技巧）、并设计具体的行动来达到目标
• 如何成为你儿女（或学生）的教练、启发他们发挥最大的潜力、
达到最高的成就
• 学习强而有力的沟通技巧、可以应用在你生命的每一个范围
• 透过教练形式、来增强你的领导力及影响力



美西时间周2023年3月17日至 4月21日 (共6星期) 周五下午 5时至7时
北京时间2023年3月 18日至 4月22日周六早上8时至10时

• 讲师: 吴晓光教练 (ICF 认证教练, 3Q领导力学院课程
总监)

• 注册: www.3QLeader.com
• 注册/材料费: $20 美元
• 学费: 自由奉献
• 名额限制: 50位

「我保证、这是你一生人、唯一一个学习课程、是可以帮助改
善你生命中每一个关系！」

徐立平院长

http://www.3qleader.com/


360度發挖你人生的命定





360度發挖你人生的命定

作為基督徒，我們的命定從創世以來已經被編織
在上帝所創造萬有的計劃中。生命的目的已經被
種植在我們裡面，並向我們顯明 - 這目的就是神
造我們成為祂旨意中被召的

徐立平牧師將採用一個獨特的360度，平衡，聖
經的命定發挖方法幫助你從四個方向來確認你的
命定：



360度發挖你人生的命定

1. 從內看(Inward):  神在我們裡面的設計 (The Design)
2. 從後看 (Backward): 神如何有意地通過我們生活的經驗
準備我們 (The Experience)

3. 從前看 (Forward): 神放在我們心中的夢想和激情，吸引
我們向未來的命定前進 (The Passion)

4. 從外看 (Outward): 神向我們的召命(The Calling)

提供超過12個專業教練使用的測試評估



美東时间2023年1月31日至 3月7日 (共6星期) 周二上午 7:30 – 9:30

倫敦時間2023年1月31日至 3月7日下午 12:30 – 2:30

北京時間2023年1月31日至 3月7日 晚上8:30 – 10:30

 主持: 楊少珠 Betty教練

 讲师: 徐立平院长

 名额限制: 50位

 学费: 自由奉献

 報名: 基督燈台全球課程



创业成功五重关键 (全新课程 )



创业成功五重关键 (全新课程 )

您是否想了解如何成为一位成功的创业家并领导您梦想的事业?

您是否有一个天才的商业想法，您热衷于将其变为现实，但对

怎样将创业梦想变成事实一无所措？

您是否正在寻找新的冒险、人生的新阶段，成为自己的老板并

根据自己的愿景做出决定？



六个星期课程内容丰富精彩
包括以下五大板块……

1. 趋势与时机
2. 创意与产品
3. 商模与策略
4. 团队与执行
5. 资金与股权



美西时间周2023年4月28日至6月2日 (共6星期) 周五下午 5时至7时

北京时间2023年4月 29日至 6月3日周六早上8时至10时

讲师: 蔡锦源博士及多位北美, 台湾企业领袖分享嘉宾

注册: www.3QLeader.com

注册/材料费: $20 美元

学费: 自由奉献

http://www.3qleader.com/


如何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全新课程 )



约翰·麦克斯韦世界级领导力课程

如何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全新课程 )



廿一世纪的领导力就是影响力！如果你想在你的公
司、家庭及团队发挥高效的领导能力、你必须要懂
得如何增强你影响力的十大䛑诀！

无论你的职业或愿望如何，你都可以通过成为一个
有影响力的人来增加对他人的影响。

学习简单而富有洞察力的方式来更积极地与他人互
动，让你实现超越了你梦想中的个人和组织上的成
功!



如何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 管理员及经理将会看到他们的员工以新的热
情回应

• 父母将会更深层次地与子女连接和沟通

• 销售人员将打破销售记录



2023年六月初至七月初 (共6星期)

讲师: 叶志易老师 -芝加哥大學MBA, 富勒神學院領導力
碩士约翰·麦克斯韦团队认证讲师教练, 跨國企業
CFO,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注册: www.3QLeader.com
注册/材料费: $20 美元
学费: 自由奉献

http://www.3qlead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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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命的冲击
到人生的命定



应大众要求, 再次推出徐立平牧师历年来
最受欢迎的一个课程!

从生命的冲击到人生的命定

你有没有想过你在人生旅途中所面临的失败和逆境可能是
达到神在你生命中命定之路最关键的的一部分? 

通过这次课程学习, 您将获得你期待已久的内在心灵医治及
安慰和鼓励, 并将以极大的勇气和决心推动您的人生向前迈
进!!

你是否希望有一个路线图让你看到神在你生命中的奇妙计
划和命定? 



应大众要求, 再次推出徐立平牧师历年来
最受欢迎的一个课程!

从生命的冲击到人生的命定

从生命的冲击到人生的命定这个课程就是这样一张的生命
路线图, 揭示了上帝的儿女通向他们命定之旅的共同阶段和经
历。

在这个课程中, 你将会看到属灵领袖在命定道路上必须经历
的成功与失败, 高山和低谷, 那么你会明白上帝如何利用你生
命故事中的一切好和坏的经历来实现他在你生命中的奇妙计
划和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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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定旅程时间线的简要概述

Copyright  Coach22.com  2011

提升期

依赖谷 装备期
释放期 身份谷

命定成真期

成圣谷

四高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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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如何發展我們, 實現我們的命定

四個階段:
提升期, 裝備期, 釋放期, 命定成真期

主要重點: 發展我們的 Doing

三谷:
依賴,  成聖, 身份

主要重點:發展我們的 Being



美西时间周2023年2月3日至 3月10日 (共6星期)周五下午 4时至6时
北京时间2023年2月 4日至 3月11日周六早上8时至10时

讲师: 徐立平院长
注册: www.3QLeader.com
注册/材料费: $20 美元
学费: $100 美元 (所有学费支持3Q领导力学院

2023职场门训事工)

名额限制: 100位

应大众要求, 再次推出徐立平牧师历年来
最受欢迎的一个课程!

从生命的冲击到人生的命定

http://www.3qleader.com/


今天参加新春特会者
特别送给你的新年礼物

聚会结束后24小时内注册报名
学费全免

(只限今天出席聚会的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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