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Hong Kong Management Association also runs
Edward de Bono's Programmes in English, including:
• Six Thinking Hats®
• The Power of PerceptionTM: Tools to enhance
perceptual insights
• Lateral ThinkingTM - Creativity in Action
• SimplicityTM
Please contact Ms Diana Li on 2774 8552 for details
on these programmes.
Website: http://www.hkma.org.hk/edward_de_bono

About Dr Edward de Bono

“Linda and Peter are the leading trainers
of my work anywhere in the world.”
Dr Edward de Bono
Dr Edward de Bono is the world’s leading authority on conceptual thinking as the driver of organisational
innovation, strategic leadership, individual creativity, and problem solving. Since 1970, his exclusive
tools and methods have brought astonishing results to organisations large and small worldwide and
to individuals from a wide range of cultures,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occupations and age groups.
Dr de Bono delivers the advanced training solutions so needed for success in these challenging times.
Dr de Bono has been credited with producing thinking techniques that are simple, practical and
powerful. His Six Thinking Hats®, Lateral Thinking™, Power of Perception™ and Simplicity™ training
courses are now being implemented in organisations of all sizes because of their simplicity and their
power to change thinking behaviour, increase productivity, foster team-building, and evoke profitable
innovation.
Dr de Bono was recently listed on Accenture’s List of the Top 50 Business Intellectuals.

About his Lifetime Certified Master Trainers
As the Offici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Asia) for Dr de Bono’s Methods, Sir Dr Peter Low and Mrs Linda
Low are the first two of only four persons in the world to be awarded the status of Lifetime Certified
Master Trainer by Dr de Bono in January 2002. They have conducted more than 2,500 seminars for
executives from major corporations and businesses and governments. They include Senior Medical
Consultants who practise under the aegis of the Hong Kong Hospital Authority, engineers who work
for the MTR (Hong Kong) and the MRT (Singapore), China Light and Power, architects who work for the
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 (Singapore), senior executives and CEOs from reputable organisations
such as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Daimler Chrysler, BNP Paribas, J.P. Morgan and other giants in the
finance,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and hospitality industries.
No organisation will spend more than $1,000,000 on a programme unless it has been proven to
work. The fact that many of their client companies have done so, testifies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grammes in helping company executives to think more effectively. What is significant is that the
executives who have attended these programmes also register their children to receive the same.
Linda and Peter’s Thinking School has been providing parallel programmes to thousands of students
and educators since 1992. The skills imparted through their tool-based syllabi serve the students well
throughout thei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years.
In fact, the skills imparted are life skills and will be the same skills that your child will continue to find
useful through university and even their careers. For this, Linda and Peter have the testimony of many
satisfied parents and students.
In September 1999, Newsweek magazine highlighted their thinking school in a cover story on the
teaching of Thinking and Creativity.
The programmes will be delivered by any one of the Lifetime Certified Master Trainers or a Certified
Licensed Instructor appointed by Edward de Bono Training Private Limited - Official Regional Centre.

六頂思考帽子®
課程介紹

R

六頂思考帽子®是愛德華．德博諾博士開發的一種思維訓練工具，也是目前全球具有
影響力以及權威性的創新思維訓練課程。它提供的“平行思維＂系統，是全面思考
問題的模型，能有效避免在互相爭執上浪費時間。
六頂思考帽子®用途廣泛，可以應用於會議管理，團隊溝通，流程改進，產品研發設
計，決策製定，問題解決和領導力提升等領域。
六頂思考帽子®可以清晰地界定思考過程中的不同方向，使群體討論與對話清晰而富
有成效，顯著提高所有類型複雜溝通的效果，避免了思考飄忽，淩亂，缺乏條理等
問題。
六頂思考帽子®思維體系得到了客戶的廣泛認可和一致好評。使用過六頂思考帽子®
的世界500強企業，都認為它大大提高了工作效率，縮短了會議時間超過50%。

課程內容與大綱
課程重點強調思維訓練及思考工具的使用和應用。內容包括：
－ 思維模式和性質
－ 思維模式對團體與個人的影響
－ 集中性思維模式的重要性
－ 六頂思考帽子®的詳細介紹和應用
－ 如何啟動創意性思維模式
－ 如何應用“平行思維＂且避開“爭論性思維＂
－ 如何啟動有效的“團隊思維＂
－ 如何快捷且系統化地得出周全的方案以及決策

日期及時間
2020年2月24日(星期一)

或

2020年9月18日(星期五)

或

2020年12月14日(星期一)
上午9時至下午4時30分

水平思考™
課程介紹
水平思考™是愛德華．德博諾博士的核心創新課程，並在全球企業，政府，非營
利機構和個人中廣泛應用，取得了驚人的成效。這些企業包括微軟，惠普，麥當
勞，IBM等著名的跨國公司。
水平思考™簡單且實用，能系統化地釋放出個人和團隊的創新思考潛能。水平思考
™與傳統“垂直思考＂的區別在於前者不會過多考慮事物的確定性，而是考慮產生
多種選擇的可能性；關注的不是如何完善舊觀點，而是如何發覺新觀點；不是一味
地追求思維的正確性，而是追求思維的豐富性。
水平思考™讓創新不再是一種老式的頭腦風暴，也無需被動依賴靈感的降臨。通過水
平思考™的各種工具，每個人都能隨時隨地實現自身的創新思考能力。

課程內容與大綱
課程重點強調思維訓練以及思考工具的使用和應用。內容包括：
－ 傳統邏輯思維模式的局限
－ 為什麼創新思維模式是一種可以學習的技能
－ 集中性思維模式的重要性及實踐
－ 水平思考工具的詳細介紹和應用
－ 如何提高創新思想的效率
－ 如何把創新思想轉變成可行及有價值的實踐

日期及時間
2020年2月25日(星期二)
2020年8月3日(星期一)
上午9時至下午4時30分

或

感知的力量™
課程介紹
在這千變萬化的時代，無論是在工作或生活上，我們往往需做出及時和有效的決策以
及行動。
可是很多時候，由於感知的錯誤以及視野的局限，我們未能全面的思考和有系統地分
析問題，導致欠佳決策。另外，我們也可能非常積極的解決了非核心的問題 － 目標
放在錯誤的地方。
由愛德華．德博諾博士開發的感知的力量 TM課程，提供了十種簡單又實用的思考工
具。它們將錘鍊你的感知，讓你能夠更全面化和有效的做出集中性思考和更優的決
策，也能大大縮短了做出決策的時間。

課程內容與大綱
課程重點強調思維訓練以及思考工具的使用和應用。內容包括：
－ 思維模式和性質
－ 感知和思考的關聯
－ 常犯的思考錯誤
－ 集中性思維模式的重要性及實踐
－ 感知的力量工具的詳細介紹和應用
• 如何奠定和明確目標，目的和方向
• 如何尋找其他的選擇，可能性和方案
• 如何思考行動，機會，決定或規定等所可能導致的後果
• 如何辨認，分析和劃分問題
• 如何考慮所有相關因素
• 如何考慮其他人的觀點
• 如何考量所有有利和不利因素以及興趣點
• 如何考量所涉及的重要價值
• 如何選擇最優先考慮的事項
• 如何設計方案，行動以及做出決策

日期及時間
2020年6月23日(星期二)
2020年11月12日(星期四)
上午9時至下午4時30分

或

報名表格
愛德華．德博諾課程 - Edward de Bono’s Programmes
□ 六頂思考帽子 ® Six Thinking Hats®
□ ACB-47566-2020-1-FC 2020 年 2 月 24 日
□ ACB-47566-2020-2-FC 2020 年 9 月 18 日
□ ACB-47566-2020-3-FC 2020 年 12 月 14 日
□ 水平思考 ™ Lateral ThinkingTM: Creativity in Action
□ ACB-47568-2020-1-FC 2020 年 2 月 25 日
□ ACB-47568-2020-2-FC 2020 年 8 月 3 日
□ 感知的力量 ™ The Power of PerceptionTM: Tools To Enhance Perceptual Insights
□ ACB-47567-2020-1-FC 2020 年 6 月 23 日
□ ACB-47567-2020-2-FC 2020 年 11 月 12 日
課程費用 ( 包含午餐 )：本會會員：HK$3,000 / 非 會 員：HK$3,200
上課地點
香港管理專業協會
香港銅鑼灣禮頓道33至35號
第一商業大廈1-6樓

上課時間
上午9時至下午4時30分

授課語言及形式
粵語(輔以英文講義)

截止報名日期
開課前一星期

* Edward de Bono’s Programmes are also available in English.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Ms Diana Li on 2774 8552 for more details on the English classes.

姓名 ( 中文 )  先生 /  女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身份證號碼 ( 用作核實申請人之身份 ) 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本會會員號碼
職位 ( 中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 ( 中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英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地址 ( 中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英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 公司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住宅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 英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支票金額：港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歷：
□博士
□碩士
□學士
□管協文憑
□其他院校文憑
□預科
□中五 / 香港中學文憑
□其他（請列明）
工作經驗 ____________________年 與本課程有關之工作經驗 ____________________ 年
費用支付：
□公司
□個人
推薦人姓名及職位 ( 英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薦人電子郵箱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從哪裡最先知道此課程：
□ HKMA 電子郵件
□ 郵寄章程
□ HKMA 網頁 ( 從哪裡最先知道此課程 ):
□ 其他 ( 請註明 ):
報名須知
• 請填妥報名表格，連同劃線支票（以「香港管理專業協會」名義抬頭）於開課前 ( 不少於五天 ) 寄回：
香港管理專業協會 香港黃竹坑業興街 11 號南匯廣場 B 座 16 樓 總裁 啟
• 報名取錄與否，概由本會審查決定。
• 本會收到閣下的報名表格及課程全部費用後，將致電通知。學費收據將於兩星期內寄發。
• 除另行通知外，學員請按課程簡章上指定的時間及地點上課。
• 在學員人數超過限額的情況下，本會可另設新班，屆時將另行通知學員有關新的上課日期、時間及地點。
• 報名及查詢，請於正常辦公時間內致電 2774-8501( 客戶服務部 ) 或以傳真 2365-1000 / 電郵至 hkma@hkma.org.hk 聯絡本會。
• 已繳之學費，概不退還。報名者如因事未能出席，可由他人替代，惟必須於課程開課兩天前通知本會。
• 本會歡迎傳真留位，但必須於留位後十天內繳交全部費用。如留位日期距開課時間少於十天者，則需於開課前五天繳費，否則作自動取消論。
• 申請將於繳款後以先到先得方式處理。
• 當八號風球或以上在上課／考試進行期間懸掛，所有課堂／考試均會即時終止。補課／補考時間將另行通知。當黑色暴雨警告訊號在上課／考試內
懸掛，所有課堂／考試均會照常進行。
• 香港管理專業協會保留更改課程日期、時間、地點及講師等細節之權利。更改事宜將於有需要時通知報名者。
• 有關本課程詳情，請電 2774-8501 客戶服務部或 2774-8552 / 電郵至 csw@hkma.org.hk 與李小姐聯絡。網址：www.hkma.org.hk
• 香港管理專業協會支持平等機會政策。本會對不同性別､家庭崗位或殘疾人士均一律平等對待。
• 本人須遵守香港專業管理協會 (“協會＂) 的私隱政策聲明、香港個人資料（私隱）條例（香港法例第 486 章）及其他相關和不時變更的規定。本人
聲明支持此申請的資料乃根據本人所知為真實、準確及完整。本人明白這些資料將用於入學評估的過程，亦明白任何虛假陳述、遺漏或誤導性的資
料可能令本人申請就讀有關課程及被錄取的資格被取消。
• 本人明白在完成辦理有關課程的註冊程序後，有關資料將成為本人學生記錄的一部份，並且可能會按照協會的既定政策及香港個人資料（私隱）條
例（香港法例第 486 章）在本人的學術及 / 或在非學術活動中作所有合法用途。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1. 本本會收集及保存個人資料的目的及用途為處理課程報名的申請、安排入讀事宜、學生及本會會員事務、課程研究及統計事宜。
2. 申請人如欲查閱及 / 或更改個人資料，請向本會提交書面申請。
此報名表內所提供的個人資料將供本會職員向申請人進行直接促銷活動，包括優惠、培訓及教育課程、獎項及比賽、會員、舊生會、推廣及其他服務
及活動。
✔ 本人同意。
□
□ 本人不同意。

注意事項
1. 本人確知課堂上派發之講義僅供本人修習之用。
2. 本人已明白列於報名表格附錄中的所有「報名須知」。
申請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